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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生事務處 

一、組織系統 

                              

    

 

  

     

 

                   

                 

 

 

 

二、編制與員額 

學生事務處置學生事務長1人（教授兼任）、秘書1人、下設5組及2

中心，各組編制員額如下： 

(一)軍訓組：組長1人（教官兼代）、一般教官8人（蘭潭校區配置4人、

民雄校區配置2人、新民校區及進修推廣部各配置1人）、專案工作

人員1人（賃居服務）。 

(二)生活輔導組：組長1人（教師兼任）、輔導員1人、組員2人、工友1

人、專案工作人員11人（含四校區及進德樓學生宿舍）。 

(三)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1人（教師兼任）、輔導員1人、組員1人、專

案工作人員1人、工友1人。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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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學生職涯發展中心：主任1人（教師兼任）、組員1人、專案工作人

員2人。 

(六)衛生保健組：組長1人（教師兼任）、護理師1人、護士1人、專案護

士2人。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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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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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友1人。 

三、年度工作目標 

(一)軍訓教育、兵役業務及賃居輔導【軍訓組】 

1.落實教學計畫與評鑑。 

2.充實教官本職學能。 

3.充實教學軟硬體設備及妥善管理。 

4.協助學生集會活動輔導。 

5.協助推動交通安全、春暉專案、品德及生命教育。 

6.協助校外賃居生輔導訪視。 

7.協助學生緊急事件處理與生活輔導。 

8.學生兵役折抵、預備軍（士）官考選作業及國軍人才招募作業輔

導。 

9.校園學生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申訴窗口。 

(二)生活輔導【生活輔導組】 

1.辦理學生各項獎助學金之申請。 

2.辦理學生就學貸款及學雜費減免申請。 

3.推動品德教育與法治教育，培養學生公民素養與道德觀。  

4.提供學生安全、溫馨與舒適之居住環境。  

5.辦理學生生活學習獎助學金業務。 

6.辦理日間部學生請假業務。 

7.辦理日間部學生獎懲業務。 

 (三)學生自治組織、社團活動指導、服務學習、禮賓大使與各項大型

活動【課外活動指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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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自治組織幹部改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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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參與校外相關競賽。 

6.辦理各校區學生自治幹部座談會。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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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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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8.辦理校慶典禮及各項藝文系列活動。 

9.辦理服務學習相關活動 

(1)每學期召開服務學習委員會1次。 

(2)審核各班服務學習活動申請及成果報告。 

(3)選拔服務學習績優學系。 

10.禮賓大使相關事項 

(1)持續甄選培訓本校禮賓大使。 

(2)鼓勵學生參與校園服務工作。 

11.辦理全校合唱比賽。 

12.辦理志願服務講習基礎訓練及特殊訓練。 

13.辦理畢業典禮及相關活動。 

14.指導各校區學生議會辦理議事規則研習會。 

(四)學生輔導工作【學生輔導中心】 

1.召開教學研討暨學生輔導聯席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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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受理申訴案件。 

4.新生全面實施「戈登人格剖析量表」及「大學生讀書與學習策略

量表」測驗，俾篩選以加強輔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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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時間活動紀錄全面e化，協同電算中心協助同學與老師於線

上建立導師時間活動紀錄。 

8.辦理身心障礙學生輔導工作。 

(五)就業暨職涯輔導【職涯發展中心】 

1.引導學生探索職涯興趣與職涯規劃。 

2.提升學生的專業職能及就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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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培養學生的職涯問題解決能力。 

4.促進學生職涯發展與實踐行動。 

5.推動各項學生職涯輔導活動事宜。 

(六)衛生保健及健康教育【衛保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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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介矯治。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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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緊急事件之處理。 

5.維持本校零食物中毒率。 

四、年度工作成果 

(一)軍訓組【軍訓組】 

1.軍訓人事部分 

(1)102年9月辦理本校101學年軍訓教官考績分配會議。 

(2)102年9月函報教育部辦理本校102學年度第1學期大專校院軍

訓教官編現員額統計暨學生人數統計調查作業。 

(3)102年10月辦理俸級晉支作業。 

(4)102年12月辦理軍訓人員102年下半年安全調查資料。 

(5)103年3月函報教育部辦理本校102學年度第2學期軍訓教官編

現員額統計暨學生人數調查統計作業。 

(6)103年2月陳報教育部辦理王正甫中校軍訓組組長等11員教官

第1次獎勵作業。 

(7)103年6月辦理103年上半年陸軍年資榮譽徽申請作業。 

(8)103年6月辦理教育部103年上半學年安全調查定期作業。 

2.軍訓教育部分 

(1)102年7月1日全體教官參加嘉南區教學資源中心舉辦之102學

年度第1學期軍訓課程授課計畫提報。103年2月13日全體教官

完成102學年度第2學期軍訓課程授課計畫提報及教學評鑑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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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3年王志清教官代表本校參加嘉南區教學資源中心舉辦之教

學卓越選拔。 

(3)102學年度受理畢業生役期折抵申請人數，合計643人（含回郵

通訊辦理）。 

3.預官考選部分 

(1)103年大專程度義務役預備軍官預備士官考甄選，於103年3月

辦理預官作業講習，計1場約30人次與會，本校報考人數共計

26人。 

(2)103年大專預備軍士官考甄選，本校共錄取預官1人、士官13人。 

4.教官輔導(服務)學生部分 

軍訓組102學年度教官輔導（服務）學生，包括：疾病照料37

人、急難救助218人、情緒疏導441人、輔導轉介6人、意外事件處

理207人、賃居訪視348人、特殊事件處理37人、服務它校學生0

人、學生家長聯繫197人，團體輔導5,579人，合計7,070人次。 

5.兵役辦理情形 

(1)102學年度學生兵役緩徵核准人數1,256人，儘後召集核准人數

38人，合計1,294人。 

(2)102學年度學生兵役延長修業年限核准人數，緩徵100人、儘後

召集10人，合計110人。 

(3)102學年度學生兵役離校原因消減人數，緩徵232人、儘後召集

20人，合計252人。 

6.賃居業務 

(1)103年3月26日辦理三校區賃居安全講座，共計3場次。 

(2)103年3月26日於蘭潭校區辦理房東座談會，共計1場次。 

(3)撰擬並公告本校學生房屋租賃契約書提供學生參考運用。 

(4)蒐集安全合法租屋資訊供學生參考，共計36件。 

(5)協助改善有危安疑慮之學生租屋處，共計30戶。 

(6)檢視學生校外宿舍使用熱水器安全，共計1,442戶。 

(7)彙整及建立學生校外租屋基本資料，共計3,990筆。 

(8)訪視學生校外租屋處(3至5床)，共計324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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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訪視學生校外租屋處(6床以上)，共計225戶。 

(10)分發學生校外租屋安全文宣海報及貼紙，共計1,000份。 

 (二)生活輔導【生活輔導組】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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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之三以上，做為各項獎助學金、急難慰助金等，102學年

辦理情形如下： 

申請通過並發放急難慰助金 65 名，計 670,000 元。 

○2 申請通過並發放清寒學生扶助金計 14 人次，每名於上課月

份每月核發 4,000 元扶助金，計核發 276,000 元。 

○3 申請通過並核發清寒學生獎學金 434 名，共發放 3,472,000

元。 

○4 日間部弱勢學生助學金計補助 447 名，金額為 6,443,500 元。 

○5 為延續本校仁愛基金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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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2 學年度通過核

發 65 名學生慰助金，共計 199,000 元。 

○6 102 學年度弱勢學生生活助學金核發至 103 年 6 月，共獎助

121 人次、計核發 735,500 元。 

○7 102 學年度依據 ISKM 公司捐款 4 萬元美金，設立蔡嘉康先

生清寒學生獎學金，本學年度受理同學申請並經本校清寒學

生獎助學金審查小組初審再由該公司捐款代理人複審，共計

24 位學生通過申請，每位獲 5 萬元獎學金，並於 102 年 12

月 17 日校務會議中，由校長與捐款代理人王蕫事長親自頒

獎勉勵受獎學生。 

○8 本校校友陳國華先生定期捐贈款項設立常德清寒學生勤學

獎學金，本學年度共計 20 人次獲獎、核發 100,000 元。 

○9 102 學年度受理代辦廖金鳳老師紀念獎學金，計 3 人獲獎、

核發 12,000 元。 

(2)校外各項獎助學金 



 

 

 
國立嘉義大學年報 

 
42 

各種獎助學金資訊均迅速上網並公布在各校區公布欄，儘

可能將訊息傳達給每個學生，共發佈330種類獎助學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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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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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獲通知獲獎助學生 371 人次，獲獎助金額約

6,065,000 元。 

○2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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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名，獲慰問金 800,000 元。 

○3 102 學年度輔導本校原住民學生申請獲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

會獎助金計 26 人次，獲獎助金 512,000 元。 

○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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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人次，獲助學金 980,000 元。 

○5 102 學年度廣源慈善基金會助學獎學金學生申請案件，經本

校會議初審及基金會複審，共補助弱勢學生 23 人次，獲補

助學雜費及獎學金計 620,000 元。 

2.辦理日間部學生就學貸款 

(1)102學年度第1學期蘭潭校區、新民校區辦理就學貸款學生計

1,132人，貸款金額34,158,155元；民雄校區計579人，貸款金

額17,592,179元；總計1,711人，貸款金額51,750,334元。 

(2)102學年度第2學期蘭潭校區、新民校區辦理就學貸款學生計

1,070人，貸款金額30,156,990元；民雄校區計542人，貸款金

額15,491,390元；總計1,612人，貸款金額45,648,380元。 

3.辦理學生各項學雜費減免 

依教育部訂定之標準學生學雜費減免事宜，工作成果如下： 

(1)102學年度第1學期：軍公教遺族18人、低收入戶子女108人、

中低收入戶子女94人、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及身心障礙學生385

人、原住民學生81人及特殊境遇婦女之子女31人，總計717人。 

(2)102學年度第2學期：軍公教遺族18人、低收入戶子女91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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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戶子女101人、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及身心障礙學生379

人、原住民學生82人及特殊境遇婦女之子女32人，總計703人。 

4.推動品德教育與法治教育 

(1)結合各項活動辦理品德教育宣導與有獎徵答活動，包括耶誕冬

至活動、清明節活動、母親節活動、文化祭活動、宿舍羽球盃

比賽等，培養學生健全品格，引導學生的正向發展。 

(2)102年9月8日於蘭潭與民雄宿舍各辦理一場新生法規說明會。 

5.依據本校「學生住宿服務暨輔導委員會設置要點」聘任委員，並

於103年1月10日及103年6月20日召開102學年度學生住宿服務暨

輔導委員會會議，實施工作報告及議案討論。 

6.辦理同儕輔導學習社群，培養讀書及研討風氣，藉由同儕力量精

進學業。 

(1)102學年度第1學期學生宿舍共成立3組社群，計19人參加。 

(2)102學年度第2學期學生宿舍共成立7組社群，計40人參加。 

7.102學年度宿舍新增設施及活動 

(1)學生宿舍硬體完成工作項目： 

民雄宿舍：綠園二舍熱泵工程完工、完成頂樓晒衣棚鐵架油

漆防銹工程、完成新生寢室粉刷工程、監控多工錄影主機

更新、採購實木三橫坐椅 30 張，浴室壁癌處理工程、頂樓

防漏工程、浴廁水電維修、寢室設施維修等。 

蘭潭宿舍：完成 5 舍及 6 舍寢室油漆、完成 5 舍寢室床、

書桌、衣櫃更新維修、完成 5 舍及 6 舍浴廁與 3 舍走廊更

換 T5 燈具及 5 舍及 6 舍更換 LED 燈、完成 3 舍二部電梯

內安裝對外聯絡電話、飲水機汰舊換新、5.6 舍浴廁壁磚與

地磚維修、寢室熱水器維修更新、更修 LED 出口逃生指示

燈 10 組等維護整修。 

林森宿舍：公共區域(走廊)T8 燈具更新為 LED 圓形燈具、

公共區域(浴廁)T8 燈具更新為 T5 燈具、南側小便斗管路阻

圔整建工程、公共區域(走廊)牆面壁癌處理及粉刷。 

新民宿舍：西側門改裝為自動門、浴廁水電修繕、寢室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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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 

進德樓宿舍：脫水機更新 2 臺、宿舍水電維修，寢室設施修

繕，  

(2)學生宿舍完成項目：建立輔導員夜間上班機制、舉辦健康宿舍

活動於102學年度上下學期參與人數共計675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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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活動項目：為增進住宿生情誼及營造溫馨氛圍，於103年4月23

日在蘭潭宿舍區舉辦文化祭活動，促進宿舍幹部與住宿生之間

情感與學習分工合作能力。另於5月8日在民雄校區樂育堂舉辦

第6屆宿舍羽球盃競賽，藉此提升運動風氣。 

8.日間部學生請假業務 

(1)102學年度學生請假共有34,269人次(公假19,864人次；事假

5,269人次；病假6,182人次；喪假785人次；生理假2,169人次)。 

(2)學生請假逾30小時以上則寄發「學生考勤通知書」，以落實預

警機制，俾利學生檢視請假情形，並通知家長、導師及院教官

加強關照與輔導。102學年度寄送出缺勤通知書共有438位同

學。 

(三)學生自治組織、學生社團活動指導、服務學習、禮賓大使與各項大

型活動【課外活動指導組】 

1.學生自治組織暨學生部分社團活動 

(1)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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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465場次，102學年度社團活動如下： 

103.8.04製表 

活動性質 活動概要 次數 

大型活動 

全校迎新活動、社團博覽會、社團之夜、社團暨

學會幹部訓練研習營、社團評鑑、聖誕系列活

動、舞會等 

10 

服務性活動 
公益性活動、寒暑假服務活動、社區服務、海外

志工、帶動中小學活動、教育優先區營隊活動等 
91 

自治性活動 各種選舉、全校性座談會、社員大會等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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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性活動 音樂、魔術、戲劇、舞蹈、體育表演等 30 

聯誼性活動 迎新、送舊茶會 63 

交流活動 校內外交流活動、表演交流會 41 

學術性活動 
各系特色學術性活動、社團學術討論活動、刊物

出版 
16 

體育性活動 體育活動、運動教學、戶外活動 24 

研習性活動 研習營、研討會、寒訓、暑訓、集訓等 46 

成果展 各性質社團成果展 27 

講座 各類專題演講 17 

各類競賽 各種(音樂、體育、學術)比賽 44 

校內、外 

支援活動 

社團支援校內重大慶典(校慶、畢業典禮、運動

會)、其他社團或單位活動等 
19 

活動性質 活動概要 次數 

幹部訓練 各社團、學會幹部訓練 10 

其它 
103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

彰雉嘉社團評鑑、能力檢測 、黑天鵝系列活動 
4 

合  計 465 

(2)參加2014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成績亮麗，蟬聯5年榮

獲雙特優，學生社團農藝志工隊榮獲服務性社團特優、國樂團

榮獲學藝性社團特優。 

(3)參加103年彰雉嘉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競賽，農藝志工隊及

漱音國樂社榮獲特優、課業輔導社及天文社榮獲優等，登山社

榮獲績優，共計5隊學生社團參加。 

(4)參加全國音樂比賽：蘭潭國樂團榮獲雙優等、管樂社榮獲優

等、漱音國樂社榮獲絲竹樂甲等。 

(5)參加全國語文競賽：共計10人參加6項目競賽，林雅筑同學榮

獲作文項目第三名。 

(6)本校視覺藝術系學生林柏叡榮獲102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書法類大專美術系優等。生物事業管理學系學生何翊軒榮獲書

法類大專非美術系甲等。 

(7)暑假（103年）期間共計12隊學生社團辦理教育部教育優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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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鄉國小服務營隊，共計服務12所偏鄉國小，榮獲教育部補助

新台幣12萬元；寒假(103年）共計有10隊社團，服務10所偏鄉

國小，獲教育部補助新台幣11萬元。 

(8)103年1月至12月辦理103年大專校院社團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

計畫」，共有樵夫志工隊、農藝志工隊、慈光社及特教志工隊

等4個社團申請，獲得教育部補助經費4萬元。 

2.服務學習部分 

(1)蘭潭國樂團、水生輔帅社、土木系及特教系於103年5月23日參

加中正大學辦理之「嘉義地區跨校服務學習成果競賽暨交流分

享會」，計有10隊參加。土木系榮獲優等獎金3,000元、蘭潭國

樂團及特教系分別榮獲優選獎金2,000元，水生輔帅社榮獲佳

作獎金1,000元。 

(2)推動大一班級服務學習、大二專業服務學習、學生社團服務學

習及相關訓練如下表： 

服務學習內容 場次 參加人次 

大一服務學習座談會 2 44 

服務學習競賽 1 69 

服務學習觀摩暨成果發表會 1 140 

大一班級校外服務學習  78 4,290 

大二班級校外服務學習  12  600 

學生社團校外服務學習  96 2,400 

志願服務訓練講習(初階及進階) 1  100 

3.禮賓大使部分 

(1)103年1月徵選第12期禮賓大使，2月14日至16日實施新生訓練

及經驗交流，共24位完成新進禮賓大使訓練。 

(2)103年1月21日、22日辦理寒假訓練活動，共計40位禮賓大使參

加。6月24日至6月26日辦理暑假訓練活動，共計42位禮賓大使

參加。 

(3)本學年度禮賓大使參與活動共計31場次、345人次，活動名稱

與人統計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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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8.01製表 

年度 日 期 任務名稱 人數 

102 年 

9 月 13 日 102-1 教與學研討會  5 

9 月 17 日 蘭潭校區社團博覽會 15 

9 月 24 日 新民校區社團博覽會 7 

10 月 2 日 102 學年第 1 學期民雄學生幹部自治會議 3 

10 月 3 日 民雄校區社團博覽會 9 

10 月 16 日 102 學年第 1 學期蘭潭暨新民學生幹部自治會議 5 

10 月 24 日 會計人員業務研討會 10 

12 月 27 日 清寒獎學金頒獎典禮 3 

11 月 2 日 國立嘉義大學 93 週年運動會開幕 12 

11 月 2 日 國立嘉義大學 94 週年校慶典禮 18 

11 月 2 日 102 年瓷繪金傳奇－徐瑞芬藝術特展 8 

11 月 3 日 國立嘉義大學 94 週年民雄運動會閉幕 11 

103 年 

1 月 18 日 動物科學系獎學金籌募義賣暨成立大會 10 

2 月 14 日 102-2 教學研討會 5 

2 月 22 日 KANO 嘉義市首映與踩街活動 40 

2 月 22 日 瓷繪工坊開幕典禮活動 12 

3 月 5 日 102 學年第 2 學期民雄學生幹部自治會議 3 

3 月 19 日 
嘉義縣民雄陸橋改建-工作品質暨周邊交通安全公

民論壇 
6 

3 月 29 日 103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 32 

3 月 30 日 103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 32 

4 月 9 日 102 學年第 2 學期蘭潭暨新民學生幹部自治會議 5 

4 月 18 日 深耕在地產學服務聯誼會 6 

4 月 23 日 103 年度職涯博覽會暨校園徵才 10 

5 月 3 日 2014 物理人的挑戰 3 

5 月 24 日 2014 樂齡體育.健康.休閒學術研討會 4 

5 月 24 日 全校合唱比賽 4 

5 月 29 日 
教育部雉嘉南區域較學資源中心 102 年度第三次

工作推動小組會議 
1 

6 月 5 日 2014 年莫拉克學術研討會 6 

6 月 7 日 102 學年度畢業典禮 53 

6 月 26 日 102 學年度校務諮詢委員會 4 

7 月 5 日 農機研發與訓練中心揭牌儀式 3 

合  計   345 

4.大型活動部分 

(1)102學年度辦理大型校內、外活動慶典，共計有20場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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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達18,029人。 

103.8.04製表 

活動項目 總計場次 參加人次 

1.103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 1 8,000 

2.103 年彰雉大學嘉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活動 1 50 

3.全校學生社團評鑑 1 250 

4.全校自治幹部座談會 2 250 

5.全國音樂比賽 1 130 

6.全國語文競賽 1 10 

7.全校合唱比賽 1 550 

8.嘉大自產第一代黑天鵝仔系列活動 1 750 

9.跨校區視訊畢業典禮 3 3,500 

10.全校服務學習競賽 1 69 

11.全校迎新活動 1 140 

12.全校學生社團博覽會 3 4,000 

13.全校學生社團暨學會幹部訓練研習營 1 230 

14.志願服務訓練講習 1 100 

合計 20 18,029 

 

(四)學生輔導工作【學生輔導中心】 

1.導師業務 

(1)102學年度第1學期教學研討與學生輔導聯席會議於102年9月

13日民雄校區大學館演藝廳辦理，出席人數為430人。會中由

邱義源校長頒發101學年度優良導師績優獎及肯定獎，以表揚

得獎導師對學生輔導的用心與耐心。榮獲績優獎有師範學院特

殊教育學系江秋樺老師、人文藝術學院外國語言學系龔書萍老

師、管理學院應用經濟學系楊琇玲老師、農學院景觀學系陳美

智老師、理工學院生物機電工程學系郭鳳瑞老師、生命科學院

生物資源學系黃啟鐘老師等6位；榮獲肯定獎有師範學院教育

學系王清思老師、人文藝術學院音樂學系劉榮義老師、管理學

院資訊管理學系施雅月老師、農學院進修推廣部木設系夏滄琪

老師、理工學院資訊工程學系許政穆老師、生命科學院生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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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學系張心怡老師等6位。並邀請101學年度優良導師獲獎人師

範學院特殊教育學系江秋樺老師傳承班級輔導之寶貴經驗，以

提升導師相關知能。102學年度第2學期教學研討與學生輔導聯

席會議於103年2月14日蘭潭校區瑞穗館辦理，出席人數為328

人。 

(2)優良導師選拔：103年6月4日召開全校優良導師徵選委員會會

議，依據本校「優良導師甄選及獎勵辦法」，甄選及獎勵熱心

服務與輔導學生之優良導師，甄選結果如下表： 

 

             102學年度優良導師甄選結果               103.6.05製表 

學院 績優獎 肯定獎 

師範學院 林玉霞 張淑媚 

人文藝術學院 郭珮蓉 馮曉庭 

管理學院 李佳珍 王明妤 

農學院 侯金日 江彥政 

理工學院 賴泳伶 陳永祥 

生命科學院 羅至佑 廖宏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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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01學年度起導師時間活動紀錄改為至校務行政系統線上登

錄，提供師生交流班會記錄之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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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年度各院繳交次

數：師範學院466次、人文藝術學院391次、管理學院386次、

農學院814次、理工學院739次、生命科學院292次，共計3,088

次。 

(5)各班如對學校各行政單位有意見反映，可填寫導師時間活動紀

錄之建議事項，經導師審核後，即可送至相關單位辦理，102

學年度各班對本校各行政單位意見反映共計14件。 

(6)102學年度辦理提升導師輔導知能相關研習講座共13場次，統

計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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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7.31製表 

日期 主題 主講者 

102.8.07 自殺防治守門人工作坊 丁建谷臨床心理師 

102.9.24 E世代學生人際關係輔導技巧 張玉鈴諮商心理師 

102.10.24 學生學習策略輔導 洪寶蓮教授 

102.11.26 學生生活適應輔導 江秋樺副教授 

102.12.17 晚熟世代－談親子與手足的影響 孫中肯諮商心理師 

103.3.13 賃居安全須知 市政府消防局科員簡凱奇先生 

103.5.28 導師知能研習綜合座談(7場次) 劉玉雈學務長 

2.學生輔導相關業務 

(1)102學年度第1學期聘任本校輔諮系、特教系、教育學系老師及

外聘專家學者（觀護人、醫生）共15位兼任輔導老師、3位專

任輔導老師及2位全職實習輔導諮商師。第2學期聘任本校輔導

系、特教系、教育學系老師及外聘專家學者（觀護人、醫生）

共16位日間兼任輔導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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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生)，分駐3校區值班執行

個案輔導。 

(2)102學年度學生輔導人次：師範學院446人次、人文藝術76人

次、管理學院100人次、農學院212人次、理工學院80人次、生

命科學院75人次，共計989人次，其中以人際關係、自我調適、

自我成長及家庭議題等為主要問題。 

(3)102學年度危機個案處理案件共計12人。 

(4)102學年度大一新生進行大學生學習與讀書策略量表及戈登人

格剖析量表普測，於102年10月2日及16日辦理完畢，總施測率

95.84%。已於12月18日完成結果匯入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同學

可至校務行政系統查看結果。 

戈登人格剖析量表方面，自尊心分量表百分等級低於10

之學生列為高關懷學生共計135人，目前採用密件方式通知導

師及諮商師關懷學生之狀況，已成功追踨104人，但仍有31位

學生因為電話未接，以致連絡困難，持續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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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年度戈登人格剖析量表施測結果        103.7.31製表 

施測人數 

高關懷學生(自尊分量表低於百分之 10) 已追蹤五級 

(需關懷) 

學生人數 
僅自尊低 含責任感低 含情緒穩定低 三者皆低 總計 

1,863 57 23 23 32 135 104 

「大學生讀書與學習策略量表」方面，個人施測結果已完

成匯入學生學習歷程檔案。102年12月19日提供給各院、系及

導師「大學生學習與讀書策略量表施測結果分析報告」，以作

為輔導學生之參考。 

3.輔導相關講座、工作坊、成長團體及其他相關活動 

(1)102年9月8日於蘭潭校區宿舍區二舍地下室及民雄校區行政中

心二樓會議室辦理「生師親校輔導網-家長座談會」，共計106

人參與。 

(2)102年9月17日於蘭潭校區圖資大樓地下區-社團博覽會中宣導

學生輔導中心各項活動，希望讓同學知悉學輔中心各項服務以

協助同學適應大學生活。 

(3)102學年度第1學期共辦理35場次班級輔導，內容有「line拉近

了誰？-談人際互動」、「有關係就沒關係？！-談親密情感樣

貌」、「與情緒相遇-談情緒管理」、「在嘉想家-談離家後獨立做

決定以及反思」、「賴氏人格測驗施測與解釋」、「生涯興趣量表

施測與解釋」、「悲傷輔導」等主題，主要輔導中藉由活動、影

片、填寫學習單，以及和學生進行互動的小遊戲中，使學生更

能體會各項主題的重要性。計有1,280人參與。 

(4)102年10月7日至12月16日止每星期一18時至20時，於民雄校區

學生輔導中心共計辦理10場次同話故事-同志生命樣貌團體，

計有50人次參與。 

(5)102年10月8日至11月15日辦理自殺防治守門人宣導-生命教育

徵文活動，將正確的自殺與防治觀念傳達給參與的同學，計有

13位同學投稿獲獎。 

(6)102年10月8日於蘭潭校區學生活動中心2樓第2會議室辦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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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饗宴講座，由本校同學與媽媽對話，談車禍後的人生，從生

命故事與同學分享，計有11人參與。 

(7)102年10月9日於蘭潭、民雄及新民校區辦理「花巷草弄-盆栽

DIY」活動，計有120人參與。活動中學生親自妝點自己的盆

栽、種植植物、寫下祝福、期許自己的話語，藉由植物盆栽的

種植讓學生體驗到植物無聲的的力量，進而更加珍惜生命的價

值。 

(8)宣導自殺防治概念，102年10月22日於民雄校區行政大樓2樓簡

報室，播放「逆轉人生」、102年10月23日於蘭潭校區學生輔導

中心播放「小太陽的願望」、102年10月24日於新民校區D02-120

教室播放「姊姊的守護者」等3部生命影集，藉由這些與生命

議題相關之影片與學生討論自殺防治的重要概念，計有12人參

與。 

(9)102年10月23日及11月6日分別於蘭潭校區學輔中心團諮室及

綜合教學大樓A32-410辦理教學卓越計畫『成為學習大富翁』

學習與讀書策略講座講座2場次，由魏郁潔諮商心理師為主講

人，搭配大富翁遊戲的方式，和同學共同完成如何能更有效的

學習，共計46人參與。 

(10)102年12月7日於蘭潭校區學生活動中心2樓學輔中心團諮室

辦理看見愛情-愛情關係探索工作坊，由胡景妮諮商心理師及

徐伊萱實習心理師帶領，計有8人參與。 

(11)因應校外租賃安全事件，1月2日與系上及軍訓組建立輔導網

絡，與導師共同關懷班級同學身心狀況開始進行相關輔導措

施。103年1月2日起至6月底陸續進行班級悲傷輔導、建構追

蹤關懷資料、與系上老師座談提供相關心理衛生建議、關懷

事件同學並進行個別諮商及團體諮商、與系及軍訓組合作，

於系週會進行悲傷輔導及消防安全講習、追蹤關懷等，期望

將創傷壓力減至最低。 

(12)為提升諮商輔導人員專業知能，分別於103年2月14日民雄校

區A403-1教室及103年5月16日民雄校區A306研討室，辦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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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個案研討會，分別邀請本校輔諮系沈玉培老師及台南市

元品心理諮商所所長黃雅羚諮商心理師擔任主講，計有諮商

輔導人員18人次參加。 

(13)為研商對特殊個案訂定適宜的輔導方式，103年3月3日於蘭潭

校區園藝系系館3F召開園藝系個案研討會，計有5人參與。 

(14)102學年度第2學期自103年3月5日起至103年5月28日止，辦理

19場次班級輔導，計有24個班級參與，計有741人參與。 

(15)103年3月18日至5月13日於民雄校區學輔中心團諮室辦理「別

再當夾心餅乾了-自我探索團體」共計8次，54人次參與，由

許珮琦實習諮商師帶領參與同學一起面對在課業、情人、朋

友、社團、工作等不同角色的掙扎分享彼此的為難，讓同學

重拾初衷，調整腳步，看見自己。 

(16)103年03月19日至6月9日(每週一或週三17:30-19:00)於民雄校

區學輔中心團諮室辦理「傷停補時-失落同行團體」，共計8

次，32人次參與，由徐伊萱實習諮商師帶領參與同學分享與

探索遭遇親人、朋友或摯愛去世之經驗，重新理解這些失落

並看見生命中不同的樣貌。  

(17)103年4月22、23、24日分別於新民、蘭潭及民雄校區辦理「男

生愛女身」、「超完美嬌妻」及「窈窕老爸」等3部性別帄等教

育電影賞析，3場次計有41人次參加。主要透過影片作為媒

介，在諮商心理師帶領下，引導學生探討性別帄等教育相關

議題，提升校園性別帄等意識。 

(18)103年4月26日於蘭潭校區辦理「好好說再見－跨越情傷工作

坊」由許珮琦實習諮商師帶領，透過講師的催化與成員間相

互分享、回饋的激盪，引導學生回顧愛情歷程，分享並了解

失落傷痕，給予情緒支持，並協助調整分手後的心態與想法，

給予自己創造新的愛情故事空間，計有10人參與。 

(19)103年4月27日於蘭潭校區辦理「性好幸好－情慾探索工作坊」

由徐伊萱實習諮商師帶領，透過講師的催化與成員間相互分

享、回饋的過程，協助學生釐清對自身身體、性愛與親密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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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想法和信念，去除社會框架對個人的限制，找到安身立

命的基準點，進而整合個人的性自我，計有10人參與。 

(20)103年4月29日至5月1日於民雄、蘭潭及新民校區辦理性別帄

等觀測站體驗活動，以知識融合於活動的概念，參與成員透

過闖關遊戲的形式，認識多元性別、性別刻板印象、性侵害

與性騷擾防治等概念，以推展校園性別帄等意識，計有887

人參與。 

(21)103年5月6、7、8日分別於蘭潭、新民及民雄校區辦理「同床

異夢」、「真愛每一天」及「他其實沒那麼喜歡你」等3部親密

關係電影賞析，3場次計有35人次參加，主要透過影片作為媒

介，在講師的帶領下，引導學生探討親密關係相關議題，提

升情感關係因應能力與交往技巧。 

4.委員會業務 

(1)為利本校輔導計畫更臻完善，輔導計畫小組每學年度上下學期

各召開一次會議。今年度於102年11月19日及103年3月25日召

開，由邱義源校長為召集人、劉玉雈學務長為副召集人，由3

位當然委員、4位遴聘委員提供102學年度上下學期輔導計畫之

建議與修正。會議中委員們對學生輔導方向、諮商人力、校內

外輔導資源之連結以及本小組之組織辦法等業務提供多項具

體建議與方針，以落實校園三級預防之輔導工作。 

(2)102學年度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除由本校教師代表及學生

代表擔任外，另聘請張雈峰律師擔任委員以加強維護學生權

益。本學年接獲1件學生申訴案件，於103年7月14日召開學生

申訴評議委員會議完成評議決定。 

5.資源教室各項支持服務 

(1)進行身心障礙學生於校外租屋與校內宿舍的生活訪視，102學

年度第2學期共訪視3位學生，了解身障生於校外租屋的選擇及

安全勘查，協助身障生與房東間之協調，及了解校外生活的適

應。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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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嘉義大學年報 

 
55 

求評估，給予交通費補助，102學年度計3位提出申請且通過身

心障礙學生輔導工作小組及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委員會審

核，共補助3個名額，102年9月-12月及103年2-6月間核發交通

費，共9個月，計核發7,200元。  

(3)開放身心障礙學生申請輔導學伴，以協助身心障礙學生之課

業、生活及人際適應。102學年度計有17位學生申請輔導學伴。 

(4)請語言中心協助聽覺障礙學生安排「英文資源加強班」，經統

計四校區聽覺障礙學生的學習需求，於民雄校區、新民校區及

蘭潭校區各開設一班，計14位學生參加。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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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請土木系(所)、生機系(所)、動科系(所)、外

語系(所)、資管系(所) 、管理學院學士學程等研究生及系上任

課教師，根據學生個別需求進行一對一指導與教學，102學年

度辦理9種科目，計9位學生參加。 

(6)為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完善的心理支持，結合學輔中心的輔導機

制，持續與身心障礙學生晤談，本學期無學生轉介至學輔中心

接受諮商。 

(7)為協助身心障礙學生了解現今社會職場環境，認識自我實力，

進而運用校內資源，培養自身職場接軌力，計102學年度辦理2

場職涯講座，並邀請職涯專家分享相關經驗和技巧，共計59

人次參與。 

(8)針對大三及校內應屆畢業之身心障礙學生舉辦轉銜會議，結合

生涯態度與自我肯定進行講座，以介紹生涯預備的觀念、提供

相關就業資訊以協助其進行生涯規劃，共計15位學生參加。 

(9)與勞政、社政等相關政府單位合作，提供並轉知就業資訊、徵

才活動及職訓訊息予身心障礙學生，並協助其進行生涯規劃，

提供多元職涯服務，102學年度協助1位學生媒合校外身心障礙

職缺工讀、陪同4位學生參加身心障礙者就業博覽會。 

(10)為確實協助身心障礙學生並提供各項支持服務，建構完整特

殊教育支持系統，於102學年度第2學期召開「國立嘉義大學



 

 

 
國立嘉義大學年報 

 
56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以訂定身心障礙學生的特殊教育相關

事宜。 

(11)為提升身心障礙學生認同及自我肯定，體會生命的價值意

義，於102學年度學期末舉辦生命教育賞析暨期末送舊活動，

計25位參與活動。 

(12)提供協助服務機會，藉此培養服務他人及職場應對的態度：

聘用身心障礙學生為資源教室協助員，102學年度蘭潭、民雄

及新民校區協助員計29人，1258小時協助時數。 

(13)針對身心障礙學生需求，與系所召開個別化支持服務座談

會，共同討論並擬定其個別化支持計畫，亦建立多方單位的

支持諮詢系統。 

(14)學期間舉辦資源教室工作會報，102學年度共舉辦9場工作會

報。於學期中舉辦重要事項宣導、公職考試介紹及資訊等。 

(15) 102學年度第2學期結合本校無障礙設施，辦理2場「愛不礙‧

大聲說」特殊教育宣導活動，期能營造友善校園氛圍，賦予

身心障礙學生更多接納及認同感，計166人次參與。 

(16)102學年度與台灣師範大學資工系合作舉辦2場「無礙E網講

座」主題活動，介紹針對身心障礙學生考取技術士檢定證照

學習網站，使身心障礙學生瞭解相關學習管道及資訊。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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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年度共舉辦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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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人次。 

(18)資源教室定期與畢業生及休退學生聯繫了解其近況，102學年

追蹤之畢業生(含應屆畢業生)為10位；休學生為3位。 

(五)就業暨職涯輔導【職涯發展中心】 

1.「學生職涯輔導工作推動委員會」業務 

  為協助本校學生充分認識就業職場，進行職業生涯規劃，提

升就業競爭力，並追蹤畢業生之就業概況、就業滿意度，以及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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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雇主對本校畢業生之工作滿意度，每學期召開一次學生職涯輔

導工作推動委員會會議。本校102學年度由吳副校長煥烘為召集

人、劉學務長玉雈為副召集人，進修推廣部陳主任碧秀為當然委

員，本中心主任擔任執行秘書，進修推廣部學務組何組長俊德擔

任副執行秘書；委員會成員由各學院推薦系(所)主管兩名組成，

計有連振昌主任、古國隆主任、黃翠瑛主任、張光亮主任、康世

昌主任、簡瑞榮主任、何坤益主任、趙清賢主任、吳思敬主任、

鍾國仁主任、劉漢欽主任、葉郁菁主任。本學年度委員會會議於

102年10月14日及103年3月11日召開，會議中委員們對學生職涯

推動方向與畢業生調查工作等業務提供多項具體建議與方針。 

2.實施班級職涯輔導 

本校學生職涯發展中心102學年度配合教育部教學卓越計

畫，運用週三下午班會時間，以UCAN專業職能為主軸，針對大

三 學生進行職涯班級輔導，總參與人數1,098人。 

3.辦理就業暨職涯系列講座 

(1)積極為本校學生規劃辦理系列「職涯講座」、「職場見習」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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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2學年度共辦理20場職涯就業相關活動，包括國家考試講

座、就業講座、企業參訪、名人講座、模擬面試等，總計本學

年度總共1,319位學生熱烈參與。 

  102學年度辦理就業及國家考試講座表 

時間 主題 演講人 地點 
參與

人數 

滿意

度 

102.10.17 

創業的基本認識
與準備-Y 世代創

新經濟 

社團法人嘉義縣飛
雁創業育成協會 

黃采燕理事長 

蘭潭校區
動物科學
系館地下
一樓視聽
教室 

90 90% 

102.10.23 

勞保局-校園深耕
勞動保障宣導會
社會新鮮人-打造
美麗人生 

勞保局 

郭振宗專員 

民雄校區 

行政大樓 

507 教室 
10 100% 

103.8.04 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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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2.4 
職涯規劃另一章-
認識國家考試 

考選部 

楊專門委員天來 

民雄校區
人文館

J407 教室 
81 44% 

102.12.18 

102.12.23 
模擬面試 

福容大飯店協理 

聯華電子人力資源

處經理 

民雄校區 
蘭潭校區 

22 91% 

102.12.26 
熱門公職考情分
析與介紹 

高點教育集團 

萬文講師 

蘭潭校區
工程館

410 教室 
15 93% 

103.03.12 
澳洲不思議-看見
世界看見自己 

ABC 背包客中心 

顏靜榆行銷總監 

新民校區 
管理學院 
107 階梯
教室 

133 96% 

103.03.19 
名 人 講 座 ~ 相
聲、掌聲、人生 

相聲瓦舍專任演員

與創意人 

宋少卿先生 

新民校區 
國際會議

廳 
404 4.52 

103.04.23 
新鮮人求職全壘
打講座：職場趨
勢解析 

才庫人力資源公司

張霆櫂主任 

公司 

蘭潭校區
圖書資訊
館地下一
樓會議室 

41 92% 

103.04.23 
新鮮人求職全壘
打講座：履歷自
傳撰寫技巧講座 

耐斯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郭姿纓副理 

蘭潭校區
圖書資訊
館地下一
樓會議室 

47 83% 

103.04.30 勞工權益講座 
中正大學法律系 

鄭津津主任 

蘭潭校區 
工程館 

410 教室 
58 100% 

103.05.07 
國家考試講座-如

何準備國家考試 

考選部 

陳榮坤科長 

蘭潭校區

動物科學

系館地下

一樓視聽

教室 

69 90％ 

103.05.02 
企業參訪- 

文創產業之旅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雉嘉南分
署、總爺藝文園區、卲而好文創
觀光工廠 

38 92% 

103.05.16 
企業參訪- 

在地產業之旅 

遠東機械集團發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承億文旅、嘉義就業中
心、嘉義創新產業發展中心 

42 87％ 

103.05.23 職場深度參訪 麗豐微酵館、善化啤酒廠 41 91% 

103.05.07 

103.05.28 

職場權益校園講
座 

嘉義市政府 
蘭潭校區 
新民校區 

105 89% 

103.05.21 

103.06.04 

IMake360 PODA 
職涯規劃評量 

日月知識股份有限

公司 

林重儀經理 

民雄校區 
蘭潭校區 

65 97% 

103.06.05 
敢夢、敢做、敢
不同-土木人轉職 
繪本創作經驗分

繪本作家 

劉旭恭老師 

蘭潭校區
工程館

410 教室 
58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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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 

 

4.舉辦職涯博覽會暨校園徵才系列活動 

(1)103年4月23日於蘭潭校區圖書資訊館前廣場暨地下一樓舉辦

「嘉大強棒‧縱橫職場~嘉義大學職涯博覽會暨校園徵才活

動」，內容囊括校園徵才、本校教學與研發成果展、求職達人

自我介紹決賽、新鮮人求職全壘打講座、履歷自傳健診與職涯

諮詢、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展示以及職場圖書資訊展，在各單位

的熱烈參與及協助下，活動圓滿落幕；當天參與廠商共計45

家，出席活動學生人數共有2,880位，投遞履歷人數348位，初

步媒合人數246位。 

(2)103年4月23日辦理「求職達人-影音履歷暨自我介紹比賽」之  

自我介紹決賽暨頒獎活動。自我介紹比賽比照企業面試，鼓勵  

學生主動出擊，以最有創意與自信的方式，展現自身求職優勢，  

促進學生就業媒合成功率。決賽結果：第一名森林與自然資源  

學系沈柔君同學，第二名園藝學系余欣郁同學，第三名微生物  

免疫與生物藥學系王聖茵同學。創意影音履歷暨嘉義大學微笑  

之星獎項，經線上票選人氣獎為企業管理學系陳芝蓉同學。 

(3)本年校園徵才暨職涯博覽會廠商滿意度調查問卷共回收40

份，經統計分析，在行政流程與服務方面，廠商對於「工作人

員」95%、「事前籌備與聯繫」97.5%、「活動時間及地點」95%、

「辦理方式」97.5%、「攤位安排」87.5%、「餐飲服務」97.5%、

「場地指引」87.5%、「有助於提昇知名度」92.5%等8個項次，

八成以上感到滿意或非常滿意。而針對參與學生工作特質與表

現之問卷部份，廠商覺得優秀的項次，前五項分別為「專業倫

理與道德」61.8%、「整體素質」54.5%、「工作態度與敬業精

神」52.9%、「口語表達與溝通能力」52.9%、「資訊處理與科

技應用能力」51.5%。 

(4)學生滿意度調查共計回收208份滿意度調查問卷。經統計分

析，八成的學生對活動「服務人員」感到滿意，對本次活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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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方式」感到滿意的學生超過七成。此外在辦理時間及地

點、設攤廠商及徵才項目、教學研究成果展、履歷自傳健診及

諮詢服務、職涯心理測驗及解釋、就業資訊、進修資訊等項次，

均有超過七成以上的學生感到滿意。 

5.執行「100學年度畢業生(101年6月畢業)畢業後一年流向調查」，

利用本校「校友資訊網」進行「就業力自我評估問卷調查」，計

有679位畢業生填寫，流向調查率72%。 

6.登載提供畢業生升學、就業、求職、求才各類資訊於網站並定時

更新，開拓畢業生職涯發展機會，本學年度共登錄245筆徵才資

訊，供在校生與畢業生參考利用。 

7.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 

本(102)學年度獲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補助辦理3項就業學程

計畫，分別為「環境永續工程人才培育(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

系)」、「生技產業人才培訓就業學程(生化科技學系)」及「生技製

藥培育人才學程(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本中心負責開設

「共通核心職能課程」，課程總時數共54小時(含勞動部師資授課

時數達48小時)，參訓學生59位，整體滿意度95%，執行概況如下

表： 

                                                103.8.04製表 

學程 
環境永續工程

人才培育學程 

生技產業人才

培訓就業學程 

生技製藥培育

人才學程 

應屆畢業生人數 10 17 17 

校外師資人數 10 14 5 

整體課程滿意度 95% 95% 89% 

(六)衛生保健及健康教育【衛保組】 

1.辦理學生健康檢查、各項防治篩檢及宣導 

(1)102學年度日間部新生、轉學生之新生健康檢查，委託大林慈

濟醫院辦理，共2459人受檢，另69人繳交校外體檢報告、70

人他校體檢卡轉入，故共2598人完成新生健康檢查。 

(2)大一、碩一新生胸部X光異常者，已通知學生各自到醫院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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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檢。血液檢查結果未在參考範圍者，已於12月11日由大林慈

濟醫院來校進行複檢。 

(3)針對新生入學健康調查表，有特殊疾病者，已個別輔導追蹤。 

(4)102學年度B型肝炎抗原及抗體結果為陰性者共513人，其中285

人接受施打疫苗。 

(5)新生重大疾病調查表分類整理完成，已送體育室、軍訓室及生

活輔導組參考。 

2.辦理校內餐飲從業人員衛生講習 

102學年度辦理1場校內餐飲從業人員衛生講習，題目為「食

安問題與餐飲衛生」，由台中榮總嘉義分院陳慧茹營養師主講，

教導餐飲從業人員最近食品安全問題及餐飲衛生應注意事宜。

提升餐飲業者食品安全與餐飲衛生認知與態度，維持校園零食

物中毒事件。 

3.辦理校內餐廳業者飲食衛生抽檢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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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每週對全校餐廳、便利商店、合作社、進行一次以上之餐飲衛

生檢查，辦理檢查人員之訓練。 

4.辦理健康講座及衛教宣導 

(1)102年10月2日與聖馬爾定醫院及東區衛生所共同辦理全民減

重活動(測量身高、體重、 體脂肪、腰圍、BMI)暨拳擊有氧，

讓師生自主管理維持健康體位並邀請講師教導示範拳擊有氧

讓與會者體會大汗淋漓之暢快，共80人參與，學生表示拳擊有

氧是一項男女生都可以參加的運動，且具有爆發力能激發潛

能。 

(2)102年10月17日、11月25日及103年4月分別於新民蘭潭及民雄

校區辦理肺結核接觸者檢查衛教說明會，告知結核病傳染途逕

及防治方法，共148人參與。 

(3)邀請嘉義縣衛生局、嘉義市衛生局、紅絲帶基金會協同辦理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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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病防治宣導，於103年4月23日、103年5月14日、5月16日於

民雄、新民、蘭潭校區辨理愛滋病宣導講座、正確性教育講座，

由愛滋病友現身說法，提醒學生安全性行為、正確的性觀念及

避免接觸毒品的重要性，共93人參與。 

(4)102學年第1學期，各系週會時間，播放狂犬病宣導短片。 

(5)102年10月23日、11月27日及103年5月7日分別於蘭潭及新民校

區辦理CPR+AED研習，共357位教職生參與，並納入103年防

護團常年訓練教育課程，教職員共323人參與，本學年共680

人參與CPR+AED訓練。 

(6)103年3月12日辦理健康飲食講座-「認識得舒飲食」，邀請陳慧

茹營養師主講，DASH餐搭配DIY活動，讓學生做中學，加深

學生記憶，共35人參與。 

(7)申請教育部「校園菸害防制暨推動百大無菸校園」補助2萬元，

於103年5月7日辦理推動無菸校園揭幕及設攤宣導活動：拒

菸反毒暨停止愛滋從我做起聯名簽署一氧化碳檢測吸菸

行為及認知問卷調查毒品危害有獎徵答拒菸拼圖等期帶

動校園拒菸風潮，邁向無菸校園，由衛保組、軍訓室、嘉義市

衛生局共同辦理，共589人次參與活動。 

(8)與中華民國乳癌病友協會共同辦理「婦癌防治教育向下紮根校

園宣導講座」，透過課程讓同學檢視自身飲食和生活習慣對健

康造成的影響，也期盼同學隨時關心女性親屬與週遭女性朋友

的健康，成為新世代的「婦癌防治尖兵」，共50人參與。 

(9)102年10月7日、103年5月23日於蘭潭校區辦理「明眸皓齒」口

腔衛生保健宣導，教導學生口腔衛生保健的重要性及牙線使用

方法，共84人參與。 

(10)每年於1月至2月進行腸病毒及諾羅病毒衛教宣導；3月至4月

進行恙蟲病、肺結核、H7N9流感衛教宣導；5月至6月進行登

革熱、日本腦炎衛教宣導；10月、11月進行流感衛教宣導；

11月至12月進行愛滋衛教宣導。 

5.102學年學生團體帄安保險，由南山人壽以一年476元得標，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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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上、下學期各自付188元共376元，校方補助一年100元。（101

學年學生自付436元/年）。 

6.參與各項支援協助11月1、2日校慶運動會醫務組，由大林慈濟醫

院支援2天，服務人次26人。 

7.目前本校特約醫療院所共有48家，優惠條件可上學務處衛生保健

組網站查詢。 

五、年度創新業務與成果 

(一)辦理校外賃居e化一點通 

本處軍訓組結合各院系導師加強訪視所屬賃居校外之學生，加

強關懷及提醒同學校外賃居之居家及消防安全，並建立賃居生訪視

SOP及重點、教育訓練影片及相關資訊，透過e化建立雉端校外賃居

網站，將學生租屋注意手冊、本校學生房屋租賃契約書、安全認證

專區-教育部賃居安全評核表、租屋面面觀-租屋情報、法規宣導、

注意事項及安全租屋等資訊，提供全校師生校外賃居安全檢核注意

事項，相關網址http://web.ncyu.edu.tw/~wei/nchu/rent.html。 

成果： 

1.蒐集安全合法租屋資訊供學生參考，共計36件。 

2.協助改善有危安疑慮之學生租屋處，共計30戶。 

3.彙整及建立學生校外租屋基本資料，共計3,990筆。 

(二)推動健康宿舍 

為培養學生自律能力及養成良好習慣，成立健康宿舍區塊，學

生依所簽訂的健康寢室生活公約身體力行，學習時間管理與養成健

康規律的生活習慣。 

成果：102學年度上下學期參與人數共計675人。 

(三)主辦2014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成果： 

1.103年3月29日、30日主辦2014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

摩活動，共153所大專校院，285個學生社團參與此次評選，參與

人數更高達8,000人。 

2.本校團結共識從上到下同心齊力為全社評做準備，從102年11月

開始籌備規劃，計有100位行政人員、250位學生志工參與全程活

http://web.ncyu.edu.tw/~wei/nchu/rent_assessment_form.doc
http://web.ncyu.edu.tw/~wei/nchu/r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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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在周延規劃以及指導單位教育部共同努力之下完成此項重大

活動。 

(四)建立學生社團資歷學習歷程檔案 

學生社團幹部資歷登錄於學生學習歷程檔案，提供學生完整性

資料的歷程檔案，並自動帶入學生個人自傳，呈現學生所歷練的過

程及所擔任的幹部，讓求學過程內容更豐富。 

成果：共完成102位學生社團幹部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登錄。 

 (五)年度創新業務與成果 

資源教室於102學年度第二學期結合本校無障礙設施，辦理「愛

不礙‧大聲說」特殊教育宣導活動，透過趣味活動關卡，體驗不同

類別身心障礙者日常生活帶來的影響與限制，以及體驗無障礙設施

的功能性。藉此體驗活動，令本校師生實際體驗受限障礙不便之

處，認識身心障礙者、無障礙環境體驗，並同理他人不便及心情，

進而能設身處地，主動關心身心障礙者，增進全校師生對身心障礙

者、無障礙設施的認識與接納，達到零拒絕的校園友善環境、培養

生命關懷、尊重他人之生命價值。 

成果： 102學年度第二學期共舉辦兩場，共計166人次參與。 

(六)推動無菸校園計畫 

依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所發表的「99年大專校院學生及教

職員工吸菸行為調查」發現大專校院學生吸菸率有7.6% 、教職員

吸菸率有10.1%。另外大專校院學生二手菸暴露率學校（57.6%）、

住處（33.3%）及其它(67.7%)。本校目前全校學生人數計12,309人，

依據調查，有吸菸人數共268人，吸菸率2.17%。為防制校園吸菸，

持續推動「無菸校園」計畫。 

成果： 

1.定期辦理菸害防制宣導活動，於校園明顯處張貼反菸宣導海報，

讓教職員工生能每天看到，知道菸害重要性，進一步形成強烈拒

吸二手菸的意識。 

2.各校區入口處及大樓主要進出口設置禁菸警語。 

3.蘭潭、新民及林森3個校區全面禁菸，民雄校區設置1處戶外吸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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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並設置吸菸區標識牌及熄菸桶，降低在非吸菸區之吸菸人

數，改善菸蒂隨意丟棄之情形。 

4.辦理1場次校園菸害防治揭幕活動，邀請一級主管與師生共同參

與菸害防治闖關摸彩暨反菸聯名簽署活動，共589人參加，活動

中約有10人參與CO檢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