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辦理導師輔導知

能研習
40,000 40,000

1.93.2導師輔導知能研習(二天一

夜)：此次打破以往導師輔知研習辦理

模式，第一次改採二天一夜密集研習

方式辦理，並邀請知名講師，以及加

入分組實務主題研討，以上方式之改

變皆提昇導師及職員對輔知研習之參

與率，整體滿意度為97.5%。

2.94.1導師輔導知能研習四場：時間

包含週一至週四的中午時間，儘量讓

老師們有機會參與，不會因課程而無

法參與研習，並邀請知名講師以提高

導師參與率，整體滿意度為93％。

1.導師及行政人員合

計160人次。

2.導師、輔導老師及

行政人員合計206人

次。

1.94.5.27至5.28二

天一夜於本校國際會

議廳及梅山青年活動

中心

2.94.9.29、10.31、

11.22、12.14分別於

國際會議廳、圖資大

禮堂

1.因每年度包含2個學期，為免

有老師因無法配合二天一夜研習

時間而造成無輔知研習可參加之

遺憾，建議往後可規劃一個學期

以二天一夜密集式方式並加二場

校內研習方式辦理，另一學期以

多場次分散式方式辦理。

2.此次將整學期導師輔知研習印

製成書籤型式並發放予每位教職

員，使研習訊息之保存與查詢更

為容易。

2
其他強化學生輔

導措施
25,000 15,000

辦理義務輔導老師儲備訓練第一階

段：

1.因有本校主管及人事室對此訓練之

高度支持，本校對助人工作有興趣之

教職員相當踴躍報名，共計有30人參

訓，超過預期名額，報名率達120%。

2.第一階段研習方式包含專業課程、

影片賞析、及成長團體三種方式，整

體滿意度與受益度高達100%。

教職員30位 94.12.1至95.1.19，

每週四中午11:30-

1:30於諮商中心助學

園地會議室、團諮室

辦理

1.此訓練之招募能如此成功，主

管及人事單位之支持為重要因

素。

樹德科技大學94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補助款暨學校配合款執行報告表

編號
學生事務與輔

導領域
工作項目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檢討及建議

學校配合款支

應金額
辦理時間及地點

學生事務與輔

導補助款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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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強化導師輔

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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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生事務與輔

導領域
工作項目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檢討及建議

學校配合款支

應金額
辦理時間及地點

學生事務與輔

導補助款支應

金額

3
提昇導師功能鼓

勵措施
160,000 0

1.導師會議每學期舉辦2場共4場，於9

月開學前為新生班導師另召開一次會

議，以利新生班導師對於新生之輔導

更為熟悉。

2.導師業務宣導及雙向交流。

3.獎勵20位績優導師及3個績優系所。

全校導師

辦理時間：94年3月3

日、94年6月21日、

94年9月9日、94年9

月15日及95年1月12

日，地點：國際會議

廰、T208階梯教室

導師約150人，參與情況均有85%

，於會議中提出非常多寶貴的意

見，可做為業務改進之參考。

4
學生家長聯繫與

訪談
50,000 0 舉辦94學年度新生家長懇親座談會。 學生及家長/231人

94.09.10二宿地下室

餐廳

舉辦親子互動活動，突破以往制

式枯燥的座談會方式，深受家長

及學生的肯定，值得今後再次辦

理。

275,000 55,000

1. 強化導師輔

導功能

金額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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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生事務與輔

導領域
工作項目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檢討及建議

學校配合款支

應金額
辦理時間及地點

學生事務與輔

導補助款支應

金額

1
學生自治幹部研

習活動或座談會
30,000 30,000 宿委寒假特別訓練

教官、講師、舍監、

環安組長宿委幹部

/80人

校內、台東關山親水

公園

本年度宿舍自治幹部委員會舉辦

至校外參訪及特訓，是一個新的

體驗，讓學生幹部了解他校宿舍

管理的優缺點，除了吸取經驗外

，也做了經驗交流及國民外交，

對提升住宿品質有相當的幫助，

今後將持續辦理。

2

學生自治團體辦

理師生座談等相

關活動

50,000 30,000

由各系舉行師生座談會共二十三場，

也針對外籍學生舉辦師生座談會，讓

師長和學生能有雙向溝通互動的機會

，也讓同學對系學會有更深入的了解

，另舉辦進修部全校性社團幹部師生

座談會及訓練等。

各系師生

辦理時間：94年2月

26日~94年12月31日

，地點：各系

每一系所都有舉辦師生座談會藉

由溝通讓師生了解學校發展目

標。

3
其他強化學生自

治功能事項
139,500 240,000

辦理「第八屆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選

舉」及第七屆學生活動中心卸任暨交

接典禮、學生活動中心94年暑期大專

學生社團研習營、學生活動中心舉行

期初,期中及期末系會長暨社團長會

議、樹德-成年禮、社團有約、社團幹

部交接及社員大會，亦能充分利用會

議提出各項報告及問題討論，進而使

社團們都能了解正式運作規則。自治

團體或社團利用定期舉行幹部會議以

連結各社團之互動成效良好。

全校學生

辦理時間:94年3月

~94年12月31日

地點: 校內外

鼓勵充分運用會議功能並使社團

幹部以及社員增長各項運作能力

，課指組人員也能隨時掌握社團

近況。

219,500 300,000

2.強化學生自

治功能

金額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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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生事務與輔

導領域
工作項目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檢討及建議

學校配合款支

應金額
辦理時間及地點

學生事務與輔

導補助款支應

金額

1 179,200 130,000

1.參加校際性各項球類運動競賽17

場。

2.辦理系際盃、新生盃、樹德盃…等

各項運動競賽22場。

3.辦理趣味性運動競賽3場。

全校師生

時間：94年1月-12月

地點：於校內、外各

活動場地

全校性活動有時因宣傳不足或同

時間有多項活動進行，使活動成

效不如預期佳，有待改善。

1 468,000 849,925

社團活動計有學生活動中心-心語心願

白色情人節、金保系-2005社團嘉年華

會、咖啡研究社-咖啡賞味季、吉他

社-第四屆吉他舖私房歌成果展、瘋狂

之音廣播社-點播系列活動 、國標社

第六屆南區大專院校聯誼舞會-舞魅、

熱音社-吉時行熱街頭彈唱滾熱你的

心、弦奇社-打擊樂團創團音樂會、時

尚藝術表演社-魅力舞台、熱音社-碎

紙花-青春勇敢演唱會、躲避球比賽、

幼保系-全國大專院校之裙擺搖搖幼兒

創意律動大賽等所舉辦之各項活動都

能獲得各方讚賞，學生亦能從活動中

得到成長。

全校師生

時間：94年1月-12月

地點：於校內、外各

活動場地

94年活動性質較偏向娛樂及社區

服務性質，將鼓勵社團辦理活動

內容以結合通識,藝文,資訊,外

語,教育…等方面，並從事有建

設性的活動，進而擴大活動意

義。

2

辦理「推動校園

社團發展方案」

(1)健全校園社團

制度

135,699 224,637

舉辦社團幹部研習營讓社團各幹部對

社團經營有所了解，辦理社團幹部訓

練藉由交流及溝通加強學生組織的認

知及使命，從社團評鑑成果中讓各社

團相互切磋，將績優之社團及社團指

導老師給予獎勵，並將經驗分享給其

它社團作為鼓勵。

參加對象：校內外社

團指導老師、全校學

生、社團幹部

辦理時間:94年1月-

95年1月地點: 校內

外

課指組舉辦自治精神服務學習營

及成年禮成效顯著,各社團學會

亦舉辦幹部訓練以利社團運作順

利。

補助學生社團辦

理校際性活動、

全校性活動

3.加強社團活

動、健康休閒

活動之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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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生事務與輔

導領域
工作項目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檢討及建議

學校配合款支

應金額
辦理時間及地點

學生事務與輔

導補助款支應

金額

2 40,000 80,000

本校基層文化服務社-童趣玩味祭、性

教育種子隊-我的秘密花園、基層文化

服務社-帶動中小學暨九九重陽服務

隊、石穗康輔社-藍色星光冬令營、瘋

狂之音-瘋狂入侵前進中小學等，頗受

附近國小師生好評。

參加對象：全校師生

辦理時間:94年4月

~94年12月31日地點:

校內外

學生帶動中小學的能力已經受到

各中小學的重視，並與師生們培

養成良好默契，相處很融洽，都

有意願能再繼續配合下去。

2 30,000 0

1.網球教學（2場）

2.啦啦舞蹈教學

3.有氧舞蹈教學

橋頭國中、小學生--

40人

立志中學學生--100

人

大華國小學生--40人

時間：94年1月-12月

地點：橋頭竹林網球

場、立志中學、大華

國小

促進校際間運動交流，並培養學

生正確的運動技巧，以達全民運

動推展。

2

辦理「推動校園

社團發展方案」

(3)鼓勵校園社團

進行社會服務工

作

171,984 45,000

本年度辦理多項的社會服務活動，基

層文化服務社-點點火光歡樂舞動、基

層文化服務社-愛你九九及讓愛飛起

來、稻草人兒童劇團-幼稻聖誕Party

公演秀、幼保系系學會-溫暖慈德聖誕

吔、稻草人兒童劇團-腸病毒防疫宣導

，石穗康輔社-寶刀未老老當益壯、

94(1)環保服務教育社區服務、舉辦社

團指導老師座談會等相關活動，並頒

發指導老師證書。

參加對象：全校學生

辦理時間:94年3月

~94年12月31日地點:

校內外

各社團與校區附近的鄉鎮或社區

團體互動良好，也獲得大家的肯

定，使他們更能發揮服務別人犧

牲自己的精神，再更進一步加強

義工能力之培訓，使社團們更能

秉持著專業的態度去服務鄉鎮或

關懷社會，仁愛之家,偏遠地區

或育幼院等機構將是積極服務的

對象。

辦理「推動校園

社團發展方案」

(2) 帶動中小學

社團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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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生事務與輔

導領域
工作項目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檢討及建議

學校配合款支

應金額
辦理時間及地點

學生事務與輔

導補助款支應

金額

3
其他健康休閒藝

文活動
109,351 80,000

樹德-懷舊電影欣賞心得選拔、吉他

社-夜夏吉音-就是愛音樂街頭彈唱、

石穗康輔社-夢想起飛-猜猜我是誰、

吉他社-弦音、咖啡、耶誕夜、弦奇

社-聖誕號角報佳音、浪跡天涯社-高

雄導覽之旅、爵士鋼琴社-不聽不"渴"

露天演奏會、嘻舞門-嘻哈街舞研習

營、宣愛團契-2005天light之音聖誕

晚會...。

參加對象：全校師生

辦理時間:94年3月

~94年12月31日

地點: 校內外

共舉辦兩場陣容浩大的音樂會，

學生活動中心的歌唱大賽亦十分

踴躍，尤以課指組的懷舊電影欣

賞更為特殊,期待社團積極舉辦

並參與有關藝文及休閒方面之活

動，讓文藝氣息能感染校園每一

個人。

4
其他休閒運動之

推展
150,000 50,000

辦理游泳教學、海邊救生訓練、浮

潛、泛舟、賞楓、啦啦隊比賽、校園

路跑、爬樓梯大賽..等活動共11場。

全校師生

時間：94年1月-12月

地點：校內、外各活

動場地

1.藉由活動的推廣，帶動青少年

合群、互助的心態，並建立選擇

良好的休閒運動價值觀念。

2.需租借校外的場地、器材、車

資，費用過高，安全也是考量之

一。

5 編製社團期刊 28,000 0

編製社團總覽期刊讓全校師生可以更

了解本校各個社團之組織及運作模式

，並寄發給各大專院校留存; 製作學

生社團護照鼓勵學生參加各項社團活

動，以利人格發展並作為在校活動之

證明。

參加對象及人數：全

校師生及校外各大專

院校

辦理時間:94年8月94

年12月31日地點: 校

內

希望在學生人格發展的最後一站

能盡量幫助他們成長，因此鼓勵

學生積極參與各項活動，活動經

歷可以藉由社團護照做紀錄; 社

團期刊能使校內校外的師長更加

了解校園社團,以期待將校譽發

揚出去。

1,312,234 1,459,562金額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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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生事務與輔

導領域
工作項目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檢討及建議

學校配合款支

應金額
辦理時間及地點

學生事務與輔

導補助款支應

金額

2
舉辦學生生理、

心理健康講座
26,715 20,000

1.93.2「生命關懷影展」：共辦理十場，

日間部及進修部各五場，計有297人次參

加，共播放四部關於愛和關懷的電影，賞

析後學生更深刻體會尊重生命、愛惜生命

之正向生活態度，重拾對生命的信心。

2.93.2「如何做好有效率的生涯規劃」專

題演講：滿意度99 %，講者演講內容豐富

並幽默親切地與學生互動，有95%學生表

示對自我生涯規劃有幫助。3.93.2「創造

無限魅力的自我」專題演講：滿意度97%

，演講內容豐富生動，學生對於講題反應

熱烈，有98%學生表示對於在工作上及與

人互動上很有收穫。4.94.1生命關懷影

展-台灣關懷篇：參加人數共649人，共播

放四部關於愛和台灣關懷的電影，學生反

應熱烈，深受感動，進而更能培養積極面

對與相互扶持的大愛。5.94.1「認識台灣

多元性別文化」專題演講：共173人參加

，活動滿意度97%，講師與學生互動良好

，參與學生希望未來可以再多舉辦性別相

關議題的系列活動。 6.94.1「打造美好

人生」專題演講：共177人參加，活動滿

意度97%，全校師生反應熱烈，參與學生

表示學習到如何妥善安排生活與課業，期

望可以發展出更充實的生活興致和學習品

質。7.94.1「師生人際互動的藝術」專題

演講：共433人參加，活動滿意度98%，主

講人豐富生動的演講內容，有98%的師生

表示收益良多。

全校教職員生共計

2059人次

1.生命關懷影展：

94.5.9~5.13於

LB103、LB104、

DB134       2.「如

何做好有效率的生涯

規劃」專題演講

94.3.28(日間部)於

D0105

3.「創造無限魅力的

自我」專題演講

94.3.21(進修部)於

D0105           4.

生命關懷影展-台灣

關懷篇

94.10.17~10.21於

LB103、LB104

5.認識台灣多元性別

文化」專題演講

94.10.24於D0105

6.「打造美好人生」

專題演講94.12.14於

D0105   7.「師生人

際互動的藝術」專題

演講94.12.14於

L0105

1.影片賞析以影展週方式辦理，

可使學生更方便安排時間參與，

效果不錯。            2.專題

演講邀請知名人士主講，較易提

昇師生參與率。

4.強化學生輔

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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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德科技大學94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補助款暨學校配合款執行報告表

編號
學生事務與輔

導領域
工作項目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檢討及建議

學校配合款支

應金額
辦理時間及地點

學生事務與輔

導補助款支應

金額

3
辦理輔導室學生

義工研習活動
50,000 49,850

1.93.2向日葵志工隊訓練活動-演說技

巧訓練：共6場次，約90人次志工參

加。

2.94.1向日葵志工隊訓練活動

3.94.1三校學輔志工研習活動：活動

滿意度90%。

1.本校向日葵志工約

計90人次

2.本校向日葵志工約

計95人次

3.本校向日葵志工及

高苑科大、樹人醫專

學輔志工約60人

1.94.5月~6月於T208

2.94.9月~12月於諮

商中心、設計大樓

3.94.12.3~4於本校

T208、高苑科大、樹

人醫專

1.校內活動從招募到各項活動的

進行，志工投入參與的程度、凝

聚力仍需再加強。

2.此次三校志工合作辦理校際聯

誼，從參考他校志工作法提供本

校志工新想法，促進志工團隊合

作的精神。

6

購置學生輔導相

關書刊及心理測

驗

55,930 0

1.於93.2購置輔導視聽資料共21片，

於94.1購置輔導視聽資料7片及輔導專

業期刊一批。

2.94年度心靈成長相關圖書、雜誌、

視聽資料借閱人次約350人次。

全校教職員生約350

人次

全年度，於諮商與生

涯發展中心

1.本中心每年皆購置心靈成長相

關之圖書、雜誌、視聽資料

(VCD、DVD等)，且皆加工編目為

本校圖書館館藏，提供全校教職

同仁及學生利用圖書館之系統查

詢，並鼓勵全校教職員工生踴躍

至本中心辦理借閱及利用。

4.強化學生輔

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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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德科技大學94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補助款暨學校配合款執行報告表

編號
學生事務與輔

導領域
工作項目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檢討及建議

學校配合款支

應金額
辦理時間及地點

學生事務與輔

導補助款支應

金額

7 自我成長營 40,000 39,884

1.93.2「情緒管理-為自己留一扇窗」

成長團體：共6場次、60人次參加，參

與學生在團體中學習到如何成為情緒

的主人，並能協助他人解決情緒困擾

，找回自信。

2.94.1「跟壓力說bye bye」─「情緒

管理與壓力抒解營」系列活動：參與

人數共362人次，滿意度96%，活動內

容包含〈身心SPA~壓力管理與抒壓技

巧、心靈音樂SPA、芳香SPA〉各種身

心放鬆療法、〈自我放鬆技巧訓練〉

講座及〈抒壓體驗〉，參與師生反應

熱烈、受益良多，表示很期待每學期

都可以舉辦相關抒壓系列活動。

3.94.1「男女翹翹板」~兩性關係成長

團體：共7場次、112人次，參與學生

受益程度達100%。              4.

「彩繪人生」~生涯成長團體：共8場

次、56人次，參與學生受益程度達

98%。

5.「築夢平台」~生涯成長團體：共6

場次、36人次，參與學生受益程度達

95%。

全校學生約630人次 1.94.4.5-94.6.9於

性學所團諮室

2.94.10.31-94.11.3

於諮商與生涯發展中

心、幼保系韻律教

室、國際會議廳

3.94.10.18-94.12.6

於諮商與生涯發展中

心團諮室

4.94.10.27-

94.12.15於諮商與生

涯發展中心團諮室

5.94.10.27-

94.12.15於諮商與生

涯發展中心團諮室

1.目前已舉辦過二次紓壓系列活

動，皆獲全校師生好評，參加者

並表達強烈紓壓需求，因此「壓

力紓解」可列為未來辦理活動之

重要主題。

2.「兩性」及「生涯」分別為大

學生最關心之成長議題，此次生

涯團體因同時舉辦二組，故在成

員參與人數上較不若兩性團體出

色，未來將避免同時推出相同主

題之活動，以達更大效益。

4.強化學生輔

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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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德科技大學94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補助款暨學校配合款執行報告表

編號
學生事務與輔

導領域
工作項目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檢討及建議

學校配合款支

應金額
辦理時間及地點

學生事務與輔

導補助款支應

金額

8
辦理學生就業輔

導措施
49,999 48,957

1.93.2「充電列車」系列活動：內容

包含「學習生涯第二春」、 「輕鬆讀

好原文書」、「學習及生涯相關量表

施測」、「克服考前焦慮症」、及

「學習掌握讀書重點」，幫助學生突

破學習困難，建立優質學習方法，參

與人數共357人，活動滿意度90%。

2.93.2搶救學習大作戰─有效讀書方

法與技巧工作坊：活動內容包含「學

習如何學習」、「高效學習與記憶

力」、「速讀」、「高效整合歸

納」、「各系優秀學長姐分享優質學

習技巧」及「綜合座談」，協助沒有

適當自我管理技巧及無法掌握學習方

式之學生，能透過工作坊獲得有效改

善方法。參與人數約50人。3.94.1搶

救學習大作戰─有效讀書方法與技巧

工作坊：內容包含「時間管理」、

「優壓與劣壓」、「高效整合歸

納」、「視訊分享座談」，參與學生

約80人。4.添購生涯、學習、及人際

等類別之心理測驗乙批：供全校學生

預約使用，以增進學生對自我之了

解。

全校學生約500人次 1.國際會議廳

2.94.5.19於國際會

議廳

3.94.12.3於通識教

育學院學習廣場

4.94.12月於諮商與

生涯發展中心

1.本年度二次的「搶救學習大作

戰」，參與學生皆對課程反應熱

烈，與各課程的講師有良好互動

，並建議在學期中能以更多不同

方式舉辦學習與生涯相關議題的

講座或是工作坊。2.941搶救學

習大作戰的分享座談，改以事先

邀請師長及學長姐以錄影方式分

享優質學習方法，效果不錯。

3.從休退學率及導生訪談中發現

，本校許多學生學習表現不佳並

非因能力不足，而是沒有有效學

習方法，進而導致學習動機低落

，「充電列車」及「搶救學習大

作戰」皆為學習與生涯輔導活動

，實有繼續推動之必要。

222,644 158,691金額小計

4.強化學生輔

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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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德科技大學94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補助款暨學校配合款執行報告表

編號
學生事務與輔

導領域
工作項目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檢討及建議

學校配合款支

應金額
辦理時間及地點

學生事務與輔

導補助款支應

金額

2
品德及民主法治

教育相關活動
24,000 0

1.生活與資源共舞

2.民主法治教育暨與校長有約

1.學生/70人

2.學生/200人

1.岡山柳橋環保站

2.大禮堂

現代年輕人環保觀念日漸薄弱，

甚至在校園生活與學習上產生誤

解，透過環保回收站實際操作，

及座談增進學生對生活、法治教

4
性別平等教育相

關活動
30,000 30,000

1.我的情歌會轉彎─情歌歌詞改編暨

演唱大賽：活動今年邁入第三屆，活

動氣氛活潑熱鬧，學生參與踴躍，約

計有300人次參加，透過歌詞改編使學

生能以更健康的態度重新詮釋男女之

間的相處議題。

2.讓愛看得見─戀戀樹德幸福留言

板：藉由塗鴉、繪畫或文字創作，提

供全校師生一個表達情感的平台，增

進本校師生對異性及同性之愛的尊

重、包容，提倡健康的性別平等觀

念。本活動共有332人次留言，在回收

的134份問卷中，有96%的同學認為此

留言板可以充份表達情感與想法、且

有78%人可以認同在留言板上以文字或

圖片表達對同性或異性之愛。

1.我的情歌會轉彎:

全校師生約300人次

2.戀戀樹德幸福留言

板：全校師生約332

人次

1.94.11.29於L0105

圖資大樓大禮堂

2.94.11.21至

94.12.15於扇形廣場

旁

1.活動宣傳時間可再拉長，以營

造活動氣勢。              2.

以留言板型式提供學生表達情感

的方式相當活潑，並可營造友善

之校園氣氛。

6 春暉專案活動 70,000 30,000

1.期初社員大會

2.鼓山國小反菸毒宣導英文版

3.春暉週-禁菸標誌設計競賽

4.春暉週-愛滋防治宣導講座

5.春暉週-狂電蠻牛籃球大賽

6.向五毒說不─連署簽名活動

7.要High不要害

8.春暉愛心義賣活動

1.學生/30人

2.學生及鼓山國小

/350人

3.學生/70人

4.學生/250人

5.學生/50人

6.學生/1000人

7.學生/100人

8.學生/300人

1.T507

2.鼓山國小

3.生輔組

4.T208

5.男籃球場

6.圖資門口

7.大禮堂

8.圖資門口

春暉專案教育為校園防治及宣導

反五毒重要一環，配合教育部政

策，透過春暉社團舉辦各項反毒

活動，打造校園清新、健康之學

習環境，落實春暉專案。今後將

結合鄰校實施校際合作，擴大成

效。

124,000 60,000

5.配合教育部

專案活動

金額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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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德科技大學94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補助款暨學校配合款執行報告表

編號
學生事務與輔

導領域
工作項目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檢討及建議

學校配合款支

應金額
辦理時間及地點

學生事務與輔

導補助款支應

金額

1
學生工讀輔導座

談
24,000 19,654

以舉辦工讀生座談會方式，聘請講師

指導電話禮儀及相關注意事項，並將

講義製作成光碟，讓每位工讀生都能

夠隨時隨地都能學習，並讓各單位工

讀生彼此認識，利於工作的互通及協

助，94年辦理共2場次。

參加對象及人數：全

校工讀學生約500人

辦地時間:94年3月

~12月31日

地點: T208階梯教

室、國際會議廰

工讀生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期

望因為舉行工讀生會而使校內工

讀生們更了解自己的權益與義

務、期望各師長及行政人員更認

識工讀生們、進而和睦相處,提

升工作效率。

1
宿舍安全教育與

宣導
55,000 19,998

1.室長會議

2.跳租蚤屋博覽會

3.宿人自拍

4.暑期幹部訓練暨消防安全演練

5.期末檢討會暨幹部交接

1.學生/300人

2.學生/70人

3.學生/100人

4.學生/60人

5.學生/100人

1.大禮堂

2.扇型廣場

3.宿舍及扇型廣場

4.校內及墾丁

5.LB104

宿舍安全為校園安定之重要基石

，宿舍自治幹部團體之教育訓練

更形重要，然學生願意主動加入

服務行列之意願低落，造成宿舍

輔導工作推動不易，故透過宿舍

各項活動讓住宿生各了解學校及

學生幹部的服務精神。

2 20,000 10,000 校園安全週 教職員生/700人
設計大樓及一、二廣

場

檢討：校園內外緊急意外事件頻

繁，學生遇有狀況不知如何處置

及通聯，故每學年舉辦防災演練

實有必要，然學生往往不加以重

視，應持續加強宣導。

2 50,000 50,000

舉辦16小時初級急救安全教育訓練共6

梯次，178人報名，112人取得初級急

救員證照。

共178人

94年5月14日至94年5

月15日及94年12月10

日至94年12月11日，

於本校教學大樓。

急救教育訓練課程時間安排於假

日，學生參與校外活動意願高於

訓練課程，且侷限於有證照需求

之系所單位，擬改變活動式，並

以社團及宿舍幹部為優先訓練對

象。

6.強化學生安

全措施

學生緊急事件應

變訓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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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德科技大學94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補助款暨學校配合款執行報告表

編號
學生事務與輔

導領域
工作項目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檢討及建議

學校配合款支

應金額
辦理時間及地點

學生事務與輔

導補助款支應

金額

3
交通安全教育與

宣導
10,000 30,000

1.交通安全書籤、海報、漫畫創作設

計競賽

2.交通安全教育與宣導

3.產二乙李佳樺車禍慰問花乙束

1.學生/10人

2.學生/300人

3.學生/1人

1.軍訓室、生輔組

2.T208

交通安全專業訓練乃在有效執行

交通安全疏導勤務，確保師生之

人車用路安全，並透過各項文宣

才藝比賽及交通大隊專業長官實

施案例宣導，針對意外車禍之處

理程序、違規罰則等，期能減少

意外車禍之發生。

4 衛生保健講座 30,000 20,000

針對師生常見健康問題及配合政府政

策宣導，93(二)共舉辦5場次，94(一)

共舉辦6場次。

全校學生約1200人

94年4月25日親密關

係-避孕面面觀，

LB106；94年4月25日

順氣保健,LO421；94

年5月11日登革熱防

治，LB105；94年5月

18日藥你健康-正確

用藥觀，LB105；94

年5月30日校園防疫

宣導，LB106；94年

11月1日不要叫我泡

芙兄(妹)，DO105；

94年11月2日有氧人

生，DO105；94年11

月16日優生保健，

LB106；94年12月7日

傳染病防治，

LB104；94年12月20

日自我保健有一套，

LB104；94年12月26

日愛滋病防治，

T710。

1.學生來源不易掌握，造成辦理

活動時尋找學生來源之困擾。2.

靜態之講座活動較無法吸引學生

參與，擬改變活動舉辦方式，與

社團及社區資源結合，期許更能

帶動學生之參與度。

6.強化學生安

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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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德科技大學94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補助款暨學校配合款執行報告表

編號
學生事務與輔

導領域
工作項目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檢討及建議

學校配合款支

應金額
辦理時間及地點

學生事務與輔

導補助款支應

金額

4 健康教育宣導 30,000 0

聘請中華順氣研究會講師進行為期5週

之課程活動，活動歷程包含理論知識

及DIY保健動作演練。

約40人

94年4月至5月，為期

5週，於本校第二宿

舍韻律教室。

透過淺顯易懂之DIY保健動作，

動態之活動取代靜態之課程，提

高學生自動參與率。

4
餐廳安全及衛生

講習活動
20,000 0 冬至湯圓節 學生/1500人 第三、四宿舍

透過本活動由學生親手搓湯圓、

煮湯圓過程中了解飲食製作流程

及烹調的安全常識。

5 志工培訓 30,000 20,000

1.敬邀高雄縣政府衛生局專員加強學

生餐飲衛生常識。2.實地針對本校餐

廳進行衛生督導。3.前往鄰近學校進

行參訪及經驗交流。4.參與社區，進

行淨灘活動。

共27人

94年3月至95年1月，

於本校教學大樓；

94.11.18至義守大學

進行參訪；94.12.04

至屏東鎮海公園舉辦

淨灘活動。

促進校際交流，志工彼此分享經

驗及心得，從活動歷程中提升對

衛生保健及志願服務之認同感。

269,000 169,652

6.強化學生安

全措施

金額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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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德科技大學94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補助款暨學校配合款執行報告表

編號
學生事務與輔

導領域
工作項目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檢討及建議

學校配合款支

應金額
辦理時間及地點

學生事務與輔

導補助款支應

金額

1
環保服務教育系

列活動
70,000 10,000

以系為單位辦理校園環境整潔競賽活

動 。
約2000人

94年2月至95年1月，

於本校校園。

表現優良之師生給予獎勵及表揚

，除了加強師生對活動之參與感

外，並增強其榮譽感及熱心服務

精神。

1 訓輔文宣資料 48,000 0 生活輔導手冊 學生/1000人
訓輔文宣資料為配合款項，不應

限制過多，建議適度調整。

1
編制輔導相關資

料
50,000 0

1.AB卡印製：編印學生綜合資料紀錄

表(3,800份)及學生晤談紀錄表(3,800

份)                          2.編

製性別平等教育文宣品-滑鼠墊：編製

主題共計四款：同志篇、情感暴力

篇、性騷擾及性侵害篇、及性別氣質

篇，每款印製400份，共計印製1600

份。美編設計由本校設計學院學生操

刀，結合諮商中心簡短感性之文字，

更刺激許多師生收藏全套滑鼠墊之動

機，因此此次實用又美觀的滑鼠墊將

性別平等教育各種正確觀念推廣得相

當成功。

1.全校新生

2.全校師生1600人次

1.94.9.19發送至大

一新生導師

2.於94.1各活動中發

放

1.此次文宣品設計較以往活潑，

並結合可用性與可看性二方面來

考量，因此達到良好宣導效果。

7.其他強化訓

輔功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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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德科技大學94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補助款暨學校配合款執行報告表

編號
學生事務與輔

導領域
工作項目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檢討及建議

學校配合款支

應金額
辦理時間及地點

學生事務與輔

導補助款支應

金額

1 訓輔文宣資料 50,000 0
透過新生始業輔導光碟上之指引可加

速學生認識學校。
參加對象：全校師生

辦理時間:94年9月

~94年10日31日

地點:校內

藉由編製新生始業輔導光碟來輔

導新生熟悉校內環境及課業或校

園設施。

1 生活禮儀教育 8,000 20,000 芭結你的心 學生/100人 扇型廣場

藉由芭樂節活動，透過相關禮儀

選拔，培養學生人文素養、生活

禮儀表現及人際關係互動，突顯

學校良好形象。

226,000 30,000

2,648,378 2,232,905

學務主管： 會計主任： 承辦人：校長：

※請以學校帳載之核銷金額填列，並簡要說明各工作項目之執行成效、參加對象及人數、辦理時間及地點與檢討及建議等。

金額小計

全部工作項目金額總計

7.其他強化訓

輔功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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