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二_109概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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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導與釐定高等教育人才培育的核心價值

編號 工作項目

變更後經費概算

合計 具體辦理事項 參加對象及人數 備註
學校配合

款
補助款

1-1-1-1 辦理成年禮活動 95,000   93,000 188,000 規劃辦理成年禮活動，

主要是藉由成年禮儀

式，讓青年學生了解通

過成年禮儀式之後，要

能自我肯定，要能承擔

責任，心智已成長，要

去除壞習慣，做人處事

要能循規蹈矩，更要懂

得感恩回饋，回報父母

及社會，。

參加對象：本校四技部

一年級新生約1300人，

活動方式：學生奉茶、

淨儀、掛巾、宣示、感

恩禮及師長勉勵與達人

分享等活動

?

1-1-1-2 十步芳草 有品

典範

80,000     80,000 鼓勵學生利用假期探訪

社區角落，發掘有品庶

人之典範事蹟，透過人

物專訪、事蹟之撰寫與

心得分享，以活生生的

典範人物為仿傚學習對

象，啟發與期許自我，

並做為本校學生品德教

育之學習素材。1場次

全校學生，預計參與件

數100件。

獎金$60,000

1-1-1-3 辦理營造友善校

園系列活動週

0   92,000 92,000 為期辦理1場次，共1至2

週(10天)的活動。由學

務處整合各單位與學生

會及各社團共同規劃一

系列活動、宣導等，藉

以擴大宣傳效果。活動

內容包含生命教育、藝

文饗宴、異國文化展、

健康促進、弱勢關懷、

我愛媽咪等系列活動。

預計於5月份於學校人文

大樓前廣場設攤及安排

各項活動，主要活動內

容以展現人文關懷，推

動友善的，溫馨的，和

諧的，友善的校園環

境，提供本校全體師生

參加。約2000人次參

與。

?

1-1-1-4 敬老活動 80,000   100,000 180,000 輔導學生會整合校內各

系學會及餐飲專業類、

預計邀請社區長者350

人，參與服務學生約100



服務類、康樂類社團共

同規劃籌辦關懷弱勢，

寒冬送暖茶會活動，藉

由各學會及社團的同學

的專長分工，除了發揮

所學親自為弱勢長者做

菜。更由學生社團自導

自演展現社團學習成

果，另由各服務性社團

擔任聯繫、接待等工

作，可以說是一場多元

整合的社團專長與服務

學習實踐。同時邀請政

府機關協助及企業、社

會團體共襄盛舉共同關

心弱勢，以達拋磚引玉

之功效。1場次

人次。

金額小計：  255,000  285,000         

工作策略：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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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更後經費概算

合計 具體辦理事項 參加對象及人數 備註
學校配合

款
補助款

1-1-2-5 辦理暑期兒童夏

令營

0   75,000 75,000 為拉近城鄉差距，秉持

服務的熱忱，帶給偏遠

地區或家庭經濟弱勢的

小學一個豐富的暑假生

活，以期小朋友在過程

中有所收穫。並且將服

務的精神帶入他們的生

活，讓小朋友於日後也

會主動參與服務。透過

動態的教學，讓小朋友

在輕鬆的氣氛裡快樂地

學習；另一方面藉由靜

態的教案，讓學員們學

會生活中的知識和培養

興趣，雙管齊下，讓小

朋友對學習能有更進一

步的認知，而不是只侷

林口區各國小2至5年級

學童，每梯次40人，共

計80人

?



限在於課堂知識，共辦

理1場次。

1-1-2-6 辦理偏鄉原民部

落服務及部落參

訪活動

74,000   30,000 104,000 藉由參訪花蓮縣光復鄉

太巴塱部落，瞭解其當

地具特色之文化與歷史

脈絡，與原鄉部落族人

互動交流、經驗傳承人

文技藝，，並透過原鄉

部落寓教於樂部落參

訪，使參與活動者對部

落文化增加認同感及向

心力。

原住民學生及非原住民

學生，計20位。

?

金額小計：  74,000  1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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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更後經費概算

合計 具體辦理事項 參加對象及人數 備註
學校配合

款
補助款

2-1-1-7 辦理各項校園安

全相關宣導活動

8,000   30,000 38,000 1.辦理校園安全有關兩

場活動&兩場專題講座，

營造友善安全的校園環

境。 2.辦理兩場交通安

全宣導講座，提醒同學

注意交通安全對生命的

重要性。 3.邀請進修學

制各系學生參與專題講

座校園安全1場、菸害防

制1場

本校師生參加約800人

2-1-1-8 辦理防震防災暨

消防安全宣導

0   23,000 23,000 1.辦理全校性複合式防

災演練~ 2.辦理消防、

防災之演練，共2次。

全體師生約800人次

金額小計：  8,000  53,000         

工作策略：2-1-2毒品防制

編號 工作項目 變更後經費概算 合計 具體辦理事項 參加對象及人數 備註

學校配合

款

補助款



2-1-2-9 防制學生藥物濫

用宣導

30,000   50,000 80,000 藉由法務部反毒館分批

參訪，共辦理6場次(共

11班)，及4場專題講座

建立同學防範毒品危

害，拒絕毒品之誘惑及

加強反毒之宣導。

全體師生約1,500人

金額小計：  30,000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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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更後經費概算

合計 具體辦理事項 參加對象及人數 備註
學校配合

款
補助款

2-2-1-10 接送傷病學生就

醫交通費

16,000   0 16,000 補助接送傷病學生需緊

急送醫時之交通費。

全體師生

2-2-1-11 事故傷害防制宣

導

40,000   0 40,000 辦理校園事故傷害防制

宣導相關活動如：CPR急

救訓練，傷患處理及AED

之操作訓練等。計辦理

兩場次

全校師生參加約500人次

金額小計：  56,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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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更後經費概算

合計 具體辦理事項 參加對象及人數 備註
學校配合

款
補助款

2-2-2-12 學生團體輔導活

動

0   40,000 40,000 以單元性之半日工作坊

形式，透過多元化的素

材媒介，幫助學生在活

動中增進對自我的覺

察，同時在人際關係、

生涯發展、壓力紓解等

方面有更進一步的探索

與學習。預計辦理6場次

本校學生約60人次

2-2-2-13 三級預防宣導 0   34,000 34,000 辦理新生班心理測驗、

新生憂鬱與自殺防治宣

導講座4場、2場工作

坊，約1,000人。

本校學生，約3,000人  



2-2-2-14 生命教育宣導 10,000   40,000 50,000 辦理相關主題演講6-7

場，其他文宣活動。

參加對象:全體師生約

300人次

 

2-2-2-15 心衛宣傳刊物 40,000   0 40,000 印製輔導手冊，於本年

度配合憂鬱防治三級預

防活動時發送予新生，

以增加學生對心理衛生

之認識。

本校新生1800人

2-2-2-16 購買心測工具及

輔導圖書雜誌等

10,000   0 10,000 購買心理測驗手冊及測

驗卷，提供學生施測。

學生施測約100人次。

金額小計：  60,000  1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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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更後經費概算

合計 具體辦理事項 參加對象及人數 備註
學校配合

款
補助款

2-3-1-17 性別平等宣導活

動

0   34,000 34,000 1.相關主題演講5場，工

作坊2場。 2.辦理進修

學制各系學生參與性別

平權及人際溝通專題講

座1場次

全校學生，約500人次。

金額小計：  0  3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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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更後經費概算

合計 具體辦理事項 參加對象及人數 備註
學校配合

款
補助款

2-3-2-18 導師座談會 42,000   62,000 104,000 每學期辦理日間部及進

修學制期初、期末導師

座談會各4場次，說明工

作重點，通觀念及經驗

交流，。

全體導師、學務人員約

800人次

2-3-2-19 績優導師獎勵表

揚

70,000   0 70,000 每年評選各系績優導師

辦理獎勵表揚，肯定努

力付出關愛同學之導

師，強化標竿學習。

日間及進修部績優導師

約55位

獎牌$68,000

2-3-2-20 導師輔導知能研

習

40,000   0 40,000 透過專題演講與小團體

活動，提升導師對三級

導師、學輔人員等約600

人次



預防、親密關係議題及

性教育的了解，增進對

學生危機的辨識與輔

導。預計辦理4場次。

2-3-2-21 擴大導師研習 195,000   81,000 276,000 辦理二天一夜之擴大導

師輔導知能研習，藉由

知性參訪體驗學習與專

題講座及經驗交流等,以

增進導師輔導知能與生

活體驗。內容包括校外

知性參訪導師經驗交

流、專題講座與綜合研

討等共1場次

全體導師、學輔人員等

約160人次

2-3-2-22 新生家長親職座

談會

0   75,000 75,000 邀請各系新生家長到校

參與親子講座及親師懇

談，各系教學設施參觀

等，並增進家長對學校

之瞭解，做好協同輔

導，1場次。

新生家長及師長約200人

次

 

金額小計：  347,000  218,000         

工作策略：2-3-3同儕及人群關係（社團及宿舍生活輔導）

編號 工作項目

變更後經費概算

合計 具體辦理事項 參加對象及人數 備註
學校配合

款
補助款

2-3-3-23 辦理班級幹部座

談

0   30,000 30,000 1.日間部：提供班級幹

部及學校師長意見交流

機會，期有效解決班級

所發生之問題，藉此宣

導學校重要政策。 2.進

修學制：每學期期初期

末辦理各班班代及副班

代座談，說明本學期重

要事項及活動內容，請

幹部轉達並配合執行。

共4場次

約320人次

2-3-3-24 學生宿舍幹部座

談

0   35,000 35,000 每學期召開兩次座談，

了解住宿生生活問題及

解決方案，藉以提供有

每學期期初、期末住宿

生(含寢室長、宿舍幹

部)計600人次



效服務、建立良好互動

雙向管道(4場次)

2-3-3-25 補助辦理宿舍相

關活動

0   0 0 補助學生宿舍辦理各項

宿舍等相關活動，促進

住宿生交流溝通，建立

友善生活環境，共計4場

次。

全體住宿生約500人次

2-3-3-26 賃居校外學生輔

導座談

0   22,000 22,000 每學期辦理一場賃居生

校外學生座談，並邀集

警消單位及房東代表參

加確保學生在外住宿之

安全，保障任居生權

益，共計2場次。

全體外宿生約400人次

2-3-3-27 補助辦理社團指

導老師研習座談

32,000   0 32,000 辦理社團指導老師座談

會促進社團之發展(每學

期2次共4次)

全體社團指導老師參加

約280人次

金額小計：  32,000  87,000         

工作目標：2-4促進適性揚才及自我實現

工作策略：2-4-2辦理藝文活動，培養人文及美感素養

編號 工作項目

變更後經費概算

合計 具體辦理事項 參加對象及人數 備註
學校配合

款
補助款

2-4-2-28 補助學生會及社

團辦理藝文有關

活動

18,850(獎

金：

13,000) 

62,000 80,850 補助學生會、社團辦理

各項藝文活動，預計辦

理5場次藝文有關活動，

活動內容有藝文展演、

成果展、各項DIY體驗活

動、舞蹈比賽、耶誕之

星選拔等藝文相關活動

等。

本校學生約1,000人次 獎金$13,000

2-4-2-29 補助社團辦理各

項競賽活動

46,000(獎

金：

26,000) 

34,000 80,000 補助學生會及社團、學

會辦理各項競賽活動，

例如：系際盃競賽、運

動比賽、歌唱比賽、攝

影比賽及各項創意競賽

活動，提升學生的創新

能力。

各社團學會，約1,000人 獎金$26,000

2-4-2-30 辦理金蛋獎社團 30,000(獎 22,000 52,000 補助學生會辦理一年一 各社團學會，約500人 獎金$30,000



評鑑 金：

30,000) 

度得社團動態評鑑及靜

態資料評鑑。

2-4-2-31 補助學生會辦理

國際生文化展演

及競賽活動

0(獎金：

0) 

0 0 補助學生會及社團、學

會辦理各項國際生參與

之競賽活動，預計辦理

華語文演講比賽、華語

歌曲歌唱比賽、各國舞

蹈比賽各1場次。

國際生，約300人 ?

金額小計：  94,850  1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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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更後經費概算

合計 具體辦理事項 參加對象及人數 備註
學校配合

款
補助款

2-4-3-32 補助學生會及社

團辦理全校性活

動

121,000   96,000 217,000 補助學生會及各社團學

會辦理各項全校性活

動，如各主題週系列活

動、社團辦理各項全校

性大型活動等活動。預

計辦理6場次。

本校學生約1,000人次  

2-4-3-33 補助學生會辦理

節慶活動

46,000(獎

金：

24,000) 

99,000 145,000 補助學生會辦理大型活

動及配合各項節慶活

動，營造校園活潑、歡

樂的氛圍。如教師節、

母親節等。

全校學生約1,000人次 獎金$24,000

金額小計：  167,000  1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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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更後經費概算

合計 具體辦理事項 參加對象及人數 備註
學校配合

款
補助款

2-4-4-34 補助學生會辦理

各項新生關懷活

動

50,000   70,000 120,000 補助學生會辦理迎新社

團表演、社團博覽會及

新生競賽等各項與新生

有關之活動，各1場次

本校學生約2,000人次 獎金$26,000

2-4-4-35 辦理新鮮人新鮮

事新生活體驗營

220,000   0 220,000 補助學生會辦理為期二

天之「新鮮人新鮮事新

生活體驗營」，在學生

會與輔導員的協助下,營

全體新生約1500人。  



造溫馨、友善的校園生

活，協助新生在最溫馨

友善的活動中消除隔閡

及恐懼,對於新的學校生

活有安全感與方向感,進

而樂於學習、樂於參

與，迅速適應新生活，

並透過e化提供校內外各

項學習、生活及社團交

通等資訊讓新生可以更

加清楚了解學校環境以

及社團概況。

金額小計：  270,000  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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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更後經費概算

合計 具體辦理事項 參加對象及人數 備註
學校配合

款
補助款

3-1-1-36 強化公民法治教

育

0   10,000 10,000 辦理民主與人權法治相

關宣導活動。預計辦理3

場次。

本校師生，約1,000人次

3-1-1-37 補助學生會辦理

各項畢業生有關

活動

100,000   30,000 130,000 補助學生會辦理歡送畢

業生各項活動、畢聯會

活動及會議，預計辦理

各1場次

畢業班全體同學約1,800

人次

3-1-1-38 補助學生會及社

團參加校際交流

活動

20,000   45,000 65,000 補助學生會及各社團學

會參加各類型校際活動

及12校社團策略聯盟活

動，促進資源共享，藉

由校際及聯盟活動促進

社團經驗交流並砥礪進

步，預計共辦理10場次

學生會及各社團學會約

200人次

3-1-1-39 辦理品德勵志教

育與活動

0   15,000 15,000 辦理品德勵志輔導教

育，推行友善校園，尊

重生命、感恩系列活動

等各項宣導，及辦理2場

校外參訪。

本校師生，約300人次



3-1-1-40 補助學生會及社

團參加全國競賽

暨觀摩活動

0   0 0 補助學生會每年參加全

國競賽，例如：全國學

生會成果競賽暨觀摩活

動、大專校院社團評選

暨觀摩活動等，預計辦

理2場次。

學生會及績優社團/學

會，約30人次

3-1-1-41 補助學生會辦理

百大菁英服務隊

遴選及培訓活動

100,000   115,000 215,000 遴選面試、培訓、執行

一整系列的方式進行，

執行以四天三夜包含新

生入學輔導，以專題講

座、小組等方式進行，

設計有關團隊建立、團

康動力等課程，配合實

務操作，以提升百菁服

務隊領導能力，做為校

內活動幹部。

預計招募及培訓本校學

生會及社團幹部150人

3-1-1-42 補助學生會及社

團辦理各項培訓

研習及自治活動

44,000   84,000 128,000 補助學生會、社團辦理

各項研習及自治活動。

例如:負責人會議、幹部

會議、幹部培訓、新任

幹部研習會、傳承營、

基礎能力研習營、改選

及各專案研習座談會

等。約15場

各社團及系學會500人次

金額小計：  264,000  29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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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更後經費概算

合計 具體辦理事項 參加對象及人數 備註
學校配合

款
補助款

3-2-1-43 補助學生會及社

團參加各項校外

活動

0   24,850 24,850 補助各社團、學會參加

校外各項活動，促進學

生與社會接軌交流。例

如:教育部傳承營、分區

會議、議事研習營、評

議研習營、弘光盃、逐

鹿中原等。

各社團及系學會約6場

200人次



3-2-1-44 社區鄉親關懷暨

社會服務活動

30,000   53,000 83,000 由社團及學會與社區鄉

親辦理各項服務活動，

內容包含銀髮長者及小

朋友系列活動，例如：

托老中心關懷服務、文

康站及文康車、獨居長

者關懷照顧、社區服務

等。預計辦理10場次。

另捐血服務活動2場次6

天

社區鄉親及同學約2000

人

 

3-2-1-45 補助辦理心的林

口社區親子活動

100,000   120,000 220,000 結合林口鄉親及學生社

團辦理親子聯歡活動，

包含攤位活動及表演活

動等，預計邀請弱勢團

體及育幼院、養老院等

長輩及小朋友參加。本

項活動將結合社會公益

團體或社區社團共同參

與，帶動社區民眾共同

關心弱勢及銀髮長者，

達到青銀同歡共學成長

之目的。1場

林口社區鄉親及本校各

系及社團學生，約1,200

人

3-2-1-46 補助辦理中小學

互動活動

0   42,000 42,000 由學會及社團與鄰近社

區中小學校建立合作關

係，依承辦學會或社團

特性及專長，設計具有

教育意涵之課程或活

動，帶動中小學生課外

活動正常發展。預計20

個場次

各社團及系學會500人次

3-2-1-47 補助社團辦理社

區親子園遊會活

動

90,000   130,000 220,000 補助社團、學會辦理至

社區、弱勢單位及服務

機構進行社會服務、公

益活動及園遊會等活

動，讓學生利用所學之

專長，投注關懷，學習

分享，培養學生關懷社

會並參與公益精神。

預計投入35個社團，服

務1500人次。

金額小計：  220,000  369,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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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更後經費概算

合計 具體辦理事項 參加對象及人數 備註
學校配合

款
補助款

4-2-2-48 充實學務與輔導

研習及標竿學習

120,000   0 120,000 每學期利用寒暑假空檔

間，辦理學務工作人員

進修研習活動及校外標

竿學習及知性參訪，學

習他校之特色作法，充

實學務工作人員的專業

能力，使學務工作能日

新又新力求進步。預計

80人次。 包含專題演

講，學務工作專業研

習，友校學務參訪交流

及多元文化學習與體

驗，藉以提昇學務同仁

之本職學能。2場次

全體學務同仁、社團指

導老師、兼任輔導老師

約35人次

金額小計：  120,000  0         

 總計 1,997,850 1,997,850        

承辦人：                    學務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