
國 立 嘉 義 大 學 輔 導 與 諮 商 學 系 

110 學年度第學期第 1 次大學部師生座談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110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10 分 

主    席：張高賓 主任 

紀    錄：葉雅玲 專案辦事員 

出席對象：輔諮系大學部班導師、一年級至四年級各班級幹部、系學會幹部及志

工隊幹部 

一、報告事項： 

【學生事務】 

1. 開學至今已進入第 5 週，提醒同學記得上網查詢缺曠課紀錄。以免因未請假

而缺曠課紀錄達總節數三分之一而導致扣考，如不知道自己是否有缺曠課紀

錄請到學校網站查詢。（查詢網頁：Ｅ化校園→校務行政系統輸入帳號密碼

→出缺勤紀錄查詢結果） 

2.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之需，本校於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持續實施「課

堂固定座位制」，每一課程只需繳送一份「課堂固定座位表」，俾利日後若校

內出現確診案例，可全力配合疫情調查。請各班班代轉知各科科長於 10 月

20 日前將「課堂固定座位表」交至系辦彙整。 

3. 學生請假宣導及注意須知。 (如附件 1) 

4. 提醒同學進出校門口時，請多加小心並注意來車，切勿因趕時間，而造成意

外的發生! 

5. 本學期【選課確認】以線上確認模式，無須列印選課確認單，說明如下： 
(1) 各班同學確認路徑為：本校首頁→E 化校園→校務行政系統→網路選課

→選課確認→請逐一檢視所選科目欄位後按【確認鍵】送出即可。 
(2) 各班導師及系主任路徑：本校首頁→E 化校園→校務行政系統→導師專

區→選課確認作業。 
(3) 以上請於 10 月 21 日前完成。 
(4) 請所有同學注意，修課前請先查詢教學大綱上有無要求先備課程再決定

修課，若無修過先備課程，系統進行篩選時，會將無修畢先備課程之學

生剔除，請同學務必去確認選課，以免權益受損。 
(5) 若有意修習「跨領域學程、微學程」，請依各學程申請流程於規定時間內

辦理；欲修讀「他系專業選修學程」，請於當學期加退選期間申請修讀。  

6. 【班會記錄】以線上確認模式，請各班學藝股長線上申請：本校首頁→E 化



校園→校務行政系統→點選「學藝申請」(每學期僅需申請一次)→點選「學

藝登錄」，出現「存檔成功」表示申請完成。 
班會記錄線上撰寫路徑為： 
本校首頁→E 化校園→校務行政系統→點選「導師時間活動紀錄」→點選

「新增班會紀錄」欄位後填入各欄位資料，填完後點選 「上傳」送出即可。

【註：已填寫完之紀錄，在導師尚未審核前，可編輯及刪除】 

7. 本（110-1）學期期初教學意見信箱，謹訂於 110 年 10 月 4 日(星期一)至 110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五)止實施，請同學踴躍上網進行填答。教學意見信箱填

答路徑：本校首頁→e 化校園→校務行政系統→鍵入帳號、密碼→系統選單

→教學意見信箱進行填答。 

8. 因疫情影響，UCAN 改以線上觀看影片方式進行。大二至大四學生 UCAN
團測影片連結網址如下，請轉知班級同學知悉並於 11 月 30 日前完成施測，

UCAN 施測項目為「職業興趣探索」、「職場共通職能」和「專業職能」。 

檢附影片網址： 

(1) 大二：我的時代由我做主(https://reurl.cc/kLlkbr)。 

(2) 大三和大四：掌握個人未來人生(https://reurl.cc/0xEQ0A)。 

9.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預選及加退選，於 110 年 12 月 24 日至 29 日進行

第一階段預選；110 年 12 月 31 日至 111 年 1 月 6 日進行第二階段預選。若

未能於預選階段選課者，可於 2 月 14 日至 2 月 18 日進行加退選。  

10. 本系 110-2 學期課程預選作業自 110 年 10 月 19 日至 27 日進行各班專業選

修課程調查，敬請各班班代利用班會時間或課餘時間協助。 

11. 學生學習護照乃為協助同學們了解在修業期間自我紀錄學習成效，並自我檢

視之。學生應視入學年度檢核畢業門檻。 

【獎學金資訊】 

12. 本校 110 學年度「侯佳秀(秀梅)老師紀念獎學金」申請至 10 月 19 日止，請

大二以上符合申請資格之同學，留意申請期限。(如附件 2) 

13. 彰化縣國立嘉義大學校友會請本校推薦設籍於彰化縣內，成績優異之在校

生，每名獎助學金新臺幣 5,000 元，共 7 名（每學院以 1 名為原則，家境清

寒者優先）。申請至 11 月 5 日止，請符合申請資格之同學，留意申請期限。

(如附件 3) 

14. 本校 110 學年度蔡嘉康先生清寒學生獎學金申請自 9 月 7 日起至 11 月 8 日

止，請大二以上符合申請資格之同學，留意申請期限。(如附件 4) 

15. 本校民雄學務組訂於 110 年 10 月 27 日(星期三)下午 5-6 節導師制時間在大

https://reurl.cc/kLlkbr
https://reurl.cc/0xEQ0A


學館演講廳舉辦民雄校區「助學措施說明會」，參加對象為(1)大一就貸生及

學雜費減免生(2)全校欲申辦就貸及瞭解獎助學金、高教深耕計畫和校外住

宿租金補貼申請者。請大一學生務必參加。如有興趣瞭解的同學，也歡迎參

加。 

【活動訊息】 

16. 本校訂於 11 月 10 日(星期三)下午 1 時 20 分至 3 時 10 分，於民雄校區大學

館演講廳，辦理本學期「民雄校區學生自治幹部座談會」，敬請各班班代務

必準時參加。 

17. 本校訂於 12 月 1 日(星期三)下午 1 時 20 分至 3 時 10 分，於國立中正大學

「防制藥物濫用教育中心」，辦理「嘉」入反毒行列、共創美好人生「反毒

研習」參訪活動，歡迎報名參加。 

18. 本校訂於 12 月 8 日(星期三)下午 1 時 20 分至 3 時 10 分，於民雄校區大學

館演講廳，辦理「反毒知能研習」，請大二務必參加。 

19. 本校 102 週年校慶典禮預演活動訂於 12 月 8 日(星期三)於蘭潭校區舉行，

每學系需遴派 1 名大一學生代表參加。(當日中午 12 時 30 分在行政大樓前

撘車前往) 

20. 本校 102 週年校慶運動會訂於 12 月 10 日（星期五）上午 8 時於蘭潭校區舉

辦，請大一負責進場的表演。 

21. 本校 102 週年校慶典禮訂於 12 月 11 日（星期六）上午 9 時於蘭潭校區瑞穗

館舉行，請每學系遴派大一學生參加。 

22. 本系辦理 2021 全國大專院校排球大心盃活動，提前活動日期至 110 年 12 月

11 日至 12 日。 

23. 本校訂於 12 月 15 日(星期三)下午 1 時 20 分至 3 時 10 分，於民雄校區大學

館演藝廳，辦理本學期「租屋博覽會、賃居安全講座暨連續假期學生安全宣

導」，請大一同學參加。 

24. 本系本學期大學部第 2 次師生座談會預定 12 月 21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10
分於民雄校區行政大樓四樓 A407 會議室召開，屆時請各位撥冗出席與會。 

25. 本系與國際事務處合作辦理國際大師講座訂於 12 月 22 日(星期三)下午 1 時

20 分至 3 時 10 分，舉辦本學期大學部第一次線上專題演講，講師為財團法

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人道援助處王宏慈處長，講題為「國際大師講座--"
國際合作與海外志工"」，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26. 本系與國際事務處合作辦理國際大師講座訂於 12 月 29 日(星期三)下午 1 時

20 分至 3 時 10 分，舉辦本學期大學部第二次線上專題演講，講師為洪爾漢 



Erhan Horozzoglu，講題為「國際文化交流講座--"異鄉人就在你身邊-土耳其

"」，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27. 本系訂於 111 年 1 月 12 日(星期三)下午 1 時 20 分至 3 時 10 分，舉辦本學期

大學部第三次線上專題演講，講師為本系沈玉培老師。(詳細講題及連結方

式，另期公告) 

【重要宣導】 

28. 校園規範之教育宣導，請同學們務必留意網路言論禮儀，避免觸法。 
(1) 依據「教育部校園網路使用規範」第4點第8款規定，為禁止濫用網路系

統，使用者不得以電子郵件、線上談話、電子佈告欄(BBS)或類似功能(例
如:臉書、Dcard、Line、Instagram..等)之方法散布詐欺、誹謗、侮辱、猥

褻、騷擾、非法軟體交易或其他違法之訊息。違反前開規定者，本校得

依據學生獎懲辦法第6條第11款、第7條第10款、第8條第2款及第10款、

第11條各款規定，視情節分別予以行為學生記申誡、小過、大過或退學

之懲處。 
(2) 上開禁止行為之行為人若涉及猥褻、騷擾將可能違反性騷擾防治法，違

者最高得處30萬元以下罰鍰。亦可能涉及詐欺(刑法第339條)、恐嚇(刑法

第305條)、侮辱(刑法第309條)、誹謗(刑法第310條)等刑事責任，以及一

般侵權行為(民法184條第1項)、侵害人格權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民法195
條第1項)等民事侵權責任。 

29. 為尊重智慧財產權，本校逐年編列預算購置全校性合法軟體，以供本校教職

員工及學生安裝使用，並由諮詢服務組負責軟體之借用與管理；請務必尊重

「智慧財產權」勿使用非法軟體，以免觸犯法令遭受刑責！。 

30. 性別平等教育是期望透過教育宣導性別平等的重要性，讓性別平等的概念向

下紮根，因此，性別平等教育的內容大致分為： 
(1) 瞭解不同性別角色在成長與發展上的多元化表現。 
(2) 建構良好的性別關係與互動、互重、互愛，進而創造和諧的社會關係。 
(3) 性別角色的自我學習與突破：先瞭解自我發展潛力，再突破一般社會大

眾對性別發展的制式期待與限制。 
(4) 修正性別歧視與偏見（包括對性傾向不同者的誤解），發展多元文化中

的兩性平等權益相關議題。 
(5) 從自我瞭解為出發點，以積極樂觀態度找到個人長處及競爭優勢後，進

一步發展性別的良好溝通人際關係。 
(6) 學習主動尋求社會性別平等相關資源系統，以達性別平權之發展。 

綜上學校本有責任維護教職員工及學生的尊嚴與權益，本校已依性別平等教

育法成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並有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規定及處理機

制。本校的通報窗口為學務處的軍訓組，或者也可以聯絡學生輔導中心，由



專業輔導老師協助。 

二、討論事項： 

建議： 

希望系上在開課前可以辦理各選修課程說明會，讓學生有機會先進一步了解課程

的內容並與授課老師互動，來了解各選修課程對於未來的幫助是甚麼，等相關問

題，以利學生作為預選選課前的參考? 

回覆： 

請系學會再協助彙整學生意見後，再找時間與系主任討論如何規劃學生所提出來

之訴求。 

 

三、系學會會長報告事項： 

本學期活動如下： 
1. 新生訓練 
名稱：線上新生訓練 
日期：2021/09/13 
地點：Google meet 會議室 
網址：https://meet.google.com/ade-jwib-fjm 
活動性質：教學 
 
2. 社團組織招募會 
名稱：114 級線上聯合招募會 
日期：2021/10/05 
地點：Google meet 會議室 
網址：https://meet.google.com/zpq-giwq-afx 
活動性質：宣傳 
 
3. 班會課宣達 
名稱：班會課宣達事項 
日期：2021/10/13 
地點：嘉義大學民雄校區 B208 教室 
活動性質：宣傳、教學 
 
4. 抽直屬 
名稱：線上抽直屬 
日期：2021/10/18(一)  
地點：Google meet 會議室 
網址：https://meet.google.com/pct-jsgy-uaw 



活動性質：娛樂 
 
5. 股員迎新 
名稱：輔諮三缺一，等你來+1 
日期：2021/10/21(四) 
地點：嘉義大學民雄校區 A507、A402 教室 
活動性質：娛樂 
 
6. 送舊 
名稱：披著狼皮的獅子與鹿 
日期：2021/10/23(六) 
地點：嘉義大學民雄校區 B207 教室 
活動性質：娛樂 
 
7. 迎新宿營 
日期：2021/11/27(六) 
地點：雲林縣麥寮鄉晁陽綠能園區 
 
8.小諮盃 
名稱：未定 
日期：未定（預計 11/29(一)~12/5(一)當周選一天） 
地點：未定 
活動性質：體育、娛樂  
 
9. 傳情 
名稱：未定 
日期：未定（預計 11/30(二)） 
地點：未定 
活動性質：娛樂 
 
10. 工作坊 
名稱：未定 
日期：12/4(六) 
地點：未定 
活動性質：學術 
 
11. 系聚 
名稱：未定 
日期：未定（預期 12/14(二)） 



地點：未定 
活動性質：娛樂 
 
12. 講座 
名稱：未定 
日期：未定 
地點：未定 
活動性質：學術 
 
13. 耶誕晚會 
名稱：未定 
日期：未定（預期 12/24(五)） 
地點：未定 
活動性質：娛樂 

 

四、 志工隊隊長報告事項： 

1. 本學期社課預定安排 7 次，目前規劃前三堂(10/12、10/19、11/2)為兒童探索，

後四堂課(11/30、12/7、12/21、12/28)為自我探索，上課地點在教育館，時

間固定在週二 6:30-8:00。 
2. 志工隊本學期規劃出隊兩次，將在 12 月期間與福池關懷協會合作辦理出

隊，出隊結束後幹部會拿服務時數證明至系辦，登錄畢業門檻時數 20 小時

和參與系上活動。 
 

散會：下午 13 時 0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