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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生事務處 

一、組織系統 

                              

    

 

  

     

 

                   

                

 

 

 

二、編制與員額 

    學生事務處置學生學務長1人（教授兼任）、秘書1人、下設6組

及1中心，各組編制員額如下： 

生活輔導組：組長1人（教官兼任）、輔導員1人、組員2人、工友1人、 

             專案工作人員11人（含四校區學生宿舍及校安中心）。 

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1人（教師兼任）、輔導員1人、組員1人、工 

                友1人、專案工作人員1人。 

衛生保健組：組長1人（教師兼任）、護理師1人、護士2人。 

僑生及外籍生輔導組：組長1人、專案工作人員1人。 

民雄校區學生事務組：組長1人（教師兼任）、組員1人、辦事員2人、 

                    工友1人。 

就業輔導組：組長1人（教師兼任）、組員1人。 

學生輔導中心：主任1人（教師兼任）、組員1人、專案工作人員7人 

              （含資源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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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度工作目標 

(一)生活輔導 

1.持續辦理校園安全教育宣導與活動，提供學生安全、良好之學習

環境。 

2.辦理學生各項獎助學金之申請。 

3.辦理學生就學貸款及學雜費減免申請。 

4.推動品德教育與法治教育，培養學生公民素養與道德觀。  

5.持續增加宿舍輔導人力與資源並提升學生住宿品質，提供學生安

全、溫馨與舒適之居住環境。 

6.持續甄選本校禮賓大使，鼓勵學生參與校園服務工作。 

7. 辦理校外賃居學生輔導與服務。 

(二)學生自治團體、社團活動指導、服務學習、工讀助學金與各項大

型活動 

1.規劃訂定各學期導師制活動行事曆按進度辦理各項導師制活動。 

2.每學期辦理學生社團幹部期初、期末會議。 

3.辦理自治團體幹部改選。 

4.辦理社團及系學會幹部訓練與研習活動。 

5.辦理全校學生社團評鑑以健全社團發展。 

6.辦理各校區學生自治幹部座談會。 

7.持續發展樂旗隊，彰顯嘉大特色。 

8.鼓勵社團投入社區與偏遠地區小學服務及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

活動。 

9.辦理校慶典禮及各項藝文系列活動。 

10.辦理服務學習相關活動： 

(1)安排專家學者於週會演講及召開導師與小隊長座談會，闡述

服務學習的內涵與實施方式。 

(2)召開服務學習委員會，每學期1次。 

(3)審核各班服務學習活動申請及成果報告。 

(4)選拔服務學習績優學系。 

11.工讀助學金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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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召開會議分配各單位99年度工讀時數。 

(2)每月1日按時彙報各單位工讀金。 

12.辦理全校合唱比賽。 

13.辦理志願服務講習基礎訓練及特殊訓練。 

14.辦理畢業典禮及相關活動。 

15.甄選/訓練國際志工，分赴印尼、泰北及泰國服務。 

16.指導蘭潭校區學生議會辦理議事規則研習會。 

(三)衛生保健及健康教育 

1.推展衛生保健教育工作，增進師生衛生保健知識，協助學生解決

健康問題。  

2.了解教職員工生健康情形，發現異常立即追蹤輔導、矯治。  

3.建立及執行本校防疫系統，加強傳染病管理及疾病預防工作，提

供最新訊息，以維護師生健康。 

4.執行本校學生緊急傷病處理規範（SOP），提升本校師生取得CPR

合格資格之比例，以利緊急事件之處理。 

5.提升餐飲衛生水準，提供健康餐飲之比例。 

6.維持本校零食物中毒率。 

(四)學生輔導工作 

1.召開導師會議，傳達輔導資訊、溝通輔導技巧。 

2.辦理心理衛生演講、座談會、工作坊等活動。 

3.組織學生申訴委員會，接受申訴案件。 

4.新生全面實施「貝克憂鬱量表」、「自尊量表」測驗，俾篩選以加

強輔導與常模分數差異較大的同學。  

5.聘請具輔導及相關領域之教師兼任輔導老師，加強學生輔導工作。 

6.學生綜合資料卡全面 e 化，協同電算中心協助老師於線上建立學

生輔導訪談資料。 

7.編印導師手冊、導師時間活動紀錄簿。 

8.辦理身心障礙學生輔導工作 

(五)僑外生輔導 

1.辦理僑外生入學輔導、接待、安排入住宿舍及介紹校園生活環境。 

2.協助僑外生在台合法居留，辦理僑外生居留簽證，逐次加簽，重



 

 

 
國立嘉義大學年報 

 
036 

入國，僑、健保等相關事宜。 

3.鼓勵僑外生參與華語課程學習，增強華語能力，以利課程學習；

安排協助僑外生選課及學習資源之認識。 

4.加強現有「僑生聯誼會」及「國際學生聯誼社」學生社團之連繫

互動。爭取政府部門相關經費，共同辦理節慶或參訪活動，增進

彼此情誼。 

5.辦理國際文化節活動，促進國際學生彼此互動及與本地生交流。 

6.編印國際學生手冊，使新生儘速了解來台就學等居留相關法規。 

7.辦理迎新送舊活動，開啟僑外生良好互動之管道。 

8.每週固定時間至新民及民雄校區關心同學，了解所有國際學生校

園學習情況。 

(六)就業暨職涯輔導 

1.引導學生探索職涯興趣和職涯規劃。 

2.提升學生的專業職能和就業力。 

3.培養學生的職涯問題解決能力。 

4.促進學生職涯發展和實踐行動。 

5.推動各項學生職涯輔導工作事宜。 

 

四、年度工作成果 

(一)生活輔導 

1.校安業務之辦理執行情形： 

(1)99 年 3 月於各校區、各學院實施全校性防震疏散演練。 

(2)99年5月於蘭潭校區舉辦全校性慈暉五月系列活動，活動項目

包括：機車安全駕駛宣導、暑假活動安全宣導、家庭暴力防

制、性侵害防制、交通安全宣導、賃居防火防災宣導、菸害

防制、藥物濫用防制及反詐騙宣導。 

(3)99 年 6 月辦理學校宿舍幹部消防體驗營活動。 

(4)99 年 6、7 月配合教育部、嘉義市政府實施暑假學生安全、

反詐騙、春暉專案、交通安全、性侵等宣導。  

(5)交通意外及校安事件通報協助處理共 173 件 206 人次。（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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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安 58 件、交通意外 115 件）。 

2.校外賃居服務辦理情形： 

(1)校外賃居服務平台共計登載 120 件租屋資訊，其中成功媒合

學生賃居共計 72 件。  

(2)協助學生租屋問題處理共計 75 人次。 

(3)協助學生租屋糾紛協助共計 69 人次。 

(4)登載學生租屋注意手冊，供學生下載運用。 

(5)辦理賃居安全講座共 8 場 56 人次。 

(6)對新賃居生實施「簽訂校外賃居合約書」說明會，參加人數

共計 30 人。 

3.獎助學金之辦理執行情形： 

(1)學務處承辦校內獎助學金 

依據本校各項獎助學金辦法或要點，提撥年度學雜費收入百

分之五以上，做為各項獎助學金、急難救助金及工讀金等，

另因98年莫拉克風災重襲中南部，本校由研發處發起募款用

來補助本校受災學生，本學年辦理情形： 

A.申請通過並發放急難救助金48名，計500,000元。 

B.申請通過並發放清寒學生助學金計10名，每名於上課月份

每月核發4,000元助學金，計352,000元。 

C.申請通過並核發清寒學生獎學金517名，共發放4,136,000

元。 

D.日間部弱勢學生助學金計補助525名，金額為6,701,500元。 

E.為延續本校仁愛基金的精神，持續受理校內外人士捐款以

適切的提供本校遭遇急難學生慰問或救助，特於98年4月

14日成立「國立嘉義大學學生仁愛救助金實施要點」，並

於98學年度通過核發47名學生慰問金，共計143,000元。 

F.本學年符合弱勢身份的學生申請生活學習獎助金有60位，

每位可依服務單位分配到的工讀時數以每小時100計算獎

助金，每月最多50小時、一年最多10個月，98學年度計核

發1,151,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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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本校學生因莫拉克風災受災致家庭發生困難，經募款後開

始輔導學生申請，學務處及進修部學務組依各系所通報受

災學生名單及自行詢問的學生，皆盡心盡力協助申請校內

及校外補助，此次風災仁愛救助金募得1,057,294元，共計

有95位學生獲急難補助、其中5位受災嚴重獲學雜費全

免、生活助學金及優先免費住宿等，經教育部指示學雜費

全免最多可3年，98學年度下學期此波受災嚴重且屋況尚

未恢復的學生仍可再提出申請，經審查通過2位可繼續全

免。截至99年7月支出822,268元，全部支出情形公告於學

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網頁供查詢。因善款籌得不易，本校

清寒學生獎助學金審查小組皆秉持謹慎公平方式審理學

生申請案件。 
(2)校外各項獎助學金 

各種獎助學金資訊均迅速上網並在各校區公布欄公布，儘可

能將訊息傳達給每個學生，並協助學生申辦，對低收入戶、

原住民學生及需要幫助的弱勢學生能個別通知輔導申辦。另

依實際學生急難情形修改相關法規以符需求。 

A.本學年度校外政府機關委辦或財團法人與人民團體之獎

學金代轉申請，計核轉445件同學申請案(未含自行寄送申

請部分)，已獲通知得獎學生340人次，獲獎助金額約

3,072,000元。 

B.本學年度輔導遭遇急難學生申請教育部學產基金急難慰

問金，計153名獲1,500,000元慰問金(含莫拉克風災急難補

助89件計490,000元)。 

C.98學年度輔導本校原住民學生申請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

會獎助金，計有39人次獲878,000元。 

D.98學年度輔導本校低收入戶學生申請教育部學產基金與

財團法人臺灣學產基金會合併辦理之低收入戶學生助學

金，計有137人次申請獲685,000元。 

E.依教育部指示辦理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因申請資格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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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失業的勞工且已取得政府失業給付的對象，經廣為宣導

及各班導師協助下，計有日間部6位學生及進修部2位學生

申請，每位學生可得5,000元。 

F.本校學務處生輔組、民雄學務組及進修部學務組皆積極輔

導學生申請校外風災補助，如TVBS關懷文教基金會、賑

災基金會、家扶中心、行天宮急難濟助及教育部緊急紓困

助學金等，並隨時公告相關資訊供學生參考。 

G.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同意並核撥風災學生助學款項予36位

同學每人15,000元，共計540,000元。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核

撥款項予89位同學，每人5,000至15,000不等、共計475,000

元。 

H. TVBS關懷文教基金會撥助受災26位學生，每人20,000元、

共計520,000元。  

4.辦理日間部學生就學貸款 

(1)98學年度第1學期蘭潭、新民校區辦理就學貸款學生計1,398

人，貸款金額42,648,225元；民雄校區計607人，貸款金額

17,629,337元；總計2,005人，貸款金額60,277,562元。 

(2)98學年度第2學期蘭潭、新民校區辦理就學貸款學生計1,315

人，貸款金額36,827,049元；民雄校區計577人，貸款金額

15,494,860元；總計1,892人，貸款金額52,321,909元。 

5.辦理學生各項學雜費減免 

依教育部訂定之標準辦理學生學雜費減免事宜，成果如下： 

(1)98年度第1學期：軍公教遺族14人、現役軍人子女2人、低收

入戶子女97人、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及身心障礙學生531人、原

住民籍學生119人、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27人，莫拉克風災受

災學生4人、總計 794 人，減免金額13,517,394元。 

(2)98學年度第2學期：軍公教遺族15人、現役軍人子女2人、低

收入戶子女92人、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及身心障礙學生520人、

原住民籍學生116人、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25人、莫拉克風災

受災學生2人，總計772人，減免金額12,476,96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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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兵役辦理情形 

(1)98學年度學生兵役緩徵核准人數1,243人，儘後召集核准人數

准人數75人，合計1,318人。 

(2)98學年度學生兵役延長修業年限核准人數，緩徵227人，儘後

召集48人，合計275人。 

(3)98學年度學生兵役離校原因消減人數，緩徵186人，儘後召集

35人，合計221人。 

(4)參加教育部98年度兵役業務評鑑，榮獲內政部頒發績優學校

獎及國防部頒發績優幹部獎等雙項大獎。 

7.持續甄選、培訓本校禮賓大使，鼓勵學生參與校園服務工作 

(1)持續辦理禮賓大使支援全校各項大型活動與典禮，深獲各界

好評，對本校形象提升助益甚大。 

(2)99年3月徵選第8期12位禮賓大使，於5月1、2日兩天實施新生

訓練及經驗交流完成新進禮賓大使訓練。 

(3)99年7月1-3日辦理暑假訓練活動，訓練課程包含接待遞獎、

國際禮儀、彩妝保養、時間管理、資訊教學、肢體舞蹈、美

姿美儀及團隊合作訓練等8項課程。邀請校內外學有專精人士

擔任講師。 

(4)99年5月18日舉辦第五期送舊餐會，使畢業生與師長同學間留

下美好的回憶。 

(5)99年6月5日支援學校畢業典禮。 

(6)參與校內值勤活動名稱與人次，如下表 

 
日期 任務名稱 支援人數

2009/9/3 管樂社聯合暑期訓練暨音樂發表會 1 人

2009/9/14 98 學年度生科院新生始業訓練 1 人

2009/9/14 98 學年度師範學院新生始業式 1 人

2009/9/14 98 學年度民雄校區新生始業式 4 人

2009/9/15 98 學年度蘭潭新生始業式 4 人

2009/9/15 98 學年度新民校區新生始業式 1 人

2009/9/16 智慧財產權講座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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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9/17 莫拉克風災受災學生助學金儀式 1 人

2009/9/22-23 西螺農工參訪 2 人

2009/9/27 國科會提升體育學術研究品質工作坊 4 人

2009/10/13 2009 國際生物防治研討會 6 人

2009/10/14 生科院院週會 1 人

2009/10/23 植物化合物暨機能性食品國際研討會 9 人

2009/10/28 文生高中蒞校參訪 2 人

2009/10/30 教育部對本校學務處及軍訓室評鑑 4 人

2009/10/30-31 中文系國際學術研討會 11 人

2009/11/5 溫室植物園開幕 10 人

2009/11/5 雲嘉南精緻農業成果展剪綵 11 人

2009/11/5-8 雲嘉南精緻農業成果展服務台 10 人

2009/11/6 運動會開幕式 8 人

2009/11/7 校慶典禮 35 人

2009/11/7 棒球紀念碑揭碑典禮 2 人

2009/11/7 運動會閉幕式 10 人

2009/11/11 98 學年第一學期生科院幹部座談會 4 人

2009/11/12-13 全國原住民族研究論文發表會 13 人

2009/11/28-29 98 學年度志願服務講習課程 1 人

2009/12/11 嘉義 2009 公眾外交研習營 15 人

2009/12/16 生科院院週會 4 人

2009/12/23 師範學院院週會 5 人

2010/1/6 生命科學院英語合唱比賽 4 人

2010/1/12 服務品質獎 8 人

2010/3/10 福建省文教參訪團 2 人

2010/3/10 師範學院週會暨合唱比賽 3 人

2010/3/10 泰國植物園協會學術合作簽約典禮 3 人

2010/3/8 台北教育大學參訪 3 人

2010/3/17 動物產品研發推廣中心揭碑典禮 4 人

2010/3/24 品德教育講座 1 人

2010/3/31 全校合唱決賽 3 人

2010/3/31 民雄校區學生自治幹部座談會 1 人

2010/4/28 人文藝術學院院週會 3 人

2010/4/28 生命科學院院週會 1 人

2010/5/12 嘉義大學與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合作協議 3 人

2010/5/12 校園徵才暨職涯博覽會 1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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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5/26 98 學年度生命科學院英文系際比賽 3 人

2010/5/28 98-99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成果發表研討會 3 人

2010/6/1 98 學年度中文系畢業公演 7 人

2010/6/2 嘉義大學與中國華東師範大學簽署學術科技交流

協議書簽約典禮 

2 人

2010/6/5 98 學年度生命科學院畢業典禮 2 人

2010/6/5 98 學年度民雄校區畢業典禮 14 人

2010/6/5 98 學年度新民校區畢業典禮 13 人

2010/6/5 98 學年度蘭潭校區畢業典禮 41 人

2010/6/7 英語服務標章 99 年度推廣計畫 4 人

2010/6/9 雲嘉南大專院校虛擬投資交易競賽頒獎典禮 1 人

2010/6/14 大學校院國際學生學習環境調查訪評計畫 6 人

總和 766 人

 

(7)參與校外值勤活動名稱與人次，如下表 

 
日期 任務名稱 申請單位 支援人數

2009/10/1 全國健康城市評選頒獎典禮 嘉義市政府 15 人 

2009/10/28 嘉義產業創新研發中心動土典禮 嘉義市政府 16 人 

2009/11/1 客家文化節 嘉義市政府 10 人 

2009/12/9 嘉義市原住民聯合豐年祭記者會 嘉義市政府 6 人 

2009/12/12 嘉義市都市原住民聯合豐年祭 嘉義市政府 26 人 

2009/12/20 嘉義市第八屆市長就職典禮 嘉義市政府 19 人 

2009/12/25 台灣燈會副燈開燈儀式 嘉義市政府 6 人 

2010/1/16 嘉義市集團結婚 嘉義市政府 10 人 

2010/2/26 台灣燈會副燈點燈儀式 嘉義市政府 6 人 

2010/2/27 台灣燈會綵排 嘉義市政府 36 人 

2010/2/28 台灣燈會開幕典禮 嘉義市政府 36 人 

2010/3/7 台灣燈會閉幕典禮 嘉義市政府 17 人 

2010/4/11 國際獅子會年度年會 獅子會 28 人 

2010/5/7 嘉義市模範母親暨孝行模範表揚

大會 

嘉義市政府 12 人 

  總和 429 人 

 

8.為推動品德教育與法治教育落實，特邀外交部長官及王偉忠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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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另外邀請智財局講師及檢察官蒞臨本校主講，如下表 
講座名稱 講師 時間 對象 人數 備註 

新生始業式 

法律實務 

專題演講 

徐仕瑋 

講師 
98.09.15

民雄校區 

大一新生 
約 560 人 

邀請智慧財產局講師為學生

講解尊重智慧財產權以免觸

法之問題實例分享。 

詹炳耀 

助理教授 
98.09.16

蘭潭校區  

大一新生 
約 1000 人

陳秀峰 

副教授 
98.09.16

新民校區 

大一新生 
約 240 人 

清平致富講

座 
翁瑩蕙講師 

98.10.07 理工學院 約 400 人 
邀請慈濟講師翁瑩蕙師姐分

享生活中如何在小處幫助他

人，並以積極正面之態度克服

困境。 

98.10.14
生命科學

院 
約 850 人 

98.12.16
人文藝術

學院 
約 350 人 

國際禮儀講

座 
劉青雷處長 

98.10.28 師範學院 約 400 人 邀請外交部南區辦事處劉處

長蒞臨本校主講國際禮儀相

關注意事項。 98.12.09 管理學院 約 250 人 

法治講座 
顏榮松 

主任檢察官 
98.11.25 農學院 約 1000 人

尊重智慧財產權以免觸法之

問題實例分享。 

嘉義2009公

眾外交研習

營 

謝棟樑大使 

呂郁女教授

外部部長 

王偉忠等 

99.12.11
全校自由

參加 
約 300 人 

以外交手法，從台灣角度看世

界、在從世界看台灣 

品德教育 

清平致富 
翁瑩蕙講師 99.03.10 農學院 約 1000 人

分享生活中如何在小處幫助

他人，並以積極正面之態度克

服困境 

品德教育 

清平致富 
張峻彥講師 99.03.24 管理學院 約 250 人  

品德教育講

座追求自我 
楊勝議講師 99.04.28

生命科學

院 
約 500 人  

9.依據『學生住宿服務暨輔導委員會』聘任委員並於99年1月22日

及99年6月25日召開98學期學生住宿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實

施工作報告及議案討論。 

10.辦理各項宿舍活動 

(1)為促進宿舍學生間情感，本學年於宿舍區舉辦中秋月餅傳情

活動、冬至暨聖誕活動、母親節活動、慶祝端午節活動、宿

舍KTV大賽、橋牌大賽及美容講座等，以增進同學間的連帶

感及培養學生品德教育。 

(2)99年3月31日於蘭潭宿舍舉辦花火祭活動，宿舍幹部辛勞展現

出活動特色與活力，參與同學踴躍，一同體驗日本花火祭典

的氣氛。 

(3)99年4月27日於民雄宿舍舉辦宿舍第三屆羽球盃比賽，利用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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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比賽，展現住宿同學們的活力。 

11.持續辦理住宿生「宿舍同儕輔導」計畫。本學年於蘭潭、民雄、

新民校區學生宿舍，開設微積分、經濟學、會計學、音韻學、

語言學概論等科目之課後輔導，共計有119位同學參與。並請導

師協助宣導學生參加或推薦開課科目，依學生之需要及反映意

見再調整開課科目，期使「宿舍同儕輔導」課後輔導計畫更完善。 

12.98學年度宿舍新增設施如下： 

(1)民雄宿舍：加裝寢室外6聯勾掛物架、地下室斜坡道整修、增

設顯示器、餐廳之走廊往校區步道增設階梯、綠園一舍增設電

梯、往舍後機車棚步道位置遷移整、更換新增電話線路300對、

綠園二舍增設一組撞球檯設備、室外遮陽傘休閒桌椅三組。  

(2)蘭潭宿舍：鍋爐熱水系統改為熱泵熱水系統、一舍採購冷氣

機、宿舍高壓設備改善工程、增設顯示器。 

(3)林森宿舍：增設顯示器、鍋爐熱水系統改為熱泵熱水系統、

節能減碳瞬間電熱器設備。 

(4)新民宿舍：宿舍辦公用電腦主機、辦公用電腦主機(門禁管制用)。 

(5)學生宿舍軟硬體部分完成工作項目：特殊身分優先住宿申

請、床位抽籤作業、幹部選舉床位分配、寒暑假住宿申請、

宿舍增添防疫用額溫槍(H1N1)。 

(二)學生自治團體、社團活動指導、服務學習、工讀助學金與各項大

型活動 

1.依據學校行事曆，規劃訂定各學期導師制活動行事曆，每週三第

五、六節課按進度，安排一系列專題講座，加強學生相關常識，

並由各學系辦理院系活動、各班級班會活動，由導師指導與協助

處理相關行政事務或建議事項之反應。 

2.98學年度學生社團活動成果豐碩，對倡導學生正當活動有正面之

效應，辦理主要活動如下： 

(1)輔導辦理98學年度幹部訓練研習活動（98年9月）。 

(2)辦理全校學生社團評鑑（98年12月）。 

3.鼓勵社團從事偏遠地區小學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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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年暑假（7-8 月）學生社團潄音國樂社服務於嘉義縣內埔

國小、親善天使社服務於嘉義縣興中國小、數位學習志工隊

服務於嘉義縣龍山國小、課業輔導社服務於雲林縣山峰國小、

手工藝社服務於嘉義縣忠和國小、慈光社服務於嘉義縣龍崗

國小、耕心志工隊服務於嘉義縣龍港國小、八色鳥活動隊服

務於嘉義縣中山國小、博愛柔道社服務於嘉義縣鹿滿國小、

口語藝術傳播社服務於嘉義縣桃源國小、新聞資訊傳播社服

務於嘉義縣和睦國小、農藝志工隊服務於嘉義縣更寮國小、

救傷保健社服務於嘉義縣義興國小、資管志工隊服務於台南

縣樹人國小、農藝志工隊服務於嘉義縣北回太陽館、四健會

服務於嘉義市港坪國小、水生輔幼社服務於嘉義市垂楊國小、

八色鳥活動隊服務於嘉義縣成功國小、口語藝術傳播社服務

於嘉義市精忠國小、英語志工服務社服務於雲林縣嘉興國小、

農藝志工隊服務於嘉義縣雙溪國小、樵夫志工隊服務於嘉義

縣港漧國小、蘭潭國樂團服務於嘉義縣太平國小，其中 12 個

營隊向青輔會申請「教育優先區中小學暑假營隊活動」計畫，

獲得 14 萬元 4仟經費補助。 

(2)99年寒假（1-2月）學生社團蘭潭國樂團服務於雲林縣埤腳國

小、口語藝術傳播社服務於嘉義縣頂六國小、課業輔導社服

務於嘉義縣安靖國小、競技國標社服務於嘉義縣復興國小、

八色鳥活動隊服務於嘉義縣義興國小及黎明國小、新聞資訊

傳播社服務於嘉義縣內甕國小、數位學習志工隊服務於嘉義

縣太平國小、手工藝&勁舞社服務於嘉義縣新塭國小、空手道

社&古典吉他社服務於嘉義縣灣內國小、樵夫志工隊服務於嘉

義縣港墘國小、資管志工隊服務於嘉義縣社口國小、農藝志

工隊服務於北回太陽館、嘉義縣中山國小及民和國小、慈光

社服務於南投縣桶頭國小、四健會服務於嘉義市精忠國小、

救保社服務於嘉義市港坪國小、英語志工社服務於雲林縣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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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國小、A.O生命品格教育社服務於嘉義縣興中國小、民雄跆

拳社服務於嘉義縣菁埔國小等，其中12個營隊獲青輔會「教

育優先區中小學服務營隊活動計畫案」的補助，補助金額為

14萬4仟元。 

(3)本校申請「大專校院社團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計畫」計有救

傷保健社、手工藝社、書法社、課業輔導社、數位學習志工

隊及英語志工社等6個社團申請活動計畫，共獲得5萬元經費

補助。 

4.輔導學生社團參加全國競賽成績優異 

(1)課業輔導社及八色鳥活動隊，代表本校參加全國社團評鑑，

課業輔導社榮獲服務類組特優獎，八色鳥活動隊獲得體育康

樂性優等奬，表現相當優異。 

(2)參加全國音樂比賽部分：蘭潭國樂社榮獲大專團體B組大專團

體B組國樂合奏優等、民雄國樂社榮獲大專團體B組絲竹室內

樂合奏優等、管樂社榮獲大專團體B組管樂室內男隊優等。 

5.大一學生服務學習共36班55梯次結合其專業從事社區/偏遠地區

國民中小學服務；績優學系甄選出特教等10學系。 

6.98年11月28日辦理志工基礎訓練12小時、11月29日辦理特殊訓練

12小時，計有210位同學全程參加，獲頒志願服務紀錄冊。 

7.99年3月31日辦理全校合唱比賽，共有9隊參賽，由教育系奪魁。 

8.遴派3團國際志工出國服務，將本校推動國際人道關懷及服務弱

勢之愛心，遠播海外 

(1)印尼農業技術團：侯金日主任及馮淑慧老師帶領12位志工至

印尼努魯亞伊曼習經院服務。 

(2)越南農業技術服務團：張山蔚老師及胡安慶老師帶領4位志工

至越南服務。 

(3)泰國華語服務團：廖招治老師帶領4位志工至泰國曼谷學校服

務。 

9.本學年學生工讀共核發2,807人次，12,593,580元工讀金。 

(三)衛生保健及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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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辦理學生健康檢查、各項防治篩檢及宣導 

(1)98 年 9 月 14、15、16 日委託大林慈濟醫院辦理大一、碩一及

轉學生健康檢查，計 3,163 人（不含進修部 2,576 人）參加。 

(2)大一、碩一新生健檢血液異常者，於 98 年 9 月 25 日由慈濟

醫院來校完成複檢工作。 

(3)大一、碩一新生胸部 X 光複檢，於 98 年 10 月 6 日通知學生

各自到醫院完成複檢。 

(4)98 年 10 月 7 日，大三生農系胸部 X 光檢查（由衛生局抽檢）。 

(5)大三胸部 X 光檢查於 98 年 11 月 23 日（新民、民雄校區）及 

25 日（蘭潭校區）舉行，由台南胸腔病院負責檢查，檢查人

數 1,762 人，結果均正常。 

(6)99 年 4 月 29 日施打 B 型肝炎疫苗第三劑，計有 238 人完成

三劑注射。 

(7)99 年 6 月 1 日辦理 B 型肝炎抗體追蹤，125 人完成。 

(8)99 年 5 月 12 日抽檢化學系碩一及食科系大四甲班胸部 X 光

檢查，結果均為正常。 

(9)99年 6月 24日抽檢生資系大四胸部X光檢查，結果均為正常。 

2.辦理校內餐飲從業人員衛生講習 

(1)99 年 1 月 21 日 14：00－18：00 辦理校內餐飲從業人員衛生

講習，由嘉義市衛生局食品科吳科長璧珍小姐主講。 

(2)99 年 6 月 25 日 13：30－17：30 辦理全校各餐廳便利商店合

作社餐飲從業人員衛生講習，由嘉義市衛生局食品科吳科長

璧珍小姐主講。 

3.辦理初級急救員訓練 

(1)98 年 10 月 31 日-11 月 1 日於蘭潭校區辦理初級急救員訓練

共有 52 人報名，47 人參加，41 人取得證照。 

(2)98 年 12 月 12-13 日於新民校區辦理初級急救員訓練共有 46

人報名，37 人參加，35 人取得證照。 

(3)99 年 3 月 20-21 日於民雄校區辦理初級急救員訓練共有 84 人

報名，76 人參加，69 人取得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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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 年 5 月 22-23 日於蘭潭校區辦理第 4 次初級急救員訓練，

共計 62 人報名，56 人報到，53 人取得證照。 

4.辦理校內餐廳業者飲食衛生抽檢 

完成本學年各校區餐飲店餐具、成品及半成品生菌數及大腸桿

菌檢驗工作，並持續追蹤檢驗結果及衛生安全改善情形，並進

行複檢工作（上、下學期各一次）。 

5.辦理健康講座及衛教宣導 

(1)98 年 10 月 28 日理工學院健康講座「安全性較育」由中國健 

康家庭協會主持。 

(2) 98 年 12 月 23 日農學院健康講座「常見的急症處置」由慈濟

綜合醫院大林分院急診醫學科李主任宜恭醫師主持。 

6.99 學年度學生團體保險已於 99 年 4 月 21 日順利招標完成（遠雄

人壽承保），每人每年 656 元，學校補助 100 元，學生須負擔 556

元，分別於上下學期繳納。  

7.98 年 9 月 3 日召開 H1N1 物資籌備會議，採購額溫槍各系 1 支計

40 支、口罩 3 萬個。 

8.參與各項支援協助 

(1) 98 年 10 月 30 日 9-11 時，支援全校路跑。 

(2)校慶活動期間，輔導外燴業者安全衛生。 

(3) 98 年 11 月 6、7 日校慶運動會，醫療服務人數 61 人。    

9.目前本校特約醫療院所共有 42 家，優惠條件可上學務處衛生保

健組網站查詢。 

(四)學生輔導工作 

1.導師業務 

(1)98 學年度第 1 學期導師會議 98 年 9 月 18 日於國際會議廳辦

理完成，全校日間部及進修部導師，應出席人數共計 341 人、

實際出席人數共計 261 人，本次會議除各組例行工作報告

外，則分別邀請生命科學院食科系陳桐榮老師及特教系江秋

樺主任進行「優良導師經驗分享」及「服務學習經驗分享」

以提升導師相關知能。並由校長頒發 97 學年度優良導師績優

獎及肯定獎給予得獎導師。98 學年度第 2 學期導師會議於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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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 月 22 日假國際會議廳辦理完成，應到 362 人，實到 293

人，會議上除學務處工作報告外，學輔中心曾迎新主任擔任

「fun 壓力好技巧」專題講座主講人，以輕鬆實用方式帶領全

體與會人員進行紓壓演練，讓與會導師受益良多。 

(2)優良導師選拔於 99 年 6 月 15 日召開全校優良導師徵選委員

會會議，依據「優良導師甄選及獎勵辦法」，甄選及獎勵熱心

奉獻、輔導績優之優良導師，甄選結果已公告於學校網頁，

依據優良導師甄選及獎勵辦法第 6 條規定：「當選優良導師

者，由校長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全校導師會議中，公開頒發優

良導師獎牌一面，優良導師績效列入教師升等與考評之參

考」。98 學年度優良導師甄選結果： 
績優獎：師範學院張淑媚老師、農學院蘇文清老師 

理工學院彭振昌老師。 
肯定獎：管理學院蔡進發老師、生命科學院鄭秋玲老師 

人文藝術學院阮忠仁老師。 

(3)目前全校學生綜合資料已全面 e 化，並持續委請電算中心協

助改善 AB 卡維護操作問題。 

(4)每學期均印製班會紀錄簿，提供師生交流班會紀錄之用，並

提供各班意見反映管道，每學期統計各班班會紀錄繳交情

形，本學年農學院 740 次、理工學院 545 次、生命科學院 399

次、師範學院 447 次、人文藝術學院 359 次、管理學院 296

次共計 2,786 次。 

(5)各班如對學校各單位有意見反映，可填寫班會紀錄本之建議

表，經導師及系主任簽章，即可逕送相關單位辦理，本學年

各班對本校各行政單位意見反映共計 40 件。 

(6)本學年辦理提升導師輔導知能之相關研習講座，計有「情感教

育暨愛滋防治宣導講座」蘭潭校區及新民校區各 1 場，邀請同

志諮詢熱線鄭智偉秘書長擔任講座；「生命教育系列講座」民

雄校區、蘭潭校區各 1 場，由學輔中心謝政廷、李美遠實習諮

商心理師主講，2 場抒壓講座-「fun 壓力好技巧」、「了解情緒

及如何疏導壓力情緒」等，參加教職員工生共計 2,643 人。 

2.學生輔導相關業務 

(1)本學年第 1 學期分別聘任本校輔導系、家教所、特教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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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外聘其他（精神科醫師、觀護人）專家學者共 11 位日、夜

間兼任輔導老師、3 位專任輔導老師及 2 位全職實習輔導諮

商師、3 位課程實習諮商師，第 2 學期聘任本校輔導系、家

教所、特教系老師及外聘其他（觀護人）專家學者共 9 位日、

夜間兼任輔導老師、3 位專任輔導老師及 2 位全職實習輔導

諮商師、1 位課程實習諮商師（博士生），分駐四校區值班作

個案輔導。 

(2)本學年度求助學生數：師範學院 584 人次、人文藝術 169 人次、

管理學院 55 人次、農學院 251 人次、理工學院 97 人次、生命

科學院 150 人次共計 1,306 人次，其中以人際關係、情緒調適、

感情困擾、家庭關係、自我成長、生涯規劃等為主要問題。 

(3)輔導中心輔導老師常視個案需要多次與學生家長、導師、輔

導教官及其重要關係人約談或舉行個案討論，共同協助學

生，本學年危機個案處理案件共計約 12 人。 

(4)98 年 11 月 11 日、25 日利用導師制活動時間，分別於民雄校

區大學館演藝廳、蘭潭校區國際會議廳辦理「生命教育系列

講座」，由學輔中心謝政廷、李美遠實習諮商心理師主講，以

協助學生珍惜生命，活在當下，邀請生命科學院及人文藝術

學院師生參加。兩場講座參加師生人次共計 1,400 人。 

(5)針對本校全體新生所進行之心理測驗「台灣人憂鬱量表」及

「貝克憂鬱量表」，業於 98 年 12 月下旬完成施測，經完成相

關資料分析後，施測結果以保密方式個別告知受測同學，並

將統計結果提供導師相關輔導之參考。中心針對施測結果為

中高憂鬱程度之學生，已安排專業輔導老師先以電話方式進

行關懷，同時也會寄信至其導師信箱，通知老師該班中高憂

鬱程度之學生名單，並請導師多多留意這些同學在生活適

應、課業表現上的情況，請其適時給予鼓勵與陪伴。若發現

同學有異狀時，也請老師填寫轉介單聯繫學生輔導中心，以

提供學生適切協助。98 學年度施測結果如下： 

同意施
測人數 

有效
施測
人數

施測結果 追蹤重度
憂鬱學生
成功人數

正常
人數

輕度
憂鬱

中度
憂鬱

重度
憂鬱 

1696 1670 1294 234 109 33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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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分別於 98 年 9 月 23 日及 30 日（星期三）白天及晚上，依序

在蘭潭及民雄校區社團博覽會中，宣傳本中心即將舉辦之活

動，所宣傳之活動包含教學卓越計畫所補助辦理之「黃金豆

志工隊」、「學習社群」、及教育部所補助辦理之「心想事成希

望團體」、「心動奇蹟成長團體」、「藝起聊心團體」、「一路玩

到掛」電影賞析、「伴我走天涯」電影賞析、「電影賞析~我的

失憶女友」等活動。本學期「黃金豆志工隊」招募人數為 20

人、「學習社群」報名人數為每班 40 人。宣導活動現場同學

反應佳。 

3.輔導相關講座、工作坊、成長團體及其他相關活動 

(1)召募學輔志工，本中心自 98 年 10 月 7 日起至 99 年 1 月 6 日

止在蘭潭校區學生輔導中心陸續舉辦一系列（共計 8 場次）

志工招募說明會及培訓課程，「自我照顧」、「學習策略」、「助

人技巧」為課程核心。黃金豆志工隊本著助人自助的宗旨與

精神，參加黃金豆學輔志工隊除了一般社團的學習外，更能

幫助志工們自我成長。每場次參加人次約 20 人，本學期參加

人次共計 160 人。 

(2)為響應教育部鼓勵大專校院協助災區學校實施「快樂開學日 

勇敢向前行」計畫，在校長支持及學務長領導之下並擔任此

次活動嘉義縣認養學校之窗口，學輔中心在了解災區學校路

況及實際需求後，結合輔諮系進行本校心輔志工招募，並於

98 年 8 月 29 日於民雄校區輔諮系階梯教室，由中區兒福聯

盟講師群配合 8 月 31 日前進災區小學協助開學事宜，給予志

工們行前培訓，98 年 8 月 31 日開學日當天則由學輔中心曾主

任帶領學輔中心同仁及心輔志工共計 18 人至本校認養之中和

國小進行抒壓及心靈重建相關活動，該校師生均感受到本校溫

暖與熱誠並希望本校能持續提供協助。 

(3)於 98 年 9 月 15、16 日新生始業式，由學輔中心專任諮商心

理師顏璉瑋、呂苑慈、紀佩妤擔任講師分別於蘭潭校區、民

雄校區及新民校區各舉辦 1 場性別平等教育宣導講座。向全

校大一新生宣導男女大不同，以及如何體貼關係中的彼此、校

園安全通報網絡等，以增進新生情感相處之知能，參加人數

共計 1,8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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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請教育部補助分別於 98 年 10 月 14 日、12 月 30 日依序在

蘭潭校區、新民校區各辦理 1 場性別平等教育系列宣導講座，

該活動邀請同志諮詢熱線鄭智偉秘書長，在蘭潭校區及新民

校區國際會議廳利用導師制活動時間，辦理「情感教育暨愛

滋防治宣導講座」，以建立師生正確性別意識及愛滋防治知

能，農學院及管理學院師生共計約 600 人參加。 

(5)98 年 11 月 21-22 日上午 8:30~16:00 為期 2 天，在蘭潭校區學

生輔導中心舉辦「EQ 工作坊」，該工作坊以需高關懷學生為

主要參加對象，期透過尊重生命及自我尊重技巧學習，以激

發學生對生命的熱愛，進而能協助學生處理負向情緒，懂得

疼惜自己、愛惜生命，以降低校園學生憂鬱狀況，提升校園

安全參加人次約 20 人。 

(6)98年 11月 23日、24日、25日、27日共計 4天晚上 18:00~21:00，

分別在林森、蘭潭、民雄、新民校區，舉辦電影賞析活動，

影片分別為「一路玩到掛」、「我的失憶女友」、「伴我走天涯」，

電影欣賞後由老師帶領同學分組討論交流彼此觀點與心得，4

場次共計有 50 人參加。 

(7)結合社區資源於 99 年 4 月 28 日利用導師制活動時間（13：

20-15：10）假蘭潭校區國際會議廳與嘉義市衛生局合辦抒壓

講座「了解情緒及如何疏導壓力情緒」，當天邀請「人類心靈

結構課程講師林妙香老師」擔任講座，講師妙語如珠，現場

互動熱烈，全校教、職員、工、生共計 350 人參加。 

(8)辦理成長團體，自 98 年 10 月 21 日起每週一或週三晚上，由

李美遠、劉家魁、謝政廷、顏睿汶實習諮商師分別於蘭潭校

區、民雄校區舉辦 8-10 週成長團體，共計有「心動奇蹟-情感

關係團體」、「屬於我們的幸福時光-人際關係團體」、「藝起聊

心-悲傷支持團體」等，每週參加人次約 17 人，本學期 3 個

成長團體參加人次共計約 160 人次。 

(9)辦理人際關係成長團體，於蘭潭及民雄兩校區，分別邀請學

輔中心李美遠、謝政廷實習諮商師帶領，蘭潭校區於 99 年 3

月 22 日開始，共 8 週，每次有 10 位學生參與團體（含 2 位

一般生）；民雄校區則於 4 月 28 日開始，共 6 週，每次有 6

位身障生參與團體，參加人次共計 14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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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志工培訓，於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黃金豆學輔志工隊共計有

成員 21 人，本學期辦理志工系列訓練課程主要分為兩大主軸，

其一安排志工參加同理心訓練團體課程，透過體驗活動、分

組實作、生活經驗討論等方式學習實踐同理心之應用，協助

志工團隊支援學輔中心各項活動。另安排嘉園學伴志工的講

座課程，就同理心應用、情緒抒發、壓力管理等心理衛生課

題之學習，協助嘉園學伴志工更能有效照顧身心障礙學生。

此外，為凝聚志工團隊之向心力，並持續推展志工服務，更

於網路上開設「黃金豆學輔志工家族」的版面，也遴選志工

幹部，一同為下學期招募新血，儲備志工服務能量作準備。 

4.教學卓越計畫推廣活動 

(1)教學卓越計畫學習社群支援輔導，於 98 年 12 月 8 日開辦，開

課輔學科有普通化學、微積分等，參加同學有自行報名或由授

課教師檢送名單，上課時間分別為每週二晚上 6：00-8：00 及

週三下午 1：00 至 3：00，每班報名上課人數為 40 人，參加

同學均感受益。 

(2)教學卓越計畫「同儕學習社群」活動，於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

辦理，以提升校園自主學習之風氣，鼓勵學生自組知識性學

習社群，培養讀書及研討風氣，藉由同儕力量精進學業。社

群型式分為「班級互助式」，以班為單位，至多選擇 3 門班級

成員在學習上較感困難之科目，商請該科目成績優秀並具輔

導意願之研究生帶領學科討論及進行班級課業輔導。「自主成

長式」為 6 人以上，推舉一召集人自組以知識性質、專業學

習為主之同儕互教性質的學習社群，例如專業學科、論文研

討…等，以逐步型塑學生讀書風氣，擴展本校學習氛圍。 

(3)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經審核通過的同儕學習社群共有 20 個，

審核結果公告後召開說明會，讓社群召集人或班級代表了解

集會的運作方式，並開始本學期固定集會活動。至學期末持

續運作並按時繳交集會活動紀錄的社群共計 15 個（民雄校區

3 個，新民校區 2 個，蘭潭校區 10 個）。 

(4)分別於蘭潭、民雄校區開辦主軸計畫之分項計畫 D2：學習社

群支援輔導「快樂學習工作坊」，該活動係由學生輔導中心曾

迎新主任擔任主講，協助有學習挫敗、困擾的學生了解其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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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癥結，並以演練的方式幫助學生進行放鬆訓練，同時使用

生理回饋儀紀錄學生放鬆與專注力狀態，以增進學生自主學

習，強化學習成效達成、減低學習困擾，蘭潭校區於 4/14 辦

理，參加人次共計約 190 人次。民雄校區辦理時間分別於 5/5、

5/12、5/19、5/26、6/2、6/9，週三 12:30-3:00，共 6 週，參加

人次共 150 人。 

(5)辦理分項計畫 D2：學習社群支援輔導心智圖法(Mind mapping)

學習工作坊，第 1 場於 3/13 日在蘭潭校區辦理完成，參加學

員共計 36 人，第 2 場於 5/22 日在民雄校區行政大樓 2 樓會

議室舉行，該工作坊邀請「孫易新心智圖法」-王心怡老師主

講，該活動有助於提升學習效能，參加同學反應熱烈，本場

次學員計 32 人，2 場合計共 68 人。 

(6)辦理分項計畫 D2：「師/生對話」活動，99 年 3 月 17 日於導

師制活動時間分別於民雄校區大學館演講廳及教育館

B03-103 教室舉辦「師/生對話」，1 場由外語系廖招治老師主

講，與外語系同學談「理想的大學生活」，共計 181 位同學參

加；另 1 場則由教育系大三導師張淑媚老師邀請藍色空間文

化事業出版社視覺總監林姬瑩老師擔任主講與該班學生對

話，談「創意與夢想」參加人數計 27 人。 

(7)99 年 3 月 22 日晚上在蘭潭校區食品科學系館 1 樓 A06-106

舉辦理分項計畫 D2：「師/生對話」，由食科系陳桐榮老師主

講，與進修部食科系大二同學分享「學習過程的經歷」-如何

學習更快速、如何克服學習的挫折、學習心態的重要性、哈

佛圖書館牆上的訓言、畢業後的生涯規劃等等，在陳老師帶

領下有許多同學亦感性的進行學習經驗分享，現場氣氛溫馨

同學反應熱烈。 

(8)99年 5月 19日導師制活動時間分別於蘭潭校區森林館A02-232

教室及民雄校區行政大樓 A501 階梯教室，各舉辦 1 場「師/

生對話」，蘭潭校區由林產系蘇文清老師主講，與林產系同學

談「我如何踏上大學教師之路-嘉義大學為何選上我？」，民

雄校區由輔諮系張高賓老師主講「我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師長們以自身成長、求學、求職經驗與同學們分享，帶給現

場同學許多的感動、歡笑與鼓舞，讓同學們受益良多，此次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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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參加人數共計 100 人。 

(9)99 年 5 月 26 日導師制活動時間於新民校區 211 階梯教室舉

辦「師/生對話」，由行銷所董維老師主講，與管院同學談「追

求卓越：築夢、逐夢、燭夢」，老師以生動溫馨方式將自身成

長求學經驗與同學分享，帶給現場同學許多的感動、歡笑與

鼓舞，同學們們受益良多，此次活動參加人數共計 40 人。 

(10)99 年 6 月 2 日導師制活動時間於蘭潭校區水生館 A28-407

教室舉辦「師/生對話」，由水生系陳淑美老師主講，與水生

系同學談「水產生理學習與生活經驗分享」。 

5.委員會業務 

(1)為俾利本校之輔導計畫更臻完善業已於 98 年 11 月 24 日，於

行政中心第 1 會議室舉辦 98 學年度輔導計畫執行小組會議。 

(2)於 98 年 12 月 18 日召開 98 學年度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議，

以遴選會議主席，依本校學生申訴處理辦法第三條規定辦

理，略以會議主席由評議委員互選產生，由全體出席委員投

票選出，本學年度「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會議主席為尤憲

堂委員當選。 

(3)本學年接獲申訴及再申訴案件各 1 件，業已分別於 99 年 5 月

28 日、6 月 17 日召開 98 學年度第 2 次及第 3 次學生申訴評

議委員會議，會議出席委員均達全體委員二分之ㄧ以上，經

請相關單位及申訴主體列席說明，委員充分討論後以無記名

投票方式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作成評議決議，於 20

天內將評議結果及相關權益函覆申訴主體及原處分單位，學

輔中心亦提供申訴主體必要之輔導協助。 

6.壓力管理中心 

壓力管理中心 98 學年度開放時間為每週一~五(星期一上午及星

期五下午除外)，服務總人次共計為 730 人次，其中職員人次 56

人次，學生人次674人次(詳如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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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資源教室各項輔導： 

(1)因應訪視完整度與後續追蹤的需求，制定資源教室「賃居校

外學生訪視紀錄表」進行校外租屋學生的生活訪視，98下共

訪視4位校外租屋學生。 

(2)協助肢障同學申請校內機車停車証，以方便肢障同學上下

學，98學年共協助6位同學申請。 

(3)召開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費審查小組會議，針對無法自行上下

學或行動有其限制之身心障礙學生進行需求之評估，給予交

通費補助，98學年共核發4位學生，於98年9-12月及99年2-6

月間核發交通費，每月400元，共計9個月。 

(4)開放身心障礙學生申請輔導學伴，以協助身障生之課業、生

活、人際適應。第1學期共有18位學生申請輔導學伴；第2學

期則有17位身障學生提出申請。 

(5)請語言中心協助聽障生及特殊視障生開辦「英文特別班」，統

計四校區聽障生及視障生的學習需求，進而在蘭潭、民雄校

區各開設一班，上下學期分別有8位學生參加。 

(6)針對身心障礙學生之課業輔導需求，開辦特定加強科目的課

業輔導加強班，分別請生機系(所)、應化所、外文所、視研

表一  98 學年度抒壓設備使用結果統計分析 

年月 教職員工 學生 男 女 總計 
98.8 4 3 1 6 7

98.9 1 22 16 7 23

98.10 5 103 62 46 108 

98.11 4 54 40 18 58

98.12 5 126 68 63 131 

99.1 2 32 17 17 34

99.2 2 19 9 12 21

99.3 6 99 61 44 105 

99.4 2 92 49 45 94

99.5 20 69 51 38 89

99.6 5 55 37 23 60
總計 56 674 411 319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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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資工所、土木所、生物系(所)等研究生及系上任課教師根

據學生個別需求進行一對一指導與教學，第1學期開設7種科

目，計7位學生參加；第2學期則辦理6種科目，計6位學生參加。 

(7)上下學期各轉介1名身心障礙學生至學輔中心接受諮商。 

(8)於99年5月15日針對大一至大三及校內應屆畢業之身心障礙

學生舉辦轉銜會議，結合生涯歷程與規劃進行講座，以介紹

生涯預備的觀念、提供相關就業資訊及分組晤談以協助其進

行生涯規劃，共計22位學生參加。 

(9)與雲嘉南區就業服務中心張華玉業務督導員合作，轉知相關

就業機會、徵才活動、職訓資訊予身心障礙學生，提供多元

職涯服務。 

(10)核發98學年度特殊教育學生獎助學金，計50位學生錄取，金

額為99萬元。 

(11)提供協助服務機會：聘用身心障礙學生為資源教室協助員，

協助工作費為時薪95元，第1學期蘭潭及民雄校區協助員計

10人次，114小時工讀時數。第2學期蘭潭及民雄校區協助員

計10人次，168小時工讀時數。 

(12)輔具資源介紹：說明教育部輔具中心相關資源及輔具借用流

程，鼓勵同學借用輔具，計有有5位學生申請FM調頻輔具；

2位肢障學生申請電動輪椅及座墊；1位視障生申請尺狀放大

鏡及4×12單頭望遠鏡。 

(13)針對身障生：於每學期初舉辦資源教室期初工作會報，98

學年共舉辦4場期初工作會報。於學期中舉辦交通安全及重

要事項宣導、公職考試介紹、生命教育短片欣賞，98學年共

舉辦4場期中主題活動。於98上下學期末各舉辦一場期末聯

合送舊餐敘。 

(14)針對輔導學伴：於學期初及學期末分別舉辦資源教室輔導學

伴座談，邀請輔導學伴與會，說明擔任學伴之服務辦法與注

意事項，98學年共舉辦8場輔導學伴座談，於學期中不定時

地個別晤談輔導學伴以隨時了解學伴服務狀況以及身障生

之情況，共計16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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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8年度「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經費」於98年12月底結

案，教育部核定金額為2,061,959元，實支總額為1,865,235

元，執行率為90.46%，餘絀數123,997元納入校務基金。 

(16)教育部核定99年度「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補助經費

為2,116,750元，申請學校配合款核定經費為209,875元整。 

(17)教育部補助98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錄取且

報到名額，補助資本門經費共24萬元整，實際支出24萬元整。 

(18)資源教室定期與畢業生及休退學生聯繫，了解其近況，98

學年追蹤之畢業生(含應屆畢業生)為25位；休退學生為2位。 

 (五)僑外生輔導 

1.98學年本校僑生共有143人，外籍學生57人。僑外組於新生入學

時統一協助入住宿舍、辦理居留證、全民健保、舉辦新生講習等活

動，協助學生早日熟悉環境及相關法令規定，適應在台求學生活。 

2.98年8月11日召開98學年度外國研究生獎學金續領甄審會議，有

29位同學提出申請，共計29位審查通過，獲本校外國學生獎學金。 

3.98學年度僑外生接待活動計畫已執行完畢，分別於9月9日至桃園機

場接送新入學僑生及外籍生到校；9月10日及11日各辦理一場新生

輔導講習，協助新僑外生個人基本資料填寫及資料網路登錄等。 

4.依據教育部獎勵大學校院擴大招收外國學生補助計畫之加強輔

導外國學生之生活輔導及文化體驗計畫及教育部輔導各大專校

院辦理外國學生活動經費補助要點，已於98年9月19日於日月潭

風景區辦理外籍生迎新活動。依據本校98年度僑生輔導工作實施

計畫於98年10月3日於蘭潭校區辦理僑生迎新活動。  

5.配合中秋節慶於98年10月3日於童年渡假村辦理僑外生中秋晚會

活動，讓所有新僑外生歡喜度過在台灣的第一個節慶。 

6.依據教育部獎勵大學校院擴大招收外國學生補助計畫之加強輔

導外國學生之生活輔導及文化體驗計畫，於10月17日及18日辦理

國際學生故宮文化參訪活動，造訪士林官邸、故宫博物館、忠烈

祠、中正紀念堂及台北101等。10月30日辦理外籍生期中座談；

11月29日於本校蘭潭校區辦理外籍生昆蟲館參訪活動。 



 

 

 
國立嘉義大學年報 059

7.配合98年校慶首次辦理國際文化節活動(96年及97年分別在蘭潭

校區及民雄校區辦理異國美食展)。活動內容有：開幕驚喜、國

際文化節主題館、表演及美饌亭。本校校長、沈副校長、學務長、

教務長及嘉義市教育處課督蒞臨指導，為活動揭開序幕。來自印

尼、泰國、越南、緬甸、蒙古等國的學生表演自己國家的舞蹈、

服裝表演及文化介紹、展示。此外美饌比賽是由同學準備17道各

國菜餚，讓全體與會師生品嚐後挑選出美味料理。 

8.依據本校98年度僑生輔導工作實施計畫已於98年12月12日晚間

在新民校區學生餐廳辦理冬至及聖誕晚會活動。李校長特別從台

北趕回嘉義，為所有僑外生帶來無比的溫馨祝福。校長致詞時特

別提及聖誕節代表和平(peace)，勉勵同學惜福並為世界和平祈

禱。此外，提及冬至在華人節慶中頗受重視，冬令進補及享用湯

圓是習俗，吃了湯圓，年長一歲，更應增長智慧。周學務長更提

醒同學要注意身體健康，把握在台求學的生活，除課業外，應多

造訪台灣各地，認識台灣文化。 

9.依據本校99年度僑生輔導工作實施計畫已於99年1月22日晚間在

嘉義市大北京辦理春節祭祖活動。由校長帶領全體人員緬懷中華

民族列祖列宗，李校長提及先人的奮鬥及努力，透過祭祖表達慎

終追遠，緬懷祖先。僑委會一等秘書撥冗出席，勉勵僑生學業精

進，認真學習。 

10.99年3月19日辦理認識中華花藝之美，以提升本校外籍生人文氣

息，增進人文藝術修養。 

11.依據教育部輔導各大專校院辦理外國學生活動經費補助要點，

已於4月5-7日辦理99年外國學生金門國家公園參訪活動。帶領

本校外國學生參訪金門國家公園，藉由該活動提供學生課餘休

閒遊憩，並促進外國學生對台灣自然景觀之深入了解。 

12.依據高雄大學99年3月11日高大學字第0990101409A號函，於99年

4月10日帶領本校僑生前往參加99年度南區僑生春季聯誼活動。 

13.依據國立中正大學99年2月26日中正學字第0990001535號函，於

99年4月24-25日帶領本校僑生前往參加第七屆中南僑盃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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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本校同學在保齡球項目勇奪亞軍。 

14.依據本校99年度僑生輔導工作實施計畫，於99年5月15-16日辦理

僑生幹部訓練營，以提升國立嘉義大學的僑生們在社團中的領導

能力，使其能夠更融入社團的運作，培養下學年之幹部人才。 

15.99年5月14日辦理書法體驗活動，由本校書法社指導老師協助教

導外籍生，由學生親自練習書寫，感受中華書法之美。 

16.99年6月11日辦理體驗中華文化香包活動，介紹端午節之節慶及

香包之意義，以提升本校外籍生人文氣息，增進人文藝術修養。 

17.99年6月6日於嘉義市滿福樓辦理99年度畢業僑外生送舊歡送會

暨交接典禮。 

(六)就業暨職涯輔導 

1.設置與更名「學生職涯發展中心」： 

(1) 本校「就業輔導組」原隸屬於學生事務處，以服務畢業生為主，

為擴展服務對象於全校學生，包含應屆畢業生及畢業校友，已

於3月16日校務會議決議更名為「學生職涯發展中心」（簡稱「職

涯中心」），以協助全校學生職涯規劃、促進職涯發展、提升專

業職能和就業力，並提供學生職涯測驗、諮詢與輔導等為目標。 

(2)職涯中心設置地點包含2處，一為本校蘭潭校區行政大樓ㄧ

樓，有組員1名及專案管理員5名，以執行原有就業輔導組業

務如畢業生調查、雇主滿意度調查、就業講座、就業博覽會、

職場實習、方案1-1為主。二為民雄校區初教大樓B104室，由

2名專任職涯輔導員及12名兼任同儕輔導員，負責職涯相關測

驗與諮詢、班級職涯輔導、職涯探索工作坊、職涯輔導系列

講座等各項職涯輔導工作。 

2.舉辦系列就業輔導講座： 

  本校就業輔導組積極為本校六大學院的全體大三、大四學生規劃辦

理系列「就業創業講座」或「就業輔導講座」，充實學生職場相

關知能，為學生畢業後的求職面試和職涯規劃做好充分的準備。

98年度共辦理6場。99年度共辦理6場，參與總人數達1,885人。 

3.舉辦校園徵才暨就業博覽會或職涯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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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於99年5月12日結合嘉雲南地區知名企業廠商和本校各學院

系所、研究中心，共同舉辦「2010嘉義大學校園徵才暨職涯

博覽會」，除邀請廠商設攤徵才、提供就業資訊之外，本校亦

同時舉辦「嘉義大學教學及研發成果展」。當天參與活動廠商

共計58家，廠商出席人數共計189人，提供了1000多個職缺供

學生現場應徵；另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由研發處實習與就業

輔導組組員帶領25位學生參與本次活動。本校參與「教學及

研發成果展」的攤位共計25個，出席人數共計127人。本校學

生出席人數更是非常踴躍，依據簽到資料顯示，本校大三大

四共有2,569位學生熱情參與，創下歷史紀錄。 

(2)2010校園徵才暨職涯博覽會學生滿意度調查共計回收489份

問卷。經統計分析，七成以上學生對於本次活動的辦理方式

感到滿意與非常滿意；更有高達八成二的學生對於本次活動

的服務人員表達滿意；六成以上學生對於本次活動的時間及

地點、場地指引、設攤的廠商及徵才項目、系所及研究中心

的教學及研究成果展、履歷自傳健診及職涯諮詢服務、職涯

心理測驗及解釋服務等均感到滿意。此外，亦有近六成學生

認為本次活動有助於提升未來的就業準備和升學準備。整體

而言，2010嘉義大學校園徵才暨職涯博覽會不僅參與學生非

常踴躍，而且相當受到參與學生的肯定和好評。 

4.舉辦企業說明會暨雇主座談會： 

配合「2010嘉義大學校園徵才暨職涯博覽會」，邀請嘉雲南地區

企業廠商，於本校民雄、新民及蘭潭三校區，舉辦三場企業說明

會暨雇主座談會，參與廠商共計5家，現場為學生提供該行業豐

富而深入的現況、發展趨勢與徵才條件說明。 

5.辦理94-97畢業生流向調查： 

(1)本校積極鼓勵各系所畢業生配合教育部委託台灣師範大學教

育測驗與評鑑中心所進行之各項畢業生調查，並將當學年度

畢業生上網填寫流向調查納入取得畢業證書之必要程序，各

項調查回收率均在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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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校已取得95學年度畢業生畢業一年後調查分析報告。學生

對自己職場職能評估較強項者，依次為:學習能力、團隊合作能

力、本國語能力、調適能力、穩定度及抗壓力。評估較弱的

項目依序為:外語能力、求職及推銷自己能力、領導能力、創

新能力及時間管理能力。本校畢業生認為大學最應加強培養

的能力依序為:就業能力、專業能力，及基本能力。 

6.進行雇主對本校畢業生各項能力指標之滿意度調查： 

本校就業輔導組於98年11月完成95-97學年度畢業生參與教育部

「方案1-1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之雇主滿意度調查，共

計發送283份問卷，回收274份，回收率96.82%。主要結果有下列

數項： 

(1)雇主對於本校實習生的工作表現整體評價為「優良」者有65%。  

(2)最感到滿意的項目依次為:良好工作服務態度(73%)、專業倫

理與道德 (71%)、團隊合作能力 (69%)、EQ自我管理能力

(66%)，以及資訊處理能力(60%)。 

(3)此外，雇主認為應該加強的項目包括:統御領導能力、具備第

二專長、語文表達及應用，以及專業知識與技能。 

三、年度創新業務與成果 

(一)學生輔導工作 

1. 積極撙節學校經費、結合在地資源、增進本校教職員工生心理

衛生相關知能： 

為使本校教職員工生在有限資源下能獲得更多提升相關知能的

資源管道，乃積極尋求與嘉義市衛生局合作，由本校學輔中心

承辦，衛生局補助經費辦理「紓壓講座」等。 

2.本學年度全校大一新生心理施測，為了縮減作業時間，讓施測結

果能立即提供學生參考，本學年度改採施測後同步進行現場解

析，以提升施測時效性。 

3. 資源教室與學生輔導中心合作，開辦嘉園「人際關係成長團

體」，於99年3月22日至99年6月7日之期間在蘭潭、民雄校區分

別辦理，共計14次團體課程，85人次參與。 

4.99年6月29日舉辦資源教室自強活動於台中月眉育樂世界，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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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四校區學生之感情，共計17位同學參加活動。 

5.新購置4套手寫筆輔具系統，分別於蘭潭與民雄校區置放2套，以

便於輔導學伴協助身障學生於課堂上抄寫筆記，同時提升身障

學生的學習意願及能力。 

 (二)僑外生輔導 

1.配合嘉大98年校慶，僑外組在蘭潭校區規劃了2天的國際文化節

活動，以促進校園國際化，拓展多元國際視野。98年11月3日校

長、丁教務長、周學務長與嘉義市政府教育處林督學及多位師長

特別蒞臨開幕儀式及剪綵，當天有各國舞蹈、服裝表演及各國文

化介紹及展示。11月4日由來自各國的國際學生準備家鄉料理供

全校師生品嘗，並於品嚐會上邀請300位熱情夥伴為我們選出最

佳菜餚。藉由活動讓僑外生與本校師生相互交流，增進彼此瞭解

與認識。此外，更是讓大家對各國美食與風俗民情有更進一步之

了解。 

2.採主動關懷各校區僑外生，定期至各校區與學生會面，聽取同學

意見及了解同學所面臨的問題。99年3月至6月共27次，計124人

次參與，針對學生提問即時處理。 

3.為擴展本校知名度，增加僑生就讀人數，於99年4月23日 前往國

立師範大學參加僑生先修部99年度應屆畢業僑生升大學博覽會。 

 (三)就業暨職涯輔導 

1.實施大四班級職涯輔導暨學習歷程檔案指導： 

本校學生職涯發展中心於98學年度第2學期起，配合本校教學卓

越計畫D5「職涯發展與就業輔導」，利用大四畢業班週三下午班

會時間，由專任職涯輔導員與同儕輔導員，共同辦理班級職涯輔

導，除實施生涯興趣、性向、人格測驗等及解釋之外，並配合本

校教學發展中心教導各班學生製作「學習歷程檔案」。截至5月31

日止，總計參與職涯輔導的大四畢業班級共計12班，服務人次計

346人。 

2.舉辦系列職涯輔導講座： 

本校學生職涯發展中心於98學年度第2學期起，配合本校教學卓

越計畫D5「職涯發展與就業輔導」，與本校六個學院院週會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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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舉辦六場「職涯輔導講座」，邀請知名職涯顧問或人力招

募顧問現身說法，為本校各學院大三及大四學生講解各行各業的

求職技巧、履歷和自傳撰寫技巧，以及面試技巧與自我行銷等，

提醒學生於畢業之前作好求職準備。參與人數總計1,242人。滿意

度平均為84%，即有84%以上的參與學生，對各場次職涯輔導講

座感到滿意或非常滿意。 

3.辦理職涯輔導相關活動與工作坊： 

本校學生職涯發展中心於98學年度第2學期，配合本校教學卓越

計畫D5「職涯發展與就業輔導」，辦理「職涯探索工作坊」或成

長團體共計三場，總計38小時，參與人數為46人。並配合勞委會

企業參訪計畫，辦理ㄧ場「文教法政機構參訪之旅」，參與人數

為45人。引導學生透過各項自我探索和職場探索體驗的活動，來

了解未來職涯發展機會，規劃職涯發展目標和進路。各項活動滿

意度甚高，均在82%~97%之間。 

4.提供個別職涯測驗和諮詢服務： 

本校學生職涯發展中心於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由專任職涯輔

導員和 12 位同儕職涯輔導員，為任何有職涯諮詢需求的學生提

供個別化職涯諮詢服務。個別化職涯諮詢服務包括三大類，包含

個別諮詢、線上諮詢與心理測驗與解釋。 

(1)個別諮詢部分，本中心設置一間個別晤談室，學生若有職涯方

面的難題，可向本中心預約時間，免費與本中心之專兼任職涯

輔導員進行職涯諮詢。 

(2)在線上諮詢部分，每週一至週五晚上，本中心的輔導員皆於線

上輪流值班，若學生有職涯方面的問題，可與之討論。 

(3)在測驗的部分，本中心備有「生涯興趣量表(大專版)」、「生涯 

發展性向測驗(線上版)」、「職業組合卡(大專版)」、「生涯卡」

與「生活彩虹探索量表(教育版)」，藉由上述測驗，可幫助學

生發現自己的職涯特質與方向，發揮優勢改善劣勢。98學年度

第2學期，接受職涯中心輔導員個別職涯諮詢服務者，累計181

人次。 

5.實施大四畢業生「專業職能與核心就業力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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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學生職涯發展中心99年6月完成本校大四應屆畢業生「專業

職能與核心就業力問卷調查」，共計填答有效問卷有1,180人，男

生513人，女生667人。主要結果有下列數項： 

(1)擁有國家考試證書者僅2.4%，擁有教師證書者僅0.3%，擁有

勞委會技術士證書者有5.2%，擁有語言相關證書者有17.6%，

擁有電腦相關證書者有3.6%，擁有金融相關證書者有2.2%，

擁有其他證書者佔7.4%。 

(2)曾從事全職工作者佔6.3%，曾從事兼職工作者有72.5%；曾有

全職實習經驗者有5.3%，曾有課程實習經驗者有33.8%。 

(3)大四應屆畢業生自我評估之整體就業力表現甚佳，依序為團隊

合作、終身學習、資訊科技、表達溝通、問題解決等項。各項

就業力表現在性別上皆無顯著差異。 

(4)擁有任何證照或證書者在「整體就業力」上之得分，均顯著高

於無任何證照或證書者。有全職實習或課程實習經驗者在「整

體就業力」上之得分顯著高於無全職或課程實習經驗者。 

6.學生職涯進路地圖建置計畫： 

為回應教育部及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各項評鑑要求，依據99.4.12.

教學卓越期中報告審查會議校長指示事項，提出本校「學生職涯

進路地圖建置計畫」，作為99.4.13.行政會議臨時報告事項，並通

知各系所於99.5.31.前將已建置或修正完成的「學生職涯進路地

圖」回傳就業輔導組彙整。「學生職涯進路地圖建置計畫」旨在

於結合系所教育目標、核心能力指標、人才培育目標、課程模組

結構、專業證照，以及畢業後升學、就業等職涯發展目標，進行

系統化規劃，使學生易於按圖索驥，循序漸進自我指導，發展職

涯方向和目標，強化學生職涯輔導，請學生積極取得相關專業證

照，強化職場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