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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 

學生事務處 業務報告 

報告人：林學生事務長穎芬 110.11.24 

學生事務處組織編制為「生活輔導組」、「課外活動組」、「畢業生及校友服務組」、「衛

生保健組」及 110 年 8 月 1 日甫成立之「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等 5 個單位，重點推

動業務為學生住宿管理與服務、弱勢學生安心就學獎補助、學生安全事項服務與宣導、

健康促進推動、學生社團輔導、學生職涯發展及原住民族學生事務資源整合等，各組（中

心）業務目標如下： 

一、生活輔導組：建構安全的校園環境保護網，並提供安心學習的住宿環境。 

二、課外活動組：提供豐富多元的課外活動，並培養學生自治及跨域學習精神。 

三、畢業生及校友服務組：連結職場脈動，強化校友網絡。 

四、衛生保健組：提升自我健康管理與保健知能。 

五、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強化原住民族學生生活、課業與就業輔導。 

學生事務處所屬委員會分別有「學生事務委員會」、「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急難

救助金管理委員會」、「學生獎懲委員會」、「衛生委員會」、「職涯發展委員會」及「社團

評議委員會」等七項，各委員執掌如下： 

委員會名稱 委員會執掌 

學生事務委員會 
1.學生事務計畫之決定 2.學生事務重要章則之審核 3.學生獎懲事項

之督導 4.學生事務處工作之指導與協助 5.其他重要學務問題之研議 

學生申訴評議委

員會 

審理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對於學校之懲處、行政處

分、其他措施或決議，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所

提出之申訴案。 

學生急難救助金

管理委員會 

1.依據救助標準審核救助金之申請、給付案件 2.處理基金會委員之

提議事項 3.監督經費之運作和業務之執行 4.募集急難救助金 

學生獎懲委員會 
1.審議本校學生記大功或記大過以上之獎懲事件 2.負責審理與議決案

情緊急、重大或無法適切引用現有獎懲規定之學生獎懲事件 

衛生委員會 

1.規劃及推行學校衛生事宜 2.年度衛生工作計畫之推展、檢討與改進 

3.學校衛生保健教育與活動之規劃與研發 4.本校教職員工生疾病防

治工作之計畫、執行與考核 5.本校環境衛生督導及協助 6.餐廳、飲用

水衛生督導與改進 7.其他有關學校衛生工作之協調與建議 

職涯發展委員會 
1.協助本校學生職涯發展所需之輔導措施，以協助學生就業或升學 2.

促進各系所課程與活動對產業發展及就業趨勢之連結。 

學生社團評議委

員會 

審理學生社團成立、解散、評議之審議並協助課外活動組輔導學生

社團管理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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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109 學年度業務執行情形 

一、生活輔導組 

（一）就學獎補助業務： 

1.學雜費減免：計 2,450 人次申請，獲減免金額共計 45,948,691 元。 

2.校內外獎助學金：公告申請 241 項次、碩博士論文獎助公告申請 29 項次，申請人數計

2,451 人次，獲獎人數 1,097 人，總金額計 14,729,499 元。(含原民會原住民學生獎助 164

人、3,290,000 元、學產基金低收助學金 135 人、675,000 元)。 

3.優秀學生留校升學獎學金：申請獲獎人數計 61 人，頒發獎學金計 2,725,000 元。 

4.校外人士修習本校課程學分獲准抵免：獎勵人數 3 人，頒發獎學金計 45,000 元。 

5.學生急難救助：計 32 人申請，總計金額 200,000 元；教育部學產基金(急難慰問金)申請

人數共計：8 人，總計金額 160,000 元。 

6.弱勢助學申請助學金：補助 164 人，金額 2,224,250 元。 

7.學生就學貸款：共 3,407 人完成申請，台灣銀行實際核貸金額計 109,241,195 元。 

8.書卷獎：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獲獎 576 人，頒發獎學金 1,518,000 元。109 學年度第 2 學

期獲獎 381 人，頒發獎學金 1,135,000 元。 

9.工讀金：校內一般工讀金申請共 1,391 人次，核發金額計 6,475,250 元(不含勞保公提、

勞退公提及二代健保補充保費公提)。 

（二）校長與同學有約座談會： 

1. 109/12/4(五)辦理 109-1 學期與校長有約座談會，計 91 名同學參加。 

2. 110/5/7(五)辦理 109-2 學期與校長有約座談會，計 89 名同學參加。 

（三）校外賃居服務： 

1.109 學年度外宿學生人數 2,462 人，學年度計訪視 862 人，輔訪率為 35％。 

2.110 年度依據教育部年度目標持續實施校外學生租屋建物安全評核，計完成 1 床 3 棟、

2-3 床 2 棟、新增 8 床 1 棟、10 床以上 4 棟，達教育部要求目標。 

3.管制本校校外租屋網與雲端租屋資訊平台所刊登招租之學舍資料均完成評核（待改善

建物除複查合格將不予以刊登）。 

4.對加強賃居服務與增進賃居安全方面，除利用賃居生訪視時宣導外，依據疫情狀況辦理

以下活動： 

 （1）星光班代座談會 2 場次。（2）賃居安全講座 1 場次。（3）消防安全與防制一氧化

碳中毒講座 1 場次。（4）租屋法律講座 1 場次。 

5.為加深對賃居生關懷之廣度與深度，109-1 學期辦理 1 場次擴大關懷活動，使更多房東

能注重安全與照顧賃居生外，更讓同學能感受學校之關懷。 

6.辦理疫情紓困 4.0 校外租屋租金補貼計 205 人 636,750 元；辦理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

計畫學生校外住宿租金補貼 109-1 學年計補助 23 人 183,750 元，109-2 學年計補助 24 人

159,450 元。 

（四）兵役業務：學生兵役辦理 

1.緩徵 553 人、緩徵延長修業 171 人、緩徵原因消滅 56 人。 

2.儘召 50 人、儘召延長修業 47 人、儘召原因消滅 1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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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1.多元管道的交通安全教育宣導(交通安全日、校園活動設攤、入班宣導、宿舍莊民大會

宣導、大一初領校園車證交安課程) 

（1）109-1 學期：共計辦理 23 場次宣導，4 系所入班宣導，1,083 人次。 

（2）109-2 學期：共計辦理 18 場次宣導，4 系所入班宣導，1,361 人次。 

2.結合社會參與辦公室於通識教育開設「道路危機管理與防禦駕駛安全實務」課程，實施

交通安全多元化教育；109-1 學期 2 學分，共 36 人修課；109-2 學期 2 學分共 38 人修

課。 

3.每學期訂定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月：以「搭公車便利多」、「行車禮儀要遵守、不酒駕、不

超速、路口禮讓、開頭燈」為活動主題。 

4.每月第三周星期三(1500:1600)訂定交通安全教育日(簡稱 333)，並安排交通安全課程，

宣導安全上路須具備的基本常識，加強學生機車防禦駕駛之認知，降低違規駕駛與交通

意外之情事發生，109-1 學期辦理 4 場次，97 人次參加。 

5.利用多媒體(校園公告系統、網頁、e-mail、電子看板等)實施交通安全教育宣導，共計

77 則；各項宣傳文宣以中、英雙語化並呈，實施全面性宣導。 

6.每季彙整「交通事故分析」函文提供各系參考，並以網頁、email 公告全校教職員生知

悉。 

（六）學生宿舍業務： 

1.住宿人數： 

（1）109 學年住宿人數共 5,947 人(研究所男生：310 人、女生 271 人；大學部男生：2,463

人、女生 2,903 人)。 

（2）寒暑宿人數共計 1,619 人(研究所男生 337 人、女生 263 人；大學部男生 537 人、女

生 482 人)。 

2.宿舍活動： 

（1）109/9 至 110/6 辦理宿舍區各莊莊民大會，共計 44 場。 

（2）109 學年度分區進行學生宿舍複合式災害疏散演練共 2 梯次，第 1 學期活動辦理時

間為 10/13、10/14，參與人數 5,302 人；第 2 學期因應疫情，減少群聚取消活動辦理。 

（3）109 學年度宿舍自治幹部改選活動： 

①行政中心主委選舉於 110/3/5 由全體宿委進行投票，選出主委 1 名。 

②110/3/8-3/9 宿舍申請與宿委改選說明會，參與人數 297 人。 

  ③110/3/12-3/14 進行各莊宿舍自治委員面試，共計 114 位同學參加並選出 72 位同學。 

○4 109 學年度辦理新進宿舍自治幹部研習活動，參與人數 79 人。 

（4）109 學年度期末搬遷作業因應疫情，行李改採預約制，寄放於多容館鏡廳、集賢館

二樓與地下室，期初提供東、西宿舍兩區行李搬運貨車服務。 

（七）校慶活動-畢咖必腳： 

    109/11/17 辦理校慶系列畢咖必腳(ㄎㄚ)活動，計 104 人參加。 

（八）學生團體保險： 

    109 學年度學生團體保險總理賠件數 377 件(意外理賠 308 件，疾病 65 件，重症及慢

性病 3 件，身故 1 件)；總理賠金額 3,698,02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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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跨域時數統計： 

  自 106 學年度實施跨域自主學習認證活動，統計自 106/9/1 至 110/7/31 止，全校各行政

及教學單位共辦理跨域自主學習認證活動共 4,540 場次，學生參與達 84,796 人次，認

證總時數為 289,333 小時。 

（十）活動相片 

  

「傳志基金 109-1 獎助學金」頒獎 與校長有約座談會 

  

關懷校外賃居生生活與安全狀況 學生宿舍莊民大會 

  

連假期間於志學火車站交通安全宣

導 
學生宿舍複合式災害疏散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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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初領駕照交通安全宣導 畢咖必腳(ㄎㄚ)校慶活動 

二、課外活動組 

（一）社團輔導： 

學生社團以五大性質分類，分別係屬學藝性、康樂性、服務性、體能性及綜合性社團，

並辦理、參與各項社團活動、成果發表等，每年度辦理社團評鑑、社團幹部訓練，109 學

年度社團數為 68 個正式性社團及 29 個預備性社團；109 年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跆拳

道社電機系張宏瑞同學獲得一般男生組跆拳道隊打 80 公斤級銀牌、與特教系葉曉文同學

獲得一般女生組跆拳道對打 49 公斤級第三名；學生社團國樂社、樂鄰小太陽參加教育部

「110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榮獲「甲等」及「佳作」獎項，成績

為歷年最佳。 

（二）社團行政： 

辦理社團器材維修與購置、帳戶開戶及印鑑變更、活動場地及器材借用、場地冷氣卡申

請、課外活動經費核銷，以及社團輔導老師、社課鐘點費等相關經費申請與核銷業務，

社團相關法規擬定及修正，並提供社團經營所需之各項諮詢或服務。 

（三）學生自治組織輔導： 

輔導學生自治組織（學生行政中心、學生議會、學生評議會）經營及運作，協助辦理學

生自治組織選舉等活動，以增進學生在校學習效果與自治能力；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於 4

月舉辦 110 年大專校院學生會成果展，國立東華大學學生自治會創新猷，奪得「優等獎」

以及「學權傑出獎」兩項殊榮。 

（四）校內重要活動辦理： 

1.校內大型活動： 

辦理新生入學活動、校慶園遊會、創意歌唱比賽、社團評鑑、社團聯合成果發表會、社

團幹部培訓研習營等活動 

2. 社團大型活動： 

（1）東華籃球活動社-新生盃籃球比賽、洄瀾盃籃球比賽。 

（2）21th 燒兔奶（Show Tonight）康樂性社團聯合成果發表活動。 

（3）於 109-2 學期開始辦理新活動 Friday Night，利用週五夜晚，於集賢館場地提供社團

表演平臺。 

（五）對外合作機會、專案計畫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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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部帶動中小學計畫：計有 3 個社團（手語社、國樂社、樂鄰小太陽）獲得，計補助

6 萬 1367 元整。 

2.教育部 109 學年度大專校院棒球隊參賽及培訓經費補助實施計畫：東華棒球社獲補助 6

萬元整。 

3.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結合社區加強森林保護工作計畫：登山社獲

補助 13 萬元整。 

（六）活動相片： 

 

 

新生入學活動領航員頒授典禮 校慶活動-管樂社團與在地學校管樂隊聯演 

 
 

社團講座「與青年有約~築夢講座」 校慶活動-創意歌唱比賽 

  

校慶活動-園遊會 康樂性社團成發-燒兔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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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 第一場東華 Friday Night 
輔導學生團隊親善大使辦理「志學國小

禮儀營」 

三、畢業生及校友服務組 

（一）發展職涯知能提昇就業力： 

1.職場系列課程：辦理就業知能培訓密集課程「青年必修職場 15 堂課」，本學年共辦理 1

梯次 2 日課程，計 98 人次參加。 

2.就業系列講座：辦理職場講座、校友講座、國家考試等相關講座，共 71 場次，總計 4,171

人次參加。 

3.企業參訪：本校 109 學年度辦理之企業參訪活動，由於受新冠疫情影響，校友企業或知

名企業參訪共計辦理 5 場次，總計 275 人次參加。 

4.非課程類之實習申請：依外界各單位(公部門或公司行號)來函之實習資訊公告，本學年

公告 58 筆實習資訊，惟受新冠疫情影響各單位取消實習之需求。 

（二）校園徵才博覽會： 

 110/5/7 於校內辦理校園徵才博覽會，共計 40 家企業廠商報名，來校提供就業諮詢及設

置攤位，同學可直接與企業面對面互動交流。本次博覽會釋出超過 921個職缺徵才項目，

參加在校生共計約 438 人，初步媒合人數統計為 192 人。博覽會舉辦期間，也另外提供

履歷健診服務，學生可直接網路預約。 

（三）畢業典禮： 

 109 學年度畢業典禮，因「COVID-19(武漢肺炎)」新冠疫情影響，改採預錄線上直播活

動形式辦理，分別在 Youtube 及 Facebook 平台撥放。線上首播時間為 110/06/6，最多同

時線上觀眾人數總計 781 人(Youtube733 人、Facebook 48 人)，總計之累積觀看次數約

1,628 次。 

（四）畢業生流向追蹤： 

項目 

108 學年度

（應屆意

向） 

項目 
107 學年度 

畢滿 1 年 

105 學年度 

畢滿 3 年 

103 學年度 

畢滿 5 年 

填答/ 

追蹤人
2,237 

填答/ 

追蹤人數 
1,540/2,035 1,416/2,163 1,307/2,215 



 

學務處-第 8 頁/共 18 頁 

 

（五）活動相片： 

 

 

2021 國立東華大學校園徵才系列活動：

校園徵才博覽會(一) 
【職涯講座】青年必修 15 堂課 

  

2021 國立東華大學校園徵才系列活動：

校園徵才博覽會(二) 

【職涯講座】學好心智圖，輕鬆解決職場

大小事(線上直播) 

數 

填答率 100% 填答率 75.7% 65.5% 59.0% 

畢後主要計畫 現況 

就業或

實習 
50.9% 工作 64.6% 81.9% 89.7% 

進修 22.7% 進修 21.2% 8.6% 4.1% 

服兵役 10.2% 待業 1.3% 0.6% 0.4% 

工作機構屬性 工作機構屬性 

公民營

企業 
51.6% 

公民營企

業 
47.2% 51.0% 58.3% 

學校 

(研究機

構) 

14.3% 

學校 

(研究機

構) 

26.0% 25.1% 22.8% 

政府部

門 
13.2% 政府部門 9.8% 10.5%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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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卓越講座 2021 線上畢業典禮 

  

校友卓越講座 
公部門見習計畫：步入職場的先修課-提升

你的職場能見度 

四、衛生保健組 

（一）健康服務統計： 

109 學年度健康中心健康服務總人次：10,105 人次，包括緊急傷病處置 2,247 人次、

健康諮詢 1,865 人次、體重體脂測量 5,865 人次、血壓測量 706 人次。 

（二）新生健康檢查： 

      109 學年度參加大學部及碩博新生體檢總人數共 2,347 人，健康報告可透過網路自行下

載運用，期間兩次以簡訊提醒學生應主動上網查詢；依據健康檢查結果，重點輔導人

數計 390 名，除電話輔導外，另設置健康報告諮詢窗口，提供學生預約健康諮詢與輔

導，並作為下年度本校擬定推動健康促進計畫及健康講座議題之推動依據。 

（三）健康促進與衛生保健活動成果： 

1.健康體位(含代謝症候群防治)： 

 (1)健康技能系列：「養肌人生愛瘦身」肌力課程共 8 場 120 人參加、「養肌人生愛健康」

肌耐力課程共 8 場 120 人參加、「Easy Go」校園健走活動總計 120 人參加，活動時

間原為期二個月。本次活動藉由問卷調查了解參與者對於活動前後其運動與健康方

面認知是否改變，問卷調查結果：學生知道運動重要性，因為用運動可以使自己變

年輕(p 值 0.028)，但會因為天氣變化而影響運動動機，(天氣太冷 p 值 0.022；天氣太

熱 p 值 0.042)。 

 (2)運動知能系列：健康外食的選擇(含健康美食地圖介紹)共 100 人參加、贏在起跑點・

做自己營養師共 175 人參加；學員課後測驗分數平均為 98 分，知識認知改變增加

23%，講座活動滿意度 98%。 

2.餐飲衛生： 

 (1)全國首創餐飲衛生管理表單 e 化系統，於 110 年 10 月 12 日上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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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每週執行餐飲衛生稽查，針對衛生缺失者，要求廠商限期改善。 

 (3)輔導餐廳業者取得 GHP 認證。 

3.事故傷害急救訓練： 

 (1)為加強校園急救安全教育，自 109/10 至 109/11，利用假日巡迴在地高中辦理「花  蓮

縣高中巡迴急救教育研習會」，進行 CPR 及 AED 移地實作訓練教學，參與的高中計

有花蓮女中、花蓮高中與慈濟高中等，近百位高中生參加。 

 (2)109/11/22 與花蓮縣消防局合作於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二館演藝廳辦理「即刻救援 CPR

暨 AED 挑戰賽」，希望提升尊重生命的態度，發揮博愛服務的精神，並實踐大學社

會責任，進而提升高教公共安全性。 

 (3)全校設有 7 處 AED，取得 7 張安心職場認證。 

4.傳染病防治(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 

(1)全力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教育部指示進行各項防疫工作，衛保組主責居家檢

疫關懷追蹤防疫衛教(統計期間：109/08/01-110/7/31)教職員及學生人數 264 人、發燒

或其他呼吸道症狀自主回報系統追蹤關懷總計 35 人。 

 (2) 防疫物資管理依據「國立東華大學口罩備用作業規則」及「衛保組防疫物資管理作

業規則」辦理，每月定期盤點依限回傳教育部「防疫物資使用情形統計」。 

5.菸害防制： 

 (1)因應近年電子菸、加熱式菸品等新興菸品，為正確宣導電子菸、加熱式菸品危害，辦

理課程講座，包括：戒菸防治講座-「吸菸的危害/戒菸好處/電子菸迷思」及「戒菸 vs

你的選擇」，學員課後測驗分數平均為 95 分，知識認知改變增加 30%，講座活動滿

意度 97%。 

(2)配合校慶活動宣導菸害防制重要性，本次活動約 300 人參加「向菸說 NO」之連署打

卡活動。 

6.性教育及愛滋病防治： 

 (1) 與花蓮壽豐衛生所共同辦理「為愛勇敢同行，愛滋匿名篩檢暨填問卷活動」，參與

學生問卷測驗認知答對率 88%。 

 (2)持續提供 2 處保險套販賣機服務。 

7.社區健促社會救助：  

  109 學年舉辦捐血活動共計 8 場，參與者 666 人，總計捐出 871 袋血，本校獲得    台

北捐血中心頒發捐血績優感謝狀。 

（四）職護業務成果： 

1.勞僱型教職員工健康檢查：110 年辦理勞僱型教職員工健檢計 64 人，包括一般勞工健

檢 16 人、特殊健康檢查(實驗室相關作業) 26 位及夜間工作者 22 位，依據健檢報告採

用健康管理分級。 

(1) 一般健康檢查分級管理：第一級管理(全部項目正常)共計 7 人；第二級管理(三高其

中一項異常,血壓>140/90)共計 6 人；第三級管理(三高其中二項異常,血壓>160/100)

共計 7 人次；第四級管理(三高異常,血壓>180/110)共計 2 人。 

(2)特殊健康檢查分級管理：第一級管理(檢查結果正常)共計 56 人次；第二級管理(檢查

結果異常，經醫師判定與工作無關)共計 17 人次；第三級及第四級共計 0 人。 

(3)聘任臨場健康服務醫師訪視：健康服務醫師臨場服務總計 5 場，優先進行健康管理分

https://ilabor.ntpc.gov.tw/page/labor-health-check/what-to-check
https://ilabor.ntpc.gov.tw/page/labor-health-check/what-to-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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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為 4 級者、夜間工作者、新進人員體格檢查異常者，安排與健康服務醫師訪談，總

計 63 人。 

2.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  

 (1)第一次調查：110/3 月問卷，回收數共 145 人，分析結果 47 人有肌肉痠痛問題，男

性以肩膀痠痛占七成，右肩痠痛居多、女性以肩膀及下背痛居多，肩膀痛站近三成、

下背痛佔四成，都有自我照顧的方法或定期就醫追蹤。 

(2)第二次調查：針對健康檢查的人員進行調查回填問卷人數是 42 名(男性 26 名，女性 

16 名)。肌肉骨骼分析：受檢人數 42 名，無痠痛不適 37 名，有痠痛不適 5 名。 

3.工作負荷管理預防計畫: 110/7 問卷調查，回收人數 42 人，分析結果顯示工作負荷部分

男性平均落在中負荷 61.54%比例較高、低負荷 30.77%次之，女性以低負荷 75%比例較

高，中負荷 1 級 25% 次之。 

4.母性保護計畫：依據人事室提供相關名單問卷，於 110/1/15 安排 1 位同仁與健康服務

醫師訪談。 

（五）活動相片 

  

國際學生新生健檢宣導 職場護理師健康諮詢與衛教 

  

校園捐血活動 花蓮高中巡迴急救教育研習會 

https://ilabor.ntpc.gov.tw/page/labor-health-check/what-to-check
https://ilabor.ntpc.gov.tw/page/labor-health-check/what-to-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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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巡迴急救教育傷口包紮練習 
2020 即刻救援競賽/CPR+AED 等您來挑

戰合照 

  

2020東華之音歌唱比賽大合照 
健康體位班活動(增肌減脂)重量訓練課

程/學員操作是 cable 機 

貳、110 學年度重點業務 

一、生活輔導組 

（一）安定就學 

1.辦理各項校內外獎助學金公告、申請、獲獎通知及轉發核銷等相關作業。 

2.學生就學貸款及學雜費減免業務。 

3.學生弱勢助學、學生急難救助及學產基金。 

（二）交通安全 

1.持續辦理交通安全教育宣導，包含交通安全宣導月、交通安全教育日，以及校園活動設

攤、入班及宿舍莊民大會宣導。 

2.結合社會參與辦公室，於通識教育開設「道路危機管理與防禦駕駛安全實務」課程。  

3.辦理新生初領校內車證之駕照交通安全課程，完成者始得由總務處核發車證，藉以加強

學生安全駕駛觀念。 

4.利用多媒體(校園 mail 公告系統、網頁、宿舍電子看板等)實施交通安全教育宣導，並鼓

勵同學們儘量搭乘大眾運輸交通工具，以減少車禍意外事故發生機率。 

5.連續假期前夕，校安人員帶領服務同學在志學火車站實施交通安全宣導及秩序維護。 

（三）校園安全 

1.24 小時緊急事件值勤服務、設置各系輔導校安及增設生活關懷員，加強學生初級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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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2.辦理防詐騙、防霸凌等友善校園宣教。 

3.配合國家防災日，實施地震避難掩護演練及宣導防震自救觀念。 

4.每週召開校安人員值勤會議，針對校園安全狀況分享處置作為討論，增加狀況處置經

驗。 

5.每學期會同志學派出所就校園周邊及學生賃居處所等進行會勘，滾動檢討巡查熱點。 

6.不定期巡視校內外環境，針對學生安全之建議事項提供各相關單位協助改善。 

（四）學生宿舍： 

1.學生住宿申請及調遷作業（學年住宿、寒暑假住宿、暑假活動短期住宿、專案住宿等）。 

2.學生宿舍活動辦理，包括期初、期末莊民大會及各類活動等。 

3.每學期定期辦理學生宿舍區複合式災害疏散演練，加強危機處理知能。 

4.宿舍期末搬遷暨行李寄放、暑假宿舍清掃作業。 

5.擬定宿舍改造規劃（仰山莊、擷雲莊），提案向教育部申請補助經費。 

6.增設宿舍區全區監視系統。 

（五）校外賃居服務： 

1. 擬定「學生校外賃居安全暨服務工作具體作為」，進行校外學生租屋建物安全評核及校

外賃居生關懷訪視。 

2.辦理賃居安全與服務活動： 

（1）外宿賃居安全與服務星光班代座談會。 

（2）房東座談會。 

（3）安全講座：議題包含賃居安全（含婦幼、防詐騙）、校外賃居法律、消防安全等。 

（4）賃居天使召募與培訓及外宿擴大關懷活動。 

（六）110 學年度生活輔導組活動行事曆： 

日期 項目 業務/活動名稱 

110/8 

安定就學措施 

學雜費減免、就學貸款申請 

110/10 大專校院弱勢助學申請及書卷獎作業 

110/8-111/7 各項校內外獎學金申請、急難救助金作業 

110/8-111/7 交通安全 
交通安全宣導、課程、每月交通安全日及每季事

故分析 

110/12 

111/5 
與校長有約 每學期辦理一場「與校長有約」座談會 

110/10 防災演練 

各學院教學大樓實施地震掩護疏散演練，惟因疫

情影響，停辦疏散、集結點名流程，改採以電子

看板、跑馬燈、公告等向學生說明地震避難疏散

原則。 

110/9/15-10/11 
學生宿舍 

新、舊生(住宿者)進住報到 

110/9-110/12 各莊宿舍活動及宿舍候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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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2 110 學年寒假住宿申請 

111/2-111/3 宿委改選活動 

111/3-111/6 111 學年度宿舍申請作業 

111/4 宿委幹部研習活動 

111/6 暑宿及暑假活動住宿申請 

111/6 宿舍關閉暨搬遷作業 

111/7 管理員教育訓練 

110/11-110/12 

校外賃居 

賃居生關懷訪視 

110/11-111/4 賃居安全講座（消防安全、賃居安全） 

111/2-111/4 學生校外租屋安全評核 

111/4 活動 畢咖必腳(ㄎㄚ)腳踏車活動 

二、課外活動組 

（一）社團輔導： 

1.每學年度辦理 4 次社團聯席會議。 

2.辦理社團評鑑及社團服務成果發表會。 

3.社團各項經費(活動經費、社課老師鐘點費、社課指導費等)申請及核銷。 

4.社團器材借用、管理、購置、維修。 

5.社團空間分配、管理、維修。 

（二）行政事務及專案計畫：持續提供社團各種行政支援，積極尋求社團對外專案申請。 

（三）學生自治組織（團隊）輔導： 

1.輔導學生自治組織經營、運作。每學年度下學期定期辦理學生會長選舉。 

2.學生自主學習團隊輔導：包含新航之舟、希望種子及親善大使等 3 個團隊之召募、培訓

及活動執行。 

（四）110 學年度新生入學活動： 

因應新冠疫情，本次新生活動無法進行實體大型群聚活動，考量疫情狀態活動採取小型

志願報名參與之活動，三場新生認識校園巡禮活動(第一場 10/23、第二、三場分別於 10/30

上午、下午)。 

（五）社團活動： 

1.協助學生社團於校內外辦理活動，並針對社團活動企劃目的與方向，替學生爭取相關補

助經費，此外，輔導學生社團辦理活動前之企畫書撰寫、活動執行中的相關前置作業，

與活動成果報告書呈現輔導等相關作業。 

2.第 21 屆「燒兔奶」康樂性社團成果展演：燒兔奶 Show Tonight，是康樂性各社團大型

展演的活動，今年預計於 12/24 辦理。 

（六）東華 Friday Night： 

1.於集賢館戶外場地搭建社團表演平臺，結合社團及各系演出團隊開辦「東華 Fri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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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ght」。 

2.110-1 規劃辦理 3 場次，分別為 10/22「耶!!夏夜!!」、10/29「街舞 Battle YA!」及 12/17

「東華 Friday Night-歲末!倒數!快閃，星期五不夜」。 

（七）110 學年度課外活動組活動行事曆： 

日期 項目 業務/活動名稱 

110/10 新生入學活動 新生校園巡禮活動 

110/10、110/12 

111/3-111/5 
東華 Friday Night 

☼110-1 學期： 

  1.10/22「耶!夏夜!! 

  2.10/29「街舞 Battle YA!」 

  3.12/17 「東華 Friday Night-歲末!倒數!

快閃，星期五不夜」。 

☼110-2 學期 規劃中. 

110/12 

111/4-111/5 
校園大型活動 

☼110/12：管樂 27 禮讚～管樂社團與在地

學校管樂聯合演出 

☼111/4 承辦全國社團幹部訓練營 

☼校內各系創意歌唱比賽 

110/12 

111/3-111/5 
社團活動 

☼110/12 康樂性社團聯合成果發表「第 21

屆燒兔奶活動」 

☼111/3 績優社團參加全國社團評鑑 

☼111/4 校內社團評鑑 

 

三、畢業生及校友服務組 

（一）發展職涯知能提昇就業力： 

 依據 109 年畢業生流向(畢滿 1、3、5 年)追蹤近 5 年畢業生調查結果，本校畢業校友建

議，除專業知識外，希望在校期間能強化溝通表達能力、問題解決能力及人際互動能力

三大能力，故依此調查結果，於 110 學年度規劃活動如下： 

1.職場就業課程/講座及校友回饋座談： 

邀請業界名人及卓越校友，以職涯探索規劃、提高自我工作價值、創業、人際關係、職

場道德倫理、國家考試、就業趨勢分析、勞動權益、面試技巧、履歷撰寫、職場服儀彩

妝等為主題，分享其就業經驗與職場藍圖。 

2.企業參訪： 

協助系所舉辦企業參訪活動，由系所視其特性規劃行程帶領學生至業界進行訪視，經由

觀察實務提前認識職場環境，了解產業現場實況，對企業營運有直接性的認知與體悟。 

3.企業冠名學分/學程： 

協助系所舉辦企業冠名/學程，由系所與企業合作開設課程，由企業授課，內容可更貼近

企業與職場所需，瞭解社會現況及業界實務運作，降低學子學用落差，進而增進產學合

作關係，建立雙向合作平台、平等互惠等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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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非課程實習申請： 

鼓勵學生在學時利用寒暑假，到公、私部門單位做實習，除親自到產業了解工作環境現

況，更可檢視自身所學。實習結束返校後，加強個人先前所學不足的部分，以適應爾後

職場所需。 

（二）校園徵才活動： 

辦理企業說明會或就業博覽會，邀請企業至本校進行徵才說明會，透過與在校同學互

動，現場收履歷、進行面試，使學生了解業界企業，使企業易聚焦，覓選理想人才。 

（三）職涯平台： 

職涯平台主要是為強化學生就業能力，分享整合校內外職涯資源與活動資訊，並進一

步提供校友一個可以與在校學弟妹交流有關徵才資訊及求職心得的平台。目前職涯平

台已於 Facebook 以粉絲專頁形式設立，未來將透過平台放置校內各項職涯活動宣導、

校內外求職與實習資訊、及校友求職與就業經驗與心得分享。 

（四）畢業典禮： 

110 學年度畢業典禮將於 111/06/12(日)辦理，藉由溫馨的典禮活動，為東華生活畫下完

美的句點。 

（五）畢業生流向追蹤調查： 

與各院系合作，辦理畢業滿 1、3、5 年畢業生流向調查，追蹤離校後具有就業經驗的

畢業校友，瞭解其所學專業能否實際運用於工作，並反饋思考對在校學生應再強化之

處，作為各系所對未來規劃課程、調整教學等之依據。 

（六）110 學年畢業生及校友服務組活動規劃： 

日 期 項目 業務/活動名稱 

110/7-110/11 畢業流向追蹤調查 畢業滿 1.3.5 年畢業生流向追蹤 

110/9-110/12 就業講座 校友卓越講座（各系校友回娘家） 

110/9-111/6 就業講座 職涯系列講座活動 

111/4 校園徵才活動 2022 校園徵才博覽會及相關系列活動 

111/6/12 畢業典禮 110 學年度畢業典禮 

四、衛生保健組 

（一）持續推動新冠肺炎防疫工作暨教職員工生居家檢疫健康服務與關懷。 

（二）推動 110 學年度健康促進管理系列活動。 

（三）辦理新生健康檢查及健康異常情形追蹤及學生健檢缺點矯治及追蹤輔導。 

（四）提供學生緊急傷病處置實習場所。 

（五）持續進行校園傳染病預防及防制工作。 

（六）辦理新生特殊疾病/重大疾病個案輔導與衛生教育課程(個人衛教及團體衛教)。 

（七）校園餐廳衛生稽查與輔導，輔導 GHP 通過認證與食材登錄，守護師生飲食健康。 

(八) 職務業務: 

1.辦理勞僱型教職員工健檢(含夜間工作者、特殊健檢)及健檢異常情形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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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辦理每二個月健康服務醫師訪視，每次至少 3 小時。 

3.持續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工作負荷管理預防計畫及母性保護計畫。 

4.新進同仁體格檢查建置。 

5.推動健康職場活動。 

（九）110 學年度衛生保健組重要活動行事曆： 

日 期 項目 業務/活動名稱 

110/8-111/7 
職場醫師服務 

每２個月提供職場勞工醫師健康服務 

110/10/28 實驗室檢查 

110/10/7 
餐飲衛生 

餐飲衛生暨 e 化管理研習會 

110/10/12-111/6/30 每周三天例行餐檢稽查 

110/10-111/5 公益活動 每月校園捐血活動 

110/11/13-11/14 新生健檢 全校新生（含轉學生）健康檢查 

110/11/9 急救訓練 CPR+AED 研習 

110/11/30 

健促活動 

2021 校慶活動-接力路跑賽 

110/3/1-5/31 
健康促進系列活動，包括講座、健康體位班、健走

路跑活動等。 

五、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110/8/1正式編制於學生事務處二級單位） 

（一）原住民迎新活動計畫 

引導原民新生認識校園資源及環境、快速融入大學生活，提升原民生對於原住    民

族學生資源中產生家的概念及培養原民生彼此互動及增進交流。 

（二）原力閱讀成長計畫 

協助學生準備考試、培養學生閱讀習慣，增加原民生基本學科知能並透過共讀認識族群

文化與當代議題。 

（三）原民社團輔導計畫 

建立具族群敏感度之社團以及激勵原民生在校正向學習力，增加原民社團對原資的向心

力，發掘並解決原民社團可能問題。 

（四）部落特色產業職涯探索 

原民生投入部落知識學習，完成民族教育素養、期許各位原民生能夠深植偏鄉部落、社

區。透過學生與部落連結，認識更多在地創生產業增加未來職涯發展的視野 

（五）東華原民文化系列活動 

透過各式文化相關活動，邀請校內師生共同參與，讓非原住民族的師生可以了解原住民

族文化、傳統知識等，進而執行全民原教。 

（六）職涯輔導就業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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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許各位原住民學生能從在學時期認識目前部落所需人才，未來畢業後才能夠更深植偏

鄉部落、社區。辦理傳統工藝學習傳承，讓學生多學一項技能，未來多一份求職技藝。

邀請各地優秀原住民人才分享工作經驗、文化經驗給學生認識更多未來的職涯方向 

（七）110 學年度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重要活動行事曆 

日期 項目 業務/活動名稱 

110/10 迎新活動 原住民迎新活動 

110/10 原民社團輔導計畫 
族群學生會與原資有約 

聖誕晚會暨期末檢討會議 

110/11-111/1 原力閱讀成長計畫 
國際原民時事英文共讀 

台灣原民時事議題討論 

110/11-111/2 部落特色產業職涯探索 

野菜學校產業職涯探索 

卓溪部落特色產業職涯探索 

部落特色產業職涯探索 

110/11-110/12 職涯輔導就業講座 
原住民國考經驗分享 

原住民文化培力計畫講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