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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 106 學年度導師會議議程
一、目標：為提升導師工作成效，策辦全校性導師會議，提供學生輔導相關資訊與知能，
以強化導師生關係。
二、時間：106 年 9 月 27 日（三）12:00-13:15
三、地點：R60312
四、對象：全校導師、教官及報名同仁
五、主辦：學生事務處
六、流程：
時間

主題

主持/講者

11:30-12:10

午膳

12:10-12:20

學務資源導覽

學務處諮商與就業輔導組詹秀蓉組長

12:20-12:25

加油與祝福

吳志揚校長

12:25-12:30

謝師禮讚

學生會、學務處課外活動組

12:30-13:10

學生輔導經驗分享

資訊工程學系/葉奕成老師
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學系/楊博智老師

13:10-13:15

交流與回饋

王佳煌學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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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校園性別事件通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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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及處理實施辦法
94.11.07 94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通過
95.06.05 94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96.01.16 95 學年度第 1 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通過
96.04.16 95 學年度第 14 次行政會議通過
96.06.04 95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99.12.20 99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10.25 101 學年度第 1 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通過
101.10.31 101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1.11.14 101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教育部「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訂定之。（以下簡
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性侵害：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之行為。
二、性騷擾：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未達性侵害之程度者：
（一）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
行為，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
（二）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
作有關權益之條件者。
三、性霸凌：指透過語言、肢體或其他暴力，對於他人之性別特徵、性別特質、
性傾向或性別認同進行貶抑、攻擊或威脅之行為且非屬性騷擾者。
四、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指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一方
為學校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他方為學生者。
第三條

為防治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學校應提撥經費，並定期檢討校園空間
及設施之規劃與使用情形，並記錄校園內曾經發生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
件之空間、製作校園空間檢視報告及依據實際需要繪製校園危險地圖，以利校
園空間改善。
前項檢討校園空間與設施之規劃，應考量學生之身心功能或語言文化差異之特
殊性，提供符合其需要之安全規劃及說明方式；其範圍應包括校園內所設之宿
舍、衛浴設備、校車等。

第四條

學校教職員工生於進行校內外教學與人際互動時，應尊重性別多元與個別差
異。
教師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在
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及性別倫理之關係。

第五條

教職員工生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
並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第六條

發生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時，申請人（含申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
檢舉人得以書面具名向學校申請調查。但學校之首長為當事人時，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應向教育部申請調查。
學校處理霸凌事件，發現有疑似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情事者，視同檢舉，
由學校依收件程序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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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時，
應立即向校安中心通報，校安中心依相關法規規定向教育部或性侵害防治中心
通報，至遲不得超過 24 小時。
除有調查必要，基於公共安全之考量或法規另有特別規定者外，對於當事人及
檢舉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辨識其身分之資料，應予以保密。

第八條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申請人或檢舉人得填具申訴單；其以言詞
或電子郵件為之者由受理單位作成紀錄，經向申請人或檢舉人確認其內容無誤
後，由其簽名或蓋章。
前項書面或言詞作成之紀錄，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或檢舉人姓名、身分證明文件字號、服務或就學之單位及職稱、住
居所、連絡電話及申請調查日期。
二、申請人委任代理人代為申請調查者，應檢附委任書，並載明其姓名、身分
證明文件字號、住居所、連絡電話。
三、申請調查之事實內容及其相關證據。

第九條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申訴事件由學務處處本部為收件單位，並於 3 個
工作日內交由秘書室承辦，召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處理。

第十條

於接獲申請調查或檢舉後 20 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或檢舉人是否受理。不
受理之書面通知應敘明，並告知申請人或檢舉人申復之期限及受理單位。
在接獲不受理通知之次日起 20 日內，得以書面具明理由提出申復，不受理之申
復以一次為限。
學校接獲申復後，應於 20 日內以書面通知申復人申復結果。
申請人及當事人若對處理之結果不服者，亦同前項申復原則處理。

第十一條 性平會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時，得成立調查小組調查之。調
查小組以 3 到 5 人為原則，女性人數比例，應占成員總數之二分之一以上，必
要時得外聘。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當事人之輔導人員，應迴避該事件之調查工
作；參與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調查及處理人員，亦應迴避對該
當事人之輔導工作。
第十二條 性平會應於受理申請或檢舉後 2 個月內完成調查。必要時，得延長之。
第十三條 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當事人得委任律師。當事人為未成年
者，接受調查時得有法定代理人陪同。行為人與被行為人、檢舉人或證人有權
力不對等之情形者，應避免其對質。
第十四條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當事人、檢舉人及證人之姓名及其他足以
辨識身分之資料，除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考量者外，應予保密。
除原始文書外，對外所另行製作之文書，應將當事人、檢舉人、證人之真實姓
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刪除，並以代號為之。
第十五條 為保障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當事人受教權或工作權，本校於必要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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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下列處置：
一、彈性處理當事人之出缺勤或成績考核，並積極協助其課業或職務。
二、尊重被行為人之意願，減低與當事人雙方互動之機會。
三、採取必要處置，以避免報復情事。
四、預防、減低行為人再度加害之可能。
五、其他性平會認為必要處置。
當事人非本校之人員時，應通知當事人所屬學校，依前項規定處理。
前二項必要之處置，應經性平會決議通過後執行，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十六條 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應告知被行為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其得
主張之權益，或主動轉介至相關機構，必要時，應提供心理輔導、法律諮詢、
課業協助、經濟協助、保護措施或其他協助。但本校就該事件仍應依本法為調
查處理。
當事人非本校之人員時，應通知當事人所屬學校，依前項規定提供必要之協
助。
第十七條 性平會之調查處理，不受該事件司法程序是否進行及處理結果之影響。
前項之調查程序，不因行為人喪失原身分而中止。
第十八條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經性平會調查屬實後，依相關法規規定懲處。
若其他機關依相關法律或法規有懲處權限時，學校或主管機關應將該事件移送
其他權責機關懲處；其經證實有誣告之事實者，並應依法對申請人或檢舉人為
適當之懲處。
第十九條 建立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及行為人之檔案資料。
前項行為人轉至其他學校就讀或服務時，學校應於知悉後 1 個月內，通報行為
人現就讀或服務之學校。
接獲前項通報之學校，應對行為人實施必要之追蹤輔導，非有正當理由，不得
公布行為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其身分之資料。
行為人若於懲處後仍對被行為人騷擾、報復等不法行為，除依刑法等相關法規
處罰外，並得公佈行為人姓名以為警示。
第二十條 本校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應依「元智大學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事件調查處理及申訴流程圖（詳參附件 1）處理之。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之未盡事宜，悉依性別平等教育法及相關規章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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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校園師生關係的界線反思－如何避免涉入性別事件
元智大學諮商與就業輔導組/林怡伶兼任諮商心理師
【法律案例】2014年底，中部某大學財金系主任於校內系友會活動中，結識一位剛進
入某金融機構就職，處於試用期的女校友（代稱A女），系主任以引介金融界友人為由，
邀約A女至北部聚餐。用餐期間系主任多次在桌下用手撫摸A女大腿、腰臀，對方驚嚇之餘，
幾次起身離開座位以手機軟體LINE向朋友求救。A女擔憂得罪教授會影響工作，消極抵抗
一個半小時後，才以找朋友為由先行離席。事後A女情緒激動，多方蒐證並對系主任提出
刑事告訴。系主任於法庭上以餐廳為公開場合不可能對A女性騷擾，以及對方當下未明確
拒絕等多種理由辯護，但地方法院最後仍以妨害性自主為由，裁定其處有期徒刑三個月得
易科罰金。該名系主任觸犯的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意圖性騷擾罪，乘人不
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
透過新聞媒體，類似的大學師生性別事件時有耳聞，據瞭解近年爆出的就有好幾起。
包括：
 某國立大學一位績優教授，多次利用論文指導機會，觸碰女研究生身體隱私部位，並








用其權力人脈威脅學生不得抗拒。這位教授遭被害學生申訴後已遭校方解聘，即便有
所不服提行政訴訟，仍被台北高等法院認定校方解聘有理。
某國立大學副教授因欣賞系上一位女研究生，對其展開追求行為，包括在LINE群組公
開讚美對方美若天仙，自己會坐在教室後面欣賞該生上課等。該生極其困擾，經該校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調查後予以停課處分。副教授不滿提起行政
訴訟，但遭高等法院判定敗訴。
某國立大學韓文系主任向校方通報，系上一位外籍老師對多位學生有肢體性騷擾情形，
校方立即進行教育部校安通報，性平會亦著手調查處理，同時將涉案老師停課，並為
受害學生安排心理諮商。
某私立大學教授在研究室當著學生的面觀看色情影片，並用LINE傳送該影片，邀約學
生一起觀賞，遭多名女學生投訴，該校性平會接獲後立即展開調查。
某國立大學女博士生遭指導教授性騷擾一案，因該系所長安慰女學生時說出：「女生
被親吻漱漱口就好了」，結果亦被性平會評議應受8小時性平課程，事後所長打行政
訴訟抗罰也遭法院駁回。

這許許多多的大學師生性別案件，不是對簿公堂，便是在校園內由性平會調查處理，
並在發達的網路媒體上備受議論。性別事件型態著實多元，在他人眼裡看似一齣齣羅生門，
不論事實為何或定罪與否，受害的當事人總是不堪其擾、遭受創傷打擊，甚至斷送生涯發
展或是賠上名譽。然而近來不知是否受作家林奕含事件影響，或是人們對性別事件及申訴
管道有更多認識，事件爆發頻率明顯增加。師生性別事件不再遠在天邊，不關自己的事！
大學教職員，尤其是協助學生面對各種學習與生活困擾的導師們，不得不特別留意師生互
動中的性別界線議題，小心拿捏分寸，同時還得多一份警覺，辨識學生是否遭遇類似經驗，
以便及時介入處理。
大學教職員究竟該怎麼做才能避免涉入校園性別事件？曾聽聞北部某大學中文系有
些男教授為了與系上為數眾多的女學生保持距離，會刻意避免共處一室，例如：女學生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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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至教授辦公室問問題，教授便會吆喝外面的學生或工作人員一起進來坐坐或吃些點心，
如此用心良苦的主動避嫌，有時不免感嘆今日為師之不易。

1.
2.
3.
4.

分析近年來性別案例中常見的問題情境，建議大學教職員針對下列幾點多加留意：
避免任何肢體碰觸，不論學生性別、任何身體部位、公開場合或獨處。若不得已必須
碰觸（例如：教學需要或學生身體不適），最好先徵詢學生同意，或請旁人協助。
避免共處一室，儘量請學生結伴同行。若學生確有單獨談話之必要，也儘量在非密閉
空間進行，如：在開放的研究室、會客等候區，或將辦公室的門打開。
避免單獨從事課後與校外活動。若與專業學習相關，最好以團體方式進行或請學生結
伴，也盡量避免單獨共乘交通工具。
言行自律（包括網路言論）。絕對避免評論學生身材外貌、不當稱呼、探詢隱私、開

黃腔、要求交往、性暗示或性邀約、注視身材、偷窺、追求、跟蹤等言行。
5. 公私分明。不交代學生處理私事，不在私人時間或空間與學生互動。提供生活輔導時
若擔心過度涉入學生生活，建議您尋求同儕諮詢，設定合理的協助範圍與界線，或將
學生問題轉介予校內相關單位協助。
6. 與學生聚餐應避免飲酒，聚會結束後避免與少數同學續攤。
7. 因師生關係存在權力不對等之事實，應避免師生戀情。若遇學生表達愛慕，可加以開
導、拒絕或迴避，必要時主動知會系所以自保。若覺察自己對某位學生有特殊的關愛
與情感投入，則必須透過積極自我覺察或尋求專業諮詢加以自律。
8. 其它常見問題情境，包括體育課、個別論文或課業指導、電腦技術指導、校外開會或
住宿、搭乘交通工具、聚餐等，須特別提高對師生互動的覺察。
不可諱言，大學教職員在社會上享有多一份尊崇的同時，也備受期許與高道德標準的
檢視。不只如上述提點中有許多細節須留意，避免觸犯相關法規捲入訴訟糾紛（包括：性
侵害犯罪防治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別平等教育法、性騷擾防治法、教師法等），在導
師工作上也須特別留意知悉後通報規定；意即當得知學生疑似遭受性騷擾、性侵害或性霸
凌事件時，需於24小時內通報校方，否則依據性平法規定，處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
為了共同實踐友善校園內涵，也確保個人身心靈品質，為師者需要避免及警覺，校園
中任何對性和性別不友善、歧視或強迫的言行與事件。在今日人與人之間的互信互重受到
諸多師生性別事件的擾動時，唯有透過積極的覺察和努力，才得以讓大學校園保有追求知
識的純淨與安全，同時維護師道尊嚴。
參考資料：
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台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案件－104 年度侵易字第 3 號）
http://jirs.judicial.gov.tw/FJUD/FJUDQRY01M_1.aspx
自由時報電子報 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1385202
性別平等教育全球資訊網 https://www.gender.edu.tw/web/index.php/home/index
元智大學網站（申訴管道及相關辦法）
https://www.yzu.edu.tw/admin/so/index.php/tw/2016-01-31-03-41-39/2016-01-31-03-4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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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性別事件重要知能
一、 校園性別事件定義
（一） 校園性別事件指性騷擾、性侵害或性霸凌事件之一方為學校校長、教師、職員、
工友或學生，他方為學生者。只要事件發生時，當事人雙方的身分符合《性別平
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性平法）要求，即使發生地點在校外，一樣適用性平法。
（二） 根據性平法第 2 條之定義：
1. 性侵害指客觀上行為人有性交、猥褻之故意以及行為，而行為時違反被害人意願
或被害人未滿十六歲。
2. 性騷擾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未達性侵害之程度者：
(1) 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致
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機會或表現者；
(2) 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
益之條件者。
3. 性霸凌：指透過語言、肢體或其他暴力，對於他人之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傾
向或性別認同進行貶抑、攻擊或威脅之行為且非屬性騷擾者。（備註：性別認同：
指個人對自我歸屬性別的自我認知與接受）
二、 常見校園性騷擾型態與認定標準
（一）常見校園性騷擾型態
類

型

意

涵

語言騷擾

包含性意涵、性別偏見或歧視行為及態度，或帶有侮辱、
敵視或詆毀其他性別的言論，如：胸部很大、娘娘腔等。

肢體騷擾

故意對他人做出的動作，使對方感受不舒服及不受尊重，
如：掀裙子、故意觸碰對方身體、偷窺、偷拍等。

視覺騷擾

展示裸露色情圖片或帶有貶抑任一性別意味的海報、宣傳
單，造成觀感不舒服者，如：網路上散播性暗示圖片。

不 受 歡 迎 的 性 追 提出要求使對方同意，作為交換利益條件的手段。如：老
求或性要求
師以加分、及格等條件，要求學生約會或趁機佔便宜等。
（二）性騷擾認定標準
1. 以「被害人的主觀感受兼以合理的認定標準」來定義。
2. 為尊重個人的感受與身體自主權，並考量校園性騷擾的本質是基於權力差距，因
此審查有無「違反意願」、是否「不受歡迎」，著重在被行為人的感受與所受的
影響，而不以行為人是否有性騷擾的意圖為要件。
三、 責任通報
1. 校內教職員工有責任於知悉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時進行通報，
2.

倘若未依規定通報則可能遭受相關懲處。
依據性平法第 21 條規定，應向學校及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
不得超過 24 小時。若未於時限內通報，則依據性平法第 36 條規定，將處新臺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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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依據本校《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及處理實施辦法》第 7 條規定，校
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時，應立
即向校安中心通報，校安中心依相關法規規定向教育部或性侵害防治中心通報，
至遲不得超過 24 小時。本校校安專線：03-4553698（24 小時值勤專線）。

四、 申訴管道
學生
申訴收件
窗口

教師及職員

學務處處本部簡玉芸小姐
（活動中心 3 樓）

人事室張玉美小姐
（六館 12 樓）

【日】03-4638800 分機 2238
申訴電話

03-4638800 分機 2222
【夜】03-4553698，03-4638800
【專線】03-4629464
分機 8585

申訴信箱

stdept@saturn.yzu.edu.tw

hooffice@saturn.yzu.edu.tw

五、 與校園性別事件相關之教育人員法令
《教師法》第 14 條，教師聘任後除有下列各款之一者外，不得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1 條，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為教育人員。
 第 3 項：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2 條第 1 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第 8 項：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
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
 第 9 項：經學校性平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
且情節重大。
 第 10 項：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未依性平法規定通報，致再度發
生校園性侵害事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
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六、 相關概念
（一）權力差距
校園性別事件的主要因素，其中一大部分乃因「權力差距」與「不尊重的態度」。
行為人選擇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的對象，主要考量是被行為人的反抗能力、自
己的風險代價。因而在性平法第 30 條提及，性平會於進行調查處理時，應衡酌雙
方當事人之權力差距。
（二）資料檔案保密
依據性平法第 22 條規定，「當事人及檢舉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
除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考量者外，應予保密」其次，該法第 26 條指出，
「學校或主管機關調查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過程中，得視情況就相關
事項、處理方式及原則予以說明，並得於事件處理完成後，經被行為人或其法定代
理人之同意，將事件之有無、樣態及處理方式予以公布，但不得揭露當事人之姓名
或其他足以識別其身分之資料」。亦即事件處理過程中，當事人姓名或其他足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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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身分之資料須嚴加保密，而在事件處理完成後，必要時經被行為人同意，得視情
況加以說明，但仍須留意維護當事人個資隱私。
（三）事實認定與權責劃分
依據性平法第 35 條規定，「學校及主管機關對於與本法事件有關之事實認定，應
依據其所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調查報告」。亦即事實認定權屬於性平會，權責
單位應依據性平會認定之事實，做出合於比例原則之懲處。
【元智大學學務處諮商與就業輔導組 整理提供 2017.05.17】

參考資料：
鍾宛蓉（2012）。學校，請你這樣保護我—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防治暨應對。臺
北市，五南。
教育部（2013）。性別平等教育法。取自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80067
教育部（2014）。教師法。取自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20040
教育部（2014）。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取自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5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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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
（業管：軍訓室）

本校學生肇生意外事件，以交通事故為多，每學期均有十多件以上汽機車車禍事故，
造成學生傷亡多人。檢討肇事原因為：未能遵守交通規則、搶快、自身反應欠佳（精神不
濟）及技術不熟練，進而導致交通事故。
為確保學生交通安全及降低傷亡人數，仍請導師利用時機，多加提醒同學恪遵各項交
通安全規範。以下提出幾項有關交通安全宣導事項，也請全校師生共同遵守，確保自身行
的安全：
一、遵守交通安全教育 4 項守則：
（一） 你看得見我，我看得見你。
（二） 安全空間，不做沒有把握的動作，只要猶豫就不要去做。
（三） 利他的用路觀，不影響別人的安全。
（四） 防衛兼備，防止事故發生，不要讓自己成為事故的受害者。
二、自行車道路安全：請配戴自行車安全帽，不要載乘他人，保持自行車設備良好與完整。
行進間勿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勿當低頭族及勿酒後騎車，人車共道時請禮讓行
人優先通行，行人穿越道上不能騎自行車，請下車牽車；依交通標誌、標線及號誌指
示騎乘，依規定兩段式左（右）轉，另請勿爭先、爭道、並行、競駛或以其他危險方
式駕駛，遵守行車秩序規範。
三、機車安全：請正確配戴安全帽、全天開頭燈、勿無照騎車、勿酒後騎車、行車時勿當
低頭族、勿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勿任意變換車道、路口禮讓行人、禁止飆車、
不疲勞駕駛，並勿將機車借給無適當駕照的人，大型車轉彎半徑大並有視覺死角，避
免過於靠近行駛於大型車前或併行，以維護生命安全。
四、行人（含長者）道路安全：穿越道路時請遵守交通號誌指示或警察之指揮，不任意穿
越車道、闖紅燈，不任意跨越護欄及安全島，不侵犯車輛通行的路權，穿著亮色及有
反光的衣服、在安全路口通過道路、預留充足的時間，勿與沒耐性的駕駛人搶道。
五、本校校區「車輛管理辦法」第六條違規車輛處理第六款—騎自行車至下坡路段，
未下車牽走中央人行步道而騎乘【逆向】俯衝而行者，予以扣車三日或罰款 500 元），
學務處、總務處及軍訓室已不定時派員，執行自行車行經下坡道未下車牽行（或牽走
中央人行步道）違規登記，近來已糾舉扣車或罰款已達 30 多人次，顯見同學們自律精
神有待加強。下坡道自行車往下衝騎確實有其危險性，再次籲請同學行經下坡道時，
自行車務必牽行，共同維護自己與他人之安全，一起建構友善校園。
五、本校校區「車輛管理辦法」第六條違規車輛處理第六款—騎自行車至下坡路段，未下
車牽走中央人行步道而騎乘【逆向】俯衝而行者，予以扣車三日或罰款 500 元），學
務處、總務處及軍訓室不定時派員，執行自行車行經下坡道未下車牽行（或牽走中央
人行步道）違規登記，每學期糾舉扣車或罰款仍有少數同學違規，顯見同學們自律精
神有待加強，且下坡道自行車往下衝騎確實有其危險性，請各導師利用相關集會時機，
再次籲請同學行經下坡道時，自行車務必牽行，共同維護自己與他人之安全，一起建
構友善有品校園。


學生如有發生車禍時，須撥打 110 或 119 通報警方處理，並可向學校軍訓室校安中心
（專線電話 03-4553698）尋求值勤教官協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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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週邊易肇事路段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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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路─平交道口

榮民路─環中東路口

5
1

環中東路口各段

14

15

藥物濫用防制
（業管：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一、 前言
依據教育部資料顯示，近年來學生藥物濫用以三級毒品（愷(K)他命、FM2、一粒眠）
占最多（占施用總數約九成）
，二級毒品（安非他命、MDMA、搖頭丸）次之，其中愷(K)
他命因價格較便宜且取得容易，施用方便，可磨成粉末狀，製成 K 菸點燃吸食或直接鼻吸
愷他命粉末（俗稱拉 K），已成為校園藥物濫用問題最盛行的毒品。
二、教育部推動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宣導，建立無毒校園
落實學校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三級預防工作，以教育宣導、清查、輔導工作之策略，結
合專業醫療、輔導機構及相關資源，以達成「健康無毒校園」之目標。（教育部防制學生
藥物濫用網頁 http://enc.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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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導師可以做些什麼？
（一） 告知學生各級毒品吸食、持有、販售等相關法律責任（附錄一）
（二） 積極關心學生個別狀況，瞭解其生活狀況、課業與行為並適時輔導：
1. 積極建立師生彼此的信任感，主動與學生聊天，關心其近況；若學生久未到校，可
利用電話、簡訊聯繫，或請同學幫忙聯繫，亦可詢問學生好友瞭解其近況。
2. 發現學生行為異常，如嗜睡不醒，主動洽詢專家協助。
（三） 積極參與特定人員查察技巧相關研習，瞭解學生是否有藥物濫用徵候：
1. 充實藥物濫用防制的相關知能（例如：主動參與藥物濫用防制的相關研習、瀏覽學
校的相關海報、新聞、宣導影片等）。
2. 於校內發現有疑似用藥之器具，或發覺學生有異味、異狀、異樣，且顯現用藥徵兆
時，請通知學校學務處相關單位協助處理。
3. 老師請於學期初多加關心學生上課、學習及生活狀況，避免學生適應不良，如發現
學生有藥物濫用徵候，請於開學二周內通知學務處相關單位，俾利校方建立特定人
員名冊隨時加強關心輔導；倘於學期中發現亦請隨時關心。
四、瞭解學生藥物濫用徵候
（一） 新興毒品施用現況：
1. 新毒品之產生。
2. 不純且無均質毒品之吸食。
3. 多重毒品的混合使用，危險性大幅增高。
4. 吸食方式的多元化。
5. 合法藥品遭濫用，如嗎啡、FM2。
6. 因施用（或被害）毒品而感染愛滋的人數急速增加。
（二） 學生濫用藥物外觀徵候：
器官部位
症狀特徵
瞳孔擴大（安非他命、迷幻劑）
、眼眶泛黑（安非他命、K 他命）
、眼睛
眼部
出血（安非他命）
鼻部
鼻孔發紅、破皮（安非他命）、流鼻水（K 他命）
持續性口乾舌燥（安非他命）
、說話含糊不清、散漫（安非他命、FM2、
口部
K 他命或其他鎮靜安眠劑）
手部
手部顫抖（安非他命）
皮膚
潮濕出汗、長痘子（安非他命）
器官
主動脈弓發炎致大血管夾層性出血（安非他命）
體重
喪失食慾，體重急速減輕（安非他命、MDMA）
失眠、作息改變、緊張（安非他命、MDMA）、大量出汗、體臭、汗液
其他
有藥味（安非他命）、想睡、搖晃（FM2、K 他命或其他鎮靜安眠劑）、
有強烈塑膠臭味（安非他命、K 他命）、臉色慘白
（三） 學生濫用藥物行為表徵：
情緒方面

多話、易怒、躁動不安、精力旺盛、不易疲倦、或精神恍惚、注意力不
集中、無精打采、沮喪、好辯、無意義的重複動作，情緒上出現焦躁不
安。

身體方面

嗜睡、食慾不振、目光呆滯、結膜紅腫、步履不穩、靜脈炎。

感官表達方面 視幻、聽幻、無方向感。
社會適應方面 多疑、誇大、好鬥、無理性行為、缺乏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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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發現學生的異味、異狀及異樣：
導師若能有效觀察學生行為上的異味、異狀及異樣，則能及早發現學生藥物濫用的
徵侯並給予即時的輔導。
1. 異味分為以下幾種：
（1） 塑膠味：若學生使用 K 菸，則會有強烈的塑膠味。
（2） 溶劑味道：學生使用強力膠，其呼吸、頭髮、衣服會有溶劑味。
（3） 藥味：學生使用甲基安非他命，其汗液會有明顯的藥味。
2. 異狀（濫用藥物者初期症狀）可分為以下三點來觀察：
（1） 眼眶泛黑。
（2） 瞳孔不正常的放大（吸食甲基安非他命、幻覺劑）、縮小（吸食海洛因）。
（3） 時常流鼻水、流眼淚、噁心、嘔吐；常打呵欠精神欠佳，課堂中常趴睡難以叫起，
情緒起伏不定、焦慮、猜忌多疑、食慾變差、體重減輕等。
3. 異樣分為以下兩點來觀察：
（1） 校內出現疑似吸食毒品的器具。
（2） 學生身上有藥物濫用的異味。
（五）倘若發現學生疑似販賣或提供非法藥物：
發現學生疑似販賣或提供非法藥物（俗稱藥頭），導師應密切注意其動向（人、時、
地、藥），並向學校學務處相關人員回報，等時機（證據）成熟時，即將採取適當
行動。若是藥頭為成年的學生，直接移送警方；若是藥頭為未成年學生，學校應以
密件函請校外協助移請警方加強查察藥物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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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新型態毒品種類
名
稱

毒咖啡

金剛

小熊軟糖

常
見
形
狀




備
註 


外型：外型呈現粉末 
狀，與毒品混合在咖啡
包中，合成卡西酮類的

外型：似梅子粉的新形 
態毒品叫金剛，屬於二
級毒品。

外型：外形像小熊軟糖
的 MDMA 是第二級毒
品，俗稱搖頭丸。

二級毒品。

使用方式：常被用來說
服成可為解酒之飲品。
使用場所：KTV、夜 
店、PUB 等公眾場合。
特性：使用後有亢奮 
感，長期使用可能出現
幻聽、幻覺、被害妄想
等精神疾病。

使用方式：聞起來有甜 
甜的香味，可加進飲料
或香煙施用。
使用場所：KTV、夜 
店、PUB 等公眾場合。
特性：沒有 K 他命的
臭味，效果及成癮性比
K 他命強。

使用方式：聞起來有甜
甜的香味，可當成一般
糖果軟糖食用。
特性：有迷幻作，副作
用是精神混淆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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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相關罰則一覽表
（括弧內之金額以新臺幣計算，且為最高得併科之罰金或罰鍰）
行為

第一級毒品

第二級毒品

第三級毒品

第四級毒品

製造運輸販賣

無期徒刑或七
三年以上十年
死刑或無期徒
五年以上有期
年以上(一千萬
以下有期徒刑
刑(二千萬元)
徒刑(七百萬元)
元)
(三百萬元)

意圖販賣
而持有

無期徒刑或十
三年以上十年 一年以上七年
五年以上有期
年以上有期徒
以下有期徒刑 以下有期徒刑
徒刑(五百萬元)
刑(七百萬元)
(三百萬元)
(一百萬元)

強暴脅迫欺瞞
或其他非法之
方法使人施用

死刑、無期徒刑

無期徒刑或七
三年以上十年
或十年以上有
五年以上有期
年以上有期徒
以下有期徒刑
期徒刑(一千萬
徒刑(五百萬元)
刑(七百萬元)
(三百萬元)
元)

引誘他人施用

三年以上十年 一年以上七年 六月以上五年
三年以下有期
以下有期徒刑 以下有期徒刑 以下有期徒刑
徒刑(五十萬元)
(三百萬元)
(七百萬元)
(七十萬元)

轉讓

一年以上七年 六月以上五年
三年以下有期 一年以下有期
以下有期徒刑 以下有期徒刑
徒刑(三十萬元) 徒刑(十萬元)
(一百萬元)
(七十萬元)

施用

罰鍰 1~5 萬元， 罰鍰 1~5 萬元，
六月以上五年 三年以下有期
並限期接受 4~8 並限期接受 4~8
以下有期徒刑
徒刑
小時講習
小時講習

持有

1. 三 年 以 下 有 1. 二 年 以 下 有 1.
期徒刑、拘役
期徒刑、拘役
或五萬元以
或三萬元以
下罰金
下罰金
2. 純質淨重 10g 2. 纯質淨重 20g 2.
以上者，一年
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
(一百萬元)

以上者，六月
以上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
(七十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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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纯質淨重 20g
以上者，三年
以下有期徒
刑(三十萬元)
2.
纯質淨重 20g
以下者，罰鍰
1~5 萬元，並
限期接受 4~8
小時講習

纯質淨重 20g
以上者，一年
以下有期徒
刑(十萬元)
纯質淨重 20g
以下者，罰鍰
1~5 萬元，並
限 期 接 受
4~8 小 時 講
習

法治教育
（業管：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一、 智慧財產權篇
說明：
「智慧財產權」包括著作權、專利權、商標權等，雖為一無體財產權，但仍受法
律保護，侵害他人權利，將有刑事責任及民事責任。
（一）影印教科書：
案例：某王姓學生在開學後，為了節省購書經費，打算與幾位同學先共同合資購買
原文書後，再送至校外影印。
1. 刑事責任
（1） 定義：
依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5 款，重製行為，指以印刷、複印、錄音、錄影、攝影、筆
錄或其他方法有形之重複製作。
（2） 罰則：依著作權法第 91 條，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最重可
處有期徒刑三年。
2. 民事責任
（1） 依民法第 184 條，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利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2） 依著作權法第 88 條，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或製版權者，負
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者，連帶負賠償責任。
3. 免責條件：「合理使用範圍且限定利用圖書館及非供公眾使用之影印機器。」
（1） 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及其擔任教學之人，為學校授課需要，在合理範圍內，得重
製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著作權法第 46 條）
（2） 供學生使用之圖書館，應閱覽人個人研究之要求，重製已公開發表著作之一部
分，或期刊或已公開發表之研討會論文集之單篇著作，每人以一份為限。
（著作權
法第 48 條）
（3） 供個人或家庭為非營利之目的，在合理範圍內，得利用圖書館及非供公眾使用之
機器重製已公開發表之著作。（著作權法第 51 條）
（4） 學生非因營利需要利用他人享有著作權之教科書，而所用部分，佔教科書整體
例不大，對市場影響有限，客觀上可以認為是合理範圍。（著作權法第 65 條）
（二）燒錄原版光碟軟體、下載 mp3：
案例：某陳姓學生購買最新版防毒軟體後，將該防毒軟體光碟提供給室友多人燒錄
使用。案例 2：某張姓學生在網路上，以「點對點」傳輸方式下載音樂 mp3，並將
其燒錄成光碟。
1. 刑事責任
（1） 定義：依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5 款，重製行為，指以印刷、複印、錄音、錄影、攝
影、筆錄或其他方法有形之重複製作。
（2） 罰則：依著作權法第 91 條，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最重可
處有期徒刑三年。
2. 民事責任
（1） 依民法第 184 條，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利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2） 依著作權法第 88 條，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或製版權者，負
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者，連帶負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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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免責要件：「合理使用範圍」（著作權法第 65 條）
著作之利用是否合於合理使用之情形，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以為
判斷之基準：
（1） 利用之目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利教育目的。
（2） 著作之性質。
（3） 所利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
（4） 利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
二、 個人資料保護篇
說明：個人資料保護法的範圍包含所有個人資料，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
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等，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
料，並從蒐集、處理和利用三個層面規範對個資的合法使用範圍。若違反合法使用規
範，將負起刑事及民事責任。
（一）公開他人姓名、住址或其他個人資料：
案例：「校園霸凌」事件發生後，某吳姓同學之基本資料遭網友「人肉搜索」，公布
於網路上。
1. 刑事責任
（1） 定義：依個資法第 19 條，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之限制，應符合
「特定目的」使得蒐集。如：法律明文規定、與當事人有契約或類似契約之關係、
當事人同意或自行公開之個人資料、與公共利益有關、取自於一般可得之來源。
（2） 罰則一：依個資法第 41 條，違反之法律效果，最重可處二年有期徒刑，如基於
營利意圖，最重可處五年有期徒刑。
（3） 罰則二：依刑法第 318 條之 1，無故洩漏因利用電腦或其他相關設備知悉或持有
他人之秘密者，最重可處二年有期徒刑。
2. 民事責任
賠償責任：依民法第 195 條規定，不法侵害他人名譽、隱私、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
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
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二）在網站上張貼他人猥褻圖片、影像或連結：
案例：台北地檢署偵辦富少李○○涉迷姦偷拍案，7 日除了提訊李宗瑞本人之外，還
指揮全國多個縣市警方共逮捕到 11 名網友，他們全被列為《刑法》散布猥褻物罪或
妨害秘密罪被告，承辦檢察官下午將 4 名網友諭令 2 萬元交保。（節錄自 101.9.7
ETtoday 電子報）
1. 刑事責任
（1） 定義：依刑法第 235 條規定，散布、播送或販賣猥褻之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
物品，或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者，是為妨害風化。
（2） 罰則一：依刑法第 235 條，最重可處二年有期徒刑。
（3） 罰則二：依刑法刑法第 318 條之 1 規定，無故洩漏因利用電腦或其他相關設備知
悉或持有他人之秘密者，最重可處二年有期徒刑。
2. 民事責任
賠償責任：依民法第 195 條規定，不法侵害他人名譽、隱私、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
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
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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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詐騙宣導與案例
（業管：軍訓室）

一、 預防詐騙
（一） 詐騙手法：解析歹徒慣用詐騙手法與關鍵字句，叮嚀同學一聽、二掛、三查證。
（二） 全家商店：協調校內兩家便利商店張貼警語，疑遭詐騙買卡時，即時提醒通報。
（三） 好友電話：學生或家長記下好友之電話，即時確認以防網路、簡訊、電話詐騙。
（四） 報案連絡：即時協助疑遭詐騙學生向 165 查證報案，以利攔阻兌現與網路追查。
（五） 學生個資：輔導學生不輕易留下完整個資，妥善保密運用，避免外洩遭盜冒用。
二、反詐騙案例
本學期雖不斷宣導預防，仍有學生因無知、貪念、未求證等原因遭詐，分析如下：
（一） 歹徒手法：以家長遭冒充子女需錢 2 件(未得逞)、ATM 取消分期 1 件次之。
（二） 遭詐得逞：冒用詐騙取線上點數 1 件、網購 ATM 取消分期轉帳 2 件、陌生人借騙
1 件。
（三） 遭詐金額：分別為買卡 40,000 元、ATM 共轉出 52,000 元、陌生人借騙 2,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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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緊急求救體系
 緊急事件處理，請直撥軍訓室專線 4553698，或分機 8585。

生活困擾

暴力滋擾事件，如：鬥毆、
兇殺、綁架、勒索、竊盜、
詐騙等

軍訓室分機 8585

意外事件，如：交通事故、
急難救助、賃居糾紛等

軍訓室分機 8585

性騷擾、性侵害事件

學務處
處本部分機 2238

傷病事件

學務處
衛生保健組
分機 2233、2236
學務處
諮商與就業輔導組
分機 2915

自傷事件

元智大學學生輔導諮詢體系
導師
授課老師
學習與職涯發展
諮詢

學務處
諮商與就業輔導組
分機 2927、2916

導師
系教官
系諮商老師
心理健康諮詢
學務處
諮商與就業輔導組
分機 2877
24

元智大學師生意外處理流程
（業管：學務處衛生保健組）

緊急傷病事件發生

夜間

通知值班教官 or 值班人員
電話 4553698

視意外事件嚴重度撥打 119
同步求救
電話 4553698

衛生保健組分機
4638800 轉 2233 or 2236

赴現場緊急處置

否
衛生保健組觀察

判斷是否送醫
是

消 防 隊：119
桃園醫院：(03)3699721
桃園區中山路 1492 號
桃園敏盛醫院：(03)3179599
桃園區經國路 168 號
天晟醫院：(03) 4629292
中壢區延平路 155 號
桃新醫院：(03)3325678
桃園區復興路 195 號
林口長庚醫院：(03) 3281200
龜山區復興街 5 號

聯絡交通工具
（119、教職員車輛、計程車）

護送至醫院
（值班教官、值班人員 or 校護）

忠孝救護車 ：(03)3661122
飛龍救護車 ：(03)4949999
新梅計程車 ：(03)3630033
大文山計程車：(03)3501666

相關行政事宜處理
1. 通知系教官、系秘書、導師
2. 聯絡家長

合作計程車
亞洲計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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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3557700
：(03)3315555

學生轉介
（業管：學務處諮商與就業輔導組）

一、 何謂轉介？
當學生在心理、生活或生涯上遇到困擾，您認為心理諮商或諮詢資源的介入，能較有
效協助其緩解困擾，徵得當事人同意後，將其導入諮商系統，就是轉介。而心理諮商是透
過關係的建立和談話的方式，協助當事人認識其內在衝突、澄清心理的需要，進而協助他
們找到健康的因應策略。
二、 何時需要轉介？
當學生出現下列徵兆時，表示背後可能已有潛在的問題，需要轉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言談中出現自殺意念。
長期情緒低落，甚至自我傷害。
嚴重的心理困擾，疑似心理疾病，如憂鬱症、焦慮症、妄想症。
近期情緒或行為有極大的轉變（反常行為）。
近期遭受創傷或失落事件（如失戀、親友過世等）。
有經常使用藥物或酒精的紀錄。
對生涯感到茫然。
學業成績明顯滑落。
人際疏離或退縮，且造成同儕困擾。

（十） 受到性騷擾或性侵害。
三、 如何轉介？
（一） 一般個案：歡迎直接聯繫系諮商老師。
院/系/所別

組長/系諮商老師

分機

詹秀蓉組長

2915

機械系、人文社會學院

吳淑萍老師（總個案管理師）

2877

工管系、資訊學院

陳彥良老師（外籍生個管師）

2927

管理學院

陳新霖老師

2878

化材系、電通學院

金辰卉老師

2842

身心障礙學生輔導

吳倖君老師（資源教室老師）

2923

 E-mail：wecare@saturn.yzu.edu.tw
（二） 危機個案
如自殺、自傷、傷人、暴力傷害、嚴重衝突糾紛、刑事案件、重大意外等突發事件，
請直撥軍訓室 24 小時值勤專線 4553698，或分機 8585，由教官進行危機處理，後續教官
將視當事人需求轉介諮就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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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學系輔導資源人力全覽
學院別

工程學院
院長
李碩仁教授

資訊學院
院長
詹前隆教授

學系/班別

系主任

機械系

何旭川主任

工管系

梁韵嘉主任

化材系

何政恩主任

林藝雅小姐 2565 周正中教官 2914

英語學士
學位學程

謝建興主任

郭秋明小姐 2452 洪煙平教官 2246

資工系

林啟芳主任

蘇寧興先生 2352 林柏峰教官 2245

資傳系

王任瓚主任

陶婉芹小姐 2133 劉陽明教官 2875

資管系

禹良治主任

吳欣怡小姐 2604 吳昭瑩教官 2918

林榮彬主任

蘇寧興先生 2352 溫文和教官 2874

楊炎杰主任

李杏玉小姐 6084 劉陽明教官 2875

楊炎杰主任

沈昀蒨小姐 6082 朱忠信教官 2248

楊炎杰主任

李杏玉小姐 6084 洪煙平教官 2246

楊炎杰主任

沈昀蒨小姐 6082 劉陽明教官 2875

學士班
張玉萱主任
（英語專班）

莊欣怡小姐 6091 洪煙平教官 2246

英語學士
學位學程
學士班
（主修企管）
學士班
管理學院 （主修財金）
學士班
院長
（主修國企）
何建德教授
學士班
（主修會計）

人文社會
學院
院長
丘昌泰教授

電通學院
院長
趙燿庚教授

學輔同仁/分機

系教官/分機

系諮商老師/分機

吳淑萍諮商心理師
2877
陳彥良諮商心理師
李碧蓮小姐 2502 溫文和教官 2874
2927
郭秋明小姐 2452 林柏峰教官 2245

金辰卉諮商心理師
2842

陳彥良諮商心理師
2927

陳新霖社會工作師
2878

社政系

劉宜君主任

陳麗娟小姐 2162 鍾政芳教官 2922

應外系

吳翠華主任

巫安盈小姐 2748 周正中教官 2914

中語系

鍾怡雯主任

藝設系

陳冠華主任

范如君小姐 2707 溫文和教官 2874 吳淑萍諮商心理師
2877
陳宛榛小姐 3304 朱忠信教官 2248

英語學士
學位學程

中澤一亮
主任

巫安盈小姐 2748 朱忠信教官 2248

電機系

陳敦裕主任

彭婉芬小姐 7102 鍾政芳教官 2922

通訊系

黃建彰主任

羅文伶小姐 7302 吳吉祥教官 2244

光電系

溫盛發主任

英語學士
學位學程

邱政男主任

林秀靜小姐
7501
黃瑜真小姐
7002/7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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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正中教官 2914
鍾政芳教官 2922

金辰卉諮商心理師
2842

學務處資源全覽
單位

分機

位置

服務內容

學生事務處
處本部
Headquarter of
OSA

2238
2919
2921

活動中心
三樓
8304R

 學生申訴。
 受理學生性騷擾、性侵害申訴。
 統籌畢業典禮、新生入學輔導、家長訪校日等相關
事務。

諮商與就業
輔導組
Counseling &
Career
Development
Section

資源工坊
Resource &
Support Center

課外活動組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Section

生活輔導組
Life Guidance
Section

2235
2928

活動中心
三樓
8302R

2923

活動中心
三樓
8303R

2925
2247

2929
2926

 諮商輔導及職涯輔導（含個別諮商、團體輔導、心
理測驗等）。
 推動導師工作。
 系/班/所學生輔導工作。
 大一新生適應與關懷輔導工作。
 受理班級輔導申請與實施。
 籌辦心靈加油系列活動及健康週。
 籌辦性別平權推廣活動。
 籌辦校園徵才系列活動、職涯系列講座。
 籌辦益勵講堂、GMAT Program─國際就業人才培
訓班。
 系/班職涯輔導活動經費補助。
 培訓及督導輔導義工，協助推廣心理衛生及職涯輔
導活動。
 特殊教育方案訂定、身分鑑定申請及相關需求服務
 各系身心障礙學生生活適應及課業需求協助。
 推動校園生命教育、轉介企業資源及職涯輔導。
 身心障礙學生設備資源及相關補助申請。

活動中心
三樓
8301R











受理社團成立、停社、重整與解散。
輔導各項社團活動及協助解決相關問題。
受理社團指導老師申請、活動及經費申請。
規劃與辦理社團評鑑。
推廣與辦理五育成績單。
受理社團獎懲建議、各項獎章與社團獎學金申請。
辦理全校社團幹部訓練。
社團活動場地維護及規劃採購社團器材。
服務學習。

活動中心
二樓
8203R













就學貸款、就學優待申請業務。
大專校院弱勢助學金申請業務。
有庠獎助學金申請業務
勤學助學金申請業務。
校內工讀助學金業務。
低收入戶住宿補助金業務。
起飛計畫社會回饋業務。
教育部急難慰問金申請業務。
經濟協助業務、無限安心就學方案業務。
校外獎、助學金業務。
學生評議委員會培訓與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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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生活輔導組
Life Guidance
Section

衛生保健組
Sanitary &
Health Care
Section

分機

2929
2926

2233
2236
2234
2920

位置

活動中心
二樓
8203R

學生男女
第二宿舍
一樓
（樂學廣
場旁）



























宿舍服務組
Student
Housing
Service Section

2108
2880
2106
2019
2013

男1舍C
區 1F












服務內容
品德教育業務推動。
學生請假審核業務。
陸生輔導業務。
五育獎章業務。
學生獎懲業務。
民主法治業務推動。
紫錐花反毒業務。
班代座談會及班級事務代表資料建置業務。
補助學生參加校外競賽業務。
培訓及督導生活尖兵。
學習型兼任助理團保業務(教育部補助專案)。
失物招領。
緊急傷病救護、送醫、慰問及特殊疾病追蹤與列管。
醫療門診、外傷處理、衛生保健諮詢。
預防接種、傳染病防治、健康檢查、缺點矯治及追
蹤輔導與轉介服務。
全校餐廳衛生檢查、督導及輔導。
食材登錄。
食安事件及客訴問題處理。
新生入學輔導之衛生教育宣導。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戶外教學旅遊保險與理賠手續
服務。
全校教職員工生衛生教育與健康生活之宣導及健
康促進系列活動。
提供血壓計、體重計及身體組成分析儀量測、衛教
宣導及醫療資源借用。
規劃及執行急救教育訓練及培訓急救種子。
培訓及督導衛保義工，協助推廣各項健康促進、急
救訓練及衛生教育與社區服務活動。
校醫駐診：週一、週二13:00-15:00，週四
14:00-16:00。
宿舍床位分配管理。
宿舍設備簡易維修。
校內商家招募與輔導。
召開校內營業商家輔導委員會。
自動販賣機服務。
住宿生生活輔導。
協助夜間緊急事件處理。
宿舍安寧秩序維護。
輔導及培訓學生宿舍自治會。
辦理學生宿舍生活學習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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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
（業管：學務處課外活動組）

元智大學服務學習教育實施辦法
96.11.19 96 學年度第一次服務學習推行委員會通過
103.12.17 103 學年度第 1 次服務學習推行委員會修訂通過

第一條 為落實服務學習精神，發揮服務學習功能，爰依據本校服務學習推行委員會（以
下稱本會）組織辦法第三條第一項，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服務學習為大學部共同必修１學分課程，每位學生需於大三下學期結束前修
畢課程時數 18 小時及活動時數 18 小時，惟轉學生需於大四畢業前修畢。
第三條 服務學習教育施行對象：大學部學生列為共同必修。
第四條 服務學習課程及活動之定義
一、服務學習課程可分為學系暨通識課程、專題演講、實務講座，定義如下：
(一) 學系暨通識課程：課程中除教導專業內容外，並納入服務學習精神，教導學
生發揮專業以服務他人之精神。
(二) 專題演講：邀請校內、外專業人士為學生辦理服務學習相關主題演講。
(三) 實務講座：邀請具服務學習經驗之校內、外專業人士以團體或工作坊等形式，
與學生分享實務經驗，以強化其服務觀念與熱忱。
二、服務學習活動可分為勞作服務、愛校服務、社區服務、專業服務與國際志工
服務，定義如下：
(一) 勞作服務：透過勞動性服務，使同學發揮服務精神，進而瞭解待人處世之道。
(二) 愛校服務：為激發學生對學校之認同感，學生可參與校內各類服務活動，使
其從活動中持續成長，進一步地創造愛校文化。
(三) 社區服務：為校外特定族群或機構提供服務，藉此方式讓學生學習同理心，
並落實於日常生活中，有助於學生品格之發展。
(四) 專業服務：結合正式課程所安排的服務活動，強調學生於實作中的反思和回
饋，以期對社會現狀有更深入的認識，更進一步以專業所學來服務他人。
(五) 國際志工服務：學生可自行參與國際志工組織，運用習得之知識與技能，提
供服務國家或該地區各方面所需之協助，以促進本國學生與他國人民相互交
流及認識，且透過服務增進學生反省及關懷之能力。
第五條 服務學習時數認證規範
一、服務學習課程：
(一) 學系暨通識課程：得依實際講授服務學習課程之時數申請，1 學分（含 0 學
分）以申請 3 小時為原則。
(二) 非學系暨通識課程：依實際講授服務學習課程之時數提出申請。
二、服務學習活動：依實際從事服務之時數申請，一天性以上活動以每天至多 8
小時為原則。為鼓勵且肯定籌備人員之服務精神，得由活動申請人另行申請
額外增加時數，至多以 6 小時為原則。
第六條 服務學習申請規範
一、服務學習課程：
(一) 學系暨通識課程：申請服務學習課程所提教學計畫書應包括服務學習精神及
內涵的相關性。
(二) 非學系暨通識課程：申請服務學習課程應包括：課程介紹、課程大綱、預期
效益，以及服務學習精神及內涵的相關性。
二、服務學習活動：申請服務學習活動應包括：活動目的、活動內容、預期效益、
服務貢獻、學習目標，以及反思回饋等。
第七條 服務學習審核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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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務學習課程：
(一) 學系暨通識課程：由學系暨通識教學部提出課程申請，完成校內開課程序後，
送教務處彙整，經本會審核後，送校課程委員會核備。
(二) 非學系暨通識課程：申請人須於課程開始兩週前上服務學習系統提出申請，
經本會審核後通過。
二、服務學習活動：
(一) 學系暨通識課程中搭配之服務活動，依前款第一目，一併提出申請，經本會
審核後通過。
(二) 非前項活動，申請人須於活動兩週前上服務學習系統提出申請，經本會審核
後通過。
第八條 服務學習學生選課規範
一、學系暨通識課程依教務處規定於選課系統選課。
二、非學系暨通識課程及服務學習活動須於當天 24 時之前於服務學習系統完成
選課。
第九條 服務學習評量方式
一、服務學習課程：
(一) 學系暨通識課程：由教師自行決定之，成績由系統主動讀取，成績及格之修
業學生，可獲得該科目之服務學習認證時數。
(二) 非學系暨通識課程：修課學生須於課程結束後一週內填寫線上服務日誌，成
績及格者可獲得該科目之服務學習認證時數。建議評分標準如下：
表現優異學生 80 分以上
無特殊表現學生 60~79 分
二、服務學習活動：修課學生須於活動結束後一週內填寫線上服務日誌，有填寫
並實際參與之學生可獲得該科目之服務學習認證時數；參與狀況不佳或無填
寫服務日誌之學生不予認證。
第十條 服務學習活動補助原則
一、大學部學系暨通識課程中搭配之校外服務活動，得申請經費補助。
二、補助金額依活動效益核定，最多補助 3 萬元為原則。
三、申請時程依第七條第一款第二項第一目，一併提出申請，經本會審核後核定。
第十一條 抵免原則
一、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要點辦理，已修讀其他大學科目名稱及內容相同，或科
目名稱不同但內容相同為 1 學分以上課程者，得申請學分抵免。
二、已修讀其他大學內容相同為 0 學分課程或性質相同課程者，得申請抵免活動
時數。
三、身心障礙學生或特殊個案不便從事服務者，經本會審核通過，得申請抵免活
動時數。
四、已領有政府機構或公益團體所發放服務學習相關證明者，得依檢附之相關資
料申請課程或活動時數抵免。
五、符合上述資格者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送本會審核通過後辦理抵免。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服務學習推行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相關法規參考路徑：本校首頁／學校行政業務／學務處／相關法規／第八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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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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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涯輔導資源
（業管：學務處諮商與就業輔導組）

一、職涯資源導覽
主題

自我探索
（知己）

環境探索
（知彼）

生涯規劃
（歷程）

職涯發展
（行動）

就業軟實力
（提升）

內容
1. 職涯測驗：
透過「大專院校就業職能診斷(UCAN)」
、
「O*PASS 求職力評量」
、
「職場優勢
評量」等，協助學生探索職業興趣、求職準備度與鑑別求職前核心職能強項。
2. 生涯諮商：
由諮商心理師協助學生探索生涯信念，進行生涯規劃。每週一至週五
9:00-11:30、13:00-16:30，歡迎至活動中心三樓 8302R 預約。
3. 職涯諮詢：
舉凡職涯探索、規劃，履歷健診、面試模擬等相關問題，皆提供諮詢時段供
學生預約。
4. 生/職涯探索與發展工作坊：
以小團體方式探索自己的生涯興趣與能力。
職涯資訊服務網─我飛網：Myfuture.yzu.edu.tw & 元智校徵職涯讚 FB
整合職涯發展相關訊息，如職場資訊、企業徵才訊息、研發替代役資訊、工
讀家教機會、海外就業資訊或相關講座等，提供最便捷的職涯資訊查詢管道。
My resume─個人 E 化履歷：
1. 建立優質平台，提供學生完整記錄個人的學習及生涯發展歷程。
2. 擴展及建置友善的操作畫面，並設計部落格功能，讓學生創造個人風格、編
輯個人履歷及上傳個人專長資料檔案。透過個人化「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紀
錄，提升學習動機，鼓勵多元化學習發展，使學生能建構豐富具創意之個人
化求職履歷。
3. 透過 My resume 個人學習歷程檔案，協助學生從一年級至四年級逐步規劃個
人生涯與職涯發展，厚實學生職涯發展潛力並提升就業競爭力。
1. 校園聯合徵才博覽會：
邀請各類別產業之企業釋出多元職缺，提供畢業生進行現場求職求才媒合。
2. 企業徵才說明會：
提供畢業生第一手資訊認識產業前景、企業發展與職缺內容。
3. 企業參訪：
提供深度了解企業環境與組織文化的機會。
1. 益勵講堂─大學專業課程沒教的十二堂課：
透過 12 堂系統性培訓課程，廣邀產、官、學等專業人士開班授課，以提升
學生就業軟實力。
2. GMAT(Global Mobility Advanced Training) Program─國際就業人才培訓
班：
透過專業資深顧問帶領，促進學生自我探索，培養創新與問題解決能力，並
提升跨文化認識與全球移動能力，以增進其未來挑戰國際就業的潛能。
3. 職涯講座：
直搗職場核心發展趨勢，協助學生迎接未來職場挑戰。
4. 履歷撰寫與模擬面試：
藉由辦理企業模擬面試及政府職涯資源宣導，協助學生與職場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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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 學期大專院校就業職能診斷（UCAN）實施計畫

（一）目的：
1. 了解個人的興趣偏好。
2. 作為未來職業的參考方向。
3. 求學過程中能選擇與自己興趣相符的課程或學習活動。
4. 選擇個人適合的發展方式。
（二）時間：測驗施測及解測時間約計 50 分鐘。
（三）地點：資服處或系所電腦教室。
（四）對象：全校學生。
（五）實施方式：大一新生全體施測，另可以班級申請施測。透過諮商老師進行團體解測，
並依學生需要提供個別諮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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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AT（Global Mobility Advanced Training）Program
──國際就業人才培訓班
（業管：學務處諮商與就業輔導組）

一、 計畫緣起：
本校為營造國際化校園與氛圍，擴大招收外籍生，以使學生接觸各國文化，猶如置身
國外校園，有助於雙語學習，擴展國際視野。並擴大辦理移地教學，海外實習，鼓勵學生
參與國際交流，積極推展國際志工，培養學生國際關懷，擔負世界公民的責任。這些措施
將使學生具有豐富的國際交流經驗，深入體驗各國多元文化，進而養成「全球流通」(Global
Mobility)能力，因此自 102 學年度起，招募有意願且條件優秀之學生加入 GMAT Program，
讓學生畢業即有機會赴全球就業或成為跨國企業的儲備幹部。
二、 主辦單位：學生事務處 諮商與就業輔導組
三、 參加對象及條件：本校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畢業後有意赴全球或跨國企業工作者，
均可報名參加，預計招收 50 名。
四、 報名方式：網路線上報名→繳交書面資料（包括：申請表、語文能力證明、國際就業
職涯規畫單）→書面審核→公告錄取。
五、 計畫執行期間：自 106.10.20 至 106.12.22，每次課程 4 小時。

課程一

課程六

106/10/20(五)

106/12/08(五)

13:00-17:00

13:00-17:00

課程二

課程五

成果發表預演

106/10/27(五)

106/12/01(五)

106/12/15(五)

13:00-17:00

13:00-17:00

13:00-17:00

課程三

課程四

106/11/17(五)

106/11/24(五)

106/12/22(五)

13:00-17:00

13:00-17:00

13: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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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企業參訪
（學員自主安排）

成果發表會

六、 顧問名單：本方案由五零七零社會型企管顧問有限公司規劃帶領。顧問名單如下：

• 劉亨達 顧問 ( Paul ) 經歷：
Wendy’s International 亞洲太平洋區 前總監
康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客惟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頂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福樂奶品公司 廠長
百樂乳品公司 廠長

• 李家宏 顧問 ( Charles ) 經歷：
美商 Globe Union Group 全球總部 前集團副總經理
美商 American Standard 亞太區副總裁
美商 Sterling/Winthrop 總經理
美國 Nova Southeastern University DBA 企管博士
• 郭陽道 顧問 (Y.T.) 經歷：
美國管理學會（AMA） 專業培訓講師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 企管碩士（MBA）
新加坡華點通人才績效總顧問
生力啤酒中國業務副總裁
百腦滙資訊廣場創業總經理
開創“曼可頓”麵包品牌，暢銷于北京、天津、上海
北京可口可樂飲料公司總經理
台灣可口可樂公司執行副總裁
• 白曉鷹 顧問 ( Chris ) 經歷：
Heidrick & Struggles 集團 臺灣區總經理（世界前 2 大
獵才公司）
喬治華盛頓大學亞洲研究學士
Thunderbird Graduate School （雷鳥全球管理學院）國
際管理碩士
Culture Shock! Taiwan 作者
亞洲財富 100 強企業高階顧問
• 劉匡華董事長 (William ) 經歷：
IMC 精英人力資源公司董事長（現職）
美國陶氏化學經理
美商 Slush Puppie 亞洲區業務負責人
華夏海灣塑膠紐約分公司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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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勵講堂─大學專業課程沒教的十二堂課
（業管：學務處諮商與就業輔導組）

一、 計畫宗旨：
聚集遠東集團企業界、學界、校友及同儕的資源及力量，辦理「益勵講堂（Elite Lectures）
－大學專業課程沒教的十二堂課」。廣邀產、官、學有名人士，分享自身成功經歷。
提供系統性的培訓，提升學生的就業軟實力。學生亦可在參加 12 堂講習後，繳交回
饋問卷及心得報告，即可獲得中英文結業證書。
二、 招收對象：招收大三以上～研究生（大四優先）。
三、 106 學年度益勵講堂報名時間：106.09.18-106.10.06，預計招收 70 名學員。
四、 益勵講堂活動介紹網站：http://yzucareer.weebly.com/

五、 活動介紹 QR code
六、 106 學年度益勵講堂課程表
日期

職場能力

名稱

講師名單
劉亨達先生/前美國溫娣漢
堡亞洲太平洋區總監

106.11.15(三)

國際宏觀 培養你的跨界競爭力

106.11.18(六)

團隊合作 合作如何可行︰團隊建立技巧

106.11.18(六)

執行能力

106.11.18(六)

溝通能力 說服的魅力︰寫與說的技巧

106.11.22(三)

英文求職

106.11.29(三)
106.12.2(六)

執行力提升技巧: 成為夢想的領

何在群先/啟程管理顧問有

航者

限公司副總經理

老外也為之驚奇︰英文履歷製作 黃郁蘭女士/元智大學國際
與自我介紹
語言文化中心講師
李家宏先生/前 American
問題解決 問題分析與解決能力
Standard 亞太區副總裁
鄭澄宇先生/遠東新世紀行
工作態度 不自我設限︰投資自己，善用所學
政總部總經理
勝過專業的東西︰職場禮儀與案 陳姿吟女士/偉雋設計公關

106.12.2(六)

職場禮儀

106.12.2(六)

企劃能力

創意的發揮與執行─如何準備好 許世傑先生/瑞緯整合行銷
企劃
傳播執行副總

106.12.6(三)

履歷撰寫

新手求職全攻略─吸睛履歷打造 張力仁先生/鴻海精密工業
術
（股）人力資源處

106.12.9(六)

職場倫理

保持職場永續力︰職業倫理與對 葉惠菁女士/欣興電子人力
話
資源處資深經理

106.12.9(六)

簡報能力 簡報提升技巧：表達力 X 說服力

例討論

有限公司執行長

結業式

106.12.9(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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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相勳先生/度金針國際投
資有限公司新事業發展長

宿舍輔導資源
（業管：學務處宿舍服務組）

一、打造舒適、安全住宿環境，提升學生宿舍生活學習區住宿品質。
（一） 住宿優先順序依下列原則施行：
1. 經核定優先住宿之宿自會幹部、網管人員及校隊。
2. 學務處列冊審核有案者：
(1)行動不便及特殊疾病之學生。
(2)隻身在台學生。
(3)家境清寒學生。
(4)特殊情形經簽請學務處專案核定者。
3. 設籍於外縣市大學部一年級新生，依距離遠近次第安排。
4. 桃園市內交通不便或偏遠地區之大一新生。
（二） 為維持學生宿舍之生活品質，凡有影響他人生活、妨礙秩序及造成安全疑慮之行
為，採違規扣點方式處理，扣點採學期累計方式計算：
1. 在宿舍區內大肆喧譁、爭吵。
2. 在宿舍走廊隨意置放物品，經勸導仍不改善，影響宿舍環境整潔。
3. 影響宿舍之公共衛生及生活品質，經勸導仍不改善。
一次扣5點
4. 任意更動固定電源設備及增設電器設備。
5. 擅自撕毀、張貼公告。
6. 每學期借用房門鑰匙次數超過2次，每超過1次扣5點。
7. 違反宿舍各項生活公約。
1. 扣五點違規行為經宿舍輔導員或宿自會幹部制止，未於期限內改
善者。
2. 在宿舍及寢室內存放違禁品（如酒精類飲品、賭具、瓦斯爐、化
學或易燃等物品）；禁止於宿舍內使用吹風機、電風扇、手機用
品、檯燈、電腦及電腦週邊設備以外之電器用品，如查獲相關違
一次扣10點
禁品及違規電器，由宿服組保管至學期末始得發還。。
3. 寢室內私自炊膳 。
4. 私自將學生證（或臨時磁卡）借與他人使用。
5. 在宿舍內飼養動（寵）物。
6. 在宿舍區內飲酒。
1. 蓄意破壞公物、設備或未經核准攜出公物、設備及占為己有。
凡有以下情形者，
2. 違反規定不聽輔導糾正，具公然違抗之行為。
一次扣15點，並取
3. 清晨6時至夜間22時，未經宿舍輔導員核准接待同學或他人者（含
消次兩學期的住宿
所有當事學生）。
資格，且不退還已
4. 私自調換床位。
繳之保證金，保證
5. 在宿舍區內吸菸。
金已扣抵下學期住
扣點事實發生於床位分配作業結束後，已獲床位者，校方得取消
宿費時須追繳。
其住宿資格。。
凡有以下情形者， 1. 在宿舍內毆鬥、打麻將、賭博、飲酒滋事、吸毒、未經許可取用
一次扣25點（勒令
他人物品、招待異性進入宿舍或其他不正當之行為。
退宿），取消次兩 2. 夜間22時至清晨6時，未經宿舍輔導員核准接待同學或他人者（含
學期的住宿資格，
所有當事學生）。
不退還已繳之保證 3. 將床位轉讓他人。
金，保證金已扣抵 4. 在宿舍內架設任何型態之主機伺服器（作業系統不在此限），傳
下學期住宿費時須
遞非法或違反學術網路使用規範。
追繳，得依本校學 5. 私自偽造學生證（或臨時磁卡），或故意損毀刷卡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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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紀律規範與處理 6. 扣點事實發生於床位分配作業結束後，已獲床位者，校方得取消
程序實施辦法辦
其住宿資格。
理。
（三）常見問題
題
問題
回應
次
1. 戶籍以桃園市以外之新生優先分配床位。
大一新生都可以申請到宿 2. 戶籍在桃園市內之新生，如床位不足分配，則以交
1
舍嗎？
通是否便利及住所距離本校遠近為分配考量，由本
組權責統一分配。
大 二 以 後 可 以 繼 續 住 宿 需參加電腦抽籤，詳細日期及方式請注意本組公告，一
2
嗎？
般會在下學期 3、 4 月辦理。
1. 男、女1舍：9,200元
3 每學期住宿費是多少？
2. 男、女2舍：11,000元
各宿舍斷網時間：
1. 男、女1舍：00：00-06：00
4 宿舍區有斷網嗎？
2. 男、女2舍：02：00-06：00（新生樓層：00：00-06：
00）
宿舍保證金就是學生保證自己會住一學年（2學期）
，若
學生在當學年下學期有繼續住宿，保證金會從下學期之
繳交2,000元宿舍保證金，
住宿費中扣還；若下學期不續住，則保證金不退還。但
5
學校何時才會退還？
如是因畢業、休學、轉學、退學、長期校外實習或出國
交換等特殊原因，仍可申請退費。
一般情況不可以申請換房間，如有特殊情況請至本組申
6 想要換房間要如何申請？
請，本組再依情況評估是否需辦理換房間。
1. 一般個人因素不續住：若非畢業、休學、轉學、退
學、長期校外實習或出國交換等特殊原因，將不會
學期中因故不續住，請問我
退還己繳之住宿保證金及住宿費。
7 要如何申請退宿？是否可 2. 因特殊原因不續住：特殊原因定義為：畢業、休學、
以退費？
轉學、退學、長期校外實習、出國交換。可退還保
證金，所繳住宿費依教育部所訂退費標準按比例退
還錢。研究生依住宿月份退費。
學生宿舍相關法規參考路徑：本校首頁→學校行政業務
9 如何查詢宿舍相關規定？
→學務處→相關法規。
二、 住宿生任何問題均歡迎至宿服組反映（男一宿 1F C 區），本組將協請權責單位處理。
服務
業管人員
電子信箱
24 小時服務專線
分機
地點
宿服組

邱鈺閔組長

lctammy@saturn.yzu.edu.tw

2013

宿服組

蘇碧霞小姐

sophia_su@saturn.yzu.edu.tw

2106

宿服組

簡麗芬小姐

jean0125@saturn.yzu.edu.tw

2880

宿服組

周聯華小姐

houei54821@saturn.yzu.edu.tw

2019

宿服組

黃建成先生

chinen@saturn.yzu.edu.tw

2108

男生宿舍值班櫃枱
女生宿舍值班櫃枱

2881
2882

研究生宿舍值班櫃台

2881
2882
2883

42

法律諮詢資源
（業管：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校內法律諮詢服務：本校每月安排一次法律諮詢服務，以全校信方式將訊息傳達本校
師生，若有需要再以信件或電話預約。
（一） 校內法律諮詢服務
1. 地點：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活動中心二樓 8203R）
2. 預約方式：請先來信或來電預約，每人諮詢時間上限為 10~20 分鐘。
3. 諮詢律師：李怡卿律師（84 年律師高考及格，經濟部中小企業榮譽律師，桃園縣
府法律諮詢顧問，法律扶助基金會桃園分會審查委員。專長為不動產法、勞工、家
事及少年法、財產法）
（二） 校外法律諮詢服務
1. 崔媽媽基金會，電話：02-23658140。
2.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桃園分會，電話：03-3346500。
3. 各鄉鎮市區公所調解會法律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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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各項獎助學金
（業管：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項目

就學貸款

就學優待

有庠獎助學金

勤學助學金

大專校院弱勢
助學金

低收入戶住宿
補助金

經濟協助助學金

工讀助學金

簡介
依「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辦
法」及「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
款作業要點」規定辦理貸款，以減輕籌
措教育費用之負擔。
配合教育部規定辦理學雜費減免，以協
助特定身份及弱勢家庭子女就學，減輕
籌措教育費用之負擔(政府補助)。
身份別有（皆需有政府開立的證明）：
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女、現
役軍人子女、軍公教遺族、低收入戶子
女、中低收入戶子女、原住民籍學生、特
殊境遇婦女之子女。
本校創辦人徐有庠先生為獎勵本校成績
優異同學，學士班符合資格優異學生，
第一學年學雜費相當於國立大學收費標
準。為促進國際化並鼓勵優秀博士生就
讀本校，增設每月 15,000 元有庠博士生
助學金。依當年度相關規定辦法辦理。
為獎勵清寒優秀學生順利完成學業、激
勵向上精神，不以學業成績為評選原
則，每學期依當年度預算以各院學生人
數比例核發，獎助清寒貧困學生，期助
學生順利完成學業。
配合政府規定協助中低收入戶學生順利
完成學業，提供學生必要之就學補助，
凡符合資格學生，每名每學年補助
35,000 元至 12,000 元（資格為家庭年收
入低於 70 萬且不動產低於 650 萬且利息
所得低於 2 萬元，由政府與學校共同補
助）。
符合彽收入戶之學生並住學校宿舍，依
學年度住宿費收取標準核予補助金額。
結合校園及社會各界力量，對於有心向
學，無力負擔學費或遭遇急難之本校學
生，予以適當實質之經濟協助，辦理助
學金借貸及急難濟助金贈予，以助其完
成學業。
為協助本校學生在學期間藉工讀機會，
以養成獨立自主精神，擴充學習生活領
域，並用以支援學校進行各種臨時性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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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期間

辦理流程

承辦人

配合每學
期註冊時
程辦理

學生向生輔
組申請辦理

吳瑞玲
2249

配合每學
期註冊時
程辦理

學生向生輔
組申請辦理

陳淑娟
2237

每學期初
依系所公
告時程辦
理

學生向系所
申請，系所送
學院複審
後，送學務處
辦理

吳瑞玲
2249

每學期初
依公告時
程辦理

學生向系所
提出申請，系
所送學院複
審後，送生輔
組辦理

吳瑞玲
2249

每學年依
公告時程
辦理

學生向生輔
組申請辦理
（每學年上
學期申請）

吳瑞玲
2249

學生向生輔
組申請辦理

吳瑞玲
2249

學生申請並
主動會簽系
教官、導師、
系主任後送
生輔組辦理

陳淑娟
2237

依需求單位
公告辦理

吳瑞玲
2249

每學年依
公告時程
辦理
隨時辦
理，預算
額度內採
先申請先
核准
依各需求
單位公告
辦理

項目

辦理期間

辦理流程

承辦人

隨時辦
理，預算
額度內採
先請先核

學生向系所
提出申請，系
所送學院複
審後，送生輔
組辦理

陳賢宗
2240

依公告時
程辦理，
約每年三
月

學生向各評
選單位申
請，送生輔組
辦理

陳賢宗
2240

依各單位
來文時程
辦理（多
數集中在
學期初）

依各單位來
文規定辦
理，大部分均
由學生自行
向生輔組申
請辦理

陳淑娟
2237

生活助學金

為培養弱勢學生獨立自主精神，並厚植
就業或就學能力，符合大專校院弱勢助
依各需求
學格資者得以向各單位申請，依各單位
單位公告
年度預算核發，每月新臺幣約 6,000 元生
辦理
活助學金，領取生活助學金之學生得由
各單位安排服務內容。

依需求單位
公告辦理

吳瑞玲
2249

全家便利商店
清寒獎學金

為鼓勵清寒優秀學生進德修業，激勵學
每學期初
生向上精神，提供新台幣 30,000 之獎學
依公告時
金，僅供大學部學生申請，但不得同時
程辦理
申請勤學助學金。

學生向系所
提出申請，系
所送學院複
審後，送生輔
組辦理

陳淑娟
2237

無限安心就學
專案

學生家庭遭遇緊急危難、風災受災學生
或父母因非自願性離職失業之子女，提
供適時、適切之協助，以期學生能順利
完成學業。

學生向生輔
組申請辦理

陳淑娟
2237

補助學生參加
校外學術競賽
獎學金

五育獎助學金

各項校外獎學金

簡介
為鼓勵學生參加校外學術競賽，藉以發
揮自我潛能，提昇學生宏觀特質。凡參
與國內競賽者補助 5,000 元至 20,000 元
不等之金額；國外競賽者補助 15,000 元
至 40,000 元不等之金額，採實報實銷。
依據學生獎勵辦法，鼓勵學生在學業、
學術、服務、活動、才藝及體育等各方
面之優異表現，發揮自我潛能。成就、
金質獎章得獎人各發給新台幣 10,000 元
與 5,000 元不等之獎金。
彙辦各公司行號、省、縣、市、鄉鎮政
府、同鄉會、宗親會、校友會、宗教團
體、財團法人、基金會扶輪社、獅子會
等提供之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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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辦理

衛生保健服務與資源
（業管：學務處衛生保健組）

一、健康服務
（一）外傷及緊急傷病處理
1. 針對受傷及傷口更換敷料包紮處理；初步評估後須轉診者，協助各安排轉診服
務。
2. 服務時間：每日 8:30-17:00（中午照常服務）。
（二）校醫駐診
1. 校醫駐診於 106-1 學期 106/8/29（星期二）開始，於學生男女第二宿舍一樓衛
生保健組服務，本學期星期三、五停診。
2. 由衛生福利部桃園醫院及鄰近診所醫師群為大家服務，一般感冒各科醫師均可
診治。
3. 本校教職員工生看診不需額外付費、免健保卡（寒暑假休診）。
4. 看診科別如下：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四

家醫科

家醫科

復健科

13:00-15:00

13:00-15:00

14:00-16:00

（三）每兩個月職醫諮詢服務（日期、時間另行公告）。
（四）辦理預防接種、傳染病防治、健康檢查及特殊疾病追蹤、輔導等衛生保健服務。
（五）辦理學生團體平安保險理賠，戶外教學旅遊保險服務。
（六）培訓衛保義工協助推動組內各項衛生保健活動及參與社區服務。
（七）拐杖、輪椅、熱水袋等醫療器材借用。
二、健康教學
辦理全校教職員生衛生教育、健康生活宣導、講習、急救教育與健康促進活動。
三、健康環境
（一）全校餐廳衛生檢查、督導及輔導。
（二）食安事件、餐廳客訴問題處理及追蹤。
（三）實施每日食材登錄。
（四）每週餐具澱粉及脂肪殘留檢驗、油炸油總極性物質檢驗。
（五）辦理餐飲、營養與食品衛生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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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核病衛生教育
一、結核病是什麼？
結核病是由結核桿菌所引起之疾病，不會遺傳。可以分為「肺結核」與「肺外結核」
兩種。

二、結核病有哪些症狀？
咳痰、咳嗽、全身倦怠、食慾不振、體重減輕、發燒，嚴重時會胸痛及咳血；有時
初期無症狀。

三、結核病之傳染性 不是所有的結核病友都具有傳染性。若痰液中有結核菌才具有傳
染性。人們藉由吸入含有結核菌的飛沫或吸入漂浮於空氣中含有結核菌的飛沬核
而被傳染，通常發生於空氣不流通的室內，平常的對談、觸摸是不會傳染的。一般
規則服藥2 週以上，傳染力就會降低。此外應注意個人衛生，打噴嚏、 咳嗽時以衛生
紙遮口鼻，有痰則以衛生紙包住，經馬桶沖掉或丟入有蓋之垃圾筒集中處理，如此
可大大降低傳染的機會。

四、哪一種人比較容易得到結核病？
免疫力較低者、酗酒、糖尿病、愛滋病、營養不良、矽肺症、胃部切除病患、結核
病接觸者、曾經罹患過結核病的個案、年紀較大的人。

五、治療注意事項
(一) 遵照醫師指示規則服藥，至少治療6 個月或以上結核病是可完全治癒的。
(二) 治療中需注意藥物引起的副作用，若發生副作用應立即與醫療院所聯絡，不可
任意自行停藥，因為如果斷續服藥，極可能變成抗藥性結核菌，而無藥可醫。
(三) 須遵循醫師指示按時追蹤檢查（照胸部X 光、驗痰、抽血），以明瞭病況進展
情形。
(四) 醫師會依據病情判斷是否住院治療；此外居家治療和住院治療是效果一樣的。
(五) 服用抗結核藥物後，尿液顏色可能會變成橘紅色，此為正常反應。

加油

六、居家照護應注意事項：
(一) 注意個人衛生，打噴嚏、咳嗽時應以衛生紙遮口鼻，以免飛沫噴出，有痰則以
衛生紙包住，經馬桶沖掉或丟入有蓋之垃圾筒集中處理。
(二) 開始服藥 14 天內或到醫療院所、人口擁擠處，請配戴外科口罩，以保護您與
您家人的健康，口罩一天至少換一個，若有髒污或潮濕則需立即更換。
(三) 保持室內空氣流通，病人的被褥、衣物要經常換洗、陽光曝曬消毒4-6 小時。
(四) 宜戒煙戒酒，以免刺激氣管引發咳嗽，影響治療效果。不迷信偏方以免加重病情，
延誤治療好時機。
(五) 由於結核病之病期較長，除持續用藥、適度休息和體力鍛鍊外，病友需要更多
的能量及營養素，來維持正常體重及體能。
(六) 若無心血管、腎臟或其他需限水疾病者，請一天攝取 1500c.c.~2000 c.c.的水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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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抗結核藥品副作用：
視力模糊、皮膚紅疹發癢、腸胃不適、噁心、嘔吐、肝功能異常（症狀有：疲倦、 噁
心、吐、食慾降低、黃疸）、關節痠痛等症狀，若有上述症狀出現一定要告知醫護
人員，不可自行變更劑量或停藥。

八、衛生所關心您與您家人的健康：公衛護士提供您「TB 就診手冊」－看診時，請拿給
您的醫師填寫。
提供您的親友「TB 接觸者就醫轉介單」－請您的親友拿此單至胸腔科或感染科，接受胸
部 X 光檢查。

九、建議您加入都治計畫：
由您轄區之衛生所護理師協調，指派都治關懷員週一至週五進行送藥服務，送藥的地
點可依您的需求而決定，不但不會讓您忘記服藥，還有人可以關心您的身體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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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社團一覽
（業管：學務處課外活動組）

 元智大學學生社團分為 8 大性質，共計 101 個社團（不含義工團體）。106/09/15 修訂
社團名稱
美工社

校內指導老師

社團名稱

學術文藝性社團(20)
體育室李福祥老師 桃園校友會

禪學社
AIESEC 元智分會
電影右社
攝影社
圍棋社
多媒體動漫社
證券研習社
機動車輛研究社
CPA Club
中智社
烘焙社
桌上遊戲社

校內指導老師

通識教學部陳巍仁老師

模擬聯合國

語文中心斯婁福老師

塔羅研究社

資工系張經略老師

新世紀領袖培育計畫團 管理學院黃敏萍老師

遊戲創作社

資傳系陳崇文老師

資訊研究社

資工系林榮彬老師
康樂性社團(6)
熱舞社
資管系王秉鈞老師
國際標準舞社
體育室林青輝老師
登山社
中語系徐富美老師
魔術社
電機系邱偉育老師
流行音樂錄影帶舞蹈社 資傳系林珮瑜老師
飲料研究社

工管系林瑞豐老師

服務性社團(8)
向日葵兒童服務社 工管系陳啟光老師
九零社服工作隊
資傳系蔡美珠老師
白浪島羅浮群
工管系胡黃德老師
慈濟社
資傳系蔡美珠老師
希望種子服務社
管理學院蔡湘萍老師
愛鄰社
機械系林誠興老師
崇德青年志工社
管理學院詹佳縈老師
動物關懷社
電機系李仲溪老師

校內指導老師

聯誼性社團(15)
體育性社團(13)
管理學院彭本琪老師 跆拳道社
體育室陳淑貞老師

會計室許麗娟老師 宜蘭校友會
管理學院盧煜煬老師 高雄校友會
資傳系張世明老師 福音團契
資傳系張弘毅老師 轉學生聯誼會
機械系余念一老師 新竹校友會
通識教學部陳巍仁老師 彰化校友會
會計學群吳瑞萱老師
嘉雲校友會
機械系陳永樹老師 台南校友會
會計學群王瑄老師 台中校友會
終身教育部馮明德老師 生命泉學生教會
管理學院羅憶如老師 穆斯林學生聯誼社
通識教學部王怡云老師 陸聯會
綜合知識經濟研究社 管理學院莊惠菁老師
馬來西亞學生聯誼會
不成文詩社

社團名稱

工管系胡黃德老師
電機系吳紹懋老師
資工系楊正仁老師

國術社
體育室陳文進老師
柔道社
體育室陳文進老師
網球社
體育室莊英萬老師
通識教學部麥麗蓉老師 足球社
體育室林青輝老師
機械系林育才老師
劍道社
電機系蘇泰元老師
中語系徐富美老師
棒球社
光電系林逸倫老師
終身教育部馮明德老師 空手道社
體育室林勁宏老師
化材系姚少凌老師
排球社
體育室李士範老師
機械系江右君老師
籃球社
體育室游文杉老師
通訊系黃正光老師
長拳社
電機系李仲溪老師
語文中心楊芮奇老師 單車社
體育室李福祥老師
軍訓室吳昭瑩老師
飛盤社
資工系楊正仁老師
應外系柯宜中老師
自治性社團(22)
全球事務處林裕權老
課外組黃郁蘭組長
印尼學生聯誼會
學生會
師
課外組林秀珠老師
諮就組詹秀蓉組長
音樂性社團(12)
畢聯會
諮就組王孝嬋老師
多媒體電子音樂社
化材系陳玫燕老師
電機系學會
電機系李宇軒老師
國樂社
通識教學部孫長祥老師 機械系學會
機械系何旭川老師
管樂社
工管系鄭元杰老師
通訊系學會
通訊系黃家麒老師
吉他社
工管系鄭元杰老師
化材系學會
化材系姚少凌老師
光鹽唱詩社
管理學院蔣廷芳老師 工管系學會
工管系梁韵嘉老師
弦樂社
工管系鄭元杰老師
資工系學會
資工系林啟芳老師
流行音樂錄音社
通識教學部梁家祺老師 資管系學會
資管系陳志成老師
鋼琴社
管理學院翁華鴻老師 資傳系學會
資傳系李佳穎老師
元智大學合唱團
機械系翁芳柏老師
企管班學會
管理學院李杏玉老師
烏克麗麗社
管理學院謝玉菁老師 財金班學會
管理學院沈昀蒨老師
Disc Jockey 社
管理學院江藍龍老師 國企班學會
管理學院李杏玉老師
軍訓室吳昭瑩老師
嘻哈文化研究社
會計班學會
管理學院沈昀蒨老師
總務處莊鴻柜老師
義工性社團(5)
英語專班
管理學院莊欣怡老師
生活尖兵
生輔組張雅筑老師
應外系學會
應外系吳翠華老師
輔導義工
諮就組吳倖君老師
中語系學會
中語系洪士惠老師
衛保義工
衛保組陳若涵老師
社政系學會
社政系劉宜君老師
形象大使
課外組劉逸安老師
藝設系學會
藝設系陳冠華老師
YOUTH 志工大聯盟
課外組劉逸安老師
光電系學會
光電系林秀靜老師
男宿自治會
宿服組黃建成老師
女宿自治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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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服組黃建成老師

資源教室支持服務資源
（業管：學務處諮商與就業輔導組）

元智大學資源工坊隸屬學務處諮商與就業輔導組，專職身心障礙學生輔導工作並提供
相關協助，如協助身份鑑定、定期聯誼、服務學習活動及課業輔導等，並有輔導義工同學
協助推動各相關活動之參與及適應，以期更貼近身心障礙同學的需求。
資源工坊是身心障礙同學的專屬空間，設有專職老師提供輔導及相關事項服務，同時
也提供學生來此唸書、休憩，以增進人際互動與放鬆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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