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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東華大學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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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學務長紫文 107.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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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四組，各組業務目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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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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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委員會」、「職涯發展委員會」及「社團評議委員會」等六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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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頒訓育法令實施辦法之訂定 2.學生事務計畫之決定 3.學生事

務重要章則之審核 4.學生獎懲事項之決定 5.學生事務處工作之指

導與協助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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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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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報告以各組 106 學年度業務執行情形及 107 學年度重點業務加以說明： 

壹、106 學年度業務執行成果 

一、生活輔導組 

（一）就學獎補助業務： 

1.學雜費減免共計 2,225 人申請，金額共計 41,781,50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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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校外獎助學金公告 227 項次申請、碩博士論文獎助 30 項次，協助辦理申請人數計 1,540

人次；獲獎人數 938 人，總金額計 11,725,000 元。 

3.優秀學生留校升學獎學金申請獲獎人數計 43 人，頒發獎學金計 2,240,000 元。 

4.校外人士修習本校課程學分獲准抵免獎勵人數 6 人，頒發獎學金計 60,000 元。 

5.學生急難救助申請人數共計：34 人，總計金額 180,000 元。教育部學產基金(急難慰問金)

申請人數共計：17 人，總計金額 320,000 元。 

6.弱勢助學申請助學金 199 人，補助金額 2,886,500 元。 

7.學生就學貸款共 3,218 人次完成申請，台銀實際核貸金額(扣除溢貸退款)計 101,139,185

元。 

8.書卷獎：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獲獎 563 人，頒發獎學金 1,470,000 元。106 學年度第 2 學

期獲獎 375 人，頒發獎學金 1,093,000 元。 

9.工讀金：校內一般工讀金申請共 1,481 人次，核發金額計 5,220,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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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1/22(三)辦理 106-1 學期與校長有約座談會，參加人數 139 位同學。 

2. 106/5/7(一) 辦理 106-2 學期與校長有約座談會，參加人數 126 位同學。 

（三）校外賃居服務： 

1.關懷訪視校外租賃同學 1,814 人次（含導師關懷 65 人次，佔外宿總人數 2,467 人之 73.53%），

並對賃居生實施住宿安全與防制一氧化碳中毒宣導。 

2.會同警消單位進行校外學生租屋建物之安全評，計對壽豐校區周邊學生租屋建物 295 棟

實施評核，為校外賃居同學住宿安全把關。 

3.106 學年度辦理第 1、2 學期各兩場次「外宿安全與服務【星光班代】座談會」，共計 198

人次參加；除實施各項賃居安全宣導教育外，並請其向班上同學宣導，共同維護校外賃

居同學安全。 

4.賃居活動： 

辦理校外房東座談會，共計 21 位房東參加；辦理兩場次「校外賃居法律講座」活動，共

計 161 位同學參加；辦理兩場次「校外賃居安全講座（含婦幼安全暨防詐騙）」活動，總

計 108 位同學參加；辦理三場次之「生活知能與健康」活動，總計 120 位同學參加；辦

理一場次「校外賃居消防安全講座」，共計 64 位同學參加。 

（四）兵役業務：學生兵役辦理緩徵 1,320 人、儘後召集 15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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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活動設攤、入班宣導、莊民大會) 

（1）106-1 學期：共計辦理 21 場次，14 系所，1,411 人次。 

（2）106-2 學期：共計辦理 10 場次，6 系所，301 人次。 

2.運用學生社團資源，實施多元化教育宣導：結合機車研究社、單車合做社等社團參與，

辦理 2 場次活動，150 人次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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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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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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辦理 8 場次，72 人次參加。 

5.利用多媒體(校園公告系統、網頁、e-mail、臉書、跑馬燈等)實施交通安全教育宣導，共

計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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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每月編輯「交通安全報」共 8 期，以網頁、email 公告全校

教職員生知悉。 

（六）學生宿舍業務： 

1.住宿及退宿人數： 

（1）106 學年住宿人數共 6,063 人(研究所男生：386 人，女生 355 人；大學部男生：2,467

人、女生 2,855 人)。 

（2）寒暑宿人數共計 1,028 人(研究所男生 392 人、女生 207 人；大學部男生 235 人、女

生 194 人)。 

（3）106 學年退宿人數共計 775 人，調遷人數共計 542 人。 

2.宿舍活動： 

（1）106/9/16 辦理新生進住活動及消防演練，共計 1,698 人參加。 

（2）106/9 至 107/6 辦理宿舍區各莊莊民大會，共計 40 場。 

（3）106/11 辦理學生宿舍「潔出宿舍 淨在你我」 (整潔大使、環淨高手、環保你我他)校

慶系列活動，參加人數共 258 人。 

（4）106 學年每學期分區進行複合式災害疏散演練共四次，分別於 106/10 及 107/3 舉辦，

參加人數為 5,079 人及 5,158 人。 

（5）106 學年度宿舍自治幹部選舉： 

①行政中心主委選舉於 107/3/2 由全體宿委進行投票，選出主委 1 名。 

②107/4/28-29 進行各莊宿舍自治委員面試，共計 70 位同學參加並選出 56 位同學。 

③106 學年度辦理新進宿舍自治幹部研習活動，參與人數 64 人。 

（6）辦理 106 學年度期末搬遷作業，下學期具有住宿資格的同學可提前將行李進行寄放

或直接搬入下學期住宿寢室作業；另為維護宿舍環境清潔，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期末

宿舍關閉實施寢室全面清掃作業。 

（七）校慶活動-畢咖必腳： 

106/11/23 辦理校慶系列畢咖必腳活動，計 187 人參加。 

（八）學生團體保險： 

106 學年度學生團體保險總理賠件數 589 件（含身故 1 件），總理賠金額 8,161,281 元。 

（九）活動相片 



學務處-第 4 頁/共 29 頁 
 
 

 

 

106-1 學生事務委員會議交通安全宣導 106-1 民發系大一(社會學)交通安全宣導 

  

106-1 參加 12 月花蓮縣道安會報 106-1 音樂系大一(班會)交通安全宣導 

  

106-2 學生宿舍莊民大會交通安全宣導 106-2 光電系交通安全宣導 

  

106-2 華文系交通安全入班宣導 106-2 資工系交通安全入班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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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年度畢咖必腳活動 106 學年度畢咖必腳活動 

 

106 學年度畢咖必腳活動 106 學年度畢咖必腳活動 

106 學年度新生入宿活動 106 學年度新生入宿活動 

  

106 學年度新生入宿活動 106 學年度新生入宿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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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年度新生消防演練 106 學年度新生消防演練 

 
 

106 學年度新生消防演練 106 學年度新生消防演練 

  

106 學年度學生宿舍各莊莊民大會 106 學年度學生宿舍：「潔出宿舍 淨在你我」

  

106 學年度宿舍期末搬遷 106 學年度新進宿舍自治幹部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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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年度學生宿舍複合式災害疏散演練 106 學年度宿舍自治幹部改選 

  

106 學年度與校長有約座談會 106 學年度與校長有約座談會 

 

106 學年度紀念吳兆棠博士獎學金、施冠慨教

授孝親獎學金、生命鐵人獎學金申請審查 

106 學年度紀念吳兆棠博士獎學金、施冠慨教

授孝親獎學金、生命鐵人獎學金聯合頒獎 

 
 

106 學年度任江履昇女士獎學金頒獎 本校學生至花蓮高工參加中華救助總會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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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年度第 2 學期高山青獎助學金頒獎活動 

  

106 學年度祈楨獎學金頒獎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徠福公司獎助學金頒獎 

  
106 學年度賃居服務天使關懷校外賃居生 106 學年度校外學生租屋建物安全評核 

 
 

106-1 學年度校外賃居生活知能與健康活動 106 學年度校外賃居關懷輔訪 

 

106-1 書卷獎頒獎活動 106-1 書卷獎頒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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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 書卷獎頒獎活動 106-1 書卷獎頒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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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年度共計 70 個正式性社團、27 個

預備性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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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三）學生自治組織輔導： 

輔導學生自治組織經營、運作，辦理議事規則研習營、幹部訓練等，加強學生議會及

學生評議會之運作與經營。辦理學自治組織知能提升相關講座，以精進學生自治組

織。 

（四）校內重要活動辦理： 

1.校內大型活動： 

辦理新生入學活動、校慶系列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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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協助辦理校內外活動，如畢業典禮、校園導覽

服務等。 

2. 社團大型活動： 

（1）東華排球社--東皇盃排球錦標賽。 

（2）東華國樂社、手鼓社-來聽音樂說故事－古意展演、文化介紹與體驗。 

（3）17th 燒兔奶活動-17 夜未眠。 

（五）厚植跨域學習力： 

本校自 106 學年度實施跨域自主學習認證活動，本組負責推動並宣導跨域自主學習活

動之施行。自 106-1 學期到 107-1 學期 （統計至 107/10/25），全校各行政及教學單位

共辦理跨域自主學習認證活動共 708 場次，學生參與達 18059 人次，認證總時數為

42196.5 小時。 

（六）對外合作機會、專案計畫爭取： 



學務處-第 10 頁/共 29 頁 
 
 

1. 教育部--帶動中小學計畫：計有 4 個社團（手語社、國樂社、管樂社、樂鄰小太陽）

通過教育部補助計畫，各社團計獲補助 9 萬 5,762 元整，共輔導 4 所小學與 1 所

國中，志工人數 45 人次。 

2. 教育部--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生營隊活動：暑假 1 社（樂鄰小太陽）、寒假 2 社(天文

社、民俗體育社)，共計獲補助 3 萬 7,500 元整。 

3. 教育部--教育部體育署校際體育活動：桌球社、排球社、羽球社、棒壘社、籃球活

動社，獲補助 4 萬元整。 

4. 教育部--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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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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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萬元整。 

6. 國立臺灣藝術教育館-學長姐好優秀-國樂社、手鼓社，獲補助 10 萬元整。 

7.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青年團隊參與志願服務活動實施計畫「關懷偏鄉獨居老人暨兒

童在地學習服務：東華體育 108 志工服務隊，獲補助 2 萬元整。 

8. 科技部--科學志工團隊服務計畫，部落青年服務團獲補助 1 萬 7,330 元整。 

9. 戰國策智權股份有限公司--補助部落青年服務團辦理「107 年偏鄉營隊系列活動」

2 萬元整。 

10. 宜蘭縣政府--補助蘭友會辦理寒假返鄉服務，計 8,000 元整。 

11. 宜蘭縣文化局--補助蘭友會辦理蘭陽週活動，計 7,000 元整。 

（七）活動相片： 

 

 

106 學年度新生入學活動－團拍 106 學年度新生入學活動－始業式 

  

106 學年度新生入學活動－夜航 106 學年度新生入學活動－社團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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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年度新生入學活動－家長校園導覽 106 學年度新生入學活動－舞動東華 

 

 

106 學年度第六屆新航之舟送舊 106 學年度第六屆新航之舟系學會說明會 

  

106 學年度新航之舟校外參訪交流 106 學年度第六屆新航之舟行政團隊幹部訓練營

  

106 學年度第六屆新航之舟培訓營 106 學年度校慶園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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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年社團暨系學會評鑑活動 107 年社團暨系學會評鑑活動—頒獎 

 

106 學年度親善日活動 106 學年度親善志學儀營 

 

106 學年度親善東部交流會 106 學年度親善大使聖誕送暖 

 

 

106 學年度模範母親暨模範婆媳表揚典

禮(親善大使支援活動) 

106 學年度台北東山高中校園導覽任務 

(親善大使支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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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年度校務評鑑任務 

(親善大使支援活動) 

106 學年度畢業典禮 

(親善大使支援活動) 

 

106 學年度校內畢舞嗨起來 106 學年度支援花蓮縣植樹節活動 

(親善大使支援活動) 

 

106 學年度燒兔奶活動 107 學年度親善大使招生活動 

  

107 學年度親善大使迎新活動 107 學年度親善大使新生入學校園導覽 

三、畢業生及校友服務組 



學務處-第 14 頁/共 29 頁 
 
 

（一）發展職涯知能提昇就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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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年共辦理一梯次 2 日課程，計 140 人次參加。 

2.就業系列講座：辦理國家考試、就業趨勢及軟實力提升等相關講座，共 20 場次，總

計 1,404 人參加。 

3.一對一、小團體就業諮詢：就業諮詢以一對一或小團體(2-10 人)的方式執行，共計

20 人次參與。 

4.企業參訪：辦理校友企業或知名企業參訪共 6 場次，總計 256 人次參加。 

5.實習申請：由各單位(公部門或公司行號)來函實習資訊並協助公告，本學年公告 49

筆實習資訊於本組網頁。 

（二）校園徵才系列活動： 

1.線上徵才：採 Online 方式執行，40 家企業單位於本校校園徵才專屬網頁釋出 821 個

職缺數及徵才項目，學生可於網站直接投遞履歷，或掃描海報 QR CODE 填寫履歷，

網業點擊次數達 1,000 人次。 

2.企業說明會：活動期間進行每一廠商 1.5 至 2 小時的企業理念與職缺說明，共計 9 家

企業單位辦理說明會，119 人次參與。 

3.就業講座：辦理履歷撰寫及勞動權益保障 2 次講座，共計 69 人次參與。 

（三）畢業典禮： 

107/6/9 舉辦「國立東華大學 106 學年度畢業典禮」。各學院為畢業生進行撥穗暨頒獎活

動，象徵學子學有所成。畢業生們齊聚體育館進行全校性畢業典禮，參與之畢業生約

計 800 餘人。 

（四）畢業生流向追蹤： 

項目 
106學年度（應

屆） 
項目 

104 學年度畢

滿 1 年 
102 學年度畢滿

3 年 
100 學年度 
畢滿 5 年 

填答/追蹤人數 2,187/2,268 填答/追蹤人數 1,357/2,154 1,447/2,437 1,329/2,439

填答率 96.4% 填答率 63.0% 59.4% 54.5% 

畢後主要計畫 現況 

就業或實習 53.5% 工作 57.3% 77.0% 85.0% 

進修 20.7% 進修 22.2% 7.1% 3.5% 

服兵役 13.2% 待業 3.0% 2.0% 1.0% 

工作機構屬性 工作機構屬性 

公民營企業 60.8% 公民營企業 48.3% 52.7% 50.6% 

學校 18.6% 學校 28.7% 24.2% 27.9% 

政府機構 12.6% 政府機構 8.0% 8.8%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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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動相片： 

  

青年必修 15 堂課活動 一對一就業諮詢 

會計學系參訪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 勞動權益法講座 

 

 

就業講座：說出屬於我們的故事 就業講座：未來，從報名國家考試開始 

 

 

106 學年度畢業典禮-體育館 2018「鵬展天下」校園徵才活動 

四、衛生保健組 

（一）健康服務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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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年度健康中心健康服務總人次：973 人，包括緊急傷病處置 973 人、健康諮詢

973 人次、體重體脂測量 5,483 人次、血壓測量 848 人次。 

（二）學生團體保險：106 學年度申請理賠總件數 617 件，申請理賠總金額 8,511,701 元，      

包括事故傷病 347 件、疾病住院 87 件、癌症 16 件、殘廢生活補助 1 件、癌症身故理      

賠 1 件。 

（三）新生健康檢查：106 學年度大學部及碩博新生體檢總人數共 2,232 人，以下異常項目包

括 X 光檢查異常（醫師認為有急迫性）、血色素異常、MCV 及 MCH 異常（中、重度

貧血）、肝功能異常（SGOT＞100/ ul or SGPT＞100/ ul）、白血球過高（WBC＞15000/ul）、

血小板過高（Platelet＞50 萬/ul）等，本學年度共有 226 人完成追蹤輔導。 

根據學生健康檢查資料分析結果，提供相關諮詢與衛教協助同學改善，並作為推動健

康促進計畫及健康講座議題之依據。 

（四）健康促進與衛生保健活動成果： 

     1.健康體位：規劃「苗」準健康步步驚喜減重班，學生經過 4 個月的體重管理後，下降       

274.39 公斤，教職員則下降 40.61 公斤，共計下降約 315 公斤，平均每人下降 2.52       

公斤。106 年獲得教育部「健康體位」績優學校獎勵。 

     2.餐飲衛生：每週執行餐飲衛生稽查，針對缺失扣點要求廠商立即改善。學生餐廳提供      

熱量看板，全校餐飲食物選擇熱量計算重要參考。輔導外包廠商餐廳業者取得 GHP

認證總計 19 家。 

     3.事故傷害急救訓練：全校設有 7 處 AED，取得 7 張安心職場認證。定期辦理全校急救 

       訓練活動包括急救之鑰～心肺復甦術 CPR+AED 證照班、兒童健康照護系列

CPR+AED 證照班、校園急救技能巡迴訓練工作坊、花蓮縣急救技能競賽等，總計參

加者 439 人，證照合格率 95%。 

     4.傳染病防治：透過衛生委員會議針對傳染病防治各面向，採取積極措施，藉由環境、       

個人及支援三大面向的實際做法，予以全方位的防禦及管理，得以有效杜絕肺結核傳       

染病在校園散播。衛福部疾管署來函肯定本校為全國大專院校之楷模。 

     5.菸害防制：辦理全國拒菸樂活創意歌唱大賽，各界熱心參與者 500 人。與門諾醫院開       

辦「戒菸班」，戒菸率 40%成效良好。 

     6.性教育及愛滋病防治：校慶活動中與壽豐鄉衛生所及署立花蓮醫院所共同合作進行愛       

滋病匿篩衛生教育宣導，培訓大學生志工主動至鄰近志學國小、月眉國小、壽豐國中       

進行性教育(愛滋病防治)衛生教育宣導，讓衛生信念向下扎根。為了促進校園愛滋病       

防治之多元性策略，本校於校內由花蓮縣衛生局設置兩台保險套自動服務機，強調安       

全性行為的具體措施。 

     7.健康講座：「彩色人生從齒開始｣牙齒保健參與者 8 人；「珍愛眼睛從我開始｣參與者       

98 人；「健康姿勢 e 點通｣參與者 85 人；「降低三高養肌人生｣參與者 71 人；「我不懂       

青春只懂遠行｣參與者 281 人。 

     8.社區健促社會救助：「健康體能趣味競賽活動｣參與者 500 人；「吉豐老人養護所健康       

動動班｣參與者 35 人；「三民國中生命與健康教育｣參與者 45 人；106 年捐血活動共 7       

場，參與者 430 人，本校獲 106 捐血績優學校之獎勵。 

（五）活動相片 



學務處-第 17 頁/共 29 頁 
 
 

  

106.10.13 性教育講座 106.10.20 CPR+AED 研習 

  

106.10.22 扶輪社健康體能趣味競賽活動  106.10.25：衛生局公開表揚 GHP 廠商 

 

 

106.10.30 彩色人生，從齒開始 106 年捐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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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31 肺結核 X 光篩檢 106.11.05 兒童照護之 CPR+AED 

 

 

106.11.10 我不懂青春．只懂遠行 106.11.10-11.24 健康餐食集集樂 

  

106.11.24 戒菸班 106.12.03 吉豐養護所健康動動班 

  

106.12.05 急救技能競賽   107.03.22~107.05.10 健康曲線肌力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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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3.24-25 急救志工培訓營 107.03.28 志工在宿舍進行急救技能推廣 

 

107.03.22~107.05.10 重訓—肌力運動 107.04.16 彩色人生從我開始(視力保健) 

107.05.16 壽豐國中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宣導 107.6.1 月眉國小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宣導 

貳、107 學年度重點業務 

一、生活輔導組 

（一）安定就學： 

1.各項獎助學金業務。 

2.學生就學貸款業務。 

3.學生各項學雜費減免。 

4.學生弱勢助學。 

5.學生急難救助及學產基金。 

6.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起飛生學習與就業及完善弱勢協助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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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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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活動設攤、

入班及宿舍莊民大會宣導。 

2.運用社團資源實施多元化教育宣導：結合機車研究社、單車合做社、手語社、熱舞社、

戲劇社、東華鐵道暨交通研究社等社團參與。 

3.每學期訂定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月、每月訂定交通安全教育日，擴大實施交通安全宣導。 

4.利用多媒體(校園公告系統、網頁、e-mail、臉書、跑馬燈等)實施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三）校園安全 

1.24 小時值勤服務。 

2.辦理防詐騙、防霸凌之實施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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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學生宿舍： 

1.學生住宿申請作業（學年住宿、寒暑假住宿、暑假活動短期住宿）。 

2.宿舍退宿、調遷申請作業。 

3.保證金結算退費及電費補繳作業。 

4.學生宿舍「期初、期末莊民大會」。 

5.學生宿舍區複合式防震防災演練。 

6.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改選系列活動。 

7.宿舍期末搬遷暨行李寄放相關活動。 

8.暑假宿舍清掃作業。 

9.宿舍各類活動。 

（五）校外賃居服務：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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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賃居安全（含婦幼、防詐騙）講座。 

（4）校外賃居法律講座。 

（5）消防安全講座。 

（6）租屋博覽會。 

（7）外宿擴大關懷活動。 

（8）賃居天使召募與培訓。 

2.校外賃居生關懷訪視。 

3.校外學生租屋建物安全評核。 

（六）107 學年度生活輔導組活動規劃： 

日期 項目 業務/活動名稱 

107/8、107/12、108/5 
安定就學措施 

學雜費減免申請 

107/8、108/1 學生就學貸款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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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8、108/2 兵役緩徵申請 

107/10 大專校院弱勢助學申請 

107/10、108/3 書卷獎相關事宜 

107/8-108/7 各項校內外獎學金申請 

107/1-107/12 各項起飛學生獎助學金申請 

107/1-107/12 起飛家族相關事宜 

107/1-107/12 各類起飛學習與就業輔導相關事宜 

107/1-107/12 弱勢學生招生及就學相關事宜 

107/9~108/7 

交通安全 

交通安全報（月報） 

107/9~108/7 交通安全入班宣導 

107/9~108/7 每季統計、分析交通事故 

107 年:9/12、10/17、11/21、

12/12 及 108 年 1/16 日 
交通安全教育日(交通安全課程) 

107/9/21 防災演練 各學院教學大樓實施地震掩護疏散演練 

107/7-107/8 

學生宿舍 

宿舍清潔維修 

107/8/10-8/20 107 學年度新生住宿申請 

107/9/3 舊生(住宿者)開放進住報到 

107/9/3 期初宿委大會 

107/9/6-9/8 107 學年度新生入住 

107/9/13-9/21 學生宿舍「期初莊民大會」 

107/10/16、10/17 學生宿舍區複合式防震防災演練 

107/11/1-12/31 學生宿舍「健康 舒活在我家」學期活動 

107/11/1-12/1 研究所宿委徵選活動 

107/12/5 期末宿委大會 

107/12 107 學年寒宿申請 

107/12/5-12/13 學生宿舍「期末莊民大會」 

108/2/12 期初宿委大會 

108/3 108 學年在校生宿舍申請作業 

108/3 學生宿舍「期初莊民大會」 

108/3-5 

校外賃居服務 

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改選系列活動 

108/5 108 年暑宿申請作業 

108/5 學生宿舍新進幹部研習活動 

108/5 期末宿委大會 

107/10/3~4 外宿賃居安全與服務星光班代座談會 

107/10-108/1、108/2-108/6 107 學年度賃居生關懷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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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1、108/3 107 學年度消防安全講座 

107/11~12、108/04~05 107 學年度外宿擴大關懷活動 

107/12、108/4 107 學年度校外賃居安全講座 

108/2-108/6 107 學年度校外學生租屋建物安全評核 

二、課外活動組 

（一）社團輔導： 

1.每學年度辦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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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年度辦理多場學術講座，增進全體學生學識知能。

每學年度下學期定期辦學生會長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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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系列活動： 

1.創意歌唱比賽： 

為東華歷年校際重點活動之一，並與校慶接軌，以歡慶活動達到與全校同慶同樂之效。

此賽事讓來自各地卻共同集結於東華的學子充分發揮了滿是創意的頭腦，且盡情揮灑洋

溢熱情的青春，表演內容常融合各系所之生活特色而展現不同面向之東華型態，107 學年

度將於 12/8（六）舉辦。 

2.園遊會： 

為本校校慶系列活動之一，結合運動會共同辦理。在操場進行運動競賽的同學，以及其

他未參賽的學生，共同營造熱鬧歡愉的氣氛，進而促進教職員生同樂之目的，107 學年度

將於 11/15（四）舉辦。 

3.管樂音樂會：為慶祝本校第 24 屆校慶活動，承襲溫馨和諧的活動辦理方式，邀請花蓮縣

境內國、高中管樂團及表演團隊蒞臨本校演出，今年管樂音樂會除了和與會來賓分享校

慶喜悅之外，也將由多首動人樂曲引領大家一同享受管弦樂所帶來撼動與感動人心的音

樂盛宴，訂於 12/1（六）舉辦。。 

4.第十八屆「燒兔奶」康樂性社團成果展演： 

燒兔奶取音於Show Tonight，今年已邁向第18個年頭，是康樂性各社團大型展演的活動。

整體活動及表演，由各社團集結之燒兔奶團隊籌辦，團隊在活動的籌備、規劃、表演上，

已具有高度的自治性；18th 燒兔奶活動-180度的世界，由康樂性社團主辦，將激發與以往

更多元的辦理方式與活動演出；每年燒兔奶活動提供康樂性社團一個展現成果及提供社

團交流的平台，為社團學生每年度所共同期待與籌辦的特別活動，今年於12/16（日）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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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 

5.民歌四十紀錄片播映： 

藉由影片的播放除可提供學生不同的學習管道外，進而看見不同領域視界，讓學習更多

元，亦可讓觀賞者了解當時的他們對音樂創作、國族認同、人生起落的所思所想，規劃

11/9（五）及11/16（五）2場次。 

6.校慶名人講座暨工作坊： 

名人講座部分邀請線上樂團「南西肯恩」進行對音樂探討與了解，並講述樂團於學生時

代如何在課業與課外之間取得平衡，與成軍過程所遇到的難題，並在一路的阻礙中堅持

自身對音樂喜愛的初衷和熱情，除了進行樂團的訪談，也邀請「南西肯恩」於會場個階

段進行自創曲的表演。「編織提袋」工作坊，因環保意識逐漸提高，透過手作編織環保杯

袋，讓學生編織結繩提袋外，同時提倡環保意識，而為今年校慶活動除了歡慶的同時，

更讓參與的學生能帶回該年度校慶的紀念品與回憶。 

（五）厚植跨域學習力： 

舉辦跨域自主學習認證活動以提供學生參與機會，並於107/9起辦理入班宣導，增進學生

對跨域自主學習認證實施辦法的瞭解及提昇其參與意願，同時協助各活動辦理之行政及

教學單位，協調資訊中心的網路平台修改，簡化活動公告及時數認證登錄之流程及便利

操作，以期落實跨域自主學習認證實行之普遍性。 

（六）107 學年度新生入學活動： 

招募學生組織「新航之舟」協助規劃新生入學活動，107 學年度招募已邁向第七屆，透過

一年的培訓與輔導進而發掘並培育東華學生社團、組織等菁英；107 學年度新生入學活動

已於 107 年 9 月 8 日至 9 日展開，透過 2 天 1 夜的精采的行程，帶領新生更快速瞭解校

園環境與生活。 

（七）社團大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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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等相關作業。 

（八）107 學年度課外活動組活動規劃： 

日期 業務/活動名稱 地點 

107/9/7 第六屆新航之舟頒授典禮 本校理工二館(A109) 

107/9/8~9/9  107 學年度新生入學活動 東華校園 

107/10/4 第十屆親善大使團期初迎新活動 本校理工一館(A314) 

107/10/5 107 學年度學生自治會執行長及學生議員補選 各場地 

107/10/20~12/31 第六屆新航之舟行政團隊招募 東華校園 

107/10/25 第十屆親善大使課程-西裝保養 本校管理學院(C109) 

107/11/15 107 學年度校慶園遊會 本校操場司令台後方 

107/11/17 第十屆親善大使課程-臉部保養+初級彩妝 本校管理學院(C109) 

107/11/18 107 年度校慶系列活動-名人講座【南西肯恩】 學生活動中心演講廳 

107/11/29 107-1 第一次社團聯席會議 本校人社一館(C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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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業務/活動名稱 地點 

107/11/30 第十屆親善大使課程-圖書館塔樓導覽 本校管理學院(C109) 

107/12/1 107 學年度校慶管樂音樂會 本校人社二館演藝廳 

107/12/1 第十屆親善大使課程-中文導覽 本校管理學院(C109) 

107/12/3 社團評議委員會(一) 行政大樓 214 會議室 

107/12/5 
107 年度校慶系列活動-工作坊【手感編織-結

繩提袋】  
理工二館 C305 教室 

107/12/8 第十屆親善大使課程-禮賓危機處理 本校管理學院(C109) 

107/12/16 107 學年燒兔奶活動 本校學生活動中心演講廳 

108/3/1~6/29 第七屆新航之舟領航員招募 全校 

108/3/10  社團暨系學會評鑑活動暨頒獎典禮 體育館 

108/3/30~31 108 年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 概訂，未公布 

108/5/18  107-2 社團聯席會 人社一館講堂 

108/5/31 108 學年度學生自治會執行長及學生議員選舉 各場地 

108/5 社團評議委員會(二) 行政大樓 214 會議室 

108/5 第七屆新航之舟培訓營  

108/6 107 學年度新生入學活動新航之舟行前說明會  

108/7/3~8 第 15 屆希望種子幹部訓練營 理工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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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一對一、小團體就業諮詢： 

先行調查本校學生諮詢意願，視統計結果及評估狀況決議是否聘請具證照的專業顧問提

供各項諮詢。 

3.系所導師職涯輔導增能工作坊： 

針對院系所導師開設職涯輔導相關之增能工作坊，進而強化院系所導師之職涯輔導知能

及服務，使學生能透過導生聚會等場合直接進行職涯諮詢並評估其進路發展，解決就業

疑惑，引導適才適所之方向。 

4.企業參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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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企業冠名學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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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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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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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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博覽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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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典禮： 

107 學年度畢業典禮將於 108/6/2(日)辦理，目的為深化感恩情懷，增進畢業生與母校

間情感，賦予畢業生負起自我的責任，同時，藉由溫馨的典禮活動，為東華生活畫下

完美的句點。 

（四）畢業生流向追蹤調查： 

各系所莫不亟欲瞭解，在校生對未來的準備充足度、以及已置身職場的校友個人動態

情形，故本校於畢業生離校之際，即調查學生對就業相關意向，與社會現實是否相符。

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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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107 學年畢業生及校友服務組活動規劃： 

日 期 業務/活動名稱 地  點 

107/07-107/11 畢業後一年(105 學年度)畢業生就業追蹤 線上填答不限地點 

107/07-107/11 畢業後三年(103 學年度)畢業生就業追蹤 線上填答不限地點 

107/07-107/11 畢業後五年(101 學年度)畢業生就業追蹤 線上填答不限地點 

107/09/26 第一次畢業班級代表大會 理工二館第三講堂 

107/09/28 【校友卓越講座】我在北京的生涯規劃及求職經驗分
享 管理學院第一講堂 

107/09-107/11 106 年「校友回饋講座」計畫 各系所教室或講堂 

107/10/18 大專生公部門見習計畫－求職鍍金術：來自見習的
你！ 管理學院第二講堂 

107/10/20 國家考試講座-如何成功搶戰公職 教育學院階梯教室(二)A109

107/10-107/12 2018 企業職場參訪計畫 各系所訂定參訪地點 

107/11/16~17 青年必修的 15 堂課 
管理學院 D123、第二講
堂 
OMEGA ZONE 

107/11/17 【名人講座】一步登天？找工作比你想的簡單！ 管理學院第二講堂 

107/11/12~20 畢業證件照拍攝 集賢館 G208 

107/11/21~23 畢業班級團體照拍攝 中央大草坪 

107/12/06 2018 職涯輔導種子導師培訓工作坊 未定 

107/12/08 2018 校園霍特獎初選賽事 教育學院階梯教室(二) 

107/12-108/10 應屆(107 學年度)畢業生就業意向調查 線上填答不限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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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2-108/04 畢業生聯誼會－老馬盃球類競賽 體育場 

108/03/08 職場就業講座(一) 管理學院第一講堂 

108/03/15 職場就業講座(二) 管理學院第一講堂 

108/03/22 職場就業講座(三) 管理學院第一講堂 

108/03/29 職場就業講座(四) 管理學院第一講堂 

108/03 畢業生聯誼會－傳情 校本部 

108/03-108/09 2019 企業職場參訪計畫 各系所訂定參訪地點 

108/03-108/04 2019 校園徵才活動 未定 

108/04 職場就業講座(五) 未定 

108/03-108/05 畢業生聯誼會－花蓮尋寶活動 本校周邊各區景點 

108/04-108/05 畢業生聯誼會－紙箱船 東湖 

108/05 職場就業講座(六) 未定 

108/05 畢業舞會 體育館 

108/06/02 107 學年度畢業典禮 體育館 

四、衛生保健組 

（一）推動 107 學年度健康促進管理系列活動： 

活動主題：健康樂活-請跟我來 

活動內容： 

1. 請跟我來健健美(健康體位)塑身挑戰營 

（1） 連續 10 週且每週辦理 3 場次的有氧健身班，以體重過重或體重過輕之學生及教職

員為主，並提供有氧操、健走、慢跑、游泳、肌力訓練等各式多元活動及競賽獎

勵，鼓勵同儕組隊參加，提高學生及教職員的動機與參與率。 

（2） 週一監測日：自主測量「身高」「體重」「BMI」「體脂」「血壓」上傳系統。 

（3） 週二彩虹餐盤日：營養師教導如何挑選搭配七彩鮮蔬餐盤，高纖又營養。 

（4） 週三集萬步有賞： 鼓勵在美麗校園中日行萬步健走，依據計步器數據滿萬步就有

機會抽校園低卡餐廳折價卷，省錢又健康。 

（5） 週四深夜食堂：大學生週間課程排最滿，深夜越熱鬧，請便利商店提供非油炸及

低油高纖蔬食餐盒，取代鹹酥雞及汽水。 

（6） 週五減糖日「我是水男孩、水女孩」：每天喝 1,500-2,000cc 以上開水，以白開水

代替含糖飲料，促進體內代謝。少吃含糖分較高的糕點及太甜的水果。 

（7） 週六揪伴運動出油日：邀請三五好友一起打球慢跑參加任何運動項目皆可。 

（8） 週日關機休閒日：對於平常經常熬夜過度使用 3C 產品的學生而言，睡眠不足會

讓身體免疫力下降，且消夜所吃的點心往往造成油脂囤積在體內，因此讓自己身

心靈可以充分休息很重要，除了提高自我效能。利用週日外出踏青順便採買當地

新鮮食材，在宿舍簡易廚房為自己烹調營養美食。 

（9） 辦理營養師講座：提供師生學習食物熱量計算的方法，以增強個人健康飲食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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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協助設計個人減重飲食計畫，並教導 BMI 計算方法及健康體位 BMI。 

2. 寶貝身體拒菸園舞曲(菸害防制) 

（1） 徵求「寶貝身體拒菸晚安曲｣宣導廣播內容，倡議吸菸對身體的危害，拒菸技巧及

校園菸害防制規定，透過網路分享及宿舍撥放，收聽學生預計 6,000 人。 

（2） 結合社區醫療資源持續辦理「2019 戒菸班｣、「菸灰菸蒂不落地」活動。 

（3） 跨處室與諮商中心結合辦理「減菸不難戒菸諮詢輔導｣。 

（4） 由志工辦理全校健康園遊會拒菸反毒宣誓口呼大聲公比賽。 

（5） 新生健檢時，對於有抽菸的同學轉介戒菸諮詢服務。 

（6） 響應 0531 世界無菸日，設定為全校及校外愛心商店不吸菸日。 

（7） 對初次違法吸菸人士提供衛教勸導，並提供吸菸區的正確位置。 

（8） 巡查校園針對校園一再違規吸菸確實檢舉與開罰，維護清淨校園。 

（9） 在衛生委員會提出擬定減少 1-2 個｢校園吸菸區」議案，朝向全校｢無菸校園」未

來目標。 

（10）成功戒菸者獎勵與分享。 

3. 東華有愛不毒不愛滋(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 

（1） 透過跨處適合作，增加相關健康教育專長師資授課機會。 

（2） 提升專業人員(含護理師)接受第 2 專長教師種子訓練。 

（3） 結合本校人事室，提供相關課程講師到校授課，以提升全校教職員相關知能。 

（4） 針對學生辦理相關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講座。 

（5） 建置專網，提供性教育教學資源網資訊的連結。 

（6） 建立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教師種子團隊，辦理健康教育宣導與活動。 

（7） 結合衛生單位共同辦理以學生為主體之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宣導活動，包含

有獎徵答、競賽活動、論壇網路問卷填答等，以提升學生之性教育素養。 

（8） 推動大專校院學生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社團，並至國中小宣導。 

（9） 設置學生諮詢專線，提供學生性教育問題服務。 

（10）跨處室合作辦理衛生宣導工作。 

（11）加強推動大專校院社團之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宣導活動。 

（12）鼓勵新生訓練時至少提供 1 小時與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有關之課程。 

（13）善用杏陵基金會及疾管局資料，配合健促計畫印製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相關宣

傳海報提供校園使用。 

4. 心動！保護自己，守護他人急救安全教育 

（1） 針對受傷學生宣導「人身安全」衛教。 

（2） 新生入學活動全校加入急救訓練與宣導。 

（3） 邀請花蓮縣警察局交通警察隊辦理交通安全研習會。 

（4） 每個月公告全校傷病統計資料及傷病處理衛教。 

（5） 本校學生取得初級或高級急救員證者，可申請到健康中心實習如何處理緊急傷病，

有護理師從旁指導並核給服務學習時數。實習成績合格的同學，可以支援全校性

健康促進運動活動醫護站，並可全校巡迴推廣急救工作坊。 

（6） 新生入學請每位學生輸入緊急通報專線，值班校安隨時提供支援與送醫服務。 

（7） 辦理「急救證照班」及「急救競賽」提升學生對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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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簡易傷病處置教導以小博大，隨身換藥包的實用法寶。 

5. 健康講座 

（1） 視力保健 

（2） 口腔衛生 

（3） 紓壓工作坊 

（二）辦理新生健康檢查及健康異常情形追蹤。 

（三）提供學生緊急傷病處置實習場所。 

（四）持續進行校園傳染病預防及防制工作。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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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辦理學生健檢缺點矯治及追蹤輔導。 

（七）廣辦健康促進活宿舍區設置專屬健康小站，提供住宿生多元健康環境。 

（八）鼓勵餐廳業者參與衛生相關的認證與食材登錄，共同守護師生的健康。 

（九）107 學年度衛生保健組活動規劃：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107/08/16-08/17 全國衛生保健大專組長會議 管理學院第一講堂 

107/08/30 全國大專性教育(愛滋病宣導) 第 2 次共識會議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107/0909 
107 新生入學活動之社團博覽會-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宣

傳(發送文宣) 
圖書館前大草原 

107/09/07 國際學生新生健說明 學活中心音樂教室 

107/09/07 領航員新生健檢工作說明 理工二館第二講堂 

107/09/08 新生入學活動醫護站 學生宿舍 

107/09/15 全校新生健康檢查 體育館 

107/09/29 新生健檢補檢 體育館 

107/10/02-10/04 校園捐血活動 湖畔圓環 

107/10/05 大學入門~性教育講座「迎接生命第一次戀情~愛情學」 
人社二館共科第一講

堂 

107/10/25 通識課程專題講座:以健康促進談健康親密關係 行政大樓 301 

107/10/29 
參加全國大專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第 3 次共識會議，進

行年度性教育執行報告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107/10-107/11 進行大專學生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問卷調查與統計 校園 

107/11/12  體育系健康行為課程:轉角遇見愛~談健康親密關係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107/11/15 校慶活動之免費愛滋匿名篩檢暨關懷愛滋簽署活動 園遊會 

107/11/15 器官捐贈及菸害防制宣導 園遊會 

107/11/15 必咖必腳醫護站支援 鯉魚潭 

107/11/15 全校運動會醫護支援 田徑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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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1/22 健康姿勢 e 點通含貼紮實作講座 行政大樓 301 會議室

107/11/26 109 年性教育(愛滋病防治)全國成果發表會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107/12/4-6  校園捐血活動 湖畔圓環 

107/12 月(暫定) 教育部校園餐廳衛生輔導 校園餐廳 

五、深耕計畫 

（一）各組共同執行深耕計畫：分項四培育就業能量。 

（二）執行內容： 

1.子計畫 4.1 職涯導航儀：強化職涯諮詢服務（與心理諮商中心合作） 

工作重點項目： 

（1） 開設導師及學生職輔工作坊 50 場。 

（2） UCAN 檢測輔導目標 10000 人次。 

   2.子計畫 4.2 戰力提升站：打造學生就業能力（與各系所合作） 

 工作重點項目： 

（1） 職涯與就業講座/校友回饋講座 

（2） 企業冠名學分（學程） 

（3） 企業職場訪視與見習 

（4） 宣導跨域自主學習認證實施方案 

（5） 深化學生自主學習團隊學習力 

   3.子計畫 4.3 起飛夢想航廈：厚植起飛生學習與就業 

工作重點項目： 

（1） 起飛生學習工作坊 

（2） 起飛家族輔導 

（3） 起飛生獎助學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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