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 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補助款暨學校配合款執行成效報告表  

工作願景：一、建構核心價值與特色校園文化 

工作目標：1-1 建立校園之核心價值並塑造具有特色之校園文化 

工作策略：1-1-1 確立、倡導與釐定高等教育人才培育的核心價值；配合學校整體發展與學生特質，以建立具有特色的校園文化 

編

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

款支應 

學生事

務與輔

導補助

款支應

金額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辦理時間及地點 檢討及建議 
   

1 社團與學

生自治團

體負責人

服務工作

與活動實

務幹部訓

練研習營 

170,000(獎

金：0)(獎

品：0) 

130,000 2015「萬騰不息，寰轉

未來」社團幹部訓練

營： 1.以修習社團經營

為主，內容包含：專題

演講（大堂授課）、實

地演練（依授課內容練

習）、發表會（心得感

想）、聯誼活動（團

康）。 2.藉由「擁抱社

區、社會關懷」的研習

活動理念與實務，在於

培養其策劃創意 、領

導能力及活動技巧， 

並開啟其團隊的思想、

觀念、態度及提升其人

際間成功的領導，藉以

促進社團活動在新的一

參加對象：學生會、

學生議會、社團暨系

學會儲備幹部 參加人

數：125 人 

活動時間：5/16-5/17 活

動地點：小叮噹科學園

區 

1.本次幹部研習營，能加強社

團幹部對服務工作實務的認

識，培養正確的服務態度、觀

念與溝通技巧，學習團康設計

與領導，啟發幹部領導才能，

增進反思與慶賀能力，體認服

務的精神。 2.學員回饋滿整體

意度達 86%，對課程豐富性及

學習成果皆有良好評價，往後

將持續活動。 

   



學期中，能夠有更創

新、進步及完美的發

展，並且傳承新社員正

確的群體觀念及處事的

方法，進而將社團精神

發揚至服務社會人群。 

2 進修部辦

理社團工

作與活動

實務幹部

訓練研習

營 

25,000(獎

金：0)(獎

品：0) 

45,000 藉社團交流，心得分

享，社團運作研習，使

學員對於學校資源、社

團評鑑、社團活動企劃

要領等有深入了解，可

增強學員對社團經營的

能力。  

參加對象：進修學制

社團幹部。 參加人

數：40 人。 

活動時間：10/9-10/10。 

活動地點：BC102 教

室、埔心牧場、郭元益

綠標生活館。 

1.本次研習與預期目標相吻

合，對進修部社團幹部於社團

經營有實質助益。 2.整體活動

滿意度 98%。 

   

3 社團與學

生自治團

體策略聯

盟活動 

20,000(獎

金：0)(獎

品：0) 

66,371 大學校院北區 9 校社團

策略聯盟及 10 校社團

策略聯盟簽約活動，鼓

勵社團參與： 1.安排社

團幹部分別前往德明財

經科技大學、德霖技術

學院、黎明技術學院、

醒吾科技大學等聯盟學

校觀摩與經驗交流分

享。 2.修平科技大學學

生會及社團幹部至本校

進行參訪交流分享。 3.

辦理 105-107 年度北區

參加對象：輔導師

長、策略聯盟學校社

團師生、蒞校交流學

校師生 參加人數：

1080 人次 

活動時間： 1.4/9、

5/13、9/30、11/3 2.6/5 

3.12/11 活動地點： 1.各

策略聯盟學校 2.景文科

技大學 

1.透過 9 校學生社團專題課程

研習活動、經驗交流互動，加

強學生服務學習之觀念，並藉

由各校社團的經驗分享與討

論，確實達到服務學習的連

結，促進學生多元發展與學

習，並提供未來規劃服務學習

之參考。各次活動回饋滿意度

平均達 90%，並希望能增加各

校之交流機會，唯結束活動時

間仍須掌握。 2.活動參訪交流

活動，使兩校社團幹部學生能

透過經驗交流與分享，增進社

   



(10 校)（景文科技大

學、中華科技大學、德

明財經科技大學、育達

科技大學、桃園創新技

術學院、德霖技術學

院、黎明技術學院、佛

光大學、醒吾科技大學

及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

校）大學校院社團策略

聯盟簽約活動。 

團營運、活動及學生自治的專

業知能。各次參訪活動滿意度

皆達 89%，並希望能持續與更

多學校進行交流，認識更多社

團夥伴。 3.透過與策略聯盟

10 校之社團協同合作，共同

為促進學生多元發展與學習而

努力，以達到社團蓬勃發展之

目的。 

4 社團從事

社會關切

主題活動

分享 

30,000(獎

金：0)(獎

品：0) 

20,000 社團服務分享：包含復

興、坪林、建國、鳳

鳴、插角、金敏、文

華、野柳、大成及北新

國小與三重家扶中心等

寒暑假服務營隊分享。  

參加對象：本校班級

導師、各班學生及分

享與表演人員 參加人

數：1266 人 

活動時間：3/3-5/26、

10/6-12/8 活動地點：本

校設計館 L401、餐旅大

樓 H222 

1.針對社團參與社會關懷議題

同學的分享，透過學長姊親身

經驗的敘述與熱情的傳遞，激

發了更多學弟妹參與社會關懷

議題活動的意願，進而加入往

後的服務活動，傳承景文社團

的服務精神。 2.透過分享活

動，助益同學全人教育啟發；

進而促進師生間之互動與活動

回饋。 3.活動問卷回饋：針對

「影片感動」、「合作完成目

標」及「擁抱社區行動付出」

等之滿意度均達 90%以上，尤

其對於影片感動的部分，近

99%，反應極為良好。 

   

5 社團成果 20,000(獎 79,629 場次(一) 視傳系學會 場次(一) 參加對象： 場次(一)： 活動時間： 場次(一)： 1.成果發表，展現    



展 金：0)(獎

品：0) 

「創意走秀」成果發表

活動 場次(二) 學生會

「社團成果聯展暨夢想

起航，放眼未來晚會」 

場次(三) 社團成果發

表：吉他社成果發表

會、勁舞社成果發表

會、向陽康輔社成果發

表會、熱音社成果發表

會 

社團及系學會師生 參

加人數：約 200 人次 

場次(二) 參加對象：

全校師生 參加人數：

約 500 人次 場次(三) 

參加對象：全校師生 

參加人數：約 2000 人

次 

06/02 活動地點：本校行

政大樓五樓禮堂 場次

(二)： 活動時間：06/04 

活動地點：本校設計館

L401 場次(三)： 活動時

間：05/14 05/26 05/23 

05/27 活動地點：本校行

政大樓五樓禮堂 

同學平時創意發展及實作成

果，透過活動達到經驗交流、

相互學習之目的。 2.回饋滿意

度皆達 87%以上。 場次(二)： 

1.透過社團成果發表會展示社

團營運成果，增進社團成員自

信心與榮譽感，並增進新生參

與 社團之動力。 2.回饋滿意

度皆達 90%以上。 場次(三)成

果發表： 1.透過社團成果發表

會展示社團營運成果，增進社

團成員自信心與榮譽感，並增

進新生參與 社團之動力。 2.

各次活動回饋滿意度皆達 90%

以上。 

工作願景：二、營造友善校園並促進學生自我實現 

工作目標：2-1 營造安全校園生活 

工作策略：2-1-1 校園安全之危機管理 

編

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

款支應 

學生事

務與輔

導補助

款支應

金額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辦理時間及地點 檢討及建議 
   

6 校園安全

相關活

10,000(獎

金：0)(獎

40,000 場次一：維護校園安全

「反黑、反詐騙、反

場次(一) 參加對象：

本校學生。 參加人

場次(一) 活動時間：

12/05 活動地點：新店碧

場次(一) 本次活動騎乘路線規

劃順利合宜，並結合本校健康

   



動，推動

反黑、反

詐騙、反

毒教育校

園宣導 

品：0) 毒、反霸凌」單車悠遊

行，為營造校園安全，

以單車運動激勵學生自

我挑戰，並於終點站設

教育宣導點，實施反

黑、反詐騙、反毒等主

題性宣導，並設置有獎

徵答活動，讓同學了解

各項相關法律規定，以

免觸法，達成宣教目

的。 場次二：維護校

園安全~法治教育心靈

影展活動，為強化學生

校園霸凌認知與宣教，

藉由 2 場影片觀賞邀請

專家學者至校針對影片

講評，讓同學瞭解法律

並導正法治觀念，藉由

影片評論分享，關於反

霸凌事件進而對人權議

題直至友善校園氛圍的

建立及探討，讓學生從

司法的角度來剖析人權

問題的尊重，共同營造

安全的友善校園。 

數：104 人 場次(二) 

參加對象：本校學

生。 參加人數：194

人(2 場次)  

潭 場次(二) 1.活動時

間：11/30 活動地點：

B607 教室 2.活動時間：

12/2 活動地點：B607 教

室 

大使社對安全醫護的協助，整

合校內資源，營造校園安全氛

圍，加強法治教育宣導，使其

達成維護校園安全宣教之目

的，活動滿意度平均 90%。 

場次(二) 將持續加強活動相關

法治教育宣導，透過演講、影

片觀賞、競賽等活動加深同學

的司法概念，共同營造友善校

園；活動滿意度平均達 90%。 

7 進修部辦 30,000(獎 60,000 強化全校師生對於反詐參加對象：進修學制 活動時間：5/9 活動地 1.在畢聯會幹部及導師的強力    



理反詐

騙、反菸

害、反毒

教育暨尊

重智慧財

產權班級

合(歌)唱

比賽 

金：0)(獎

品：0) 

騙、反菸害、反毒及尊

重智財權等議題之正確

的觀念，也藉由學生一

連串活動宣導主題的創

意舞台表演，達到教育

目的。以促進安全友善

的校園環境。  

學生。 參加人數：308

人。 

點：行政大樓五樓禮

堂。 

宣導下。使參賽同學都能盡情

地呈現出熱情活力及多樣式才

藝，同時也將宣導主題融入表

演中，達到寓教娛樂的目的。 

2.整體活動滿意度 88.6%。 

8 學生校外

住宿校外

工讀安全

輔導座談

會 

8,000(獎

金：0)(獎

品：0) 

10,000 場次(一) 活勳目標： 

主題：如何防範一氧化

氮中毒 本座談是以在

校外租屋的同學及在校

外工讀及住宿本校宿舍

的同學為主要參加對

象，讓同學瞭解在外租

屋應如何防範一氧化氮

中毒。 場次(二) 主

題：安心租放心住 活

勳目標： 本座談是以

在校外租屋的同學及在

校外工讀及住宿本校宿

舍的同學為主要參加對

象。讓同學瞭解在外如

何看屋如何租屋。。  

場次(一) 參加對象： 

本校校外賃居學生及

校外工讀學生及住宿

學生。 參加人數：61

人 場次(二) 參加對

象：校外賃居學生及

校外工讀學生及住宿

學生。 參加人數：61

人 

場次(一) 活動時間：

4/21 活動地點：設計館

L402 場次(二) 活動時

間：11/24 活動地點：餐

旅大樓 H222 

活動檢討： 請導師、系輔導

教官鼓勵同學多參加；並加強

宣導， 增加誘因項目。 (例：

印製租屋手冊，參加同學記獎

勵。本校住宿同學記點獎勵。

贈送小禮物等)。 場次（一）

對本活動非常滿意及滿意達

95%；同學對座談會中所講解

的如何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及租

屋時應注意事項及房屋契約簽

訂事項，均認為受益良多，感

到滿意及願意再參加的達

86%，由問卷分析得知活動賃

居生安全輔導座談得到同學的

肯定。 場次（二） 座談會中

所講解的如何看屋租屋有詳細

的解說，如租屋時應注意事項

及房屋契約簽訂注意事項，均

   



解說非常清楚，同學認為受益

良多，感到滿意及願意再參加

的達 85%，由問卷分析得知活

動賃居生安全輔導座談得到同

學的肯定。 

9 安全教育

及師生緊

急事件應

變處置訓

練與輔

導。 

5,000(獎

金：0)(獎

品：0) 

15,000 場次(一) 主題：校園安

全防災演練 場次(二) 

主題：交通安全宣導 

場次(三) 主題：人身安

全防身術  

場次(一) 參加對象：

新生，參加人數：計

1378 人 場次(二) 參加

對象：一年級新生 參

加人數：1082 人 場次

(三) 參加對象：日間

部各班安全股長 參加

人數：108 人 

場次(一) 活動時間：

4/7、4/14 活動地點：A

棟前景文一路及 F 棟 場

次(二) 活動時間：10/20 

活動地點：I118 國際會

議廳 場次(三) 活動時

間：12/8 活動地點：行

政大樓 5F 禮堂 

場次(一) 1.因演練時間為 1 小

時，致壓縮演練活動時間，僅

能實施重點演練。 2.部份場次

學生遲到，致影響教學及後面

組別之輪動，應再加強宣導及

檢討改進。 3.本次整體活動滿

意度達 97.6%。 場次(二) 1.建

議增加汽車安全、行人安全等

相關教育課程。 2.建議增加其

他相關安全教育宣導。 3.本次

整體活動滿意度達 98.9%。 場

次(三) 講習前雖已以紙本通知

單、CIP 及各系輔教官親自電

話通知，學生出席率仍過低，

應再加強並檢討改進；本次整

體活動滿意度達 99.8%。 

   

10 辦理宿舍

安全演練

及會議 

25,000(獎

金：0)(獎

品：0) 

70,000 一.會議： 共召開學生

宿舍自治幹部會議 8 次

及寢室長大會 2 場，新

生座談會 1 場，提案討

論 39 件，共解決學生

一.會議： 參加對象：

輔導師長、宿舍自治

幹部及住宿生 參加人

數： 幹部會議共 8 場

每場次約 25 人，寢室

一. 會議： 活動時間： 

03/4、04/8、05/6、

5/13、 06/10、9/15 

10/14、11/16、12/02、

12/16 活動地點： 本校

一. 會議： 1.回饋調查中，幹

部對擔任各樓幹部，覺得能跟

同學有更多互動的機會，雖然

有時候常會聽到住宿生的抱

怨，但協助解決問題後會有成

   



問題 98 餘件，其中以

宿舍修繕 36 件為最

多，其次是宿舍內部管

理問題 30 件，會議內

容以檢討工作得失，增

進溝通 技巧與自治共

識；並從會議中幹部分

享別人經驗，對增進幹

部知能頗有助益。 二.

安全演練：活動學生宿

舍消防逃生應變訓練：

全年共計活動四場次，

活動目標在使住宿生能

瞭解宿舍消防設備位置

及正確使用方法，遇突

發狀況有適當處置及逃

生本領，培養住宿生救

人及自救能力。 活動

項目如下： 1.消防器材

擺放位置說明及介紹 2.

消防器材使用方法及操

作 3.緊急事件警報器位

置及押壓方式 4.逃生演

練實作，以提昇緊急應

變能力 

長大會共 2 場每場次

各約 240 人，新生座

談會 390 人 二.安全演

練： 參加對象：本校

學生 參加人數：第 1.2

場 328 人，第 3.4 場

386 人 

宿舍治會會議室及圖資

大樓會議室 二.安全演

練： 活動時間： 3/17-

3/18，10/6，共 3 場分 8

梯次進行 活動地點： 本

校學生宿舍(育成大

樓)1~9 樓 

就感。 2.優點： (1)本學期 8

次活幹部會議及 2 次寢室長大

會、新生座談會皆能按時召

開，幹部都相當守時，均能依

規定活動時間在 17：30 到達

會場，18：00 會議準時開始。 

(2)學生幹部十分盡責，事前會

議準備及會中問題討論皆相當

認真，會後會場清理採輪流方

式。 二.安全演練： 1.4 場次

活動教官講解詳實學生反應良

好，各樓逃生演練確實，對學

生住宿安全頗有助益。 2.優

點： (1)本次活動大部分住宿

生都相當守時，均能依規定活

動時間在到達指定場地，讓活

動準時開始。 (2)學生幹部十

分盡責，從活動佈置.點名乃

至於活動全程均能主動協助，

並且相互協助各樓住宿生集合

簽到，活動場地秩序控制良

好。 

11 緊急送醫 182(獎 12,000 緊急送醫：學輔人員代慰問及送醫：24 人 活動時間：2/1-12/30 同學得到適時的慰問及協助，    



金：0)(獎

品：0) 

表學校至校外探視生

病、受傷之學生車資及

慰問品。 送醫交通補

助費：緊急事件發生

時，本校之教職員本著

愛護學生之精神，協助

護送或趕至醫院，協助

就醫相關事宜。  

期能持續辦理。 

工作目標：2-2 促進與維護健康 

工作策略：2-2-1 疾病之三級預防與健康環境之維護 

編

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

款支應 

學生事

務與輔

導補助

款支應

金額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辦理時間及地點 檢討及建議 
   

12 健康促進

與疾病之

預防 

20,000(獎

金：0)(獎

品：0) 

30,000 活動(一)宿舍早睡早起

活動： 活動目的為養

成學生健康之生活習

慣，並藉由早起運動加

強體能及促進健康，參

加學員反應熱烈，報名

踴躍達 65 人(取前 60

人名)，活動結束全勤

(16 次)11 人、出席 12

次以上達 42 人，後測

顯示早睡早起已有明顯

活動(一)：宿舍早睡早

起活動 參加對象：住

宿學生。 參加人數：

16 次，共計 1,545 人

次。 活動(二)：健康

檢查結果說明會暨肺

結核防治宣導講座 參

加對象：一年級學

生。 參加人數：共計

1,046 人。 

活動(一)宿舍早睡早起

活動 活動時間：9/30-

12/1 每週一、三早睡

(11：00)及每週二、四早

起(07：30) 活動地點：

宿舍 1F~9F、人文館、

操場。 活動(二) 健康檢

查結果說明會暨肺結核

防治宣導座 活動時間：

10/21~10/27 活動地點：

I118 國際會議廳 

此次健促活動反應均是讚許

的，活動講師幽默風趣、講解

由淺入深的方式，與學員們互

動熱絡，課後亦提供學生私下

問答活動時間，可以立即解決

學生疑惑。早睡早起活動，宿

舍值班老師更是每次出席，親

自帶領學員一起運動此活動已

持續第 4 年，具一定口碑，因

此報名踴躍，後測顯示成效良

好，建議持續活動，希望藉由

   



進步。 活動(二)健康檢

查結果說明會暨肺結核

防治宣導講座： 針對

一年級各班於發放體檢

報告時進行解說，提升

學生對健康檢查結果與

肺結核疾病防治的認

知，共活動 6 場次，後

測成績平均達 86.4

分。  

活動能加強大家對健康的認知

及重要性，進而強化個人體魄

及身心健康；滿意度達 88%以

上。 

13 強化緊急

事件處理

能力 

35,000(獎

金：0)(獎

品：0) 

35,000 活動(一)學輔人員「強

化緊急事件處理--心肺

復甦術研習」： 研習

課程結合影片、技術練

習與測驗、紙筆測驗

等，讓學員們更加熟練

基本救命之技術與專業

知能，活動共計 3 場

次。 活動(二) 活動兩

天 16 小時事故傷害研

習： 課程結合影片、

真人實際操作、模型演

練、分組討論、技術練

習與測驗、紙筆測驗

等，運用各種教學方

法，以加強學員基本救

活動(一) 參加對象：

全校學輔人員計 183

人次參加 活動(二) 參

加學生計 42 人 

活動(一) 活動時間：2/5

日、3/24、3/27 活動地

點：行政大樓 5 樓大禮

堂 活動(二) 活動時間：

11/28、11/29 活動地點：

行政大樓 B507 教室及五

樓大禮堂 

活動檢討： 活動(一)課後評量

多數學員對此研習是肯定滿意

的，希望藉由此研習可以推廣

全校師生都能知道及了解急救

的重要性，活動整體滿意度達

99%。 活動(二)學員們反應是

覺得上課活動時間太早且活動

時間緊湊，練習活動時間太

少，無法充裕技術練習，希望

可以增加術科練習，爾後將與

講師共同協商課程的安排，活

動整體滿意度達 100%。 改進

建議： 活動(一)由於第 2 場次

人數較多，且活動時間緊湊，

每個人無法有充裕技術練習，

現場練習動線規劃欠佳，未來

   



命之技術與專業知能。 將會先和教練溝通協調，希望

避免造成研習現場的混亂。 

活動(二)報名參加學員不太踴

躍，未來仍須再加強活動的宣

導，希望能提高報名參加率，

另外希望提升講師上課之活潑

度。 

14 健康安全

環境之維

護 

20,000(獎

金：0)(獎

品：0) 

20,000 活動餐飲安全衛生管理

系列活動 活動(一)：執

行餐廳餐具、食材檢驗

及檢體回收 103 學年度

第二學期與 104 學年度

第一學期檢查結果，餐

具澱粉檢驗合格率為

99.2%、100%，脂肪檢

驗合格率為 99.2%、

100%；食材過氧化氫

檢驗合格率為 91.3%、 

100%，亞硝酸鹽檢驗

合格率均為 100%。藉

此活動，期望提供給師

生健康安全的餐飲。 

活動(二)：活動食品營

養相講座及活動 共活

動四場講座及一場活

動：「黑心食品面面

活動(一)：執行餐廳餐

具、食材檢驗及檢體

回收：103 學年度第二

學期與 104 學年度第

一學期皆有健康大使

社社員 8 人協助。 活

動(二)：活動食品營養

相關講座及活動 參加

對象：全校師生 參加

人數： 1.「黑心食品

面面觀」講座，參加

人數為 50 人。 2.「享

受美食享瘦健康暨運

動雕塑身材」講座，

參加人數為 31 人。 3.

「外食輕鬆選健康好

簡單」講座，參加人

數為 48 人。 4.「白開

水 in 含糖飲料 out」講

活動(一)：執行餐廳餐

具、食材檢驗及檢體回

收 活動時間：3/1-6/30、

9/22-12/15 活動地點：校

內餐廳及健康中心 活動

(二)：活動食品營養相

關講座及 1.「黑心食品

面面觀」講座 活動時

間：5/26 活動地點：

B604 教室 2.「享受美食

享瘦健康暨運動雕塑身

材」講座 活動時間：6/9 

活動地點：B604 教室 3. 

「外食輕鬆選健康好簡

單」講座 活動時間：

11/3 活動地點：B604 教

室 4. 「白開水 in 含糖飲

料 out」講座 活動時

間：11/24 活動地點：

活動(一)：執行餐廳餐具、食

材檢驗及檢體回收 1.檢驗合格

率高，不合格者均會於當周不

定期再檢測一次，複檢 100%

合格。 2. 餐廳檢驗志工皆於

活動時間內完成檢驗，此負責

的精神及態度值得嘉許，志工

除獲得餐具及食材檢驗技巧

外，也能說出檢驗的意義及判

讀檢驗結果。 3.檢驗志工招募

不易，流動性又高，建議除餐

盒外，若能增加誘因，期望更

能留住志工。 活動(二)：活動

食品營養相關講座及活動 1.四

場講座整體滿意度分別為

85%、85.2%、89%及 94%，一

場活動滿意度為 93.6，滿意度

高。 2.「外食輕鬆選健康好簡

單」講座中搭配伸展操課程，

   



觀」、「享受美食享瘦

健康暨運動雕塑身

材」、「外食輕鬆選健

康好簡單」、「白開水

in 含糖飲料 out」及

「歡樂飲料吧」，以增

進師生對健康飲食、食

品安全與檢康減重的知

能。 活動(三)：製作新

進攤商熱門商品營養成

分分析看板 提供校內

餐飲的營養分析，製作

成看板，放置於攤位

前，供消費者於選購時

參考。兩學期各分析

10 家攤商，計 56 道產

品，其中有 2 家商家為

飲料店家，除分析熱量

外亦檢測其含糖度進行

計算及標示。 活動

(四)：活動校內餐飲滿

意度調查 進行網路問

卷調查，各攤商餐點及

服務滿意度以 Yami 

yami 早餐店居首(83.74

分)、618 鬆餅其次

座，參加人數為 25

人。 5.「歡樂飲料

吧」活動，參加人數

為 102 人。 活動(三)：

製作新進攤商熱門商

品營養成分分析看板 

參加對象：校內餐廳

攤商 人數：共 10 攤 

活動(四)：活動校內餐

飲滿意度調查 參加對

象：全校師生 參加人

數：481 人 

BC102 教室 5. 「歡樂飲

料吧」活動 活動時間：

11/22 活動地點：景文一

路椰林大道 活動(三)：

製作攤商熱門商品營養

成分分析看板 活動時

間：3/1-6/30、9/22-12/15 

活動地點：健康中心 活

動(四)：活動餐廳滿意

度調查 活動時間：5/4-

5/18 活動地點：採用網

路問卷 

使整個課程更加生動活潑也同

時提倡運動的重要性；「白開

水 in 含糖飲料 out」講座中講

師則是現場示範化學果汁之配

置，讓學員更能了解市售果汁

絕大部分都是由化學添加物所

調配出來，「歡樂飲料吧」活

動讓參加者了解市售飲料含大

量糖分及熱量並無任何營養

素。 3.講師活潑或是進行方式

較多元的講座及活動，滿意度

較高，建議日後的講座可朝此

方向改進。 活動(三)：製作攤

商熱門商品營養成分分析看板 

1.將各攤商熱門產品的營養分

析看板放置於攤位前，可供消

費者選購之參考，也兼具教育

意義。 2.校內攤商流動率大，

對新進攤商仍需持續活動。 

活動(四)：活動校內餐飲滿意

度調查 1.活動餐廳滿意度調查

可了解餐廳攤商狀況做為改進

之參考。 2.滿意度調查結果可

用海報、學校首頁公告等，讓

師生知悉。 



(81.76 分)、加州大王第

三(81.01 分)。 

15 進修部急

救安全教

育訓練~

校園

CPR & 

AED 研

習活動 

6,000(獎

金：0)(獎

品：0) 

10,000 1.透過急救訓練研習活

動，以增進心肺復甦

術、異物哽塞和正確使

用 AED 之技能。 2.提

升學生正確急救的知

能。 

參加對象：學生參加

人數 40 人 

活動時間：04/30。 活動

地點：行政大樓 5 樓禮

堂 

1.由於大部分進修部學生在白

天都上班，所以課程活動時間

安排於晚上 7：00，較多學生

能夠參加。 2.也要多加強學生

活動時間觀念。 3.多備備用安

妮，使學生有足夠活動時間練

習。 4.活動整體滿意度達

100%。 

   

工作策略：2-2-2 心理與問題行為之三級預防 

編

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

款支應 

學生事

務與輔

導補助

款支應

金額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辦理時間及地點 檢討及建議 
   

16 心靈健康

講座 

5,000(獎

金：0)(獎

品：0) 

10,000 場次(一)：辦理「雲門

流浪者旅程經驗與生命

故事」學生講座 場次

(二)：辦理 「發現夢想

的驚嘆號！讓人生的夢

想直線加速」學生講座 

場次(一)： 參加對

象：本校師生 參加人

數：97 人。 場次

(二)：參加對象：本校

師生 參加人數：101

人。  

場次(一)： 活動時間：

104.11.18 活動地點：

B607 教室 場次(二)： 活

動時間：104.11.25 活動

地點：B607 教室 

場次(一)： 本次邀請到參與雲

門流浪者計畫之講師來校分享

旅程經驗與生命故事，但仍有

學生於回饋中反應希望講者生

動些，此建議有機會會分享給

講者參考。 場次(二)： 本場講

者為身心靈老師亦具有廣播節

目主持人的身份，擁有吸引人

的個人獨特力，聆聽講者娓娓

   



道來自己的生命故事，讓在場

聆聽的同學都為之感動，更豐

富了本場講座的內涵。 二場

活動中，學生的「整體滿意

度」達 92%感到滿意，且有

95%的學生表示對講座內容有

「新的收穫」。  

17 班級輔導

員研習活

動 

10,000(獎

金：0)(獎

品：0) 

10,000 場次(一)： 以生命教育

為主題，辦理「作自己

的幸福捕手」研習，講

師 盧美凡臨床心理師 

場次(二)： 以性平教育

為主題，辦理 「愛•

流動：是親密還是暴

力？」研習，講師賴友

梅 

場次(一)： 參加對

象：本校學生 參加人

數：88 人。 場次

(二)： 參加對象：本

校學生 參加人數：109

人。 

場次(一)： 活動時間：

5/12 活動地點：B507 教

室 場次(二)： 活動時

間：10/6 活動地點：

B604 教室 

場次(一)： 整體活動滿意度為

92%，並且達到幫助同學了解

增進相關技巧、理解傾聽之重

要性與概念，以及在活動中進

行意見的交流與互動。 場次

(二)： 整體活動滿意度為

91%，並且達到幫助同學了解

性別平等、兩性相處，以及在

活動中進行意見的交流與互

動。 

   

工作目標：2-3 促進和諧關係 

工作策略：2-3-1 落實性別平等教育 

編

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

款支應 

學生事

務與輔

導補助

款支應

金額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辦理時間及地點 檢討及建議 
   

18 性別主題 12,000(獎 23,000 場次(一)(進修部)： 藉 場次(一)(進修部)： 參 場次(一)(進修部)： 活動場次(一)(進修部)： 1.本次講    



知能暨宣

導活動 

金：0)(獎

品：0) 

由專家「性別平等」主

題講座，正確教育學生

消弭性別歧視，維護人

格尊嚴，落實本校性別

平等。 場次(二)： 辦

理「關於愛的二三事」

性平學生講座，讓學生

了解多元性別及愛滋防

治等相關知識，透過本

講座，達到參與師生更

理解與尊重愛的多元面

貌。 場次(三)： 辦理

「性別大悶鍋-談家庭

中性別議題」性平學生

講座，讓參與者增進對

性別的意識及敏感度。 

場次(四)： 場次(四)： 

辦理「平等性別-貼心

校園」性別主題活動，

利用中心辦理相關活動

時宣導性別平等觀念，

以協助學生認識性別與

自我發展的關係，建立

性別平等、和諧與相互

尊重的環境。活動場

次：10/22 性別講座宣

加對象：進修學制學

生。 參加人數：61

人。 場次(二)： 參加

對象：本校學生 參加

人數：102 人。 場次

(三)： 參加對象：本

校學生 參加人數：85

人。 場次(四)： 本校

學生 126 人。 下城里

民及新和國小部落屋

學童 55 人。  

時間：3/30。 活動地

點：F104 教室。 場次

(二)： 活動時間：5/13 

活動地點：人文館 F104

教室 場次(三)： 活動時

間：10/22 活動地點：行

政大樓 B604 教室 場次

(四)： 活動時間：

10/22、11/6、11/10、

10/17、11/7 新和國小活

動宣導。 活動地點：本

校、新店下城里社區、

新和國小 

座同學均能專心聆聽，與講師

間互動佳，多位同學也能主動

分享自己的看法與經驗，有效

達至教育目的。 2.整體活動滿

意度 90.2%。 場次(二)： 對

「主講者」及「內容」滿意度

均達 95%以上滿意，並有 90%

以上的參與者認為此講座對他

/她們而言在觀念上有新的收

穫，故本次講座確能幫助學生

提升對於愛滋防治的正確認

知。 場次(三)： 對「主講者」

及「整體滿意度」均達 95%以

上。唯獨美中不足之處，在於

講師麥克風使用上有雜音，已

向營繕組反應，希望能有所改

善。 場次(四)： 對「愛情反

恐」「性別多元」及「小心防

狼」等內容有 85%以上的參與

者認為對他/她們而言在觀念

上有新的收穫，故符合本活動

目標。 



導、11/6、11/10 性平

電影欣賞活動宣導、

10/17 月下城里活動宣

導、11/7 新和國小活動

宣導。 

工作策略：2-3-2 強化導師功能，有效輔導學生學習及生涯發展，促進師生和諧關係 

編

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

款支應 

學生事

務與輔

導補助

款支應

金額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辦理時間及地點 檢討及建議 
   

19 導師會議

及導師之

知能講座 

40,000(獎

金：0)(獎

品：0) 

80,000 導師會議： 場次

(一 )(二) 1.藉由與導師

座談方式，提出相關議

題，解決現有問題，達

到學校行政單位與導師

之雙向溝通目的，以順

暢校務發展。 2.全校日

間部導師齊聚一堂，齊

為導師工作努力，交

換、分享各項輔導經

驗。 3.彙編導師資源暨

會議手冊。 導師知能

講座： 場次(一) 辦理

「滑世代來臨-談大學

生網路成癮與自殺防

導師會議： 場次(一 ) 

參加對象：導師、學

輔工作人員 參加人

數：162 人 場次(二 ) 

參加對象：導師、學

輔工作人員 參加人

數：152 人 導師知能

講座： 場次(一) 參加

對象：本校導師、學

輔工作人員 參加人

數：124 人。 場次(二) 

參加對象：老師、 學

生、其他 參加人數：

106 人 場次(三) 參加

對象：導師、輔導教

導師會議： 場次(一) 活

動時間：10/19 活動地

點：L401 國際會議廳 場

次(二) 導師會議：(二) 

活動時間：3/10 活動地

點： 人文館 F104 會議

室 導師知能講座： 場次

(一) 活動時間：4/7 活動

地點：人文館 F104 場次

(二) 活動時間：5/26 活

動地點：人文與設計館

F104 場次(三) 活動時

間：10/27 活動地點：行

政大樓 B607 教室 場次

(四) 活動時間：12/1 活

導師會議： 場次(一)(二) 平均

滿意度為 78.5%，對順暢導生

輔導與溝通，甚有助益。 導

師知能講座： 場次(一) 活動問

卷回饋：針對「活動主講

人」、「內容滿意度」等面向

調查結果，滿意度達 95%，顯

示本活動有助於提昇輔導人員

對學生網路成癮的成因與問題

有更全面及深入的了解外，並

具備運用在自殺防治上的能

力。 場次(二) 整理活動滿意度

達 92%以上 須改進建議事

項：會議前一天，希望能再發

CIP 提醒。 場次(三) 導師們普

   



治」-導師會議及導師

知能講座，提昇輔導人

員對學生網路成癮的成

因與問題有更全面及深

入的了解外，並具備運

用在自殺防治上的能

力。 場次(二) 講題

「一定要做服務學習

嗎？」藉由主講者實務

經驗中，使本校老師在

帶領與施作服務學習方

案時，可以更得心應

手。 場次(三) 講題

「學生藥物濫用預防措

施」，提升導師對毒品

危害的認知，並強化藥

物濫用學生樣態辨識

度，可做為並隨時關心

及觀察學生日常生活習

慣的參考，期能有效發

現並輔導學生，建立正

確、基礎的觀念。 場

次(四) 講題「如何將性

別平等精神融入生活與

教育」 

官、學輔工作人員 參

加人數：130 人 場次

(四) 參加對象：導

師、學輔工作人員 參

加人數：127 人 

動地點：L401 國際會議

廳 

遍對藥物濫用的症狀即戒治不

甚了解，將加強以演講及導師

會議或班會活動時間等加強宣

導，提升導師們對毒品認知，

宣導同學反毒防範，避免學生

吸食毒品行為，達成毒品防治

的目的，活動滿意度達 80%。 

場次(四) 活動滿意度達 77%，

對導師瞭解應對及輔導多元性

別議題甚有助益。  

20 辦理職涯 10,800(獎 8,000 場次(一): 分享「校園 場次(一)： 參加對 場次(一): 活動時間： 場次(一): 從滿意度回饋問卷資    



輔導知能

研習系列

活動 

金：0)(獎

品：0) 

裡的職涯輔導導師」 

場次(二) 「少子化世代

的職涯輔導老師」、

「多元學生在臺生涯一

哩路」  

象：本校老師及輔導

人員 參加人數：17 人 

場次(二)： 參加對

象：本校老師及輔導

人員 參加人數：42 人  

6/16 活動地點：行政大

樓 三樓小會議室 場次

(二) 活動地點：11/24、

11/26 活動地點：行政大

樓 三樓小會議室 

料之統計顯示，多數老師對於

「經驗分享」有許多助益與收

穫，今後此輔導研習活動將增

加職涯輔導之經驗分享，以增

進各系學生職涯輔導之交流與

學習；在「活動時間安排適當

程度上」相對較低(滿意度

86%)，日後規劃此類似知能研

習活動可調整活動場次與時

數。 場次(二): 從滿意度回饋

問卷中顯示，參加人員對於

「研習主題與活動目的」、

「活動有增進對主題的了

解」、「有助於提升輔導學生

職涯發展規劃滿意度皆達 92%

以上，將持續辦理此知能研習

活動，以提供職涯輔導及職涯

發展業務相關教師參加，進而

提升職涯輔導之效能。 

21 輔導老師

研習 

10,000(獎

金：0)(獎

品：0) 

20,000 場次(一)： 辦理「走過

憂鬱的深谷-談憂鬱症

陪伴與情緒覺察」輔導

老師研習活動，讓輔導

人員了解情緒困擾的知

能，提供學生適切之處

遇服務。 場次(二)： 

場次(一)： 參加對

象：輔導老師 17 人 場

次(二)： 參加對象：

相關輔導人員 參加人

數：8 人 場次(三)： 

參加對象：輔導老師

24 人 場次(四)： (1).參

場次(一)： 活動時間：

05/26 活動地點：行政大

樓 3 樓小會議室 場次

(二)： 活動時間：09/11 

活動地點：學輔中心資

源教室 場次(三)： 活動

時間：10/16 活動地點：

場次(一)： 針對「場地時間安

排」，滿意(含非常滿意)均達

95%以上，另「主講人整體表

現」、「研習主題」、「有新

的收穫」等面向調查結果，滿

意(含非常滿意)均達 100%，顯

示本活動有助於提昇輔導專業

   



辦理「個案研討暨團體

督導」活動，培養輔導

人員專業素養，發揮輔

導功效，以提昇輔導品

質。 場次(三)： 辦理

「高關懷學生危機辨識

與輔導」輔導知能研

習，增強輔導人員危機

辨識與輔 導知能。 場

次(四)： (1).「情緒覺

察與陪伴」輔導知能研

習，增進輔導知能並提

供學生多元的輔導資

源。 (2).「脈輪舞蹈.靜

心」輔導知能研習，藉

由舞蹈探索自我的另一

種非語言的輔導方式。  

加對象：輔導老師 21

人 (2).參加對象：輔導

老師 23 人 

行政大樓 4 樓商管學院

會議室 場次(四)： (1).活

動時間：11/03 活動地

點：行政大樓 3 樓小會

議室 (2).活動時間：

11/24 活動地點：學輔中

心團諮室 

面向的知能。 場次(二)： 針對

「場地時間安排」，滿意(含

非常滿意)均達 100%，另「活

動督導」、「有新的收穫」等

面向調查結果，滿意(含非常

滿意)均達 100%。 場次(三)： 

針對「場地時間安排」，滿意

(含非常滿意)均達 100%，另

「活動主講人」、「研習主

題」、「有新的收穫」等面向

調查結果，滿意(含非常滿意)

均達 100%。 場次(四)： (1). 

在「主講者整體表現」及「整

體活動安排」滿意(含非常滿

意)均達 100%， 也有 95%的學

員認為本次研習有新的收獲，

顯見活動內容符合預期目標。

不過本次研習因討論太過熱

烈，在活動時間上小有延誤，

但整體活動進行圓滿順暢。 

(2). 在「主講者整體表現」、

「活動內容」、「有新的收

獲」及「整體活動安排」滿意

(含非常滿意)均達 100%，表示

活動內容符合預期目標。本次

活動因場地借用不清，造成臨



時變更活動場地，對此承辦單

位已建議體育室，爾後請針對

場地保管加強管理，以免場地

重復借用的類似事件再次發

生。 (3).二場活動中，「整體

滿意度」滿意(含非常滿意)達

100%感到滿意。 

22 主題輔導

系列活動 

30,000(獎

金：0)(獎

品：0) 

20,000 場次(一)： 活動「戀愛

講義」團體輔導活動 

場次(二)： 活動「找尋

心方向」占星與生涯工

作坊 場次(三)： 活動

「情緒 gogog 藝起來」

團體輔導活動 場次

(四)： 活動「考前抒壓

all pass」工作坊 

場次(一)： 參加對

象：本校學生 場次

(二)： 參加對象：本

校學生 參加人數：16

人。 場次(三)： 參加

對象：本校學生 參加

人數：12 人。 場次

(四)： 參加對象：本

校學生 參加人數：19

人。 

場次(一)： 活動時間：

4/30-6/4 活動地點：學輔

中心團體室 場次(二)： 

活動時間：5/13 活動地

點：學輔中心團體室 場

次(三)： 活動時間：

10/15-11/26 活動地點：

學輔中心團體室 場次

(四)： 活動時間：10/28 

活動地點：學輔中心團

體室 

場次(一)： 本次團體的滿意度

達 100%，顯示本活動的安排

是令人滿意的，另外對於愛情

迷思的釐清達九成，對於自我

釐清的部分，在幫助學生提升

自我了解的程度達百分之百，

另外思考感情價值觀此一目標

亦達到百分百的效用，顯示此

次活動的安排良好，對同學的

心理健康有顯著正向的幫助。 

場次(二)： 本次工作坊總人數

共計 16 人，又以女性占大多

數約 81％，前來參加的同學

三年級佔了五成，可能與其在

生涯抉擇之交叉點有關。 場

次(三)： 有六道題目針對團體

整體滿意度、對自我與他人情

緒之覺察、認識與面對的幫

助，及對學輔中心活動的參與

   



意願，進行成員滿意度之調

查，結果顯示滿意度達 100% 

場次(四)： 在回饋表當中可以

見到學生的滿意度為 100%，

有 100%的學生願意繼續參加

學輔中心的活動，並且對於情

感表達的方式更有幫助，顯然

活動提升了學生與學輔中心接

觸的意願，100%的同學覺得

在工作坊過程很放鬆，92%同

學確實覺得工作坊能夠幫忙抒

解考試的壓力。 

23 心理衛教

推廣暨班

級團體輔

導活動 

30,000(獎

金：0)(獎

品：0) 

20,000 場次(一)： 學輔中心活

動大三身心健康施測暨

班級團體輔導活動，已

活動 1 場電影欣賞暨座

談、24 場班級團體心

理測驗、8 場班級座

談。 場次(二)： 學輔

中心活動班級團體輔導

活動，已活動 5 場電影

欣賞暨座談、6 場班級

團體心理測驗、5 場班

級座談。 

場次(一)： 參加對

象：本校學生 參加人

數：750 人。 場次

(二)： 參加對象：本

校學生 參加人數：522

人。 

場次(一)： 活動時間：

2/17-6/10 活動地點：各

班教室 場次(二)： 活動

時間：9/15-12/15 活動地

點：各班教室 

場次(一)： 對學生的幫助以及

符合學生的需求則達到 80%滿

意度。 場次(二)： 滿意度的部

分，學生的滿意度接達 80%，

對於是否有新收穫則高達

90%，顯示講師準備的方向接

能切合學生的需要，為學生帶

來新的體驗。 

   

工作目標：2-4 促進適性揚才與自我實現 

工作策略：2-4-3 辦理創意活動，培養學生創新能力 



編

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

款支應 

學生事

務與輔

導補助

款支應

金額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辦理時間及地點 檢討及建議 
   

24 推展系學

會會務活

動 

185,000(獎

金：0)(獎

品：0) 

100,000 系學會特色主題、迎新

活動： 1.企管系、資工

系、視傳系、財金系活

動「鏡界-四系聯合迎

新(VBCF)活動」 2.資

管系、國貿系、財稅系

活動「High 翻武荖

坑，三系 Let you fun 三

系聯合迎新活動」 3.旅

遊系活動「電佈『遊』

中，機不可濕迎新活

動」 4.旅館系活動「旅

館迎新，卡通大亂鬥活

動」 5.餐飲系活動「激

發熱情之迎新宿營活

動」 6.行流系活動

「MLM 行流系之迎新

宿營活動」 7.電子系、

環物系、應外系活動

「APE-三系聯合迎新

活動」  

參加對象：各系學會

幹部及各系新生 參加

人數：1600 人次 

活動時間： 1.9/25-9/27 

2.9/25-9/27 3.10/2-10/3 

4.10/9-10/10 5.10/9-10/10 

6.10/23-24 7.10/24-10/26 

活動地點： 1.桃園埔心

農場 2.宜蘭武荖坑風景

區 3.苗栗騰龍山莊/通宵

海水浴場 4.新竹小叮噹

科學園區 5.新店文山農

場 6.新竹小叮噹科學園

區 7.苗栗西湖渡假村 

1.系學會多採聯合活動方式，

資源更能統整以充分運用，活

動內容也更加豐富。 2.活動整

體滿意度 72%，問卷顯示各系

新生對於各系學會活動之迎新

活動大致感到滿意，唯因場地

宿營或露營及餐飲等方面安

排，尚須多所檢討精進。 

   



25 社團辦理

全校性或

校際性活

動 

127,818(獎

金：0)(獎

品：0) 

40,000 場次(一)： 第十屆百世

盃孝道創意表演競賽-

校園賽 場次(二)： 世

界電影雜誌「校園同樂

會」活動 場次(三)： 

新生輔導「入景隨俗，

文武雙全」社團表演活

動 場次(四)： 教師節

謝師恩活動 場次(五)： 

學生會活動 104 學年度

社團多元主題特色週-

「形形社社，翻轉融

合」 場次(六)： 國際

交流社活動「萬獸奇

具，聞舞雙權」萬聖紫

錐花反毒宣導活動 場

次(七)： 向陽康輔社活

動「向陽追夢 e 夥伴」

社團慶生暨成果發表 

場次(八)： 吉他社活動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

「吉他社十校聯展活

動」 場次(九)： 旅遊

系學會參與 2015 第十

屆百世盃孝道創意表演

競賽-全國總決賽獲得

場次(一)： 參加對

象：社團及系學會師

生 參加人數：約 200

人次 場次(二)： 參加

對象：全校師生 參加

人數：約 300 人次 場

次(三)： 參加對象：

各社團及全校新生 參

加人數：約 1400 人次 

場次(四)： 參加對

象：學生會及全校老

師 參加人數：約 500

人 場次(五)： 參加對

象：各社團及全校師

生 參加人數：約 1500

人次 場次(六)： 參加

對象：各社團及全校

師生 參加人數：約

300 人次 場次(七)： 

參加對象：各社團及

全校師生 參加人數：

約 150 人次 場次(八)： 

參加對象：各社團及

全校師生 參加人數：

約 180 人次 場次(九)： 

參加對象：社會大

場次(一)： 活動時間：

6/2 活動地點：行政大樓

五樓禮堂 場次(二)： 活

動時間：5/21 活動地

點：校園 場次(三)： 活

動時間：9/1、9/3、9/4 

活動地點：行政大樓五

樓禮堂 場次(四)： 活動

時間：9/23-9/24 活動地

點：校園 場次(五)： 活

動時間：10/19-10/23 活

動地點：行政大樓五樓

禮堂 場次(六)： 活動時

間：11/3 活動地點：行

政大樓五樓禮堂 場次

(七)： 活動時間：11/7 

活動地點：行政大樓五

樓禮堂 場次(八)： 活動

時間：11/28 活動地點：

行政大樓五樓禮堂 場次

(九)： 活動時間：12/13 

活動地點：台北市政府

東門廣場 

場次(一)： 1.以孝道為表演主

軸，藉此讓參與人更重視孝

道、品格。 2.活動滿意度為

72%。 場次(二)： 1.透過提升

校內電影風氣，推動藝文活

動，並經由一系列闖關遊戲，

增進活動趣味性，增進師生情

誼。 2.本活動整體滿意度達

85%。 場次(三)： 1.新生透過

表演能快速地認識本校社團，

並經過問卷選擇自己想參加的

社團，使後續社團幹部能藉此

進行招生。 2.本活動滿意度達

98%。 場次(四)： 1.藉由教師

節謝師恩活動向全校老師表達

感恩之意，增進師生間的感

情。 2.活動滿意度達 98%，受

到老師們支持與肯定。 場次

(五)： 1.透過所有社團共同參

與此次相關教育主題活動，激

發與引導學生多元潛能的展

現，讓全校師生共同參與具教

育性議題活動。 2.活動滿意度

達 86%。 場次(六)： 1.透過這

次的萬聖節與反毒活動結合，

在短劇中教導大家正確的毒品

   



全國總冠軍  眾、百世志工 參加人

數：約 500 人次 

觀念。也在活動中，帶領團康

讓本校生與境外生有充分的相

處與文化交流，更促進大家的

和諧與相處。 2.活動滿意度達

98%。 場次(七)： 1.透過社團

慶生的大日子，推廣多元議題

「反霸凌」，也讓社員們充分

的表現出一年所學，並莫忘初

衷。 2.活動滿意度達 100%。 

場次(八)： 1.藉此活動展現社

員平時練習的成果，並訓練幹

部以及社員籌辦活動、表演主

持之能力，且透過表演的方式

提升原有社員之吉他實力，增

加與友校及友社的交流，彼此

互相學習、精益求精。 2.活動

滿意度達 96%。 場次(九)： 1.

以孝道為表演主軸，藉此讓參

與人更重視孝道、品格。 2.活

動滿意度為 100%。 

26 社團辦理

多元化教

育議題活

動 

90,275(獎

金：0)(獎

品：0) 

30,000 場次(一)： 旅遊系活動

「夢想不遠，攜手向

前」-專題演講活動、

「宇宙遨遊，創意無窮

之遊程設計大賽」活

動、「旅遊行星，尋找

場次(一)： 參加對

象：旅遊系師生 參加

人數：約 300 人次 場

次(二)： 參加對象：

全校師生 參加人數：

約 1000 人次 場次

場次(一)： 活動時間：

3/12、4/9、 4/10、4/30、

6/4 活動地點： 場次

(二)： 活動時間： 

1.3/31-6/09、10/12-12/08 

2.3/19-6/11、10/15-1/7 活

場次(一)： 1.在活動中學習團

隊議題設計，增進團隊精神及

責任感，使學員挑戰自我，增

長自我品德。 2.活動整體滿意

度達皆達 90%以上。 場次

(二)： 1.在活動中宣傳智慧財

   



好聲音」活動、「飛向

宇宙，浩瀚無敵」-旅

遊小學堂活動、「夜市

人生-歡喜來逗陣活

動」 場次(二)： 活動

社團例行性展演 1.吉他

社活動例行性展演 2.熱

音社活動例行性展演 

場次(三)： 如來實證社

活動「禪行實踐力-環

保 DIY 小達人」校外

服務教育活動 場次

(四)： 吉他社活動「最

初的感動」期初晚會活

動 場次(五)： 紫錐花

運動促進社活動「金康

星的逆襲」淨溪服務活

動 場次(六)： 休閒旅

遊社活動「Run 象終

點，棋開得勝活動」 

場次(七)： 情牽社活動

「給一個人的信」活動 

場次(八)： 管樂社活動

音樂藝術大分類活動 

場次(九)： ACG 文化

究社活動「保護智慧財

(三)： 參加對象：本

校社團師生及中正國

小學生 參加人數：約

41 人次 場次(四)： 參

加對象：全校師生 參

加人數：約 50 人次 場

次(五)： 參加對象：

全校師生 參加人數：

約 176 人次 場次(六)： 

參加對象：全校師生 

參加人數：約 55 人次 

場次(七)： 參加對

象：全校師生 參加人

數：約 90 人次 場次

(八)： 參加對象：社

團師生 參加人數：約

9 人次 場次(九)： 參

加對象：全校師生 參

加人數：約 20 人次 場

次(十)： 參加對象：

全校師生 參加人數：

約 80 人次 場次(十

一)： 參加對象：全校

師生 參加人數：約 60

人次 場次(十二)： 參

加對象：一般民眾 參

動地點：校園 場次

(三)： 活動時間：1/22 

活動地點：中正國小 場

次(四)： 活動時間：

3/19 活動地點：B607 場

次(五)： 活動時間：

3/29 活動地點：大佳河

濱公園 場次(六)： 活動

時間：4/12 活動地點：

大安森林公園 場次

(七)： 活動時間：5/4-

5/8 活動地點：校園 場

次(八)： 活動時間：

5/14 活動地點：圖書館

晤談室 場次(九)： 活動

時間：5/24 活動地點：

電資大樓資工系 E306 場

次(十)： 活動時間：

6/11 活動地點：L401 場

次(十一)： 活動時間：

6/11 活動地點：校園 場

次(十二)： 活動時間：

9/19 活動地點：新北市

新店區碧潭風景區東岸

廣場 場次(十三)： 活動

時間：9/19 活動地點：

產權的重要性，並訓練幹部以

及社員籌辦活動、表演主持之

能力，且透過表演的方式提升

社員膽量增加視野，並藉此增

加新生加入社團意願。 2.活動

滿意度平均達 82%。 場次

(三)： 1.透過如來實證社社員

帶領孩子們製作環保果皮洗碗

精，讓孩子感受到禪行者的心

安心定與專注積極的精神力，

並給予孩子環境永續經營的概

念，進而能夠以積極的心態面

對生活。 2.活動滿意度達

78%。 場次(四)： 場次(四)： 

1.透過本活動讓想表演的社員

有表演的舞台，藉此訓練台

風，不懼怕上台，並增加幹部

及社員的向心力以及提升團體

榮譽感，並藉此活動宣達生命

教育，尊重生命。 2.活動滿意

度達 75%。 場次(五)： 1.以淨

灘活動的方式，提倡環保觀

念，讓青年學子懂得愛惜地球

之餘，更要懂得愛惜自己，遠

離毒害建立健康與正確的人生

觀。 2.活動滿意度達 70%。 



產權之 Puzzdra 

Challenge 競賽」 場次

(十)： 吉他社活動「木

吉症人彈唱大賽」 場

次(十一)： JUMB 樂旗

社活動社團宣傳活動 

場次(十二)： 原住民文

化研究社參與 2015 台

北星空嘉年華會活動 

場次(十三)： 向陽康輔

社活動「向陽築夢，起

源」性別平等議題活動 

場次(十四)： 國際交流

社活動「中秋文化交流

活動」 場次(十五)： 

熱音社等四社團活動

「原音旗舞，魅力四

社」聯合晚會活動 場

次(十六)： 如來實證社

活動「生命教育」生活

與禪行交流會 場次(十

七)： 原住民文化研究

社活動原住民傳統文化

技藝專題講座暨校園巡

禮活動 場次(十八)： 

ACG 文化究社活動

加人數：約 2000 人次 

場次(十三)： 參加對

象：全校師生 參加人

數：約 240 人次 場次

(十四)： 參加對象：

全校師生 參加人數：

約 200 人次 場次(十

五)： 參加對象：全校

師生 參加人數：約

220 人次 場次(十六)： 

參加對象：社團師生 

參加人數：約 10 人次 

場次(十七)： 參加對

象：全校師生 參加人

數：約 31 人次 場次

(十八)： 參加對象：

社團師生 參加人數：

約 14 人次 

A607 場次(十四)： 活動

時間：9/23 活動地點：

行政大樓五樓禮堂 場次

(十五)： 活動時間：

10/13 活動地點：行政大

樓五樓禮堂 場次(十

六)： 活動時間：10/12-

10/30 活動地點：校園 

場次(十七)： 活動時

間：10/19-10/23 活動地

點：操場，行政大樓五

樓禮堂 場次(十八)： 活

動時間：11/25 活動地

點：商管二館 A307 教

室 

場次(六)： 1.藉由本活動提生

學生在活動及帶領團康等專業

領域上有更多的創意和技巧，

並在活動中增加品德教育的觀

念。 2.活動滿意度達 95%。 

場次(七)： 1.藉由本活動提倡

品德教育的觀念及重要性。 2.

因社團第一次辦活動，分工內

容有點不明確，導致出現重複

性工作，整體協調有待加強。 

3.活動滿意度達 80%。 場次

(八)： 1.藉由本活動提倡品德

教育的觀念及重要性。 2.因社

團第一次辦活動，分工內容有

點不明確，導致出現重複性工

作，整體協調有待加強。 3.活

動滿意度達 80%。 場次(九)： 

1.藉由推廣原創遊戲宣導智慧

財產權的相關知識。 2.活動滿

意度達 93%。 場次(十)： 1.透

過本次活動挖掘於本校有彈唱

或是歌唱實力之學生，給在校

學生一個表現自己的舞台，讓

喜愛音樂之人可以有交流的平

台，且藉由活動宣導智慧財產

權的重要性。 2.活動滿意度達



「保護智慧財產權-桌

遊指導會」活動 

85%。 場次(十一)： 1.讓幹部

及社員增加舞臺主持和表演能

力，增進對樂器、儀隊、旗隊

的了解，並藉由活動宣導智慧

財產權的重要性。 2.活動滿意

度達 80%。 場次(十二)： 1.本

此活動參與之人數約有 2000

人次左右，還有很多很有創意

且有趣的天文遊戲闖關，藉由

遊戲、闖關活動，增進小朋友

還有大人對天文的認識與了

解，是很棒的活動企劃，此活

動概念可運用在日後的社團活

動中。 2.此次活動工作分配不

平均，應依個人能力與專長安

排。 3.活動滿意度達 100%。 

場次(十三)： 1.利用大地活動

方式，帶領學員們了解性別平

等的重要性，並且也減低性別

偏見、歧視與衝突的情況發

生。並藉由本次活動增進社員

間的向心力及團結力，提升幹

部的主持、團康及反應能力。 

2.活動滿意度達 100%。 場次

(十四)： 1.透過戲劇表演讓境

外生了解不同國家之文化做為



學習目標，因此我們在活動內

加入了有關中秋節的小短劇，

藉此讓大家了解台灣傳統文化

及節慶，能尊重及欣賞其差

異。 2.活動滿意度達 95%。 

場次(十五)： 1.透過此一活動

使學生對社團產生認同感，也

希望以晚會作為開端，藉由四

大性質社團的聯合演出，讓參

與表演的社團彼此交流，提升

校內的社團風氣，始學生在課

餘能有個正當休閒活動。並且

藉由本次活動培養全校師生對

於智慧財產權、美感教育、品

德教育、性別平等的關注與重

視，因而決定共同舉辦一場聯

合晚會。 2.活動滿意度達

80%。 場次(十六)： 1.透過此

次交流會讓學員更明白人生真

實意義，來開啟本自俱足的智

慧、清淨、安定、慈悲、真

愛，將此運用在生活上。 2.活

動滿意度達 86%。 場次(十

七)： 1.透過此次活動增進社

員及本校同學對原住民文化的

認識，藉此激發同學對原住民



文化的興趣加入本社團。 2.活

動滿意度達 94%。 場次(十

八)： 1.藉遊活動認識智慧財

產權，並以教學的方式來交

流、推廣正版桌遊。 2.活動滿

意度達 89%。 

27 辦理創意

歌舞競賽 

93,725(獎

金：0)(獎

品：0) 

40,000 1.創意歌舞大賽-「太極

雙生、兩儀乾坤」，從

經典的歌舞劇融入時空

穿越編成有趣的戲劇，

加上歌唱及舞蹈；讓各

系同學發揮創意，也藉

此機會增加學生的互

動。 2.本次創意歌舞大

賽得獎名單： 第一

名：旅遊管理系 第二

名：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三名：行銷與流通管

理系 第四名：理財與

稅務規劃系 第五名：

應用外語系 最佳創

意：企業管理系 最佳

精神：電子工程系 最

佳團體：資訊管理系  

參加對象：全校師生 

參加人數：約 600 人

次 

活動時間：4/1 活動地

點：五樓禮堂  

1.提昇校園內音樂風氣，推展

校園的優良藝術活動與增加各

系同學之間良善互動，從經典

的歌舞劇融入時空穿越編成有

趣的戲劇，加上歌唱及舞蹈；

讓各系同學發 揮創意，也藉

此機會增加學生的互動。 2.由

學生會協調各系學會及各社團

活動大型活動，除充份整合資

源之運用外，並有效提高活動

之參與人數，成效甚佳，為本

校學生活動之特色。 3.活動整

體滿意度達 92%，流程順利並

無發生耽誤，唯比賽規則及計

分標準仍須再加強傳達。 

   

28 辦理創意

啦啦舞競

150,000(獎

金：0)(獎

60,000 1.「The King Top！爭

峰造極-創意啦啦舞大

參加對象：全校師生 

參加人數：約 3000 人

活動時間：11/22 活動地

點：本校操場 

1.因活動造成之音量及垃圾問

題因已對各系負責同學及參與

   



賽 品：0) 賽」，讓全體學生展現

創意。 2.本次啦啦舞競

賽得獎名單： 第一

名：旅遊管理系 第二

名：資訊管理系 第三

名：視覺傳達設計系 

第四名：國際貿易系 

第五名：餐飲管理系 

最佳團隊獎：企業管理

系 最佳創意獎：理財

與稅務規劃系 最佳默

契獎：應用外語系  

次 同學宣導，固已明顯改善。 2.

活動整體滿意度達 90%，對於

事前規劃、聯繫與協調方面皆

獲良好評價，活動當日之場

地、流程規劃也讓參與者感到

滿意。 

29 進修部辦

理迎新活

動-學生

才藝創意

比賽 

65,000(獎

金：0)(獎

品：0) 

35,000 透過「景藝之夜星空美

聲」之大型活動，將社

會價值觀~反菸、反

毒、拒飆車，尊重校園

多元性別及尊重智慧財

產權，維繫良好的人際

關係，珍惜自我亦同時

尊重他人，營造溫馨校

園。讓景文學生在青春

洋溢的年代不留白，透

過歌唱才藝競賽的活

動，宣導正確社會價值

觀~反菸、反毒、拒飆

車，尊重校園多元性別

參加對象：.教師、學

生、其他 參加人數：

236 人 

活動時間：11/17 活動地

點：行政大樓 5F 禮堂 

1.藉由畢聯會推辦各項才藝創

意表演活動，並以互相競賽方

式來拉近學生與學校之間的互

動，勇敢表達自己，提升校園

凝聚力、活絡同學情誼，展現

學生的創意與活力。對於整體

活動滿意度 90%。 2.因進修部

同學白天大部分同學均在上班

或打工，所以於活動時間上的

安排掌控，尤其是開場時同學

較不易集中，人數有落差，但

陸陸續續活動時間較晚些。 

   



及尊重智慧財產權，維

繫良好的人際關係，珍

惜自我亦同時尊重他

人，營造溫馨校園。  

工作策略：2-4-4 實施新生定向輔導，發展正確的人生觀，體認教育、生活方式、工作環境等之間的關係。 

編

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

款支應 

學生事

務與輔

導補助

款支應

金額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辦理時間及地點 檢討及建議 
   

30 新生入學

輔導 

82,000(獎

金：0)(獎

品：0) 

0 透過活動歡迎新生加入

本校行列，成文景文一

分子，使新生們能及早

適應新環境，並了解學

校各項業務及措施，在

新的環境中安心求學。 

參加對象：全校一年

級新生 參加人數：

1339 人 

活動時間：9/3-9/4 活動

地點：本校行政大樓五

樓禮堂及圖資大樓國際

會議廳 

對於新生入學輔導座談活動時

間，將依學生意見研議縮短活

動的時間，並持續於新生入學

輔導加強宣導菸害防制、反毒

宣教、智慧財產權概念，加強

新生於入學的法治概念，於求

學中順利完成學業，成為好青

年；，滿意度調查平均達

80%。 

   

工作策略：2-4-5 進行生涯輔導與職業輔導，協助學生規劃完善的就業與生涯發展方向。 

編

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

款支應 

學生事

務與輔

導補助

款支應

金額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辦理時間及地點 檢討及建議 
   



31 推展職涯

探索與生

涯輔導相

關活動 

17,200(獎

金：0)(獎

品：0) 

2,000 場次(一): 主題為「邁

入職場第 一步」 場次

(二): 「生涯探索趣，

了解自己最給力」、

「生涯專業想，桌遊體

驗活動幫你想」、「生

涯塔羅牌，探索夢想的

未來」 

場次(一) 參加對象：

全校學生 參加人數：

77 人次 場次(二) 參加

對象：全校學生 參加

人數：54 人次  

場次(一)： 1.活動時

間：5/12 活動地點：

F104 演講廳 場次(二)： 

2.活動時間：12/15、

12/17、12/18 活動地點：

L403 會議室 

場次(一)： 藉由講座提供同學

如何在面試時如何獲得面試主

管的青睞，也提醒仍在學的同

學儘早預備自己的職涯發展能

力；整體活動滿意度 78%。 

場次(二)： 由「生涯探索系列

活動」滿意度回饋問卷統計之

結果顯示，同學在「活動可增

進職涯發展的瞭解」之滿意度

為 88%；原規劃讓同學完成自

己的生涯抉擇圖，但每場次實

際參與之學生不盡相同，且未

事先提供活動帶領講師生涯抉

擇圖之架構，因此未能具體帶

領同學完成自己的生涯抉擇

圖，日後有相關生涯探索活

動，將在活動前提供講師活動

單與具體活動目標，以提升活

動成效。 

   

工作願景：三、培養具良好品德的社會公民 

工作目標：3-1 建立多元文化校園與培養學生良好品德與態度 

工作策略：3-1-1 建立學生多元參與管道 以促進學生之參與，保障學生權利，落實人權與法治知能 

編

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

款支應 

學生事

務與輔

導補助

款支應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辦理時間及地點 檢討及建議 
   



金額 

32 社團與學

生自治團

體改選 

20,000(獎

金：0)(獎

品：0) 

20,000 場次(一)： 舉辦全校性

自治組織改選，選舉內

容包含學生會正副會

長、不分區學生議員及

各級會議代表。進而促

進學生社團之自治發

展，發揮學生事務自治

之精神，藉由公開、公

正及公平選舉出學生自

治事務之人才。 場次

(二)： 學生議長之選

舉，透過各系推舉之議

員及全校選舉出之不分

區議員票選出帶領議會

運作之正副議長及各幹

部。 場次(三)： 輔導

旅遊管理系學會活動幹

部改選活動 場次(四)： 

第十三屆、第十四屆學

生會交接與教育訓練 

場次(五)： 健康大使社

活動第十三屆健康大使

社團幹部遴選活動 場

次(六)： 畢聯會活動

104 學年度日間部畢聯

場次(一)： 參加對

象：輔導師長、全校

師生 參加人數：約

1500 人次 場次(二)： 

參加對象：學生議會

議員 參加人數：26 人 

場次(三)： 參加對

象：旅遊管理系學生 

參加人數：600 人 場

次(四)： 參加對象：

學生會成員與學生議

會議員 參加人數：80

人 場次(五)： 參加對

象：健康大使社社員 

參加人數：20 人 場次

(六)： 參加對象：畢

聯會會員 參加人數：

50 人 

場次(一)： 活動時間：

5/6-6/12 活動地點：本校

校園各地 場次(二)： 活

動時間：6/18 活動地

點：本校學生會會議室 

場次(三)： 活動時間：

5/04 活動地點：本校旅

遊管理系教室 場次

(四)： 活動時間：7/21 

活動地點：本校學生會

會議室 場次(五)： 活動

時間：3/20 活動地點：

健康中心會議室 場次

(六)： 活動時間：3/24 

活動地點：商管大樓

A707 

場次(一)(二)(三)(四)： 1.輔導

學生自治團體及系學會改選，

以充分發揚校園倫理，落實校

園民主精神，增進學生福祉，

培養學生領導、服務、負責自

治之能力。 2.依據大學法 33

條及本校「景文科技大學學生

代表參加校內各級會議實施要

點」協助活動各級會議學生代

表選舉，以增進教育效果，促

使學生瞭解校務、參與校務。 

3.活動學生自治團體交接與教

育訓練，以傳承學生自治精

神，延續學生會相關業務及活

動，以期新任正副會長及相關

幹部能更快的了解自身業務與

應盡之職責，促進學生自治之

發展。 4.本次活動滿意度達

95%，活動安排謹慎周密。 場

次(五)： 1.遴選健康大使社社

團幹部，始本社團得以傳承，

讓優秀人才能夠延續優良傳統

及精神。 2.活動參與度達

100%。 場次(六)： 1.藉由本活

動的活動，能夠甄選出更有熱

   



會幹部甄選活動 心、活力及負責任的同學，來

接任 103 學年度日間部畢聯會

的幹部，始畢聯會組織越來越

有活力且蒸蒸日上。 2.活動參

與度達 83%。 

33 社團與學

生自治團

體輔導與

座談 

73,050(獎

金：0)(獎

品：0) 

80,000 場次(一)： 舉辦社團暨

系學會負責人會議：藉

以作為學生會、社團與

系學會間溝通互動橋

樑，並使社團負責人與

幹部知悉如何作好社團

管理，有效發揮凝聚社

團向心力，並指引走入

社區，及推展社團參與

社會關懷議題活動，以

作為未來社團發展導

向。 場次(二)： 學生

會行政中心例行性會

議，藉以使學生自治團

體內部活動的籌辦及運

作更加密切，使學生會

更凝聚向心力，促使學

校活動更多彩多姿、更

多元化。 場次(三)： 

學生議會例行性會議，

藉以檢討訂定相關法

場次(一)： 參加對

象： 學生會、社團暨

系學會幹部及指導單

位輔導師長 參加人

數：每場次約計 70

人，合計 630 人次 場

次(二)： 參加對象：

學生會成員及指導單

位輔導師長 參加人

數：每場次約計 20

人，合計 340 人次 場

次(三)： 參加對象：

輔導師長、學生議會

議員 參加人數：每場

約 25 人，計 225 人次 

場次(四)： 參加對

象：輔導師長、學生

會及學生議員成員 參

加人數：每場約 40

人，計 320 人次 場次

(五)： 參加對象：學

場次(一)： 活動時間：

3/4-6/3、9/16-105/1/6，

計 9 次 活動地點：本校

人文館 F104、行政大樓

B607 場次(二)： 活動時

間：2/24-6/16、9/15-

105/1/5，計 17 次 活動

地點：本校學生會會議

室 場次(三)： 活動時

間：3/12-6/4、9/17-

105/1/7，計 9 次 活動地

點：本校學生會會議室 

場次(四)： 活動時間：

3/18-6/10、9/23-12/30，

計 8 次 活動地點：本校

學生會會議室 場次

(五)： 活動時間：5/19 

活動地點：本校設計館

L403 場次(六)： 活動時

間：10/27 活動地點：本

校學生會會議室 

場次(一)： 1.透過會議有效宣

導法規、宣傳活動資訊、增進

各社團間之情誼並傳達學生意

見、解決社團經營及活動之問

題。 2.會議活動時間若不克參

加之社團負責人宜派代理人出

席，以免影響自身權益。 場

次(二)(三)(四)：： 1.輔導全校

性學生自治組織定期召開會

議，促進學生意見溝通與責任

感提昇。 2.輔導學生自治組織

透過正當管道爭取學生權益，

進行對學校之意見反映與溝

通。 3.加強對學生自治會財務

監管督導。 4.落實校園民主精

神，培養學生領導、服務、負

責之能力，達自治共識之建

立。 場次(五)：藉由這次活動

蒐集學生代表問題，廣納更多

建言，開闢更多溝通管道，增

進師生與學生之互動。 場次

   



規、蒐集統整各系申訴

意見及活動其他議會例

行業務。 場次(四)： 

定期召開學生議會與學

生會之常務會議，藉以

使學生議會全體議員瞭

解學生行政中心活動狀

況暨相關預算，並確實

掌握預決算之審核及發

揮議會功能。 場次

(五)： 校長與學生會幹

部及系學會負責人座

談，培養學生參與公共

事務和批判思考的能

力，並且能增進校長與

學生之互動，促使學生

了解學校政策，並共同

提出精進方案。 場次

(六)： 社團事務審議委

員會議，以合理、公

平、公開處理及輔導學

生學習研商學生社團事

務。會議內容包含討論

本校學生社團活動學生

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補

助標準暨實施要點之修

生會、學生議會與系

學會負責人及師長 參

加人數：55 人 場次

(六)： 參加對象：學

生會幹部及社團與系

學會代表 參加人數：

20 人 

(六)：促進本校學生社團活動

發展、健全社團組織，並合

理、公平、公開處理及輔導學

生學習研商學生社團事務。 

整體活動參與率皆達 8 成以

上。 



正案，以及學生社團活

動、教學所需器材、設

備建議採購案。 

34 輔導社團

幹部報名

參加校外

研習 

35,950(獎

金：0)(獎

品：0) 

20,000 安排自治團體與社團幹

部參加校外研習，有大

專學生社團負責人研習

會、歲寒三友社團幹部

研習會、全國大專康樂

輔導人員研習會等，以

加強學生社團 專案輔

導與服務學習。 

參加對象：社團與系

學會幹部 參加人數：

總計 14 名 

活動時間：2/10-2/15、

7/14-7/19、8/16/-8/20 活

動地點：金山青年活動

中心 

1.使社團儲備幹部增進社團營

運及活動之知能，並有機會與

各學校之社團幹部互相認識並

進行交流，增加往後共同活動

校際性活動之機會。 2.參與同

學表示受益良多，盼能持續活

動以增強儲備幹部專業之能及

人際關係。 

   

35 日間部班

級經營與

幹部座談

會 

80,000(獎

金：0)(獎

品：0) 

85,000 場次(一) 計有 89 個班

級參加班級經營活動，

主題：談友善校園的認

知 本座談是以班為單

位，每位同學皆為主要

參加對象。並由每班交

回之成果報告。 場次

(二) 全校班級幹部座

談，本座談是以班級幹

部為主要參加對象，主

題以讓同學瞭解所擔任

的幹部職責，本校各行

政單位做業務報告，讓

同學瞭解各單位所執行

業務。 場次(三) 計有

場次(一) 參加對象：

95 班參加 場次(二) 參

加對象：全校班級幹

部 495 人 場次（三） 

參加對象：班級同學

34 班參加 

場次(一) 活動時間：

3/16-4/16 活動地點：行

政大樓 5 樓禮堂 場次

(二) 活動時間：10/6 活

動地點：行政大樓 5 樓

禮堂 場次（三） 活動時

間：11/10-12/17 活動地

點：由各班訂定 

場次(一) 活動滿意度 90%；檢

討：仍然有 23 班未參加座

談，應宣導，鼓勵加強全校班

級百分之一百參與本活動。 

場次(二) 活動滿意度為 75%；

檢討：會場秩序吵雜，教官及

生輔組長在現場維持秩序。 

建議： 活動前，加強宣導，

以 cip 轉知每位同學，請導師

協助轉知，班會時加強宣導，

以達到每個班級幹部皆能完成

此項活動，使每位幹部皆瞭解

本校各行政單位所負責之業

務，以期達到宣導轉達之義

務。 場次(三) 活動滿意度

   



34 個班級參加班級經

營活動，活動主題：品

德教育的認知本座談是

以班為單位，每位同學

皆為主要參加對象。並

由每班交回之成果報

告。  

90%。 

36 進修部辦

理班級學

生幹部座

談會 

40,000(獎

金：0)(獎

品：0) 

50,000 1.103-2 及 104-1 各召開

1 次，以強化班級幹部

對本質職掌的認識，培

養正確的服務態度與觀

念，並藉此作為學校班

級間的溝通管道。 2.透

過座談雙向交流，使校

(部)務行政措施訊息可

藉由班級幹部傳達全體

同學知悉，並利用問題

討論活動時間，即時解

決同學的問題，達到雙

向溝通的目的。  

場次(一) 參加對象：

進修學制班級幹部 參

加人數：491 人 (2 場

次) 場次(二) 參加對

象：進修學制班級幹

部 參加人數：510 人 

(2 場次) 

場次(一) 活動時間：

3/20、21 活動地點：行

政大樓五樓禮堂 場次

(二) 活動時間：10/16、

17 活動地點：行政大樓

五樓禮堂 

1.各組組長實施業務報告，使

幹部明瞭校(部)務狀況，相關

簡報亦置放於進修部網頁供同

學參考運用。 2.同學意見反映

熱絡，103-2 學期計 15 班，41

個意見反映，104-1 學期計 24

班，53 個意見反映，均送請

各業管單位回覆後，並公告同

學參考，有效建立雙向意見交

流。 3.103-2 場次：回饋問卷

整體活動滿意度 92%。 4.104-1

場次：回饋問卷整體活動滿意

度 86.3%。 

   

工作策略：3-1-2 增進學生對於當代品德之核心價值及其行為準則，具有思辨、選擇與反省，進而認同、欣賞與實踐之能力。 

編

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

款支應 

學生事

務與輔

導補助

款支應

金額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辦理時間及地點 檢討及建議 
   



37 民主法治

教育相關

活動 

10,000(獎

金：0)(獎

品：0) 

10,000 場次(一) 辦理人權教育

講座，講者藉由世界人

權宣言小短片，讓同學

認識人權，探討你的權

利有哪些，讓人權落實

在生活中，並使同學瞭

解不要濫用權力的重要

性，並能在日常生活中

實踐。 場次(二) 辦理

反詐騙講座，演講中藉

由各種詐騙手法案例，

加強傳達避免同學受

騙，同時強調不洩漏或

提供個資於他人，使同

學能進一部了解並預防

詐騙行為，提高學生自

我防衛能力及降低學生

被詐騙機會，達成預防

詐騙的目的。 場次(三) 

辦理民主法治教育講座

計 2 場次，藉由專題演

講方式傳達日常生活上

的法律知識，並藉由網

路相關法律案例，告知

相關法律刑責等，加強

同學法治教育。  

場次(一)： 參加對

象：本校學生 參加人

數：122 人 場次(二)： 

參加對象：本校學生 

參加人數：97 人 場次

(三)： 參加對象：本

校學生 參加人數：163

人(2 場次)  

場次(一) 活動時間：

3/31 活動地點：F104 教

室 場次(二) 活動時間：

4/14 活動地點：F104 教

室 場次(三) 1.活動時

間：11/24 活動地點：

B604 教室 2.活動時間：

12/8 活動地點：B607 教

室  

1.持續活動專題演講及各項校

園民主法治教育活動，透過講

座方式宣導人權法治重要性，

並利用各項活動加強宣教，使

學生對他人要尊重、包容、懂

得禮讓每一個人的人權，使成

為社會的好青年。 2.持續活動

專題講座，並透過講座宣導自

我保護以減少受騙，透過海報

宣導反詐騙，並利用 E-mail 及

學務通報，加強防範概念，以

建立自在、安心的安全校園。 

3.本次活動場地安排及單位聯

繫均得宜，透過講座宣導民主

法治教育，加強自我保護以減

少受騙，並以海報宣導，加強

學防範概念，以營造安全友善

的校園。 4.場次(一)活動滿意

度平均達 85%。 5.場次(二)活

動滿意度平均達 80%。 6.場次

(三)2 場活動滿意度平均達

80%。 

   



38 辦理學生

宿舍溫馨

Family 活

動 

25,000(獎

金：0)(獎

品：0) 

35,000 場次(一) 活動宿舍溫馨

Family 系列-寢室整潔

比賽： 活動目標：為

培養住宿生良好品德與

態度，以宿舍寢室為單

位，各寢室以整潔為

主，並配合溫馨佈置，

營造成家的感覺。 場

次(二) 活動宿舍溫馨

Family 系列-讀書會活

動： 1.活動目標： 建

立多元文化校園與培養

學生良好品德與態度。

藉由讀書會方式培養住

宿生讀書風氣，呈現宿

舍生活，溫馨、文文藝

氣息的一面。 2.活動項

目包括：採用分樓分組

方式，每樓層 5 組每組

6 人，報名參加活動學

生每人加 3 點。 每人

須至少在本校圖書館選

讀 1 本以上文學刊物，

各組並利用活動時間聚

會，發表並分享讀書心

得，每人至少繳交 1 篇

場次(一)： 參加對

象：本校全體住宿生 

參加人數：師長 5 人

學生 882 人 場次(二)： 

參加對象： 本校全體

住宿生 參加人數：師

長 4 人學生 146 人 場

次(三)： 參加對象： 

本校全體住宿生 參加

人數：師長 5 人學生

312 人 場次(四)： 參

加對象： 本校全體住

宿生 參加人數：師長

3 人學生 293 人 

場次(一)： 活動時間：

11/16-11/20 活動地點：

育成大樓 3~9 樓 場次

(二)： 活動時間：11/9-

11/20 活動地點：育成大

樓 3~9 樓 場次(三)： 活

動時間：11/12-11/25 活

動地點：育成大樓 行政

大樓 5 樓禮堂 場次

(四)： 活動時間：12/9 

活動地點：圖資大樓大

樓 1 樓 

場次(一)：寢室整潔比賽 1.本

次活動，事前透過幹部會議充

分討論評分內容，海報提前 3

週張貼，各樓幹部並再公告各

樓評分時段，活動全程順利無

意外情形發生，本活動對宿舍

環境清潔及住宿生向心力頗有

助益。 2.活動計 882 人參與，

超過預期人數，回收 210 份回

饋單，84%普遍對活動滿意對

宿舍表示認同。 場次(二)：讀

書會 本次活動，事前各樓幹

部強力宣導宣導，每樓皆能在

幹部帶領下組成讀書會，其中

以 5.8 樓人數較多，其他樓仍

有進步空間，在讀書心得及反

思表繳交部分仍需加強，本次

活動亦為宿舍第一次活動，仍

有努力空間。 場次(三)：十大

票選 本次活動滿意度為

82%，事前各樓幹部強力宣

導，參加票選人數達 312 人，

其中以 8 樓最佳，幾乎全樓參

加，但徵文徵畫部分參加人數

不如預期，參加學生領稿領畫

紙後未能按時繳交，各樓幹部

   



讀書心得報告報告。 

場次(三)： 宿舍十大票

選徵文徵畫活動。 場

次(四)： 專題演講：藉

由演講內容使住宿生知

道”網路成癮”已如同

抽菸.吸毒一樣，一旦

上癮就會有後遺症，讓

聽講者知道嚴重性並儘

快戒除。 

亦未全力參加，本次活動為宿

舍第一次活動，仍有努力空

間。 場次(四)：專題演講 本次

活動滿意度為 82%，海報提前

4 週張貼，活動以新生為主，

事前各樓幹部強力宣導，參加

人數 293 人。 

工作目標：3-2 培育熱愛鄉土及具有世界觀之社會公民 

工作策略：3-2-1 透過服務學習課程之引，加強與鄰近社區之互動，以促進學生對社區關懷與鄉土文化之情感；並透過多元文化課程

與國際交流，開拓國際視野，建立地球村觀念。 

編

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

款支應 

學生事

務與輔

導補助

款支應

金額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辦理時間及地點 檢討及建議 
   

39 培養學生

良好品

德，辦理

自我成長

相關活動 

20,000(獎

金：0)(獎

品：0) 

30,000 1. 活動志工研習，換藥

技術與包紮練習、血壓

與體脂測量技術、知己

知彼認識恩加特殊兒童

特質、國家防災日地震

避難掩護演練前

CPR+AED 訓練、性教

育與愛滋防治教育、如

1.志工訓練課程教授共

6 次，共計 111 人次。 

2.國立科學教育館、天

文館探索學習之旅心

共 40 人參加 3.協助各

項健促系列活動共計

343 人次參加服務。 

1.志工訓練課程： 活動

時間：5/18、9/23、

9/30、10/5、10/14、

12/16、12/22 活動地點：

校內健康教育室 2.國立

科學教育館、天文館探

索學習之旅： 活動時

間：5/30 活動地點：台

一、活動檢討 1.訓練學生各項

健康知能，繼而參與衛生保健

組之各項健康促進工作。 2.本

年度計畫活動行程安排緊湊，

但學生都能如期完成各項活

動。 3.持續訓練學生書寫計

畫，安排各項活動及撰寫成

果，新進志工剛開始感覺很困

   



何至國高中實施愛滋防

治教育等，強化學生服

務技能。 2.帶領恩加貧

困家庭協會小朋友至國

立科學教育館、天文館

探索之旅。  

北  難，經由有經驗的學長姐共同

執行，再次與擔任總召的同學

詳談時，同學都自覺學習到很

多東西。 4.活動滿意度：志工

培訓教育宣導整體滿意度達

91.3~100 分，恩加學童對知性

學習之旅的整體滿意度也達

80%。 5.各項活動志工均可秉

持服務學習的精神，運用所學

於服務中，收穫豐碩。 二、

改進建議事項： (一)、恩加活

動檢討 1.以後辦活動時先了解

每個小朋友的狀況，與小朋友

約定，讓他們進入狀況。 2.注

意自己的態度，讓小朋友學習

到更多正向的行為，每個人要

清楚自己的立場。 (二)、教育

訓練部分 1.基本知識、技能已

具備，建議日後可培養志工更

主動及多元的服務內容 2.希望

多活動研習活動，研習活動時

間可以長一點，讓我們有更具

有更多能力，這些培訓都是我

們以後再出去帶演講、帶活動

主持能有更好的效益以及能更

有效地傳達我們的主題觀點。 



40 服務學習

義工團培

訓 

10,000(獎

金：0)(獎

品：0) 

30,000 「服務學習國際志工義

工團培訓」2 日研習活

動，招募具有熱心服

務、積極學習態度的學

生擔任服務學習國際志

工種子學生。 

參加對象：本校學生 

參加人數：29 人 

活動時間：11/28、11/29 

活動地點：C504 教室 

1.課程安排過於緊密，手作課

程活動時間不夠。 2.宣傳活動

時間太短。 3.爾後增加志工服

務實作。 4.爾後活動會加強各

類訊息通知，且增加宣傳活動

時間。活動滿意度為 88%。  

   

41 服務學習

暨勞作教

育績優師

生經驗分

享 

5,000(獎

金：0)(獎

品：0) 

0 經由當選服務學習績優

教師與同學的經驗分

享，使師生更了解服務

學習理念，並增進對服

務學習及勞作教育的認

同感。 

參加對象：本校師生 

參加人數：52 人 

活動時間：10/20 活動地

點：設計館 L403 專業教

室 

1.得獎的老師以及同學，與大

家分享參與服務的經驗，讓聆

聽師生對服務學習及勞作教育

課程更有認同感。 2.活動滿意

度為 96%。 

   

42 推廣深耕

服務學習

系列活動 

10,000(獎

金：0)(獎

品：0) 

40,000 場次（一）： 守護海

洋淨灘實施計畫為推動

環境保護之觀念及維護

海洋海域之環境清潔， 

本次藉由觀光局北海岸

及觀音山管理處的指導

協助， 於金山區中角

沙珠灣活動淨灘活動， 

希望能喚起國人對海洋

生態環境保育的重視， 

珍惜海洋資源，為我們

的世代子孫保留住這片

大自然所賜予的珍貴資

產。 場次（二）： 清

場次（一）： 參加對

象：本校師生 參加人

數：114 人 場次

（二）： 參加對象：

師生 254 人 場次

（三）： 參加對象師

生 41 人 

場次（一） 活動時間：

6/6 活動地點：金山區中

角沙珠灣 場次（二） 活

動時間：10/17 活動地

點：下城里暨下城社區

活動中心 場次（三） 活

動時間：11/5、11/6 活

動地點：安一路 

場次（一） 1.同學對本次淨灘

活動，都相當開心能為環境付

出且充滿成就感。 2.同學深深

體會環境對自身的影響及遊客

隨手丟垃圾的行為感到沒同理

心。 3.雨天備案，避免造成危

險發生，更改活動地點或是延

期。 4.活動滿意度為 73%。 

場次（二） 1.這次參與人數有

些多，場地空間飽和，分組出

發也有些混亂。以後規畫增加

場次，減少每場次參與人數。 

2.大使社、志工社、僑生聯誼

會擔任工作人員的同學，彼此

   



淨社區樂活計畫藉由打

掃校園週邊社區環境活

動，宣導環保觀念，加

強敦親睦鄰工作，鼓勵

學校老師及同學積極參

與社區服務，倡導服務

學習的精神，並搭配健

康促進活動，以促進參

加師生及社區里民身、

心與環境之健康。 場

次（三）： 安一路保

持潔實施計畫執行安一

路的垃圾撿拾活動。 

工作分配的協調與溝通比較不

足。 3.活動滿意度為 97%。 

場次（三） 1.活動當天，多數

人員遲到，前置作業用完後才

陸續報到。 2.預計參加人數與

實際參加人數不同。 3.有些路

線垃圾少，有些路線垃圾多，

工作分配不均。 4.活動滿意度

為 92%。 

43 帶動中小

學社團發

展 

58,000(獎

金：0)(獎

品：0) 

82,000 場次(一)： 輔導社團利

用課餘協助週邊中小學

活動才藝及課輔活動。 

本年度帶動中小學活動

社團為： 崇德志工

社、飛夢羽球社、金融

研究社、向陽康輔社、

JCC 餐飲研究社、服利

社、環物系學會。 場

次(二)： 勁舞社辦理大

專社團策略聯盟學校及

結合北區高中職社團聯

合成果發表與競賽，計

場次(一)： 參加對

象：本校學生及受服

務學生。 場次(二)： 

參加對象：北區大專

及高中職社團策略聯

盟學生 參加人數：約

400 次。  

場次(一)： 1.崇德志工

社： 活動時間：1/26-

1/29 活動地點：志清國

小 2.飛夢羽球社： 活動

時間：3/13-6/12、10/2-

12/11 活動地點：滬江高

中 3.金融研究社： 活動

時間：5/7 活動地點：及

人中學 4.向陽康輔社： 

活動時間：5/30、10/2-

12/11 活動地點：滬江高

中 活動時間：9/16 活動

地點：松山工農 5.JCC

場次(一)： 1.本校積極推動社

團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受服

務之各級學校師生肯定。 2.各

次活動滿意度皆達 90%以上，

藉由結合不同性質的學生社團

與附近的中小學，定期安排社

團運用課外活動時間進行教學

服務工作，一方面使其達到

「教學相長」的目的，另一方

面亦能「做中學，學中做」，

使其體認習服務，服務學習的

全人理念。 場次(二)： 1.希望

往後景誕盃的活動的宣傳要再

   



有 22 校參加。  餐飲研究社： 活動時

間：5/13-6/24 活動地

點：南強高工 活動時

間：10/30-12/18 活動地

點：滬江高中 6.服利

社： 活動時間：10/23-

12/18 活動地點：安坑國

小 7.環物系學會： 活動

時間：10/15-12/17 活動

地點：新和國小 場次

(二)： 活動時間 12/5 活

動地點：行政大樓五樓

禮堂 

加強，下次日期可能可以再討

論，因有許多學校校慶與活動

日同一天，導致無法參與。 2.

在活動前要再開一次所有工人

要做的行前會，把所有細項詳

細說明並告知大家。 3.活動的

宣傳要再加強。 4.滿意度

90%。 

44 鼓勵社團

從事社會

關切主題

活動與研

習 

50,000(獎

金：0)(獎

品：0) 

86,000 (一)鼓勵學生社團發揮

服務的精神與熱忱，積

極輔導學生社團參與社

會(區)發展工作，促進

社區情感交流。 1.社團

從事社會關切主題活動

-「安昌里母親節晚

會」 2.「2015 天使心

家族感恩音樂會-社團

從事社會關懷活動」 3.

「用愛迎新春，陪長輩

辦年貨」活動 4.全國

「幸福大聯盟-合作備

(一) 參加對象： 本校

學生及受服務對象約 1

萬餘人次 (二) 參加對

象： 社團從事教育優

先區營隊活動之人員 

參加人數：300 人次 

(一) 活動時間： 1.05/08 

2.12/04 3.02/09 4.02/13 

5.03/18-06/03 6.03/29 

7.05/24 8.05/27 9.05/30 

10.06/15 11.07/06-07/07 

12.08/15-08/16 13.09/01 

14.09/05 15.10/03 

16.11/02-11/08 活動地

點： 1.安昌里活動中心 

2.國父紀念館 3.新北市

政府市民廣場 4.福華國

際文教會館 5.恩加貧困

家庭會 6.新北市萬里重

(一) 各次活動滿意度皆達 84%

以上，盼日後能加強服務學習

的訓練，提供更好的活動品

質，並與受服務的社區或單位

建立長期的合作關係。 (二) 透

過兒童心理課程教導參與社會

關懷行動之同學相關活動知

能，包含兒童情緒、學習發

展、團隊紀律以及團康活動帶

領，並讓各團隊自我 SWOT

分析及 Learn、Reflect、

Wonder 等問題討論，達到自

我檢視之功效。 2.滿意度達

   



忘錄」簽署活動 5.貧童

課後輔導活動-恩加貧

困家庭會 6.公益亮起來

「新北青年志工關懷社

區服務」活動 7.愛天使

園遊會活動 8.「愛護環

境要從自己開始做

起！」活動 9.「維護海

洋之美」活動 10.「愛

生命，保“瓶”安」安

坑國小兒童生命教育活

動 11.2015 夢幻迪士尼

嘉年華_孝親品格體驗

營 12.「104 年新北市

客家義民爺文化節」 

13.復興國小新生迎新

活動 14.104 年新北市

文化主題活動計畫「詠

愛碧潭 e 水岸傳情」 

15.「2015 甘苦生活

節」活動 16.社團受邀

「第 15 屆亞洲蹼泳盃

錦標賽」演出及協助翻

譯事宜 (二)104 年暑假

及 105 年寒假教育優先

區行前訓練」活動 2 場 

建中心 7.圓山花博公園 

8.伯大尼基金會 9.新北

市石門區風箏公園沙灘 

10.安坑國小 11.崇慧講

堂 12.新北市板橋第二運

動場 13.復興國小 14.碧

潭 15.國父紀念館中山公

園西側廣場 16.臺北市立

大學天母校區詩欣館、

沃田旅店 (二) 活動時

間：06/13、12/19 活動地

點：本校設計館 L401 

92%。 



工作願景：四、提昇學務與輔導工作品質與績效 

工作目標：4-2 建立專業化之學務與輔導工作及學習型組織 

工作策略：4-2-2 充實學務與輔導工作人員之專業與管理知識 

編

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

款支應 

學生事

務與輔

導補助

款支應

金額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辦理時間及地點 檢討及建議 
   

45 社團暨系

學會指導

老師與幹

部工作研

討會 

17,000(獎

金：0)(獎

品：0) 

13,000 103-2 及 104-1 計辦 2

場「社團負責人與指導

老師研習」： 1.針對學

生社團與系學會之負責

人與指導老師，進行有

關社團經營、活動舉辦

與社團評鑑相關內容之

講習。 2.透過研習方

式，使社團指導老師了

解社團年度活動執行情

形與社團經營狀況，強

化社團指導老師社團輔

導工作能力。 

參加對象：本校社團

暨系學會之負責人與

指導老師及學生事務

與輔導工作相關人員 

參加人數：約 200 人

次 

活動時間：06/09、11/24 

活動地點：本校人文館

L401、行政大樓 B607 

1.本研習不僅針對社團活動相

關行政程序作完整的說明，使

社團幹部與指導老師面對面互

動，並強化社團指導老師督導

社團之職責，提升社團評鑑整

體水準，以即時交流討論達到

最佳的效果。 2.活動滿意度 2

場平均為 94%。 

   

46 學務與輔

導人員研

習活動 

13,000(獎

金：0)(獎

品：0) 

7,000 場次(一)：「學生事務

與輔導工作人員」研習

會議： 請講師講述

「學務工作因應少子化

場次(一)：「擴大學生

事務與輔導工作人

員」傳承研習會議」 

參加對象： 學務處全

場次(一)：「擴大學生

事務與輔導工作人員」

傳承研習會議： 活動時

間：11/30 活動地點：行

場次(一) 對本次活動整體的滿

意度回饋滿意度為 83%，顯本

次活動非常成功，針對學務工

作因應少子化之運作機制有更

   



之運作機制」，內容精

闢易懂，深植與會同仁

心中，顯本次活動非常

成功。 場次(二)：104

年度「擴大學生事務與

輔導工作人員」期末會

議： 內容有工作提

示、討論及「標竿學校

參訪心得報告」等。 

體行政輔導人員、軍

訓室教官及校安人

員、進修部暨進修專

校學務工作輔導人員 

參加人數：41 人 場次

(二)：「擴大學生事務

與輔導工作人員」期

末會議： 參加對象： 

學務處全體行政輔導

人員、軍訓室教官及

校安人員、進修部暨

進修專校學務工作輔

導人員 參加人數：38

人 

政大樓小會議室 場次

(二)：「擴大學生事務

與輔導工作人員」期末

會議： 活動時間：

105/1/18 活動地點：商

管二館 A707 會議室 

深一層了解。 場次(二)：104

年度「擴大學生事務與輔導工

作人員」期末會議 對「標竿

學校參訪心得報告」所討論、

交換、分享之內容方面各組報

告均相當精采，滿意度為

83%。 

工作策略：4-2-3 建立標竿學習模式，加強學務與輔導工作觀摩與交流及傳承，並發展成為學習型組織。 

編

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

款支應 

學生事

務與輔

導補助

款支應

金額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辦理時間及地點 檢討及建議 
   

47 學務與輔

導工作標

竿學習與

觀摩交流 

7,000(獎

金：0)(獎

品：0) 

13,000 為提升本校學生事務與

輔導同仁工作知能，實

施校外標竿學校學輔參

訪活動，藉由學習標竿

學校之業務流程典範，

檢視本校學生事務與輔

參加對象： 本校學生

事務與輔導工作相關

人員、軍訓室校安人

員及學生會同學。 參

加人數：40 人。  

活動時間：12/18 活動地

點： 育達科技大學(學

務處及原住民資源中

心)、新生醫護管理專科

學校(原住民教育發展中

心) 

1.針對「參訪學校是否合

適」、「行程安排、內容是否

滿意」、「是否值得本校學

習」等面向之滿意度均達 89%

以上；另蒐集到 73 項問題，

顯示本活動對於提昇本校學生

   



導工作現狀，進而提昇

學務輔導優勢與增進服

務精神；此外，為增進

原住民教育發展知識，

故安排至新生醫護管理

專科學校-原住民教育

發展中心、育達科技大

學學務處及原住民資源

中心參訪，並聽取簡報

及解說。  

事務與輔導同仁工作之能具有

正向助益。 2.各組參訪心得並

於學輔人員期末擴大會議中報

告分享。 

工作目標：4-4 落實評鑑制度及提昇工作效能 

工作策略：4-4-1 建立學務與輔導工作績效評鑑制度與指標，以持續改進學務與輔導工作。 

編

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

款支應 

學生事

務與輔

導補助

款支應

金額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辦理時間及地點 檢討及建議 
   

48 辦理校內

社團評鑑

與觀摩 

121,490(獎

金：0)(獎

品：0) 

90,000 校內社團評鑑暨觀摩活

動： 1.考核社團績效並

促進學生社團活動進步

與發展，舉辦社團暨系

學會成果觀摩展示活動

及社團評鑑，以達到相

互觀摩學習與薪傳之目

的。 2.邀請校外專業評

審老師評比暨講解，使

參加對象：本校社團

師生 參加人數：約計

600 人 

活動時間：10/6-10/7 活

動地點：本校椰林大道 

1.活動社團評鑑活動，考核學

生社團活動情形，提高活動品

質與內涵，以達「獎優汰劣」

目標。 2.提供各社團觀摩學習

機會，促進學生社團活動進步

與發展，提昇社團活動及經營

品質，以發揮學生活動之教育

功能，並對社團發展傳承助益

大。 3.評鑑參與率為 98%。 

   



學生社團活動資料、評

鑑過程公開透明化。 3.

評鑑獲特優社團有向陽

康輔社及旅遊管理系學

會，將代表本校參與

105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

生社團評鑑暨觀摩活

動。 

49 學生會參

與全校性

學生自治

組織成果

競賽暨觀

摩活動 

4,660(獎

金：0)(獎

品：0) 

58,540 輔導學生會參與教育部

青年發展署 104 年學生

會成果競賽暨觀摩活

動： 1.藉以提升全校性

學生自治組織發展及經

營品質，發揮學生活動

之教育功能。 2.強化學

生會民主自治目標，以

達成評鑑工作指標。  

參加對象：本校學生

會與學生議會成員 參

加人數：26 人 

活動時間：03/28-03/29 

活動地點：國立中央大

學 

本年參與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學

生會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學

生會榮獲技職校院組甲等獎。  

   

50 社團參與

全國大專

校院學生

社團評鑑

暨觀摩活

動 

5,310(獎

金：0)(獎

品：0) 

70,000 輔導經校內評選出之特

優社團參與 104 全國大

專院校學生社團評選暨

觀摩活動： 1.藉以提升

社團活動，發揮學生活

動之教育功能。 2.強化

各社團服務學習目標，

以達成評鑑工作指標。  

參加對象：本校企業

管理系學會及吉他社

成員 參加人數：41 人 

活動時間：03/28-03/29 

活動地點：國立體育大

學 

本年參與全國大專院校學生社

團評選活動，企業管鋮 t 系學

會榮獲「技職校院-自治性

性、綜合性」特優獎；吉他社

榮獲「技職校院-學術性、學

藝性」優等獎。  

   

學校配合款 補助款執行總計：
       



執行總計：

1988460 

19605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