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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長：王埄彬 教授

承 辦 人：郭子平 專案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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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辦理項目

 學生就學貸款

 教育部學雜費減免；教育部弱勢學生助學金

 高教深耕弱勢助學措施

 校內外獎助學金申請；生活助學金

 校內工讀、暑期企業工讀

 公費生經費核銷

 優秀學生獎學金:大學部優秀新生獎學金、學業
成績優良獎學金；碩士班培育獎學金、博士班精
進獎學金



處務室
二、高教深耕弱勢學生獎助措施

 (一)種類

1.成績優異獎學金: 各班學期成績比序前50%人員
，最高獎學金1萬元。

2.學習助學金: 每月6,000元。

3.實務課程補助:全額補助暑期跨領域學程學分費

4.技能檢定補助:補助各項技能、語文檢定報名費

 (二)申請方式:

除「實務課程補助」、「學習助學金」等2項外，
餘各項獎助措施申請人均需參加校內各項輔導課程
，並經由導師認證後，逕向學務處辦理申請作業。



處務室
三、校內學習助學及學期工讀：

 配合高教深耕計畫，弱勢學生改以「學習取代工讀」方
式任用，由學生逕向各行政、學術單位(請各系所優先
任用研究所學生)提出申請。

 校內學期工讀一般性工讀時薪為158元，技術性工讀時
薪為188元。

四、社會救助通報：

導師如發現或知悉需要社會救助之同學或家庭時，可通報

區公所或洽學務處協助通報，以協助同學安心就學。



生活輔導組

組織成員
組長：吳文宏教官
組員：朱展龍教官
組員：劉玉崴教官
組員：林靜宜教官
組員：林智勇教官
組員：周佳玲組員

業務項目
學生請假、學生獎懲
學生兵役、慰問補助
校園安全、校園反毒



系輔導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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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曠、請假、獎懲、操行問題

生活輔導組

 注意請假時限：請假日後2天內上網請假。

 校內外集會缺席：1次扣2分。(院月會、校
運……等重要集會)

 曠課：1小時扣1分。

 曠課時數≧23小時，予以退學。

 曠課10小時學校發缺曠課通知書



急難救助

 教育部學產基金設置急難慰問金

 長庚大學學生急難慰問救助金實施
辦法

 夜間緊急就醫（去程可申請計程車費）



常見之學生問題

 成績不理想：上網時間過長、時間分配不當。

 適應不良：人際關係、學習課業壓力無法調適。

 生活品質低落：作息不正常，生活環境髒亂。

 遲到：晚上太晚睡、早上起不來。

 遺失（失竊）財物 ：金錢、證件、背包、手機。

 交通意外：機車肇事(大專校院意外事件之首)

 遭詐騙（含網路交易）



常見之學生異常事件

違反智慧財產權：使用非法軟體、非法影印

網路糾紛：誹謗、公然侮辱

考試作弊、偽造證件（汽、機車停車證等）

竊取、侵佔他人財物

校園汽機車違規

校外糾紛：銀行信用、借貸、買賣

違規使用明火、炊具或電器



緊急聯絡電話

學校總機：(03)211-8800 轉以下分機

校安中心：2000

警 衛 組：5000

校安中心24小時專線：(03)211-8855



住宿組
人員編組：

組長：程朝杰教官(分機2055)

組員：陳敬忠教官(分機2053）

組員：張世吾教官(分機2054)

組員：盧泰任組員(分機2054）

舍監：每棟各4名，共12名，24小時值勤

主要作業內容：

•宿舍管理、人員管制及安全維護

•床位規劃、分配

•學期及寒、暑假宿舍進住、退宿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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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宿舍自治小組

(一)107學年度起為形塑各系宿舍生活特色，擬以各系為主
體加強宿舍自治小組組成與各棟宿舍生活社群及各系
系學會之緊密連結程度，各系系代表以各棟宿舍安排
，即蘊德樓、據德樓及明德樓各1名，共計3名；由由
各系系學會推派人選，經各系系輔導老師推薦產生。

(二)各年級代表可利用班級幹部推派時間，遴選 1~2名代
表，可參考住宿組提供曾擔任自治小組成員或由任一
班級幹部兼任，任期以1學期為原則，可續任。

(三)為使宿舍公共事務能持續推動，請導師們協助推選各
班對公共事務熱誠及能力之學生，參與推動宿舍事務
，落實學生自治、自律精神。

住宿組



住宿組
二、宿舍常見違規或影響他人住宿案例：

(一)夜間娛樂或移動椅子聲音過大。

(二)使用公共設施(如洗/烘衣機)未能依時間將個人物品取
回。

(三)將個人垃圾放置於公共空間或走道。

(四)引領、接待、留宿外人或擅自進入異性寢室。

(五)宿舍區吸菸。

(六)擅自將冷氣濾網取下。

(七)未依規定時間申請寒暑假住宿及繳費。
以上案例雖僅是少部分住宿生的行為，但皆會影響團體及他
人住宿品質，請導師利用訪視宿舍時機提醒學生。



課外組暨服務學習中心
課外組長暨服務學習中心主任

何金龍 副教授(通識教育中心自然科)

課外組暨服務學習中心成員
張雅惠 組員
黃美齡 組員
侯乃瑜 組員
柯旻良 專案助理

連絡電話 (03) 211-8800 # 2010~2012



課外組暨服務學習中心

 教室清潔評核

 深耕學園課程

 社團PLUS計畫

 全人教育學習歷程(軟實力雷達圖)

 志願服務



深耕學園課程介紹
必修零學分
成績評定方式：「通過」、「不通過」。
通過條件：
1、藝文活動、服務學習及公共事務時數修畢。
2、繳交期中及期末心得報告，且成績通過。
依規定於修業年限內完成修課者，核發｢全人護照｣。

社團返鄉服務營隊、國小課輔團、養護機構長者服
務、教室清潔評分、宿舍夜間巡邏等志工服務

服務學習

8小時

新生入學輔導、追思大會、校慶、運動會、畢業
典禮等全校/系所相關之行政庶務工作

公共事務

4小時

人文類：通識文化講座、人文各類演講等

藝術類：音樂會、舞台劇、相聲等表演活動

藝文活動

16小時



長庚大學
「社團PLUS」計畫

 目標：

為致力推動本校全人教育理念，藉由提昇
學生參與社團歷程，培養學生健全的人格
與良好的人際關係。

 活動對象：

107-109學年度入學生：參加社團活動、現
任社團幹部、卸任社團幹部



「社團PLUS」計畫認證方式

項目 說明 統計對象 獎勵說明

P(Passion)

熱情

1.凡參加社團嘉年華、社團期

初社大或迎新活動即認可。

2.以社團嘉年華問卷及活動簽

到表計算。

109學年度大

學部入學新生

參加社團嘉年華獲當年度新生日記；

社團期初社大或迎新活動則無。

L(Like)

喜愛

1.凡參加任一社團或系學會活

動即認可。
2.以活動簽到表為統計計算。

109學年度大

學部入學新生

1.可於第二年再獲當年度新生日記乙本。

2.列計全人教育基本素養【創新進取】
能力計分

U(Upgrade)

提升

1.凡參加任一社團或系學會幹

部即認可。
2.以社團幹部名冊為統計計算。

本學年度(109)

大學部社團幹

部

依本校社團幹部敘獎原則，由輔導老

師提報獎勵(嘉獎1支~小功1支不等)

S(Strong)

茁壯

1.凡卸任幹部後，持續返回社

團協助或輔助學弟妹經營者即
認可。

2.以現任社長提報顧問名冊統

計計算。

本學年度(109)

卸任社團幹部

或學長姐

頒發社團顧問證書

PLUS 凡完整經歷「PLUS」計畫者
107學年度大

學部學生
頒發獎狀並公開表揚。



全人教育軟實力雷達圖

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活動，
培養與職涯接軌的六大軟
實力，並以數值化呈現。



就業服務暨僑外生輔導組

組 長: 王埄彬 教授

組 員: 李勤招 專員

連絡電話 (03) 211-8800 #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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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辦理項目

就業服務

 辦理就業服務系列活動（如企業徵才說明會面試
會、企業參訪及就業專題講座）。

 發行「職涯發展電子報」

 推薦優秀畢業生進入台塑企業專案

僑外生輔導

 僑生入出境、居留證及工作證申請、僑生獎助學
金申辦、僑生僑保、健保及外籍生團險、僑生工
讀、僑生慶典活動（如春節聯歡、端午節暨送舊、
迎新暨中秋節）及僑生國際文化週。

24



就業服務暨僑外生輔導組
就業服務輔導

 敬請系上老師提案申請就業服務活動補助案，如講座、企業參
訪、產業座談會、校友經驗分享..等活動，每年10-11月申請隔
年度計畫(請配合申請期限)。

 推薦優秀應屆畢業生進入台塑企業任職專案

時程:每年畢業典禮後至當年7月31日，及大學部經核定可提前畢業

之應屆畢業生(2月底3月初)。

申請資格:多益400(含)以上成績或相關英語能力檢定,且畢業成績

滿足下列條件之一

 1.大學部為班排名前25%學生或經核定可提前畢業者；研究所為班

排名前50%學生。

 2.弱勢生(低收.中低收.身心障礙..等)管道:符合身分之一，且畢

業成績大學部班排名前50%學生、或研究所班排名前60%學生。



就業服務暨僑外生輔導組

僑外生輔導

 請系上老師多費心協助及照顧班上僑生(如有問
題請儘速與本組連繫)，如:

課業退步

工讀超過時數（學期中如一週超過20小時以上）

經濟發生困難或人際關係出現問題

 請提醒僑外生，如欲校內外工讀，請至勞動部
外國專業人員工作許可申辦網申辦工作證，如
未辦理工作證，萬一被查獲，則會面臨強制性
驅逐出境問題。



衛生保健組

組 長：蔡秀欣教授 （分機5075）

承 辦 人：魏真真組員 （分機2119）

蔡文娟辦事員 （分機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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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項目—推動學校衛生保健

健康檢查及缺點追蹤
傳染病防治
緊急傷病處理
推動健康促進活動
餐飲衛生督導
辦理學生團體保險與旅行平安險投保
及理賠事宜



衛生保健組
敬請協助宣導

一、本校門診醫療服務：
（一）時間：每週二、四中午12：00～14：00。

地點：活動中心一樓。

（二）為符合法規原則下提供教職員生完善之門

診醫療服務，自103學年度起，教職員生

於門診醫療就診後，依駐診醫師開立之處

方箋由鄰近藥局調劑並送藥至校，每人3

天藥品劑量新台幣100元整，學校補助50

元，就診之教職員生則需自行負擔50元。



衛生保健組

二、緊急傷病及傳染病防治
(一)緊急傷病事件-依緊急傷病處理流程，提供

緊急傷病處理照護。

(二)傳染病-為有效防治各類傳染病，並因應COVID

19(新冠肺炎)，請協助宣導防疫新生活運動

，培養正確的健康習慣，落實社交距離、勤

洗手、呼吸道衛生、咳嗽禮節與生病者在家

(宿舍)休息，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三)若經醫療院所證實為病例者，請落實「生病

不上課、不上班」原則，並請自主健康管理

，且通報衛保組以持續關懷追蹤。





衛生保健組
三、學生團體保險
（一）109學年度經招標由三商美邦人壽承保，每學期

保費為288元(學生自付額238元，申辦期限內教

育部補助50元)。

（二）參加學生團體保險之學生，若遇意外事故急、門

診及住院均可申請理賠，但疾病僅限於住院方可

申請，相關條款請至衛保組網頁查詢或與衛保組

聯繫（校內分機 2119）。

（三）另辦理投保前未繳團險費者，則視同放棄不予投

保，且為符合教育部補助作業原則，不參加團險

者需填寫切結書並繳交，屆時擬請導師及系所秘

書助理協助通知催繳切結書。



諮商輔導組
組長：胡正申 教授(通識教育中心社會學科)

專任人員：吳靜樺 專員(諮商心理師)

姚思萱 組員(諮商心理師)

游筱婷 輔導員(諮商心理師)

廖莉彣 輔導員(諮商心理師)

簡碩芬 代理組員(諮商心理師)

彭康哲 輔導員(資源教室輔導員/社會工作師)

李婷婷 輔導員(資源教室輔導員/諮商心理師)

兼任人員：劉于華 老師(諮商心理師)

羅明榮 老師(諮商心理師)

◎諮詢專線： (03) 211-8416



諮商輔導組 業務項目(1) 
建立校園輔導網絡:

 本校各班設有班導師、各系設有系輔導教師，
家長與導師亦建立聯繫的管道，當學生有生活、
學習問題、情緒困擾或是曾有病史時，可即時
向導師反映及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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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輔導組 業務項目(2) 

心理諮商服務:

 諮商輔導組的心理師均具有國家證照，提供同
學免費專業心理諮商服務，歡迎於校務資訊系
統進行線上預約。家長對於學生的心理健康情
形，也可主動與心理師聯繫與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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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輔導組 業務項目(3) 
心理衛生活動推廣:

 辦理各項講座專題、班級輔導、電影賞析、心
理測驗、工作坊..等各項促進心理健康活動。

36



諮商輔導組 業務項目(4)

身障生服務(資源教室)：

為領有符合簡章規定的身心障礙手冊
或持有各縣市鑑輔會所核發鑑定證明之學
生所設置的輔導資源中心，目的在提供身
心障礙生學習所需之輔助器材及設備，並
針對不同的需求，協助在生活、心理、課
業及生涯等方面的適應，俾使其發揮最大
之潛能，完成自我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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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輔導組

 學生個案輔導：
1. 「校務資訊系統-學務e點通」--「諮商輔導服務系統」

已開放學生線上預約，各時段均有心理師提供服務，

敬請鼓勵學生多利用。

2. 新生(含研究生)入學時實施線上「身心健康量表(含柯
氏憂鬱及網路遊戲成癮)」篩檢，將於十月份開放導師
線上查詢學生量表結果，並請優先關懷分數高學生，
需要者轉介諮輔組協助。

3. 各系(所)如有特殊學生個案，應召開會議研討，以共

同了解學生生活、學習情形，凝聚系上輔導共識與策

略，必要時轉介諮輔組或相關單位協助。



網路成癮防治宣導

◎本校諮商輔導組經全校大學部學生進行普查結果

，發現本校達網路成癮標準約占全體學生之5%，

◎網路成癮引發許多問題，如網路犯罪、網路色情、

網路情愛癥候群(一夜情、援交、異質化 …)、網路

購物狂等，使學生造成社會、課業、家庭、人際功

能、生理等嚴重障礙。

39



憂鬱與自傷(殺)防治宣導

◎本校每年針對大一新生所做調查約7%-8%有憂鬱情
緒的狀況。

◎大學生主要壓力來源通常是課業成績、生涯發展、
人際關係、家庭關係與經濟問題..等。而大一新
生住宿需適應全新的環境、打理自己的日常生活，
更容易產生壓力，當孩子遇到挫折，可能會產生
逃避的行為，導致缺曠課、課業跟不上、情緒低
落。請家長聯繫關心子女時可多觀察，必要時聯
繫導師共同輔導。

◎當學生發出自傷(殺)的想法或行動的訊息，請即
時向導師或諮商輔導組聯繫，共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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