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 立 嘉 義 大 學 輔 導 與 諮 商 學 系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大學部師生座談會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0 年 12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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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諮系大學部一年級至四年級各班級幹部、系學會幹部及班導師 

一、報告事項： 

【學生事務】 

1. 本校衛生保健組通知，時序進入秋冬，已屆水痘好發季節，校園內師生間接

觸頻繁，有水痘病例極易造成群聚，宣導罹患水痘師生應佩戴口罩、穿著長

袖衣物儘速就醫，並請假在家休養，至全身所有水疱均結痂變乾，始得返回

學校。休養期間，應遵循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不出入公共場所及搭乘捷

運、公車等擁擠的大眾運輸工具，不得已必須前往公共場所時，應全程佩戴

口罩並穿著長袖衣物。 

2. 開學至今已進入第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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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110-2)學期「導師密碼」選課輔導於 110 年 12 月 20 日至 111 年 2 月 18
日實施，請同學持個人「選課計畫書」，與導師進行會談與諮詢，取得導師

密碼(選課認證碼)並於選課系統輸入後，方可進行 110 學年度 2 學期選課。

並將「選課計畫書」簽名後統一由班代收齊後先給導師簽章再送系辦存檔。

(課表如附件一) 

4. 本學期期末教學意見調查自 110 年 12 月 20 日起開始實施線上評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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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於下(110-2)學期開學後登記選課，第一階段加退

選時間為 111 年 2 月 7 日至 10 日；如需跨部或跨學制選課者，第二階段加

退選週為 111 年 2 月 14 日至 18 日。並請於 111 年 3 月 4 日前上網確認選課

資料。 

6.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幼兒數位教材研發學程及銀髮健康輔導學程開始申請



(表單如附件二)，請欲申請修習學生於 12 月 30 日(四)前向系辦提出申請。 

【110 學年第二學期學雜費減免申請公告】 

7.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身障類學雜費減免自 110 年 12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

止；低收、中低收、特境子女請於 111 年 1 月 1 日後提出申請，需上傳 111

年度的證明文件。下學期註冊截止後取得政者：身障類減免於 3 月 8 日前、

其他類減免於 3 月 25 日前申請，惟若以未經減免之註冊繳費單，申請時另

上傳本人郵局存簿封面影本，俾便請出納組辦理退費。 
(請至本校網頁 E 化校園/校務行政系統/輸入帳號、密碼/選取『學雜費減免』

/完成資料登錄並以正本拍照或掃瞄所有證明文件後上傳，並於 3 個工作天

後到申請網頁查看審核結果。) (詳見如附件三) 

【活動訊息】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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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連結網址：Microsoft Teams (連結)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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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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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為「生涯挫折轉個彎」，

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11. 110學年度第1學期各校區餐廳滿意度調查即日起至12月31日開放調查，凡參

與本次滿意度調查之教職員工生，即有機會抽取「NCYU迷你小書包-百年

紀念款」(30名)。 

投票途徑如下：  
(1)點選網址：http://140.130.82.68/vote/list_questionary.asp 
(2)網頁途徑：嘉大首頁>行政單位>總務處>膳食管理委員會>滿意度問卷調查

>投票系統。 

12. 最後，提醒同學寒假或假日期間參加活動或外出打工時，多提高警覺，注意

交通安全，尤其騎機車勿講手機、勿有抽菸、點菸等危險行為，夜間騎車時，

要特別注意自身安全。另有許多同學於進出校門時，屢闖紅燈，險象環生，

希望同學遵守交通規則。 

https://teams.microsoft.com/l/meetup-join/19:SuRIS0jgQv497NaovFbTbHwwxPHLO3FWRSISUGwhpZo1@thread.tacv2/1639637318994?context=%7B%22Tid%22:%22813ad895-da6c-487f-94df-fa982ddaac03%22,%22Oid%22:%223ddca12d-621a-475d-8d96-1f9cb11a885e%22%7D
http://140.130.82.68/vote/list_questionary.asp


二、討論事項： 

1. 請問大心盃比賽的補助除了交通費用之外，是否可以補助其他方面，例如：

住宿費用。 

回應:目前系學會僅補貼交通費給參賽同學，如補助住宿費的話會有難以界定

補助金額的部分，會試著詢問別系系學會是否有可參照之方法。 

目前補助交通費的公式如下 

公式： 

㈠ 每公里單位價： 

預算÷∑(某系隊人數×某系隊單人移動公里數) 

㈡ 各系隊領取金額 

每公里單位價×某系隊單人移動公里數×某系隊人數 

2. 如果系隊代表系上出去比賽，像是：運動會系際杯、大心盃等。如果比賽有

得到名次，所拿到的獎盃，獎狀都提供給系上保管。那系上是否有獎勵或是

回饋給所屬球隊以鼓勵球員？ 

   回應 :有關獎金補助，系隊請依據「國立嘉義大學學生社團參加校外活動競

賽獎勵要點」第六條規範向學務處提出申請。本系亦可依「國立嘉義

大學學生獎懲辦法」記獎勵給參賽學生。 

3. 關於數日前在自治幹部座談會中提出目前選課狀態為橫式課程內容，希望可

以改制為個人課表、功課表的形式，使頁面更加清晰。 

回應: 教務處評估後向電算中心提出程式修改單，預計於 110學年第 2學期

完成。  

4. 有一年級新生表示，目前一學期的學習歷程中，還不清楚輔諮系未來出路，

能否有機會辦理講座或課程，解說各種相關職業須具備的專業能力、證照、

修課方向等。 

回應: 將此建議納入下學期系週會講座規劃。 

5. 目前四大領域修課礙於學分門檻過高，會影響自身修課選擇(會先選擇過門

檻，而不是按照興趣或意願選課)，是否有調整此現狀的彈性。 

回應: 將納入本學期第 3次系課程委員會議調降四大領域修課學分數，並適

用於 111學年度入學新生。 

6. 近來上課時常會因教室設備(電腦、麥克風、天花板漏水)等問題打斷老師授

課，是否可以做出相對應改善。 

回應: 針對學生所反映問題，已陸續更新及維修，目前已更新初教館 B207、

B208教室喇叭設備，並不定期進行電腦檢修。 

 



三、系學會會長報告事項： 

1.本學期活動執行情形： 
(1) 新生訓練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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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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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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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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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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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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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情 (已完成) 
名稱：心花怒放 甜甜圈住你的心 
日期：11/30(二) 
地點：嘉義大學民雄校區行政大樓一樓 
活動性質：娛樂 
 
(8) 工作坊 (已完成) 
名稱：敘說自我的人生故事【講師: 陳雅婷/諮商心理師】 
日期：12/4(六) 
地點：嘉義大學民雄校區 A406 教室 
活動性質：學術 
 
(9) 講座 (已完成) 
名稱：就●很●【講師: 劉凱萍/諮商心理師】 
日期：12/8(三) 
地點：嘉義大學民雄校區 A507 教室 
活動性質：學術 
 
(10) 系聚 (已完成) 
名稱：輔諮夜總會 
日期：12/14(二) 
地點：嘉義大學民雄校區學生餐廳二樓 
活動性質：娛樂 
 
(11) 耶誕晚會 
名稱：星繫 Care for you 
日期：12/24(五) 
地點：名都觀光渡假大飯店 
活動性質：娛樂 
 
(12) 小諮盃 
名稱：諮狼諮面不諮心 
日期：12/26 
地點：嘉義大學民雄校區籃球場 



活動性質：體育、娛樂  
 
2.下學期預定舉辦活動 
(1) 輔諮週 
名稱：未定 
日期：預計 3~5 月 
地點：未定 
活動性質：娛樂 
 
(2) 小心盃 
名稱：未定 
日期：預定 4 月底 
地點：未定 
活動性質：體育 
 
(3) 系遊 
名稱：未定 
日期：預計 4/16、17or 4/23、24 
地點：未定 
活動性質：娛樂、學術 
 

(4) 系交流 
名稱：未定 
日期：未定  
地點：未定 
活動性質：娛樂、學術 
 
(5) 傳情 
名稱：未定 
日期：未定 
地點：未定 
活動性質：娛樂 
 
(6) 攝影展 
名稱：未定 
日期：未定 

地點：未定 
活動性質：娛樂 



 
(7) 輔諮祭典 
名稱：未定 
日期：畢業典禮前 
地點：未定 
活動性質：娛樂 
 
(8) 工作坊 
名稱：未定 
日期：未定 
地點：未定 
活動性質：學術 
 
(9) 講座 
名稱：未定 
日期：未定 
地點：未定 
活動性質：學術 
 

四、志工隊隊長報告： 

1.本學期活動執行狀況 
(1) 社課： 
本學期總共安排七次，目前已舉辦六次，12/28 為最後一次社課，地點仍在教育

館 105。另外在本學期第四次社課 11/30，申請並執行了高教深耕 A 計畫，講座

名稱為「關於拖延，我有話想說─試著看見與離開不想要的拖延」，活動滿意度

問卷總平均為 4.8 分。 
 
(2) 出隊： 
本學期規劃出隊兩次，皆與福池關懷協會合作。 
第一次出隊為 12/04，已完成出隊並以懶人包形式回覆出隊社員之問題與建議。

之後會向福池協會索取服務時數證明，並拿至系辦登錄(畢業門檻時數 20 小時和

參與系上活動)。 
第二次出隊為 12/25，目前活動正處於準備期，並於本周 12/23 進行彩排。 
 
(3) 社員大會： 
時間未定，本次社員大會預計結合本社組織章程修改，同時調查社員對於本學期

內容規畫之想法與下學期活動之期望，目前活動仍在規劃中。 



 
2.未來規劃 
(1) 社課： 
預計下學期有五次社課，時間未定，地點暫定教育館 105 教室。 
本學期高教深耕講座獲得高度評價，下學期預估也會申請講座並結合社課舉辦。 
 
(2) 出隊： 
下學期預估出隊兩次，出隊服務內容會考量社員需求進行調整。 

 

 

 

散會：下午 1 時 1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