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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款

 配合款

獎金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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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品金額

 教育部

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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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年禮活

動
 $   68,257  $     -  $   -  $  110,000

「成年」是人生的一個里程碑，期望新生具備自我肯定、承擔責任、心智成長、感恩回饋特質的成

熟的人。活動以百大菁英服務隊開啟整場活動，接著邀請校長對新生表達祝福，並透過淨手、掛

巾、宣誓、奉茶及感恩禮的儀式，讓新生體驗成年的意義。接著邀請具正面形象也是本校傑出校友

進行人生經驗分享，最後是祝福新生成年的摸彩活動，場面溫馨感人。

四技一年級新生/

約1300人

108年12月17日/本校

體育館

紅地毯不要鋪到體育館內，會影響大門關閉。建議師

長座位按院排列，方便儀式進行。導師掛巾的儀式沒

有統一結束時間。

2

辦理營造

友善校園

系列活動

週

 $   22,418  $     -  $   -  $   90,616

1.配合國際處辦理南向專班學生傳統舞蹈及華語演講比賽，促進文化融合與交流。

2.推動「十步芳草、有品典範」人物採訪徵稿活動，落實本校品德教育實施方案，培養具備「品

德、品質、品味」之現代優秀青年。

3.辦理各項就業諮詢、講座及徵才博覽會，提供應屆畢業生及在校生各項就業資訊，以為畢業後展

翅高飛投入職場之準備。

4.配合一年一度母親節，鼓勵社團及學會辦理多項慶祝「母親節」系列活動，鼓勵學生懂得孝親、

感恩。

5.透過各項宣導主題以營造安全、和諧、溫馨的校園環境。

6.辦理慶祝母親節「我愛媽咪」系列活動，鼓勵學生記得感念母親之辛勞及養育之恩情。

7.辦理以關懷身體健康，疾病預防，健身保養為主題，強化師生關心身體健康，認識健康飲食與適

度運動的重要。

8.辦理社區關懷服務與長者3C共學營，關懷社區長者以達到「青銀共學」並善盡大學校院之社會責

任。

9.辦理以關懷生命、心靈溝通、人性關懷為主題影片觀賞與座談。

10.辦理各項DIY活動，協助師生達到紓壓、療癒等之效果。

11.辦理北區64所大專校院原住民學生體育聯誼活動，達到校際交流之目的。

12.辦理歡送畢業生活動，並透過校園環境佈置提供畢業生校園回顧，樂於在校園各個角落留下美好

的回憶。

13.原住民族學生以優美的舞蹈及歌聲展現文化之美。

全校師生/1,853人

108年4月22日-6月1日

/流行藝術大樓前廣場

及各活動所需場地

1.戶外活動的安排會受到車輛來往影響，在活動籌備

中需考量到交通管制方案來解決相關問題。

2.今年參與活動人數較去年減少許多，應再加強推廣

活動資訊。

3.相關宣導活動參與學生對時間觀念仍需要加強，時

間掌握不夠確實，將持續要求同學上課紀律。

4.相關宣導活動因講師授課時活潑生動，與學生互動

良好，導致學生秩序稍嫌浮躁，建議下次辦理相關活

動時，可在活動開始前先與同學及講師告知，以免再

次發生相同問題。

5.部份活動參與人數較少，需進一步思考如何宣傳，

吸引更多學生參與。

6.演講比賽辦理地點建議可以辦在設計大樓D501教室

，整體效果應該會比較合適。

3

寒冬送暖

關懷弱勢

總動員活

動

 $   64,796  $  196,957

以服務學習為主軸，加入親銀共學世代融合的概念。本次邀請幸福烘焙工坊、創意料理社發揮所學

專長為長輩準備餐點。來參加的爺爺奶奶都讚不絕口。會後提供手作禮品做為爺爺奶奶的伴手禮，

長輩們滿足的笑容以及無盡的感謝，讓現場服務的同學非常的感動，且有成就感。活動中也安排多

項表演，並邀請社區團體及本校社團擔任表演以於嘉賓，並安排健康關懷、青銀同框、彩繪活動等

，最後由流行音樂系黃同學帶領長輩一同吟唱感恩的心，為活動做一個溫馨的結尾。

社區鄉親

400人

108年12月14日/本校

體育館

活動會場後端音量較小，建議讓服務同學與長輩有多

一點的互動時間，拍照牆可以再大一點，拍立得因光

線昏暗導致呈現較不清楚。

4

各項校園

安全相關

宣導活動

 $      -  $     -  $   -  $   34,874

1.配合新生訓練發放校園安全宣導關懷卡，請同學務必記下相關單位電話，於需要協處時可聯繫相

關單位提供即時協助。

2.校園安全講座辦理四場次，邀請新北市教育局國家安全宣教講師任建誠老師

3.交通安全講座邀請新竹安駕中心專任講師鍾兆源老師，辦理室內、外講座各乙場，就就路權、事

故預防、視野死角與內輪差等原則講解；【室外動態示範】就車輛檢查、騎乘姿勢、轉彎、緊急煞

車等體驗示範項目說明及講解。

4、邀請飛凌國際安駕中心創辦人廖建棋教官，就正確的安全駕駛觀念傳遞給每一位學生，有多一層

的認知並建立正確的駕駛行為及態度，就路權、事故預防、視野死角與內輪差等原則講解。

5.配合班會時間，各班實施交通安全議題討論，加強學生對於行車及行人交通安全的認知，以減少

交通事故，維護生命安全。

1.學生/1200人

2.學生230人

3.學生290人

4.學生180人

5.學生/150人

6.學生/207人

7.學生/1200人

1.9月13日/校園

2.3月19日/校園(2場)

3.10月1日/校園

4.10月7日/校園

5.4月22日設計大樓

D103教室、校園林蔭

大道

6.9月24日設計大樓

D501演講廳

7.班會交通安全議題

討論，加強宣導減少

意外產生。

1.發放之校園安全宣導關懷卡，部分同學將之丟棄

(可能已將內容詳記)或遺失甚為可惜。

2.部份同學對時間觀念仍需要加強，時間掌握不夠確

實，將持續要求同學上課紀律。

3.學生參予踴躍惟部分建議未深入問題核心。

4.部份同學對時間觀念仍需要加強，時間掌握不夠確

實，將持續要求同學上課紀律。

5.機車發生車禍，是直接性傷害，發生車禍時後座人

員通常傷害會比較駕駛人的傷勢來的嚴重，所以必須

依規定佩帶安全帽，以策安全。

6.了解騎乘機車的正確觀念及技巧，注意交通安全規

則，加強交通安全宣導及安全駕駛訓練課程。

7.駕駛人要遵守交通號誌之外，綠燈行前，應該要注

意左右來車、行人，一定要遵守交通號誌，避免危險

發生。

108年度學輔成效請填寫於此下表格

【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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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進修部辦

理校園安

全暨菸害

防治宣導

活動

 $      -  $     -  $   -  $    9,783

為提昇進修學制同學「交通安全常識」及「菸害防制」觀念，108年度共舉辦3場講座，目的在減少

林口山區交通意外事故並杜絕菸害，特聘教育部「交通安全」種子教官任建誠教官以及臺安醫院及

董氏基金會志工及資深戒菸講師蔡梅瑛老師實施宣導，期能達到宣傳效果。

1.學生/125人

2.學生/87人

3.學生/78人

1.108年05月06日(週

一)/設計大樓D103教

室

2.108年11月22日(週

五)/設計大樓D103教

室

3.108年11月22日(週

配合學校政策講座主題適切，有效逹到宣導效果，將

持續辦理。

6

辦理防震

防災暨消

防安全宣

導

 $      -  $     -  $   -  $   40,631

1.107學年度第2學期辦理防震防災講座1場及台北市防災科學教育館參訪1場。($22,441)

2.108學年度第1學期辦理新生防災教育宣導1場、住宿新生防災消防演練1場、台北市防災科學教育

館參訪1場、國家防災日防震避難掩護演練1場。($18,190)

1.學生/175人、老

師/5人。

2.學生/1599人、

老師/42人。

1.107學年度第1學期

防震防災講座於108年

3月5日上午10至12時

在國際會議廳。台北

市防災科學教育館參

訪於108年3月26日在

台北市內湖區防災科

學教育館。

2.108學年度第2學期

新生防災教育宣導於

108年9月5日在體育

館、住宿新生防災消

防演練於108年9月8日

在體育館及學生宿

舍、台北市防災科學

教育館參訪於108年10

月8日在台北市防災科

學教育館、國家防災

日防震避難掩護演練

於108年9月20日在各

1、防災科學教育館參訪當天遇到高速公路車禍大塞

車，影響參觀時間，下次辦理參訪時應提早出發。

2、防震防災演講少數同學未準時到場，影響宣導效

果，下次在活動前應督促同學提早到場

3.住宿新生防災消防講習建議要準備椅子，坐在地上

腰很酸4.少數同學報名卻未參加，影響其他欲參加同

學權益，下次辦理若報名無故不到，應依學生獎懲規

定議處。

7

防制學生

藥物濫用

宣導

 $   48,626  $     -  $   -  $   89,471

1.健康校園連署簽名活動:全體學生踴躍參與連署簽名活動

2.參訪反毒陳展館:期使同學深入了解毒品危害及其拒毒的技巧，營造清新健康的校園學習環境。

($138,097)

3.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宣導講座:邀請反毒宣講團講師何啟豪主任主講

4..社團博覽會(反毒大使社):配合學務處社團博覽會擺攤活動，招募對反毒及服務具有相當熱忱的

同學，投入「愛在醒吾、E起反毒」的行列。

5.用愛捐血  用心反毒:配合學務處捐血活動，反毒大使社首次擔任工作人員，呼籲同學一起響應

「捐血一袋、救人一命」的熱血活動。

6.「心的林口、愛在飛揚」反毒宣導活動:配合學校及林口區公所聯合舉辦，由反毒大使社擺設「攜

手同心、E起反毒」攤位，請參加民眾簽署「我健康好公民、勇於向毒品說不」連署書，讓社區里民

認知毒品及其防治毒品，營造拒毒、反毒、健康友善的社區環境。

1.學生/1134人

2.學生/664人

3.學生/527人

4.學生/125人

5.學生/142人

6.學生/12人、社

區民眾/284人

1.5月13日--17日健康

校園連署簽名活動/全

校

2.3月12日--5月15日

及10月29日--11月26

日參訪反毒陳展館/法

務部調查局。

3.防制學生藥物濫用

宣導講座

(1)5月7日/國際會議

廳

(2)5月13日/國際會議

廳

(3)10月8日/國際會議

廳

(4)10月22日/國際會

議廳

4.9月5日/林蔭大道

5.11月26日/學務處前

6.11月23日/林口運動

公園

1.學生踴躍參加簽署。

2.參訪完後當場填寫認知檢測學習單及回饋表，立即

批改，使學生加深反毒認知，增強參訪效果。

3.因為講座時間為下午第一節，所以部分學生精神不

濟及玩手機之情況。

4..因為天氣陰雨，導致新生參與不踴躍。

6.因為反毒大使社的賣力呼籲，使捐血袋數達到標準

，讓捐血活動更臻順利圓滿。

7.天氣陰雨，導致參與民眾不如預期，但服務的熱情

依舊沒變。

8

接送傷病

學生就醫

交通費

 $    8,635  $     -  $   -  $      - 緊急接送學校或校外受傷或生病之學生至醫院或診所急救(醫療)
1.補助9位同仁(接

送學生28人次)

2.學生/31人

1.1月至12月/學校、

校外及醫院(診所)。

2.108年2月-108年12

月

核實報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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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事故傷害

防制宣導
 $   40,925  $     -  $   -  $      -

參加對象為全校學生，活動方式有專題講座、實作教學等。

（一）一年級新生CPR+AED急救訓練：針對一年級新生進行CPR急救訓練，邀請新北市消防局講師，

進行理論教學及實務操作，共有1081人參加。

(二)急救尖兵訓練：與紅十字會合作辦理急救員訓練課程，共有25名學生報名參加，2名未完成課程

訓練，其餘23名皆通過測驗，發予合格證書。

(三)國際生CPR+AED急救訓練宣導：邀請新北市樹林分隊隊員，講授民眾版CPR+AED操作流程，共有

75名(越南生32名、印尼生43名)參加，多數學生從未接觸過此項急救技術，課程開始先說明基礎理

論及示範後，後由學生實際操作練習，過程中學生認真聽講，並給予正向回饋。

參加對象為全校學生，活動方式有專題講座、實作教學等。

（一）一年級新生CPR+AED急救訓練：針對一年級新生進行CPR急救訓練，邀請新北市消防局講師，

進行理論教學及實務操作，共有1081人參加。

(二)急救尖兵訓練：與紅十字會合作辦理急救員訓練課程，共有25名學生報名參加，2名未完成課程

訓練，其餘23名皆通過測驗，發予合格證書。

(三)國際生CPR+AED急救訓練宣導：邀請新北市樹林分隊隊員，講授民眾版CPR+AED操作流程，共有

75名(越南生32名、印尼生43名)參加，多數學生從未接觸過此項急救技術，課程開始先說明基礎理

論及示範後，後由學生實際操作練習，過程中學生認真聽講，並給予正向回饋。

學生/1179人
108年4月22日~12年24

日

1.一年級CPR+AED急救訓練：

(一)有部分班級未依規定時間至指定地點上課，下次

可於上課前一天再次通知。

(二)知識、態度及行為意圖皆有提升，但行為意圖部

分，仍有部分學生不敢實際操作CPR，害怕做不好，

或是擔心法律及傳染病問題，下次可再增加術科實際

操作練習時間。

2.急救尖兵訓練：參與同學皆給予正面回饋，但仍有

同學報名後未到，下次可提高保證金金額。

三、國際生CPR+AED急救訓練：將持續推廣CPR+AED急

救技術。

10
學生團體

輔導活動
-$       -$      -$    30,026$    

1.107(2)辦理3場舒暢交流系列工作坊。($14,483)

2.108(1)辦理3場五感療心系列工作坊。($15,543)

共6場學生小團體輔導活動。

學生/71人次

1.108年4月30日、5月

7、14日/諮商輔導中

心團輔室

2.108年11月19、21、

27日/諮商輔導中心團

輔室

1.小團體活動，講師帶領成員實際手作或透過不同媒

材帶領體驗式的活動，引導學生自我覺察或探索表達

，並達到放鬆紓壓效果。2.學生參與活動專心投入，

在參與過程中增加對自己的了解，享受過程，活動氣

氛熱絡，顯示體驗式的活動能貼近學生興趣與需要，

未來可持續舉辦多元的體驗活動。

11
三級預防

宣導
 $   10,383  $     -  $   -  $   50,086

1.進修學制：108年11月19日與11月28日進修學制舉辦108學年度第一學期「三級預防」專題講座共

舉辦3場，活動中2位講師分別講述壓力適應與情緒管理，透過課程，引導學員了解本身狀況認識壓

力，了解壓力從何而來，當壓力來臨，如何妥善處裡情緒轉變思維，表達情緒，進而自我激勵，有

效調適壓力，在日常中學會對生命積極態度。($10,386)

2.透過心測工具、輔導股長訓練及專題演講活動，促進學生對憂鬱及自我傷害預防之認識。

($50,086)

1.學生/178人

2.學生/1108人次

1.108年11月19日(週

二)/設計大樓D303教

室

2.108年11月28日(週

四)/設計大樓D03教室

3.108年9月4-5日/體

育館

4.108年10月15-16日/

諮商輔導中心團輔室

1.透過活動讓學生了解壓力、情緒管理，妥善處裡情

緒轉變思維，有效調適壓力。

2.本次專題演講為「壓力與情緒管理」講座，廣邀全

體新生參加，學生反應熱烈與主動，並表示對珍惜生

命、自殺防治的危險因子、保護因子有收穫，以新生

為對象依照學院或科系併班演講，並使新生能在入學

的第一學期就對自己的壓力辨識、心理健康的保護因

子有所認識，並促進學生對同儕自我傷害與自殺危機

的敏感度，形成生命保護網絡。規劃2場提昇心靈系

列工作坊，增加學生對自己情緒的覺察。明年亦可延

續今年形式，配合新生訓練辦理。

12
生命教育

宣導
 $    6,048  $     -  $   -  $   24,000

專題講座共6場，每主題2場。《職場篇》主要勉勵同學預備進入社會的心態，如何準備面試與履歷

，如何從新人的角度學習，挑戰自己；《愛情篇》談依附關係，保持個人界線，什麼可以做、什麼

不可以做，並從畫家庭界線圖裡覺察與家人之間的關係。《興趣篇》針對資訊學院學生，分別邀請

製片與導演暢談自己人生故事，如何做興趣抉擇，與現實困難衝突和妥協，走出自己的信念之路。

學生/322人次

108年2月26日、3月22

日、4月8日、4月9-10

日、4月12日/其於各

班教室及演講廳舉辦

此次專題演講，發現有幾項議題很符合本校學生：1.

如何踏入社會的心理準備、現實準備。

2.與家人的關係，如何整理這些愛恨糾纏複雜的情

感。

3.讀書的意義是什麼？引起學生共鳴與思考。下此辦

理活動可針對這些議題繼續發揮。

13
心衛宣傳

刊物
 $   40,000  $     -  $   -  $      - 本預防重於治療之目的，藉由心理衛生刊物增進學生對校園輔導系統的認識。 學生/1200

108年9-10月/開學時

發送

藉由心衛刊物，讓學生能一手掌握校園心理衛生相關

資訊，提升對輔導系統的認識，以利需要時能有尋求

幫助的管道。

14

購買心測

工具及輔

導圖書雜

誌等

 $   10,090  $     -  $   -  $      -

購買「生涯信念檢核表指導手冊」1本、「生涯興趣量表大專版指導手冊」1本、「青年工作價值觀

量表題本」200本、「青年工作價值觀量表指導手冊」2本、「大學生身心適應調查表第三版全套」1

套與調查表50本、「多元智能量表丙式指導手冊」2本。

全校師生
置於諮商中心提供預

約施測
提供個別及班級施測與解測，成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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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性別平等

宣導活動
 $   10,106  $     -  $   -  $   20,000

透過性別平等概念之推廣，讓性別平等深植學生心中，加強性別平等、平權之概念與精神，以促進

實現一個性別平等的安全校園環境。共辦理5場專題講座，以及2場工作坊。引導學生自我覺察，並

思考性別刻板印象與性別象徵的反思，使參與的成員主動回應個人的人際互動模式，並鼓勵學員認

識自己的性別盲點，並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

學生/274人次

108.3.4人文大樓201

教室

108.3.5設計大樓D103

教室、人文大樓201教

室

108.4.23團體輔導室

1.主題講座學生反應熱烈與主動，多數學生表示喜歡

講師互動式的演講。學生反應整體有收穫，但有學生

反應演講時間有限，但仍希望能有更充裕時間。對此

問題建議，擬定未來請講師準備講綱時，以1.5小時

為限，並提供學生充裕問答的時間。

2.工作坊的屬性皆為透過認知心理牌卡來促發團體成

員更深入的對內在自我進行反思，有些成員會有比較

深的自我揭露，常會不經意觸發到個人議題，短暫出

現情緒反應，在時間受限於2小時的活動裡，在處理

團體成員個人或群體情緒時，講師先為團體做回應的

工作，若學員有情緒反應過大的情況，可將之帶離團

體，並施以情緒關照。

16

進修部辦

理性別平

權與人際

溝通講座

 $      -  $     -  $   -  $   13,844

108年度特聘新北市衛福部司長諶立中及陳梅芳老師蒞校演說，陳老師於學員入場發彩虹積木，以團

隊活動的方式破冰，隨後漸漸步入正題，從生理差異，到心理需求解釋異性思考的區別，最後以問

卷方式分析同學但的個體差異性，講座掌聲不斷，參加人員皆受益良多。

1.學生/76人

2.學生/134人

1.108年03月25日(週

一)/圖書館多功能會

議室

2.108年10月22日(週

二)/D103及D205

本活動舉辦多年，參與同學踴躍，將持續辦理相關活

動。

17
日間部導

師座談會
 $   31,795  $     -  $   -  $   50,806

每學年利用開學初及期末舉辦座談會，宣導學務工作方向及本學期將辦理導師及學生相關的活動，

促進導師工作經驗交流與傳承

1.107學年度第2學期($42,735)

2.108學年度第1學期($39,866)

全體導師

108.2.15國會廳

108.6.17國會廳

108.9.10國會廳

108.12.31國會廳

能有效宣導各項學務工作並鼓舞導師士氣，在學生輔

導部份若遇到任何問題也能透過會議提出，建構溝通

平台，效果良好。

18
績優導師

獎勵表揚
 $   73,300  $  18,000  $53,300  $      -

1.進修學制：透過問卷調查對全校各班級學生普查，瞭解導師與班級間相處的情形，最後選出18名

績優導師，由主任代理校長親自頒獎。($20,000)

2.每年依照本校績優導師評選辦法，由導師自評並經由系主任評分後送評選委員會推選績優導師建

請校長於期初導師座談會時頒獎表揚，頒發獎牌乙份。($53,300)

1.進修學制導師

/18人         2.

日間績優導師/41

人

1.108年06月10日(週

一)/進修辦公室

2.108年9月10日/國際

會議廳

1.每年透過調查瞭解導師輔導學生情形，並鼓勵對班

級付出特別優秀的導師，藉此分享輔導經驗與其他導

師分享。

2.導師輔導學生的工作艱辛且漫長，若能適時給予績

優導師肯定與榮譽是能鼓舞人心，實施成效很好。

19
導師輔導

知能研習
 $   20,658  $     -  $   -  $      -

透過專題演講與小團體活動，提升導師在班級經營、生涯輔導能力，增進與學生的互動，有效貼近

了解學生的需求。

導師、系主任、輔

導教官、訓輔人員

/177人次

108.4.16設計學院

D104數位創作教室

108.10.8設計大樓

D501教室

108.11.5設計學院

D104數位創作教室

從專題演講中增進對學生生理、心理狀態的了解，進

而能提升與學生的互動品質。

20

新生家長

親職座談

會

 $   50,665  $     -  $   -  $  136,965

1.藉由辦理家長參加座談會，使家長了解孩子上大學後，學校資源教室如何協助貴子弟如何適應新

生活，並相信孩子有能力和獨特性。在校期間快樂學習以及表達需求，了解身為大學生應盡的責任

和承擔責任，期許畢業之後，可以獨立生活、工作。($111,228)

2.『新生家長座談會』活動進行：（一）「迎賓表演」及「學校介紹」--請具專長學生駐唱鄧麗君

歌曲<我只在乎你>，全場感動；短片帶出學校各院特色與績效，震撼人心。（二）「親師交流」--

由校長主持，行政長官、院長、系主任、新生導師全員出席，說明辦學方針與學校經營模式，並讓

家長由問答中認識學校、了解行政管理，了解學校作法而感到安心；（三）「系科導覽、體驗與交

流」--大廳結束後，分各院帶開，讓家長認識系科課程規劃、軟硬體設備參觀，有些再依各系分開

，導師與家長可進一步交流，討論學生個別人際、課業及生涯的種種問題。($76,402)

1.資源教室新生家

長及學生共37人。

2.家長、系主任、

導師共113人。

1.108年8月22-23日/

學務處二樓會議室及

各學院

2.108年11月16日/國

際會議廳

1.家長們回饋能更清楚校長及副校長對特殊生的教育

理念，把孩子交付給醒吾很安心。

2.從活動回饋表分析，高達九成的家長滿意此次活動

辦理，肯定活動帶來對他們的幫助、與導師建立關係

及回饋學校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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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擴大導師

輔導知能

研習

 $   57,786  $     -  $   -  $   60,607

1.進修學制：本次聘請諶立中老師主講「情緒舒壓」方法，透過實務經驗及現職觀察到的社會現象

為導師們帶來面對學生時的調解方法，當然也鼓勵導師們用音樂、閱讀及運動等方法來清心靈。會

後，諶司長留下與同仁們一對一面談，協助情緒舒壓。($7,786)

2.中崙諮商中心黃龍杰心理師，以《三級預防講座暨演練》為主題，黃老師演講活潑生動又有趣。

以口訣方式教導教師記住及如何區別三級預防：防範末然（第一級）、早期發現（第二級）、亡羊

捕牢（第三級），二解（理解、舒解）、二安（安身、安撫）。演練部份，以影片方式導入角色扮

演（精神科醫師、心理系教授、心理師）三種角色，讓老師透過影片患者的樣貌，模擬診斷影片中

的主角鬱憂是落在的那一級數（F1心情不好、B1輕鬱、B2重鬱）。譚鉉澕芳療師以《療癒舒解身心

靈》為題，讓全體老師知曉如何使用精油舒壓，教導大家如何調配適合自己的精油，舒緩身體各項

症狀，有效舒解身心壓力。($110,607)

1.進修學制導師

/49人

2.日間部導師/221

人次

1.108年6月10日(週

一)/多功能會議室

2.108年6月24日/設計

大樓D103及D104

1.透過不同環境的學習與分享，讓導師輔導有更多元

的學習。

2.老師對此活動都給予很正面的評價，盼未來能續辦

，並且建議能針對班級幹部再邀請黃心理師再辦理一

次相同主題的研習。

22

進修部辦

理導師座

談

 $      -  $     -  $   -  $   31,695

108年度總計召開6場導師座談，為擴大導師服務，進修學制亦使用即時線上訪談系統，可供導師隨

時記錄學生訪談內容，並追跡過去訪談記錄，時時關心學生出席情形及關心學生學業問題。

1.107學年度第2學期辦理2場次。($12,000)

2.108學年度第1學期辦理4場次。($19,695)

全體導師/356人次

1.108年2月15日/多功

能會議室

2.108年5月22日/行政

大樓四樓會議室

3.108年9月3日/多功

能會議室

4.108年10月8日/多功

能會議室

5.108年10月30日/多

功能會議室

6.108年11月27日/多

功能會議室

增加導師互動訊息，瞭解師生輔導情形，並傳逹重要

訊息。

23

辦理班級

幹部座談

會

 $   24,603  $     -  $   -  $      -

由學務處及教務處各單位，針對本學期之各項重要事項作宣導，使同學充分了解各項宣導內容

1.107學年度第2學期($12,757)

2.108學年度第1學期($11,846)

共計320人

108年02月27日及108

年09月18日/國際會議

廳

對學生反映總務相關事項，於下年度增加邀請總務處

人員參加

24

學生宿舍

幹部座談

會

 $   48,939  $     -  $   -  $      -

1.107學年度第2學期「期初宿舍幹部暨寢室長座談會」($13,808)

2.107學年度第2學期「期末宿舍幹部暨寢室長座談會」($13,832)

3.108學年度第1學期「宿舍幹部暨寢室長座談會」($21,299)

1.住宿生/99人

2.住宿生/81人

3.住宿生/80人

1.107年3月21日/勤和

樓二樓多功能教室

(一)

2.107年5月28日/勤和

樓二樓多功能教室

(一)

3.108年12月10日/勤

參加此活動的住宿生非常踴躍，下次會再規劃更適合

的場地。

25

補助辦理

宿舍相關

活動

 $   44,897  $     -  $   -  $      -

1.107學年度第2學期「聯誼交流活動」($14,878)

2.107學年度第2學期「國際生交流餐會」($5,010)

3.108學年度第1學期醒吾科大林高歡慶聖誕餐會($7,009)

4.108學年度第1學期「宿舍聯誼活動」($18,000)

1.住宿生/113人

2.住宿生/50人

3.住宿生/161人

4.住宿生/56人

1.108/5/30勤和樓二

樓多功能教室(一)

2.108年6月3日/林高

第二宿舍

3.108年12月2日/林高

第二宿舍

4.108年12月13日/勤

和樓二樓多功能教室

(一)

將在辦理活動前多聽取住宿生建議及參與意願，以有

效提升住宿生參與度。

26

賃居校外

學生輔導

座談

 $   39,883  $     -  $   -  $      -

1.辦理107-2學期｢校外賃居學生座談｣($19,847)

2.辦理108-1學期｢校外賃居學生座談｣($18,086)

3.辦理108-1學期校外賃居學生房東座談($1,950)

1.學生/220人

2.學生/168人

3.房東/8人

1.108年5月8日/國際

會議廳舉行

2.108年11月19日/設

計大樓D501演講廳。

3.108年12月11日/學

務處會議室舉行。

1.參加學生較無時間觀念，部份同學姍姍來遲。

2.新北市政府對本校辦理｢校外賃居學生座談｣非常支

持，特別派遣賃居法律專家及其政府團隊立校講演。

3.校外賃居學生提供在外賃居資料較不踴躍，乙致無

法全面落實訪視。

4.賃居生房東座談，因房東工作或出租屋數少，致出

席較不踴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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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辦理社團

指導老師

研習座談

會

 $   30,155  $     -  $   -  $      -

對社團運作進行調整及注意事項之提醒並透過會議傳達社團運作之狀況及需要調整之情形及社團經

費的補助及控管原則說明。

1.107學年度第2學期辦理2場次。($15,310)

2.108學年度第1學期辦理2場次。($14,845)

社團指導老師/240

人次

1.108年03月07日/多

功能活動教室一

2.108年06月13日/多

功能活動教室一

3.108年10月09日/多

功能活動教室一

1.社團註冊情形檢討、調整。

2.檢討社團運作之情況，並請指導老師注意運作狀

況。

28

進修部辦

理班級幹

部座談

 $   20,080  $     -  $   -  $   28,000

為增進學生與學校溝通的管道，108年度於每學期期初及期末共召開4場會議，由校務主任主持，在

會中除了一般事項公告外，並與幹部互動，瞭解同學的問題與想法，且幹部間也可以藉會議交流班

級經營心得。

1.107學年度第2學期辦理2場次。($24,000)

2.108學年度第1學期辦理3場次。($24,080)

各班班代表及副班

代表/566

1.108年2月18-24日/

國際會議廳

2.108年05月20-26日/

國際會議廳

3.108年9月9-15日/國

際會議廳

4.108年11月25-30日

/D103及D104

使學生有多元的管道能與學校溝通，瞭解學生需求，

協助處理問題，並有效傳逹相關訊息。

29

進修部辦

理社團幹

部座談

 $    6,800  $     -  $   -  $      -

本座談於108年度共召開3場會議，鑑於學生生源減少且學習時段的調整各社團經營與維持更加困難

，自104學年起己逐步調整社團活動時間與方式，且極積與社團討論未來的可行性，保持社團為醒吾

進修學制的特色之一。

各社團社長及副社

長／46人

1.108年2月20日/進修

會議室

2.108年05月22日/國

際會議廳會議室

3.108年12月26日/進

修會議室

能與社團幹部交換意見，協助社團發展並規劃各項重

大活動。

30

補助學生

會及社團

辦理藝文

活動

 $   40,613  $  10,500  $   -  $   35,583

1.嘻舞社林口頂尖對決:吸引許多熱愛街舞的人前來參加，包括國中、高中、大學、社會人士。

($11,334)

2.新生歌唱大賽 :參賽的同學歌聲獲得評審好評。初選共有47位同學報名，優選前15名同學進入決

選，營造校園友善且歡樂的氛圍。($51,575)

3.熱音社辦理成果發表：增加社員與幹部之間的交流。($4,993)

4.學生會期末成果展:透過聖誕節氣氛辦理成果發表展示，增進師長及歷屆學長姐和現任學生會成員

之情誼，展現校園熱鬧及藝文風氣。($8,294)

1.校內外人員/約

188人

2.本校新生/約300

人

3.社團學生/約20

人

4.學生會/約32人

1.108年11月17日/多

功能活動教室一

2.108年11月19日、12

月03日/多功能活動教

室一、人文大樓前廣

場

3.108年11月12日/音

樂性活動教室

4.108年12月26日/多

功能活動教室一

1.嘻舞社林口頂尖對決:各場地要有人顧、垃圾桶擺

放位置提醒。

2.新生歌唱大賽 :舞台背板的尺寸有誤，以後務必要

跟廠商再度確認。音響部分要仔細確認避免爆音。

31

補助社團

辦理各項

競賽活動

 $   85,396  $  72,500  $   -  $   48,960

1.第25屆金蛋獎社團評鑑：促進社團及系科學會之發展，獎勵優良社團/學會並藉此評鑑進行觀摩與

學習。($53,908)

2.舞動射陽崗系際舞蹈大賽：各系參賽隊伍都展現團隊精神，爭取團隊榮譽，促進系際同學間良性

互動，也讓現場觀看的同學融入整個活動氣氛中。($32,153)

3.社辦美化布置比賽:透過本活動促使社團維持社團之整潔，並且透過活動中了解社團使用社團辦公

室之情況。($13,736)

4. 電競比賽：本次活動總計16隊報名。採5對5競賽方式，初賽及複賽單場勝負，決賽三戰二勝。

($8,000)

5. 醒吾盃排球賽：各系各年級自己組隊報名進行6對6的比賽，三戰二勝制。促進校內正當休閒運動

風氣，培養團隊作精神。($26,559)

1.本校社團/約119

人

2.本校各系/約800

人

3.本校各社團/約

27社

4.校內外學生/約

104人

5.本校學生/約300

人

1.108年05月23-24日/

多功能活動教室一 二

三

2.108年05月28日/人

文大樓前廣場

3.108年10月08日/各

社團辦公室

4.108年10月21-31日

/A306電競教室

5.108年12月09-17日/

排球場

1.第25屆金蛋獎社團評鑑:與社團負責人確認有無特

殊要求、電聯表更新、觀摩時間至下午3點以免耽誤

放學。

2.射陽崗舞蹈大賽 :要有雨備場地、現場燈光太暗又

擁擠架設D8視野不佳、表演時音樂突然故障。

3. 社辦美化布置比賽:評分路線規劃很好、可將評分

標準的社團特色及創意分開評分。

4. 電競比賽:籌備期較短 建議未來賽事可增加宣傳

時段及工作人員數。

5. 醒吾盃排球賽:賽程安排過於緊湊。需要訓練更多

裁判以方便人員配置。

32

補助學生

會辦理國

際生文化

展演及競

 $   15,000  $  15,000  $   -  $   17,523
為提升國際生華語能力、表達力、自信心及創造力，藉以展現異國文化特色，以增進本地同學及南

向學生之互動與文化交流。

本校國際生

約450人

108年04月26、30日、

05月03、14日

本校體育館、國際會

議廳

下次比賽可安排讓參賽者排練的時間，下次可以安排

更多的比賽項目，並鼓勵本地學生參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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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補助學生

會辦理全

校性活動

 $  112,019  $     -  $   -  $   34,892

1.畢聯會團拍活動：以學院為單位分2天進行拍攝，拍照過程順利。($5,703)

2.13屆會長及議員改選活動：先進行改選注意事項說明會。透過本活動進行學生會會長及議員之改

選，讓同學了解投票的重要性及自身權益。($7,955)

3.學生會辦理幹部徵選會：透過徵選的方式，徵選學生會新任儲備幹部。參與徵選人員總計28人。

($1,350)                                                                          4.

慶祝母親節活動：為培養同學校親感恩之美德，特別以三個活動成為本年度母親節主題活動。

($19,734)

5.捐血活動：藉由捐血活動讓全校師生了解到「捐血一帶，救人一命」的意義。師生都踴躍參與，

共110人參加，捐血袋數總計118袋。($1,500)

6.耶誕點燈活動：為了讓來自世界各地的同學一同歡慶耶誕佳節，特別舉辦點燈儀式，在音樂及燈

光的催化下場面熱鬧繽紛。($110,669)

1.本校各大三及專

四班/約1500人

2.本校學生/約

2773人

3.本校學生/約28

人

4.本校學生/約293

人

5.本校師生/約110

人

6.本校師生/約800

人

1.108年04月23、30日

/國際會議廳

2.108年05月13-17

日、05月21日/各班教

室及多功能活動教室

一

3.108年09月18日-19

日/學生議會辦公室

4.108年04月15日-05

月08日/網路上及人文

大樓一樓

5.108年11月20日/學

務處前

6.108年12月02日/行

政大樓前

1.畢聯會團拍活動:少數工作人員有遲到情形、準備

的衣服及配件數量有時不夠六個班級使用。

2.13屆會長及議員改選活動 :票袋裡的選票印製有

誤、班代的電聯表下次印成紙本、開票當天的簽到表

太晚印。

3.學生會辦理幹部徵選會:建議下一次徵選面試要隔

一段時間、提早確認號碼牌有無漏缺、電聯提早。

4.慶祝母親節活動:同學對於此類活動參與度低，可

再增加誘因達到活動預設目的。創意蛋糕活動應設想

雨備方案，並且設置在人來人往的位置讓經過同學都

被這樣的氛圍感染。

5.捐血活動:天氣寒冷，參與師生長時間在外吹風導

致身體不適。

6.耶誕點燈活動:建議應該下課開始播放音樂吸引同

學留下，DJ台的位置建議設置於行政大樓前，可架高

且有主體性，更能帶動現場狀況。今年聖誕樹加入流

動串燈效果很好，頂端星星也會變化色彩更具可看

性。

34

補助學生

會辦理節

慶活動

 $      -  $     -  $   -  $  100,073

1.耶誕逛不停-公益市集:藉由本活動營造校園聖誕氣氛，招募共19桌攤位。攤位內容多樣，含文創

商品、二手物品、餐飲及遊戲等內容。另外在林蔭大道也設置數台胖卡車，營造熱鬧氛圍並活絡校

園與節慶氣氛。($33,273)                   2.歡樂耶誕反毒有愛  醒吾耶誕之星選拔活動:適逢

耶誕節辦理各項競賽活動，營造校園熱鬧的歡樂氣氛，促進師生的向心力與認同感。配合活動加強

反毒宣導成效，讓反毒成為醒吾人共同的語言。($66,800)

1.本校師生/約500

人

2.本校學生/約172

人

1.108年12月23-25日/

人文大樓前廣場及林

蔭大道

2.108年12月23-24日/

流行藝術大道

1.耶誕逛不停-公益市集:工作人員有遲到情形，下次

可考慮設置在林蔭大道並設有各自獨立的攤位。

2.歡樂耶誕反毒有愛  醒吾耶誕之星選拔活動 :可再

多加宣傳增加報名人數/組數。

35

補助進修

部社團動

態表演

 $      -  $     -  $   -  $      - 無 無 無 無

36

進助進修

部社團舉

辦各項比

賽

 $      -  $     -  $   -  $   70,380

第11屆賽事計有9個會員國參與，台灣選手有53個學校、團體，總計214名選手齊聚醒吾科技大學參

賽。因校長另有要公，由副校長陳義文博士代理主持開幕，轉答校長勉勵選手隨後介紹評審及贊助

單位。並預祝大會圓滿、成功，隨即依序展開各項比賽。本次比賽區分4類(9組)；「傳統飲調

類」、「國際極速製酒組」、「花式國際精英選拔賽」、「CoCo都可組」、「咖啡沖煮組」、「咖

啡拉花PK組」及「3D果涷花藝組」都是與產業接軌所舉辦的賽事，各比賽過程精采萬分，歡呼不斷

，各類比賽於下午17時結束，並依比賽結果頒獎。醒吾科技大學學生本次計有18人/次參與，於比賽

中榮獲佳蹟，共計獲得第一名 ：1名（咖啡拉花組），第二名：2名（極速製酒組及果凍花藝組），

佳作：11名（CoCo都可組、咖啡拉花組及果凍花藝組）及CoCo都可組人氣王1名。

飲調同好/800人 108年5月25日/校園

本活動己連絡舉辦11年深獲國內外好評，未來將由餐

旅系為主軸，透過更多系科相互合作，蛻變成更具規

模的餐飲技能競賽。

37

補助學生

會辦理各

項新生關

懷活動

 $   71,209  $  22,500  $   -  $   52,897

1.108社團招生博覽會：透過此活動展現社團獨有特色，並藉此吸引同學加入社團。($72,333)

2.迎新表演活動：藉此活動讓新生同學對社團有更良好的印象，也可以吸引同學加入社團，活絡社

團發展自己充實的大學生活。($51,773)

1.一年級新生/約

1500人

2.一年級新生/約

1500人

1.108年09月05日/林

蔭大道

2.108年09月04日/本

校體育館

1.108社團招生博覽會:攤位牌的數量要再確認、活動

當天要再加強宣傳摸彩活動。2.迎新表演活動 :之前

有流程導致無法提前彩排、主持人稿要多次核對、有

些社團因器材及時間問題影響其他社團。

38

辦理新鮮

人新鮮事

新生活體

驗營

 $  214,099  $     -  $   -  $      -

1.進修學制：透過本活動使新生與導師有第一次的接觸，建立互動關係，並與校長、院長及系主任

等對話，使同學瞭解各系教學師資及教學目標。($8,300)

2.日間部：本活動由百大菁英同學負責引領新生適應各項校園生活與學習分，二天採分組分站活動

為原則，共分四組輪帶方式實施，包含:系科/系學會時間、導師時間及推選幹部、英文及心理測

驗、三級預防宣導。並透過社團博覽會及表演活動鼓勵新生認識並瞭解社團活動隊大學生活的重要

性。($205,799)

1.進修學制新生

/700人        2.

日間部一年級新生

/約1500人

1.108年09月06日(週

五)/體育中心及各班

教室

2.108年09月04-05日/

本校

1.進修學制同學多為在職，在開學前安排一次集合，

在導師的帶領，認識校園並與各級主管溝通學習願景

，凝聚向心力，成效良好。

2.有班級人數太多宣布事情不便、有些班級有較多特

殊生，使得輔導員無法應付、班級名單很混亂很多學

生都找不到班級、許多單位要求輔導員完成的工作事

項很多，還要請新生一一簽名或是多個表單要填寫，

有些班級人數較多時間不夠用，流程匆促易生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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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學生就業

輔導活動
18,355$    -$      -$    -$       

1.學務處就業服務組於108年度(107學年度第2學期)辦理學生就業輔導講座，請專家學者針對職場的

未來發展及工作能力需求，做精闢的分析。

2.辦理時間：108年3/12日、3/22、4/17、5/1、5/3共計5場次就業輔導講座活動，各系科學生踴躍

參加，活動圓滿成功。

1.商業設計系：64

人            2.

資訊傳播系：62人

3.餐旅管理系：67

人           4.

財務金融系：43人

5.資訊管理系：49

人

108年3/12、3/22、

4/17、5/1、5/3共辦

理5場次，各系科專業

教室

現在的青少年學子，一方面對於職場環境比較不了解

，對於就業資訊掌握不足，也沒有實務工作經驗，另

方面自身的求職能力也不足，透過學校辦理「就業輔

導講座」，希望加強同學對產業職場倫理之認知與就

業必備之正確職業態度。並教導學生認識各行各業求

職時的基本認知，以提升求職技巧，增強其在職場中

之競爭優勢，藉此檢視自我求職能力，為畢業後就業

作準備，並協助學生實現夢想，希望未來有機會能賡

續辦理相關活動。

40
強化公民

法治教育
 $      -  $     -  $   -  $   17,850

1.生活法律常識測驗。

2.辦理學生｢法治教育系列活動-生活法律常識｣講座辦理四場次，邀請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庭毛彥程法

官。

107學年度第2學期辦理1場次。($8,883)

108學年度第1學期辦理1場次。($8,967)

1.學生584人

2.學生70人

3.學生70人

4.學生382人

1.5月7.13.11月26日/

校園

2.5月7日/校園

3.5月13日/校園

4.11月26日/校園(2

場)

1.利用常識測驗及專題講座方是強化學生知法守法知

能，落實法治教育內涵。

2.本次四場活動新北市地方法院毛彥程法官蒞臨講座

，內容充實，符合學生生活所需之法律常識。

3.參加學生較無時間觀念，部份同學姍姍來遲。

41

補助學生

會辦理各

項畢業生

有關活動

 $  103,965  $     -  $   -  $      -
為歡送畢業生，學生會特別規劃歡送畢業生表演活動，由本校各社團及學會展現所長演出，藉此讓

畢業生留下美好的回憶。

本校畢業生/約

1650人

108年06月04日/本校

體育館

工作人員務必堅守崗位、音響設備出問題、摸彩券要

有摸彩聯跟投擲聯並有流水號，以便憑卷來對獎。

42

補助學生

會及社團

參加校際

交流活動

 $   35,890  $     -  $   -  $   66,951

1.嘻舞社霧都之戰校際舞蹈大賽:為增進校際間友好的關係，促進社團間的交流，也讓各校新生們更

了解街舞文化而舉辦本活動。本次活動工作人員合作無間，奮力宣傳。當天活動參與人數非常踴

躍、場面時分熱鬧。($14,700)

2.策略聯盟(六)環保帶著走：強調全球暖化已成為全世界關心的議題，用「補破網」麻繩編織法，

讓學生以雙手編織出環保又美觀的繩結網袋。($7,310)

3.策略聯盟(七)攜手同心勇闖醒吾：活動開始將各校分成十小組，各組組輔帶開闖關探索醒吾科技

大學校園的美。($41,985)

4.嘻舞社參加康寧成發：藉由此活動向其它學校宣傳本社團，提高曝光率及知名度。($3,220)

5.嘻舞社參加致理成發：藉由此活動向其它學校宣傳本社團，提高曝光率及知名度。對學弟妹來講

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因為場地非常棒。($4,900)

6.嘻舞社北城聯合成果發表會：透過表演籌備達到社員之間的交流，並透過此項活動推廣街舞文化

凝聚社團內部向心力。藉由活動增進兩校情誼及建立兩校友好關係。($9,200)

7.策略聯盟(八)迷你海洋解謎逃脫：讓學生們結合校內特色並善用現有資源進行團體活動，增強校

內學生溝通技巧及辦事效率。($6,605)

8.跆拳道社九校交流活動：九校跆拳道社聯合迎新，讓彼此的學校建立良好的社團交際。($1,290)

9.策略聯盟(九)-響叮噹愛手做：結合節慶活動讓大家一起手做鈴鐺及製作聖誕餅乾。($5,675)

10.跆拳道社武鬥祭：社團社員與其他各校好手切磋技術，學習自我不足進而改善、也讓向心力增

進。($7,956)

1.各校學生/約308

人

2.學生會及社團幹

部/約22人

3.學生會及社團幹

部/約116人

4.社團學生/約28

人

5.社團學生/約28

人

6.社團學生/約90

人

7.學生會及社團幹

部/約18人

8.社團學生/約6人

9.學生會及社團幹

部/約11人

10.社團學生/約13

人

1.108年01月23日/體

育館

2.108年04月24日/中

華科技大學

3.108年05月10日/體

育館

4.108年05月01日/康

寧大學

5.108年05月30日/新

北市政府多功能集會

廳

6.108年06月08日/台

北城市科技大學

7.108年10月02日/台

北海洋科技大學士林

校區

8.108年10月19日/台

北市立大學

9.108年11月18日/黎

明技術學院

10.108年11月23日/弘

光科技大學

1.嘻舞社霧都之戰校際舞蹈大賽:大一工作人員狀況

外，現場無場地配置圖，贊助商工作人員太少。

2.策略聯盟(六)環保帶著走 :有少數同學超過表定時

間才抵達，影響遊覽車出發時程。少數同學在活動過

程中配合度不佳，應再多加管控。

3.策略聯盟(七)攜手同心勇闖醒吾 : 建議下次雨備

的場地要先借。建議活動場地都在室外，離主場近一

點。

4.嘻舞社參加康寧成發 :下次應該要努力爭取彩排，

讓大家都能夠熟悉舞台，才不會對舞台不熟悉。

5.嘻舞社參加致理成發:因為練習不足，導致對舞碼

動作不熟悉。表演之前沒有驗收就直接登台演出，使

演出效果不佳。

6.嘻舞社北成聯合成果發表會 :因為是合辦對彼此還

有很多不熟悉，所以要多溝通。

7. 策略聯盟八迷你海洋解謎逃脫:集合效率有待加強

，下次可讓辦理學校代為訂餐，可增加各校學生交流

機會和時間。

8.跆拳道社九校交流活動 :跑關卡的距離時間要抓好

，教學動作方面盡量以娛樂性質為主。

9. 策略聯盟九響叮噹愛手做:工作人員機動性有待加

強。

10.跆拳社武鬥祭 :比賽經驗不足，多增加訓練時

間、賽前多練習。

43

補助進修

部學聯會

辦理社團

成果

 $   20,984  $   8,000  $   -  $      -

透過專家評鑑將社團一年來的辛營用數據表現出來，評審委員審閱13個社團資料，各社團資料準備

豐富，內容精采萬分，評審狀況激烈。評鑑結果特優：美酒社；優等：滔滔社、羽球社；甲等：K歌

社、攝影社、烘焙社。並於畢業典禮時頒獎。

全校師生暨各社團

1.108年6月4日(週

二)/進修會議室

2.108年7月6日(週

六)/進修辦公室

透過社團評鑑膫解社團成效，並提供社團建議，讓社

團有更好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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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金金額

 配合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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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補助進修

部辦理講

座及文康

活動

 $   35,464  $     -  $   -  $   10,583

1.攝影社邀請趙順景老師講授「運用手機、相機取景技巧」活動，趙老師曾多次榮獲攝影大獎，更

常在網路上分享經驗，本次老師帶著學員，透過同景不同器材的方式，表現出不同的拍攝手法與取

景方式。($3,621)

2.戰爭生存遊戲社邀請金克強先生講授「新兵器展示與操作說明」活動，金老師先為學員講解安全

規則，隨後帶著模擬的長、短槍，教授分解與操作方式，並請學員示範練習。($3,261)

3.岸研社邀請請樓邦儒教授講授「台、中、美三方角力對兩岸關係的影響」樓邦儒教授現任職於綜

合旅行社擔任總經理，又有多年觀光的教學經驗，在台灣與兩岸及美國之關係，更有著獨到的看

法。($4,061)

4.攝影社舉辦「倒轉拍攝」動態攝影研習以倒傳拍攝為主軸設計研習，朱老師先以各式器具為主軸

，配合後製軟體先將倒轉拍攝可以運用的效果呈現出來，隨後分組討論並以小型單元劇為軸心，試

著將倒轉拍攝的手法先植入劇本，試將活化劇本的內涵，再依各組的劇本內容佈置現場，再帶領各

組以倒轉拍攝手法法完成實驗。二天的課程，透過示範，實務操作及成果討論，參加人員均受益良

多。($35,464)

1.社員暨在校學生

/23人

2.社員暨在校學生

/22人

3.社員暨在校學生

/17人

4.社員暨在校學生

/34人

1.108年4月27日（週

六）/3102教室

2.108年4月27日（週

六）/進修會議室

3.108年4月28日（週

日）/進修會議室

4.108年2月28至3月1

日/設計大樓及D104教

室

各社團舉辦多元化的靜態講座，透過自選主題與時代

潮流並進，使在學生能在不同領域中學習新知。

45

辦理品德

勵志教育

與活動

 $      -  $     -  $   -  $   15,005

1.107學年度第2學期辦理「感恩系列活動─感恩傳情-母親節卡片製作」活動2場次。活動內容為收

看品德教育宣導微電影—愛未滿，再由學生自製母親節卡片。($6,985)

2.108學年度第1學期辦理「友善校園-敬師尊長、快樂學習」品德教育宣導活動辦理2場次。活動內

容為收看品德教育宣導微電影—愛未滿，再由學生自製教師節卡片。($8,020)

1.學生/107人、老

師/2人。

2.學生/114人、老

師/2人。

1.107學年度第2學期

第1場108年5月9日在

D303教室。第2場108

年5月10日在D501教

室。

2.108學年度第1學期

第1場108年9月25日第

六、七節在D303教

室。第2場108年9月25

日第八、九節在D303

1.少數同學未準時上課，影響宣導效果，下次在活動

前應督促同學準時到場。

2.製做母親卡的花材有同學建議可以採用3D的康乃馨

，下次採購時再向廠商建議。

3.卡片製作加深了學生對品德教育這方面的認識，大

受學生們的好評，惟美中不足的是部分同學可能不認

同或其他因素影響，對於活動未能全心參與投入。

46

補助學生

會及社團

參加全國

 $   35,862  $     -  $   -  $   36,508
本次的活動由學生會、健康大使服務隊、觀光系學會分別參與比賽，透過比賽在活動中及取各校經

驗以及觀摩學習不一樣的寶貴經驗。
本校社團/28人

108年03月30-31日/國

立中央大學、明新科

技大學

希望大家都要建立隨時做資料本的觀念。兩項競賽的

佈置、開幕式、用餐、頒獎等時間都很接近，時間往

返要花較多時間，安排規劃需要更縝密。

47

補助學生

會辦理百

菁培訓營

 $  117,625  $     -  $   -  $   88,954

1.108百大菁英徵選活動：培養學生幹部擔任新生輔導員之能力，加強學生幹部領導、團隊合作、溝

通協調能力，協助新鮮人創造新鮮事快速適應新生活。($17,899)

2.百大菁英培訓：以課程培養幹部們相關需要與新鮮人溝通的事項，並透過本活動培養幹部們的責

任感與使命感。($188,680)

1.本校學生/約115

人

2.本校學生/約105

人

1.108年05月16日/多

功能活動教室一

2.108年09月01-05日/

多功能活動教室一

1.108百大菁英徵選活動:工作人員機動性不足，建議

可分散人力至各處。

2.百大菁英培訓 :有百菁同學因要住學校宿舍強烈反

應(因住附近或家長不同意)，建議以後可以讓同學自

行選擇是否住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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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補助學生

會及社團

辦理培訓

及自治活

動

 $   35,621  $     -  $   -  $  115,794

1.學生議會辦理期初會議/第12屆第三次會議/第12屆第2次例行會議。($6,720)

2.學生會辦理資料製作及解說訓練：特別邀請專業的講師進行課程訓練，讓參加競賽的資料能更完

善。($24,800)

3.學生會辦理期初/期中/期末社團負責人會議：各社團學會相關事項及活動規劃說明。($36,893)

4.全校班代會議：講解第十三屆學生會會長.學生議會議員選舉及改選開票相關事項。($9,940)

5.學生會辦理資料本培訓營：配合年底的校內社團評鑑,讓新任社團更加熟悉評鑑內容與編排的製

作。($4,601)

6.108全社評行前會議：活動參加對象為:學生會、健康大使服務隊、觀光系學會幹部、師長、講

師、學長姐。特別請學長姐一起開會，進行經驗分享。($2,320)

7.學生會辦理新任社團學會幹部研習:運用課堂所學貢獻社會。教我們如何經營管理社團，在一個團

體中找到自我價值,發揮所能。($9,504)

8.蒲公英服務團辦理服務學習研習課程:本次課程希望學生藉此了解服務學習之內涵,促進學生的社

會與公民責任.服務技能.個人發展及在真實生活情境反思學習能力及批判能力。($10,677)

9.大型宿營活動培訓研習:本次培訓主要安排三個環節進行:簡易傷病處理/預防性平事件處理、基本

概念建立、他校案例分享分析/迎新手冊講解及各系迎新問題探討、進度了解。($4,475)

10.系學會聯合座談會：特別邀請廖秀涵學姊分享在學期間經營系學會的心路歷程供同學參考，並針

對幹部性質與工作內容進行探討及訓練。由五個分站學員進行五大主題討論、探討結果分享。

($24,886)

11.學生會辦理社團達人培訓營:課程分別為”行銷達人”及”人才管理”。“行銷達人”主要分為

四大部分:活動行銷/公關贊助/機構洽談/創意發想。“人才管理”主要分為三大部分:目標規劃/招

募管理/人事運用。($8,027)

12.籃球冬令營幹部培訓研習($8,572)

1.各社團負責人/

約25人

2.參加競賽之社團

幹部/約15人

3.各社團負責人/

約70人

4.全校班代/約75

人

5.各社團學會幹部

/約100人

6.學生會及社團幹

部/約29人

7.新任社團幹部/

約32人

8.本校學生/約49

人

9.各學會幹部/約

46人

10.各學會幹部/約

157人

11.各社團負責人/

約42人

12.社團學生/約13

人

1.108年04月29日、05

月31日、03月15日/學

生議會辦公室

2.108年02月18日-03

月29日/多功能活動教

室一

3.108年02月26日、04

月11日、06月11日、

09月17日、10月29日/

多功能活動教室一

4.108年04月23日/多

功能活動教室一

5.108年03月05日/多

功能活動教室一

6.108年03月22日/多

功能活動教室一

7.108年06月06日、06

月11日/多功能活動教

室一

8.108年05月06日、05

月13日、05月27日/多

功能活動教室一

9.108年09月23日

/D303教室

10.108年11月12日/國

際會議廳

11.108年11月26日/多

功能活動教室一

12.109年1月8、13、

15、20日/多功能活動

1.學生議會辦理期初會議/第12屆第三次會議/12-2例

行會議:許多開會人員未依請假流程請假,無故缺席。

2.學生會辦理資料製作及解說訓練 :從講師身上學到

非常多專業性的知識。兩個社團都是新手上路,透過

老師密集的指導,讓大家從不會到都懂了,幫助很大。

3.學生會辦理期初/期中/期末社團負責人會議 : 電

聯時要確認人數,以免座位不夠。活動中機動性不夠

強。工作人員應時刻注意儀態。

4.全校班代會議 :班代個人資料訊息有誤,應加確

認。司儀稿有錯。帶位活動動線必須清楚。

5.學生會辦理資料本培訓營:建議公關訂餐時留兩人

電話,避免沒接到商家電話造成他人不便。

 6.108全社評行前會議 :大家一起參與會議可以建立

共識,了解其他單位的內容,讓大家都能更團結。

7. 學生會辦理新任社團學會幹部研習:提前和老師確

認是否需要播放影片,避免因網路造成問題。

8.蒲公英服務團辦理服務學習研習課程:課程安排的

時間同學大多需要打工無法參與。課程時間可與專業

的老師討論,避免過長或過短。

9. 大型宿營活動培訓研習:建議課程安排時間可安排

在下學期.讓新任幹部能夠在接觸迎新活動的一開始

較容易進入狀況。

10.系學會聯合座談會 :學員在QA問答時發問機率不

高，用餐完時的垃圾沒有妥善處理，問題探討題目與

原定不符。

11.學生會辦理社團達人培訓營:海報字顏色太淺，設

備未帶齊全，工作人員場佈晚到，及撤場太慢。

12.籃球冬令營幹部培訓研習:定期舉辦類似培訓活動

並可以多準備一些團隊建立的活動讓大家更熟悉彼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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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學生

會及社團

參加校外

活動

 $   38,342  $     -  $   -  $   33,329

1.驛吉他社辦理王者之爭歌唱比賽:這次比賽中我們校學生獲得團體組及個人組第一、二、三名的好成績。

我們工作人員在活動中表現非常出色。($3,105)

2.蒲公英服務社辦理三校淨灘活動 :本次活動聯合長庚科大、中華科大以及醒吾科大參與荒野保護協會所辦

理的國際淨灘日，至竹圍海邊進行淨灘活動。隨後三校同學前往長庚大學分成三組進行反思討論及用餐。

($12,970)

3.幸福烘焙社區日活動：除了讓民眾兌換土司之外還有釣鴨子的遊戲,讓小朋友參與。($8,900)

4.三校社團交流-楓收：本次活動透過校際聯合成果發表,與他校交流,增進活動規劃能力及溝通技巧。醒吾

科大的學生在此次活動表現亮眼,屢獲他校師長讚揚,值得欣慰。($6,990)

5.烏克麗麗社1123社區活動：當天的活動分為擺攤遊戲以及上台表演，攤位設計兩個關卡(趣味大比拼的簡

單版及進階版)，表演的部分為倒數及玫瑰少年。($2,000)

6.日系風情社辦理DREAMER社區活動：使用兌換制，民眾要拿券才可以換扇子。讓大朋友小朋友能自己彩繪

扇子。利用彩色紙、貼紙、亮片、紙膠帶裝飾。($1,850)

7.易學社辦理塔羅好有趣活動:活動一開始就許多民眾參與,培養及促進社團人員與居民間的互動。活動當天

有準備素色的塔羅牌讓小朋友進行彩繪。($1,400)

8.創意導覽社辦理社區親子創意沙畫活動：製做DIY沙畫範本供民眾參考，並邀請民眾參與製作。($1,148)

9.國際系之社區服務彈跳乒乓：準備了彈跳乒乓球的遊戲，無論有沒有過關都有小禮物。雖然因為天氣因素

沒有去年那麼多人，但居民們都還是玩得很開心。($2,115)

10.商設系庭芳教養院活動：本次活動前往大溪庭芳教養院與院生互動，一共準備了3個表演節目。庭芳教養

院也準備了舞蹈表演來歡迎醒吾的學生。($9,590)

11.嘻舞社全國制霸大學街舞：每年相當多人朝聖的一個比賽。可看到來自台灣各所學校不同舞風的排舞。

嘻舞社非常努力練習在POPPING組進到了全國前4強。($15,000)

12.創料社公益活動：與社區民眾分享社團手藝,促進學校與社區聯繫。($4,800)  

13.創料社菩提金廚獎決賽：協助菩提金廚獎比賽及擺攤位。($964)

14.熱音社社區公益活動：當天有攤位擺攤、DIY遊玩、美食製作、社團表演以及二胡弦樂團等等。($1,900)

15.108學生會傳承營：為增進新任學生會幹部所需知能培育學生會領導人才。($1,300)

1.二校社團學生/

約300人

2.三校社團學生/

約27人

3.社區民眾/約100

人

4.三校社團學生/

約33人

5.社團學生/約10

人

6.社區民眾/約150

人

7.社區民眾/約192

人

8.社區民眾/約150

人

9.社區民眾/約200

人

10.社團學生/約39

人

11.社團學生/約54

人

12.社團學生/約11

人

13.社團學生/約11

人

14.社區民眾/約

1000人

15.學生會幹部/約

2人

1.108年04月30日/長

庚科技大學

2.108年09月28日/竹

圍漁港北岸礫灘區

3.108年11月23日/林

口運動公園

4.108年11月21日/中

華科技大學

5.108年11月23日/林

口運動公園

6.108年11月23日/林

口運動公園

7.108年11月23日/林

口運動公園

8.108年11月23日/林

口運動公園

9.108年11月23日/林

口運動公園

10.108年12月25日/庭

芳教養院

11.108年12月14日/台

北體育館

12.108年11月23日/林

口運動公園

13.108年11月1-3日/

圓山花博爭艷館

14.108年11月23日/林

口運動公園

15.108年10月05-06日

/中華人才培訓中心

1.驛吉他社辦理王者之爭歌唱比賽:對講機數量不夠,

沒有明確告知醒吾的工作內容,兩校宣傳不夠,指標不

明確。

2.蒲公英服務社辦理三校淨灘活動:應避免使用一次

性的用品,像當天的雨衣.午餐所使用的餐具。建議可

於活動前邀請專業人員行前訓練。

3.幸福烘焙社區日活動:釣鴨子的攤販不夠,要等很久

才玩得到。

4.三校社團交流-楓收:有同學未告知自行前往,應多

加宣導。工作人員機動性有待加強。彩排時流暢度不

佳,時間稍微拖延,應再嚴格控管。

5.烏克麗麗社1123社區活動:應事先安排好民眾的路

線，表演時有點失誤,應再更努力練習，若有事情外

出,應先跟社長報備。

6.日系風情社辦理DREAMER社區活動:畫扇子的時間比

較久,民眾需要等待。

7. 易學社辦理塔羅好有趣活動:小禮物準備太多、圖

畫紙不夠多、社員過多,需要進行輪班制。

8.創意導覽社辦理社區親子創意沙畫活動:天候狀況

不佳,延遲場佈速度。

9. 國際系之社區服務彈跳乒乓:工作人員對遊戲不夠

熟悉,導致手忙腳亂，未考慮到氣候問題,海報沒有護

貝。

10.商設系庭芳教養院活動:建議可以多尋找有意願的

社團進行長期性的服務,例如義賣.院內整理以及物資

捐贈。建議規劃相關趣味競賽的活動,與院生互動。

11.嘻舞社全國制霸大學街舞:路線規劃不清楚。多貼

一些指標

12.創料社公益活動:攤位人員排班不確實。  

13.創料社菩提金廚獎決 :攤位人員與大會協助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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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走入

社區鄉親

關懷服務

活動

15,001      $     -  $   - 36,768     

1.國際系學會林口獨居老人圍爐活動：本次活動配合林口區公所辦理獨居老人圍爐活動進行表演，

一共有3個表演，分別是花式調酒、吉他彈唱及舞蹈表演。($785)

2.蒲公英服務團辦理懂老課程：講師一開始先講解失智症的患者會出現的狀況，透過自身接觸過的

例子，讓同學更清楚長輩們發生的狀況。($1,791)

3.反毒大使辦理老人文康車活動：透過長輩分享故事的方式，以及同學的心得回饋,達到生命教育及

服務學習的目的。($1,760)

4.烏克麗麗社辦理青銀共學香包DIY活動：活動當天準備了兩首簡單的歌曲表演及DIY香包活動與托

老中心的長輩同歡。($4,931)

5.小太陽服務隊辦理托老中心服務活動：期望藉由到托老中心與長輩交流的機會，提升與長輩相處

的技巧，培養服務同學對長者的關心。($2,413)

6.國際系學會等社團辦理銀髮族3c共學營：阿公阿嬤E起購：進行購物教學，也透過影片宣導現在的

詐騙手法預防方式。E手掌握學影致用：分享如何利用素材以及照片製作成影片。健康快樂E起GO：

借由小米手環讓長輩清楚每天的運動量。($19,047)

7.企管系學會林口地區文康車活動：協助長輩們報到簽名，與他們互動聊天。($1,986)

8.時尚系學會托老中心美甲：介紹完我們的來由後，便開始進行化妝及擦指甲油的服務。($4,055)

9.HIGH SING 社辦理托老中心服務：以表演形式陪伴及帶給托老院的長輩們快樂以達到服務學習的

目的。($2,401)

10.社區關懷活動(幸福)：經由現場教學及製作產品教導五股國小師生們，也讓社團幹部能夠體驗現

場教學。($12,600)

1.社團學生/約11

人

2.社團學生/約18

人

3.社團學生/約16

人

4.社團學生/約19

人

5.托老中心長者/

約60人

6.長者/約114人

7.長者/約37人

8.長者/約20人

9.仁愛公共托老中

心/約40人

10.五股國小師生/

約40人

1.108年01月24日/金

湯匙餐廳

2.108年03月21日/學

務處1樓會議室

3.108年03月27日/林

口贊天宮

4.108年05月03日/林

口仁愛公共托老中心

5.108年04月22日/林

口仁愛公共托老中心

6.108年05月18日、06

月01日/A303教室

7.108年10月25日/林

口麗園廣場

8.108年11月20日/林

口仁愛公共托老中心

9.108年12月06日/林

口仁愛公共托老中心

10.108年09-10月/五

股國小

1.國際系學會林口獨居老人圍爐活動:表演內容應事

先加以彩排增加熟悉度，並淘汰不適合的表演，應鼓

勵學校社團多多參與。

2.蒲公英辦理懂老課程 :建議可以和講師多溝通課程

內容，更能符合學生期待。此類課程建議可以以兩小

時為基礎。場地太小，建議可以依照人數安排場地。

3.反毒大使辦理老人文康車活動 :因為卡拉OK車聲音

過大，導致雙方聲音不清楚。服務同學應更主動找長

輩互動。

4.烏克麗麗社辦理青銀共學香包DIY活動 :應確定所

有人都熟悉香包製作流程，未安排攝影人員，人力分

配可再做調整。

5.小太陽服務隊辦理托老中心服務活動:建議在遊戲

設計上能多加測試，試玩了解是否符合被服務者的需

求。

6.國際系學會等社團辦理銀髮族3c共學營：影片課程

的內容複雜，建議可以開辦多次但短時間的課程。

7.企管系學會林口地區文康車活動:參加人員的台詞

未熟記，活動人員的態度應更加積極，活動流程不夠

順暢。

8.時尚系學會托老中心美甲：一開始長輩都比較害羞

，我們應該親自下去帶他們。工作人員不足，沒有安

排攝影人員。

9.HIGH SING 社辦理托老中心服務：以後須事先前往

活動中心場勘。

10.社區關懷活動(幸福) :產品及材料備量須精確。

詢問冰食材的容器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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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心的

林口社區

親子活動

89,608      $     -  $   - 100,468    
本次校內外表演節目共計18個,表演人數約計230人，時長合計150分鐘。特別邀請國際生參與表演。

透過表演的方式與社區相親進行一連串的活動，也透過這次機會讓學生走入社區，回饋於社會。
社區民眾/約520人

108年11月23日/林口

運動公園

1.只有規劃一間更衣室讓表演者使用，流通率太慢，

也需加設準備區。

2.主持人的速度可以慢一點，建議是有經驗者搭配新

手主持會比較穩定。

3.建議於表演準備區外設置拱型帳，作為表演者等候

區。

52

辦理中小

學互動活

動

 $   19,849  $     -  $   -  $   18,448

1.HIGH SING 社辦理麗園國小兒童節活動:把參與活動的社員分成五組,以一組兩班輪調式對麗園國

小一年級學生進行表演帶動。($4,975)

2.電競辦理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本次活動由電競社與資科系學會共同帶醒吾中學電競社同學，總計

五次課程。課程區分為選手組及賽事組。藉此體驗競賽辦理的各項規劃、導播、直播、畫面擷取

等。($4,985)

3.健康大使服務隊樂善國小服務活動:透過戲劇表演宣導潔牙、視力保健以及健康體位的正確認識，

讓學童培養健康好習慣。學童們都很開心快樂參與活動。($18,448)

4.蒲公英服務團辦理大湖國小晨間活動：透過六次的團康活動,使學生晨間之餘能有更多的課外活

動,促進學生團隊合作及提生互相情感。透過手作課程,使學生能發揮自身的創造力及創意,並從中得

到成就感。($9,889)

1.社團學生/約18

人

2.社團學生/約25

人

3.樂善國小學生/

約372人

4.大湖國小師生/

約300人

1.108年04月02日/麗

園國小

2.108年03月-06月/醒

吾中學

3.108年12月20日/樂

善國小

4.108年03月-06月/大

湖國小

1.HIGH SING 社辦理麗園國小兒童節活動:各組組員

在事前準備過於散漫。活動當下心態須調整,就算是

帶國小生也不能漫不經心。總召交付事情之時,應在

期限內完成,狀況也必須事前通知。

2.電競辦理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各組在事前準備不

能漫不經心。

3.健康大使服務對樂善國小服務活動:活動前多增加

練習次數以使活動流暢。安排工作人員於隊伍二側不

擋住大家觀看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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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社團

辦理服務

學習相關

活動

 $   65,397  $     -  $   -  $  134,356

1.反毒大使、飛翔領隊群、健康大使辦理捐血活動：將”捐血一袋,救人一命” 化作實體的活動。

($7,336)

2.學生會辦理親子園遊會：社區鄉親都非常踴躍的參與闖關活動，尤其是這次DIY的活動被讚許很有

創意。這次活動特別製作氣球，一方面打響學校知名度，更增添現場氣氛。各社團學會的夥伴一起

從學習中成長，得到的經驗與能量,是最珍貴的寶藏。($173,473)

3.創意花調社暖冬小站:設置遊戲給參加者闖關，闖關成功即可蓋章集滿可兌換物品。($7,003)

4.社團服務學習活動(行流)：向社區民眾展示系上專業，讓社區民眾與本系學生互相交流。

($3,965)                                                              5.健康大使社區服

務活動健康一把罩：推廣勤洗手和預防疾病傳染的重要性，教導民眾彩繪口罩及乾洗手。使用高濃

度酒精、水晶凝膠、茶樹精油製作乾洗手液。活動中遇到許多外國朋友，紛紛表達對於參與這次活

動收穫滿滿。($7,976)

1.本校師生/約405

人

2.林口居民/約

1000人

3.林口居民/約300

人

4.林口社區居民/

約210人

5.社區民眾/約150

人

1.108年04月09-11

日、11月19-21日/學

務處前

2.108年11月23日/林

口運動公園

3.108年11月23日/林

口運動公園

4.108年12月01日/林

口運動中心

5.108年11月23日/林

口運動公園

1.反毒大使、飛翔領隊群、健康大使辦理捐血活動:

設備出問題(早上捐血寶寳未到)。早上開會音量過

大。工作人員拿出手機來玩。

2.學生會辦理親子園遊會 :提醒各攤位多注意雨備,

建議之後一樣可以準備好圍幔。氣球供不應求,下次

可以多準備點。

3.創意花調社暖冬小站:排隊動線能在清楚一點。遊

戲規則說明要再詳細

4.社團服務學習活動(行流):要妥善管理及配合調動

人力且要引導排隊走向。

5.健康大使社區服務活動健康一把罩 :海報因當天天

氣不佳,帳棚過於潮濕而無法順利張貼。活動進行時

面對外國朋友,無法流暢解釋活動遊玩方式及闖關流

程。活動負責人在前置工作內容上分配不均,讓些許

工作人員較不清楚遊戲道具位置及款式。

6.蒲公英服務團辦理大湖國小晨間活動：建議課程能

依學生高低年級而定,避免課程深度過於簡單或複

雜。如有贈送禮品,務必要讓導師知道

54

補助進修

部社團辦

理服活動

 $    5,000  $     -  $   -  $   31,387

1.本次「我愛你媽媽」母親節活動由學聯會連續舉辦多年與在校學生及社區互動，深具孝道意義，

更使同學知足感恩的道理，在新北市蔡淑君議員、學生聯合會與各社團共同推動之下，將愛傳出去

，使林口鄉親、在校同學充分感受到學校的溫馨、關懷，更表現出社團的活力與熱情。($29,922)

2.本校己連續十年舉辦愛心捐血活動，共計347人參與捐血活動，捐出431袋熱血。二、感謝中華民

國工商婦女企業管理協會、新北市林口區工商婦女企業管理協會及校友楊素端女士聯合贊助統一超

商禮券20,000元，鼓勵捐血師生獻大愛。($6,465)

1.全校師生暨林口

居民/約2000人

2.全校師生/347人

1.108年05月06-12日/

校園及林口社區

2.108年11月19-21日/

地球儀旁

凝聚同學向心力，宣導溫馨，快樂，精實的辦學理念

，與社區民眾分享喜悅，增進社區情感，感恩惜福。



概算

編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款

 配合款

獎金金額

 配合款

獎品金額

 教育部

補助款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人數 辦理時間及地點 檢討及建議

108年度學輔成效請填寫於此下表格

【總表】

55

充實學務

與輔導研

習及標竿

學習

 $  131,184  $     -  $   -  $      -

1.由本校陳寶億學務長與全體學務同仁進行學務工作重點及勉勵，強調學務單位是團隊，需由大家

相互分工、團結，抱持「熱忱」、「具備良好態度」，協助本校學生解決相關事務。並期許各組互

相支援，將學務工作成效達到最大。接續由副學務長先行進行學輔經費執行與核銷的原則，強調各

計畫經費應做好事前規劃、經費預算編列、活動成果結案、經費結帳等。每月、每學期做好規劃與

執行，並隨時與單位主管報告進度；活動辦理完畢後，務必盡快完成結案及核銷動作，若有特殊情

況，則延長核銷時間。($3,030)

2.中華科技大學學務同仁共14位於108年12月20日蒞校進行學務處標竿學習參訪，本校陳副校長(兼

學務長)親自前往接待。中華科技大學學務處分別有課外活動組、生活輔導組、衛生保健組、學生輔

導中心及資源教室等四組，行政功能致力於使學生在校能安心學習並培養豐富的軟實力，簡要介紹

各校主管後即由各組帶開進行並針對行政業務做經驗交流。($5,130)

3.1月13日上午8時30分出發前往南投地區，進行學務參訪及交流活動。第一天上午參訪埔里牛耳石

雕公園，創作者巧奪天工的藝術創作，用餐後前往仁愛鄉武界部落深度參訪，搭乘七人座越野車透

過當地青年導覽體驗溯溪及認識濁水溪源頭特殊的河岸景觀與山林美景。而在921地震由於武界地理

位置離埔里較近距仁愛鄉較遠，救災時埔里與仁愛皆以為對方會負責而忽略這個部落，直到部落年

輕人出來求救才展開救援行動，因此又被稱為「被遺忘的部落」。第二天下午至九二一地震教育園

區參觀，為提醒大眾重視防震及救災措施，九二一地震發生後，政府及學者專家認為霧峰鄉光復國

中基地中的斷層錯動、校舍倒塌、河床隆起等地貌，在幾個候選地點中條件最好震後地貌保存完整

，便於光復國中現址，規劃改建「地震紀念博物館」，以保存地震原址、記錄地震史實，並提供社

會大眾及學校有關地震教育之活教材，後於2001年2月13日正式定名為「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

($110,628)                                                                        4.邀

請輔仁大學教務長王英洲教授蒞校分享學務工作經驗，以「大專校院校園緊急應變工作」為出發點

，與學務同仁進行工作經驗分享。下午則進行學務各組工作檢討及改進事項，並說明109年度相關業

務及工作規劃。($7,116)                                                           5.辦

理進修學制學務同仁暨導師校內研習：使用即時線上訪談系統，可供導師隨時記錄學生訪談內容，

並追跡過去訪談記錄，時時關心學生出席情形及關心學生學業問題。($5,280)

1.學務處各單位全

體同仁，34人

2.中華科大14位、

醒吾科大學務同仁

3.學務處各單位全

體同仁，26人

4.學務處各單位全

體同仁，33人

5.進修學務組同仁

暨導師，36人

1.108年9月27日/勤和

樓二樓多功能活動教

室(一)

2.108年12月20日/勤

和樓二樓多功能活動

教室(一)

3.109年1月13-14日/

南投

4.109年1月15日/勤和

樓二樓多功能活動教

室(一)

5.108年12月25日/行

政大樓四樓會議室

1.透過校內學務研習，了解各單位所辦理的相關活動

及相關業務議題，將所遇到的問題達降到最小，學務

工作成效達到最大化，是學務工作研習最重要的目

的。

2.透過學務交流活動，了解各校學務單位所辦理的相

關活動及相關業務議題，相互分享學務經驗，並將學

務工作成效達到最大化，是學務工作研習最重要的目

的。

3.研習兩天大致上還不錯，建議車程不要太長，彈性

安排時間較好，其餘順利進行。

4.第三天辦理校內學務研習，邀請輔仁大學教務長王

英洲教授蒞校分享學務工作經驗，王教務長所提供之

分享均具有很好的議題，未來可訂定議題，續邀請王

教務長至校演講。

5.學務電子化，使用即時線上訪談系統讓導師互動訊

息，瞭解師生輔導情形，並傳逹重要訊息。

 $2,086,328  $ 146,500  $53,300  $2,085,0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