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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學生事務處 
資料時間：111 年 11 月～112 年 1 月 
 

課外活動指導組 

一、 【獎助學金與就學補助措施】 

（一）本學期就學貸款書籍費、校外住宿費及生活費已於 11 月中旬撥

款至申貸學生帳戶。 

（二）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雜費減免申請自 12 月 2 日起至 12 月 30

日止，相關資訊公告於學校網頁。 

（三）本校勵志獎學金及鄭銘康先生獎學金於 12 月 1 日至 12 月 30 日

受理申請，請所屬學生備妥資料向課指組提出申請。 

（四）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優獎獲獎名單業於學校網頁公告，將提醒

同學至系辦領取領取獎狀。 

（五）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就學貸款於 112 年 1 月中旬開始受理申請，

相關資訊將公告於學校網頁。 

（六）學生急難救助金管理委員會於 11 月 29 日召開會議。 

二、 【學校暨社團活動】 

12/22 配合住宿中心冬至湯圓會擺攤暖包福袋問答抽獎活動。 

三、 【服務學習】 

（一）111-1 深耕藝術媒合服務學習計畫，三門課程、三個校友專案、

一個社團專案共 6 個媒合執行 12 月底完成。 

（二）12/05 舉辦本學期服務學習週會講座，邀請藝教所許玄淳校友分

享。 

（三）12/21 帶領北藝大藝術服務隊受國泰人壽慈善基金會邀請，參與

2022 國泰卓越獎助計畫頒獎開幕表演（安排星樂小站學員共同

表演）並接受授獎。 

（四）教育部 111 年大專社團帶動中小學社團補助計畫－烏來藝啟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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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預計於 112 年 1 月結案報部。 

（五）輔導北藝大藝術服務隊辦理快樂星星 14 藝術冬令營；預計於北

藝大校園 112/02/04-08 舉辦。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一、 111學年度第 1學期原住民學生就讀大專校院獎助學金第2階段本校獲

助學金 1 名，將依第一階段成績排序及服務學習意願遞補之。 

二、 原資中心 11-12 月針對原住民族文化推廣辦理以下課程及活動： 

（一）11/13 於學生活動中心教室辦理地方創生－布拉瑞揚舞團分享。 

（二）11/19 本校 Dalan 社團至國立師範大學參加北區大專原住住民族

語歌唱大賽。 

（三）11/24 中午 12 時 30 分 Dalan 社團假藝大書店前廣場辦理賽德克

族月舞快閃表演。 

（四）11/25、12/1、12/8 辦理阿美族傳統樂舞研習，開放全校師生報名

參加。 

學生住宿中心 

一、 持續蒐整 111 學年校外賃居生資料，11 月上旬起已先行進行電話訪

查；12 月上旬起視學生意願進行實際訪查；訪視中除提醒同學留意居

所安全及定型化契約等注意事項，如遇資料登載或訪查所見有安全疑

慮之居住場所，亦將聯繫房東進行勸導改善。 

二、 為瞭解及清查宿舍住宿現況（寢室設施、違規入住及私帶高耗能電器

等），自 10/11～11/04 要求各宿舍管理員就寢室逐一實施關懷及宣導

安全注意事項。 

三、 「研究生宿舍工程校務基金貸款」第 11 期利息 68 萬 2,741 元，教育部

已於 11/21 將補助款撥付本校。 

四、 12/22 辦理學生宿舍冬至湯圓會，是日活動現場另有課指組、衛保組、

生輔組及諮商中心等單位設置攤位協助相關宣教活動，現場氣氛良好。 

五、 111 年度「冷氣維護」、「水電開口契約」及門禁設備保修維護「合約」

均於 12/31 到期，現正辦理 112 年招標及續約相關事宜。 

六、 學生宿舍相關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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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11 學年第 2 學期不續住暨住宿遞補申請：112 年 1/03-09。 

（二）寒假住宿申請：112 年 1/03-11。 

（三）112 年「寒假暨春節期間」學生留住宿舍相關行政事項協調會議，

預訂 112 年 1 月上旬召開。 

生活輔導組 

一、 【校園安全】 

（一）教育部為強化 112 年春節期間學生校外活動安全維護，有效掌握

各級學校、館所及學生安全狀況，俾校安事件之即時通報與處

理。本校將於教育部重點回報時段【112/1/20（五）上午 8 時～

1/30（一）上午 8 時】的每日下午 3～5 時，至教育部校安中心

網頁線上回報；另寒假期間學校如發生校安狀況，將依教育部校

安通報作業規定辦理。 

（二）日前有學生於關仔嶺草原遭野犬追擊致跌倒受傷事件，事發後總

務處即採取下列強化作為以因應之： 

 1.請駐警持捕犬網於關仔嶺草原進行一星期之站崗，站崗時間為每日

為 20：00～22：00，務必達成多次驅趕，如遇同學則宣導勸離。 

 2.請駐警加強巡邏，對於餵食野犬人員之行為加以勸導及蒐集證據，

再犯者依動保法處理。 

 3.購置驅狗器，提高駐警驅犬效率。 

 4.加強關仔嶺之監視錄影監控，於崗亭主畫面播放，方便隨時掌握野

犬出没情形，並前往驅趕。 

本案學生並未被野犬咬傷，判斷可能是遭野犬吠叫致心生恐懼，欲加

速逃離時不慎跌倒，故由相關單位如生輔組、住宿中心及系所，再針

對女一舍、研究生宿舍及動畫系，再加強宣導人員遇野犬之應對方式。 

（三）本校防空疏散避難計畫業於本（111）年 11/30 簽奉核可並報部備

查，該計畫係為於空襲警報發布時，讓本校教職員工生防空疏散

避難有所準據，並事先熟稔疏散動線，以利能迅速進行疏散避難

行動，計畫內容及各單位防空疏散位置分配表請參閱本組網頁

（https://student.tnua.edu.tw/upload/files/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防空

https://student.tnua.edu.tw/upload/files/%E5%9C%8B%E7%AB%8B%E8%87%BA%E5%8C%97%E8%97%9D%E8%A1%93%E5%A4%A7%E5%AD%B8%E9%98%B2%E7%A9%BA%E7%96%8F%E6%95%A3%E9%81%BF%E9%9B%A3%E8%A8%88%E7%95%A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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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避難計畫.pdf）。 

（四）為提供更有時效性之通報作業，預定於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啟

用本校「校安通報管理」及「校外活動管理」系統。 

二、 【交通安全】 

（一）本學期截至 12/6 止，校安通報事件總計 158 件（疫情通報佔 113

件；車禍事件校內 6 件、校外 3 件，合計 9 件）。經分析車禍肇

事原因多為駕駛人未注意道路狀況、保持安全距離及車速過快所

致，其中校內車禍主要是發生在女一舍前道路（3 件），為減少

學生發生車禍案件，請各系所協助利用各種管道（社群網絡）提

醒學生，確實遵守時速 30 以下規定，並於騎車時保持專注力及

安全距離，以策安全。 

（二）近期發現學生機車違停情況日趨嚴重，除違停在人行道上外，甚

而有停在行人出入口之處，此行為完全罔顧行人優先及安全問

題，對於違停人員除施以上鎖罰鍰外，也請各單位協助加強宣導。 

（三）12/5 接獲民眾投訴，本校學生騎車行經台北城市科大至本校校門

口路段，常見車速過快，或有未依二段式左轉方式入校之情事，

造成同向汔機車行駛之風險，易肇生交通事故，故校安中心以製

發 EDM 及校安窗口 Line 群組加強向教職員工生宣導。 

三、 【校園菸害防制宣導】 

（一）本學期統計 9/12～12/5 止，校內勸導吸菸人數共 63 人（男生 32

人、女生 31 人)，其中以教學與研究大樓 4 樓出入口旁椅子勸導

46 人次最多、萊爾富超商前及學餐周圍勸導 12 人次之，均已列

為巡察勸導熱點，籲請各位師生及同仁協助勸導，以維護校園清

新環境。 

（二）近來發現校內吸食電子煙情形有增多趨勢，提醒大家：電子煙係

以電能驅動霧化器，並將菸液（彈）內加熱為煙霧吸食，不但容

易成癮，也容易爆炸，籲請師生及同仁協助勸導，切勿吸食電子

煙，以免傷害自己的身體健康。 

四、 【防制濫用藥物宣導】 

https://student.tnua.edu.tw/upload/files/%E5%9C%8B%E7%AB%8B%E8%87%BA%E5%8C%97%E8%97%9D%E8%A1%93%E5%A4%A7%E5%AD%B8%E9%98%B2%E7%A9%BA%E7%96%8F%E6%95%A3%E9%81%BF%E9%9B%A3%E8%A8%88%E7%95%A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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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學期辦理「無菸毒一身輕，反霸凌我最行」網路宣導抽獎活動，

期藉由網路資訊傳遞，進而使學生勇於拒絕毒品與霸凌、減少菸

害，營造友善學習校園，已於 11/9 抽出 30 位同學並各致贈 100

元萊爾富禮券。 

（二）業於 12/22 辦理『冬日北藝大，溫暖又平安』冬至湯圓會安全教

育聯合宣導活動，期藉由冬至湯圓活動及節慶的凝聚力，將溫暖

送至每位同學心裡，以加深學生對反霸凌、智慧財產權、法治教

育、防制藥物濫用宣導、菸害防制、交通安全、災害防救、防詐

騙、一氧化碳預防、水域安全，及人權教育等相關議題知能，減

少學生受到傷害或犯罪觸法機會。 

（三）日前桃園市檢警在龍潭地區查獲國內有史以來最大宗大麻種植

案，顯現大麻在國內有逐漸泛濫趨勢。提醒大家：大麻的吸食方

式類似於吸菸，它是將天然大麻葉搗碎曬乾，捲成紙菸吸食，燃

燒後與菸草燒焦味道無異，但菸味較濃厚，另吸大麻的人口腔很

臭、容易排汗，因此吸大麻的人渾身上下的汗臭味特別重，且吸

食後易餓、體重易增加，如在校園內發現類似情形，可通報生輔

組以大麻試劑篩檢，避免學生愈陷愈深。 

五、 【學生兵役業務】 

（一）業於 12/5 前完成辦理 111-1 學期學生兵役緩徵、儘後召集申請人

數共 324 人次，其中新生與復學生緩徵申請 114 人次，延修生緩

徵申請 87 人次，新生與復學生儘召 54 人次，延修生儘召申請

39 人次、休退學或畢業緩徵取消申請 23 人次、儘後召集取消申

請 7 人次。 

（二）依據《兵役法施行法》第 48 條及《役男出境處理辦法》第 4 條

規定，「役齡男子尚未履行兵役義務者，出境應經核准。」自 112/1/1

起，93 年次（含以前）出生男子已達法定兵役年齡，具役男身

分，如尚未履行兵役義務者，出境應經核准，若出國期間未逾四

個月時，請至遲於出國前 3 天逕至「役男短期出境線上申請作業

系統」（https://www.ris.gov.tw/departure/）完成出境申請許可，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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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核准通知單，俾利出境時接受海關查驗。 

六、 【學生缺曠管理】 

（一）學生請假作業自本學期起已採行線上請假方式，惟因部份同學或

導師、系所主管仍不習慣，致假單申請未上傳、導師或系所主管

未線上審核之情事，將賡續洽請老師上線批核假單，亦請老師接

獲系統 e-mail 通知時能配合審查學生假單，以利相關作業之推

動。 

（二）期末學生缺曠明細已於第 15 週（12/23）以 e-mail 寄發學生及任

課教師參考核對，如有誤植時請於 7 日內提出勘誤申請。 

七、 【學生學習預警】 

（一）本學期截至 12/5 止，學生學習預警系統共發出 397 人次，輔導

率目前為 43.32%，較前期（9.38%）大幅提升，其中轉介其他單

位共 2 人次，尚在輔導中；籲請接獲預警通知之導師撥冗適時輔

導學生，並於 112/1/6 前至 iTNUA 資訊入口網登錄預警系統，填

寫輔導結果，如有轉介需求，請善用轉介機制轉介至相關單位，

各系所輔導率如下： 

系所 期初預警
人次 

期中預警
人次 

曠缺預警
人次 

系所預警
人次 

未輔導 
人次 

已輔導
人次 輔導率 

舞蹈七年一貫制
（先修） 0 1 8 9 5 4 44.44% 

先修班小計 0 1 8 9 5 4 44.44% 

音樂學系 2 71 8 81 48 33 40.74% 

傳統音樂學系 1 14 3 18 0 18 100.00% 

美術學系 1 25 2 28 22 6 21.43% 

戲劇學系 1 23 4 28 16 12 42.86% 

劇場設計學系 1 28 1 30 5 25 83.33% 

電影創作學系 0 54 2 56 37 19 33.93% 

新媒體藝術學系 3 46 2 51 29 22 43.14% 

動畫學系 0 30 1 31 26 5 16.13% 

舞蹈七年一貫制
（大學） 0 24 12 36 28 8 22.22% 

音樂與影像跨域 
學士學位學程 1 4 0 5 0 5 100.00% 

學士班小計 10 319 35 364 211 153 42.03% 

傳統音樂學系 
碩士班 0 2 0 2 2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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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絃與擊樂研究所
碩士班 0 4 0 4 1 3 75.00% 

音樂學研究所 
碩士班 0 1 0 1 0 1 100.00% 

美術學系碩士班 0 4 0 4 3 1 25.00% 

新媒體藝術學系 
碩士班 0 8 0 8 3 5 62.50% 

藝術行政與管理研
究所碩士班 0 1 1 2 0 2 100.00% 

藝術與人文教育研
究所碩士班 0 2 0 2 0 2 100.00% 

碩士班小計 0 22 1 23 9 14 60.87% 

音樂學系博士班 0 1 0 1 0 1 100.00% 

博士班小計 0 1 0 1 0 1 100.00% 

全校總計 10 343 44 397 225 172 43.32% 

（二）為輔導學生自律之學習態度，本組自 11 月中起，優先以 e-mail

和電話聯繫曠課預警達 30 節以上之同學，截至 12/5 止，已聯繫

15 人次，除提醒同學妥善做好學習規劃與時間管理，並請同學

填寫「學習預警輔導需求表」送交導師，提供導師依學生自評表

件所呈現之問題，提供必要之協助與輔導，目前已收回 10 名學

生「學習預警輔導需求表」。 

八、 【導師業務】 

（一）為辦理本學期「班級導師輔導紀錄表」、「班會會議紀錄」或「班

級活動紀錄」及「各系所導師會議紀錄」及「學生獎懲建議案」

彙整作業，本組業於 12/5 以 e-mail 通知各導師暨各系所惠予配

合於 112/1/11（三）前送至生輔組。 

（二）有關「班級導師輔導紀錄表」之填寫，惠請各導師善用 iTNUA

資訊入口網 http://eip.tnua.edu.tw/登入「導師輔導系統」，填寫輔

導紀錄並下載列印後簽名，送交各系所辦公室彙整後繳交至生輔

組，俾利彙整結案作業。 

九、 【學生獎懲建議案】 

有關學生獎懲案結算作業，業於 12/5 以 e-mail 通知各教學單位及行政

單位如有學生獎懲建議，請於 112/1/11 前送交奉核之書面資料並回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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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檔，俾進行學期統整核算，以利學生查詢及申請。 

衛生保健組 

一、 【健康服務】 

（一）門診醫療：本學期家醫科門診服務至 12/28，復健科門診及物理

治療服務至 12/29。 

（二）辦理 112-113 年度門診醫療招標作業。 

（三）新生入學健康檢查後續業務： 

 1.111 學年度新生入學健康檢查：至 12/8 止尚有 4 位學生（新媒碩一

3 人、博館所碩一 1 人），已行文相關系所協助督促所屬學生，務

必於 12/15 前繳交體檢報告至衛保組。 

 2.血液異常免費複查：12/1 針對新生體檢血液檢驗異常個案，安排在

校免費血液檢驗活動，共 21 位學生參與（應檢人數為 36 人）。 

 3.特殊個案健康管理：針對 111 學年度入學新生體檢及健康資料調查

中發現之特殊病史及檢查嚴重異常個案進行健康追蹤及輔導，需追

蹤個案共 99 人，至 12/8 止已完成追蹤 79 人。 

（四）活動醫療救護支援：11/17-19 碩士班甄試及 12/17 學士班特殊選

材招生考試醫務工作。 

（五）傳染病防治： 

 1.公費流感疫苗注射：於 10/31 下午 13:30 由關渡醫院派醫療人員於

衛保組辦理，舞蹈系先修一至先修三學生共 40 人施打、50-64 歲教

職員工共 32 人施打、醫事人員總計 7 人施打，總計 79 人。 

 2.COVID-19 具感染風險個案追蹤管理：針對匡列為確診、居隔、自

主防疫之學生進行健康關懷暨醫療轉介業務，8/1～12/8 止共服務

學生 718 人次。 

 3.登革熱防治：時序雖已進入秋冬季，但目前氣候仍有利病媒蚊生

長，請各單位務必落實環境衛生巡查工作，並加強澈底清除戶內外

積水容器及落實環境清潔，避免病媒蚊孳生。 

（六）學生團體保險： 

 1.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投保程序已完成，本學期學生棄保人數 37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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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同期為 288 人），提醒各行政、教學單位，如規劃學生校

外課程或展演活動，請評估是否需另為參與學生辦理平安保險。 

 2.自 8/1 至 12/8 止共協助送出 40 件保險理賠申請。 

二、 【餐飲衛生】 

大專校院餐飲衛生輔導：教育部委託社團法人中華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發展協會，於 11/18 至本校執行本學年度大專餐飲衛生實地輔導，由衛

保組及保管組陪同輔導委員至 2 個餐飲場所執行輔導工作。 

三、 【健康促進活動－愛滋病防治系列活動】 

（一）校園愛滋自我篩檢推廣活動：111 年度新通報 HIV 感染者中 24

歲以下占 19%，25-34 歲占 40%，疾管署為推廣校園愛滋自我篩

檢，於 11/1 至 12/31 止，免費提供高中職（含）以上學生試劑電

子兌換券，相關服務內容及試劑提供地點資訊可至疾管署自我篩

檢計畫網頁（https://hiva.cdc.gov.tw/Selftest/）查詢。 

（二）保險套自動服務機設置：為宣導性病及愛滋防治之安全性行為觀

念，配合相關防治政策，與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訂定 112-114 年度

保險套自動服務機契約，自動服務機設於活動中心 2 樓男廁牆

面。 

（三）HIV 匿名篩檢、愛滋防治趣味衛教宣導設攤：12/22 與台北市聯

合醫院昆明防治中心和合作，於住宿中心冬至湯園會會場辦理。 

學生諮商中心 

一、 【心理諮商】 

（一）111-1 學期（111/8/1～12/9）個別諮商達 915 人次（136 人），來

談議題排序分別為：情緒困擾、個人覺察（自我探索）、生職涯

議題。 

（二）因進入期末考期間，術科評量與創作排演量持續增加，學生因時

間及壓力大較易造成睡眠不足、飲食不正常等狀況，請師長提醒

學生盡量睡眠時間要足夠及定時飲食，若有觀察及發現學生情緒

不穩定、出現嚴重焦慮、失眠等情形，除請多關心留意與陪伴外，

可轉介至學生諮商中心進行關懷協助。上班時間可電洽諮商中心

https://hiva.cdc.gov.tw/Self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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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機 1348 或 email 到中心信箱 consultant@student.tnua.edu.tw，亦可

使用校外相關安心資源：衛服部安心專線－1925，張老師輔導專

線－1980，生命線協助專線－1995。 

二、 【心理衛生教育推廣】 

（一）11/7&11/21 辦理「安心‧安適」舞蹈系先修班班級輔導活動，共

計 6 場。 

（二）11/1-16 辦理「親愛的‧我們能好好聊聊嗎？」親密關係學習成

長團體，共計 3 場。 

（三）11/2-22 辦理「客製化‧完美」自我探索學習成長團體，共計 4

場。 

（四）11/24、12/1 辦理第一線學務人員「111-1 學期危機處遇增能暨減

壓午餐分享會」，提供學務人員面對危機事件的處理方法增能與

自我照護方法。 

（五）11-12 月辦理會心志工培訓課程－身心與身體連結覺察與悲輔牌

卡輔導增能各一場。 

（六）籌備 112/1/4 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事宜。 

三、 【生職涯諮詢輔導】 

（一）11/1 邀請陳姿縈校友（盛之創意整合有限公司創辦人）擔任生涯

導師諮詢業師，報名參與的 4 位學生皆表示受益良多。 

（二）11/6、12/7 辦理「愛玉私塾聚會活動」，邀請校友黃珮迪、鄭達

敬擔任業師，分別帶領音樂及音樂節行銷企劃、藝術攝影與職涯

規劃兩組，共有 12 位同學參與。 

（三）11/21、11/23 分別與劇設系及動畫系合辦校友講座，邀請鍾宜泰、

陳德芩校友分享畢業前後的職涯規劃及海外留學經驗。 

（四）12/2 完成新媒大四「下一站，（信）幸福」班級輔導拆信活動，

另持續聯繫各系大四學生拆信活動時間，以協助準畢業生進行生

涯回顧與展望。 

四、 【資源教室】 

（一）舉辦 4 場次資源教室主題系列活動：1.障礙平權系列：星光電影

mailto:consultant@student.tnu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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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電影欣賞 2 場次（11/23 光、12/2 動畫人生）；2.11/19 生涯系

列：讓你的手作興趣成為商品講座；3.11/19 愛自己愛別人系列：

香草的奧秘、我的療癒香草茶工作坊。 

（二）111 年度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金請領名冊報部。 

（三）111 年度身心障礙學生輔導工作計畫結案資訊彙整、報告撰寫暨

112 年度輔導工作計畫經費函報教育部。 

五、 【性別平等教育推廣】 

（一）11/17 邀請荷光性諮商中心講師（薛卉芝、江欣怡心理師）帶領

「深度認識保險套－性平手做工作坊」，帶領成員體驗早期手作

保險套的樂趣，並一起深度認識親密關係中的溝通。 

（二）12/22 將於宿舍冬至湯圓會進行外展活動，進行「七彩星空瓶」

的手作 DIY 活動，將於活動中宣導性別平等、跟騷法、自我保

護的概念，歡迎師生前往參加。 

體育中心 

一、 10/15 日（六）「觀音山藝啟樂健行」活動，雖然天公不作美，大家依

舊在做好相關安全措施之下，無畏風雨安全完成挑戰，挑戰組從風櫃

斗步道開始爬到觀音山硬漢嶺碑處。休閒組走林梢步道，挑戰組及休

閒組共計 65 人，順利完成健行活動，學務處感謝所有工作人員及參加

人員。 

二、 11/17 日（一）舉辦「體泳館水上運動會暨開幕儀式」，感謝來自各系

所約 94 位同學參加競賽，邀請到榮獲兩屆大專運動會游泳項目仰式 2

金 2 銀獎項的音樂學系校友陳岍汧，帶來 100 公尺（表演 4 式）領游

演出，別具意義。陳愷璜校長也當面致贈 40 週年紀念校戒，感謝她在

校期間多次為校爭光。得獎名單如下： 

＊50 公尺捷式 

男子組：第一名張大仁（美術四）、第二名侯文詠（美術四）、第三名黃育晨（美碩一） 

女子組：第一名陳昱伶（新媒三）、第二名鄭其昀（傳音三）、三名黃語婕（美術二） 

＊50 公尺蛙式 

男子組：第一名黃育晨（美碩一）、第二名黃暐翔（舞貫二）、第三名張大仁（美術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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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組：第一名黃語婕（美術二）、第二名蔡善葳（動畫三）、第三名胡乃云（新媒二） 

＊男子組 50 公尺仰式 

第一名蘇敬軒（舞貫二）、第二名黃暐翔（舞貫二）、第三名侯文詠（美術四） 

＊男子組 50 公尺蝶式 

第一名蘇敬軒（舞貫二）、第二名張大仁（美術四）、第三名楊悅誠（電影四） 

＊團體賽 

＊趣味競賽「帶球過河」：第一名舞貫二 x4、第二名北投女巫濃湯、第三名～～（貫一） 

＊200 公尺接力：第一名舞貫二、第二名電影四、第三名北投女巫濃湯。 

三、 游泳館 11/1 日（二）起至 11/17 日開始免費試營運，於試營運期間收

到許多的回饋和反應，於 11/18 日至 11/30 日針對軟硬體設施再加強整

修，於 12/1 日正式對外營運，相關營業時間及收費已於官網公告周知。 

四、 本校獲教育部體育署遴選為抽樣新式體適能學校，為建立全國體適能

常模，中心已於 9/12-29 日抽檢檢測兩項漸耐力折返跑及仰臥捲腹測

驗，剔除資料不全共計 100 人，已於 10/13 日將數據上傳至教育部體育

署。 

五、 身體組成分析儀，截至 11/25 日體育中心已檢測 180 人，學生均非常有

興趣瞭解自身身體狀況，邀請有興趣教職員工及學生，歡迎於上班時

間至體泳館測量，藉由量測來了解自身身體狀況。身體組成分析儀採

用生物電阻抗分析法，利用微小電流通過身體，透過不同頻率的電流

來測得人體組成，可以了解個人 BMI、體脂肪量、體內水含量、肌肉、

礦物質、腰臀圍比（腹部和臀部的脂肪分佈）、基礎代謝率等等。 

六、 健身中心預計 10 月份起至 12 月底，每周二下午 5:00～7:00 免費開放

給教職員工及學生使用，每週五 12:10～13:30 開放桌球教室及健身中

心，歡迎教職員工生來運動。 

七、 12/17 日辦理台北大縱走第一段登山活動，11/19 日（六）完成場勘，

全程含休息約 5-6 小時，報名非常踴躍已經額滿，於活動前規劃辦理

四場行前登山訓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