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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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核心價值及特色校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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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導及釐定高等教育人才培育之核心價值；配合學校整體發展及學生特質，以建立具有特色之校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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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00   130,000 辦理 2017「恆古星燎‧不朽輪迴」

社團幹部訓練營： 1.以修習社團經營

相關知能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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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有【社團經營

與及社團組織章程】、【校內外活動

提醒】、【社團相關法規及經費補

助】、【團隊凝聚及團體動力】、

【人與人溝通能力】、【社團財務及

社團評鑑】等。 2.學員回饋滿整體意

度達 79%，對課程豐富性及學習成果

皆有良好評價，往後將持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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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人。 

活動時間：5/6-5/7。 活動地

點：新竹小叮噹科學園區。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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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認服

務的精神；故建議繼續辦

理。 2、研習課程緊湊，可

藉由動態、靜態課程相互穿

插，以使學員維持學習專注

力。 3、研習期間天氣多

變，戶外活動需注意雨備方

案的實務性。  

   

2 社團與學

生自治團

體策略聯

盟活動 

30,000   50,000 類別(一)： 1、社團與系學會參與大

專校院北區 10 校社團策略聯盟活

動：安排社團幹部分別前往德明財經

科技大學、宏國德霖科技大學、中華

科技大學、黎明技術學院、等聯盟學

校參與研習、觀摩與經驗交流分享。 

2、透過 10 校學生社團專題課程研習

活動、經驗交流互動，強化社團經營

能力與相關知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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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別(一)：參加對象：

社團輔導師長、策略聯

盟學校社團師生。參加

人數：1,000 人次。 類

別(二)：參加對象：社

團輔導師長、策略聯盟

學校社團師生。參加人

數：227 人次。 

類別(一)：活動時間：4/7、

5/12、10/20、11/24。 活動地

點：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宏國

德霖科技大學、中華科技大

學、黎明技術學院。 類別

(二)：活動時間：12/8 。活動地

點：景文科技大學圖資大樓國

際會議廳。 

1、各場次活動希望能增加

各校社團幹部之交流時間，

以達經驗分享目的。 2、建

議各場次主辦學校能提早規

劃及告知辦理時間、內容，

以安排行程及參與幹部。 

   



並提供未來規劃社團及服務活動之參

考，以達到社團蓬勃發展之目的。各

次活動回饋滿意度平均達 90%。 類

別(二)： 辦理「交際傳遞·流言絢

彩」組織運作研習暨 107-108 年度北

區(11 校)大學校院社團策略聯盟簽約

活動，簽訂 107-108 年度北區(11 校)

大學校院社團策略聯盟，透過與佛光

大學、中華科技大學、育達科技大

學、醒吾科技大學、台北海洋科技大

學、宏國德霖科技大學、德明財經科

技大學、黎明技術學院、新生醫護管

理專科學校、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與本校等 11 校協同合作，共同為促

進學生多元發展與學習而努力，以期

達到社團蓬勃發展之目的。活動回饋

滿意度平均達 90%。 

3 社團從事

社會關切

主題活動

分享 

25,000   24,000 1、活動分為 105-2 及 106-1 學期各 4

場，共計 8 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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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社團

服務分享：包含金敏、坪林、插角、

成功、八堵、尚仁、大鵬、深澳、大

成等國小、三重家扶中心夏令營及國

際志工等寒暑假服務營隊分享。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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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學期均達

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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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下學期共 774 人次。 

活動時間：04/11-05/16、10/31-

12/05。 活動地點：本校設計館

L401。 

社團同學親身參與社會關切

主題行動分享，捲動「擁抱

社區、胸懷國際」風潮，以

塑造具有特色校園文化，創

造師生優質學習場域，助益

同學們全人教育啟發，以及

教導社團同學在活動上如何

規畫、統合與辦理能力；故

建議可持續辦理。 

   

4 社團成果

展 

40,371   60,000 類別(一)社團成果發表： 1、吉他社

辦理「第五屆關燈音樂節暨期初成果

類別(一) 1、參加對

象：全校師生 參加人

類別(一) 1、活動時間：03/16 

活動地點：設計館 L401 2、活

類別(一)成果發表： 透過社

團成果發表會展示社團營運

   



發表會」 2、熱音社辦理「繽紛」校

內成果發表會 3、向陽康輔社辦理

「K-Man"向陽承諾」成果發表會 4、

吉他社辦理「吉寞難耐，有你在」成

果發表會 5、勁舞社參與成果發表會 

6、學生會辦理「名人講座暨社團成

果發表會」 7、熱音社及勁舞社共同

辦理「Unlimited」聯合晚會 8、向陽

康輔社辦理社團成果發表會 9、吉他

社辦理期末成果發表會 10、熱門音

樂社辦理第一屆「新星之夜」校內競

賽暨成果發表活動， 各次活動回饋

滿意度皆達 83%以上 。 類別(二)社

團例行性展演： 1、熱音社辦理例行

性表演活動 2、吉他社辦理例行性展

演活動， 各次活動回饋滿意度皆達

85%以上。 

數：約 100 人次 2、參

加對象：全校師生 參加

人數：約 200 人次 3、

參加對象：全校師生 參

加人數：約 100 人次 

4、參加對象：全校師

生 參加人數：約 60 人

次 5、參加對象：全校

師生 參加人數：約 200

人次 6、參加對象：全

校師生 參加人數：約

115 人 7、參加對象：

全校師生 參加人數：約

250 人次 8、參加對

象：全校師生 參加人

數：約 100 人次 9、參

加對象：全校師生 參加

人數：約 50 人次 10、

參加對象：全校師生 參

加人數：約 200 人次。 

類別(二) 1、參加對

象：全校師生 參加人

數：約 100 人次 2、參

加對象：全校師生 參加

人數：約 100 人次。 

動時間：05/25 活動地點：行政

大樓五樓禮堂 3、活動時間：

05/27 活動地點：行政大樓五樓

禮堂 4、活動時間：06/02 活動

地點：設計館 L401 5、活動時

間：06/06 活動地點：行政大樓

五樓禮堂 6、活動時間：5/22 

活動地點：本校 I118 國際會議

廳 7、活動時間：09/21 活動地

點：行政大樓五樓禮堂 8、活

動時間：11/04 活動地點：行政

大樓五樓禮堂 9、活動時間：

12/19 活動地點：設計館 L401 

10、活動時間：12/27 活動地

點：行政大樓五樓禮堂。 類別

(二) 1、活動時間：10/19-11/30 

活動地點：F 棟外小舞台餐

廳、H 棟餐廳 2、活動時間：

09/19-12/05 活動地點：F 棟外

小舞台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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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別(二)社團

例行性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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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社團辦理

多元化教

育議題活

動 

27,629   32,000 1、場次(一)、(七)： ACG 文化研究

社辦理「景文 ACG 歌謠祭」宣導智

慧財產權，共二場次，整體活動滿意

度平均達 85%以上。 2、場次(二)、

(十五)：吉他社及熱音社運用表演推

展保護智慧財產意識，活動滿意度平

均達 80%。 3、場次(三)：跑步與健

身社辦理「邱宗志青年籃球營」，增

進青少年的身體機能發展及人際關

1、場次(一)、(七) 參加

對象：全校師生 參加人

數：約 47 人次。 2、場

次(二)、(十五) 參加對

象：全校師生 參加人

數：約 1000 人次。 3、

場次(三) 參加對象：社

團師生及一般青年 參加

人數：約 13 人次。 4、

1、場次(一)、(七) 活動時間：

03/11、05/13 活動地點：設計館

L401 2、場次(二) 活動時間：

03/14-06/06、03/09-06/08 活動地

點：F 棟外小舞台餐廳、H 棟

餐廳 3、場次(三) 活動時間：

02/06-02/10 活動地點：新店高

中體育館 4、場次(四) 活動時

間：03/23 活動地點：H222 教

1、場次(一)、(七)：增加校

內外藝文活動氣息，讓社員

們學習繪聲繪影並發表其作

品，增進 ACG 社團知名度

以促進社團發展，建議持續

辦理。 2、場次(二)、(十

五)：藉由此次機會提高社

員籌辦活動及表演能力。 

3、場次(三)：藉由運動技

   



係，滿意度平均達 80%以上。 4、場

次(四)：旅遊系學會辦理 105 學年度

第二學期「夢想旅程 Lets go！」專題

演講活動，藉此帶入生命教育議題，

滿意度平均達 94%以上。 5、場次

(五)：旅遊系學會辦理 105 學年度第

二學期「幕後歌手"遊種來 song」遊

遊好聲音活動，藉此宣導反霸凌意

識，滿意度平均達 90%以上。 6、場

次(六)：JCC 餐飲研究社辦理幹部訓

練，透過遊戲進行及咖啡調製知識交

流宣導美感教育，滿意度平均達 99%

以上。 7、場次(八)：財金系學會辦

理「智慧財產我了解，投資理財我最

金」現金流活動，藉此宣導智慧財產

權，滿意度平均達 100%以上。 8、

場次(九)：精品咖啡社辦理「2017 

JCLA 校園盃咖啡拉花校內選拔

賽」，藉此讓參加的同學發揮創意的

咖啡拉花從中學習另一種美感知識，

滿意度平均達 92%以上。 9、場次

(十)：旅遊系學會辦理「捷足先登

ZOO 始誰守」活動，藉此宣導反

毒、反霸凌等教育議題，滿意度平均

達 90%以上。 10、場次(十一)：勁舞

社參與「台灣好 YOUNG 同學萬歲閃

耀西門舞藝對決藝起拒毒」活動，滿

意度平均達 80%以上。 11、場次(十

二)：向陽康輔社辦理「向陽"憶起翱

翔之宣傳性別平等議題活動」，滿意

度平均達 90%以上。 12、場次(十

三)：旅遊系學會辦理「TM 動ㄘ動，

夏日熱*！」活動，藉此宣導智慧財

產權，滿意度平均達 88%以上。 

場次(四) 參加對象：旅

遊系師生 參加人數：約

82 人次 。 5、場次(五) 

參加對象：旅遊系師生 

參加人數：約 84 人

次 。 6、場次(六) 參加

對象：社團師生 參加人

數：約 26 人次。 7、場

次(八) 參加對象：財金

系師生 參加人數：約

64 人次。 8、場次(九) 

參加對象：社團師生 參

加人數：20 人次 。 9、

場次(十) 參加對象：旅

遊系師生 參加人數：約

101 人次。 10、場次(十

一) 參加對象：社團師

生 參加人數：約 5 人

次。 11、場次(十二) 參

加對象：社團師生 參加

人數：約 39 人次。 

12、場次(十三) 參加對

象：旅遊系師生 參加人

數：約 42 人次。 13、

場次(十四) 參加對象：

社團師生 參加人數：約

23 人次。 14、場次(十

六) 參加對象：社團師

生及 6 個校際調酒相關

社團師生 參加人數：約

41 人次。 15、場次(十

七) 參加對象：全校師

生 參加人數：約 32 人

次。 16、場次(十八) 參

室。 5、場次(五) 活動時間：

04/26 活動地點：設計館 L401

教室。 6、場次(六) 活動時

間：04/22 活動地點：H104 教

室。 7、場次(八) 活動時間：

05/23 活動地點：五樓禮堂。 

8、場次(九) 活動時間：04/18 

活動地點：H104 教室。 9、場

次(十) 活動時間：04/28 活動地

點：台北捷運 。 10、場次(十

一) 活動時間：04/23 活動地

點：捷運西門町。 11、場次(十

二) 活動時間：06/04 活動地

點：本校。 12、場次(十三) 活

動時間：06/08 活動地點：操

場。 13、場次(十四) 活動時

間：06/23 活動地點：籃球場。 

14、場次(十六) 活動時間：

08/22 活動地點：H104 教室。 

15、場次(十七) 活動時間：

10/12 活動地點：H507 教室。 

16、場次(十八) 活動時間：

10/05 活動地點：H104 教室。 

17、場次(十九) 活動時間：

09/28 活動地點：H 棟 B1 宴會

廳。 18、場次(二十) 活動時

間：09/24 活動地點：行政大樓

五樓禮堂。 19、場次(二十一) 

活動時間：09/26 活動地點：

H101 教室。 20、場次(二十二) 

活動時間：09/19 活動地點：學

生會會議室。 

能指導，以團體競賽的方

式，增進身體各部位的機能

發展及人際關係的互動。 

4、場次(四)：以專題講座

方式，融入生命教育相關議

題，提升參與者生命正面能

量。 5、場次(五)運用歌唱

競賽融入反霸凌議題，宣導

校園反霸凌意識。 6、場次

(六)：增進師生情誼，提升

社團凝聚力，使幹部可以擁

有多方位技術，透過活動了

解咖啡技巧。 7、場次

(八)：此次活動中以徵答的

方式宣導智慧財產權重要性

及理解相關法規。 8、場次

(九)：近年國人喝咖啡風氣

盛行，咖啡拉花能增添品味

咖啡的美感，藉此訓練提升

社員發揮創意美感及拉花技

術。 9、場次(十)：透過團

隊闖關活動，宣導反毒、反

霸凌觀念，以趣味形式使參

加者更認同活動理念。 

10、場次(十一)：讓社員們

增進舞蹈的技能，拓展對外

比賽的經驗。 11、場次(十

二)：增進社員間的向心力

及團結力，並宣導性別平等

議題。 12、場次(十三) ：

以趣味競賽等創意活動方

式，宣導智慧財產權觀念，

以增進活動意義與價值。 

13、場次(十四)：透過指手



13、場次(十四)：僑聯會辦理「僑聯

性別平等競技活動」，滿意度平均達

80%以上。 14、場次(十六)：JCC 餐

飲研究社辦理【One Piece－追捕通緝

令】校際交流飲料調製暨美感教育活

動，滿意度平均達 95%以上。 15、

場次(十七)：精品咖啡社辦理【A 

coffee party of orientation】美感教育活

動，滿意度平均達 90%以上。 16、

場次(十八)：JCC 餐飲研究社辦理

《Pirates of the Caribbean》美感教育

活動，滿意度平均達 97%以上。 

17、場次(十九)：國際廚藝研究社辦

理「海洋之新，觸動你心」暨美感教

育活動，滿意度平均達 95%以上。 

18、場次(二十)：向陽康輔社辦理

「向陽世代"啟程」活動，利用大地

遊戲及晚會的方式，宣導性別平等的

重要性，滿意度平均達 85%以上。 

19、場次(二十一)：創意烘焙社辦理

「景文之新，烘動你心」美感教育活

動，滿意度平均達 91.6%以上。 20、

場次(二十二)：學生會辦理「自治組

織運作與發展講習」，藉此增進校園

民主意識，滿意度達 95%。 

加對象：全校師生 參加

人數：約 41 人次。 

17、場次(十九) 參加對

象：全校師生 參加人

數：約 159 人次。 18、

場次(二十) 參加對象：

全校師生 參加人數：約

31 人次。 19、場次(二

十一) 參加對象：社團

師生 參加人數：約 60

人次。 20、場次(二十

二) 參加對象：學生會 

參加人數：約 20 人

次。 

劃腳活動方式表達出性別平

等的重要性。 14、場次(十

六)：促進師生情誼，增進

社團凝聚力，在寓教於樂中

了解美感教育，並應用於生

活中。 15、場次(十七)：本

次的美感教育以分享會的形

式辦理，讓社員們融入其

中，並宣傳活動理念讓新生

更了解活動意義。 16、場

次(十八)：讓學員們在寓教

於樂當中了解美感教育的重

要性， 增進學員對社團內

部的運作，促進社內人員之

間情誼，增加社團凝聚力。 

17、場次(十九)：促進學員

間的廚藝技術，了解本身的

優缺點，在寓教於樂當中了

解美感教育的重要性，促進

彼此之間情誼。 18、場次

(二十)：帶領社員們了解性

別平等的重要性，降低性別

偏見、歧視與衝突的發生。 

19、場次(二十一)：透過美

感教育活動宣達本社，邀請

業界師傅示範甜點製作，讓

社員們體驗造型裝飾技巧，

體驗烘焙社團課程。 20、

場次(二十二) ：培養學生組

織自治理念，對提升校園民

主意識甚有助益。 上述 22

場次對推展校園多元議題甚

有助益，建議持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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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推動

反黑、反

詐騙教育

校園宣導 

5,000   13,000 場次(一) 為增強本校同學對校園安全

維護與防制校園違法情事之認知，藉

由參訪調查局展抱館及反毒陳展館，

實際了解治安預警與槍械、毒品、組

織性犯罪等型態，建立同學自我防護

觀念，進而成為守護校園安全的小天

使。。本次活動參加的同學滿意度調

查平均達 96.2%，顯示同學對本活動

的認同與支持，期使同學能了解調查

局業務職掌、毒品危害及黑幫防制。 

場次（二） 為加強學生自我保護及

應變能力，強化對危機情境的敏感度

與處理技巧，特邀請新北市政府警察

局新店分局偵查隊蒞校，協助辦理本

校「校園反詐騙教育宣導」研習。本

次活動參加的同學滿意度調查平均達

96%，顯示同學對本活動的認同與支

持，期使同學能提高詐騙警覺，有效

降低詐騙事故發生。 

場次(一) 本校參與人數

師生合計 40 名。 場次

(二）本校參與人數師

生合計 31 名。 

場次(一) 11/28 地點：調查局。 

場次(二）12/5 地點：本校商管

一館二樓 A204 教室。 

場次(一) 1.建議下次活動可

以在下午舉辦。2.建議可以

參觀調查局訓練中心展抱山

莊。 3.建議可以增加辦理獄

政或法院參訪活動。 場次

（二） 示範課程教練授課

生動，對個人防制詐騙有幫

助，同學們反映收穫良多，

建議繼續辦理。 

   

7 進修學制

辦理反詐

騙、反霸

凌、反毒

學生才藝

創意比賽 

10,000   75,000 強化全校師生對於反詐騙、反霸凌、

反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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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動整體活動滿意

度 93%。 

本校進修部參與人數師

生合計 339 名 

5/4(二)行政大樓五樓禮堂。 1.參賽同學除才藝比賽外，

能精心將活動主題，藉由服

裝道具、標語設計，融入舞

台效果表演，呈現創意無

限，熱情洋溢，主持人活潑

熱情，帶動氣氛，流程順

暢，配合徵答問題，強化同

   



學對主題教育深化的目的。 

2.礙於進修部同學白天忙於

工作，以至於參與活動意願

不高，初期報名並不踴躍，

但在畢聯會幹部及班級導師

強力宣導下，參賽人員始增

加至 14 組參賽，實屬不

易，未來若能增加同學參與

活動的誘因，效果應會更

好。 

8 學生校外

住宿、校

內外工讀

安全輔導

座談會 

10,000   23,000 類別(一) 為關心學生校外工讀安全，

避免工讀求職時，因不了解相關法令

或職場陷阱而遭致個人權益受損、身

心受創，甚而誤觸法令而身陷囫圇，

故特辦理本次座談活動，期能降低工

讀傷害保障同學工作權。 邀請元禾

法律事務所律師至校演講，講題：校

外工讀安全案例分享，演講中敘述學

生打工陷阱注意事項，並透過簡易案

例解說，使同學對校外工讀的法規與

金額下限進一步的了解，建立正確的

工讀觀念，加強同學對自身權益的認

知。 本次活動參加的同學滿意度調

查平均達 97%，顯示在活動上的整體

安排同學都給於認同與支持。 類別

(二) 場次(一)(二) 為關懷照顧本校學

生校外租屋安全,期以提高學生校外

住宿品質，降低災害發生，維護學生

權益，營造溫馨詳和的租屋環境，使

同學居住安心，家長放心，特辦此活

動。邀請催媽媽基金會到校演講。 

兩場活動的滿意度調查分別為 93.8%

及 95.4％，顯示在活動上的整體安排

同學都給於認同與支持。 

類別(一) 參加對象：全

校同學。 參加人數：69

人次。 類別(二) 場次

(一) 參加對象：全校同

學。 參加人數：66 人

次。 場次(二) 參加對

象：全校同學。 參加人

數：77 人次。 

類別(一) 活動時間：10/24 活動

地點：行政大樓 B607 教室 。 

類別(二) 場次(一) 活動時間：

4/25 活動地點：行政大樓 B604

教室 。 場次(二) 活動時間：

10/3 活動地點：行政大樓 B604

教室 。 

類別(一) 持續辦理專題講

座，並透過講座方式宣導校

外工讀安全的重要，每學期

班會時間辦理專題演講宣

教、海報宣導，並以學務通

報，加強宣導工讀注意事

項，培養學生知法、守法成

為社會的好公民。 類別(二) 

場次(一) 1.租屋簽約時千萬

要注意合約內容（不可記載

事項）。 2.注意房東人品及

人格特質 3.熱水器使用，屋

內保持通風良好，避免一氧

化碳中毒。 場次(二) 1.講說

時應多一點案例及影片宣

導。 

   



9 安全教育

及師生緊

急事件應

變處置訓

練與輔

導。 

20,000   20,000 場次（一） 大一校園安全防災演

練：為提升學生緊急應變處置能力，

維護校園安全，特邀請新北市政府消

防局第四救災救護大隊安康分隊及婦

宣分隊蒞校，協助辦理本校「大一校

園安全防災訓練」。本次活動滿意度

68％。 場次（二） 國家防災日地震

避難掩護演練：為提升同學對地震引

發之各種災害，強化校園安全防護機

制暨重大事件處理作為，特辦理「國

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練」訓練活

動，以提升校園整體安全。本次活動

參加的同學滿意度調查平均達 98%，

顯示同學對本活動的認同與支持，期

使同學能提高地震防災警覺，有效降

低災害安全事故發生。 場次（三） 

學生緊急事件應變處置訓練：為加強

學生自我保護及應變能力，強化對危

機情境的敏感度與處理技巧，特邀請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蒞校，

協助辦理本校「學生緊急事件應變處

置訓練」研習。本次活動參加的同學

滿意度調查平均達 96%，顯示同學對

本活動的認同與支持，期使同學能提

高交通安全警覺，有效降低交通意外

事故發生。 

場次（一） 本校參與人

數師生共計 1,460 人。 

場次（二） 本校參與人

數師生計 1,101 人。 場

次（三） 本校參與人數

師生共計 91 名 。 

場次（一） 3/14 及 3/28 行政大

樓前與學生宿舍前道路。 場次

（二） 9/26 全校及行政大樓前

景文一路。 場次（三） 11/14

行政大樓五樓禮堂。 

場次（一） 本次活動新增

緩降機裝備穿著示範反應良

好，建議可再開進階課程。 

場次（二） 疏散過程中，

部分學生對疏散路線不熟

悉，越顯凌亂。 場次

（三） 示範課程教練授課

生動，對個人防身安全有幫

助，同學們反映收穫良多，

建議再開進階課程。 

   

10 辦理宿舍

安全演練

及會議 

10,000   30,000 類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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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案，共解

決學生問題 72 餘件，其中以宿舍修

繕 40 件為最多，其次是宿舍內部管

理問題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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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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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人，寢室

長大會共 2 場每場次各

約 220 人，新生座談會

420 人。 類別(二)安全

類別(一)會議 活動時間：3/8、

4/5、5/3、5/10、6/7、9/20、

10/18、10/25、11/15、12/13 活

動地點：本校宿舍治會會議室

及圖資大樓國際會議廳。 類別

(二)安全演練 活動時間：

03/21、10/5，一天 2 場次，各

分 4 梯次進行 活動地點：本校

類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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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後會有成就感。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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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部知能頗有助益。 問卷整體滿意

度達 80%. 類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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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場次，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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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滿

意度達 84%。 

演練 參加對象：本校學

生。 參加人數：4 場次

共 760 人。 

學生宿舍(育成大樓)1~9 樓。 按時召開，幹部都相當守

時，均能依規定活動時間在

到達會場，準時開會。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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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進行。 類別(二)安全演

練 1.活動講師講解詳實學生

反應良好，各樓逃生演練確

實，對學生住宿安全頗有助

益。 2.本次活動學生相當守

時，均能依規定活動時間在

到達指定場地，讓活動準時

開始。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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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場地秩序控制良好。 

11 緊急送醫 968   10,000 緊急送醫交通補助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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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醫類別區分：機車意外

3 件、生病就醫 3 件、意外受傷 2

件。 

老師。 各老師探訪學生醫療醫院。 同學得到適時的慰問及協

助，期能持續辦理。 

   

工作策略：2-1-2 毒品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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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毒教育

活動 

5,000   2,000 為使本校學生能遠離毒害，並有效防

制藥物濫用，舉辦「反毒無菸大家

ing 起來聯署簽名活動」，透過簡單

反毒常識問答遊戲，讓同學們在遊戲

參加對象：學校師生 參

加人數：合計 362 人。 

11/22 本校景文一路。 透過更多不同的活動方式，

給予學生更多藥物濫用及如

何拒絕毒品知識。 

   



中，宣導反毒及防制藥物濫用等常

識。整體滿意度達 95%。 

工作策略：2-1-3 菸害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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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菸害防制

教育活動 

4,000   8,000 場次(一) (二) 為維護無菸校園，培養

學生正確健康觀念，有鑒於校園菸害

事件同學嚴重的吸菸行為，對當事

人、旁觀者健康均產生影響，藉戒菸

教育班的認知與宣教，建構安全、關

懷、和諧的學習環境以營造尊重、平

等、溫馨的友善校園，於 105-2 學期

末辦理 2 場次戒菸教育。 第一場次

邀請臺安醫院資深戒菸講師蔡梅瑛，

講題:「習慣與戒菸阻斷誘因與拒菸

練習」及第二場次邀請寶輝藥局魏寶

月藥師，講題:「 戒菸藥物介紹與戒

菸藥物選擇」，講師蒞校以個人專業

針對戒菸的方法，藉由影片觀賞，以

瞭解片中菸害的影響，在影片的分享

中，關於菸害防制事件進而對菸害議

題及無菸校園氛圍的建立及探討，讓

學生對菸害防制問題的尊重，共同營

造新環境、新氣象的友善校園。 各

次活動參加的同學滿意度調查平均達

98.8%。 

場次(一) (二)參加對

象：違反吸菸規定及有

意願人員。 參加人數：

合計 84 人次。 

類別(一) 場次(一) (二) 6/14、 

6/16 兩日 行政大樓 B607 教

室。 

抽菸同學，不甚瞭解菸害對

人體的影響，將持續辦理戒

菸教育班活動，透過講座方

式宣導菸害防制重要性，賡

續加強宣教，培養學生注重

菸害防制，彼此尊重避免二

手、三手菸影響他人，並加

強關懷他人，讓校園充滿溫

馨與希望。 

   

工作目標：2-2 促進及維護健康 

工作策略：2-2-1 疾病之三級預防及健康環境之維護 

編

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

合款支

學生事

務與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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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 導補助

款支應

金額 

14 健康促進

與疾病之

預防 

20,000   20,000 類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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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結束全勤(17 次)19 人。經由睡眠量

表前後測比較結果看出，整體而言自

覺得睡眠品質都還不錯者有進步(前

測 38%、後測 64.7%)；在上床睡覺時

間 11pm~12am 明顯進步，在晚上 12

點前就寢占 76%；早起時間 6~8am 明

顯進步，在 8 點前起床占 59%。 類

別(二)健康檢查結果說明會、肺結核

暨愛滋及性平防治宣導講座： 安排

新生班級參加，邀請專家針對健康檢

查結果進行解說，課程中並針對代謝

症候群、B 型肝炎、肺結核、愛滋及

性平等疾病的防治和日常保健認知進

行說明，活動共辦理 7 場次，後測成

績各班平均成績都能達到 80 分以

上。在課後滿意度調查統計對講師的

滿意度達 87%、整體滿意度達

84.8%。 

類別(一)宿舍早睡早起

活動： 參加對象：住宿

學生、學務人員。參加

人數：共計 1,532 人

次。 類別(二)：健康檢

查結果說明會、肺結核

暨愛滋及性平防治宣導

講座： 參加對象：一年

級學生。參加人數：共

計 792 人。 

類別(一)宿舍早睡早起活動：

10/2 至 12/8 止。每週一、三早

睡及每週二、四早起~活動地

點：宿舍 1F~9F、人文館、操

場。 類別(二)：健康檢查結果

說明會、肺結核暨愛滋及性平

防治宣導講座：10/23 至 11/2 

地點：I118 國際會議廳。 

類別(一)：宿舍早睡早起活

動 此活動已持續第 5 年，

具一定口碑，因此報名踴

躍，後測顯示成效良好，建

議持續辦理。 類別(二)：健

康檢查結果說明會、肺結核

暨愛滋及性平防治宣導講

座： 講師課後亦提供學生

私下問答時間，可以立即解

決學生疑惑；然而此次活動

出席同學人數卻未能達到理

想的人數，未來將再思考該

如何提升學生參與率，或是

考慮是否要改變型式辦理。 

   

15 強化緊急

事件處理

能力 

24,000   30,000 1、活動目的：增進師生對基本救命

術之認知與技能，有效處理意外事

故，降低傷害程度。 2、內容流程：

先針對「心肺復甦術(CPR )+自動體

外電擊器(AED)、異物哽塞處理」課

程進行學理講解，之後再 2 人一組進

行技術演練，最後再筆試評值。 3、

具體成效：一年級新生班級同學活動

出席率為 67.4%、合格率達 93.4%。 

4、問卷滿意度：同學對於此次研習

參加對象：學務處學輔

人員、本校學生。 參加

人數：共計 807 人次。 

辦理時間： 5 月/8 至 5/12 止(共

計 5 天、8 場次)。 辦理地點： 

行政大樓五樓禮堂。 

為了使活動過程更流暢，事

前多次與合作紅十會總教練

溝通協調，教練與學員比以

不超過 1:15~20，教練人數

安排相當充裕，希望在有限

時間內讓學員可以完成所有

技術操作流程。每個學員都

在紅十字會教練群的專業訓

練與嚴格把關下完成研習三

步驟：學理課程、術科技術

   



多抱持肯定的態度，整體滿意度高達

八成八，認為此次研習內容實用且重

要表示同意達 93%。 

操作及筆試；筆試測驗成績

結果，本次合格率已達預期

的 70%，同學們雖表示練習

得很累，但都能確實學會急

救技能。 為了避免同學缺

席率高，於一個月前同步書

面及 CIP mail 通知各班學

生，並請教官們到班上課時

協助加強宣導研習時間，希

望可以提高同學的出席率，

但此次學生出席率並不高，

往後若辦理時，將再商議該

如何提高同學的出席率。 

16 健康安全

環境之維

護 

30,000   10,000 類別(一)營養講座及活動辦理滿意

度： 場次(一)纖吃纖盈‧享瘦人生營

養講座課程滿意度滿意者介於 73.3%-

90%之間。 場次(二)健康烘焙坊活動

整體滿意度滿意者佔 96.3%。 場次

(三)減脂大作戰+活力有氧營養講座

整體滿意度滿意者佔 97.5%。 類別

(二)餐廳檢驗服務： 場次(一)餐具檢

驗共計 136 件，合格率為 100%；過

氧化氫檢驗共計 166 件，亞硝酸鹽共

計 78 件，合格率皆為 100%。 場次

(二)餐具檢驗共計 103 件，合格率為

100%；過氧化氫檢驗共計 101 件，

合格率為 99%，亞硝酸鹽共計 61

件，合格率為 100%。 

類別(一)營養講座及活

動辦理滿意度： 場次

(一)纖吃纖盈‧享瘦人

生營養講座參加對象為

全校師生，共計 53 人 

場次(二)健康烘焙坊參

加對象為全校師生，共

計 32 人。 場次(三)減

脂大作戰+活力有氧營

養講座參加對象為全校

師生，共計 57 人。 類

別(二)餐廳檢驗參加對

象為校內學生，場次

(一)及場次(二)餐具檢驗

人數為 4 人，食材檢驗

為 3 人。檢體回收人數

為 2 人。 

類別(一)營養講座及活動辦理

滿意度： 場次(一)纖吃纖盈‧

享瘦人生營養講座活動時間為

4/20，活動地點為 H332 教室。 

場次(二)健康烘焙坊活動時間

為 10/24，活動地點為 H221 教

室。 場次(三)減脂大作戰+活力

有氧活動時間為 11/14，活動地

點為 B701 及 B703 教室。 類別

(二)餐廳檢驗服務： 場次(一) 

活動時間：3/2-6/23，活動地點

為校內兩大餐廳及健康中心。 

場次(二) 活動時間：9/18-

12/22，，活動地點為校內兩大

餐廳及健康中心。 

類別(一) 場次(一)及場次

(二)滿意度皆達 95%以上，

兩場講座中皆安排活動讓學

員親自參與，建議日後都可

於講座中搭配些簡單小活動

提升整體課程活潑度。 類

別(二) 執行餐具檢驗時，有

時執行檢驗時，尚有店家無

法配合，故非每次都有檢驗

到全部店家。 

   

工作策略：2-2-2 心理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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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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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支應

金額 

17 心靈健康

講座 

5,000   10,000 類別(一) ： 105-2 學期辦理 2 場生命

教育講座-「被討厭的勇氣」-阿德勒

勇氣心理學系列講座，對「主講者」

滿意度達 92%，在「活動內容」「新

的收穫」及有「整體滿意度」等面

向，滿意度均達 87%以上，活動內容

符合預期目標。 類別(二) ： 106-1 學

期辦理 1 場生命教育講座-「擺脫情

緒勒索 讓自己過得更好」講座，對

「主講者」滿意度 88%，在「活動內

容」滿意度 84%，而「整體滿意度」

滿意度為 83%，其中「參與這次活動

讓我有些新的收穫」此問項的滿意度

更達 90%。 

類別(一) 參加對象：全

校師生。 參加人數：

329 人。 類別(二) 參加

對象：全校師生。 參加

人數：82 人。 

類別(一) 活動時間：05/03、

05/16 活動地點：圖資大樓 國

際會議廳 I118、B604 教室。 類

別(二) 活動時間：11/15 活動地

點：設計館 會議廳 L401。 

類別(一) 因有學生提到是看

了坊間「被討厭的勇氣」一

書而前來聽講，誤以為講師

會以講解書裡內容為主，但

實際上講者僅以被討厭的勇

氣一書當導引，開啟學生對

阿德勒學派的認識。 類別

(二) 學生對於學習到新的知

識反應十分熱烈，但或許是

主題關係，有些同學反應聽

到講師舉了許多情緒勒索的

字眼後，覺得負面的話語使

其聽後感覺不太好。 

   

18 班級輔導

員研習活

動 

10,000   10,000 場次(一) ：本次活動邀請楊雅筑心理

師前來帶領講座，題目為愛情中的依

附與情感勒索，內容除了簡介日常生

活和人與人關係中常見的情感勒索，

包括情感勒索的定義、常見的類型、

情感勒索發生的原因。活動參加人數

一共為 82 人，同學對講座的滿意度

達 90%。 場次(二) ：邀請郭振賦心

理師前來帶領同學對溝通技巧和同理

心認識，除了留給別人好的第一印

象，同學們表示感興趣的議題大部分

為日常對話的困擾，在互動中需要更

留心許多非口語的訊息，適時地給予

對方回應，讓對方感覺被聆聽或是情

感上有被陪伴的感受，方能經營良好

的人際關係，對課程的滿意度達到

100%。 

場次(一) 參加對象：班

級服務股長 參加人數：

82 人。 場次(二) 參加

對象：班級服務股長 參

加人數：64 人。  

場次(一)活動時間：10/17 活動

地點：行政大樓 B604 教室。 

場次(二) 活動時間：4/11 活動

地點：行政大樓 B604 教室。 

場次(一) 在質性資料的部

分，同學們表示在日常溝通

中面對情緒勒索更能有所應

用，也知道能夠將今天學到

的技巧應用在生活和輔導同

學上面，顯示對同學很有幫

助。 場次(二) 在質性資料

的部分，同學們表示在日常

溝通中最常遇到的困擾大概

是被誤會或是面對失戀的朋

友應該如何陪伴安慰，顯示

除了基礎的溝通技巧之外，

同學們其實對同理心會希望

有更進一步的瞭解，未來仍

可就人際議題多多舉辦相關

講座，增進對各種層面溝通

技巧的知能。  

   



19 心理衛教

推廣暨班

級團體輔

導活動 

20,000   30,000 類別(一) ：活動共計電影欣賞共計 3

場、心理測驗 4 場、心衛推廣 3 場，

共計 354 人次。本次活動滿意度達

80%，顯示學生對活動內容之安排還

算滿意，但是對於議題的選擇需要再

明確些，才能切合學生當下的需求和

需要。 類別(二) ： 本次活動共計電

影講座共計 2 場、心理測驗 2 場、心

衛推廣 3 場，共計 175 人次。活動滿

意度達 90%，活動申請者以老師和班

級同學比例約為一半，入班活動參與

度較高，也較能夠引起學生共鳴。  

類別(一)參加對象：全

校學生 參加人次：354

人。 類別(二) 參加對

象：全校學生 參加人

次：175 人。  

類別(一) 活動時間：3/6 至 6/2

止 活動地點：各班教室。 類別

(二) 活動時間：9/4 至 12/1 活動

地點：各班教室。  

類別(一) 建議在下次安排活

動時，多和申請之導師確

認，並多與校外講師溝通，

能夠對學生的學習動機有更

緊密的連結。 類別(二) 學

生到課率較低，建議在活動

辦理前仍須再次提醒申請人

協助提醒班上同學前來。  

   

20 主題輔導

系列活動 

20,000   30,000 場次(一) ：本團體名稱「戀愛御守：

愛情成長團體」，帶領老師為：左涵

瑄，報名參與人數 19 人，實際參與

人數 16 人。團體成員中女性有 10

位，男性 6 位，以日間部學生居多；

其中商管學院學生最多，活動滿意度

達 100%。 場次(二) ： 本次工作坊主

題為：「從星座特質看愛情依附」，

團體帶領者為楊智筠。參與工作坊的

團體人數為 19 人，團體活動的學生

以日間部為主，年級分布平均，性別

以女性稍微多一些，而學院分散的較

為平均，又以商管學院的學生較多。

對活動流程、自我覺察促進和放鬆抒

壓滿意度皆達 100%。 場次(三) ： 本

次主題輔導週為「色彩點點心：找到

幸福的勇氣」全校師生參與合計共

368 人次，參與的學生以日間部為

主，性別部分女生人數達六成，男生

人數為四成。年級分布平均，顯示女

生較偏好此體驗活動，就學院而言能

夠廣泛地協助到大部分的學生。本次

場次(一) ：參加對象：

全校學生 參加人次：96

人。 場次(二) ：參加對

象：全校學生 參加人

次：19 人。 場次

(三) ：參加對象：全校

學生 參加人次：368 人

次 。 場次(四) ：參加

對象：全校學生 參加人

次：72 人次。  

場次(一) ：辦理時間：3/29 至

5/10 止。 辦理地點：團輔室 。 

場次(二) ：辦理時間：5/17。 

辦理地點：團輔室。 場次

(三) ：辦理時間：5/9 至 5/12

止。 辦理地點：風雨走廊。 場

次(四) ：辦理時間：10/19 至

11/30 止， 辦理地點：團輔

室。  

場次(一) ：成員出席狀況不

穩定，造成團體領導者需要

花更多心力去處理團體動

力，宜將成員評估的部分加

入下學期小團體招募的考量

點中 。 場次(二) ：本次工

作坊藉由星座命盤及愛情卡

的部分，讓同學瞭解自己在

人際相處中的依戀類型，有

哪些不同的型態與特質，同

學參與踴躍，發言熱烈，紛

紛表示希望下次能夠有舉辦

類似的活動。 場次(三) ：

本次活動透過染布體驗和能

力強項卡分析，讓學生達到

情緒抒壓和增進自我覺察、

自信，但是因為耗時較久，

所以比較難有深入的發揮，

但同學滿意度高。 場次

(四) ：本學期六週小團體的

人際溝通成長團體活動，協

助同學從人際溝通開始找到

   



的活動滿意度高達 95%，同時在強向

能力自我肯定的部分效用達到八成，

另外有 90%的同學認為闖關活動有抒

壓的效果。 場次(四) ： 本團體主題

為「聽說-人際溝通成長團體」，團

體帶領者為顏佑真，報名參與人數

10 人，實際參與人數 10 人。團體成

員中女性有 3 位，男性 7 位，以日間

部學生居多；其中電資學院學生最

多，活動滿意度近 70%。  

自己與人接觸的方式，成員

出席穩定，流失率低，在知

識上收穫多，但滿意度中

等，顯示理解和滿意之間仍

有落差，可能與自我覺察能

力有關，宜加入課程規劃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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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性別主題

知能暨宣

導活動 

10,000   20,000 類別(一) ： 105-2 學期辦理「愛的發

聲練習」情感教育主題週活動，對

「本活動進行的方式感到有趣且有具

有意義」、「本次活動內容是滿意

的」有 95%表示符合，另對「愛的發

聲練習活動讓我學習以正向健康的方

式表達愛」及「愛的發聲練習活動讓

我學習愛與尊重的重要」等面向，有

85%表示同意，活動內容符合預期目

標。 類別(二) ： 106-1 學期辦理「真

情故事館~在你我身邊的性別故事」

性平活動，對「主講者」及「對活動

進行方式感到有趣且有意義」滿意度

達 96%，而「整體滿意度」滿意度為

92%。其中「參與這次活動讓我對多

元性別有進一步認識」滿意度亦達

類別(一) 參加對象：全

校師生。 參加人數：

368 人次。 類別(二) 參

加對象：全校師生。 參

加人數：202 人次。 

類別(一) 活動時間：05/09-

05/12(共計 4 天) 活動地點： 風

雨走廊。 類別(二) 活動時間：

11/08、11/10 活動地點： 設計

館 藝文中心。 

類別(一) 活動反應熱烈，只

是活動辦在風雨走廊，時值

5 月，故十分炎熱，不僅工

作人員連同參與學生都汗流

浹背，之後活動日期與地點

可再考量。 類別(二) 因配

合主題週展出的檔期，故本

活動需安排在期中考間進

行，爾後於辦理時還是希望

能與期中考時間錯開，以利

更多的學生能參與。 

   



96%，而「本活動讓我學習愛與尊

重」滿意度更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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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導師會議

及導師知

能講座 

68,462   50,000 類別(一)導師會議 場次(一)105-2 學期 

為增進新學期各學制導師輔導知能，

並藉由導師會議提出相關報告、議

題，可即時排除現有問題，達到學校

行政單位與班級導師之雙向溝通。 

活動內容、流程 1.各處室報告及宣

導。 2.雙向意見交流。 活動整體的

滿意度為 99% 導師會議暨知能研習 

場次(二)106-1 學期 為增進新學年度

各學制導師輔導知能，並藉由導師會

議提出相關報告、議題，可即時排除

現有問題，達到學校行政單位與班級

導師之雙向溝通。 活動內容、流程 

1.績優導師及傑出教師心得分享。 2.

專題演講:講題「用心開始-找回導師 

對學生的熱情」邀請救國團前主任-

張德聰博士主講。 3.各處室報告及宣

導。 4.雙向意見交流。 活動整體的

滿意度為 99% 類別(二) 場次(一)邀請

輔大推廣部潘榮吉主任，藉由主講者

在推動服務學習實務經驗分享，期使

本校導師可以更深入瞭解服務學習的

精神及理念，並透過座談方式讓本校

導師更有意願鼓勵同學參與服務學習

及國際志工，活動整體滿意度為

90%。 場次(二)服務學習導師知能會

類別(一) 場次(一)參加

對象：全校導師。 參加

人數： 165 人次。 場次

(二)參加對象：全校導

師。 參加人數： 163 人

次。 類別(二) 場次(一)

參加對象：全校導師。

參加人數：130 人。 場

次(二)參加對象：全校

導師。參加人數：150 

人。 

類別(一) 場次(一)活動時間：

3/7 活動地點：設計館 L401 會

議廳 。 場次(二)活動時間：

8/29 活動地點：設計館 L401 會

議廳。 類別(二) 場次(一)活動

時間: 5/2 活動地點:行政大樓五

樓禮堂。 場次(二)活動時間：

10/31 活動地點：行政大樓五樓

大禮堂 。 

類別(一) 場次(一) (二) 1.以

二次電子郵件方式，通知各

參加人員，參與率達

95.2%。 2.全校三部導師齊

聚一堂，齊為導師工作努

力，交換、分享各項輔導經

驗。3.改進建議事項： L401

會議廳少數座位尚需修繕。 

類別(二) 場次(一)藉由主講

者在推動服務學習實務經驗

分享，期使本校導師可以更

深入瞭解服務學習的精神及

理念。 場次(二)可以提升沒

有開設服務學習課程的老師

更瞭解服務學習課程的意義

及其他同學的經驗，也可以

讓更多老師參與服務學習之

活動 

   



議 特邀中華科技大學課指組吳建隆

組長以演講的方式進行，藉由主講者

在推動服務學習實務經驗分享，期使

本校導師可以更深入瞭解服務學習的

精神及理念，並透過座談方式，讓本

校導師可以與主講者直接互動，讓本

校導師更有意願鼓勵同學參與服務學

習，活動整體滿意度為 92%。  

23 辦理職涯

輔導知能

研習系列

活動 

10,000   20,000 場次(一) ：說明 UCAN 平台的職能架

構與職涯輔導間的關聯性，介紹平台

提供哪些實用功能與資源，可讓學

生、教師、學校多元使用。再讓與會

人員實際進行線上「職能診斷測

驗」，以熟悉測驗流程、瞭解測驗目

的與內容，團測時能更流暢地向學生

說明。活動整體滿意度為 100%

（53%非常滿意、47%滿意）。 場次

(二) ：邀請有多年團體帶領與牌卡諮

詢經驗的中國文化大學學生諮商中心

資源教室輔導老師－洪士強。介紹各

式常見心靈圖卡的使用方式，再教導

老師們如何在個別與團體輔導中帶領

學生使用生涯卡、職業憧憬卡與能力

強項卡來探索自我的職涯方向。 活

動整體滿意度為 100%（73%非常滿

意、27%滿意）。 場次(三) ：邀請淡

江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林淑萍

副教授，有多年輔導經驗並曾參與

UCAN 平台建置，因此十分了解其發

展沿革與輔導原理。講師透過繪製生

命線活動說明如何在輔導過程中和學

生討論生涯現狀，並請教師提出常見

的輔導困境，並提供自己的實務經驗

給教師作為參考。本次活動整體滿意

場次(一) ：本校職涯輔

導老師與學輔中心、資

源教室輔導人員，共計

27 人。 場次(二) ：本

校職涯輔導老師與學輔

中心、資源教室輔導人

員，共計 21 人。 場次

(三) ：本校職涯輔導老

師與學輔中心、資源教

室輔導人員，共計 20

人。 場次(四) ：本校職

涯輔導老師與學輔中

心、資源教室輔導人

員，共計 21 人。 

場次(一) ：3/21，圖資大樓電腦

教室三。 場次(二) ：5/23，行

政大樓小會議室。 場次(三) ：

11/7，圖資大樓電腦教室一。 

場次(四) ：12/12，行政大樓小

會議室。 

場次(一) ：有老師建議未來

可在不違背個資法的前提

下，列印學生測驗結果作為

範例教材，供老師了解實務

上應如何運用測驗結果執行

輔導工作。 場次(二) ：有

教師期待講師能於講義中提

供更詳細的牌卡使用步驟，

以利複習與重複操作。 場

次(三) ：有教師期待小組討

論時間可以更長一些，難得

有這個機會和其他輔導教師

交換輔導意見感覺很不錯。 

場次(四) ：教師認為情緒辨

認的小遊戲很有趣，平時輔

導的確較少觀察學生的感

受。也有教師認為心理師深

入淺出的說明同理心運用技

巧，很受用。 

   



度達 87%(50%非常滿意、37%滿意)。 

場次(四) ：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台

北分事務所－辛宜娟諮商心理師，曾

任大專校院專任心理師，因此有著豐

富的大學生輔導經驗。講師透過影片

與輔導時例討論，讓輔導教師們體會

運用同理心技巧輔導學生與一般訪談

的差異。本次活動整體滿意度達

100%（50%非常滿意、50%滿意）。 

24 輔導老師

研習 

10,000   20,000 類別(一) ： 105-2 學期辦理 2 場輔導

老師研習-「青少年學習與情緒問題

處理」、「學生憂鬱與自殺防治守門

人」，對「主講者」、「活動內容」

「新的收穫」及有「整體滿意度」等

面向，滿意度均達 100%(滿意及非常

滿意)。 類別(二) ： 106-1 學期辦理 3

場輔導老師研習-「高關懷危機與網

路成癮之辨識與輔導」、「禪繞畫的

情緒內觀與學生輔導之應用」、「心

理治療~NLP 的應用」，對「主講

者」、「課程主題安排」、「新的收

穫」及有「整體滿意度」等面向，滿

意度均達 100%(滿意及非常滿意)。 

類別(一) 參加對象：兼

輔老師及相關輔導人

員。 參加人數：44 人

次。 類別(二) 參加對

象：兼輔老師及相關輔

導人員。 參加人數：68

人次。 

類別(一) 活動時間：03/14、

05/25 活動地點： 行政大樓 3

樓小會議室。 類別(二) 活動時

間：09/26、10/24、11/14 活動

地點： 行政大樓 3 樓小會議

室。 

類別(一) 第二場研習因配合

講師時間，故無法於校共時

間辦理，致使部分老師中途

需離席上課，有些可惜。 

類別(二) 此次研習每場皆有

融入分組討論、操作或演練

的內容，而輔導老師的反應

與回饋亦十分熱烈，爾後將

持續辦理。 

   

工作目標：2-4 促進適性揚才及自我實現 

工作策略：2-4-3 辦理創意活動，培養學生創新及美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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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推展系學

會會務活

動 

225,949   80,000 類別(一)：105-2 學期為強化迎新宿營

性平觀念，辦理 2 場「打造性別友善

校園-每個學生都要知道的事」校園

類別(一)：參加對象：

各系學會及社團參加人

數：635 人次。 類別

類別(一)活動時間：05/09、

05/16、活動地點：圖資大樓國

際會議廳。 類別(二)：活動時

類別(一) 第一日研習內容有

觀看紀錄片，有學員反應影

片太長，不過基於尊重講

   



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防治教育訓練活

動，針對「主講者」、「活動場地」

及「活動之整體滿意」等面向 (含滿

意及非常滿意)平均達 94%， 另「活

動內容讓我對性平事件防制有所幫

助」的面向滿意度達 91%，而「本次

活動對性平相關知能有新的收穫」面

向滿意度達 86%，顯示有近 9 成的同

學認為對他/她們而言，在觀念上有

新的收穫。 類別(二)：辦理系學會特

色主題迎新活動計 7 類別： 1.電子

系、環物系迎新茶會活動 2.餐飲系

「憶童年」迎新宿營活動 3.旅館系

「復古你的青春」迎新宿營活動 4.旅

遊系「水拉!背水藝戰，遊你做主」

迎新宿營活動 5.資管系、國貿系、財

稅系「翱翔天際，飛越三系」聯合迎

新宿營活動 6.行流系「MLM」迎新

宿營活動 7.應外系「AFL 逆轉未來」

迎新活動 8.企管系、資工系、視傳

系、財金系「初綻」四系聯合迎新宿

營活動 9.活動平均整體滿意度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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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別

(三)：辦理「系學會迎新活動行前訓

練」，透過行前訓練使各系學會辦理

迎新(宿營)活動的工作人員了解辦理

活動之相關事宜，包含辦理活動的相

關規定；智慧財產權、性別平等觀

念；遊覽車承租、消防逃生安全；活

動規劃、生輔照顧、器材使用以及結

案方式；活動可能遭遇的狀況及應變

方式等，以讓辦理迎新活動的同學能

更順利圓滿的完成活動。 

(二)：參加對象：各系

學會幹部及各系新生參

加人數：約 1,500 人

次。 類別(三)：參加對

象：各系學會幹部參加

人數：約 330 人。  

間：1.9/182.9/23-9/243.9/24-

9/254.9/28-9/295.9/29-10/16.10/5-

10/67.10/78.108-10/10 活動地

點：1.景文科大五樓禮堂 2.合

歡露營度假山莊 3.石門山勞工

育樂中心 4.泰雅渡假村 5.宜蘭

武荖坑風景區 6. 石門山勞工育

樂中心 7. 文山農場 8.桃園埔心

農場 類別(三)：活動時間：9/12

活動地點：國際會議廳  

師，故不干預講者的安排。 

類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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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活動內容未依

計畫執行部分，尚須多所檢

討精進。 類別(三)： 1.確保

各系活動辦理符合社會規範

及學校相關規定。 2.增進參

與同學團隊帶領與危機處理

之應變力。 3.提升團隊合作

與協調能力。  



26 社團辦理

全校性或

校際性活

動 

52,151   80,000 場次(一) JCC 餐飲研究社辦理「時光

旅行，尋覓古香」調酒美感與精釀啤

酒大專交流講座，滿意度平均達 93%

以上。 場次(二) 吉他社辦理六校聯

展活動，滿意度平均達 87%以上。 

場次(三) 精品咖啡社辦理「咖啡交流

之旅-景文科大站」活動，滿意度平

均達 92%以上。 場次(四) 企管系學

會辦理「母親節感恩活動」，滿意度

平均達 90%以上。 場次(五) JCC 餐飲

研究社辦理「勝者為王-三分天下」

六校交流飲料調製暨美感教育活動，

滿意度平均達 92.75%以上。 場次(六) 

創意烘焙社辦理『盡情放「粽」~端

午嘉年華』活動，滿意度平均達 90%

以上。 場次(七) 學生會辦理「萬流

景仰，不同反響」新生輔導社團表演

活動，滿意度平均達 80%以上。 場

次(八) 學生會辦理 106 學年度「翻轉

學習-社團多元主題特色週」，透過

各社團擺攤，利用小遊戲及海報展示

等相關互動，翻轉性地學習與瞭解多

元教育議題，如品德教育、生命教

育、美感教育、人權教育、法治教

育、性別平等教育、服務學習、保護

智慧財產權、消費者保護、反毒、反

詐騙、防治學生藥物濫用、憂鬱自殺

防治等相關主題活動。滿意度平均達

89%以上。 場次(九) 企管系學會辦理

我為人人，人人為我，一起「企」做

活動，滿意度平均達 90%以上校外表

演。 

場次(一) 參加對象：本

校社團師生、台北城市

科大、德霖技術學院、

醒吾科大及大同技術學

院等調酒相關社團師生 

參加人數：約 30 人。 

場次(二) 參加對象：本

校社團師生、德霖技術

學院、聖約翰科大、海

洋大學、臺北教大及東

吳大學等吉他社師生 參

加人數：約 37 人。 場

次(三) 參加對象：本校

社團師生及 4 校咖啡調

製社團師生 參加人數：

約 30 人 。 場次(四) 參

加對象：全校師生 參加

人數：約 307 人 。 場

次(五) 參加對象：本校

社團及 5 校調酒社團師

生 參加人數：約 78

人 。 場次(六) 參加對

象：本校師生 參加人

數：約 100 人 。 場次

(七) 參加對象：本校師

生 參加人數：約 1403

人 。 場次(八) 參加對

象：全校師生 參加人

數：約 1200 人 。 場次

(九) 參加對象：企管系

學會學生 參加人數：約

23 人 。 

場次(一) 活動日期：03/12 活動

地點：A504 教室 。 場次(二) 

活動日期：04/30 活動地點：

L401 教室 。 場次(三) 活動日

期：03/12 活動地點：H104 調

飲教室 。 場次(四) 活動時間：

05/08-05/12 活動地點：本校行

政大樓川堂。 場次(五) 活動日

期：05/21 活動地點：H021 教

室、H 棟學生餐廳、H221 教

室、H104 教室。 場次(六) 活動

日期：05/15 活動地點：國際會

議廳 。 場次(七) 活動日期：

09/05-09/07 活動地點：行政大

樓五樓禮堂及圖資大樓國際會

議廳。 場次(八) 活動時間：

10/02-10/06 活動地點：行政大

樓五樓禮堂。 場次(九) 活動時

間：12/09 活動地點：新北市興

德國小、環宇基金會。 

場次(一) 1、透過與他校交

流，能夠分享與學習更多更

好的經營社圍經驗。 2、藉

由多校交流，以開拓學員視

野，且兼具美感教育，讓學

員們更能全方位洞悉精釀啤

酒的製作。 場次(二) 1、透

過六校交流，藉此訓練幹部

及社員活動規畫能力，並培

育下屆幹部。 2、用歌曲改

編方式與背景擺設和投影，

讓歌曲增添新的色彩與新的

感受，並藉由訪問表演者的

方式來宣導正版音樂與智慧

財產權的重要性與觀念。 

場次(三) 透過校際交流，能

學習更多的經營社團經驗，

讓學員藉由分組活動互相交

流學習，以遊戲的方式傳達

咖啡美感教育，製作一杯創

意咖啡。 場次(四) 藉由製

作花朵、豆苗及卡片，傳達

對母親的感恩之意，表現學

生重孝道、知感恩的情懷，

唯宣傳可再加強，以達推廣

目的。 場次(五) 透過遊戲

的進行及飲料調製技術交流

以達到宣導美感教育。 場

次(六) 讓同學們能瞭解台灣

在地的傳統端午文化及傳統

的技藝。 場次(七) 使用簡

短又具有特色的短片介紹所

有性質的社團，在短時間裡

讓各社團介紹自己的社團特

   



色，讓新生了解學校有哪些

好玩又能學習的社團；故建

議繼續辦理。 場次(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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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次(九) 透過

校外表演增加同學增廣視野

的機會。 

27 辦理創意

歌舞競賽 

60,000   80,000 1.創意歌舞大賽-「復刻"經典"The 

Golden Years」，從創意編成的歌舞

融入有趣的戲劇，加上自製的道具及

服裝；讓各系系學會帶領同學發揮創

意競賽； 2.活動各項回饋達 90%，顯

示餐與同學認同本活動之規劃及執

行。 3.本次創意歌舞大賽得獎名單：

第一名：旅遊管理系、第二名：國際

貿易系、第三名：資訊管理系、第四

名：電子工程系、第五名：旅館管理

系、最佳創意：視覺傳達設計系、最

佳精神：環境科技與物業管理系、最

佳團體：餐飲管理系。  

參加對象：全校師生參

加人數：約 600 人 

活動時間：3/21 活動地點：本

校行政大樓五樓禮堂 

1.由學生會協調各系學會及

各社團辦理全校性大型活

動，除能充份整合資源之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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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建議持

續辦理本傳統特色活動。 

   

28 辦理創意

啦啦舞競

賽 

120,000   90,000 1.「The Real Realm˙異遊未境-創意

啦啦舞大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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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外

語系、最佳團隊獎：旅館管理系、最

佳創意獎：餐飲管理系、最佳默契

獎：企業管理系。 3.活動整體滿意度

達 88%。 

參加對象：全校師生。

參加人數：約 2200 人

次。 

活動時間：11/22 活動地點：本

校操場 

1.因活動當天下雨，讓表演

同學無法完美演出且造成 2

位同學扭傷;另練習時之音

量及垃圾問題，已持續對各

系負責同學及參與同學做各

項宣導，故業明顯改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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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建議本活

動繼續辦理。 

   



工作策略：2-4-4 實施新生定向輔導，發展正確之人生觀，體認教育、生活方式、工作環境等之間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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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新生輔導 111,600   0 進修學制場次(一)、日間部 場次(一) 

(二) 一、活動目的:藉由新生入學之

際同時進行班級經營座談增進同學間

感情，進而培養相互尊重、關懷與包

容，以樹立良好服務態度，促進團體

榮譽，共同營造友善和諧的校園學習

環境。 二、實施方式:藉新生入學輔

導兼行班級座談採各系統籌各班於活

動期程內由導師與全班同學進行面對

面座談。 三、問卷回饋統計分析 本

次活動參加的同學滿意度調查平均達

99.4%，顯示在活動上的整體安排同

學都給於認同與支持。 

一、進修學制場次

(一)，對象:新生，參加

人數：367 人。 二、日

間部場次(一) (二) 對象:

新生，參加人數：1405

人。 

一、進修學制場次(一)活動時

間：09/07 活動地點：行政大樓

五樓禮堂 二、日間部場次(一) 

(二) 活動時間：09/6~7 活動地

點：行政大樓五樓禮堂、國際

會議廳、L401 會議室 

藉新生入學輔導之際兼辦班

級經營座談，並透過溝通方

式，提升班級幹部與同學的

向心力與凝聚力，尚有部分

同學因故未能參加，較為遺

憾；故於爾後須作好聯繫工

作。 

   

30 新生定向

多元活動 

10,000   14,000 1.輔導各系學會辦理新生定向多元活

動，透過系學會幹部及系上學長姐的

帶領，利用生動有趣的定向闖關活

動，使新生能快速又完整的認識學

習、生活與環境。 2.整體活動滿意度

達 88%。 

參加對象：系學會幹部

與全校新生 參加人數：

約 1,500 人 

活動時間：9/6、9/7 活動地

點：本校校園  

1.透過各系學會發想的闖關

活動使新生訓練更加生動有

趣。 2.透過學長姐的辦理，

更能深入了解自己系上新生

的需求。 3.透過科系間的聯

合辦理，更能資源共享，增

加活動效益。 4.針對各系學

會工作人員仍要於事前加強

宣導與規範，使活動更加順

利圓滿。 

   

工作策略：2-4-5 進行生涯輔導及職業輔導，協助學生規劃完善之就業及生涯發展方向 

編

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

合款支

應 

學生事

務與輔

導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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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支應

金額 

31 推展生涯

探索與生

活輔導相

關活動 

3,000   3,200 學生生涯發展教育講座： 邀請意舍

酒店及渡假村餐飲總經理林淑芳老師

(林老師也是本校傑出校友)以

「JUST , You can do it.」為題，分

享：1.職場經驗分享。2.職場成功關

鍵。3.創造差異性價值。藉由講師生

動務實的講演內容，讓同學獲益良

多。整體活動滿意度達 90.4%。 

參加對象：本校學生，

共計 92 人。 

活動時間：05/06 活動地點：

B607 教室。 

1.邀請傑出校友豐富的職場

經驗分享，提供同學更寬廣

的視野。 2.本次講座與會同

學出席踴躍，與講師互動熱

絡。 3.建議可繼續辦理。  

   

工作願景：三、培養具良好品德之社會公民 

工作目標：3-1 建立多元文化校園與培養學生良好品德及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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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人權及法治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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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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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學生自治

團體選舉 

10,000   23,000 1.舉辦學生會三合一選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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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促進學生自

治發展，發揮學生民主之精神，藉由

公開、公正及公平方式，選舉出學生

自治事務之人才。 2.輔導學生會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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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選

出學生會正副會長各一名，不分區學

生議員 5 名及依據本校「景文科技大

學學生代表參加校內各級會議實施要

點」選出各級會議學生代表 19 名。 

3.平均滿意度 73%。 

參加對象：輔導師長、

全校學生 參加人數：約

1,200 人。 

活動時間：5/24-5/27 活動地

點：本校校園。 

1.藉由公開、公正及公平之

選舉方式，落實校園民主精

神，建議持續辦理。 2.可持

續加強宣導學生自治活動之

參與，以提升投票率。 

   

33 社團與學 65,600   80,000 類別(一)： 105-2 及 106-1 計辦理 10 類別(一)： 參加對象： 類別(一)： 活動時間：2/22- 類別(一)： 1.透過會議有效    



生自治團

體輔導與

座談 

場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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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別(二)： 召開

學生會行政中心例行性會議，105-2

及 106-1 計辦理 16 場次，藉以使學

生自治團體內部活動的籌辦及運作更

加密切，使學生會凝聚向心力，促使

學校活動更多彩多姿、更多元化。 

類別(三)： 召開學生議會例行性會

議，105-2 及 106-1 計辦理 4 場次，

藉以檢討訂定相關法規、蒐集統整各

系申訴意見及其他議會例行業務。 

類別(四)： 召開學生議會與學生會之

常務會議，105-2 及 106-1 計辦理 8

場次，藉以使學生議會議員瞭解學生

行政中心活動執行狀況暨相關經費編

列及使用情形，並確實掌握預決算之

審核以發揮議會功能。 類別(五)：推

選學生議會各委員會代表。 類別

(一)(二)(三)(四)(五)：整體活動參與

率皆達 80%以上。 類別(六)日間部畢

聯會辦理「107 級日間部畢業生聯誼

會幹部徵選」活動：藉由本活動的活

動，能夠甄選出更有熱心、活力及負

責任的同學，來接任 106 學年度日間

部畢聯會的幹部，使畢聯會組織越來

越有活力且蒸蒸日上，活動參與度達

85%以上。 類別(七)畢聯會辦理「107

級畢聯會畢代大會」： 藉由本會議

傳達各項重要事項，並讓廠商說明畢

學生會、社團暨系學會

責人及指導單位輔導師

長 參加人數：共 10 場

次，合計約 700 人次。 

類別(二)： 參加對象：

學生會成員及指導單位

輔導師長 參加人數：共

16 場次，合計約 312 人

次。 類別(三)： 參加對

象：輔導師長、學生議

會議員 參加人數：共 4

場次，合計約 88 人

次。 類別(四)： 參加對

象：輔導師長、學生會

及學生議員成員 參加人

數：共 8 場次，合計約

316 人次。 類別(五)： 

參加對象：學生議會議

員 參加人數：28 人。 

類別(六) 參加對象：日

間部畢聯會 參加人數：

約 70 人次。 類別(七) 

參加對象：日間部畢聯

會 參加人數：共 4 場

次，合計約 247 人次。 

6/14、9/13-107/1/3 活動地點：

本校 B607、A204 教室。 類別

(二)： 活動時間：2/21-6/20、

9/5-107/1/2 活動地點：本校學

生會會議室、A204 教室 。 類

別(三)： 活動時間：9/21-12/21 

活動地點：本校學生會會議

室。 類別(四)： 活動時間：

2/23-5/55、9/27-12/27 活動地

點：本校學生會會議室。 類別

(五)： 活動時間：9/12 活動地

點：本校學生會會議室。 類別

(六) 活動時間：04/25 活動地

點：設計館 L403。 類別(七) 活

動時間：09/17-12/12 活動地

點：設計館 L403、圖資大樓電

六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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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持續辦

理。 .會議活動時間不克參

加之社團負責人宜派代理人

出席，以避免影響自身權

益。 類別(二)(三)(四) (五)： 

1.輔導學生會定期召開會

議，促進學生意見溝通與責

任感提昇。 2.輔導學生會透

過正當管道爭取學生權益，

進行對學校之意見反映與溝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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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持續辦理。 類別

(六) 1.邀請各班推選的 2 人

代表，共計 62 人推選的同

學參加此幹部甄選活動。 2.

甄選幹部共 7 位，職位有：

會長、副會長、秘書、財

務、總編、副總編、攝影。 

類別(七) 畢業紀念冊廠商說

明及會議，會長說明會議學

期內要完成事務，並公布拍

攝畢業照的拍照時間，讓各

系同學能夠傳達完整訊息給

班上。 



冊相關內容，讓畢代及班編了解廠商

內容、任務說明及畢業紀念冊、個人

照、團體照編製拍攝說明暨教學活

動，共辦理 4 場次，活動參與率平均

達 98%以上。  

34 輔導社團

幹部報名

參加校外

研習 

29,400   30,000 1.安排自治團體與社團幹部參加校外

研習，有歲寒三友社團幹部研習會、

大專學生社團負責人研習會，以加強

學生社團營運及活動辦理能力與服務

學習知能。 2.參與同學表示受益良

多，盼能持續參與以增強儲備幹部專

業知能及人際關係。 

參加對象：學生會、社

團與系學會幹部 參加人

數：總計 12 名 

活動時間：2/7-2/12、7/18-7/23 

活動地點：金山青年活動中心 

使社團儲備幹部增進社團營

運及活動執行之知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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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共同辦理校際性活動之機

會，建議持續辦理。 

   

35 班級經營

與幹部座

談會 

130,000   103,600 類別(一)學生班級幹部座談會(進修學

制)，分為上下學期，共辦理 4 場

次：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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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此作為學校與班級間溝通的管道。 

2.透過座談雙向交流，使校務行政措

施藉由班級幹部傳達至全體同學知

悉，並利用問題討論，即時解決同學

的問題，達到雙向溝通的目的。 場

次(一)105-2 學期辦理 2 場次：回饋問

卷整體活動滿意度 84.4%。 場次

(二)106-1 學期辦理 2 場次：回饋問卷

整體活動滿意度 82.6%。 類別(二)日

間部班級經營活動：105-2 學期辦理

64 班，106-1 辦理 34 班。 1.以待人如

親，用心創新為宗旨，期許導師能充

分認識與瞭解本班學生知性向、興

趣、特長、學習態度及家庭環境等，

並能妥善指導，有益社群意識、行

為、學業、身心健康及立身處世之

道，養成健全人格，使其培養成守

法、守時、守信之特質。 2.對本活動

類別(一) 參加對象：進

修學制班級幹部。 場次

(一) 參加人數：2 場次

共計 405 人。 場次(二) 

參加人數：2 場次共計

306 人。 類別(二) 參加

對象：以班為單位 64

及 34 個班級參加班級

經營座談活動。 共計

2550 人 類別(三) 參加對

象：學生會、各班班代

及有興趣之同學。 參加

人數：第 1 場次 642 人

次，第 2 場次 122 人

次，共計 764 人參加。  

類別(一) 場次(一)(二) 活動時

間：03/23、03/25、10/11、10/12 

活動地點：行政大樓五樓禮

堂、B504 教室、B507 教室。 

類別(二) 場次(一) 活動時間： 

03/14-04/18 場次(二) 09/18-10/31

活動地點：自行訂定 類別(三) 

場次(一)(二) 活動時間：

11/28、107/1/2 活動地點：行政

大樓大樓 5 樓禮堂 B607 教室  

類別(一) 場次(一) 1.由行政

單位實施業務報告，使幹部

明瞭校務狀況，座談簡報置

放於學務處網頁供同學參考

運用。2.會中學務處分別就

智財權、無菸校園、及性別

平等教育及學生校外活動安

全規定、交通安全作宣導。

建立同學法治及安全觀念。

3.同學意見反映熱絡，105-2

學期計 22 班，54 個意見反

映，均請各業管單位回覆

後，公告同學參考，有效建

立雙向意見交流。 場次(二) 

1.由行政單位實施業務報

告，使幹部明瞭校務狀況，

座談簡報亦置放於學務處網

頁供同學參考運用。2.會中

學務處分別就智財權、無菸

校園、及性別平等教育及學

生校外活動安全規定、交通

安全作宣導。建立同學法治

   



滿意達 99%。 類別(三)日間部幹部研

習與校長有約座談活動，共辦理 2 場

次： 場次(一) 幹部研習:同學熱烈提

問，長官亦詳盡回答，獲得很大迴

響，活動滿意度達 98%。 場次(二) 

與校長有約:1.由校長主詞，副校長、

學務、總務、圖資長及研發處代表等

列席，由承辦單位報告，前次反映之

執行情形，隨後由校長實施座談，各

班級班代、學生會、及部分自由參加

同學，針對學校運作部分及自身權益

提出問題，由一級主管親自回答，過

程中互動良好。 2.本活動整體滿意度

94%。  

及安全觀念。3.同學意見反

映熱絡，106-1 學期計 7

班，7 個意見反映，均請各

業管單位回覆後，公告同學

參考，有效建立雙向意見交

流。 類別(二) 1.藉由班級經

營強化品德教育。2.活動

前，加強宣導，以 CIP 轉知

每位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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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別(三) 場次(一) 

1.活動辦理時間緊迫，同學

似乎還有很多問題要提問。 

2.希望有更多充裕的時間讓

更多同學參與。 場次(二) 1.

場地稍嫌擁擠髒亂。 2.宣導

多次參與同學較不踴躍。 3.

活動前加強宣導，以 CIP 轉

知每位同學及導師，並運用

班會時加強宣導，以達到每

個班級幹部皆能完成此項活

動，以期達到宣導轉達之義

務。 4.教室能有可多支麥克

風使用或能額外架設之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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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及反省，進而認同、欣賞及實踐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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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民主法治

教育相關

7,000   10,000 民主法治教育 場次(一) (二) 為營造友

善校園，加強民主法治教育，辦理人

場次(一)參加對象：全

校同學。 參加人數： 

場次(一) 活動時間：3/14 活動

地點：L401 會議廳 。 場次(二) 

持續辦理專題演講及各項校

園民主法治教育活動，透過

   



活動 權教育宣導，教導學生要避免遭受詐

騙、減少學校霸淩及性別平等宣導，

人權是每一個人的生活基礎，食衣住

行育樂，皆是人權涵蓋的領域，若沒

有人權，我們就沒有自由的社會與未

來。 友善校園-民主法治教育專題演

講，邀中華民國人權促進協會派遣適

宜講師至校演講，第一場次講題：打

造青年國際競爭力，講師美國 WD-

HAN 樂團(史賓塞、莉亞、卡爾等三

位) 。 第二場次講題：青年人權與未

來競爭力，講師尼泊爾辣虎及美國威

爾兩位人權大使 藉由講師的國際

觀，融入台灣視野的觀察，提升同學

對民主法治的認知。 以民主法治教

育為主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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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生活的一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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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社會上的好青

年。 本年民主法治教育活動參加的

同學，對於本次活動滿意度調查平均

達 99%，顯示在活動上的安排同學都

給於高度的認同與支持。  

104 人次。 場次(二)參

加對象：全校同學。 參

加人數： 120 人次。 

活動時間：11/28 活動地點：

I118 國際會議廳。 

講座方式宣導法治重要性，

每學期班會時間宣導並撥放

電視牆影片宣教、海報宣

導，並利用各項活動、CIP 

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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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辦理學生

宿舍溫馨

Family 活

動 

10,000   10,000 類別(一)寢室整潔比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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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 160 份

回饋單，82%普遍對活動滿意對宿舍

表示認同。 類別(二)「學生宿舍溫馨

family-品德教育專題演講」：邀請陳

宜君老師，講題：「與內在的良善力

量對話」，藉由演講內容使住宿生知

道”網路成癮”已如同抽菸、吸毒一

類別(一) 參加對象：本

校全體住宿生。 參加人

數：師長 4 人、學生

857 人。 類別(二) 參加

對象：本校全體住宿

生。 參加人數：師長 4

人、學生 360 人。 

類別(一) 活動時間：05/01-05/12 

活動地點：育成大樓 3~9 樓 類

別(二) 活動時間：11/29 活動地

點：圖資大樓大樓 1 樓國際會

議廳 

類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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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7 人參與，活動滿意度

高。 類別(二)「學生宿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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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滿意

度為 88%。 

馨 family-品德教育專題演

講」：專題演講 1.演講者準

備充分，內容充實，談話幽

默風趣。 2.學生幹部認真負

責事前宣傳得宜，住宿生相

當守時，活動順利進行。本

次活動海報提前 2 週張貼，

活動以新生為主，學生滿意

度高，各樓幹部強力宣導，

參加人數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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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加強與鄰近社區之互動，以促進學生對社區關懷及鄉土文化之情感；並透過多元文化課程及國際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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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培養學生

良好品

德，辦理

自我成長

相關活動 

20,000   20,000 場次(一)安坑國小潔牙宣導 1.藉由潔

牙技巧之教導及實際技術操作，與問

答的方式來增加小朋友興趣，養成良

好潔牙習慣，藉此活動宣導牙齒保健

的重要性。 2.活動滿意度分析:整體

滿意度 80.7%、對大哥哥大姊姊講解

內容滿意度 92.3%。 場次(二)健康週

闖關 1.為促進全校師生健康，向師生

們宣導愛滋防治、菸害防治等相關知

識及健康體能檢測，讓師生們了解個

人健康狀態。 2.以闖關的方式來增加

活動的趣味性，讓師生們藉由活動中

對健康議題更深認識。 場次(三)安坑

國小天天五蔬果宣導 1.活動前予健康

大使社社員或是其他同學提升天天五

場次(一) 1.參加對象：

社團師生及安坑國小小

朋友。 2.參加人數：合

計 27 人次。 場次(二) 

1.參加對象：全校師

生。 2.參加人數：合計

124 人次。 場次(三) 1.

參加對象：社團生及安

坑國小學生。 2.參加人

數：合計 49 人。 場次

(四) 1.參加對象：社團

學生。 2.參加人數：三

次合計 56 人次。 場次

(五) 1.參加對象：全校

師生。 2.參加人數： 

場次(一) 1.活動時間:5/10 2.地

點:安坑國小。 場次(二) 1.活動

時間:5/17、5/18 2.地點:風雨走

廊。 場次(三) 1.時間 10/18 2.地

點安坑國小。 場次(四) 10/11 地

點:A304 教室 10/30:健康教育室 

11/27:A204 教室。 場次(五) 1.

時間:11/22 2.地點:景文一路。 

場次(六) 1.時間:11/29、11/30 2.

地點:景文一路。 場次(七) 1.時

間:12/6 2.地點:安坑國小。  

場次(一)安坑國小潔牙宣導 

1.本活動有位社員未能完成

任務，幸有備案請其他同學

練習這個角色，才能順利完

成。 2.學習刷牙時間拉得太

長，要學習控制好時間。 

場次(二)健康週闖關 1.活動

的前一天，將各關卡所需的

物品，分裝成箱，如此一來

方便清點，也較不易搞混，

可作為下次活動參考。 2.本

次沒有設計問卷，不知闖關

者滿意度為何?下次活動時

應加以注意。 場次(三)安坑

國小天天五蔬果宣導 1.國小

   



蔬果知能及服務能力，先請專業老師

舉辦天天五蔬果的課程，課程後再去

安坑國小以帶活動方式給予孩子們天

天五蔬果的知識。 2.活動以投影片、

小劇場、張貼海報的方式向小朋友說

明天天五蔬果的概念，再用小遊戲增

加小朋友的印象，最後用機智問答的

方式測驗小朋友對與此次宣導內容的

吸收度。 3.執行成效 (1).行前準備上

蔬果課程時，講師與同學間互動良

好，為能充分了解蔬果重要性及相關

知識，同學們主動問問題。 (2)活動

過程中，小朋友都非常踴躍，並認真

投入其中，都能回答出台上哥哥姐姐

提出的問題，也會反問問題。 (3)滿

意度調查 A 行前準備：對於蔬果了

解程度的前後測平均分數由 67.69 進

步到 75.38，約進步 7.69 分。活動滿

意度 84.6%~100%。 B 小朋友對於活

動的滿意度：68%~80%。 場次(四)教

育訓練研習活動，實施換藥技術與包

紮練習、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

練前 CPR+AED 訓練、天天五蔬果、

健康飲食觀-天天五蔬果等，強化服

務技能。專題演講整體滿意度在

84.3%~92.6%，對時間、講師、等滿

意度為 86.3%-94.9%。 場次(五)健康

促進系列活動 1.系列活動辦理飲食紅

綠燈闖關讓社區民眾與師生觀看各類

食物及飲料海報，認識哪些是可以常

常吃、哪些是偶爾食用、哪些是屬於

盡量少食用。再由關主出題闖關，以

加強個人認知。 2.性福巴士(愛滋防

治宣導) 結合衛生局實施機智問答。 

(1)飲食紅綠燈共 128

人。 (2)性福巴士有 98

人。 (3)健康體驗營共

有 95 人。 場次(六) 1.

參加對象：全校師生。 

2.參加人數： 299 人 場

次(七) 1.參加對象:社團

同學及安坑國小學生 2.

人數:共 36 人。  

老師未事先向警衛告知，造

成當日被擋在門口，比預計

進入班級時間要晚一些。 2.

活動過程中發生短劇演員因

太緊張忘詞，且音量不夠大

聲，使整個流程不夠完善。 

3.宣導海報內容字體太小，

建議可將海報內容放在投影

片裡頭。 場次(四)教育訓練 

訓練同學各項健康知能，進

而參與學校各項健康促進活

動，同學都反應多安排各項

課程。 場次(五)健康促進系

列活動 同學們都能依據活

動前安排之時段擔任關主，

活動中學習到各項專業知

識。 場次(六)捐血活動 本

學期首次結合各服務性社

團，辦理捐血活動時邀請春

暉社同學協助宣導反毒活

動、邀請原民社於開幕式協

助表演。未來希望辦理活

動，能邀請相關社團大家一

起，所謂團結力量大。服務

性質社團較不易招收社員，

大家可互相激勵與共同辦

理。 場次(七) 安坑國小視

力保健宣導 1.講解之 PPT

呈現不該使用黃色，較看不

清楚。 2.海報應該調整位

置。 



3.健康體驗營活動，邀請同學參加體

驗，以 I-PAD 上網登錄方式檢測體體

脂肪、體重等。 場次(六)捐血活動 

辦理，首次與獅子會合作對於本次活

動的禮品贊助。並辦理開幕式活動，

邀請獅子會級長官蒞臨。這種「你不

認識我，我仍然幫助你」，是件多麼

值得開心與鼓勵的事。 場次(七)安坑

國小視力保健宣導 辦理社區健康促

進安坑國小視力保健~護眼密碼＆健

康上網活動。 1.質化執行成效： (1)

參與本次活動者（國小老師）表示很

滿意，大使社同學很有創意，將護眼

密碼以數字結合方式，淺顯易懂小朋

友容易記。 (2)本次參與活動的小朋

友是以無預警模式進班宣導的，故剛

開始時氣氛比較僵硬，經過大哥哥姊

姊的帶動下，大家都很熱衷於本次活

動。 (3)小朋友對於護眼密碼 853420

的意義，在搶答時都非常清楚，而且

都能朗朗上。 2.量化成效： (1)時

間、內容規劃、主題、大哥哥大姊姊

表現滿意度 74%~87%。 

39 服務學習

志工團培

訓 

15,000   20,000 場次(一)透過辦理「景文 106 學年國

際志工經驗分享會」，藉由今年前往

馬來西亞的國際志工同學分享相關經

驗和成果，讓參加此次分享會的學生

以激勵同學願意參加國際志工的心，

並進而能化為實際的行動。整體活動

滿意度達 89%。 場次(二)受培訓志工

前往台中參加為弱勢家庭義煮活動，

整體活動滿意度達 88%。 場次(三)招

募具有熱心服務，積極學習態度的學

生擔任服務學習中心志工，並經過適

場次(一)參加對象：本

校師生。參加人數：共

91 人。 場次(二)參加對

象：信望愛智發展中心

及本校餐旅系師生。參

加人數：合計約 350

人。 場次(三)參加對

象：本校師生。參加人

數：13 人。 場次(四)參

加對象：烏來區忠治部

落學童及本校師生，人

場次(一)活動時間: 10/3 活動地

點:L401 設計館教室。 場次(二)

活動時間：10/20 活動地點：台

中市豐原區陽明街 36 號。 場

次(三)活動時間: 12/2 活動地

點:L403 設計館教室。 場次(四)

活動時間: 10/30-107/01/02 活動

地點:烏來區忠治部落。 

場次(一)藉由主講者在分享

國際交流實務經驗分享，期

使本校學生可以更深入瞭解

國際志工及國際交流的精神

及理念。國際交流是開放自

己的視野，促進自我國際

觀，以學習為基礎，走出更

不一樣的文化旅程。 場次

(二)利用義煮與共餐的方

式，讓信望愛智發展中心的

孩童其家庭成員共同享用美

   



當的培訓，學習相關服務知能，課程

內容有：破冰活動、企劃書撰寫(教

導學生活動企劃的編排技巧)、團隊

互動技巧(利用桌游讓學生培養團隊

的默契與互動)、活動設計與反思(利

用小遊戲讓學生能夠懂得活動的反

思)，整體滿意度達 75%。 場次(四)

藉由培訓志工學生前往原住民部落，

教導當地學童課業問題，提升學童的

學習意願，並安排小遊戲與學童互

動，讓讀書氛圍變得活潑有趣。整體

滿意達 90%。  

數：合計 100 人次。  食創造美好回憶。 場次(三)

利用培訓課程，讓同學可以

訓練在團隊之中可以運用的

一些默契技巧，或是處事的

能力，未來在就業上或是社

團都可以運用的到。 場次

(四)輔導當地學童課業問

題，一同閱讀課外讀物並吸

收書本內的知識。  

40 服務學習

暨勞作教

育績優師

生經驗分

享 

5,000   0 1.使老師及同學更了解參與服務學習

課程的好處。 增進老師及同學對服

務學習課程的認同感。 增加老師及

同學參與各項服務活動的意願，發放

問卷整體滿意度 85 %。 2.服務學習

類教師組經驗分享人：(一)劉祐彰老

師、(二)吳璧如老師、(三)李燕惠老

師。 3.服務學習類學生組經驗分享

人：(一)黃靈丹同學、(二)黃惠汶同

學、(三)鄭諭祺同學。 

參加對象：本校師生。

參加人數：教師：共 29 

人。學生：共 23 人。  

活動時間: 10/17 活動地點: 設計

館 L404  

可以提升同學瞭解服務學習

課程的意義及其他同學的經

驗。  

   

41 推廣深耕

服務學習

系列活動 

10,000   10,000 類別(一)安一路保持潔活動， 隨安一

路通車後，行經車輛增多，導致安一

路垃圾量增加，尤其以預留捷運安康

線行走區域更被開車用路人隨手丟棄

垃圾，也間接影響旁人對學校週邊環

境髒亂的觀感，由歡樂志工社招募學

生及老師共同執行安一路垃圾撿拾活

動，一方面可以清理校園週邊環境，

一方面可以為學校建立良好形象，並

期望藉此活動提升學生品德教育，及

不可隨手亂丟垃圾的觀念。)整體滿

意度 89%。 類別(二)本次活動帶領校

類別(一)參加對象：本

校師生。參加人數：教

師：共 7 人。學生：共

17 人。 類別(二)參加對

象：本校師生。參加人

數：教師：共 10 人。

學生：共 64 人。 

類別(一)活動時間: 6/13 活動地

點: 安一路。 類別(二)活動時

間: 12/16 活動地點: 新店和美山

步道。 

類別(一)藉由此次打掃活

動，可以清理校園週邊環

境，為學校建立良好形象。 

讓參與同學親自打掃環境，

藉此提升學生品德教育，及

不可隨手亂丟垃圾的觀念。 

類別(二)藉由此次打掃活

動，可以清理新店和美山週

邊環境，為學校建立良好形

象。讓參與同學親自打掃環

境，藉此提升學生品德教

育，及不可隨手亂丟垃圾的

   



內師長及同學 50 人至新店和美山道

進行撿拾垃圾活動，並配合健康促進

活動讓參與人員可以在活動中順便達

到維護步道環境及增進人員健康目

的。整體滿意度 91%。 

觀念。 

42 帶領中小

學社團發

展與活動 

40,570   80,000 場次(一) 熱音社等三社團辦理「帶動

中小學社團-成功國小兒童節活

動」，整體活動滿意度平均達 90%以

上。 場次(二) JCC 餐飲研究社辦理

「帶動中小學社團-滬江高中」，整

體活動滿意度平均達 76.5%以上。 場

次(三) 熱音社、勁舞社辦理「帶動中

小學社團-瑞芳高工」，整體活動滿

意度平均達 90%以上。 場次(四) JCC

餐飲研究社辦理「帶動中小學社團-

育達高職」，整體活動滿意度平均達

97.5%以上。 場次(五) 勁舞社辦理

「帶動中小學社團-十信高中第一次

試教」，整體活動滿意度平均達 90%

以上。 場次(六) JCC 餐飲研究社辦理

「帶動中小學社團-育達高職」，整

體活動滿意度平均達 98.75%以上。 

場次(七) JCC 餐飲研究社辦理「帶動

中小學社團-淡水商工」，整體活動

滿意度平均達 90%以上。 場次(八) 

勁舞社辦理「帶動中小學社團-十信

高中」，整體活動滿意度平均達 90%

以上。 場次(九) 服利社及 ACG 文化

研究社辦理「安坑國小團康 GO」活

動，整體活動滿意度平均達 90%以

上。 場次(十) 勁舞社辦理「景文科

大第十三屆景誕盃北區排舞大賽」，

整體活動滿意度達 80%以上。 

場次(一) 參加對象：社

團師生及成功國小 參加

人數：合計約 200 人次 

場次(二) 參加對象：社

團師生及滬江高中 參加

人數：合計約 100 人次 

場次(三) 參加對象：社

團師生及瑞芳高工 參加

人數：合計約 1100 人

次 場次(四) 參加對象：

社團師生及育達高職 參

加人數：合計約 100 人

次 場次(五) 參加對象：

社團師生及十信高中 參

加人數：合計約 36 人

次 場次(六) 參加對象：

社團師生及育達高職 參

加人數：合計約 80 人

次 場次(七) 參加對象：

社團師生及淡水商工 參

加人數：合計約 115 人

次 場次(八) 參加對象：

社團師生及十信高中 參

加人數：合計約 315 人

次 場次(九) 參加對象：

社團師生及安坑國小 參

加人數：合計約 200 人

次 場次(十) 參加對象：

社團師生及北區大專校

場次(一) 活動時間：03/29 活動

地點：成功國小 場次(二) 活動

時間：04/14-05/12 活動地點：

滬江高中 場次(三) 活動時間：

05/13 活動地點：瑞芳高工 場

次(四) 活動時間：05/04-06/01 

活動地點：育達高職 場次(五) 

活動時間：09/29 活動地點：十

信高中 場次(六) 活動時間：

10/03-11/28 活動地點：育達高

職 場次(七) 活動時間：10/13-

12/01 活動地點：淡水商工 場

次(八) 活動時間：10/20-

107/01/05 活動地點：十信高中 

場次(九) 活動時間：11/13-12/07 

活動地點：安坑國小 場次(十) 

活動時間：12/16 活動地點：行

政大樓五樓禮堂 

場次(一) 下一次承辦類似的

活動時，必須要確認好表演

人員的數量，還有時間上面

的掌控，並把表演的完整度

做好。 場次(二)至(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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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本校學

生社團與中小學定期安排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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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人理念。3.以示範

表演、講解說明、分組教學

及成果展現等方式，引導出

課程主題，分組教學讓學員

發揮創意做出專屬作品。 

場次(九) 帶小朋友嘗試各式

各樣的團康活動，在過程中

透過分組活動學習團體行動

和與他們合作的重要性，且

從中放鬆課業的壓力。 場

次(十) 1.辦理區域性的街舞

比賽，讓社團成員更加深入

瞭解如何辦理活動，並用最

親切的態度讓喜愛熱舞的學

生往健康的熱舞運動發展。 

2.給北區各在校學生社團一

   



院與高中職社團 參加人

數：約 150 人次 

個發揮和證明自己的舞台。 

43 鼓勵社團

從事社會

關切主題

活動與研

習 

45,000   91,000 類別(一)社團從事社會關切主題活

動： 1、景文團契社辦理「童話故

事」社團從事社會關切主題活動。 

2、創意烘焙社辦理「甜甜景文心，

蜜蜜恩加情」活動。 3、知心社辦理

「將心比心，感同身受」服務活動。 

4、創意烘焙社參與公益亮起來「新

北青年志工關懷社區服務」活動。 

5、JICC 國際廚藝研究社等四社團辦

理「愛天使園遊會」。 6、服利社辦

理「恩加貧困家庭協會課後輔導」。 

7、國際標準舞推廣社辦理「時代盃

國際公開賽-服務學習活動」。 8、勁

舞社參與世大運表演活動。 9、國際

交流社辦理中秋文化交流活動。 

10、向陽康輔社等六社辦理「志工送

溫暖，團聚慶中秋」活動。 11、國

際交流社與國際廚藝研究社辦理

2017 企業家庭親子日-社團參與社會

關懷議題活動。 各次活動滿意度皆

達 90%以上。 類別(二)社團從事社會

關切主題研習： 1、企管系學會辦理

「社會關懷議題活動暨幹部訓練」。 

2、學生會辦理「106 年暑假大手牽

小手夏令知趣營-行前訓練」活動。 

各次活動滿意度皆達 87%以上。 

類別(一) 參加對象：本

校社團師生及受服務對

象 參加人數：約 1 萬餘

人次。 類別(二) 參加對

象：社團從事社會關懷

議題行動及營隊之人員 

參加人數：合計 149

人。 

類別(一) 活動時間： 1、03/08-

05/24 2、04/23 3、04/26 4、

04/08 5、05/07 6、05/26-06/01 

7、07/01 8、08/21-08/25 9、

09/28 10、09/27 11、10/28 活動

地點： 1、新店達觀國小 2、恩

加貧困家協會 3、新店安坑國

小 4、新北市萬里重建中心、

仁愛之家 5、台北市中山堂 6、

恩加貧困家庭協會 7、圓山大

飯店 8、淡江大學、桃園體育

場 9、設計館 L401 10、新北市

榮民服務處中和新莊退舍 11、

三重信服水漾公園。 類別(二) 

活動時間： 05/20-05/21、06/27 

活動地點： 1、陽明山衛理福

音園 2、設計館 L401。 

類別(一) 1、藉由團康活

動、說故事、唱詩歌，讓小

朋友從中學習成長，惟因活

動時間較早，搭車通勤的學

生教無法參與此活動，建議

下次可改於課後辦理。2、

透過活動傳達對恩加貧困家

庭協會兒童的關心及同理

心，給予更多正面能量，小

朋友也都非常積極、熱情的

參與。3、表演的方式讓小

朋友了解同理心的重要，朋

友跟朋友之間應該保持互相

尊重與互相學習。4、本校

社團至仁愛之家、重建中心

進行關懷，與機構之住民聊

天，並一同從事其平日進行

之手工藝及農藝活動，藉此

透過志工一起服務長者，讓

長者們綻開笑容，重新感受

到社會和親情的溫暖。5、

藉由各項寓教於樂的活動，

協助與提供特殊教育學生及

家長接觸多元化的學習，建

立自信與勇氣，培養積極的

人生觀。6、帶領小朋友學

習做甜點，讓他們知道努力

是會有回報的這個道理。

7、以志工的型態深入國際

賽事進行服務學習，增加國

際視野。8、以活潑生動的

方式激起同學們對舞蹈的熱

   



愛。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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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藉活動舉

辦，傳達本校對新北市榮民

教養院年長者的關愛，得以

讓他們再度感受社會的關愛

與溫暖，並做些簡單的同樂

活動促進年長者的肢鱧協調

與活化腦袋。11、藉由社團

參與企業家庭親子日，擔任

活動服務人員，以達到與企

業合作、學習服務奉獻的目

的。 類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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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自我檢視功效。  

工作願景：四、提昇學務與輔導工作品質及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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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管理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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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社團暨系

學會指導

老師與幹

部工作研

討會 

15,930   13,000 105-2 及 106-1 各辦 1 場，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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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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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人次。 

活動時間：6/13、11/28。 活動

地點：本校行政大樓 B607 教

室、設計館 L404 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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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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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加強社團辦理活動時對於性

別平等及兩性尊重之教育，落實社團

活動中之性別平等、相互尊重觀念。 

4.活動滿意度 2 場平均為 80%。 

時交流討論達到最佳的效

果，建議持續辦理。 2.持續

宣導校園性騷擾防治、智慧

財產權、校外安全及遊覽車

租賃等活動相關議題加強宣

導。智慧財產權、校外安全

及遊覽車租賃等活動相關議

題加強宣導。 

45 學務與輔

導人員研

習活動 

11,070   10,000 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人員會議，共辦

理 2 場次。 場次(一) 1.邀請育達科技

大學姜德剛學務長講述於輔導學生留

校計畫中之家族制度建立及學生學習

歷程的建置。2.活動整體的滿意度平

均 95%。 場次(二) 1.邀請輔仁大學王

英洲學務長擔任本次講授學務工作與

輔導(含原住民)經驗分享，以學生為

中心的輔導網絡，建立導師系統平

台，統整全班資訊並制定休退學輔導

機制。2.活動整體的滿意度平均

90%。 

場次(一)：參加對象：

本校學生事務與輔導工

作相關人員。參加人

數：29 人。 場次(二)：

參加對象：本校學生事

務與輔導工作相關人

員。參加人數：35 人。  

場次(一)活動時間：8/18 活動地

點：行政大樓三樓大會議室。 

場次(二)活動時間：107.1/16 活

動地點：行政大樓三樓大會議

室。 

場次(一) 1.整體活動、行程

時間掌握恰到好處，主講內

容適當且易同仁吸收。 場

次(二) 1.主講內容適當且易

同仁吸收，學務工作複雜，

學務人員均需具備更多耐心

來面對學生事務；建議持續

辦理。 

   

工作策略：4-2-3 建立標竿學習模式，加強學務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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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學務與輔

導工作標

竿學習與

觀摩交流 

10,050   7,450 1.為增強本校學生事務與輔導同仁工

作知能，提升營造安全、溫馨、適性

的學習環境，建構健康、和諧、友善

的校園風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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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工作現狀，進而提昇學務輔導優勢

與增進服務精神，共辦理 2 場次。 2.

場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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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人。 場次

(二) 參加對象：本校學

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相關

場次(一) 活動時間：08/28。 活

動地點：台北海洋科技大學(淡

水校本部) 場次(二) 活動時間：

11/09。 活動地點：銘傳大學

(台北校區) 

本活動對於提昇本校學生事

務與輔導同仁工作之能具有

正向助益，建議持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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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面向之滿意度平均達

88%以上；另蒐集到 128 項問題。 

人員及軍訓室校安人

員。 參加人數：1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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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指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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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辦理校內

社團評鑑

與觀摩 

110,999   108,000 1.辦理校內社團評鑑，考核社團績

效，以促進學生社團活動進步與發

展。 2.舉辦社團暨系學會成果觀摩展

示活動，以達到相互觀摩學習與薪傳

之目的。 3.邀請校外專業評審老師評

比，使學生社團活動資料、評鑑過程

公開透明化。 4.本次評鑑獲特優社團

有向陽康輔社及旅遊管理系學會。 5.

本活動參與度達 90%，未參與評鑑社

團，依規定予以解散，並解聘社團指

導老師職務。 6.向陽康輔社、企業管

理系學會，將代表本校參與 107 年全

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鑑暨觀摩活動

(旅遊管理系學會因連 2 年獲全國社

團評鑑特優，故選派校內評鑑第二名

出賽)。 

參加對象：本校社團師

生。 參加人數：約計

500 人。  

活動時間：10/17-10/18。 活動

地點：本校景文一路(椰林大

道)。 

1.透過社團評鑑活動，考核

學生社團營運狀況及活動情

形，以提高社團活動品質與

內涵，達「獎優汰劣」目

標，建議持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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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對社團發展傳承助益大，

建議持續辦理。 3.評鑑當日

下雨，因雨備事宜準備妥

適，未影響評鑑過程。 

   

48 學生會參

與全校性

學生自治

組織成果

競賽暨觀

摩活動 

39,001   90,000 輔導學生會參與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106 年大專校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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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學生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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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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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3/26。 活動地

點：國立嘉義大學蘭潭校區。 

1.經過社團相關營運及活動

之資料整理過程，使學生會

成員更加了解組織運作狀況

及活動執行成效，以進行檢

討及精進。 2.參與觀摩活

動，透過與他校學生會相互

   



參與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榮獲技職

校院組甲等獎。 

觀摩學習，提升參與幹部經

營自治組織之能力，並開拓

學生學習視野。 

49 社團參與

全國大專

校院學生

社團評鑑

暨觀摩活

動 

88,000   100,000 1、輔導經校內評選出之特優社團參

與 106 年全國大專院校學生社團評選

暨觀摩活動，藉以提升社團活動，發

揮學生活動之教育功能，並強化各社

團服務學習目標，以達成評鑑工作指

標。 2、大專校院社團評選：「旅遊

管鋮 t 學會」獲技職校院－自治性、

綜合性特優獎；「向陽康輔社」獲技

職校院-康樂性特優獎。 3、「企業管

理系學會」參與年度最佳社團特色活

動評選。 

參加對象：本校旅遊系

學會、向陽康輔社及企

業管理系學會成員。 參

加人數：50 人。  

活動時間：03/24-03/26。 活動

地點：國立中正大學。  

1、參與社團評鑑同學，充

分呈現企圖心與榮譽感，並

將整年的成果全力展現或得

好成績。 2、三天活動同學

均會互相幫忙，並加油打氣

為彼此鼓勵。 3、本次大會

增加「年度最佳社團特色活

動評選」項目，企業管理系

學會亦為第一次參加，成績

未達預期目標，將積極輔導

及加強。 

   

學校配合款

執行總計：

1880750 

補助款執行總

計：18802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