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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吾科技大學 105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結算表暨成效報告表 

工作願景：一、建構核心價值及特色校園文化 

工作目標：1-1建立校園之核心價值並塑造具有特色之校園文化 

工作策略：1-1-1確立、倡導及釐定高等教育人才培育之核心價值；配合學校整體發展及學生特質，以建立具有特色之校園文化 

編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

款支應 

學生事務與輔導

補助款支應金額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

人數 
辦理時間及地點 檢討及建議 

 

1 全校師生健行

淨山活動 

140,375 

  

111,800 本校為推展健康休閒活動，延續去年特別規劃之

「發現林口之美」師生健行活動，於今年 12月

08 日再度辦理全校師生健行活動，鼓勵師生多多

接觸大自然，認識林口山林之美。12月 08日下

午 12:00，全校師生統一以接駁車方式載至林口

頂福巖-林口森林步道舉行「發現林口山林之美－

全校師生淨山健行活動」，並由周校長帶領之下，

超過一千位參與的師生們一起徜佯山林之間，享

受文學的、趣味的林口森林步道之旅。 此一活動

為推展健康休閒運動的目的，結合了淨山健行。

在活動過程中，師生們樂於參與，接觸大自然並

認識林口山林之美，達到超乎預期的效果，並藉

以慶祝校慶。 

教職員/86

人；學生

/1512 人 

105.12.08 醒吾科技

大學及林口頂福巖-

林口森林步道 

1.今年配合慶祝創校 51週年，再度規劃

辦理健行活動。在周校長的支持之下，一

千餘位師生報名參加。為推展健康休閒運

動，特將此活動列為大一新生「傳統特色

活動」，鼓勵師生接觸大自然並認識林口

山林之美。未來將以今年活動經驗與成

果，希望獲得更多師生之迴響。 2.此次

活動因氣候因素，原訂 11月初辦理延期

至 12 月辦理，以致原先參加教職員因課

程因素，取消參與活動。 

 

2 辦理營造友善

校園系列活動

週 

99,734   99,448 1.為期一週的活動，活動主題為「聚沙成塔 校園

集愛活動」。每天早上 09：30 工作人員開始事前

場地佈置，活動時間為早上 10：10~下午 14：30 2.

學務處處本部負責統籌所有活動以及規劃，參加

單位及主題如下： 處本部：規劃「愛的即食幸福

全校師生/約

1337人 

105.11.21~105.11.

25/林蔭大道及其他

專案場地 

本次活動展現本校師生展現愛心,尤其是

在為舊愛找新歡及愛的即食幸福--食物

銀行募集將近 10萬餘元之經費,成立專戶

照顧弱勢學生提供免費午餐，師生的愛心

令人敢感動。 目前此項捐款活動持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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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銀行」、及各學院「舊愛找新歡」，二手物

販售為主題。 生活輔導組：以安全、反毒為主題。 

課外活動指導組：以展現青春活潑、關懷社會、

服務人群、推動校園藝文風氣並舉辦系際盃創意

舞蹈大賽等主題。 衛生保健組：以關懷身體健

康、疾病預防、健身保養等相關議題為主題。 諮

商輔導中心：以關懷生命、愛護自然等議題為主

題。 服務學習組及就業服務組：就業資訊、服務

學習講座、志工分享及結合公益團體設攤，讓同

學更加了解社福團體，並於參加活動中幫眾弱勢

家庭等活動。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以原鄉之

美為主題，讓學生認識原民文物。 

行中。 

3 才藝競賽及特

色展演系列活

動 

99,115 

(獎金：

40,000) 

(獎品：

20,527) 

100,964 補助學生會辦理射陽崗才藝大賽。  全校師生/約

1000人 

105.05.02-06/林蔭

大道 

辦理為期一週的活動，讓同學藉此機會展

現才藝，發掘人才，參與師生均覺得是一

次非常好的藝術展演活動。 

 

4 生活達人研習

系列活動 

    45,655 本校為培養學生具備各項生活技能，特開班辦理

生活達人工作坊，讓學生於日常生活中可以自己

動手做，而不需事事求人。 本學期預計開設五個

工作坊，實際開班三個工作坊-西餐料理、環保手

工皂、水電達人；依其活動內容規劃 4-8週，於

每週二下午 6、7節辦理，授課 2小時。師資部份：

西餐料理請餐旅系協助，由系上專業教師授課；

環保手工皂及水電達人邀請到永和社區大學謝老

教職員/28人 

學生/96人 

105.03.29 至

105.06.14./設計大

樓 D104教室、2207

教室、觀餐大樓西餐

教室 

1.因活動時間均安排在每週二，與校內的

會議或其他活動衝突到，有些老師未能準

時到場或全程參與活動，若下學年有繼續

開班授課，將研議活動日期或另安排時

間。 2.西餐課程參與同學反映內容偏離

主題，擬於下次開班前，先與授課講師確

定課程內容再公告授課主題。 3.西餐課

程時間太趕，希望能有充裕的時間，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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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及林口社區大學溫老師至本校授課。 此次工作

坊有許多師生報名參加，對整體活動感到滿意，

已有師生提議下學年是否能繼續開班授課，本處

也會研議是否開班。 

內容有點少。 4.類似課程希望能再多

開，有許多同學皆表示再要積極參與。 5.

環保手工皂的成品非常實用，希望有機會

能製作其他相關成品(例如：化妝品、保

養品…等)。 6.水電達人班教學非常實

用，瞭解許多日常生活上能動手解決的方

法，希望有機會能繼續開類似課程。 

金額小計：  339,224  357,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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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

作 

5 校園安全相關

宣導活動 

3,000 

(獎金：

3,000)  

16,999 藉由安全教育之宣導，加強本校學生對營造

友善校園之宣傳，減少危安因素，以認識校

園霸凌、遠離毒害、交通安全相關議題說明。

講師以個人親身經驗，說明各類常見的校安

事件中，對於意外事件、遠離毒、暴力與偏

差行為事件做深入探討。安全教育宣導辦理

「校園漫畫」比賽，參賽作品計 23件，經評

分選出商設一 2 王玉津同學等 4員，各頒發

獎金與獎狀以資鼓勵。 1.104 學年度第二學

期辦理安全教育宣導講座$6,356 2.105 學年

度第一學期辦理安全教育宣導講座及校園漫

1.學生/81人 

2.學生/146

人 

1.105.03.08/國際

會議廳 

2.105.10.30/D104

；4502教室 

1.學生時間觀念較差，導致講座時間縮

短，將多加宣導守時觀念。 2.建議同學

對於平時任何事物，均需建立正確態度，

如遇事故就能迅速採取有效行動，能將影

響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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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比賽$13,643 

6 印製安全宣導

卡片 

10,000     印製安全手冊及隨身小卡，隨時提醒同學，

防患於未然。 

全校師生/約

9000人 

105.09.07/校園 發放同時，可請同學於現場朗讀一遍，加

強其印象。 

 

7 進修部辦理校

園安全暨菸害

防治宣導活動 

    9,783 為提升進修(夜間)部同學交通安全常識，減

少交通意外事故，故舉辦「交通安全」專題

講塵，期能達到宣傳效果，邀請教育部交通

安全種子教官羅國泰老師、壢新醫院家醫科

主任陳聲平至校實施宣導。 1.104學年度第

二學期辦理交通安全宣導專題講座$3,261 

2.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辦理菸害防制宣導專

題講座$3,261 3.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辦理交

通安全宣導專題講座$3,261 

1.夜間部學

生/220人 2.

夜間部學生

/220人 3.夜

間部學生

/210人 

1.105.5.11/國際會

議廳 2.105.12.06/

設計大樓 D501 

3.105.12.07/設計

大樓 D501 

本活動均由現任且專業的師資宣導，成效

卓著參加同學均愛益良多。 

 

8 消防安全宣導     27,673 「複合式防災教育校外參訪」至內湖防災科

學館參訪，導覽人員非常盡心的為同學解說

導覽，讓參訪的同學能更進一步了解防災館

成立的意義為何。三個小時的課程裡，讓同

學能以實作方式增加對防災的基本知識，可

達到自救及降低災害的基本能力。 「複合式

防災教育宣導研習」由林口消防隊為本校住

宿學生做各項天然災害之防範及滅火器使用

之講座，讓同學遇到災害時知道如何逃生。

由消防隊講師先示範 AED及 CPR的操作，再

由學生實際操作，增加同學的經驗；接著由

本校生輔組組長朱教官講解地震防災演練須

知，即遇到危險時該如何逃生，不要慌亂，

1.學生/26人 

2.男、女宿舍

住宿生/232

人 3.學生

/160人 

1.105.03.02/內湖

防災科學館 

2.105.09.18/醒吾

科大男、女宿舍 

3.105.12.30/國際

會議廳 

1.參訪的宣導時間過短，少至參與人數較

少，如有類似活動時，將拉長宣導時間及

大量曝光宣導文宣。 2.學生反應活動太

冗長。 3.創造誘因讓學生主動積極參加。 

4.內容可再調整吸引學生。 

 



 

5 
 

並且帶學生確實走一遍逃生路線；最後由本

校主任教官及林口消防隊講師講解消防栓及

滅火器的操作。 「消防安全宣導活動」邀請

林口消防隊進行有關消防安全教育之宣導教

學，內容為「防火概念、防火常識、CPR 教育、

哈姆立克法教學」等消防政令宣導，學生藉

由活動的引領，並結合地區消防隊員教學，

偕以實務操練，使整體活動生動活潑，讓同

學認知「消防觀念之建立」的重要性。 1.104

學年度第 2學期辦理「複合式防災教育校外

參訪」$7,485 2.105 學年度第 1學期辦理「複

合式防災教育宣導研習」$15,227 3.105 學年

度第 1學期辦理「消防安全宣導活動」$4,961 

9 交通安全宣導 3,000 

(獎金：

3,000)  

20,025 藉由交通安全教育之宣導，加強本校學生對

交通安全之宣傳，減少危安因素，確保人身

安全，講師以風趣方式導入正題，對熱愛生

命更要注意安全，才能避免許多事故，才有

機會去探訪世界的美。 並辦理「交通安全宣

導書法比賽」，評選出四觀一 3黃子妤同學

等四員各頒發獎狀及獎金以示獎勵。 1.104

學年度第 2學期辦理「交通安全宣導」講座

$3,261 2.105 學年度第 1學期辦理「交通安

全宣導活動」$19,764 

1.學生/80人 

2.學生/141

人 

1.105.04.27/2108

教室 2.105.11.08/

設計大樓 D403；1204

教室 

1.有部份同學對時間觀念仍需加強，時間

掌握不夠確實，將持續要求同學上課紀

律。 2.學生回饋：瞭解交通安全新罰則

與各項事故發生的原因；建立正確認知態

度並瞭解法規及路權概念，凡事豫則立，

不豫則廢，作好週全準備；以及要學會尊

重別人之前，更須要自重。 

 

金額小計：  16,000  74,480            

工作策略：2-1-2毒品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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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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

作 

10 紫錐花運動宣

導 

6,000 

(獎金：

6,000)  

30,776 紫錐花運動的反毒宣旗幟及紅布條於 105年3

月起於校園內張掛宣導，並於 105年 3月 15

日及 24日分別辦理藥物濫用防制講座；也配

合本校期初導師座談會，宣導反毒活動；5月

3 日及 31 日配合本校衛保組辦理「戒菸輔導

班」專題講座，邀請林口士昌藥局藥師至校

講習。除了辦理相關講座，也辦理一場「推

動紫錐花運動海報」比賽，計有 23項作品參

賽，由學務長頒發得獎者獎狀及獎金。 105

年 10 月 31日至 11 月 2日，藉由校內捐血活

動的引領，並結合地區獅子會與學校社團的

參與，宣導「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法令規

定，使參加捐血活動的同學除了熱心公益

外，進而提升對毒品的認知及其防制的正確

知能。並且配合 11月「營造友善校園系列活

動週」，利用反毒九宮格遊戲宣導反毒知能，

讓學生在遊戲中學會毒品分級、毒品辨識又

拒絕毒品等正確知識，以有效提升反毒成效。 

1.104 學年度第 2學期辦理「推動紫錐花運動

-藥物濫用防治」$14,993 2.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辦理「推動紫錐花運動」宣導活動

$21,783 

老師/250 人 

學生/2000人 

1.105.02.19 期初導

師反毒宣教/國際會

議廳；105.03.15學

生反毒宣講/國際會

議廳；2.105.04.08

學生反毒海報比賽/

校園；105.09.07-08

新生反毒連暑活動/

校園；105.10.27學

生參觀反毒陳展館/

調查局；105.10.31

學生反毒海報比賽/

校園；105.11.15教

師毒品認知宣講/國

際會議廳；105.12.02

學生反毒宣講/D501

演講教室；105.12.08

學生反毒淨山活動/

林口；105.12.17愛

在林口反毒宣教活動

/林口 

1.部份同學未準時進入演講會場，影響演

講開始時間，使演講時間縮短，下次應要

求同學準時到場，確保宣導效果。 

 

金額小計：  6,000  30,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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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目標：2-2促進及維護健康 

工作策略：2-2-1疾病之三級預防及健康環境之維護 

編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款

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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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

作 

11 接送傷病學

生就醫交通

費 

21,750     104學年度第2學期護送傷病學生就醫交通補

助費 105 學年度第 1學期護送傷病學生就醫

交通補助費 

全校師生/38

人 全校師生

/45人 

不定期/新北市醫院

及診所 

實施成效良好  

12 事故傷害防

制宣導 

    40,387 1.五專新生班級 CPR+AED急救訓練：針對五

專新生進行 CPR+A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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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人參加。 2.急救尖兵訓練：與紅十字

會合作辦理急救員訓練課程，共有 26名學生

報名參加，兩名未完成課程訓練，兩名未通

過術科測驗，通過測驗者共計 22 名，發予合

格證書。 

1.五專新生班

級幹部共有

125人參加。 

2.急救尖兵訓

練共有 26名

學生報名參

加。 

1.105.12.13/國際會

議廳 2.105.11.5~6/

勤和樓 2 樓多功能教

室(一) 

一、五專新生班級 CPR+AED急救訓練：

通知時間較晚，導致有部分同學因校園

其他活動無法參與，下次應及早公告。 

二、急救尖兵訓練：參與同學皆給予正

面回饋，此次有兩名同學未通過測驗，

鼓勵明年報名參加。 

 

金額小計：  21,750  40,387            

工作策略：2-2-2心理及問題行為之三級預防 

編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

款支應 

學生事務與輔導補

助款支應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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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

作 

13 學生團體輔

導活動 

    29,196 本次活動以[武術]及[肥皂雕刻]等兩主題辦

理，兩者皆具操作性，讓學生直接手動、身體

動能以增加對壓力的覺察與抒解，成效良好，

讓學生學到抒壓、專注及放鬆的操作能力。 

1.學生/40人

次 2.學生/34

人次 

1.105.3.22、3.23、

3.29. B1 武術教室 

2.105.11.29、

11.30、12.5 團體輔導

室 

學生仍有事先搶著報名，但事後未出席

的壞習慣。即使以 MAIL方式一週前、三

日前提醒學生參加也是一樣，之後活動

考慮[保證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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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三級預防宣

導 

    3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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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專題演

講 597人次、

新生施測 1537

人次 

105.9.8-11.24 各班

教室、人文大樓 202

教室、圖書館蘇格拉

底廳、學輔組團輔室 

1.因颱風順延一週，訓練時間與學院週

會強碰，導致許多輔導股長缺席、早退，

除了影響此次訓練進行之外，亦使股長

無法即時準確接收與瞭解職責的部分。

除了加強宣導股長準時出席，同時將輔

導股長職責印成單張置於班級櫃，以確

保各班輔導股長皆能瞭解幹部職責。 2.

「壓力辨識、管理暨自殺防治守門員」

講座，學生反應熱烈與主動，並表示對

自殺防治的危險因子、保護因子有收

穫，由於本次僅辦理 7 場，建議明年度

可以增加場次與人次，可透過借用國際

會議廳場地，以新生為聽講對象，依照

學院或科系併班演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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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生命教育宣

導 

6,002   29,502 本次主題為[從我到我們]，關懷除自身外的其

他生命，包括環境，子場關懷議題有流浪動

物、減少污染、街友人權、廢油肥皂 DIY及社

區文化參訪。議題相當多元，接緊扣生命關懷

議題，避免學生自我中心甚至自戀，多去認識

環境議題，認識其他共存的生命。執行成效良

好，學生在回饋表上收穫良多，擴展認識新的

6場演講共329

人參加；竹林

寺參訪 31人 

105.3.29、4.1、4.6、

4.7、4.8、5.5.共六

場在各班教室；

105.4.26.戶外參訪

在林口竹林寺 

此次生命議題的演講並非演講者前來而

已，流浪動物場帶經馴養的流浪狗與學

生互動；街友人權場則以講師與街友共

同出席；環保議題場則實際帶來加工

品、廢油等現場操作。此類具操作性又

有具體展現物的演講，比較能獲得學生

青睞，在資訊吸收上也比較容易。下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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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 可多比照辦理。 

16 心衛宣傳刊

物 

40,000     印製心衛宣傳資訊，以行事曆記帳本形式設

計，新生及輔導股長人手一冊，增加學生對心

理衛生資源的認識。 

1700本 105年 9-10月開學時

發送 

供學生將心衛資源與生活作結合，放在

手邊隨時可用。實施成效良好。 

 

17 購買心測工

具及輔導圖

書雜誌等 

9,800     購買大學生學習困擾量表、正向心理健康量

表、領導技能問卷供諮商運用或學生預約測驗

並由心理師進行解測。 

全校師生。 置於學輔組提供預約

施測。 

實施成效良好  

18 進修部辦理

三級預防宣

導 

    12,061 105學年度三級預防宣導新生心理測驗於 105

年 9月 19日至 25日進行施測，並於 105年

10月 31日辦理 1場「三級預防」宣導講座，

邀請陳梅芳老師蒞校講「拋開壓力」，講師從

過去實務臨床工作經驗輔以學理角度出發，深

入淺出的內容，並提供參加人員簡單舒壓的方

法。 

參與學生 1013

人 

1.105.9.19-25/各新

生班 

2.105.10.25/3101 教

室 

新生於入學時，請班級導師至各班做問

卷調查，除了能增加導師與班級間的互

動，也更能使導師快速瞭解同學狀況，

掌握班級動態，成為班級與學校溝通的

管道。問卷結果有部份同學指數較高，

導師均己各別輔導。 

 

金額小計：  55,802  106,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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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

作 

19 性別平等宣導

活動 

10,100   20,267 辦理 1場「全校輔導股長訓練」講座、1 場專題

講座，以及 3 場工作坊。講座的舉辦在使輔導股

長能瞭解愛滋病防治的概念，並成為班級（學生）

與學輔組的聯繫窗口，在發現同學們有類似的生

理症狀或行為反應有極大的反差時，可使輔導股

學生 218 人次 105.3.1-5.18 設計大

樓 D101教室、國際會

議廳團體輔導室 

1.辦理專題演講與通識課程結合，為

使更多學生受益，未來可考量同個演

講時段，納入 2-3個班級，實施併班

演講。 2.工作坊結束後，有同學表

示感到亦猶未竟，若未來辦理自我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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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成為導師、教官與輔導老師與這些同學的橋

樑。在專題講座部分，辦理 1 場「危險情人，停

看聽」演講，幫助學生分辨危險情人的特質、反

思自己是否有危險情人潛在特質，並引導學生們

在關係上彼此尊重。而 3 場工作坊則是透過輕黏

土、糖霜的創作來引導學生思考性別刻板印象與

團隊之間的關連性，並設計身體界線的教案，使

參與的成員反思個人的人際界線，並鼓勵學員在

被侵犯身體自主權的時候，做出堅定的回應。 

索工作坊，可邀請想深度自我探索的

團體成員，在工作坊後，進入諮商系

統與心理師討論。 

20 進修部辦理性

別平權與人際

溝通講座 

    14,124 進修(夜間)部 104-2辦理「性別平權與人際溝通」

專題講座，因諶立中老師(衛福部心口司司長)因

有動大社會案件無法出席，委請陳梅芳老師代

授，淺談兩性溝通的，兩場講座皆讓參加人員受

益良多。 105-1 辦理「性別平權與人際溝通」專

題講座，邀請諶中心老師及陳梅芳老師蒞校，分

別主講「酒精依賴與人際溝通」及「淺談溝通」，

兩場講座皆讓參加人員受益良多。 1.104學年度

第二學期辦理「性別平權與人際溝通」專題講座

$7,122 2.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辦理「性別平權與

人際溝通」專題講座$7,002 

1.本校師生參加

參與學生 214人 

2.本校師生參加

參與學生 121人 

1.105.3.28/圖書館三

樓演講廳 

2.105.10.13/教室

3103及 3104 

各講座均邀請現任於相關行業的專

業師資，並配合時下熱門的主題，為

同學提供新的視野與不同學習的管

道。 

 

金額小計：  10,100  34,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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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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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導師座談會 33,070   29,565 利用開學初及期末舉辦座談，宣導學務工作方

向，並促進導師工作經驗交流與傳承 

全體導師 1.105.2.19/國際會

議廳 2.105.6.24/國

際會議廳 

3.105.9.20/國際會

議廳 4.106.1.10/國

際會議廳 

鼓舞導師工作士氣有效宣導各項學務

工作，效果良好。 

 

22 績優導師獎勵

表揚 

4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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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長複評後送評選委員會推

選績優導師建請校長頒獎表揚，頒發獎牌乙

份。 

績優導師/35

人 

105.9.20 國際會議

廳 

導師輔導學生的工作艱辛且漫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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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導師輔導知能

研習 

    17,825 1.辦理「師生互動-做學生的激勵大師」專題

演講，盧蘇偉老師分享自己的成長經歷，以自

身為例，用故事串起整個演講的重點，每位師

長都能賞識我們的學生，每個學生都是獨一無

二的天才，天才來自於了解和賞識，而老師是

打開孩子天才之門的鑰匙，接受你的學生，愛

與包容是最大的力量。 2.辦理「園藝治療工

作坊」邀請蔡祐庭老師分別體驗綠色醫生-艾

草(製作艾草葉拓、艾草平安蚊香艾草盆栽，

每位老師製作艾草棒及艾草娃娃都很專注並

樂在其中，老師反應熱烈，覺得很舒壓。 3.

本次專題演講結合生輔組共同進行校園防毒

宣導，邀請欣民藥局邵泓智藥劑師針對~正確

用藥五大核心能力~蒞校演講，讓全體導師知

曉用藥知識及止痛藥副作用等，老師們覺得獲

1.導師/165人

次 2.導師/23

人次 3.導師

/123人次 4.

導師 161 人次 

1.105.2.19 國際會議

廳 

2.105.5.24.31D404

教室 3.105.11.15 國

會廳 4.105.12.27 設

計大樓五樓演講廳 

每學期針對不同的議題邀請專家學者

蒞校演講,成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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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良多且非常實用。4.邀請侯友宜博士以"扮

演自己的角色"為題,以自身辦案經驗及分享

處理重大刑案的過程，讓導師們知曉如何發掘

學生的特質、如何讓孩子更有自信，針對孩子

錯誤的部份不要有過多的遣責，放大他的優

點，加以勉勵，導師們獲益良多。 

24 新生家長親職

座談會 

44,000   20,000 本期新生家長座談會擴大舉辦。聯合 4院 16

系，重新規劃與製作「新生家長手冊」及「學

校介紹影片」，共同描繪學校特色，讓家長了

解與認識學校辦學績效及行政工作團隊。共獲

得 157位家長回函出席。家長們多數期待與導

師對話，認識系上資源與未來課程規劃，也託

付老師多嚴格管教孩子，導師也進一步與家長

互相溝通，協助孩子未來在校的生活情形。從

回饋表得知，家長對此次行政服務相當滿意。 

家長 122人 導

師及教職員 52

人 

105.11.05 國際會議

廳 

本次會前資料眾多，動員全校，各院系

與行政單位需多次開會協調，因此建議

下學年的事前籌劃工作需提前開始。尤

其影片及手冊資料的製作，可利用暑假

期間提早作業。 

 

25 擴大導師輔導

知能研習 

108,817   110,000 1. 邀請德明財金科技大學李彥慧教授針對近

年智財權議題做深入的演說，讓老師們知道智

慧權的規範，從狹義範圍及廣義範圍切入，身

為教育工作者應該加強這方面的知識，以輔導

學生避免在不知情的狀況下觸法。2.參訪鳳凰

谷鳥園、溪頭自然教育園區、臺灣影城－桃太

郎村。藉由戶外參訪提供導師進一步認識自然

環境與多元文化，提昇本職學能和輔導功效。

同時在優美的自然環境中，導師們經由互動聯

誼達到經驗交流交換心得，達到相輔相成之效

導師/199 人次 105.6.24-6.27~28 

國際會議廳.鳳凰谷

鳥園.溪頭自然教育

園區 

1. 鳳凰谷鳥園生態介紹可學到很多生

態知識，課程緊湊充實獲益良多，但溪

頭教育園區若可以安排解說或多停留

點時間會更好，將做為日後安排的考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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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26 進修部辦理導

師輔導知能研

習 

19,464   40,507 進修(夜間)部擴大導師輔導知能研習活動於

105年 9月 4-5日為期兩天，於花蓮舉辦。12

月 21 日，藉由節日，辦理 1 場「迎冬至話湯

圓」活動，邀請盧景商老師為大家講解冬至的

由來侑民俗習慣，講座深入淺出，受益良多，

隨後交誼餐敘。 1.105 學年度辦理「擴大導師

輔導知能研習活動」$54,371 2.105 學年度辦

理「迎冬至話湯圓」活動$5,600 

1.進修部全體

導師 20人 2.

全體導師 

1.105.9.4-5/花蓮地

區 2.105.12.21/多

功能會議室 

增進導師間互動與並能交流班級經營

技巧，更能有效提昇教師知能的廣度。 

 

27 進修部辦理導

師座談 

    26,600 新的學期開始，由部主任與全體導師宣導除了

教學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加強學生輔導的成

效，成為學校招生宣導的口碑。 獎勵 104學

年度績優導師獎狀暨獎金及 105學年度導師聘

書。 1.104學年度第二學期辦理期初導師暨社

團指導老師會議$7,000 2.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

辦理期末導師暨社團指導老師會議$5,600 

3.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辦理期初導師暨社團指

導老師會議$7,000 4.105學年度第一學期辦理

期末導師暨社團指導老師會議$7,007 

1.導師暨社團

指導老師 51人 

2.導師暨社團

指導老師 60人 

3.導師暨社團

指導老師 70人 

4.導師暨社團

指導老師 58人 

1.105.2.19/多功能

會議室 2.105.5.31/

多功能會議室 

3.105.9.20/多功能

會議室 

4.105.12.22/多功能

會議室 

增進導師互動與交流班級經營技巧的

機會，並提昇教師知能的廣度。 

 

28 進修部辦理績

優教師表揚 

19,050 

(獎金：

18,000)  

  105學年度績優導師獎勵 18 人 105.5.23-6.13/105.

9.20/醒吾科技大學 

實施成效良好  

金額小計：  269,201  244,497            

工作策略：2-3-3同儕及人群關係（社團及宿舍生活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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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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

作 

29 辦理班級幹部

座談 

46,832     班級幹部座談會由學務長主持，教務長、總務

長及主任教官也到場對同學做業務上的簡單

介紹，各行政單位也利用幹部座談會時間，向

同學宣達相關重要事項，並請幹部們務必如實

向班上同學宣導，以免損害同學之權益。 

1.104 學年度第 2學期辦理「班級幹部座談」

$23,000 2.105 學年度第 1學期辦理「班級幹

部座談」$23,832 

學生/324 人 

學生/318 人 

105.10.04/國際會議

廳 104.09.16/國際

會議廳 

實施成效良好  

30 學生宿舍幹部

座談 

    31,360 藉由宿舍會議，由住宿生提出有關住宿相關問

題，也請校內相關行政單位業務同仁一同參

加，回覆住宿生相關問題，並向住宿生宣導，

宿舍環境為大家共同維護，請發揮公德心，一

同遵守。 1.104 學年度第 2學期辦理「期初宿

舍幹部暨寢室長會議」$10,000 2.104 學年度

第 2學期辦理「期末宿舍幹部暨寢室長會議」

$9,780 3.105 學年度第 1學期辦理「期末宿舍

幹部暨寢室長會議」$11,580 

1.宿舍寢室長

/110人 2.宿

舍寢室長/110

人 3.宿舍寢室

長/120人 

1.105.03.24/勤和樓

二樓多功能會議室 

2.105.06.02/勤和樓

二樓多功能會議室 

3.105.12.16/勤和樓

二樓多功能會議室 

實施成效良好  

31 補助辦理宿舍

相關活動 

20,000     透過宿舍幹部所辦理的相關節慶活動，讓全體

住宿生在求學的過程中，也能留下美好回憶。 

1.104 學年度第 2學期辦理「宿舍母親節活動」

$5,000 2.104 學年度第 2學期辦理「宿舍送舊

活動」$5,000 3.105 學年度第 1學期辦理「宿

舍新生座談會」$5,000 4.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住宿生/381人 

住宿生/50人 

住宿生/253人 

住宿生/411人 

104.05.05/女生宿舍

交誼廳 104.05.27/

勤和樓二樓會議室 

105.09.18/設計大樓

D501教室 

104.12.15/女生宿舍

實施成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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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宿舍冬至活動」$5,000  交誼廳 

32 賃居校外學生

輔導座談 

    29,861 104-2「校外賃居學生座談會」邀請崔媽媽基

金會劉安邦講師蒞校，為賃居生以「如何租得

安心、住得放心」為題講解賃居注意事項，講

師以活潑詼諧的方式，配合實例影片講解，讓

學生都能對賃居注意事項、居家防盜、消防安

全等有更深的了解。 105-1「校外賃居學生座

談會」由學務長親自主持，學務長以從事學輔

相關工作經驗，提醒同學賃居在外應注意事項

外，一切以人身安全為優先考量，務必做到萬

無一失之境界，隨時查看並尋求解決。另邀請

林口消防分隊及林口分駐所隊員蒞校為賃居

生講解居家防盜、防搶、交通及消防安全所需

注意的事項，以實務經驗及案例方式配合實例

講解，讓同學出門賃居在外或在家都能有更深

入的了解與防患。 1.104學年度第 2 學期辦理

「校外賃居學生座談會」$15,061 2.105 學年

度第 1學期辦理「校外賃居學生座談會」

$14,800 

1.賃居生、住宿

生/80 人 2.賃

居生/84人 

1.105.03.30/國際會

議廳 2.105.11.23/

國際會議廳 

實施成效良好  

33 補助辦理社團

指導老師研習

座談 

    29,926 辦理社團指導老師座談會，透過溝通及說明學

校社團發展方向，藉此交換意見並交流。 

全體社團暨系

科學會指導老

師約 68名。 

每學期期初、期末共

四次/會議室。 

辦理指導老師座談會，藉由會議宣導帶

領社團各項事項，以便協助社團發展，

效果良好。 

 

34 進修部辦理班

級幹部座談 

    48,000 班級幹部座談會由夜間部主任主持，對同學做

業務上的簡單介紹，各行政單位也利用幹部座

談會時間，向同學宣達相關重要事項，並請幹

1.176 人 

2.164 人 

3.160 人 

1.105.2.23/國際會

議廳 2.105.5.31/國

際會議廳 

為暢通良好溝通管道，每學期均辦理二

次會議，除了能有效溝通，並能傳 9 重

要訊息，更使各班幹部能相互交流班級

 



 

16 
 

部們務必如實向班上同學宣導，以免損害同學

之權益。 1.104學年度第二學期辦理期初班級

幹部會議$12,000 2.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辦理

期末班級幹部會議$12,000 3.105 學年度第一

學期辦理期初班級幹部會議$12,000 4.105 學

年度第一學期辦理期末班級幹部會議$12,000 

4.160 人 3.105.9.20/國際會

議廳 4.105.12.22/

國際會議廳 

管理經驗。 

35 進修部辦理社

團幹部座談 

12,000     由夜間部主任主持，部份社團於寒、暑假時受

邀至校外做尾牙表演，其他社團也積極的展開

新的活動，並配合校內招生，將會有代表學校

到高中職做表演，請大家充分準備。也提醒各

社團，除了參與社團，課業的學習也是很重要

的，請勿因為社團活動，而忘記學習的初衷。 

1.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辦理期初社團幹部會議

$3,000 2.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辦理期末社團幹

部會議$3,000 3.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辦理期初

社團幹部會議$3,000 4.105學年度第一學期辦

理期末社團幹部會議$3,000 

1.47人 2.23

人 3.33人 

4.27人 

1.105.2.23/夜辦會

議室 2.105.5.17/國

際會議廳 

3.1.105.9.20/夜辦

會議室 

4.105.12.13/國際會

議廳 

為瞭解社團需求暢通溝通管道，每學期

均辦理二次會議，除了能有效溝通，並

能傳 9重要訊息，更使各社團部能相互

交流社團管理經驗。 

 

金額小計：  78,832  139,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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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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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

作 

36 補助學生會及

社團辦理各項

54,100 

(獎金：

29,818 補助學生會辦理藝文活動以提升校園人文藝

術氣息。 1.補助學生會辦理 104學年度藝文

參加對象/人數 

1.全校師生/約

1.105.05.03/林蔭大

道 2.105.10.14/各社

為提升校園書香與人文藝術氣息特舉

辦各項活動，藉此讓同學能接觸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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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與競賽活

動 

2,000)  表演活動。 2.補助學生會辦理社辦美化佈置

比賽。  

224人 2.各社

團/約 35 人  

團辦公室 解，成效良好。 

金額小計：  54,100  29,818            

工作策略：2-4-3辦理創意活動，培養學生創新及美感能力 

編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

款支應 

學生事務與輔導補

助款支應金額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

數 
辦理時間及地點 檢討及建議 

動

作 

37 補助學生會

及社團辦理

全校性活動 

18,717 

(獎金：

3,600)  

21,311 1.補助企管系學會..等社團辦理 1042愛心捐

血活動 2.補助桌球社辦理全校桌球排名賽 

3.補助學生會辦理祝福與祈願樹活動 。 4.補

助國際系學會及商設系學會辦理設際盃歌唱

大賽。 5.補助學生會辦理學生會幹部徵選會 

1.全校師生/約

228人 2.全校

同學/約 25人 

3.全校師生/約

100人 4.全校

師生/約 50人 

5.全校學生/15

人  

1.105.03.28-30/設計

大樓前、教官室前及健

康中心前 

2.105.05.24/桌球教

室 

3.105.05.26-06.03/

醒吾校園 

4.105.05.17、

24/4205、D305 

5.105.10.4~5/學生議

會辦公室 

各項活動均積極推動，全校師生參與

熱烈，成效卓著。 

 

38 補助進修部

社團動態表

演 

17,975   17,975 補助音創社、美酒社、熱舞社、K 歌社針對爵

士鼓、調酒、舞蹈、歌唱有興趣且有基礎技術

的同學辦理「進階爵士鼓舞台應用」、「創造

舞台魅力」、「傳統調酒舞台表演」、「Life 

dancing 舞出生活」、「花式調酒 Life show」

等研習教學活動$6,972 2.105 學年度辦理「花

式調酒 Life Show」活動$4,031 3.105 學年度

1.24人 2.全校

師生 3.全校師

生 4.全校師生 

5.18人 6.全校

師生 

1.105.12.17、23/夜間

班公室前 

2.105.12.17、23/調酒

教室、夜間辦公室前 

3.105.12.17、23/調酒

教室、夜間辦公室前 

4.105.12.17、23/多功

透過多元學習，推展社團工作，並將

半年來的成果與全校師生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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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傳統調酒舞台表演」活動$4,031 4.105

學年度辦理「創造舞台魅力」活動$6,972 5.105

學年度辦理「進階爵士鼓舞台應用」研習活動

$6,972 6.105 學年度辦理「Life dancing 舞

出生活」研習活動$6,972 

能會議室、夜間辦公室

前 5.105.11.26/多功

能會議室 

6.105.12.17、21/多功

能會議室、夜間辦公室

前 

39 補助進修部

社團社團舉

辦各項比賽 

12,000 

(獎金：

2,000)  

50,000 補助書友社辦理「讀樂樂心得比賽」，藉由閱

讀與評比，激勵同學閱興趣，並擴充知識領

域，提升自我。 補助美酒社、創意花式調酒

社辦理「2016醒夜盃國際飲料調製大賽」 

1.105 學年度辦理讀樂樂心得比賽$2,000 

2.2016 醒夜盃國際飲料調製大賽$60,000 

本校學生 1.41

人 2.800 人 

3.500 人 

1.105.5.16-105.6.7/

醒吾科技大學 

2.105.6.4/體育中心 

3.105.6.4/體育中心 

各項活動均己辦理多年，參加對象有

校內、校際甚至全國性的比賽，成果

卓著。 

 

40 補助進修部

社團辦理迎

新送舊活動 

9,600   40,313 105學年度迎新活動區分為動態競賽以及靜態

講座二個類別。本次靜態講座精選學生最具吸

引力的講題，參加同學聚精會神專注認真，互

動豐富。動態的部份，由學聯會暨各社團帶領

新生班參加，透過活動，各班情誼更加融洽。 

105年 12月 17日透過節慶，由進修(夜間)部

學聯會、音創社、熱舞社、英文遊戲社及美酒

社等社團共同辦理「社團迎新感恩耶誕活動」。 

1.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辦理「迎新活動」

$20,513 2.105 學年度辦理「社團迎新感恩耶

誕」活動$29,400 

本校學生 

1.917 人 

2.2000 人 

1.105.10.11-16/操

場、演講廳 

2.105.12.22/夜間辦

公室前 

為歡迎新生，使學生快速進入校園，

融入校園生活，舉辦各項活動。 

 

41 補助學生會

辦理各項畢

134,500 

  

  補助學生會辦理歡送畢業生表演活動。藉由在

校生及各社團的精采演出和畢業學長姐互動

全校同學/約

3500人 

105.06.03/體育中心 辦理活動歡送畢業生，使其感受到學

校的祝福，同學反應熱烈，成效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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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生有關活

動 

交流，並展現在校生的祝福，活動精采熱鬧又

充滿感性 。  

42 補助學生會

辦理社團評

鑑 

104,530 

(獎金：

34,200)  

  補助學生會辦理第 22屆金蛋獎社團動態評鑑。 各社團學會/約

184人  

105.5.10/體育館 獎勵優良社團及科系學會，藉此機會

相互觀摩學習，健全社團發展。 

 

43 補助進修部

學聯會辦理

社團評鑑 

8,000 

(獎金：

8,000)  

17,038 105學年度社團評鑑檢視一年來各社團發展情

形,並獎勵績優社團。 

全校師生暨各

社團 

105.6.8、105.7.9/夜

間辦公室 

透過各社團的文書資料，聘請專家學

者們為各社團一年來的努力與心血，

提出建議方案，並選出特優乙名，優

等兩名，甲等三名。 

 

44 補助學生會

及社團參加

校際策略聯

盟活動 

23,061   46,211 1.補助學生會辦理 105 年度北區策略聯盟

(三)-育達科大「十在有創意-創意活動分享」。 

2.補助學生會辦理 105 年度北區策略聯盟

(四)-桃創學院「創意無極限 特色活動營造」。 

1.十校聯盟學

校同學/約 182

人 2.十校聯盟

學校同學/約

110人  

1.105.04.28/育達科

技大學 2.105.05.11/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 

藉由參加北區策略聯盟活動，與十校

共同合作，達到一校主辦，十校共同

參與，讓大家資源共享，達成經驗交

流、互相成長等目的，同學反應非常

好。 

 

45 補助學生會

及社團參加

各項校外活

動 

40,795   18,094 1.補助跆拳道社參加 2016第九屆弘光盃全國

大專院校跆拳道錦標賽。 2.補助親善大使服

務隊協助辦理林口區公所模範母親表揚大會。 

3.補助學生會參加 105暑期救國團研習會。 4.

補助學生會參加十校策略聯盟(五)-SHOW 出青

春不設限活動。  

1.社團社員/共

7 人 2.模範母

親/約 6人 3.

各社團及學生

會幹部/約 3 人 

4.各社團及學

生會幹部/約

182人 

1.105.03.18-19/弘光

科技大學 

2.105.05.01/南勢里

活動中心 

3.105.07.12-17、

08.10-15/金山青年活

動中心 4.105.10.26/

佛光大學 

鼓勵社團學會幹部積極參與校外活

動，讓學習視野更寬廣，成效良好。 

 

金額小計：  369,178  210,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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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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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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

作 

46 補助學生會辦

理各項新生關

懷活動 

58,416 

(獎金：

13,500)  

81,180 1.補助學生會辦理 105 迎新社團表演。 2.補助

學生會辦理 105 社團博覽會。  

1.全校新生/約

500人 2.全校

新生/約 2000人 

1.105.09.07/林蔭大

道 2.105.09.07/林蔭

大道 

新生同學反應熱烈，參與的社團學會

幹部表現優異，展現熱情活潑的一

面，成效相當好。 

 

47 辦理新鮮人新

鮮事心生活體

驗營 

99,500   62,140 本屆新鮮人新鮮事新生活體驗營活動分為兩天

採分站分組活動為原則，共分四組輪帶方式實施

（每梯次活動約為三個小時），詳細當天流程如

下： 第一組：新生體檢、校園巡禮、認識林口 第

二組：英文測驗、心理測驗、團康活動 第三組：

班級時間、填寫資料、推選幹部 第四組：系科

時間、選課說明、系會簡介 經過二天的活動協

助新生充分了解大學生活，儘早適應與快樂學習 

全校新生/約

1,700 人人 

105.09.07-08/醒吾科

技大學校園 

新生同學反應熱烈，參與的社團學會

幹部表現優異，展現熱情活潑的一

面，成效相 

 

48 補助印製新鮮

人手冊 

60,000     105學年度新鮮人手冊 全校新生/約

2000人 

105.09.07-08/校園 協助新鮮人盡快瞭解校園生活及相關

規定，手冊非常實用，成效良好。 

 

金額小計：  217,916  143,320            

工作願景：三、培養具良好品德之社會公民 

工作目標：3-1建立多元文化校園與培養學生良好品德及態度 

工作策略：3-1-1建立學生多元參與管道，以促進學生之參與，保障學生權利，落實人權及法治知能 

編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

款支應 

學生事務與輔導補

助款支應金額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辦理時間及地點 檢討及建議 

動

作 

49 強化公民法治

教育 

16,062 

(獎金：

3,000)  

11,492 105年 3月 15日、3 月 28日、12月 26日分別

辦理「法律專題講座」，參加同學對於講師所

敘述的案例非常有興趣，在演講中均會舉手發

1.學生/2123 人 

2.老師/54人；

學生/304 人 

105.03.15-05.17/校

園 105.9.19-12.31/

校園 

1.同學未準時進入演講會場，影響演

講開始時間，使演講時間縮短，下次

應要求同學準時到場，確保法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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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學習如何保護自己及避免不知法而觸法的

情形發生。並於 5月 17日下午舉辦「法律常識

大會考」，多數班級平均成績均在水準之上，

凡有考生成績達 95 分以上均辦理獎勵。10 月

18 日辦理校外參觀，至法務部司法調查局反毒

陳展館參觀，加強學生反毒及法治常識。另外

也辦理「強化公民法制教育海報比賽」，計有

13 項作品報名參加，評選後由副學務長頒發獎

狀及獎金。 1.104學年度第 2學期辦理「法治

教育宣導活動暨法律常識大會考」$11,492 

2.105 學年度第 1學期辦理「法治教育宣導活

動週」$16,062 

宣導效果。 2.大會考少數同學未參

加，全班成績因此被影響，希望下次

會考時能改進。 

50 辦理品德勵志

教育與活動 

4,000 

(獎金：

4,000)  

18,502 為擴大及延伸品德教育宣教功能，營造友善校

園、深化人文心素養，期許學生透濄競賽，發

揮創意探討競賽主題，深切體認品德教育核心

價值。105年 2 月至 6月間，辦理「暖暖~感動

瞬間品德教育宣導」，由同學自行報名參賽，

透過拍攝照片並搭配文字說明作品。105年 9

月至 12月間，辦理「我畫我師品德教育宣導」，

參賽同學將心目中最敬愛的師長，以漫畫或素

描方式側寫，作品展示於學務處前走廊，供全

校師生觀賞。 1.104 學年度第 2學期辦理「友

善校園-感恩系列-暖暖~感動瞬間品德教育宣

導」$11,000 2.105 學年度第 1學期辦理「友

善校園-敬師尊長、快樂學習-我畫我師品德教

學生/150 人 學

生/25 人 

105.03.01-05.12/校

園 105.09.01-12.30/

校園 

1.活動宣導過於匆促，流程應規劃更

詳盡完善，同學對於活動似乎未能全

心參與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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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宣導」$11,502 

51 補助學生會辦

理全校幹部研

習營 

143,999 

  

132,000 補助學生會辦理 105全校幹部研習會。 全校社團學會新

任幹部約計 127

人。 

105.08.17~19 救國團

劍潭青年活動中心 

本研習營深受學生好評，對於社團及

系科學會發展助益良多，在研習中有

大團體課程及小團隊分享，藉此促進

社團學會交流，提昇校園活動品質及

互動。 

 

52 補助學生會辦

理百菁培訓營 

20,052   74,041 1.補助學生會辦理 105 百大菁英服務隊見面

會。 2.補助學生會辦理 105百大菁英服務隊培

訓營。 

1.百大菁英服務

隊/約 153人 2.

百大菁英服務隊

/約 128人 

1.105.06.15 設計大

樓 D501 

2.105.09.05-06 設計

大樓 D501 

為了培訓新生入學輔導班級幹部特辦

此訓練，活動中包含動靜態課程，讓

同學學習領導各項知能，參與熱烈，

成效良好。 

 

53 補助學生會及

社團辦理各項

培訓研習及自

治活動 

46,988   67,504 1.補助學生會參與救國團研習會。 2.補助學生

會辦理解說訓練課程。 3.補助學生議會辦理期

初會議及會前會。 4.補助學生會辦理 105百大

菁英服務隊徵選會。 5.補助學生會辦理期初,

期中,期末社團負責人會議 。 6.補助學生會辦

理全校班代會議。 7.補助梅花拳國術社辦理草

藥研習營。 8.補助學生會辦理第十屆學生會會

長,學生議會議員選舉。 9.補助學生會辦理 105

新任社團學會幹部研習。 

1.學生會幹部/

約 5人 2.社團

幹部/約 24人 

3.全體議員/約

26 人 4.全校同

學/約 147人 5.

各社團學會負責

人/約 65人 6全

校各班班代/約

104人 7.全校

師生/約 9人 8.

全校同學/約

5759人 9.新任

社團幹部/約

135人 

1.105.01.19~23、

01.29~02.03/金山青

年活動中心 

2.105.01.05~03.16/

醒吾科技大學 

3.105.02.25&09.22&0

9.26/學生議會辦公室 

4.105.05.9~12/多功

能活動教室

(一)(二)(三) 

5.105.03.01&04.26&0

5.31&09.20&11.08/多

功能活動教室(一) 

6.105.05.13/設計大

樓 D501 

辦理各種培訓研習座談及舉辦學生自

治各項活動，促進校園自治，培訓各

級幹部，成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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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5.04.23-24/烏來

迷你谷 

8.105.05.13~06.15/

多功能活動教室(一),

各班教室 

9.105.06.07&06.14/

國際會議廳 

金額小計：  231,101  303,539            

工作目標：3-2培育熱愛鄉土及具有世界觀之社會公民 

工作策略：3-2-1透過服務學習課程之引導，加強與鄰近社區之互動，以促進學生對社區關懷及鄉土文化之情感；並透過多元文化課程及國際交流，開拓國際視野，建立地球村

觀念 

編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

款支應 

學生事務與輔導補

助款支應金額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辦理時間及地點 檢討及建議 

動

作 

54 服務學習成果

評鑑 

10,000 

(獎金：

10,000)  

10,985 105.1 服務學習獎勵計畫 選拔服務學習表現優

異之志工予以表揚鼓勵。 

學生 32人 105.10.01-11.01醒吾

校園 

1.本校已第六年辦理服務學習獎勵

計畫，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校內外及國

際志工服務學習活動，並參與績優服

務人員競賽，促使校內服務學習風氣

漸起，學生參與服務學習的深度及廣

度都提升。 2.建議本活動應繼續辦

理，以激發學生服務學習動機，營造

本校服務學習氛圍。 

 

55 服務學習活動 29,001   136,385 1. 105.1 志工培訓-志工基礎訓練 1 2. 105.1

長庚早產兒回娘家活動志工 3. 105.1志工培訓

-2017 世大運 C級志工特殊訓練 1 4. 105.1 街

1.學生 166人 

2.學生 10人/民

眾 200人 3.學

1.105.10.24-10.25 醒

吾校園 2.105.10.22

長庚醫院 

1.105 年度推動校內美化環境服務活

動，並由老師帶領學生走入社區，為

銀髮長者、早產兒及教優區小學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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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募發票 5. 105.1 友善校園週-服務學習好好

玩(創意套圈圈) 6.105.1 國際志工分享會 

7.105.1社區志工成長營-幸福饗宴 8.105.1志

工培訓-志工基礎訓練 2 9.105.1 志工培訓

-2017 世大運 C級志工特殊訓練 2 10.105.1 新

北市金志獎頒獎典禮-接待志工 11.105.1全國

志願服務頒獎典禮-接待志工 12.105.1 校園接

待-八里國中來訪 13.105.1校園環境美化清掃 

生 128人 4.學

生 45 人 5.師生

280人 6.師生

220人 7.師生

35/區民 50人 

8.師生 167人 

9.師生 126人 

10.師生 45人 

11.師生 41人 

12.師生 20人 

13.師生 800 人 

3.105.11.12 醒吾校園 

4.105.11.18 西門商圈 

5.105.11.21-11.25 醒

吾校園 6.105.11.23

醒吾校園 

7.105.11.23 醒吾校園 

8.105.11.24-11.25 醒

吾校園 9.105.11.29

醒吾校園 

10.105.12.01 新北市

政府展演廳 

11.105.12.04 新北市

政府展演廳 

12.105.12.22 醒吾校

園 

13.105.10.26-11.20

醒吾校園 

行服務，明(106)年度將賡續擴展學

生服務觸角，深化服務內容、精緻活

動品質，實質提升學生的服務內涵。 

2.今年首次辦理社區志工成長營，邀

請林口區公所及在地非營利組織，包

括林口東林社區發展協會、林口東南

社區發展協會、泰山大科社區發展協

會、下福社區發展協會及華山基金會

林口天使站等代表共 60人參與發表

會及交換實務工作經驗，以激發服務

學習實作新模式。 3.建議務學習分

享會應持續辦理，使學校與社區進一

步結合，形成有特色的人文環境。 

56 服務學習志工

社區成長營 

40,329     辦理 105.1 服務學習社區志工成長營，鼓勵學

生參與培訓成長，體認擔任志工之基本觀念，

並達相互交流分享服務助人的快樂 

學生 40人/社區

志工夥伴 60 人 

105.11.23 醒吾校園-

雲起餐廳 

邀請社區志工夥伴至醒吾科大，透過

互相心得交流，讓學生與社區共同成

長，社區志工希望可以多辦理類似交

流活動。 

 

57 補助社團辦理

環境教育宣導 

22,047     105年 5月 3 日至八里保育場參訪，由導覽志工

協助解說，讓同學能知道愛護動物的重要性，

及如何從自身做起環境保護工作。導覽結束

後，學生跟著志工捲起衣袖，幫保育場整理環

1.學生 20人 2.

學生/45人，老

師/2人 

1.105.05.03/八里保

育場 2.105.10.23/八

里左岸公園 

1.部份同學報名後當日臨時不來，導

致想服務的學生無法出行，下次將於

出訪前兩因再次確認，以利後補人員

可隨時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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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105年 12月 23 日至八里海灘進行「關懷大

地、潔淨地球」八里淨灘環保教育宣導活動，

同學藉由活動的引領，並結合地區校園友善，

偕以整潔地方環境及強健學生體能為主軸，使

整體活動生動活潑，讓同學認知「關懷大地、

潔淨地球」的重要性。 1.104 學年度第 2學期

辦理「環境教育宣導-校外參訪」$7,047 2.105

學年度第 1學期辦理「環境教育宣導八里淨灘

活動」$15,000 

58 補助辦理大型

社區公益親子

活動 

160,000 

  

80,000 補助親善大使服務隊辦理心的林口愛在飛揚社

區聯歡公益表演活動。藉由歲末時節邀請社區

鄉親、社團同學一起參加表演活動，展現學習

成效並且相互觀摩學習，參與者從幼兒園小朋

友到阿公阿媽級的都有，大家都很開心能一起

參加，成效卓著。本次活動邀請新北市議員蔡

淑君服務處協辦，除了本校各社團賣力演出之

外，另有林口社大及林口區體育會舞蹈委員

會，青園幼兒園，莊文音舞蹈教學中心等單位

共襄盛舉，表演活動精采，獲得鄉親好評 

社區鄉親及本校

師生/約 1200人 

105.12.17/林口運動

公園 

本次有許多活動鄉親參與表演活

動，且本校學生社團報名踴躍，僅能

經過篩選之後擇優參加 整體而言節

目相當精彩，參與的觀眾反映良好 

 

59 補助辦理中小

學互動活動 

    60,035 1.補助崇德陽光青年社辦理親子兒童讀經班。 

2.補助理財系學會辦理童心未泯。 3.補助學生

會辦理與醒中有約愛之薑餅活動。 4.補助親善

大使服務隊辦理帶動中小學社團活動。 

1.南勢國小學童

/約 10人 2.理

財系學生/約 29

人 3.醒吾中學

學生/約 120 人 

4.福營國中/約

1.105.03.11~06.03/

社團指導老師家 

2.105.3.28&31/東林

幼稚園 3.105.12.7/.

醒吾中學 

4.105.03.04、

本校同學利用時間協助中小學同學

進行活動，發揮大手牽小手之熱情，

藉由課程達到教學相長，歡樂聯誼之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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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人  04.08&29、05.27、

11.04、12.02、12.23/

福營國中 

60 補助社團辦理

服務學習相關

活動 

110,000 

  

110,430 1.補助創料社參加華嚴啟能中心愛心服務。 2.

補助親善大使服務隊辦理醒吾 Running For 

Love張老師 1980集愛行動。 3.補助親善大使

服務隊辦理品德藝術大進擊活動 4.補助學生

會辦理社區親子園遊會活動。 藉由大型社區園

遊會鼓勵學生社團參與此一親子聯歡活動，帶

給社區小朋友歡樂，展現大專學生的熱情與

愛，共計有三十五個攤位，活動熱鬧鄉親參與

熱烈 

1.學生 10人 2.

學生 9人/鄉親

600人 3.鄉親

250人 4.鄉親

7873人 

1.105.03.26/苗栗    

2.105.03.27/醒吾科

技大學 3.105.4.24/

新北市新莊藝文活動

中心 4.105.12.17/林

口運動公園溜冰場 

鼓勵學生積極參與社會服務活動，培

養犧牲奉獻之精神，成效良好。 

 

61 補助進修部社

團聯合辦理社

區公益服務活

動 

23,871   43,382 進修(夜間)部補助滔滔社於 105年 3月 28-30

日及 10月 31日、11月 1-2日辦理「愛心捐血

活動」，全校師生熱情響應，兩場活動下來，

分別捐出 494袋及 587 袋。 另進修(夜間)部學

聯會暨各社團於 105年 5月 2-5日及 5月 7日

辦理「最愛媽媽」母親節活動，透過簡單的小

禮物及卡片，讓同學帶回去獻給最偉大的媽

媽，並向媽媽說聲「母親節快樂」，使家庭更

溫馨。本活動舉辦多年，在學聯會及各社團共

同推動下，將愛傳出至林口社區，使林口鄉親、

在校同學都能充分感受到這溫馨的節日，也能

展現出社團的活力與熱情。 藉由辦理「戰爭生

存遊戲射擊比賽」，營造校園友善氛圍，加強

1.600 人 2.全

校師生暨林口鄉

親 3.600 人 

4.46人 5.117

人 6.社區民眾 

1.105.3.28、29、30/

夜間辦公室前 

2.105.5.2-5、

105.5.7/夜間辦公室

前、林口婦幼公園 

3.105.10.31.、

105.11.1-11.2/夜間

辦公室前 

4.105.11.19./國際會

議廳外、夜辦會議室 

5.105.11.19/工二工

業區及粉寮路四周 

6.105.12.18、23/林口

各活動均由學聯會舉辦多年，深據各

項意義，在學生社團，地方士紳與林

口鄉親的結合下，將愛傳出去，使在

地民眾充分感受到學校的溫馨、關

懷，更表現出社團的活力與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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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校園性別平權」，同時也凝聚同學向心

力。 除了辦理校園內公益服務活動之外，也補

助學聯會於 11月 19日至鄰近社區進行「我愛

林口-東林社區清掃活動」、烘菩社於 12月 17

日辦理「愛在耶誕幸福傳遞」公益活動，部主

任勉勵大家，保持著感恩的心，與林口這塊土

地共存共榮，並且透過聖誕節，由烘焙社同學

裝扮成聖誕老公公至林口幼兒園及林口社區發

放，與鄉親共同渡過歡樂的平安聖誕。 1.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辦理「愛心捐血活動」$3,000 

2.104 學年度辦理「最愛媽媽母親節活動」

$30,022 3.105學年度第一學期辦理「捐血活動」

$3,000 4.105 學年度補助戰爭生存遊戲社辦理

「戰爭生存遊戲規則研習營暨友善校園性別平

權」射擊比賽$3,261 5.105學年度辦理「我愛

林口-東林社區清掃活動」$10,000 6.105 學年

度辦理「愛在耶誕幸福傳遞」糖霜餅乾社區公

益活動$3,360 

地區、烘焙教室 

金額小計：  395,248  441,217            

工作願景：四、提昇學務與輔導工作品質及績效 

工作目標：4-2建立專業化之學務與輔導工作及學習型組織 

工作策略：4-2-2充實學務與輔導工作人員之專業及管理知識 

編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

款支應 

學生事務與輔導補

助款支應金額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辦理時間及地點 檢討及建議 

動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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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充實學務與

輔導專業研

習活動 

100,634     辦理 105 學年度學務工作知能研習活動以增進

學務人員之本職學能，以儲備更大的能量發揮

創意之精神。活動於 1 月 6日下午 13時 30 分

進行學務研習，邀請校長與全體學務同仁談醒

吾學務工作的期許與方向，接著邀請教育部綜

規司前副司長傅木龍博士蒞校演講，與學務同

仁分享學輔工作，最後由學務長做綜合座談，

檢討學務工作及精進。結束後，出發前往苗栗

泰安地區，晚間透過聯誼交流與經驗分享，達

增進學務同仁的情誼。第二天至客家圓樓及客

家大院參觀客家文化。除了彰顯苗栗在地客家

文化特質外，更結合整治北勢溪成果──親水

廊道──的美麗景觀，為苗栗打造亮麗的門

面，更呈現在地精緻藝文特色，迎接前來苗栗

的觀光客。為了提供更多元服務，客家圓樓也

有附屬餐廳、販賣部的設置，主打客家風味與

在地特色創意商品，讓民眾來此還可以品嚐體

驗苗栗最真實的本土風情！ 

學務處同仁/35

人 

105.01.06~105.01.07

/醒吾科技大學及苗栗

地區 

學務同仁認為每年舉辦一次可藉此

強化學務工作正向能量，也能從中了

解到生態環境是校內無法學習到

的，對於學務工作之推展有更為正向

之啟發力量。 

 

金額小計：  100,634  0            

【學校配合款執行總計：2,165,086】 【補助款執行總計：2,156,8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