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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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

輔導校

園主題

特色活

動 

138,000(獎

金：0)(獎

品：0) 

153,724 1、101 級畢聯會-畢業季之－

全校一起肖一起跳 2、課指組-

貨櫃屋彩繪 3、101 級畢聯會-

101 級畢 here 舞會 4、自然緣

素社-母親節感恩晚會 5、動漫

研究社-動漫社徵圖活動 6、大

馬同學會-外遇 2012 國際多元

文化日 7、同圓社-飢餓勇士‧

一同圓夢 8、課指組-德躍實舞

-各系舞蹈 ShowTime9、熱門

音樂社-搖滾聖誕 10、學生會-

101 聖誕晚會 11、原勢力-很

久沒有見我了你 12、應外系-

萬聖節鬼屋活動 13、接服社-

第十屆禮賓生甄選 14、宣愛

團契-聖誕小晚會 15、動漫社-

2012 駁二動漫祭-同人誌創創

作展 

1、校內學生 3000

人 2、校內學生 30

人 3、校內學生

400 人 4、社團導

師及成員 40 人 5、

社團成員 8 人、校

內學生 33 人，共

41 人 6、校內學生

263 人、教師 7

人、職員 8 人，共

278 人 7、社團成

員 30 人、參加學

員 70 人，共 100

人 8、校內學生

2200 人 9、社團成

員 1 人、校內學生

124 人，共 125 人

10、教師 3 人、職

員 3 人、校內學生

751 人、其他 31

人，共 788 人 11、

全校師生 1800

人，社團成員 10

1、101、04、05~30-萊可仕餐

廳旁 2、101、03、01-04、30-

學生活動中心廣場 3、101、

06、06-行政大樓 AB2274、

101、05、19-崇義文教基金會

5、101、05、23-05、25-圖資大

樓前廣場 6、101、06、07-圖資

大樓前廣場 7、101、10、

06~07-AB2278、101、10、20-

行政大禮堂 9、101、12、24-圖

資外廣場 10、101、12、20-多

功能大禮堂 11、101、10、20-

行政大禮堂 12、101、10、

20~21-應外系 13、101、11、

13-設計大禮堂 14、101、12、

18-D022315、101、11、10-高雄

駁二藝術特區 

1、大馬同學會「國際多元文化

日」、同圓社「飢餓勇士‧一同圓

夢」、應外系系學會「萬聖節鬼

屋」及接服社「禮賓生甄選」等活

動，已建立每年舉辦之良好傳承，

並成為校園特色活動，每次都能吸

引一定規模之學生參加。2、此領

域屬全校性活動，部分社團因宣傳

不足與籌備期倉促，故活動效益仍

有提升空間。 

   



人，共 1810 人

12、社團成員 10

人、教師 2 人、觀

眾 350 人，共 362

人 13、社團成員

10 人、校內學生

30 人，共 40 人

14、社團成員 10

人、校內學生 15

人，共 25 人 15、

社團成員 5 人、校

內學生 22 人，共

27 人 

2 1-1-1-2

各系及

社團特

色系列

活動 

33,000(獎

金：0)(獎

品：0) 

125,596 1、宣愛團契-復活節活動 2、

行銷系-行銷週~及時行樂、行

通廣大 3、運管系-運行無礙‧

籌思廣闊~運管週 4、慈青社-

慈青週 5、宜蘭校友會-蘭友週

6、資管系系學-「瘋資谷」資

管週 7、企管系系學會-2012

企管特色週 8、金融系系學會-

GOGOFinance 金融週 9、運管

系系學會-期末送舊暨交接典

禮 10、電通系系學會-電通特

色週 11、休管系學會-休管週

(Enjoy 休 Time)12、課指組-社

團 DIY-7 次 13、流設系-時尚

創意設計新人獎-決賽 14、賢

德團隊-推廣素食早餐 15、嘻

舞門-樹德科大嘻舞門成果發

表 16、兒家系-ALL 啪糖吶

STYLE17、桌球社-2012 桌球

反思成果發表會 18、企管系

1、社團成員 11 人

2、社團幹部 20

人、職員 15 人、

本校學生 178 人，

共 213 人 3、社團

幹部 18 人、本校

學生 200 人，共

218 人 4、社團成

員 4 人、本校學生

120 人，共 124 人

5、社團幹部 12

人、校內學生 241

人，共 253 人 6、

系學會幹部 5 人、

教師 8 人、學生

100 人，共 113 人

7、社團幹部 10

人、本校學生 50

人，共 60 人 8、社

團幹部 30 人、教

1、101、04、10-圖資大樓

L08012、101、03、26-03、29-

T208 及圖資大樓外廣場 3、

101、04、23-04、27-T208、

T410 管理學院 4 樓 4、101、

05、07-設計大樓 DB1395、

101、04、25-04、27-圖資大樓

一樓廣場 6、101、04、30-05、

04-圖資 8 樓 7、101、04、26-

05、03-管理大樓 T6118、101、

05、28-05、31-管理大樓

T701、T702、T704 教室 9、

101、06、05-AB22710、101、

05、07-05、11-上操排球場及

L062611、101、12、25-

AB22712、101、10、17~12、

12-扇形廣場 13、101、03、

20~11、18-行政大禮堂 14、

101、10、04-11、29-本校 7-11

及貳姿樓前草地 15、101、

1、各系學會及社團之特色週各具

特色，除能凝聚社員默契、展現社

團活力，更能提昇系上同學或校內

同學對系學會與對社團之認同。但

應加強對節目流程之掌握，避免造

成延遲與混亂。2、透過「社團

DIY 活動」推廣靜態社團，使校內

學生能了解並實際接觸社團技藝，

對營造校園社團活動氛圍及提昇學

藝性社團之能見度很有幫助。3、

「推廣素食早餐」符合健康與環保

概念，值得持續鼓勵辦理。 

   



系學會-殺企騰騰-企管系才藝

大賽 19、產設系-產設週 20、

產設系-產設週晚會 21、動漫

社-徵稿活動-雙子 

師 2 人、參加學生

160 人，共 192 人

9、系學會幹部 16

人、教師 10 人、

學生 150 人，共

176 人 10、校內學

生 150 人 11、社團

幹部 11 人，觀眾

120 人，共 131 人

12、社團成員 35

人、學生 81 人，

共 116 人 13、社團

成員 80 人、教師

15 人、觀眾 2500

人，共 2595 人

14、社團成員 2 人;

本校師生 60 人，

共 62 人 15、社團

成員 15 人、學生

125 人，共 140 人

16、社團成員 5

人、校內學生 62

人，共 67 人 17、

社團成員 5 人、教

師 1 人、觀眾 50

人，共 56 人 18、

社團成員 12 人、

教師 5 人、學生 30

人，共 47 人 19、

社團成員 14 人、

學生 180 人，共

194 人 20、社團成

員 20 人、學生 215

12、26-羅馬廣場 16、101、

10、23-25-L052117、101、11、

28-圖資 B2 桌球室 18、101、

12、12-T20819、101、11、

15~19-設計大樓 20、101、11、

19-羅馬廣場 21、101、12、03-

07-圖資外廣場 



人，共 235 人 21、

社團成員 4 人、校

內學生 52 人，共

56 人 

3 1-1-1-3

社團精

英研習 

30,000(獎

金：0)(獎

品：0) 

169,600 1、石穗康輔社-幹訓之

「Inconceivable」2、學生會-

Allteam 幹部訓練 3、國際標準

舞社-國標社研習營 4、學生議

會-學生議會秘書訓練營 5、學

生議會-議事知能研習分享會 

1、社團成員 19 人

2、本校各社團幹

部 90 人 3、社團幹

部 12 人、校內學

生 25 人，共 37 人

4、社團成員 1

人、指導老師 1

人，共 2 人 5、社

團成員 16 人、指

導老師 1 人，共 17

人 

1、101、03、10-03、11-麗湖營

區 2、101、06、01-06、03-樹

德科大 D0105 及南投清境 3、

101、05、26-05、27-圖資大樓

2 樓 4、101、12、08-立法院

5、101、12、20-資源教室 

1、此次針對所有社團幹部辦理之

Allteam 幹部訓練，能依據過往辦

理之檢討建議，於活動中改善、精

進，使課程與活動內容展現新面

貌，帶給參與同學更多成長。2、

學生議會於學習議事規則知能後，

進一步辦理分享會與社團同學分享

相關知能，使研習效益更加擴大，

此模式未來可再持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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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1-1-2

交通安

全教育

宣導 

15,000(獎

金：

2,000)(獎

品：0) 

65,000 活動內容從宣導教育著手，著

重防範交通意外發生，以及增

強學生校內外交通安全認知等

系列活動教育。辦理活動如

下：1、校園安全週系列活

動：(1)談機車安全與交通事

故防範及處理(2)大學生你應

該知道的事-交通與治安為主

軸:談如何保障自己生命和財

本校教職員生，總

計 930 人次，各場

次參加人數如下：

1、700 人次 2、172

人次 3、30 人次

4、28 人次 

1、101、04、23~101、04、27-

圖資大樓 2、101、12、12-

LB0106 階梯教室 3、101、12、

22-圖資大樓國際會議廳

(LB0103)、美濃客家文化村、

旗山老街 4、101、1、1~101、

12、31-鄰近醫院 

一、檢討：學生學習態度有進步空

間。二、建議：(一)一年級新生定

向課程排入課程內。(二)納入通識

課程之一部。 

   



產安全。(3)交通安全宣導及

優良廠商販售安全帽活動。

2、交通安全概念及經驗談

3、101 學年度交通服務隊幹

部訓練 4、訓輔人員慰問意外

傷害住院學生 

5 2-1-1-3

住宿安

全宣導 

8,000(獎

金：0)(獎

品：5,000) 

47,000 為加強學生校內住宿及校外賃

居之安全品質，並與房東維持

良好租賃關係，拉近租賃雙方

的距離。辦理活動如下：1、

租屋博覽會 2、租屋安全講習

3、101 學年度住宿安全宣導

教育-反詐騙宣導系列活動(1)

第一梯次(2)第二梯次 4、

100(2)學生宿舍室長大會 

本校教職員生，總

計 881 人次，各場

次參加人數如下：

1、教職員 10 人、

學生 496 人，共

506 人 2、教職員 3

人、學生 104 人，

共 107 人 3、

(1)11、26-教職員 4

人、學生 64 人，

共 68 人(2)11、27

教職員 4 人、學生

76 人，共 80 人

4、教職員 6 人、

學生 114 人，共

120 人 

1、101、4、23-圖資大樓內廣

場 2、101、4、25-設計大樓

DB131 教室；DB139 教室 3、

101、11、26-設計大樓 D0105

大禮堂 101、11、27-設計大樓

D0105 大禮堂 4、100、05、08-

設計大樓 DB136 

1、活動採設攤方式實施宣導，提

供學生最新租屋資訊及安全須知，

當日邀請校區週遭房東及高雄縣政

府警察局婦幼隊、岡山分局、消防

局燕巢隊到校協助宣導，現場分發

宣傳資料及本校租屋管理系統查詢

及操作方式介紹，藉此活動讓同學

能瞭解如何尋找屬於自已的租屋環

境。2、研討會採講授、案例研

討、學生問題解答及有獎徵答等互

動方式實施，學生參與熱烈，增進

了校外賃居生對租屋環境安全認

知、糾紛調處及相關法律常識，達

到學生安全教育之目標。3、可瞭

解賃居生生活上實際困擾和問題，

給予適度之關懷及照顧，促使保持

正常之生活習慣，防範意外事件發

生，以維護學生安全，專心向學，

也讓家長們放心。4、安全講習缺

CPR 訓練。近年來詐騙事件層出不

窮，邀請深水派出所所長宣導以達

防止詐騙之目的，但住宿生參與意

願低迷，在辦理類是宣導講座時可

能需要有刺激住宿生參加意願之手

法，強會學生參與意願，避免學生

在受到詐騙。 

   

6 2-1-1-4 47,500(獎 67,500 為提升校園餐廳供膳品質，營本校教職員生，總 1、101 年 3 月~5 月（每週二下 1、參與健康纖體營之教職員生，    



校園餐

飲衛生

安全活

動 

金：

8,000)(獎

品：0) 

造學校健康飲食環境，進而促

進良好與健康之餐飲行為，共

辦理 8 場餐飲衛生安全活動。

辦理活動如下：1、100(2)校園

餐飲衛生安全系列活動-健康

纖體營：健康享”瘦”〜教你

吃出苗條 2、100(2)校園餐飲

衛生安全系列活動-餐飲衛生

安全講座-「食在安全」3、

100(2)校園餐飲衛生安全系列

活動-健康飲食講座~「蔬食樂

活」4、100(2)校園餐飲衛生安

全系列活動-蔬食減碳、少肉

救地球(每月一日蔬果日)5、

101(1)1 校園餐飲衛生安全系

列活動-餐飲衛生講座~優良餐

飲衛生管理 6、101(1)校園餐

飲衛生安全系列活動-餐飲嘉

年華 7、101(1)校園餐飲衛生

安全系列活動-健康飲食推廣~

健康饗宴 8、101(1)校園餐飲

衛生安全系列活動-健康飲食

講座~別讓膽固醇愛上你 

計 987 人次，各場

次參加人數如下：

1、302 人次 2、94

人次 3、30 人次

4、121 人次 5、30

人次 6、256 人次

7、114 人次 8、40

人次 

午 17:00~18:00，為期 10 週）

2、101、04、23-14：00-16：

00-設計大樓 3、101、05、30-

14：00-16：00-管理大樓 4、

101 年 3 月~6 月(每月第一週之

週五)-本校各餐廳 5、101、

10、30-14：00-16：00-行政大

樓 6、101、11、27-11、28-

11：30-15：00-扇形廣場 7、

101 年 10 月~12 月-本校各餐廳

8、101、12、1814:00~16:00-行

政大樓 

在飲食與運動雙管齊下，全班總減

重 62、6 公斤，腰圍共計減少了

58、5 公分、臀圍共計減少 27 公

分；另減重前平均 BMI 值為 27、

25，減重後 BMI 平均值降為 26、

4；前測與後測血液分析統計結

果，50%的學員膽固醇值有下降，

53%的學員三酸甘油脂值有下降。

藉由活動歷程中，從學員的個人

BMI 及熱量評估，到基本營養素介

紹，並教導學員寫飲食日記及各式

各樣飲食替換，學會外食時要怎麼

吃，才能維持減重計劃不被破壞等

等，讓學員在正確的減重觀念及方

式中健康減重，導正許多減重中極

度的節食或錯誤的方法。2、為了

增強師生及餐飲從業人員之衛生教

育，與建立師生正確健康之飲食觀

念與習慣，特舉辦餐飲衛生講座，

除了倡導正確餐飲衛生觀念，並提

供「膳食供應作業衛生管理」原

則，以預防食物中毒，提供全校教

職員生優質的用餐環境。獲得學員

好評。3、辦理健康飲食講座及推

廣健康飲食活動，由營養專業人員

結合校內餐廳廠商設計低熱量之健

康餐點，宣導健康飲食之重要性，

餐點除了標示食物營養熱量外，並

提供不同菜色變化。藉由活動歷

程，建立師生正確健康之飲食觀念

與均衡飲食習慣。 

7 2-1-1-5

學生、

10,000(獎

金：0)(獎

45,000 辦理學生、教師、義務輔導老

師校園危機處理訓練研習共計

本校自我傷害危機

處理小組成員及教

1、101、07、060900-

1300/A3082、101、10、18-

1、本校自我傷害危機處理小組表

示可透過實際案例演練，對於日後

   



教職員

工、義

務輔導

老師校

園危機

處理訓

練 

品：0) 2 場；內容包含自殺防治與危

機處理、增進人際溝通與危機

處理技巧等議題，以提升專業

人員輔導知能及學生培力。辦

理活動如下：1、101 年校園

自我傷害危機處理訓練 2、

「遇見知己」人際關係支持團

體 3、「一分鐘心理醫生」-測

測你的憂鬱指數 4、「真愛找

麻煩，EQ 我來玩」-情緒管理

講座 5、「說起來有點可笑」

電影賞析 6、告別失眠數羊的

日子！-淺談睡眠 

職員生共 804 人次

1、21 人次 2、61

人次 3、329 人次

4、165 人次 5、107

人次 6、121 人次 

101、12、13 每週四 1800-2000/

諮商中心團體室 3、101、10、

16-101、10、181100-1300/圖資

一樓外廣場 4、101、10、

221000-1200/T02085、101、

10、241000-1200/LB1066、

101、10、241500-1700/DB134 

若發生相似危機事件，頗有幫助。

講師另建議本校自我傷害處理流程

sop 可做小幅修正，目前已著手規

劃中。2、學生在團體中習得人際

互動技巧，並透過普同經驗的分

享，達到自我概念的建立，有提升

心理健康與適應力。3、學生對於

憂鬱檢測反應熱烈，顯示學生有了

解自我情緒狀態的需求，並藉由此

活動轉介高危險學生至中心晤談，

促進一級與二級預防網絡的連貫

性。4、藉由電影及講座辦理，增

加學生面對壓力的情緒管理，師生

對此活動皆有正向回饋，不僅了解

情緒管理的重要性，更促進其反思

生命活著的意義。 

8 2-1-2-1

春暉教

育 

25,000(獎

金：

4,000)(獎

品：0) 

0 100 學年度「活力樹德，平安

相隨」＆「樹德關心深得你

心」校園安全教育週系列活動 

本校教職員生，共

計 689 人學生 678

人、教職員 11 人 

101、04、23-04、27-圖資大樓

一樓 

本次承辦校園安全週活動有部分相

關宣導未排入講座課程，如下次辦

理活動時再拉足時間辦理。 

   

9 2-1-1-1

學生防

火逃生

演練教

育 

2,000(獎

金：0)(獎

品：0) 

8,000 本年度多次邀請高雄縣消防局

燕巢消防分隊蒞校協助，共同

舉辦各類型防逃生教育訓練活

動，藉由各相關專業人員講

解、討論、示範與實地演練各

項危機應變方法、宣導正確防

災觀念。辦理活動如下： 1.防

震防災教育及演練活動  

本校教職員生，總

計 2,300 人次，各

場次參加人數如

下：1.新生 2,200 人

次 2.教職員 100 人

次 

101.09.10~101.09.11-各棟大樓 下一學年度起將結合民防團組織訓

練及校園安全週教育，舉辦系列活

動，以擴大教育宣導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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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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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補助

款支應

金額 

10 2-2-1-1

急救安

全教育

訓練 

90,000(獎

金：0)(獎

品：0) 

0 共辦理 2 場活動，提昇本校師

生急救照護之知能。辦理活動

如下：1、100(2)「叫叫

CAB、急救有一套」急救安全

教育活動 2、101(1)「生死一

瞬間」駕駛人員急救安全教育

活動 

本校教職員生及社

區民眾，總計 132

人次，各場次參加

人數如下：1、(66)

人次 2、(66)人次 

1、101、05、26-05、27、圖資

大樓 2、101、11、17-11、18、

圖資大樓- 

1、結合校內相關系別推廣初級急

救員證照，學生的專注力及參與率

比較高，證照合格率也隨之提高。

2、利用媒體宣傳活動訊息，民眾

反應熱列。 

   

11 2-2-1-2

傳染病

防治宣

導活動 

56,000(獎

金：0)(獎

品：0) 

0 共辦理 2 場傳染病系列防治活

動，辦理活動如下：1、「魔

法疫學院」傳染病防治活動--

「防疫先鋒海報展」「疫 Q

大考驗闖關活動」「傳染病藏

寶樂一下」健康週活動 2、

「大疫不得」傳染病防治活動

--「疫探究竟&海報展」「疫

Q 大考驗」健康週活動 

本校教職員生，總

計 393 人次，各場

次參加人數如下：

1、教職員生 277

人次 2、學生 116

人次 

1、101、05、08-05、09-圖資大

樓一樓 2、101、11、27-11、

28-扇形廣場 

1、藉由活動宣導禮品吸引學生參

與傳染病闖關活動，學生於參與過

程中吸收傳染病之防治知識，吸引

眾多學生前來參加。2、結合健康

週活動，活動性質更多元，更生動

活潑。3、嘗試活動辦理時間改為

晚上，但學生參與率不高，下次活

動舉辦時間將再予以調整。 

   

12 2-2-1-3

健康缺

失輔導

及教育

宣導活

動 

24,000(獎

金：0)(獎

品：0) 

0 共辦理 2 場特殊疾病個案追蹤

輔導活動，辦理活動如下：

1、「新世紀健康~關愛生命」

--「打開心窗的門~~心臟病個

案輔導追蹤」及「一顆不定時

的炸彈-氣喘個案輔導追蹤」

2、「「新世紀健康~關愛生

命」--「人間有情、關愛癲癇

個案輔導追蹤」及「女性隱形

殺手-紅斑性狼瘡個案輔導追

蹤」 

本校特殊個案學生

及教職員，總計 42

人次，各場次參加

人數如下：1、23

人次 2、19 人次 

1、101、05 月-06 月-健康促進

中心 2、101、12 月-健康促進

中心 

1、藉由活動宣導禮品吸引學生參

與，特殊個案學生於參與過程中吸

收疾病之相關防治知識。2、由於

活動進行對象為特殊個案學生，基

於隱私之考量，大部分學生以電話

方式聯絡之意願較高。 

   

工作策略：2-2-2 心理與問題行為之三級預防 

編 工作項 學校配合 學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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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 目 款支應 務與輔

導補助

款支應

金額 

13 2-2-2-1

心理與

問題行

為之三

級預防 

3,000(獎

金：0)(獎

品：0) 

17,000 辦理心理與問題行為之三級預

防，舉辦系列影展，增加其性

別相關知能，另在校內增加閱

聽氛圍，增進全校師生紓壓管

道，另舉辦研習 1 場，邀請知

名講師，針對進修部學生講述

情緒管理等概念，將初級預防

觀念運用風趣的言談讓聆聽者

瞭解，以提升心理與問題行為

之三級預防知能，辦理活動如

下：1、「宿舍人生之性別好

好看」電影欣賞 2、1011 心理

與問題行為之三級預防專題講

座-「睡眠與壓力~淺談如何睡

好覺，做好夢」 

本校教職員生，共

206 人次 1、130 人

次 2、76 人次 

1、101、03、09、101、04、

13、101、06、081800-2000/學

生宿舍 2、101、11、142000-

2145/L0421 

1、學生在各場次的電影賞析中多

表示對不同主題皆有興趣，舉凡人

際關係、感情交往、生命教育等，

因此若日後持續舉辦類似活動，建

議可新增上述主題，添增其豐富

性。2、針對進修部學生舉辦，讓

進修部大部份有工作的學生瞭解社

會現實狀況與相關社會資源，及如

何運用聆聽的內容讓生活與工作更

加美好順利，提供對進修部同學關

切之主題並持續辦理。 

   

14 2-2-2-2

購置學

生輔導

相關書

刊及心

理測驗 

0(獎金：

0)(獎品：

0) 

30,000 輔導視聽資料與心理測驗等資

料購置 

視聽資料提供全校

師生借閱，心理測

驗則供次級預防校

園宣導活動中，供

全校師生做自我憂

鬱篩檢  

提供全校師生借閱\r  因公播版影片較貴，無法採購相關

主題影帶過多，只能逐漸累積佳

片，但無法滿足師生需求時效。另

在心理測驗部分，董氏基金會出版

之大專生憂鬱量表，色彩豐富、施

測簡單，多數學生皆可輕易上手，

提升其受試意願，對於次級預防的

篩檢頗有成效。  

   

15 2-2-2-3

輔導文

宣資料

之編製 

0(獎金：

0)(獎品：

0) 

20,000 印製「諮商與生涯發展中心簡

介 DM」及「院心理師 DM」 

發送全校師生 發送全校師生 「諮商與生涯發展中心簡介 DM」

內有中心資源簡介、心理諮商 QA

問答、簡易健康量表等，輔以趣味

圖案，可供全校師生認識心理諮商

資源，並可自我篩檢，也可依照資

   



訊向諮商與生涯發展中心求助。

「院心理師 DM」則是設計給全校

教師，內有諮商中心一整學期的活

動與資源，並在師生訪談中設計簡

易說明，增進師生互動。 

16 2-2-2-4

舉辦學

生心理

健康系

列活動 

0(獎金：

0)(獎品：

0) 

43,400 共辦理 8 場心理健康系列活

動，辦理場次如下：1、壓力

溫度計-測測你的壓力指數

(part1)2、壓力溫度計-測測你

的壓力指數(part2)3、「我是紓

壓高手」壓力管理講座(場次

一)4、「我是紓壓高手」壓力

管理講座(場次二)5、「突破

生命逆境，實現自我夢想」生

命教育講座 6、名媛教育-電影

賞析 7、「打造一個幸福未

來」理財工作坊 8、「做同

志，好快樂」性別友善的歡樂

聚會 

本校教職員生，總

計 600 人次，各場

次參加人數如下：

1、125 人次 2、99

人次 3、65 人次

4、108 人次 5、42

人次 6、39 人次

7、35 人次 8、87

人次 

1、101、04、101100-1300/圖資

一樓外廣場 2、101、05、

081100-1300/圖資一樓外廣場

3、101、04、301000-

1200/DB1344、101、04、

301800-2000/DB1315、101、

05、011500-1700/LB1056、

101、05、041730-2030/參嵐宿

7、101、10、130900-

1630/AB2278、101、09、18-

101、12、18 隔週二 1800-2000/

諮商中心 

1、學生對於壓力檢測的反應良

好，可即時了解自我壓力狀態，建

議可持續辦理。2、理財工作坊廣

獲參與師生的好評，唯報名人數超

過預定人數，致使部份同學向隅，

建議上下學期可各開一梯次，提供

同學參與學習的機會。3、「做同

志，好快樂」性別友善的歡樂聚會

有許多校內同志學生參與，學生在

聚會中可認識彼此，增加自我認

同，擴展交友圈，並習得有關親子

相處、HIV 防治、情感關係經營

等。學生另在聚會結束後，彼此討

論共識決議成立正式同志社團，以

協助更多校園同志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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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2-3-1-1

性別平

等教育

相關活

動 

35,000(獎

金：

4,000)(獎

品：0) 

15,000 100-2 性別平等教育輔導週系

列活動共 4 場 1、第一場：性

別平等教育系列活動之「守護

自己~HIVBYEBEY」。2、第

二場：性別平等教育系列活動

100-2 參與人次 1、

189 生 2、3000 師

生 3、174 生 4、

149 生 5、1245 師

生 

100-2 日期與地點 1、101、5、

15-13：00-15：00-DO1052、

101、5、14-101、5、18-各大樓

前廣場 3、101、5、17-13：00-

15：00-LB1054、101、5、17-

由於這次活動中「挑戰父權刻板印

象」及「打造彩虹穚‧祈福向前

走」二項活動，由於是開放空間故

無設定學生歷程檔案的建制，在未

來可以安排人員在旁協助看管，匯

   



之「挑戰父權刻板印象」。

3、第三場：性別平等教育系

列活動之「性平小學堂 I」。

4、第四場：性別平等教育系

列活動之「性平小學堂 II」。

5、第五場：性別平等教育系

列活動之「打造彩虹穚‧祈福

向前走」。 

15：00-17：00-LB1055、101、

5、14-101、5、18-女疊場旁紅

磚道 

入學生之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之完整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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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2-3-2-1

辦理導

師輔導

知能研

習 

25,000(獎

金：0)(獎

品：0) 

47,000 100-2 導師輔導知能研習共 3

場 1、第一場-「大學生學習意

願低落之心理成因及因應之

道」2、第二場-「如何協助學

生解碼生涯價值觀」3、第三

場-「轉個彎．心更寬」─談

校園憂鬱與自殺防治」101-1

導師輔導知能研習共 3 場 1、

第一場-「Bluebyebye，

Happytoyou」～認識憂鬱情緒

與輔導資源 2、第二場-「逆

風，要更勇敢飛翔」～談如何

陪伴轉學生適應校園生活 3、

第三場-「靜心舒壓舒眠」～

讓你的頭腦天天是新鮮的 

100-2 導師輔導知

能研習 1、全校導

師 117 人 2、全校

導師 106 人 3、全

校導師 86 人 101-1

導師輔導知能研習

1、全校導師 103

人 2、全校導師 97

人 3、全校導師 88

人 

100-2 導師輔導知能研習 1、

100、03、14(三)12：00-14：

002、100、04、12(四五)12：

00-14：003、100、05、

11(五)12：00-14：00101-1 導師

輔導知能研習 1、101、09、

27(四)12：00-14：002、101、

10、23(二)12：00-14：003、

101、11、21(三)12：00-14：00 

100-2 導師輔導知能研習第一場：

此研習會以目前大專生憂鬱情緒調

查、大專生改善憂鬱程度二關鍵、

大學生紓壓方式(適合學生的運

動)、憂鬱症嚴重性、來源、病因

等，引發生理及心理問題所併發之

症狀，讓參與的導師們，對於此議

題，能有更進一步的瞭解與辦識。

第二場：此研習會以目前大學生在

學習意願低落可能心理成因：學習

動機(選擇、努力、持續力、潛在

精神疾病、重大事故)、誘發外在

動機、建立內在動機、提升課程的

期望價值、區辨精通或成果目標、

了解其歸因、提供社會目標及增加

社會動機、課堂實踐、Q&A 等，

來進行探討及互動交流。第三場：

此研習會以探討生涯規劃期間的能

力養成的廣度及深度、瞭解自我、

   



人格特質、自我能力、興趣、及引

導學生澄清自己的價值觀等，並運

用測驗工具來進行輔助，提供學生

做為探索的方向。101-1 導師輔導

知能研習第一場：此研習會以「認

識憂鬱症」、「憂鬱症有哪些症

狀？」、「憂鬱症的情緒、認知、

思想及行為症狀」、「憂鬱迷思」

等，另也結合「台灣人憂鬱症量

表」，讓與會的導師們可以更加了

解如何辨識及以適時的方式協助同

學們。主講人：徐君楓老師也與導

師進行 Q&A 的雙向互動及交流。

第二場：此研習會以如何陪伴轉學

生為主，講師：劉安容心理師以

「轉學生為何要轉學」、「校園生

態系統合作/導師角色」、「轉學

生的挑戰」、「處理策略」，以及

提供導師在關懷及陪伴轉學生可以

如何設計情境與轉念，另外，也針

對導師們在面對進修部學生們的就

學現況與態度等問題，與參與導師

們進行分享及討論。第三場：此研

習會以「正面思考與負面思考定

義」、「改變頭惱模式」、「直覺

訓練與洞察情緒」及如何在自己感

到身心疲憊時可以進行自我抒壓的

方式，讓導師們可以在教學、研究

與招生多重的壓力下，能找到適合

自己的減壓技巧。 

19 2-3-2-2

提升導

師功能

91,600(獎

金：0)(獎

品：

75,000 1、100-2 期初導師會議 2、

100-2 期末導師會議 3、101 學

年度新生班導師會議 4、100

1、100-2 期初導師

會議：238 人 2、

100-2 期末導師會

1、100-2 期初導師會議：101、

2、17，L0105 圖資大禮堂 2、

100-2 期末導師會議：101、6、

1、100-2 期初導師會議：(1)頒獎：

經濟部工業局主辦之「2011 年 4C

數位創作競賽」及「2011 年台北

   



鼓勵措

施 

11,000) 學年度優良導師甄選會議 5、

101-1 期初導師會議 6、101-1

期末導師會議 

議：231 人 3、101

學年度新生班導師

會議：101 人 4、

100 學年度優良導

師甄選會議：35 人

5、101-1 期初導師

會議：258 人 6、

101-1 期末導師會

議：222 人 

6，D0105 設計大禮堂 3、101

學年度新生班導師會議：101、

6、19，T208 教學大樓階梯教

室 4、100 學年度優良導師甄選

會議：101、8、17，LB1035、

101-1 期初導師會議：101、9、

17，L0105 圖資大禮堂 6、101-

1 期末導師會議：101、12、

20，L0105 圖資大禮堂 

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獎」等獎項及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室整潔競

賽。(2)「學務處業務之宣達」/顏

世慧學務長。(3)「專業學程系

統：導師修正導生學程機制宣達」

/方志強課務組組長(教務處)。(4)

「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林燕卿院

長(應用社會學院)。(5)播放反詐騙

宣導短片：「詐騙招式」、「網交

詐騙篇」、「網購詐騙篇」、「反

詐騙專線 165」。(6)「智財宣導網

站介紹」/陳文亮組長(稽核室)。(7)

「兩岸合作交流處業務宣達」/劉

先翔副處長。(8)「產學營運中心

業務宣達」/李彥頤研發長。2、

100-2 期末導師會議：(1)主席致詞

嚴超董事長、謝文雄副校長、顏世

慧學務長(2)學務處報告/顏世慧學

務長(3)會計室業務宣達/何炎殷主

任(4)綜合座談 3、101 學年度新生

班導師會議：(1)主席致詞/朱元祥

校長(2)學務處報告/顏世慧學務長

(3)「2012 新生生活學習銜接

營」、「新生定向輔導」/陳玟瑜

組長(4)Q&A4、101-1 期初導師會

議：(1)頒獎：100 學年度「優良導

師」(21 位)、「學務優良導師」(49

位)及「優良導師團體獎」(電腦與

通訊系所)及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

教室整潔競賽頒獎。(2)「學務工

作之精進」/顏世慧學務長(學務

處)(3)專題演講：「學習障礙學生

學習輔導與評量調整」/林素貞老



師(高師大特教系教授)(4)性別平等

教育宣導：林燕卿院長(應用社會

學院)101-1 期末導師會議：(1)簽到

(2)主席致詞/謝文雄副校長、顏世

慧學務長(3)學務處報告&性別平等

教育宣導/顏世慧學務長(4)綜合座

談 

20 2-3-2-3

提升教

師輔導

學生學

習及職

涯發展

研習活

動 

0(獎金：

0)(獎品：

0) 

30,000 辦理「就業輔導委員研習會」

及「實習輔導委員研習會」共

2 場次，強化各系就業輔導委

員及實習輔導委員相關職涯規

劃知能及實習輔導措施，共同

討論其規劃方向與目標，進而

提升各系學生職涯規劃與競爭

力。1、就業輔導委員研習會

2、實習輔導委員研習會 

本校教職員，總計

103 人次，各場次

參加人數如下：

1、全校各系主任

與就輔委員 58 人

次 2、全校各系主

任與就輔委員 45

人次 

1、101、12、12-圖資大樓

LB1032、101、12、19-圖資大

樓 LB103 

會議中提供歷年職涯輔導辦理成效

及輔導相關措施之數據，提供各系

系主任、就業輔導委員、實習輔導

委員與課程委員知悉，並邀請專家

學者提供多元職涯輔導相關建議，

未來將持續精進並提供學生就業成

效。 

   

工作策略：2-3-3 同儕與人群關係(社團與宿舍生活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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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1

輔導社

團觀摩

比賽 

36,000(獎

金：0)(獎

品：0) 

21,000 1、布雷金-第三屆樹德盃

BboyArea 舞蹈大賽 2、金融系

系學會-撲克大 Battle3、動遊

系-動遊盃-LOL 電競大賽 4、

棋藝文化推廣社-六子棋錦標

賽 5、原勢力-全國學生舞蹈大

賽 6、金融系-大富翁 7、棋藝

文化推廣社-五子棋錦標賽 8、

布雷金-101 年樹科大南區大專

院校 Breaking 交流賽 

1、社團幹部 12

人、本校學生 30

人，共 42 人 2、社

團幹部 16 人、校

內學生 60 人，共

76 人 3、社團成員

13 人、學生 23

人，共 36 人 4、社

團成員 20 人、學

生 16 人，共 36 人

1、101、06、10-設計大樓大理

石廣場 2、101、05、31-管理大

樓 T701、T702 教室 3、101、

11、24-D06014、101、12、09-

T7015、101、12、12-扇形廣場

6、101、12、06-金融系系上走

廊 7、101、11、17-T701、

T7088、101、11、30-表藝系廣

場 

1、社團透過競賽與觀摩活動，得

以提昇社團實力與知名度，未來將

多鼓勵社團辦理此類活動。2、主

辦社團的主動聯繫也是活動成功的

關鍵。 

   



5、社團成員 5

人、指導老師 1

人、學生 60 人，

共 66 人 6、社團成

員 10 人、教師 1

人、觀眾 42 人，

共 53 人 7、社團成

員 6 人、學生 50

人，共 56 人 8、社

團成員 15 人、校

內學生 79 人、校

外學生 78 人，共

172 人 

22 2-3-3-2

成年禮 

63,620(獎

金：0)(獎

品：0) 

86,600 1、水域運動服務社-溯溪體驗

成年禮行前訓練 2、101 成年

禮-101 成年禮-轉大人，溯

EASY 

1、本校學生 50 人

2、教師 1 人、教

職員 9 人、學生 75

人、其他 2 人，共

87 人 

1、101、04、29-本校上操場

2、101、10、06-07-屏東海神宮 

1、此次活動由水域運動社負責專

業帶領的部分，由基層文化服務社

負責活動引導的部分，這樣的結合

創造出非常好的火花，往後的活動

可以嘗試讓社團各自呈現專長並合

作，讓社團有更大發揮的空間，且

創造不同屬性社團的結合。2、戶

外活動建議與熟悉的廠商合作，或

是要跟廠商事先進行非常縝密的討

論，避免產生誤解，影響活動進

行。3、成年禮具有自我挑戰與突

破的特性，一直以來深受學生喜

愛，未來可選定不同主題，繼續舉

辦。 

   

23 2-3-3-3

辦理校

內外體

育休閒

活動 

90,000(獎

金：

10,000)(獎

品：

20,000) 

62,000 共計辦理 20 場活動 1、游泳

社-游泳社社課泳士試練 2、排

球社-100 學年度第一屆樹德盃

排球錦標賽 3、游泳社-「水中

安全活動推廣」4、資訊管理

系學會_100 學年度系際盃籃

本校教職員生，總

計 2410 人次，各

場次參加人數如

下：1、30 人 2、50

人 3、40 人 4、500

人 5、240 人 6、25

1、-101、03、12-101、05、28-

大地游泳池、楠梓游泳池 2、

101、5、19-101、5、20-北校區

排球場 3、101、5、5-橋頭國中

游泳池 4、101/3//26-4/13 南校

區下籃球場 5、101/4/23-5/4--北

1、由社團辦理各項活動，並從旁

協助輔導，由比賽中學習成長，更

能增強社團之向心力。2、透過校

際活動的辦理，增加同學與各校交

流機會。3、各社團應培養具領導

及籌劃活動能力之低年級社員，以

   



球比賽活動 5、壘球社_100 學

年度系際盃壘球錦標賽活動

6、桌球社_第一屆系際盃桌球

個人賽活動 7、樹德撞球社

_101 撞球系際盃活動 8、金融

系系學會_第二十一屆大專院

校大財盃壘球活動 9、網球社

_網球初體驗訓練營活動 10、

游泳社-第十屆南區大專院校

游泳邀請賽 11、壘球社-101

學年度新生盃壘球錦標賽

12、游泳社-水中安全教育推

廣-游泳補救班 13、企管系學

會-樹科大 101 學年度新生盃

14、樹德撞球社-101 新生盃撞

錦標賽 15、羽球社-101 學年

度第三屆新生盃暨教職員育羽

球錦標賽 16、排球社-101 學

年度新生盃暨校外排球邀請賽

17、射箭社_射箭社第二屆獵

人盃射箭賽 18、排球社_101

學年度趣味排球推廣運動

19、網球社_101 學年度新生

盃網球賽 20、壘球社-101 學

年度第一學期系際盃壘球錦標

賽 

人 7、47 人 8、20

人 9、33 人 10、5

人 11、200 人 12、

50 人 13、520 人

14、50 人 15、100

人 16、160 人 17、

60 人 18、60 人

19、40 人 20、160

人 

校區壘球場 6、101/5/9--本校桌

球室 7、101/6/12-17--樹德撞球

中心 8、101/5/5-5/6--新竹中華

大學 9、101/5/7--岡山網球場

10、101/6/29-成功大學 11、

101、10、15-10、26-北校區壘

球場 12、101、10、23~25-楠梓

游泳池 13、101、10、23-11、

22-南校區下籃球場 14、101、

11、25-樹德撞球中心 15、

101、11、21、22-多功能禮堂

16、101、12、05~12、07-北校

區排球場 17、101、2、19-北校

區射箭場 18、101、2、20-南校

區排球場 19、101、12、12-北

校區排球場 20、101、12、10-

21-北校區壘球場 

利各項活動能延續辦理。 

24 2-3-3-4

營造宿

舍文化 

25,000(獎

金：0)(獎

品：0) 

60,000 1、宿委會-歡樂慶中秋活動中

秋野宴映團圓活動 2、宿委會-

芭樂節幸福芭市活動 3、生輔

組-Ｏ”Santa 末日聖誕暨冬至

新年晚會 

本校教職員生，共

計 1，888 人各場

次參加人數如下：

1、教職員 6 人、

學生 415 人，共

421 人 2、教職員 7

人、住宿學生 1，

1、101、09、23-道南停車場

2、101、10、20~29-各棟宿舍

及扇形廣場 3、101、12、21-羅

馬廣場 

1、中秋節，是個花好月圓和象徵

家人團聚的好節日，與家人們在歡

笑中一邊吃著月餅及文旦，一邊聊

天賞月是如此的愜意。學校宿舍更

是一個大家庭，為了在宿舍之學生

也能感受到過節歡愉溫馨的氣氛，

因此舉辦這個中秋烤肉的活動。

   



089 人，共，1096

人 3、教職員 6

人、學生 362 人，

共 371 人 

2、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一年一度

舉辦的芭樂節活動，是樹德科技大

學中具象徵性的活動，結合了燕巢

當地的名產－「芭樂」，提供給學

生一個特別的互動機會，勇於嘗試

表達自己的心意，透過這份幸福的

小禮物，去增進彼此之間的情誼，

使同學們能在過程中，學習到人與

人之間表達情感的經驗，讓彼此之

間的羈絆更加深厚，也可以達到推

廣當地名產水果的效果。3、結合

聖誕節、冬至、迎新年的三合一活

動，與全校師生們一同度過這一年

一度的節慶，並邀請藝人至校園演

唱，促進全校師生間的交流，紓解

平日繁重的課業壓力，共同迎接美

好的 2013 年。 

25 2-3-3-5

學生宿

舍自治

幹部研

習活動

及座談

會 

37,000(獎

金：0)(獎

品：0) 

54,000 1、宿委會辦理 101(1)宿委會

期初迎新茶會活動 2、宿委會

辦理 101(1)宿舍幹部訓練成長

營 3、宿委會辦理 101-1 學生

宿舍室長座談會 

1、教職員 3 人、

宿委幹部及新成員

53 人、共 56 人

2、10/13-教職員 1

人、宿委成員 42

人、共 43 人，

10/14-教職員 3

人、宿委成員 40

人、共 43 人國立

中山大學宿委會全

體師生 5 人 3、學

生 274 人、職員 7

人，共 281 人 

1、101/10/03-設計大樓

DB1362、101/10/13~14 圖資大

樓 LB105&高雄中山大學 3、

101/11/20-18:00~21:00 管理大樓

T0208 

1、藉由一學期一度舉辦的期初大

會，增進團員間的距離並增加與住

宿生之間的管道。期望能增進服務

住宿生更優良的住宿生活及熱忱，

拉近住宿生與學生宿舍自治員會新

生與學長姐們的距離，並討教對組

織內外部各方面疑問與建議，提供

檢討與改進的地方並壁段的提升，

使每位成員相處融洽並願意待在組

織裡為住宿生繼續服務。2、藉由

與他校宿委會幹部交流，增進新知

及了解自我應改善的地方是很不錯

的經驗。3、未來除了幹訓活動

外，可持續規劃與他校交流及一系

列幹部能力精進課程，增加訓練密

集度，使軟實力更加厚實，凝聚力

   



更加強大。 

工作目標：2-4 促進適性揚才與自我實現 

工作策略：2-4-1 推動學習輔導與閱讀計畫，強化終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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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2-4-1-1

辦理自

我成長

及終身

學習活

動 

18,000(獎

金：0)(獎

品：0) 

0 共辦理兩場自我成長團體，以

促進學生在校順利學習，辦理

場次如下：1、「快樂補給站

－放空一下，你可以更快樂」

紓壓工作坊 2、「小心！情緒

土石流」情緒管理團體 

本校學生，總計 51

人次：1、10 人次

2、41 人次 

1、101、05、190900-

1630/L05212、101、10、17-

101、12、12 每週三 1800-2000/

諮商中心團體室 

1、「快樂補給站－放空一下，你

可以更快樂」紓壓工作坊，學生在

工作坊中學習壓力因應技巧，反應

良好，惟參與人數不如預期，建議

日後可酌情調整主題，或增加宣

傳，使更多學生受益。2、「小

心！情緒土石流」情緒管理團體，

學生初期反應較不踴躍，但隨團體

推展並逐步確認學生期待，後續團

體運作成員投入漸增，對於情緒覺

察能力提升，裨益學習成效。 

   

工作策略：2-4-2 辦理藝文活動，培養人文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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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2-4-2-1

社團課

程及研

習活動 

72,700(獎

金：0)(獎

品：0) 

90,500 1、五花八門社-花言花語社課

-初中高級 2、夢想起飛-探索

教育培訓課程 3、雲端市集社-

社課~MP 網頁好好玩 4、宿委

會-團隊訓練講座 5、學生會-

儲備幹部培訓課程 6、基層文

化服務社-「基」藝回憶錄-

1、校外 15 人 2、

社團成員 20 人 3、

社團學生 5 人、校

內學生 12 人，共

17 人 4、學生 58

人、教職員 2 人、

其他 2 人，共 70

1、101/3/1-3/31-意坊花飾工作

坊 2、101、03、19-學生活動中

心廣場 3、101、03、19-03、

31-管理大樓 T4014、101、04、

24-AB2275、101、03、21-03、

29-LB1036、101、04、25-

AB2277、101、05、30-學生活

1、各社團所辦理之課程預計人數

與實際參加人數有落差，對於計畫

規劃需再加強。2、社團課程研習

可聘請校外知名老師或教練來指

導，對社團社員訓練將有所成長。 

   



7、基層文化服務社-掌聲響

起‧「基」憶猶新 8、同圓社-

工作研習會-愛在生命的轉彎

處成為真實的自己 9、接待服

務社-100 下專業課程研習--

10、夢想起飛社-魅力菁英就

是你 11、游泳社社課 12、基

層文化服務社-社課-基酷熱暑

13、爵士鋼琴社-爵對要你

14、游泳社-游泳社社課 15、

課指組-社團加油站 16、排球

社-最新排球規則講習 17、客

家文化-Hakka 創意合作研習

18、賢德團隊-培訓幹部 19、

巢流社-抱枕教學-暖暖抱一抱

20、出走社-社團課程-捏麵人

DIY21、國標社-社團課程教學

22、原勢力-祖先的智慧 23、

石穗康輔-社課 Together24、學

生會-101-1-社課系列 25、接服

社-101 上專業課程研習營

26、基服社-同「基」協力-信

任大考驗 

人 5、社團成員 40

人 6、社團成員 9

人 7、社團成員 60

人 8、社團成員 30

人 9、社團成員 40

人 10、社團幹部 3

人、校內學生 10

人，共 13 人 11、

社團幹部 3 人、校

內學生 20 人，共

23 人 12、社團成

員 9 人 13、社團幹

部 23 人、校內學

生 80 人，共 103

人 14、社團成員 7

人，學生 28 人，

共 35 人 15、參加

總人數 378 人次

16、社團幹部 5

人、指導老師 1

人、社員 12 人，

共 18 人 17、社團

成員 6 人、校內學

生 19 人，共 25 人

18、社團成員 3

人、學生 8 人，共

11 人 19、社團成

員 1 人，學生 20

人，共 21 人 20、

社團成員 2 人、學

生 35 人，共 37 人

21、社團成員 4

人、校內學生 52

動中心廣場 8、101、05、15-

LB1069、101、05、01-06、12-

設計大樓 D020610、101、05、

28-圖資三樓第二會議室 11、

101、05、28-高雄市大地遊泳

池 12、101、06、07-管理大樓

13、101、09、25-管理大樓

T20814、101、09、25-12、05-

高雄市大池游泳池及楠梓游泳

池 15、101、10、03~11、04-

DB13916、101、11、16-

T50317、101、11、29-圖資通

識學院第一會議室 18、101、

11、29-12、06-樹德科大 19、

101、11、19-30-扇型廣場 20、

101、12、03-圖資 3F 英語教學

園地 21、101、09、26~12、20-

圖資大樓 2 樓 22、101、12、

19-行政 A020623、101、09、

10-12、31-學生活動中心 24、

101、12、03-AB22725、101、

09、26~12、26-設計大禮堂

26、101、12、12-本校 



人，共 56 人 22、

社團成員 7 人、觀

眾 15 人，共 22 人

23、社團成員 18

人 24、教職員 2

人、學生 27 人、

其他 2 人，共 31

人 25、社團成員

40 人 26、社團成

員 30 人 

28 2-4-2-2

社團藝

文及演

講活動 

68,300(獎

金：0)(獎

品：0) 

58,100 1、爵士鋼琴社-第八屆一派混

音！春日搖滾 2、慈青社-國際

志工分享讚 3、吉他公社-草地

演唱會~角落樂團 4、吉他公

社-不聽不渴 5、熱門音樂社-

狂熱六鬥 6、爵士鋼琴-樂的三

次方 7、金融系-現金流 8、熱

門音樂社-吉時行熱 9、學生會

-校園巡迴演講 10、國標社-南

區大專院校舞蹈聯誼晚會

11、金融系-電影欣賞 

1、社團幹部 45

人、校內學生 84

人，共 129 人 2、

社團成員 15 人 3、

社團幹部 22 人、

校內學生 65 人，

共 87 人 4、校內

200 人 5、社團幹

部 31 人、校內學

生 118 人，共 149

人 6、社團成員 2

人、校內學生 162

人，共 164 人 7、

社團成員 10 人、

教師 2 人、學生 60

人，共 72 人 8、社

團成員 18 人、校

內學生 86 人，共

104 人 9、教師 2

人、職員 3 人、學

生 478 人、其他 6

人，共 489 人 10、

社團成員 12 人、

1、101、04、25-圖資大樓門口

2、101、03、29-T4063、101、

03、28-活動中心前草皮 4、

101、05、24-扇形廣場 5、

101、05、23-羅馬廣場 6、

101、12、18-扇形廣場 7、

101、11、29-T702、T7048、

101、11、28-學生活動中心 9、

101、12、19-圖資大禮堂 10、

101、12、15-L010511、101、

12、14-LB103 

1、同學聽演講的風氣還須多鼓

勵，另需多多宣傳以期讓更多學生

參與。2、社團辦理戶外表演及演

唱活動，都獲得不錯的評價。3、

辦理活動時，需注意音響音量，以

避免影響宿舍及教室之安寧。 

   



校內學生 135 人，

共 147 人 11、社團

幹部 10 人、教師 1

人、觀眾 21 人，

共 3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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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2-4-3-1

進修部

校園嘉

年華等

系列活

動 

120,000(獎

金：

20,000)(獎

品：

10,000) 

100,000 校慶系列活動一(一)-開幕前哨

戰(二)-遊戲理財戰(三)-給你一

個戰校慶系列活動二-

Hark!ACappella 人聲音樂列車 

1、進修部師生/130

人 2、進修部師生

/100 人 3、進修部

師生/210 人 4、全

校師生/300 人 

1、101、10、19/設計大樓大禮

堂 2、101、11、13/行政大樓

AB227 室 3、101、11、15/行政

大樓羅馬廣場及下操場 4、

101、11、27-28/圖資大樓大禮

堂 

1、校慶系列活動即將開跑，為讓

學生會的新進成員更快速的認識進

修部學生會組織的運行模式，並進

行活動的行前細節及作業流程講

解，亦快速培養新生的人際關係與

能力，體驗合作的團隊精神與向心

力，作為培養下一屆進修部學生會

的前哨站。2、在全球金融風暴衝

擊影響下，個人資產管理與投資理

財更突顯其重要性。有極大多數進

修部學生已在職場工作多年，面對

此次金融危機，各行各業皆或多或

少陷入財務困境。辦理現金流大賽

透過遊戲的過程虛擬投資與各項交

易，提供進修部學生學習理財機

會，體會理財的重要性。3、校慶

競賽活動能培養健康的身心，紓解

課業壓力，讓學生增進彼此之間的

情誼，也藉此機會訓練團隊的臨場

反應以及團隊合作氣氛，增進互助

團隊的合作精神。4、當代阿卡貝

拉(ContemporaryACappella)是以全人

   



聲無伴奏進行的音樂形式，其精緻

活潑，並可呈現多元曲風表現方

式，廣受時下年輕人喜愛。本次活

動引入國內知名優質專業表演家，

透過演出、示範、互動與體驗等豐

富多元內容，為藝文教育注入新活

水，充實並開拓校園表演藝術欣賞

新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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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1

社團定

向迎新 

0(獎金：

0)(獎品：

0) 

50,000 1、課指組－101 社團嘉年華 學生 843 人、老師

5 人、職員 13 人、

其也 47 人，共 908

人 

101、09、19-校內貳姿樓前廣

場 

1、透過動態表演與靜態擺攤二種

方式，有效向本校同學介紹社團，

各社團招生情形都相當不錯。2、

部分社團未加入擺攤活動，無法向

新生介紹自己的社團，有點可惜。

未來仍須鼓勵社團參與。 

   

31 2-4-4-2

全校工

讀生研

習會 

10,000(獎

金：0)(獎

品：0) 

30,000 101 學年度全校工讀生研習 第一場：教師及職

員共 7 人、學生共

221 人第二場：教

師及職員共 7 人、

學生共 164 人 

101、11、28、101、11、29-設

計大樓 D0105 

建議未來可朝讓師生之互動方式方

向規劃，使工讀同學在參與上能更

活潑。 

   

32 2-4-4-3

新生入

學輔導

暨校園

文化體

驗活動 

30,000(獎

金：0)(獎

品：0) 

95,000 1、生輔辦理「Hello！

ShuTE~」101 年度開學適應週

系列活動 

1、教職員 8 人、

學生約 299 人、家

長 313 人，共人 

101/09/07 各棟宿舍 101/09/08 圖

資大樓 LB104101/09/09 圖資大

樓 1 樓門口至樹德科大周遭生

活圈 

為協助家長及學生認識校園環境及

了解住宿規定等相關事宜，適應校

園生活，特舉辦「新生開學適應週

系列活動」，包含「學生進住宿

舍」、「住宿新生懇親座談會」、

「生活圈導覽」，讓家長及新生能

藉此機會認識樹德科技大學大環

   



境，親身體驗樹德科技大學的生

活，進而能讓學生和家長都可以放

心地學習與生活，提升學習品質。 

33 2-4-4-4

編製新

生生活

輔導文

宣資料 

105,000(獎

金：0)(獎

品：0) 

0 1、生輔組製作「101 年新生

生活輔導手冊」2400 本 2、生

輔製作 101 學年度新生關懷文

宣品(針線盒+新生關懷聯繫

卡)2000 份 

1、住宿生及一般

學生 2400 人 

1、101/09/10-第一、二、三、

四宿舍 

1、此次有請提供資料的單位多次

協助校對，降低資訊的錯誤率。

2、手冊內容包含學務處介紹、智

慧財產權、性別平等、反詐騙、網

路禮儀及食、衣、住、行、育、

樂，相當實用，此次結合校園大尋

寶活動，使得內容更加生動。3、

手冊於新生定向輔導活動時發放，

這個時機點相當的好。4、未來可

提早設計手冊主題及整體風格。 

   

34 2-4-4-5

進修部

迎新及

幹部研

習活動 

27,000(獎

金：0)(獎

品：0) 

27,000 1、2012 進修部幹部成長培訓

營 2、101 學年度進修部新生

始業輔導 

1、進修部學生自

治會/30 人 2、101

學年度進修部新生

及師長/500 人 

1、101、08、19-20/屏東墾丁

2、101、09、10/行政大禮堂 

1、強化學生幹部組織架構以及領

等能力，由課程教導溝通技巧、企

劃書撰寫、經費核銷及活動流程

等，分組進而提昇課程成效和訓練

團體行動以及活動規劃能力，於日

後實際運用在學會之經營及活動

上。2、新於剛踏入大學校園，對

於環境及各方面的資訊皆不清楚，

因此由新生始業輔導協助新生與家

長提早了解本校，解決入學後相關

事務問題，並增進對學校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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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2-4-5-1

辦理提

40,000(獎

金：

0 1、辦理『學院寶寶』形象設

計競賽共 1 場次，其活動內容

1 本校學生，總計

271 人次。 

101 年 10 月 01 日~101 年 11 月

23 日報名作業期間 101 年 11

透過競賽方式辦理活動，參賽及參

與學生皆有不錯的反應，且請參賽

   



昇學生

職涯競

爭力系

列活動 

6,000)(獎

品：2,000) 

讓學生更了解自我職涯方向與

學習規劃，以競賽方式誘發參

與動機以及設計構圖內容之豐

富性，提升未來職場競爭力。 

月 29 日分享會圖資大樓 L0105

大禮堂 

學生分享作品，透果網絡平台部落

格方式評選互動熱烈並給予勇氣掌

聲，讓活動氣氛熱鬧滾滾！透過分

享的模式，也提供學生廣泛地運用

「學院寶寶」院系區分概念及自我

行銷宣傳能力，讓學生彼此更了解

自身院系優勢以及別院系優良學習

點典範參考。但由於本次參賽者多

以設計學院參加居多，日後辦理活

動將針對其他院系更加深入推廣，

並邀請相關教師協助宣導活動。 

36 2-4-5-2

提昇有

效輔導

學生學

習及生

涯/職

涯發展

系列活

動 

78,000(獎

金：0)(獎

品：0) 

0 (一)、就業力養成計畫系列課

程共 9 場。搭配本校社會能力

指標辦理系列職涯講座，藉由

講演與成功經驗分享，提升學

生工作世界與未來就業力，進

而強化學生職場競爭力。辦理

活動如下：1、吸引力法則--

了解自我強化自信 2、優質溝

通高手 3、打造你的職涯鐵飯

碗—國家考試技能加強 4、用

完美履歷打開職涯大門 5、

「從雲端尋找機會」6、

HOLD 住你的勞動權益 7、時

間管理生涯規劃 8、資訊產業

求才面面觀 9、團隊合作就是

競爭力(二)、職涯圓舞曲˙創

造雙贏人生系列講座課程共

10 場。提昇學生職涯知能，

以多元性方式邀請講師進行講

演，進而強化學生職場競爭

力。辦理活動如下：1、職場

情緒管理-做情緒的主人 2、職

就業力養成計畫系

列課程共 9 場，本

校學生共計 1356

人次。1、70 人次

2、165 人次 3、325

人次 4、225 人次

5、147 人次 6、202

人次 7、62 人次

8、115 人次 9、45

人次就業力養成計

畫系列課程共 10

場，本校學生共計

2642 人次。1、262

人次 2、316 人次

3、367 人次 4、312

人次 5、272 人次

6、281 人次 7、279

人次 8、90 人次

9、196 人次 10、

267 人次 

(一)、就業力養成計畫系列課

程共 9 場。1、101、03、06-設

計大樓 DB1392、101、03、07-

設計大樓 D01053、101、03、

19-圖資大樓 LB1024、101、

03、26-圖資大樓 LB1035、

101、03、27-教學大樓

T02086、101、04、23-教學大

樓 T02087、101、05、01-圖資

大樓 LB1038、101、05、02-圖

資大樓 L01059、101、、05、

08-橫山創意基地簡報室 HO-

101(二)、職涯圓舞曲˙創造雙

贏人生系列講座課程共 10

場。1、101、09、25-設計大樓

D01052、101、09、26-圖資大

樓 L01053、101、10、01-圖資

大樓 L01054、101、10、08-設

計大樓 D01055、101、10、09-

設計大樓 D01056、101、11、

20-圖資大樓 L01057、101、

11、21-圖資大樓 L01058、

未來將依據各院系特色與就業出

入，提供多元且具專業知能之職涯

講座活動，提升學生職涯競爭力。 

   



涯求生術-從 12 星座特性定位

職場專屬舞台 3、掙脫『草莓

族』，培養正確職場觀念 4、

我在網路比你紅 5、就業的第

一哩職涯課程 6、工作團隊與

團隊協作方法 7、當自己的職

涯伯樂 8、職涯，在轉角啟航

9、決定自己的職涯寬度 10、

勇往職前贏在未來-企圖心決

定一切 

101、11、26-設計大樓

D01059、101、11、27-設計大

樓 D010510、101、12、04-圖資

大樓 L0105 

37 2-4-5-3

職涯顧

問、職

涯輔導

駐診服

務 

100,000(獎

金：0)(獎

品：0) 

0 辦理職涯顧問工作坊共 5 場，

邀請本校教師擔任職涯顧問，

協助關懷並提供學生職涯諮詢

服務。工作坊邀請產官學界之

專業講師提供職涯顧問之輔導

技巧與效能提升，並於工作坊

中進行經驗分享與實務交流，

辦理活動如下：1、職涯資源

應用篇『校園活動、RFID 操

作說明會』2、職涯知能提升

篇『如何協助學生適才適所』

3、職涯資源應用篇『向

UCANSAYICAN』4、職涯知

能提升篇『80 後世代市場供

需及就業出路』5、實務演練

操作篇『職涯諮詢服務技巧暨

經驗交流』辦理職涯顧問工作

坊共 6 場 1、職涯知能提升篇

企業用人術『履歷篩選及面試

技巧解析』2、職涯知能提升

篇產業萬花筒-『服務產業趨

勢』3、實務演練操作篇『活

用職業興趣組合卡』4、職涯

本校教職員共計

354 人次，本校學

生 60 人次，總計

414 人次，各場次

參加人數如下：職

涯顧問工作坊共 5

場 1、校教職員-44

人次；本校學生-5

人次 2、校教職員-

38 人次；本校學生

-6 人次 3、校教職

員-48 人次；本校

學生-4 人次 4、校

教職員-32 人次；

本校學生-1 人次職

涯顧問工作坊共 6

場 1、校教職員-31

人次；本校學生-3

人次 2、校教職員-

36 人次；本校學生

-12 人次 3、校教職

員-38 人次；本校

學生-15 人次 4、校

職涯顧問工作坊共 5 場 1、

101、03、07-行政大樓 A2102、

101、04、14-行政大樓 A2103、

101、04、11-行政大樓 A2104、

101、05、23-行政大樓 A2105、

101、06、13-行政大樓 A210 職

涯顧問工作坊共 6 場 1、101、

09、12-行政大樓 A2102、101、

09、26-行政大樓 A2103、101、

10、17-行政大樓 A2104、101、

12、26-行政大樓 A2105、102、

01、09-行政大樓 A2106、102、

01、18-行政大樓 A210 

本次職涯顧問工作坊之培訓已有

36 位教師接聘擔任校內職涯顧

問，並開始協助學生職涯健診諮詢

服務。延續 100 學年度募校內職涯

TA 做法於 101 學年度持續推廣進

行，協助職涯顧問進行諮詢服務時

相關行政協助，在工作坊的知能課

程也邀請職涯 TA 共學，下學年將

持續招募更多具服務熱忱的教師擔

任職涯顧問。 

   



資源應用篇『點亮學生的職涯

方向』5、實務演練操作篇

『職涯諮詢服務技巧暨經驗交

流』6、職涯顧問工作坊『社

區經營的人才需求』 

教職員-29 人次；

本校學生-4 人次

5、校教職員-36 人

次；本校學生-7 人

次 6、校教職員-22

人次；本校學生-3

人次 

38 2-4-5-4

辦理學

生就業

輔導措

施 

40,000(獎

金：0)(獎

品：0) 

0 1、辦理「真心相交、真實相

助－介紹政府的青年服務工

作」名人講座，透過敬邀行政

院青年輔導委員會陳以真主委

蒞臨本校推廣青輔會及其相關

業務宣傳，另外也向學生宣導

可透過青輔會或其他國加工部

分找尋相關資源提升青年就業

力。2、辦理『職涯海報』創

意設計競賽共 1 場次，其活動

內容讓學生更了解本校職涯發

展暨校友服務中心單位特色及

其服務內容，以競賽方式誘發

參與動機以及設計構圖內容之

豐富性，提升未來職場競爭

力。 

1、本校學生，總

計 420 人次。2、

本校學生，總計

265 人次。 

1、101 年 04 月 25 日圖資大樓

L0105 大禮堂 2、101 年 10 月

01 日~101 年 11 月 23 日報名作

業期間 101 年 11 月 29 日分享

會圖資大樓 L0105 大禮堂 

1、透過敬邀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

會陳以真主委蒞臨本校宣導青輔會

相關配合條款及政令，提供學生多

種資源概念，也藉此拉近公部門與

學生距離，讓學生透過演講方式可

得知許多國家推廣的相關措施，提

供更多元化就業或職涯發展資源。

2、透過競賽方式辦理活動，參賽

及參與學生皆有不錯的反應，且請

參賽學生分享作品，透果網絡平台

部落格方式評選互動熱烈並給予勇

氣掌聲，讓活動氣氛熱鬧滾滾！透

過分享的模式，也提供學生廣泛地

運用「職涯海報」宣導學務處職涯

發展暨校友服務中心單位特色概念

及單位服務內容，讓學生彼此更了

解。但由於本次參賽者多以設計學

院參加居多，日後辦理活動將針對

其他院系更加深入推廣，並邀請相

關教師協助宣導活動。 

   

39 2-4-5-5

提昇學

生體認

工作環

境並培

養學生

50,000(獎

金：0)(獎

品：0) 

0 辦理就業力養成計畫系列課程

共 5 場。搭配本校社會能力指

標辦理系列職涯講座，藉由講

演與成功經驗分享，提升學生

工作世界與未來就業力，進而

強化學生職場競爭力。辦理活

就業力養成計畫系

列課程共 5 場，本

校學生共計 211 人

次。1、25 人次

2、47 人次 3、53

人次 4、43 人次

1、101 年 09 月 26 日管理大樓

T5062、101 年 10 月 03 日行政

大樓 A2103、101 年 10 月 24 日

圖資大樓 LB1034、101 年 11 月

21 日行政大樓 A2105、101 年

11 月 28 日行政大樓 A210 

未來將依據各院系特色與就業出

入，提供多元且具專業知能之職涯

講座活動，提升學生職涯競爭力。 

   



進行職

涯規劃

系列活

動 

動如下：1、GPS-尋找我的職

涯方向 2、成功寫出被翻閱的

履歷 3、建立自我品牌打造職

場儀態 4、掌握溝通與應對

的”眉角”5、面試守則與實

戰技巧 

5、43 人次 

40 2-4-5-6

辦理學

生生涯

輔導措

施 

90,000(獎

金：0)(獎

品：0) 

0 生涯職能週系列活動共 1 項 2

場次 1、人生卡位戰-能力強項

卡、愛情卡解析 

生涯職能週系列活

動共 2 場 1、67 人

2、90 人 

生涯職能週系列活動共 2 場

1、101、11、15-10：00-14：00

圖資大樓廣場、二宿 7-11 前廣

場 2、101、11、16-10：00-

14：00 圖資大樓廣場、二宿 7-

11 前廣場 

透過此系列活動，學生能以輕鬆的

方式了解生涯規劃，且活潑、多元

的活動內容深受學生喜愛，此次特

別延用去年受歡迎的卡片活動方式

進行人生卡位戰活動，尤其是愛情

卡解析非常受學生歡迎；未來可繼

續以生動、活潑的方式辦理生涯輔

導活動，讓學生能夠多了解未來生

涯規劃及職場上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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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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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3-1-1-1

學生自

治團體

會議 

41,000(獎

金：0)(獎

品：0) 

114,000 1、學生議會-100(2)社團活動

經費審查會議 2、101 級畢聯

會-101 級畢聯會之畢業生畢業

紀念冊畢編會議 3、101 級畢

聯會-101 級畢聯會之畢業生畢

業照各班畢代會議 4、學生會-

100(2)期初社團有約 5、學生

議會-「選舉月」學生自治幹

部選舉--全校(配合款未使用流

1、全校社團幹部

48 人、職員 1 人，

共 49 人 2、社團成

員 13 人、各班畢

編 99 人、指導老

師 1 人，共 113 人

3、社團成員 13

人、各班畢編 95

人、指導老師 1

1、101、03、01-04、27-行政大

樓 A308 會議室 2、101、04、

09、04、17-DB1363、101、

04、25-DB1364、101、03、05-

LB1065、101、03、26-05、31-

各系學會及議會辦公室 6、

101、09、18-12、31-圖資大樓

LB1037、101、09、25-

DB1398、101、10、08-圖資大

1、學生議會在這年度舉辦多項研

習及訓練活動，讓議會已慢慢步入

軌道。2、三合一選舉參與的系學

會較少，各系學會交接日並不固

定，由各系依照傳統執行，有多元

化及保持各系傳統的必要，但未來

仍以合辦方式舉辦投票，以增加參

與度。 

   



出至 4232)6、學生議會-101-1

社團活動經費審查會 7、學生

會-101-1 期初社團有約 8、101

級畢聯會-102 級各班畢代拍攝

畢照會議 9、101 級畢聯會-

102 級畢業生畢業紀念冊各班

畢編會議 10、學生議會-系學

會之系會長大會-了解系會費

11、學生議會-自治組織社團

長會議 12、101 級畢聯會-102

級畢業照各班畢代會議 13、

學生會-期末社團有約 14、101

級畢聯會-101 級畢業生與各系

系學會有約 

人，共 109 人 4、

全校社團幹部 83

人、教師 2 人、職

員 4 人，共 89 人

5、社團幹部 250

人、教師 2 人、職

員 3 人、學生 2257

人，共 2512 人 6、

社團成員 36 人 7、

教師 1 人;職員 7

人;學生 92 人，共

100 人 8、社團成

員 13 人、指導老

師 1 人、畢代 102

人，共 116 人 9、

社團成員 13 人、

畢編 82 人，共 95

人 10、社團成員

19 人、指導老師 1

人，共 20 人 11、

社團成員 3 人、指

導老師 3 人、課指

組同仁 4 人，共 10

人 12、社團成員 6

人、各班畢代 44

人、指導老師 1

人，共 51 人 13、

教師 2 人、教職員

11 人、學生 82

人，共 95 人 14、

社團成員 13 人，

班代 80，老師 1

人，共 94 人 

樓 LB1059、101、12、26-圖資

大樓 LB10510、101、12、20-

DB13911、101、12、21-課指組

會議室 12、101、11、19-圖資

大樓 LB10513、101、12、26-

DB13914、101、10、01-DB136 



42 3-1-1-2

師生座

談會 

4,400(獎

金：0)(獎

品：0) 

17,600 1、休管系學會-休管一家親

2、應外系-期末師生座談會

3、兒家系-大家來相找之認親

大會 4、產設系-期末師生座談

會 5、課指組-社團指導老師暨

社團長會議 

1、社團成員 10

人、教師 2 人、學

生 80 人 2、社團成

員 10 人、學生 50

人 3、社團成員 4

人、校內學生 54

人 4、社團成員 10

人、教師 2 人、學

生 250 人 5、社團

老師 40 人＋社團

長 2 人+工作人員 1

人 

1、101、09、27-管院五樓 2、

101、12、26-L04213、101、

10、08-圖資 1F 內廣場 4、

101、12、24-LB1065、101、

11、06-AB227 

1、均能適時回覆學生所提問題，

並予以解答。2、加強了各系、各

社團及各班級的意見交流。 

   

43 3-1-1-3

民主法

治教育 

8,000(獎

金：

6,000)(獎

品：0) 

22,000 1、尊重智慧財產權鑰匙圈設

計比賽 2、「網路犯罪預防暨

反詐騙宣導」講座 

1、學生共 1，084

人 2、學生 104

人、職員 2 人，共

計 106 人 

1、101、10、29-101、11、28-

本校行政及圖資大樓 2、101、

10、31-設計大樓 DB136 

1、本次尊重智財權鑰匙圈設計比

賽，共有 20 幅作品參賽，但最終

結果評審老師評出的前三名與學生

票選出的前三名不盡相同，讓學生

期待有落差，未來可以學生票選結

果為主。2、邀請高雄市政府警察

局的專家蒞校針對網路犯罪與反詐

騙宣導進行演講，教師的實際案例

容易引起學生的興趣而達成宣導效

果。 

   

44 3-1-1-4

進修部

學生生

活成長 

5,000(獎

金：0)(獎

品：0) 

35,000 1、校園生活安全與綠色能教

育系列講座 2、校園生活法治

與性平等教育系列講座 

1、進修部師生/153

人 2、進修部師生

/127 人 

1、101、04、24-05、02/圖資大

樓教室 2、101、11、20-11、

23/圖資大樓及管理大樓教室 

1、大學生除了在學業與專業技術

精益求精，更需要豐富學習內容，

讓同學能了解生命意義目的，並體

認生命關懷的包容、接納、尊重等

重要性，人權及藝術教育都有賴於

我們透過日常生活的事例加以闡

釋，另透過能源教育幫助學生瞭解

能源內涵，擴展其科學認知，並期

使學生能於生活中付諸行動。2、

現代法律隱含著許多公民社會所強

調的價值，例如人權、民主及兩性

   



平等教育等，都有賴於我們透過日

常生活的事例加以闡釋，以及透過

講座推廣菸對人體健康造成的危

害，基於保障多數人民的健康權為

前提，實施室內公共場所全面禁

菸，並落實到我們的生活環境中。 

45 3-1-1-5

進修部

師生座

談會 

1,500(獎

金：0)(獎

品：0) 

13,500 進修部「與校長有約~相約在

星空下」師生座談會 

進修部師生/120 人 101、12、05/行政大樓 AB227

室 

舉辦師生座談會並邀請校長及各級

主管直接與學生面對面會談，亦提

供給學生一個發聲的管道，並於現

場準備茶點，利用輕鬆愉悅的環境

下解決學生的各項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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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3-1-2-1

品德教

育 

3,000(獎

金：0)(獎

品：0) 

7,000 給畢業生的五堂課~品格力系

列講座 1、品格在職場的重要

性 2、未來職場，品格決勝

負！ 

1、學生：64 人，

教職員 1 人，共計

65 人 2、學生 85

人、教職員 3 人，

共計 88 人 

1、101、10、24-圖資大樓

LB1062、101、10、24-設計大

樓 DB136 

1、期望透過演講，讓即將邁入職

場的大四學生了解，除了具備專業

知識、技能外，良好的品德才是進

入職場的門票，更是在職場中勝出

的關鍵。2、未來可多邀請其他畢

業班的學生一起參與 

   

47 3-1-2-2

環境教

育 

3,000(獎

金：0)(獎

品：0) 

17,000 活動內容從宣導教育著手，著

重關環境的問題，能夠關心環

境，具有面對環境問題的解決

能力等。辦理活動如下：1、

你/妳是``牠``一輩子的夥伴

嗎?2、環境教育慨念及經驗

3、環教志工及環保志工之區

別 4、環境教育志工隊 

本校學生，總計

670 人次，各場次

參加人數如下：

1、200 人次 2、200

人次 3、90 人次

4、180 人次 

1、101、05、08 設計大樓

DB139 階梯教室 2、101、10、

17，圖資大樓 L0721 教室 3、

101、12、05，圖資大樓 L0821

教室 4、101、09、10~101、

12、28 校園 

一、檢討：學生學習態度有進步空

間。二、建議：納入通識課程之一

部，且必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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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3-2-1-1

系所、

社團帶

動中小

學營隊

及活動 

132,750(獎

金：0)(獎

品：0) 

104,150 1、石穗康輔社-歡樂世界冬令

營 2、國際同圓社-愛在發芽～

同圓兒童冬令營 3、夢想起飛

社-丟丟骰子樂 4、電英課輔

CEO 社-小小設計師 5、國際

同圓社-品德小尖兵(一)帶動中

小學 7 次 6、基服社-海「龍」

王神「基」7、電英課輔 CEO

社-英文好好玩 8、基服社-101

暑期營隊-愛而為一 9、石穗康

輔社-夏穗交響夏令營 10、客

家文化-Hakka 廣結扇緣 11、

電英 CEO-台灣之美 12、電子

商務-優化地球 13、電子商務-

聖誕小世界 14、賢德團隊-讀

經班帶動 15、原勢力-小小藝

術家成長育樂營-帶動中小

16、資管系-紫錐花系列運動-

(二)點亮生命明天會更好 17、

基服社-「金」色奇「基」

18、電子商務-激發創意之動

畫營 19、電子商務-動畫風雲

20、同圓社-品德小尖兵(二)-

帶動中小學 6 次 21、石穗康

輔-帶動中小學(六次)22、棋藝

文化推廣社-棋藝文化體驗營

1、社團成員 18

人、國小學童 70

人，共 88 人 2、社

團成員 17 人、高

雄市燕巢區深水國

小及橫山國小弱勢

學童 50 人，共 67

人 3、社團成員 7

人、燕巢國小學童

22 人，共 29 人

4、社團成員 8

人、高雄市燕巢國

小學童 12 人，共

20 人 5、社團成員

20 人、受務務 15

人，共 35 人 6、社

團成員 32 人、國

小學童 48 人，共

80 人 7、社團成員

6 人、國小學童 14

人，共 20 人 8、受

服務 60 人 9、受服

務 70 人 10、社團

成員 6 人、校內學

生 19 人，共 25 人

11、社團成員 5

1、101、01、18-1、20-高雄市

旗山區旗尾國小 2、101、01、

28-02、05-高雄戒治所 3、

101、04、08-高雄市燕巢區燕

巢國小 4、101、04、07-高雄市

燕巢區燕巢國小 5、101、03、

17-06、02-高雄市燕巢區深水

國小 6、101、04、28-04、29-

高雄市美濃區龍肚國小 7、

101、05、05-屏東縣崁頂鄉港

東國小 8、101、07、16-07、

27-台東縣長濱鄉三間村 9、

101、07、05-07、08-高雄市岡

山區和平國小 10、101、11、

25-燕巢區金山國小 11、101、

11、24-燕巢國小 12、101、

11、25-高雄金山國小 13、

101、12、08-小港昭明國小

14、101、09、03-12、31-右昌

國小 15、102、01、05~06-杉林

區民族大愛國小 16、101、

12、16-嘉誠國小 17、101、

11、17~18-燕巢金山國小 18、

101、12、02-小港昭明國小

19、101、11、24-燕巢國小

20、101、09、10~12、29-昭明

1、服務地點遍佈高雄屏東，也到

台東服務，展現服務在地化的精

神，也傳到偏遠鄉鎮。2、活動規

劃完善，學童反應熱烈深受好評。

3、社團應給學校更充裕之宣傳及

報名時間，以期有效提昇活動人數

效益。 

   



23、五花八門社-岡山後紅國

小彩繪服務 

人、學童 15 人，

共 20 人 12、社團

成員 6 人、校內學

生 14 人，共 20 人

13、社團成員 5

人、受服務者 25

人，共 30 人 14、

社團成員 3 人、學

童 30 人，共 33 人

15、社團成員 20

人、指導老師 2

人，共 22 人 16、

社團成員 16 人、

教師 2 人、受服務

21 人，共 39 人

17、社團成員 30

人、受服務學生 30

人，共 60 人 18、-

社團成員 7 人、受

服務學生 25 人，

共 32 人 19、社團

幹部 5 人、燕巢國

小學童 20 人，共

25 人 20、社團成

員 25 人、受服務

30 人，共 55 人

21、社團成員 10

人、受服務學生

120 人，共 130 人

22、社團成員 12

人、校內學生 10

人、服務對象 56

人，共 78 人 23、

國小 21、101、10、01-12、31-

楠陽國小 22、101、12、06~20-

翠屏里活動中心 23、101、

12、30-岡山後紅國小 



社團成員 30 人 

49 3-2-1-2

系所、

社團社

區服務

隊活動 

5,700(獎

金：0)(獎

品：0) 

67,800 1、運管系-運管社區服務 2、

自然緣素社-志工趴趴 GO-創

世基金會 3、基服社-「基」情

四射‧「青」鬆的一天 4、宣

愛團契-大地多奇妙 5、五花八

門社-橫掃北高雄、鄉鎮之社

區服務 6、電英課輔 CEO 社-

網路一指靈 7、同圓社-街頭有

愛，有你真好(一)社區服務 3

次-8、自然緣素社-志工趴趴

GO-慈德育幼院 9、自然緣素

社-志工趴趴 GO-仁愛之家

10、石穗康輔社-淨綠穗然

11、石穗康輔社-藏不住的愛

12、自然緣素-志工趴趴 GO-

創世基金會 13、棋藝文化推

廣社-社區服務 14、同圓社-街

頭有愛，有你真好(二)-社區服

務 3 次 15、五花八門-橫掃北

高雄系列活動 16、自然緣素-

志工趴趴 GO17、賢德團隊-聖

誕期末關懷老人活動 18、企

管系系學會-淨山活動-觀音山

19、熱門音樂社-電掃把與水

桶鼓 20、五花八門-橫掃北高

雄社區服務 21、宜蘭校友會-

溫暖榮民爺爺 

1、社團幹部 15

人、植物人 30

人，共 45 人 2、社

團導師及成員 29

人、崇義主任 1

任，共 30 人 3、社

團成員 22 人、育

幼院童 30 人，共

52 人 4、社團成員

6 人、國小學童 80

人，共 86 人 5、社

團成員 14 人 6、社

團成員 5 人、里民

15 人，共 20 人

7、社團成員 20

人、受服務 15

人，共 35 人 8、社

團導師及成員 30

人 9、社團導師及

成員 30 人 10、社

團成員 22 人 11、

社團成員 14 人

12、社團導師及成

員 30 人、崇義主

任 1 人，共 31 人

13、社團成員 7

人、校內學生 13

人、受服務 37

人，共 57 人 14、

社團成員 30 人、

受服務 70 人，共

100 人 15、社團成

1、101、04、06-8：00~17：00-

鳳山創世基金會 2、101、03、

17-創世基金會鳳山分會 3、

101、03、31-屏東青山育幼院

4、101、04、07-高雄市立成功

國小 5、101、04、14-高雄市左

營舊部落、眷村 6、101、03、

27-大社保社里發展協會活動中

心 7、101、03、25-05、27-高

雄市三民區行德宮街友服務處

8、101、05、15-燕巢慈德育幼

院 9、101、06、10-燕巢仁愛之

家 10、101、06、16-高雄市中

央公園 11、101、06、30-旗山

伊甸基金會 12、101、09、28-

創世基金會 13、101、12、17-

仁愛之家 14、101、09、

17~102、01、06-高雄市行德宮

15、101、10、06-高雄河堤公

園 16、101、10、27-燕巢仁愛

之家 17、101、12、16-慈慧安

老人中心 18、101、11、03-觀

音山 19、101、11、25-旗津海

灘 20、101、11、17-河堤社區

21、101、11、18-岡山榮民之

家 

1、社區服務是學生一個很好的學

習機會，行前教育讓學生更能了解

基本概念及認知。2、交通車抵達

目的地時間需再估測，時間的掌握

需要再加強控制。3、所需的工具

可以多準備，以備不時之需。 

   



員 11 人、受服務

200 人、指導老師

1 人，共 212 人

16、社團導師及成

員 40 人 17、社團

成員 3 人、受服務

12 人，共 15 人

18、社團幹部`25

人 19、社團成員 1

人、校內學生 20

人，共 21 人 20、

社團成員 15 人、

受服務 200 人、指

導老師 1 人，共

216 人 21、社團成

員 10 人、校內學

生 10 人，共 20 人 

50 3-2-1-3

「健康

Life

社」培

訓 

10,000(獎

金：0)(獎

品：0) 

30,000 健康 life 社~100(2)健康保健志

工培訓系列活動共 6 場 1、志

工期初座談會 2、志工期中座

談會 3、志工服務培訓講座-餐

飲衛生安全 4、社區服務-高中

職學校協助性教育宣導(共 5

場)5、社區服務-淨灘活動 6、

志工期末座談會健康 life 社

~101(1)健康保健志工培訓系列

活動共 5 場 1、志工期初座談

會 2、社區服務-高中職學校協

助性教育宣導(共 3 場)3、志

工期中座談會 4、初級急救訓

練 5、志工期末座談會 

健康 life 社~100-2

健康保健志工培訓

系列活動共 6 場

1、25 人 2、25 人

3、25 人 4、25 人

5、20 人 6、25 人

健康 life 社~101-1

健康保健志工培訓

系列活動共 5 場

1、20 人 2、20 人

3、20 人 4、20 人

5、20 人 

健康 life 社-100(2)健康保健志

工培訓系列活動共 6 場 1、

101、03、13-健康中心團體衛

教室 2、101、04、26-健康中心

團體衛教室 3、101、05、30-健

康中心團體衛教室 4、101、

04、18、04、25-立志中學；

101、04、30 育英護專；101、

05、09 高雄高工；101、05、14

樹德家商 5、101、06、03-高雄

旗津海岸 6、101、06、14-健康

中心團體衛教室健康 life 社-

101(1)健康保健志工培訓系列

活動共 5 場 1、101、09、28-健

康中心團體衛教室 2、101、

10、17-育英護專；101、10、

1、藉由淨灘活動讓社團學員了解

環境保護的重要性，並表示雖然只

是小小的撿垃圾動作，卻能還給自

己一個乾淨的家，覺得很有意義。

並進而懂得如何去付出關愛，為這

個社會盡一份力量，不再是自私的

只會顧及自己。2、由於活動前聯

絡事宜未盡周全，導致有幾位社團

學員迷路脫隊，所幸最後是全員完

成活動，下次會再增加行前會議的

次數，確保參與的社團學員都能熟

悉活動流程及路線規劃。 

   



26 鳳西國中；101、11、09 前

鎮高中 3、101、11、15-健康中

心團體衛教室 4、101、11、17-

11、18-圖資大樓 5、101、12、

18-健康中心團體衛教室 

51 3-2-1-4

推動諮

商中心

學生服

務學習

活動 

65,000(獎

金：0)(獎

品：0) 

0 藉由定期的志工活動促進成員

彼此的凝聚力及加強志工服務

知能，並經由支援諮商與生涯

發展中心活動及協助向日葵家

族，體驗志工服務精神。100-

2 向日葵家族志工學期活動共

16 場。1、100-2 志工-新學

期‧新氣象向日葵家庭會議

I2、100-2 志工-期初幹部會議-

新幹部選舉 3、100-2 志工-向

日葵家族暨志工期初慶生座談

會 4、100-2 志工-向日葵光照

站課程一：那一年我們一起追

的愛情~愛情成長課程 I5、

100-2 志工-向日葵光照站課程

二：禁忌之愛~愛情成長課程

II6、100-2 志工-向日葵光照站

課程三：生涯輔導課程 I7、

100-2 志工-幹部會議—向日葵

家族座談會事前活動討 8、

100-2 志工-向日葵光照站課程

四：生涯輔導課程 II9、100-2

向日葵光照站課程五：生涯輔

導課程 III10、100-2 向日葵光

照站課程六：生涯輔導課程

IV11、100-2 向日葵光照站課

程七：手工創意依依布捨

I12、100-2 向日葵光照站課程

向日葵志工隊課程

活動 100-2 參與人

次 1、7 師 50 生。

2、2 師 39 生。3、

6 師 42 生。4、2

師 30 生。5、2 師

30 生。6、2 師 33

生。7、4 師 15

生。8、2 師 27

生。9、2 師 24

生。102 師 32 生。

11、4 師 14 生。

12、4 師 19 生。

13、2 師 30 生。

14、5 師 66 生。

15、2 師 21 生。

16、4 師 50 生。

101-1 參與人次：

1、師生共 90 人

次。2、師生共 94

人次。3、師生共

26 人次。4、師生

共 53 人次。5、師

生共 23 人。 

向日葵志工隊課程活動 100-2

日期與地點 1、101、2、29(三)

助學園地 2、101、3、7(三)助

學園地 3、101、3、13(二)一宿

餐廳 4、101、3、14(三)助學園

地 5、101、3、20(二)助學園地

6、101、3、22(四)助學園地

7、101、4、11(三)助學園地

8、101、4、18(三)助學園地

9、101、4、25(三)助學園地

10、101、5、2(三)助學園地

11、101、5、8(二)助學園地

12、101、5、9(三)助學園地

13、101、5、22(二)行政大樓

AB22714、101、5、31(四)助學

園地 15、101、6、12(二)助學

園地 16、101、6、13(三)助學

園地 101-1 辦理時間及地點：

1、101、9、27、101、12、6 行

政大樓 AB227。2、101、10、

24、101、11、29、101、12、

13 圖資大樓 LB1043。3、101、

10、9、101、11、12、101、

12、25 諮商中心會議室。4、

101、11、21、101、12、20 諮

商中心會議室。5、101、9、20

諮商中心會議室。 

100-2：1、擴增招募向日葵志工人

數，以建立傳承意旨。2、為讓志

工與向日葵家族能增進熟識度，安

排志工一週二小時在中心排班並了

解中心精神與熟識家族學員，少數

志工並未履行，需再加強志工的服

務精神與行動力。101-1：1、本學

期辦理志工成長團體，由實習諮商

心理師帶領，能提升志工的凝聚力

並觀察團體動力，做為日後帶領志

工及規劃活動之參考，惟參與人數

不多如預期。2、本學期辦理家族

聚會，分別帶領電影欣賞及冬至圍

爐，學生反應良好，日後可持續辦

理。 

   



八：手工創意依依布捨 II13、

100-2 幹部會議—向日葵家族

暨志工期末座談會暨送舊晚會

事前活動討論 14、100-2 向日

葵家族暨志工期末座談會暨送

舊晚會 15、100-2 向日葵家庭

會議 II16、100-2 幹部會議-期

末回顧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志

工活動：1、辦理期初及期末

座談會各一場。2、認識身心

障礙系列活動共三場。3、辦

理三場志工成長團體。4、辦

理二場家庭聚會。5、一場家

族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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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4-2-2-1

輔導人

員專業

督導 

0(獎金：

0)(獎品：

0) 

10,000 辦理個別督導，共 6 次：透過

一對一個別督導，以增進個案

最大福祉為前提，擴充心理師

個別諮商的觀點，厚植其個案

概念化、諮商技巧等能力，促

使本校學生能有更好的個別諮

商服務。 

本校諮商與生涯發

展中心之專任心理

師：共 5 人次 

101 年 9 月-12 月/諮商中心個諮

室 

下年度擬考慮改為團體督導，讓更

多專業人員一同學習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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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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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補助

款支應

金額 

53 4-2-3-1

學務與

輔導工

作交流

與觀摩 

0(獎金：

0)(獎品：

0) 

31,000 辦理「學輔工作標竿學習與校

際交流」，由學務長及學務處

各組主管與同仁代表組成觀摩

團隊，至輔仁大學學務處參

訪，吸收並交流標竿學務工作

經驗，建立學習型組織。 

本校學務處主管與

同仁，共 17 人 

101、07、18-輔仁大學 藉由參訪標竿學校，能具體且快速

地開拓學務工作方法與創意，且學

習他校優良學務工作，並建立與他

校的良好情誼。參訪人員皆表示收

穫豐富，建議未來可繼續辦理。 

   

54 4-2-3-2

加強校

際社團

工作交

流與觀

摩，建

立社團

標竿學

習模式 

125,000(獎

金：0)(獎

品：0) 

45,000 1、學生議會及學生自治會-

2012 全國大專校院 GYLA 冬

季高峰論壇 2、學生議會-議統

天下-2012 全國大專校院議事

員研習營 3、接待服務社-2012

全國大專院校親善大使校際觀

摩交流營 4、學生議會-全國大

專校院學生自治組織議事年會

5、學生會-與靜宜交流與探討

學生自治 6、石穗康輔-石境夢

遊之穗 INCartoon 

1、學生議會及學

生自治會幹部生 16

人 2、學生議會及

學生自治會幹部 5

人 3、社團成員 30

人、他校親善大使

175 人，共 205 人

4、學生議會及學

生會幹部 8 人 5、

教職員 1 人、學生

25、其他 26 人，

共 52 人 6、社團成

員 20 人、學生 30

人，共 50 人 

1、101、01、18-101、01、19-

台北國父紀念館 2、101、02、

07-101、02、11-台北國父紀念

館 3、101、03、31-圖資大樓

L01054、101、05、25~27-立法

院及監察院 5、101、11、30-靜

宜大學`6、101、12、15-學生活

動中心 

同學於校際參訪前會感到有些焦

慮，可能是因為自信心不足，但參

訪過後得到許多收穫與友誼，大大

增廣視野。 

   

55 4-2-3-3

發展學

輔工作

學習型

團隊 

0(獎金：

0)(獎品：

0) 

6,000 2013 學務團隊望年精進研習

會 

學務同仁 51 人 101、12、28-行政大樓 A308 會

議室 

透過望年會議中之共識凝聚，全體

學務人員能有效掌握新年度之目標

與精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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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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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補助

款支應

金額 

56 4-4-1-1

提升社

團輔導

績效─

全國社

團評鑑 

45,000(獎

金：0)(獎

品：0) 

20,000 1、課指組-101 年全國大專院

校學生社團及全校性學生自治

組織評鑑 

校內學生 40 人 1、101、03、24-03、25-玄奘大

學 

1、參賽社團仍須加強資料彙整，

平時努力不夠。2、參賽前應做好

充分準備，完成應注意的重點，才

能得到高分。 

   

57 4-4-1-2

提升社

團輔導

績效─

校內社

團評鑑 

80,000(獎

金：

70,000)(獎

品：

10,000) 

20,000 1、課指組-101 社團評鑑 教師 3 人、教職員

13 人、學生 789

人、其他 6 人，合

計 811 人 

1、初評 101、11、27~29、總

評 101、12、09、優秀社團靜

態展 101、12、10~12 

1、明年初評的時候，靜態資料展

出依舊可以維持連續 2-3 天，但社

團備詢可以分區分時段，以減少影

響社團同學的上課時間。2、未來

應持續在社團評鑑前，舉辦說明

會，更可增加輔導課程。3、社團

總評晚會時，除了動態成果表演之

外，現場立刻頒獎，非常有鼓舞的

作用。 

   

學校配合

款執行總

計：

2263070 

補助款執行總計：

22530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