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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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項 學校配合 學生事務與
輔導補助款
號
目
款支應
支應金額
1 社團活
動博覽
會

10,000(獎 35,000
金：0)(獎
品：910)

2 社團活
動嘉年
華

15,096(獎 14,904
金：0)(獎
品：0)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一、活動規劃動靜態的介 參加對象:各社團社
紹，在動態活動有社團成果 員；參加人數:行政中
發表、社團擺攤招生，以及 心幹部 16 人、各社團
關卡闖關遊戲…等讓新生體 社員及全校師生約 1，
驗，進而讓新生瞭解本校的 252 人。
學生社團。二、在靜態活動
規劃了社團介紹及社團參與
的注意事項説明，達成提升
學校社團整體活躍度。三、
本次共有 20 個社團參與，
參與學生對活動滿意度
85%。
一、各社團以攤位的方式來 參加對象:各社團社員
呈現該社團的特色，以及在 及全校師生；參加人
這一學期所學的技能，檢視 數:行政中心幹部 16
社團這一學期來的運作，進 人、社團幹部 48 人及
而保持優點改善缺點。二、 全校師生 210 人。
檢討改進及獎勵，並獲得相
互觀摩與學習之機會。三、
共有 28 個社團參與，參與
學生對活動滿意度約 82%。

辦理時間及地點

檢討及建議

辦理時間:9 月 16 日；辦理 一、籌備期間對社團宣
地點:崇禮堂、微風廣場。 導，並參與活動的宣
傳。二、可邀請校外表
演社團演出，增加活動
的豐富度，並可由各屬
性的社團先行接洽，方
能促進校際間的社團交
流與觀摩。

辦理時間:5 月 28 日；辦理 學生會可於活動前召開
地點:中小型活動場、社團 說明會，引導社團評鑑
辦公室。
資料準備的方針。

3 自治性
組織幹
部研習
營

110,000(獎 165,000
金：0)(獎
品：0)

4 績優自
治性學
生團體
評鑑觀
摩

140,000(獎 0
金：
26,000)(獎
品：
10,000)

5 僑外生
輔導系
列活動

15,000(獎 55,000
金：0)(獎
品：0)

辦理三天兩夜幹部訓練營活 參加對象:自治性學生 辦理時間:9 月 18-20 日； 一、活動所需之清單，
動，輔導社團體幹部對團體 團體幹部；參加人數: 辦理地點:修平科技大學、 需於活動前一週準備並
組織、行政管理、活動領導 自治幹部 150 人、行政 日月潭青年活動中心。
於活動前一天確認完裝
和運作之瞭解；教導正確的 中心幹部 15 人。
箱。二、活動時間需再
運作觀念與提昇實務能力。
確認，並預流緩衝時
透過三天的研習營使得系會
間；工作人員需安排調
及社團間有相互學習交流的
度，如有不適應立即向
機會，建立良好關係，提升
活動執祕報備。
未來的合作性，創造出不同
規模的活動。參與學生對活
動滿意度約 88%。
一、合計辦理 3 次，103 年 一、參加對象：學生自 一、辦理時間:3 月 22-23 一、日後針對開放觀摩
度全國績優社團評鑑由學生 治會；參加人數：幹部 日；辦理地點：中山大
方式應再做調整，可加
自治會、投資理財社及行流 20 人、老師 2 人。
學。二、辦理時間:3 月 29- 入各社團、系學會表演
系學學會，執行經費分別為 二、參加對象：投資理 30 日；辦理地點:嘉義大 吸引全校師生注意，並
學 40，000 元/學 30，000 元 財社及行流系學學會； 學。三、辦理時間:12 月 17 將評鑑時間及場地重新
/學 70，000 元。二、辦理 參加人數：社團幹部 日；辦理地點:中小型活動 規劃，讓更多學生投入
校內舉辦的社團評鑑評比發 33 人、老師 2 人。
場、社團辦公室及 F0005 這塊學生組織之領域。
掘本校學生團體暨社團績效 三、參加對象:自治性 會議室。
二、希望能夠提早一個
成果及優缺點，彼此間有相 學生團體；參加人數:
月召開評鑑事項說明
互觀摩與學習之機會。三、 行政中心幹部 22 人、
會，讓社團有足夠時間
並於校內評鑑的評比成績推 自治性學生團體約 100
準備資料及簡報檔。
薦 2 個社團代表本校參加全 人。
三、日後將輔導系學會
國社團評鑑，讓本校社團活
亦遵循一案一卷宗之資
動能有所進步與改善。
料整理方式，較能展現
具體活動成果。
ㄧ、合計辦理 2 次，經費分 一、參加對象:本校外 一、辦理時間:4 月 19 日； 一、部份報名參加人員
別為學 7，500 元、補 27， 籍生；參加人數:30
辦理地點:九族文化村。
臨時無法參加，改由未
500 元/學 7，500 元、補
人。二、參加對象：本 二、辦理時間:11 月 1 日； 報名者參加，致出發時
27，500 元。二、4 月 19 日
間稍有延誤；另第 2 次

6 全校師
生座談
會

30,000(獎 10,000
金：0)(獎
品：0)

參訪九族文化村，社團指導 校外籍生；參加人數： 辦理地點:慈湖、大溪、鶯 參訪地點 4 處，參訪時
老師實施台灣原住民文化簡 32 人。
歌及三峽老街。
間稍有不足。二、活動
介，講解內容詳盡，資料充
執秘需在出發前一天未
實，外籍生詢問踴躍，且對
能確實掌控參加名額；
台灣原住民文化甚感興趣並
一天行程以三處地點較
均有初步認識。三、11 月 1
能有充足時間了解當地
日經慈湖遊客中心導覽員解
文化。
說各項參訪地點，另社團指
導老師簡介大溪、鶯歌、三
峽老街歷史，講解內容詳
盡，資料充實，外籍生對台
灣老街文化甚感興趣均有初
步認識。四、無課堂上的嚴
肅，增進外籍學生對台灣各
項人、事、地、物文化的興
趣與了解。另以問卷調查學
生對本活動之整體滿意程
度，經統計達滿意程度以上
為 100%。
一、合計辦理 3 次，經費分 一、參加對象:日間部 一、辦理時間:4 月 23 日； 一、部分同學未到，已
別為學 11，500 元、補 4， 師生；參加人數:296
辦理地點:國際會議廳。
要求改善，並親自給予
000 元/學 11，500 元、補 人。二、參加對象:日 二、辦理時間:11 月 25
重點說明；另部分參與
4，000 元/學 7，000 元、補 間部師生；參加人
日；辦理地點:國際會議
同學未準時就位，影響
2，000 元。二、本活動規 數:311 人。三、參加對 廳。三、辦理時間:11 月 24 座談會之進行及座位安
劃每班推派班級代表與導師 象:進修部師生；參加 日；辦理地點:A0607 會議 排。二、本次活動滿意
參加。前置作業問題已由各 人數：156 人。
室。
度較前次降低，其中對
單位先行回答問題，會中氣
活動時間安排有 15、4%
氛熱絡，臨時動議問題也能
表示不滿意，經瞭解該
獲得相關單位適切回答。
時段接續其他活動，故
三、活動回饋表經統計，活
覺得精神狀況較差。

7 新生輔
導幹部
研習

25,000(獎 30,000
金：0)(獎
品：0)

8 學生宿
舍自治
幹部研
習

18,000(獎 48,000
金：0)(獎
品：0)

動整體滿意度達 75、6%，
主因為部分同學對座談會之
時間有意見而影響滿意度。
一、合計辦理 2 次，經費分 參加對象:輔導幹部；
別為學 19，000 元、補
參加人數:100 人。
23，000 元/學 6，000 元、
補 7，000 元。二、日、進
修部新生輔導幹部與學生自
治會同學共 100 人參加研習
活動。三、邀請臺中市山海
屯國際生命線協會吳家珏主
任實施「服務領導與溝通技
巧」專題講座，學生能瞭解
對於新生領導與溝通技巧，
並適時協助新生認識新環
境。四、活動回饋表經統
計，活動整體滿意度達
84、4%。
一、參與幹部表示研習課程 參加對象:新舊任宿委
安排得宜，獲益良多。二、 會幹部 33 人、師長 3
新舊任宿委會幹部暨師長 人，合計:38 人參加。
38 人參加。三、新舊任幹
部對活動課程與場地安排滿
意度約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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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辦理時間:9 月 12 日；
辦理地點:A0004 教室。
二、辦理時間：9 月 15
日；辦理地點:C0201 教
室。

幹部責任心強，但仍是
有一兩位同學因打工無
法出席，並於新生入學
輔導當日皆有全部出
席。

辦理時間:5 月 29 日與 30 一、第一天安排於校內
日辦理地點:本校行政大樓 研習、晚上住宿學生宿
A0004、中小型活動場地、 舍、第二天至裡冷溪探
裡冷溪探索園區
索園區實施戶外研習。
三、幹部反映宜安排校
外住宿研習，可增加研
習的新鮮感與成效。

編 工作項 學校配合 學生事務與
輔導補助款
號
目
款支應
支應金額
9 新生緊
急聯絡
卡

18,000(獎 0
金：0)(獎
品：0)

10 學生安 6,000(獎 10,000
全教育 金：0)(獎
(交通、 品：0)
消費
者、人
身安全)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辦理時間及地點

一、學生緊急聯絡卡登錄電 參加對象:一年級新
辦理時間:9 月 16 日；辦理
話包括本校、警察機關、反 生；參加人數:2，000 地點:本校崇禮堂。
詐騙諮詢專線、醫療院所、 人。
生命線等緊急聯絡電話，以
及個人備用電話，「聯絡
卡」印製精美，同學樂於隨
身攜帶，以備不時之需。
二、透過新生入學輔導講習
讓一年級同學能充分瞭解
「學生緊急聯絡卡」之功
能，並能隨身攜帶。三、為
瞭解學生對本活動之整體滿
意程度，以抽樣方式針對新
生實施活動回饋表調查，共
計分發問卷 102 份，回收 79
份，經統計達滿意程度以上
為 90、9%。
ㄧ、活動辦理 2 次，經費分 一、參加對象:1 年級新 一、辦理時間:4 月 30 日；
別為學 3，060 元、補 5， 生；參加人數:300 人。 辦理地點：階梯教室
000 元/學 2，940 元、補 5， 二、參加對象:1 年級新 A0002。二、辦理時間:10
000 元。二、活動分別由臺 生；參加人數:150 人。 月 22 日；辦理地點：階梯
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吳宇軒檢
教室 A0002。
察官蒞校針對「知慧財產
權、預防網路犯罪、預防校
園霸凌事件」及財團法人法
律扶助基金會台中分會林玲
珠扶助律事對「少年犯罪防
治、智慧財產權、預防網路

檢討及建議
建議持續辦理。

一、活動辦理當日，部
份班級另有活動未事先
告知，致參加人數未達
規劃人數。二、活動前
應再確定參加班級及人
數。

11 交通安
全宣導
週活動

20,000(獎 24,000
金：0)(獎
品：8,000)

犯罪」等學生易犯的法律問
題專題講演，期盼藉由法律
常識宣導，提高學生自身權
利保障。三、檢察官及林律
師以活潑生動與互動方式敘
述大學生易犯問題講解，整
場學生發問不斷，互動很熱
絡，參與同學反應熱烈。另
由學生回饋單普遍表示對活
動內容瞭解並受益良多，成
效良好。
一、活動合計辦理 2 次、經 一、參加對象:本校 1 一、辦理時間:3 月 31 日-4
費分別為學 14，048 元、補 年級新生；參加人數： 月 6 日；辦理地點:本校 A
16，000 元/學 5，952 元、 600 人。二、參加對象: 棟走廊；二、辦理時間:11
補 8，000 元。二、活動分 本校 1 年級新生；參加 月 24-30 日；辦理地點:本
別由啟德全方位團隊林啟德 人數：800 人。
校 A0003 階梯教室、崇禮
先生講授「交通安全要遵
堂前廣場。
守，行人車輛平安走」及臺
中監理站趙麗娟專員實施
「交通安全注意要領」，參
與師生對相關議題有深刻體
認。三、宣傳海報張貼及懸
掛彩色宣傳帆布條，能強化
學生交通安全認知及尊重道
路使用權的觀念。四、海報
製作比賽報名踴躍，競爭激
烈，學生盡情發揮創意，從
海報中表達年輕人想法；辦
理機車駕照筆試、路考，報
名師生踴躍。五、為瞭解學

一、週三下午聯課活動
甚多，致部分學生無法
參與，另集合就位時間
延誤，活動時間太短。
二、通知各班班代確實
掌握時間及參加學生名
單。

12 學生宿
舍安全
教育系
列活動

6,000(獎 6,000
金：0)(獎
品：0)

13 校外賃
居生座
談會

2,064(獎 4,000
金：0)(獎
品：0)

14 餐廳安
全與衛
生研習

3,800(獎 4,800
金：0)(獎
品：0)

生對本活動之整體滿意程
度，以抽樣方式實施回饋表
調查，經統計達滿意程度以
上為 99、9%。
一、活動中建立住宿生自我 參加對象:住宿生參加 辦理時間:103 年 9 月 7 日
安全防衛的概念，加強交通 人數:580 人
至 15 日辦理地點:崇禮堂
安全教育與機車安全駕駛觀
念及防詐騙專題演講，演講
者氣氛掌握得宜，聽講成效
佳。二、活動滿意度 82%。
三、560 名住宿生新生與 20
名宿委會幹部報名參加。
一、校外賃居生 78 人與宿 參加對象:四技校外賃 辦理時間:103 年 5 月 21
委會幹部 20 人參加。二、 居學生；參加人數:98 日；辦理地點:行政大樓
邀請崔媽媽基金會「曹筱 人。
A0003 階梯教室。
筠」講師演講租屋相關法律
問題，師長針對座談會學生
題問租屋相關問題逐一答
覆，解決住宿生疑問。參與
學生對活動滿意度約 66%。
主講者解說六大類食物及外 參加對象::餐廳督導小 辦理時間:10 月 22 日辦理
食族健康餐飲的選擇，與台 組、餐廳工讀生及衛生 地點:行政大樓 A0507 會議
下互動討論，使學員對於食 股長。參加人數:59
室。
物種類選擇及飲食衛生上更 人。
加透徹，成效良好；主講者
解說健康飲食的重要性及如
何攝取三低一高的飲食攝
取，使學生能增進飲食的知
識及健康減重的概念。

交通安全專題講座，演
講者專講法條，學生聽
課情形不如預期。

出席座談會的校外賃居
生，提問租屋問題不
多。

一、希望增加之活動項
目：希望了解增胖方法
及如何控制好情緒管
理。二、其他意見與建
議，希望同學能自行參
加。（三）講座時間能
短一些。

15 印製活
動衛教
品

50,000(獎 0
金：0)(獎
品：0)

16 安全教
育講座

384(獎金： 19,200
0)(獎品：
0)

一、合計辦理 2 次，經費分 參加對象:全校師生參 辦理時間:3-6 月及 9-12 月
別為學 25，000 元/學 25， 加人數:約 600 人。
辦理地點:餐廳及教室
000 元。二、製作編印「每
月彩色衛教宣導單張」，飲
食衛教背板、標語海報及自
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
(AED)衛教小卡。三、成果
(一)學生藉由張貼於各班佈
告欄的衛教宣導單張，增進
健康知識並培養正確之健康
行為。（二）全校師生於用
餐時藉由飲食衛教宣導看
板，培養均衡飲食、成人每
日飲食指南及飲食指標等健
康常識，強化飲食正確觀
念，獲得身體健康。（三）
透過班級宣導時發放「自動
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AED)
衛教小卡」，讓學生學習到
正確急救觀念並強化學生健
康知識及急救相關知識。
一、合計辦理 6 次，經費分 參加對象:全校師生、 一、辦理時間:3 月 19 日；
別為學 64 元、補 3，200 元/ 違反校園吸菸規定者、 辦理地點:行政大樓 A0507
學 64 元、補 3，200 元/學 各班衛生股長、副班代 會議室。二、辦理時間:4
64 元、補 3，200 元/學 64 及開放有興趣者參加。 月 22 日；辦理地點:A0507
元、補 3，200 元/學 64 元、 參加人數:6 次共計 301 會議室。三、辦理時間:5
補 3，200 元/學 64 元、補 人。
月 21 日；辦理地點:A0507
3，200 元。二、「健康減
會議室。四、辦理時間:10
重」教導學生自我管理體重
月 8 日；辦理地點:A0507
在於正確飲食、適當運動及
會議室。五、辦理時間:11

一、使用多媒體，如電
子看板，e-mai(PIS、SIS)
等宣達衛生保健相關內
容，下年度減少預算編
列。二、學生於回饋表
中陳述希望增加之活動
項目：減重及健康相關
議題。三、其他意見與
建議：（一）希望再繼
續辦理。（二）透過活
動知道 AED 是什麼。

一、6 次活動檢討及建
議：1、希望增加之活動
項目：（1）卡路里、養
生飲食及那些食品會造
成身體器官問題。（2）
舉行減重比賽，辦理瘦
身操活動。（3）希望有
加入乳房攝影過程的影
片。（4）增加一些健身

行為的改變。三、「愛滋病
防治」以生動活潑富有創意
的方式，幫助青少年正確認
識愛滋及毒品防治，內容結
合宣導短片教導正確的愛滋
病常識、毒品危害及預防的
方法。四、「乳癌防治」本
次活動主講人為乳癌病友以
切身的經驗來進行分享，說
出罹病的心路歷程及如何走
過人生困境，並配合乳房模
型，教導學生如何進行乳房
自我檢查。內容結合宣導短
片及發放乳癌指引單張進一
步加強防癌意識，提升台下
同學對乳癌的認知及早期篩
檢的意願。五、「外食族健
康吃」提供學生如何掌握外
食技巧的正確觀念；以「吃
得簡單、吃得新鮮、吃在當
季」為準則，相信很多人都
可以穩穩面對這場食品風
暴。六、「不讓菸滅你，就
從滅菸起」學生能確實知道
菸品對身體的影響，現場反
應熱烈，更能增進學生對於
菸害及戒菸的正確知能。
七、「菸不上身，健康一
生」活動中輔以一氧化碳檢
測器使學生能確實知道菸品

月 5 日；辦理地點:A0507
會議室。六、辦理時間:11
月 25 日；辦理地點:A0507
會議室。

知識及認識其他系同學
的相關課程。2、其他意
見與建議：（1）希望辦
在課堂上讓每位同學都
可以參與。（2）講師很
專業、內容很精彩非常
好。（3）希望與學校其
他活動盡量錯開。（4）
講座結束後使用「波霸
乳房腫瘤模型」，讓台
下學生實際操作乳房自
我檢查，及感受腫瘤的
觸感，學生反應熱烈。

17 防震疏
散掩護
及防災
演練

7,900(獎 4,800
金：0)(獎
品：0)

18 女性自
我安全
防險知
能研習

4,056(獎 14,200
金：0)(獎
品：0)

對身體的影響，現場反應熱
烈，更能增進學生對於菸害
及戒菸的正確知能。
一、辦理地震避難掩護演 一、參加對象:日間部 一、辦理時間:9 月 26 日；
練、校園災害防災狀況推演 學生；參加人數:60
辦理地點:A0003。二、辦
及救護消防編組演練等，藉 人。二、參加對象:全 理時間:9 月 26 日；辦理地
模擬實作強化師生災害防 校教職員生；參加人 點:校園。
救、自救救人與應變能力， 數:3500 人。
以做好全面防震防災準備，
有效減低災損，維護校園及
師生安全，成效良好。二、
邀請專家實施專題講座，以
強化學生對地震避難掩護的
了解與處理，師生互動良
好，學生反應熱烈。
一、本次研習活動區分「專 參加對象:管理學院及 辦理時間:3 月 26 日辦理地
題講座」及「實務研習」兩 人創學院女同學參加人 點:A0004 及韻律教室
部分，合計參與學生 120
數:120 人
人。二、經由「專題講座」
說明及「實作練習」，使女
同學能明瞭如何讓自己避免
處於危險情境中，以及當遇
上性騷擾或遭襲擊時如何藉
力使力，「快、狠、準」的
命中對方要害（此部位非使
對方致命，而是讓自己有時
間、空間脫離現場），反應
良好；並增進女同學自我防
衛保護常識、面對突發事故
時應變能力以及強化女同學

部份班級提早至疏散場
地集合，未依規定先實
施防震避難要領解說。

一、學生建議開放工程
學院女同學參加，勿限
制管理學院及人創學院
女同學。二、學生希望
能持續辦理此相關研
習，以增進相關防護的
基本技能。

19 反詐騙
防治講
座

1,280(獎 5,200
金：0)(獎
品：0)

20 校外山
林活動
安全知
能研習

30,000(獎 115,000
金：0)(獎
品：0)

防暴及防禦的觀念。三、女
同學藉此次活動習得的知識
與技巧，達到發揮種子教官
的功能，將正確的觀念與知
識，傳遞給周遭同學和親
友，發揮自救救人的目標。
四、本次活動，回饋統計
表：滿意度合計：96、
7%。
一、透過防詐騙宣導講座， 參加對象:教職員生參 辦理時間:3 月 11 日辦理地
並印製宣導海報，以提升全 加人數:115 人
點:A0002
校師生正確詐騙防制常識及
警覺；授課老師能以案例融
入教學，學生反應良好。
二、本次活動，回饋統計
表：滿意度合計：81、
6%。
一、本次研習活動區分「專 一、參加對象:本校日 一、辦理時間:11 月 25-26
題講座」及「實務研習」兩 間部學生；參加人
日；辦理地點：A0002 階
部分，「專題講座」計學生 數:160 人。二、參加對 梯教室。二、辦理時間：
160 人參加，「實務研習」 象:本校教職員生；參 11 月 27-28 日；辦理地
計有學生 48 人及教職員工 加人數:56 人。
點：惠蓀林場。
8 人參與，總計參與人數共
216 人。二、11 月 25-26 日
辦理山林活動安全專題講
座，以通則性山林活動安全
知能為主軸，針對全校各班
級代理及參加山林活動安全
知能研習學員實施講座，以
建立學生山林活動自救、互

持續辦理防詐騙講座，
以增加學生相關知能及
常識。

本項研習係以知能觀念
傳授為主，僅以意見回
饋方式呈現學習成效，
因研習時數之故，無法
以實測方式為之。

救知能。三、11 月 27-28 日
辦理山林活動安全知能實務
研習，延續專題講座知能，
深入研討山林活動安全知能
及簡易自救、互救技能，學
生反應良好、學習認真。
四、藉專題講座及實務研習
兩階段研習活動，有效達成
提升學生山域活動自救、互
救及應變處置知能，減低人
員與財物損害，達到「自救
救人、珍惜生命」之目標。
工作策略：2-1-2 毒品防制
編 工作項 學校配合 學生事務與
輔導補助款
號
目
款支應
支應金額
21 毒品危
害防治
研習

30,064(獎 38,200
金：
11,000)(獎
品：0)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一、合計辦理 2 次：經費分 一、參加對象:教職員
別為學 30，000 元，補 35， 生;參加人數:71 人。
000 元/學 64 元，補 3，200 二、參加對象:日間部
元。二、本次活動區分「反 學生;參加人數:135
毒宣誓」、「三對三籃球 人。三、參加對象:學
賽」及「反毒宣導講座」等 生;參加人數:344 人。
三部分，藉「反毒宣誓」及
「反毒宣導講座」加深教職
員生反毒拒毒的決心。三、
「三對三籃球賽」計有學生
135 人參加比賽，學生反應
熱烈，成效良好。三、邀請
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王捷拓
主任檢察官蒞校演講對毒品

辦理時間及地點
一、辦理時間：5 月 7
日；辦理地點:樹德樓中
庭。二、辦理時間：5 月
14 日；辦理地點:籃球場。
三、辦理時間：9 月 11
日；辦理地點:A607。

檢討及建議
一、為擴大反毒宣導活
動效果，應運用各種媒
體及方式將訊息散撥出
去，讓更多人能夠參
與。二、「三對三籃球
賽」因部分系所未派員
參加，為有效提倡學生
正當休閒娛樂及強化毒
品對健康危害之觀念，
建議各系應鼓勵同學踴
躍參與。

的危害與法律能有深刻體
認，講座與學生互動良好。
工作目標：2-2 促進與維護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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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事務與
輔導補助款
號
目
款支應
支應金額
22 心理測 55,000(獎 0
驗(諮商) 金：0)(獎
品：0)

23 心理影
片

7,500(獎 0
金：0)(獎
品：0)

24 學生班
級輔導
暨團體
心理測
驗

25,600(獎 35,400
金：0)(獎
品：0)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辦理時間及地點

一、購置大學生身心適應調 參加對象:全校教職員 辦理時間:10 月 1 日至 10
查表(教育大專版)與大學生 生。參加人數:1，718 月 31 日。辦理地點:電腦
身心適應調查表(第二版)， 人次。
教室。
本年度測驗使用共 1，718
人次。二、透過測驗工具，
協助同學了解自我身心狀
態，並即時獲得相關資源協
助下，本年度學生身心狀況
無異常狀況發生。
一、添購 3 部心理輔導相關 參加對象:全校教職員 辦理時間:4 月 1 日至 5 月
影片。二、103 年度共借出 生。參加人數:106 人。 30 日。辦理地點:學生發展
106 部，比前一年度增
中心。
20%。三、借用單位包含各
系所、學生發展中心及資源
教室，借用者含括教師、職
員及學生，輔導資源流通率
高，提升初級預防效能。
一、合計辦理 2 次：經費分 參加對象:報名班級學 辦理時間:3 月 11 日～5 月
別為學 8，552 元，補 17， 生。參加人數:1，069 30 日、9 月 29 日～11 月
600 元/學 17，048 元，補
人次。
11 日。辦理地點:各班教
17，800 元。二、辦理各班
室。
申請的主題講座 32 場次，
共 1，069 人次。上半年為

檢討及建議
一、依 102 年度建議，已
持續定期、多方宣導本
中心心理測驗服務。
二、未來將定期補充測
驗數量，供校內學生使
用。

一、依 102 年度年度建
議，已於預算中申請新
影視鐵櫃。二、持續推
廣影片資訊，供校內學
生利用。

一、依 102 年度建議，上
半年活動新增人際關
係、生涯、心理測驗等
各式主題，並添購牌
卡。親密關係主題活動
融人際與性平議題。

25 小團體
動力工
作坊

6,000(獎 24,000
金：0)(獎
品：0)

26 心理健
康宣導
活動

55,000(獎 0
金：0)(獎
品：0)

27 健康週
活動

16,080(獎 16,000
金：0)(獎
品：6,000)

各式申請主題，下半年為大
學生活適應主題。三、回饋
表上表示滿意與非常滿意者
達 70％以上。
一、合計辦理 2 次：經費分 參加對象:報名學生。
別為學 3，000 元，補 12， 參加人數:37 人次。
000 元/學 3，000 元，補
12，000 元。二、上半年辦
理讓「愛成為一種能力工作
坊」，下半年辦理「愛情自
我探索工作坊」。兩次參加
人數共達 37 人。二、學生
對於工作坊能玩活動和分享
的方式很感興趣，讓愛成我
一種能力工作坊中，學生聽
到他人真實的回饋和兩性的
看法；蝶古巴特手工藝製作
能讓學生學生至過程裡反映
出自己的價值觀，感覺新
奇。
一、製作塗鴉牆、心衛桌曆 參加對象:學生。參加
與海報宣導心衛知識。二、 人數:1，000 人次。
學生對於寫塗鴉牆很有熱
情，每次的主題極快寫滿版
面，學生表示桌曆也實用，
主題性海報有整題感。
一、動態活動參加人數統計 參加對象:全校師生。
如下：（一）血壓、身高、 參加人數:共計 1，057
體重、血糖檢測、體脂肪測 人次。
量及無菸彩繪牆、問卷填寫

二、持續開發更有趣的
新主題，鼓勵各班申
請。
辦理時間:6 月 7 日、12 月 一、依 102 年度建議，已
2 日、12 月 3 日。辦理地 搭配活動宣傳。二、103
點:團體諮商室。
年度發生報名名額已
滿，但活動前一週學生
退出的事情，導致活動
須延期重新招募。但新
時段學生經常與學輔活
動衝突，被全班帶去聽
演講以致無法加入小眾
活動的困難。未來將招
募比預期人數更多的成
員，以防流失造成活動
難以辦理。

辦理時間:12 月 10 日至 12 一、依 102 年度建議，製
月 31 日。辦理地點:學發 作記事本以外的實用文
中心。
宣品。二、擬於來年提
早辦理，於學期初起宣
傳，達成更長效的宣傳
效果。
辦理時間:5 月 5~9 日辦理 一、結合社區團體資
地點:F0013 衛保組前
源，包括社團法人中華
民國乳癌病友協會、世
界和平婦女會、台中市

等，參加人數共計 548 人。
（二）趣味遊戲競賽：參加
人數 177 人。（三）「經絡
調理保健」研習(1 場次)：
參加人數 42 人。（四）中
醫養生保健諮詢：參加人數
56 人。（五）肺活量檢
測：參加人數 273 人。
（六）早起吃早餐活動：參
加人數 236 人。二、本活動
講座回饋表統計分析：
（一）對本研習課程安排之
滿意度 100％均表滿意。
（二）對主講者整體表現之
滿意度 95、5％均表滿意，
4、5％表尚可。（三）對講
座內容觀念建立之滿意度
100％均表滿意。三、愛滋
病防治課程學前、學後測驗
統計分析：活動前答對比率
72％，經由宣導後答對比率
85％，明顯提昇同學對愛滋
防範的認知。四、舉辦「反
菸遊行」由衛保志工穿著印
有「Iamcool，
nosmoking！」反菸 T-shirt
及發放反菸筆，遊行中高舉
各種相關標語等口號製造聲
勢，引起更多同學注意、參

衛生局、大里區衛生
所、祐生中醫診所及校
內各單位之力量，提供
資源共享。二、學生於
回饋表中陳述希望增加
之活動項目：美容、減
重相關議題活動。三、
其他意見與建議：再繼
續辦理。

與及嚮應本次推動的活動主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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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項 學校配合 學生事務與
輔導補助款
號
目
款支應
支應金額
28 社區性
別文化
推廣活
動

288(獎金： 14,800
0)(獎品：
0)

29 【彩繪
平等，
無分性
別】修
平藝術
創作比
賽

15,000(獎 0
金：
9,000)(獎
品：6,000)

30 性別平
等講座

128(獎金： 6,400
0)(獎品：
0)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辦理時間及地點

一、合計辦理 2 次，經費分 一、參加對象:社區民 一、辦理時間:4 月 18 日、
別為學 144 元、補 7，400 眾；參加人數:603 人。 5 月 7 日、5 月 23 日；辦
元/學 144 元、補 7，400
二、參加對象:社區民 理地點:社區機構。一、辦
元。二、共辦理 6 場次性別 眾；參加人數:1，195 理時間:10 月 28 日、11 月
平等講座，共 1，690 人次 人次。
14 日、11 月 21 日；辦理
參加。三、學生熱烈參與，
地點:社區機構。
搭配有獎徵答活動，學生參
與動機較強，學習效果也回
饋到意見表中，可知此活動
對社區的性別文化推廣有其
正面效益，並期待下學期能
再與本校合作。
一、本次比賽總計收到 35 參加對象:學生；參加 辦理時間:9 月 17 日至 11
件作品，參賽者涵蓋本校各 人數:35 人。
月 12 日。辦理地點:學生
系，並頒發獎金與獎狀予 9
發展中心。
位得獎者。二、經由回饋單
意見，參賽者大部分均願意
參加後續同性質活動，顯示
此類動態活動能有效引發學
生參與動機。
一、合計辦理 2 次，經費分 一、參加對象:學生； 一、辦理時間:4 月 22 日、
別為學 64 元、補 3，200 元/ 參加人數:50 人。一、 4 月 23 日；辦理地
學 64 元、補 3，200 元。
點:A0507。二、辦理時

檢討及建議
一、依 102 年度建議，已
將簽到設計至回饋表
上，以節省簽到時間。
二、協請協辦單位控制
聽講秩序，以提升民眾
聽講品質。

一、部分參賽者表示作
品保存不佳，領回作品
後發現瑕疵，希望改
進。二、未來將依作品
形式妥善保存，避免傷
害作品。

一、本年度活動雖已配
合校內班會時間調整辦
理內容與頻率，並於活

二、辦理 3 場次性別平等講 參加對象:學生；參加 間:10 月 29 日；辦理地
座，共 88 位學生參加。
人數:38 人。
點:A0507。
三、參與活動的學生表示講
座內容有助提升性別平等知
能。

動前主動通知報名班
級，但依舊有臨時因校
內重大活動(本次為練習
啦啦隊)而取消報名之情
事，且到場聽講學生因
非自主報名，出現姍姍
來遲，參與動機低落現
象，推展成效有限。
二、綜合與評估 100 至
103 學年度經驗後，於
104 年經費中暫時取消講
座等靜態活動，改以其
他動態活動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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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項 學校配合 學生事務與
輔導補助款
號
目
款支應
支應金額
31 新生班
導師研
習

6,364(獎 4,850
金：0)(獎
品：0)

32 遴選績
優導師

115,000(獎 0
金：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辦理時間及地點

一、邀請新竹市生命線員工 參加對象:全校新生班 辦理時間:8 月 4 日。辦理
協助服務中心呂孟育特約諮 導師、學輔人員。參加 地點:A0607。
商心理師分享「新生輔導面 人數:80 人。
面觀」，並做新生工作須知
宣導、實務技能演練與經驗
交流分享，提升新生班導師
輔導知能，共計 80 人參
加。二、活動整體滿意度為
非常滿意 58、82%、滿意
38、24%、尚可 2、94%、不
滿意 0%、非常不滿意 0%。
一、依據本校導師制度實施 參加對象:全校導師、 辦理時間:9 月 11 日。辦理
辦法，以 102 學年度進行導 相關主管、各系主任、 地點:A0410。

檢討及建議
一、本次活動午餐因廠
商誤送便當，導致超時
未能送達，影響老師午
餐時間。二、可先將講
者資料 E-mail 給參加老
師。三、建議可對每年
的新生班級採用雙導師
制度，並固定較有心得
之老師擔任新生班導
師。
一、遴選確認後，應先
公告週知。二、導師分

及獎勵
兼任輔
導老師

33 導師知
能研習

115,000)(獎
品：0)

512(獎金： 59,200
0)(獎品：
0)

師評比，並依據本校績優導 學輔工作人員。參加人
享應在議程時間之內完
師獎勵暨表揚辦法，遴選出 數:158 人。
成。
10 位特優導師與 9 位績優
導師。二、特優導師頒發獎
狀乙張及獎金新台幣 7，000
元整；績優導師頒發獎狀乙
張及獎金新台幣 5，000 元
整。三、同時感謝特優/績
優老師辛勞並加以表揚，並
製作海報週知全校師生。
一、合計辦理 6 次。經費分 參加對象:全校導師、 一、辦理時間:2 月 14 日； 一、行政報告時間及導
別為學 64 元、補 7，400 元/ 專任教師、相關主管、 辦理地點:A0410。二、辦 師分享應在議程時間之
學 64 元、補 7，400 元/學 各系主任、學輔工作人 理時間:6 月 11 日；辦理地 內完成。二、能定期 E64 元、補 7，400 元/學 64 員。參加人數:186 人、 點:E0107。三、辦理時間:6 mail 給導師一些相關輔導
元、補 7，400 元/學 64 元、 38 人、39 人、98 人、 月 11 日；辦理地
知識和訊息。三、非必
補 7，400 元/學 192 元、補 185 人、190 人計 736 點:D0414、四、辦理時間:6 要資料可以不要再浪費
22，200 元。二、邀請邀請 人次。
月 24 日；辦理地
經費影印。四、將行程
黃雅芬兒童心智診所劉美蓉
點:A0607(4 次)。五、辦理 排入學輔行事曆，提早
臨床心理師分享「跨越神
時間:9 月 11 日；辦理地 確定日期、時間、地
秘”憂”谷-淺談青少年憂
點:A0410。六、辦理時
點。
鬱」(1 次)、邀請國立交通
間:11 月 12 日、11 月 18
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林崇偉
日、11 月 26 日；辦理地
助理教授，分享「從服務到
點:D0414、A0607、
學習・從職業到志業」，談
D0414。
「如何經營學生」(2 次)、
邀請僑光科技大學教授兼學
務長翁志宗教授分享「導師
輔導的內涵及發展趨勢」(3
次)、邀請僑光科技大學諮
商輔導中心陳愛娟主任分享

「由三級預防制度談導師的
角色與經營」(4 次)、邀請
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
CCSA 李政達特約諮商心理
師分享「談高關懷學生辨識
與協助」(5 次)、邀請企業
管理顧問公司總顧問張証瑋
老師分享「人際關係經營錦
囊」(6 次-1)、邀請巴掌仙子
關懷協會理事長王靖宏老師
分享「大學生『通』了沒」
(6 次-2)及企業管理顧問公司
副總顧問朱嘉玲老師分享
「人際溝通懶人包」(6 次3)。共計 8 場講座。三、活
動整體滿意度分別為:1 次:
非常滿意 42、36%、滿意
46、03%、尚可 9、37%、不
滿意 2、04%、非常不滿意
0、2%。2 次:非常滿意 62、
50%、滿意 25、0%、尚可
12、5%、不滿意 0%、非常
不滿意 0%。3 次:非常滿意
42、86%、滿意 42、86%、
尚可 14、28%、不滿意
0%、非常不滿意 0%。4 次:
非常滿意 57、69%、滿意
34、62%、尚可 3、85%、不
滿意 3、84%、非常不滿意
0%。5 次:非常滿意 49、

34 親師座
談會

20,000(獎 30,000
金：0)(獎
品：0)

57%、滿意 37、39%、尚可
13、04%、不滿意 0%、非
常不滿意 0%。6 次-1:非常
滿意 66、67%、滿意 33、
33%、尚可 0%、不滿意
0%、非常不滿意 0%。6 次2:非常滿意 54、29%、滿意
42、86%、尚可 2、85%、不
滿意 0%、非常不滿意 0%。
6 次-3:非常滿意 26、92%、
滿意 61、54%、尚可 7、
69%、不滿意 0%、非常不
滿意 3、85%。
一、今年活動開場由狂風熱 參加對象:行政長官、 辦理時間:11 月 22 日。辦
舞社揭開序幕，讓在場的每 各學院長、各系主任、 理地點:A0410 國際會議廳
一位家長感受到修平科技大 教師、學生家長、學生 及各系空間。
學的熱情與活力。二、撥放 及工作人員。參加人
校簡介及校長簡報讓家長知 數:356 人。
悉校內資源環境，關心學生
在校生活，共同協助學生順
利完成學業。三、邀請家長
至系上參訪，聆聽系務報
告，瞭解各系之設備及運作
與未來規劃之出路與方向。
四、家長及導師(部分指定
為任課教師)面對面進行會
談，確實瞭解學生在校學習
狀態及生活適應，建立良好
的互動關係，家長反應相當
熱絡。

一、因場地限制，故某
些社團無法在國際會議
廳表演。二、協調會議
時請系上務必提早到
場。三、餐盒數量不
足，且某些系領取實際
餐盒數量比預估數量高
許多，導致部分系上工
作人員無餐盒領取。

35 職涯測
驗

40,000(獎 0
金：0)(獎
品：0)

一、購買 152 套 CPAS 線上 參加對象:本校學生。 辦理時間:7 月 1 日至 11 月
測驗，協助 152 位學生對自 參加人數:160 人。
30 日。辦理地點:E0101、
我才能及興趣的探索，進而
D0101-2。
學習發展其才能，累積經
驗，以作為最後就業決定的
參考。二、辦理 1 場次測驗
解釋教育訓練，計 8 人完成
訓練。
36 進修學 20,000(獎 10,000
一、參與師生座談會學生對 參加對象:進院進專學 辦理時間:103 年 12 月 14
院暨進 金：0)(獎
於學校能舉辦系主任和學生 生代表參加人數:200 人 日辦理地點:各系科教師。
專師生 品：0)
面對面的活動表達高度肯
座談會
定。二、學生對學校疑問在
此次會議中得到系主任的回
答，其中某些具建設性的意
見將循校內管道由系主任向
校方反映。三、統計回饋表
滿意度均達 90%以上。
工作策略：2-3-3 同儕與人群關係(社團與宿舍生活輔導)
編 工作項 學校配合 學生事務與
輔導補助款
號
目
款支應
支應金額
37 自治幹
部傳承
訓練營

36,000(獎 82,402
金：0)(獎
品：0)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一、合計辦理 5 場，弦音吉 一、參加對象:弦音吉
他社執行 1 場經費為學 5， 他社；參加人數:24
000 元、補 5，000 元。學生 人。二、參加對象:學
會執行 1 場經費為學 14， 生會；參加人數:60
936 元、補 45，466 元。狂 人。三、參加對象:崇
風舞蹈社執行 1 場經費為學 仁樂活社；參加人
3，000 元、補 11，000 元。 數:30 人。四、參加對
競技啦啦隊執行 1 場經費為 象:競技啦啦隊；參加
學 7，000 元、補 13，000 人數:32 人。五、參加

辦理時間及地點

活動推廣方式需再加強
宣導。

一、部分系科學生代表
出席時遲到，爾後將於
會議前再次通知學生準
時出席。二、應增加素
食便當的數量。

檢討及建議

一、辦理時間:5 月 24 日； 一、由於是首次舉辦傳
辦理地點：中小型活動
承式活動，幹部於準備
場。二、辦理時間:6 月 7-8 授課資料及資料本資料
日；辦理地點：中小型活 上較為凌亂，日後舉辦
動場、日月潭青年活動中 傳承活動可規劃較有系
心。三、辦理時間:10 月 10 統之教學。二、授課時
日；辦理地點：台中集祥 間可再加長，可更完整
活動中心。四、辦理時
將社團架構、組織傳
間:11 月 1-2 日；辦理地

38 超能菁
英培訓
營

15,000(獎 55,000
金：0)(獎
品：0)

39 住宿生
迎新系
列活動

8,000(獎 8,000
金：0)(獎
品：1,854)

元。社會服務隊執行１場經 對象:社會服務隊及國 點：新社區觀雲居營地。 承，並提供模擬危機情
費為學 6，064 元、補 7， 際志工；參加人數:30 五、辦理時間:11 月 5 日- 境練習之機會。
936 元。二、活動辦理 5 場 人。
19 日；辦理地點：本校
次，藉由各項動態、靜態課
C108 教室。
程中了解領導專業知能之重
要性，並能加以運用課程所
學習到的運用在實務經驗
中，提升了活動整理的活
躍。
一、辦理兩天一夜的課程， 一、參加對象:工程學 一、辦理時間:6 月 6-7
一、活動前收到工程院
一連串精心設計的課程，讓 院各系學會幹部；參加 日；辦理地點：崇禮堂、 各系同學之報名表後，
同學們學習到活動構思、活 人數:24 人。
日月潭青年活動中心。
須再持續追蹤實際參加
動企劃、團康能力、信任與
人數，才能得知目前參
互信、組織運作…等，透過
與同學實際情況。二、
二天的培訓課程，工程學院
各系會長、幹部帶領下
的系會幹部們團隊的凝聚力
屆幹部參與此培訓課
以明顯提升。二、參與活動
程。
滿意度為 93%。
一、10/1 舉辦電影欣賞播放 一、參加對象:全體住 辦理時間:10 月 1 日、10 月 一、數位新生建議找廠
「最後一封情書」，影片獲 宿生；參加人數:電影 22 日；辦理地點:男舍中 商播放新院線片，因經
住宿生喜愛，會中提供爆玉 欣賞晚會約 270 名住宿 庭。
費問題無法採納辦理。
米花、飲料與簡易餐點，住 生參加、網球九宮格競
二、活動中備有簡易餐
宿生出席踴躍。二、參與的 賽聯誼活動約 98 名住
點，較吸引住宿生出席
住宿生對電影欣賞，滿意度 宿生參加。宿委會新舊
參與，出席觀賞的住宿
達 89%。三、10/22 舉辦網 幹部 20 人支援。合計
生約 270 人。
球九宮格競賽活動，提供住 參加人數 388 人。
宿生休閒競賽活動，住宿生
參與活動，滿意度達 78%。

40 住宿學
生座談
會

2,000(獎 1,000
金：0)(獎
品：0)

41 新生住
宿輔導
系列活
動

12,000(獎 12,000
金：0)(獎
品：0)

42 進院班
聯會幹
部研習
活動

40,000(獎 50,000
金：0)(獎
品：0)

一、座談會時住宿生建議提 參加對象:新生各寢室 辦理時間:11 月 5 日；辦理 一、因場地座位有限，
案由總務處、資訊處、學務 推派一名代表參加；參 地點:行政大樓 A0003。
僅限新生各寢室推派一
處與軍訓室逐一答覆，會中 加人數:146 人。
名代表參加。二、住宿
氣氛熱絡，臨時動議問題獲
生反映意見較往年多，
得師長適切答覆。參與的住
住宿生建議事項，簽請
宿生對座談會的滿意度約
相關單位酌予參考+J77
76%。二、住宿新生代表
改善。
120 人與宿委會幹部 20 人出
席參加座談，學務長、資訊
處黃組長、軍訓室張主任與
總務長代表等 6 位師長蒞臨
答覆住宿生相關問題。
一、9 月 14 日系學會與宿 參加對象:住宿新生系 辦理時間:9 月 13 日-9 月 15 一、因天氣熱，系學會
委會設立服務台，協助住宿 學會、宿委會幹部；參 日；辦理地點:學生宿舍與 幹部下午時段人數較往
新生班運行李，辦理進住手 加人數:666 人。
崇禮堂。
年少，成效較差。二、
續，住宿新生與家長倍感溫
因宿舍停車場地有限，
馨親切。二、9 月 15 日新
家長車輛偶有塞車情
生住宿輔導研習，輔導新生
形，不過幹部交管得
適應宿舍團體生活及住宿管
宜，學生家長車輛進出
理規則的認識與瞭解，新生
大致順暢。
對進住流程滿意度約 82%。
三、各系學會幹部 86 人與
新舊宿委會 20 人支援、新
生 560 人完成進住手續。
一、幹部研習活動的授課講 參加對象:進院進專學 辦理時間:103 年 8 月 30 日 一、活動日期剛好碰上
師上課內容生動且富有啟發 生幹部參加人數:43 人 ～8 月 31 日辦理地點:溪頭 萬人泳渡日月潭活動，
性，學生均表示受益良多，
青年活動中心
必須加價 2000 元才能租
對於發掘個人潛能有很大收
到遊覽車，爾後辦理幹
穫。二、在講師的帶領下，
研活動應該避開社會大
藉由團康活動以及自我介
型活動，以節省遊覽車

紹，讓不同班級的學生幹部
充分交流認識。三、本次活
動事先向人資系商借的教
具，讓學生在活動中學習另
類解決問題的思考方式，學
生學習及參與意願極高。
三、統計回饋表滿意度均達
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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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項 學校配合 學生事務與
輔導補助款
號
目
款支應
支應金額
43 學生宿
舍文康
系列活
動

6,000(獎
金：
2,000)(獎
品：0)

具體執行成效

租車費用。二、活動當
日溪頭下雨，未攜帶足
夠雨具以至於部分學生
有淋雨的情形，爾後辦
理活動應事先參考當地
氣象資料。

參加對象及人數

辦理時間及地點

檢討及建議

6,000

一、合計辦理 2 次：經費分 參加對象:全體住宿
辦理時間:3 月 12 日、4 月 住宿生建議舉辦校外參
別為學 2，000 元，補 6， 生；參加人數:352 人。 30 日；辦理地點:男舍中 訪活動，因經費問題無
000 元/學 4，000 元。二、
庭、宿舍交誼廳。
法採納辦理。
電影欣賞晚會約 220 名住宿
生參加，會中提供飲料與爆
玉米花，吸引住宿生前來欣
賞。三、撲克鐵人競賽活動
約 112 名住宿生參加，提供
正當休閒活動，增進住宿生
彼此互動，宿委會幹部 20
人支援。四、參加文康系列
活動的學生對活動的滿意度
約 71%。
工作策略：2-4-2 辦理藝文活動，培養人文素養
編 工作項 學校配合 學生事務與
輔導補助款
號
目
款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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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自治性
學生團
體靜態
展活動

65,000(獎 90,000
金：0)(獎
品：0)

45 學生團
體自我
成長探
索講座

10,000(獎 10,000
金：0)(獎
品：0)

一、合計辦理 7 場，學生會 一、參加對象:自治性 一、辦理時間:3 月 19 日、
執行 2 場，經費為學 10， 學生團體；參加人數： 3 月 26 日；辦理地點：中
000 元、補 10，000 元／學 幹部 35 人、參觀人數 小型活動場。二、辦理時
15，000 元、補 35，000
150 人。二、參加對
間:5 月 2-11 日；辦理地
元。數媒系學會執行 3 場， 象：數媒系全體師生； 點：台中市創意文化園
經費分別為學 10，000 元、 參加人數：幹部 17
區。三、辦理時間:5 月 16補 10，000 元／20，000
人、參觀人次約為 300 19 日；辦理地點：台北世
元、補 9，500 元／學 2， 人。三、參加對象：全 界貿易中心展覽 3 館。
500 元、補 13，000 元。資 校師生；參加人數：幹 四、辦理時間：5 月 16-23
訊科技研究社執行 1 次為學 部 18 人、參觀人次約 日；辦理地點：本校
5，000 元、補 10，000 元。 為 200 人。四、參加對 B0421 教室。五、辦理時
ACG 創研社執行 1 次經費 象:全校師生；參加人 間：12 月 1 日-12 月 31
為學 2，500 元、補 2，500 數：幹部 8 人、參觀人 日；辦理地點：本校哈啦
元。二、藉由創意思考使議 數 292 人。五、參加對 廣及 CD 棟廣場。六、辦
題事件轉換成新的樣貌，呈 象:全校師生；參加人 理時間：11 月 17-21 日；
現給觀賞者新的想法、新的 數：幹部 10 人、參觀 辦理地點：本校地下學生
視覺享受、新的影響力，進 人數 1，200 人。六、 食堂。七、辦理時間：11
而展現學藝屬性社團及系學 參加對象:全校師生； 月 24 日-12 月 6 日；辦理
會藝術成果，培育出本校獨 參加人數：幹部 7 人、 地點：A 棟川堂。
特之校園文化。
參觀人數 493 人。七、
參加對象:全校師生；
參加人數：幹部 10
人、參觀人數 1，200
人。
一、合計辦理 2 場，投資理 一、參加對象:投資理 一、辦理時間:4 月 2 日、5
財社執行 1 次為學 5，128 財社師生；參加人
月 7 日；辦理地點:本校
元、補 5，000 元。應財系 數:30 人。二、參加對 A504 教室。二、辦理時
學會執行 1 次經費為學 4， 象:應財系全體師生； 間:11 月 26 日；辦理地點:
872 元、補 5，000 元。二、 參加人數:100 人。
本校 A0002 階梯教室
藉由講師的分享教導學員以

應主動規劃靜態展示區
域，並且加強宣傳，使
學生對靜態展示提高興
趣

需尋找較多新進幹部協
助處理活動的辦理。

46 社團聯
合（跨
校）研
習

40,000(獎 75,000
金：0)(獎
品：0)

正確的觀念來經營自治性社
團組織，進而瞭解如何在學
生組織中與他人分享體會到
團隊的重要性。三、聘請業
界講師講述財金相關議題，
讓系上同學可理解財金方面
的特長可對應之職場工作性
質，以利未來藍圖之進行。
一、合計辦理 8 場，網球社 一、參加對象:網球
一、辦理時間:5 月 3 日；
執行 1 場經費為學 5，128 社；參加人數；本社社 辦理地點:本校網球場。
元、補 12，000 元。真理研 員及其他學校學生:55 二、辦理時間:5 月 24 日；
究社執行 2 場經費各別為學 人。二、參加對象真理 辦理地點:台中教育大學。
3，046 元、補 5，000 元／ 研究社；參加人數:本 三、辦理時間:6 月 15 日；
學 5，000 元、補 5，000
社社員及其他學校學 辦理地點:崇禮堂。四、辦
元。競技啦啦隊執行 2 場經 生:43 人。三、參加對 理時間:11 月 9 日；辦理地
費為學 4，000 元、補 8， 象:競技啦啦隊；參加 點:台中市超群乒乓球訓練
000 元/學 7，000 元、補 8， 人數:本社社員及其他 中心。五、辦理時間:11 月
000 元。桌球社執行 1 場經 學校學生:41 人。四、 25-28 日；辦理地點:C109
費為學 5，000 元、補 15， 參加對象:桌球社；參 教室。六、辦理時間:12 月
000 元。狂風舞稻社執行 1 加人數:本社社員及其 3-5 日；辦理地點:台中市
場經費為學 5，000 元、補 他學校學生:50 人。
櫻花球場。七、辦理時
15，000 元。棒壘社執行 1 五、參加對象:狂風舞 間:11 月 23 日；辦理地點:
場經費為學 5，826 元、補 蹈社；參加人數:本社 崇禮堂。八、辦理時間:11
7，000 元。二、藉由研習增 社員及其他學校學
月 29 日；辦理地點:台中
加學員的專業知識，在研習 生:64 人。六、參加對 市樹人會所。
中與其他學校社團聯繫友誼 象:棒壘社；參加人數:
與學習到如何規劃活動到執 本社社員及其他學校學
行的經歷，進而擴展社團運 生:51 人。七、參加對
作能力。三、提升各社團組 象:競技啦啦隊；參加
人數:本社社員及其他

一、活動與對方學校活
動衝突無法配合。二、
提早規劃活動與配合學
校聯絡安排時間。三、
多舉辦教學性質活動，
才可培養優秀第二專長
人才。

織競爭力，增進社團幹部教 學校學生:76 人。八、
學經驗。
參加對象:真理研究
社；參加人數:本社社
員及其他學校學生:43
人。
工作策略：2-4-3 辦理創意活動，培養學生創新能力
編 工作項 學校配合 學生事務與
輔導補助款
號
目
款支應
支應金額
47 自治性
學生團
體動態
展活動

55,000(獎 55,000
金：0)(獎
品：0)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辦理時間及地點

一、合計辦理 5 場，狂風舞 一、參加對象：狂風舞 一、辦理時間:6 月 4 日；
蹈社執行 1 場，經費為學 蹈社社及全校師生；參 辦理地點：本校崇禮堂。
20，000 元、補 20，000
加人數：幹部 5 人、表 二、辦理時間:5 月 21 日；
元。弦音吉他社執行 1 場經 演人員 20 人及全校師 辦理地點：中小型活動
費為學 10，000 元、補 5， 生約 175 人。二、參加 場。三、辦理時間:5 月 14
000 元。熱門音樂社執行 2 對象：弦音吉他社、校 日；辦理地點：本校哈拉
場，經費各別為學 10，000 外表演樂團及全校師 廣場。四、辦理時間:11 月
元、補 10，000 元／學 6， 生；參加人數：幹部 4 19、12 月 4 日；辦理地
000 元、補 14，000 元。學 人、表演人員 10 人及 點：本校 C 棟小舞台。
生會執行 1 場經費為學 9， 全校師生約 28 人。
五、辦理時間:12 月 6 日；
000 元、補 6，000 元。二、 三、參加對象：熱門音 辦理地點：C 棟小舞台。
藉此活動讓社員鍛鍊台風， 樂社；參加人數：幹部
且藉由活動的辦理加強與其 10 人、本校師生約 68
他學校社團的交流，並透過 人。四、參加對象：熱
觀摩學習而不斷的創新。 門音樂社及全校師生；
三、透過動態展活動的辦 參加人數：幹部 5 人、
理，增進與其他學校社團的 表演人員 15 人及全校
交流，提生學生社團的活 師生約 27 人。五、參
躍。
加對象：狂風舞蹈社、
熱門音樂社及校外表演
樂團及全校師生；參加

檢討及建議
一、因舉辦經驗不足，
故表演時易怯場出錯，
但學員皆用心練習演
出。二、表演樂團穩度
仍不足，團員間默契也
不夠，可於聯課時間中
安排練習時間，以培養
默契及上台台風。

48 社團領 15,192(獎 36,600
袖犀利 金：0)(獎
(創意)養 品：0)
成研習
營

49 人文創
意幹部
研習營

10,000(獎 25,000
金：0)(獎
品：0)

50 啦啦隊
研習活
動

9,000(獎 20,000
金：0)(獎
品：0)

人數：幹部 10 人、表
演人員 50 人及全校師
生約 1，140 人。
一、本次的課程訓練，讓自 一、參加對象:管理學 一、辦理時間:4 月 12 日；
治性學生團體組織幹部們在 院各系學會幹部 20
辦理地點：修平科技大
往後活動辦理上能有更創新 人；參加人數:100 人。 學。
更完善的規劃，相對也提升
各組織的實務能力。二、本
次研習共有 120 人參與。學
員對於活動整體滿意度約
92%。
一、妥善運用團隊合作力與 一、參加對象:人創學 一、辦理時間:5 月 14 日；
團康活動、帶領活動相關之 院各系學會幹部 18
辦理地點：中小型活動
一日課程，認識團體、瞭解 人；參加人數:32 人。 場。
團體價值、團康動力活動教
學。二、藉由此活動使同學
們更能夠替會、了解團隊合
作的重要性，進而運用於日
後系學會的運作。三、對於
活動整體滿意度約 87%。
一、本次研習報名人數為 參加對象:本校大一新 辦理時間:103 年 10 月 1 日
120 人，實際報到參與人數 生（其餘有興趣同學可 辦理地點:本校崇禮堂
為 112 人，參與率達 93%， 自由參加）參加人
較過去高。二、研習聘請專 數:112 人
業啦啦隊教練解析各種啦啦
隊動作及安全注意事項等。
三、研習之回饋表分析為
（一）研習活動場地滿意度
為 93%、（二）研習活動工
作人員滿意度為 99%、

活動前收到工程院各系
同學之報名表後，須再
持續追蹤實際參加人
數，才能得知目前參與
同學實際情況。

一、活動場地空間不
足，參與人員有活動空
間限制。二、日後若有
舉辦類似性活動建議更
改適合的活動場地。

一、少數新生班級因無
參與意願勉強繳交報名
表後卻未出席參與。擬
建議請新生班級導師協
助加強對班上學生宣
導，並監督學生報名及
參與狀況。二、研習中
途有少數學生隨意離席
後就不再回來參與。

（三）研習活動課程內容滿
意度為 94%。四、本次研習
活動各參加班級代表專注聽
講並操練，展現青春活力及
熱情洋溢之一面。另透過教
練之講解，學生們在啦啦隊
動作、規則及安全上都有更
進一步的了解，均表獲益良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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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項 學校配合 學生事務與
輔導補助款
號
目
款支應
支應金額
51 大一新
生心理
適應普
測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辦理時間及地點

960(獎金： 48,000
0)(獎品：
0)

一、實施於全校日間部大一 參加對象:四技部新
辦理時間:10 月 1 日至 10
新生(共 1，718 人次)，施測 生。參加人數:1，718 月 29 日。辦理地點:電腦
人數佔全校四技部新生
人次。
教室。
89、23%。二、本年度高關
懷學生占全體施測人數的
7、18%(102 年度為 6、
8%)，各班導師及心理師協
同輔導高關懷學生，合作良
好。三、經持續推廣，本年
度班級施測率提高至
100%(102 年度為 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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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項 學校配合 學生事務與
輔導補助款
號
目
款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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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依 102 年度建議，已
增加提醒管道，以利導
師運用、申請。二、雖
已透過期初導師研習宣
導、PIS 系統通知，及個
別信件通知等多方管
道，仍有少部分班級需
經提醒多次，徒增行政
與人力資源流失。三、
增加宣導頻率改善上述
現象。

檢討及建議

52 自治性
學生組
織改選

15,064(獎 0
金：0)(獎
品：0)

53 自治性
學生團
體刊物

35,000(獎 0
金：0)(獎
品：0)

一、依各學群系會之系會 參加對象:全校 15 系系 辦理時間:5 月 12-16 日；
長、副會長改選，並於新學 學會、學生議會、學生 辦理地點:本校校園。
期順利完成 15 系新任系會 自治會、全校日間部學
長上任，亦選出各學群議員 生；參加人數:約計 923
共 22 席次組成學生議會， 人。
推動本校學生自治。學生自
治會會長、副會長於下半年
度進行改選，共計 1 組人員
報名，採網路投票方式，約
計全校日間部投票人數為
923 人(同意票 733、不同意
票 190)，投票率為 17、
24%，並順利產生第七屆學
生自治會，推動學生組織的
運作及學生活動。(102 年度
投票人數為 715 人(同意票
615、不同意票 100)，投票
率為 14、06%，較去年提升
3、18%)。二、透過此選舉
活動讓學生體驗公民活動，
進而學習民主法治的知識。
一、為了迎接新學期的到 參加對象:自治性學生 一、辦理時間:9 月 16 日；
來，由學生會製作『自治性 團體；參加人數:行政 辦理地點:C 棟小舞台。
學生團體刊物』。二、讓新 中心幹部 16 人、自治
生能透過刊物的介紹踴躍加 性學生團體約 1500
入社團，讓修平新鮮人在大 人。
學的生活能多采多姿，讓學
校社團能夠蓬勃發展。

一、原應舉行三合一，
及系會長、議會、學生
會一同改選，但因宣傳
時間不足，造成部份同
學未於時間内進行網路
投票，以致於投票率無
法提昇，日後應拉長宣
導時間，請同學踴躍投
票。二、盡量宣導請系
上配合選務事宜，以持
續推動學生自治及課外
活動。

因籌備時間過短造成美
術編輯部份不足。

54 自治性
組織幹
部議事
運作研
習營

10,000(獎 40,000
金：0)(獎
品：0)

一、學生議會執行 3 場經費 一、參加對象:本校學 一、辦理時間:9 月 12 日； 一、學員未能準時出席
各別為學 3，500 元、補
生會幹部、學生議會議 辦理地點:中小型活動場。 上課，希望能準時。
11，500 元／學 4，200 元、 員、各系學會及社團幹 二、辦理時間:11 月 22
二、議事規則較為死板
補 7，400 元/學 2，300 元、 部；參加人數：35
日；辦理地點:中小型活動 生硬，部份議員較難理
補 21，100 元。二、學生議 人。二、參加對象:本 場。三、辦理時間:12 月 9 解吸收。三、應可使用
會辦理議事運作研習，建立 校學生會幹部、學生議 日；辦理地點:立法院。
實務代替條規的方式加
議事規則，培養議員專業知 會議員、各系學會及社
強學生對運作的認知，
識，達成其議員皆有所成 團幹部；參加人數：28
以改善大多數學生對議
長，建立議員自信及自我認 人。三、參加對象:本
會的刻板印象。
知。三、藉由實地的參訪及 校學生會幹部、學生議
議事的運作瞭解本身的職責 會議員、各系學會及社
所在。
團幹部；參加人數：32
人。
55 走出校 100,000(獎 20,000
一、合計辦理 2 次，經費分 一、參加對象：服務學 一、辦理時間:103 年 2 月 一、部份同學服務時漫
園社區 金：0)(獎
別為學 60000 元/學 40，000 習班級及學生；參加人 17 日至 5 月 31 日；辦理地 不經心，導致服務單位
服務
品：0)
元、補 20，000 元。二、讓 數:650 人。二、參加對 點：校外。二、辦理時
反應，宜加強宣導教
學生參與社區服務學習活 象：服務學習班級及學 間：103 年 9 月 17 日至 12 育。
動，進而了解社區營造概 生；參加人數:750 人 月 7 日；辦理地點：校
況，並增進對機構的認識及
外。
服務性質、內容、學生反應
佳。三、學生透過各種服務
方式，養成服務利他精神。
四、統計回饋問卷滿意度均
達 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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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項 學校配合 學生事務與
輔導補助款
號
目
款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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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社團專
長研習
訓練營

45,000(獎 90,000
金：0)(獎
品：0)

一、合計辦理 11 場，投資 一、參加對象：投資理 一、辦理時間:4 月 23 日； 一、規劃活動時幹部未
理財社執行 2 場經費各別為 財社社員；參加人數: 辦理地點:E0202 教室。
能訓練妥當，經常於活
學 3，441 元、補 5，591 元 幹部 4 人及社員約 37 二、辦理時間:5 月 5-9
動前準備不足，造成活
／學 4，367 元、補 6，409 人。二、參加對象：機 日；辦理地點:B420 教室。 動流程銜接不順，應確
元。機電整合研習社執行 2 電整合社社員；參加人 三、辦理時間:5 月 6 日； 實做好傳承及教學，以
場經費分別為學 2，596
數：社幹部 2 人及社員 辦理地點:B320 教室。四、 使活動順利進行。二、
元、補 6，000 元／學 5， 約 28 人。三、參加對 辦理時間:5 月 2 日；辦理 研習課程較為專業，可
000 元、補 9，000 元。電能 象：電能研習社；參加 地點:B421 教室。五、辦理 再將課程規劃較為簡
應用研習社執行 2 場經費分 人數：幹部 2 人及社員 時間:10 月 1 日、10 月 8 易，可吸引更多他系有
別為學 3，596 元、補 5， 約 38 人。四、參加對 日；辦理地點:C 棟小舞
所需求之學生共同參
000 元/學 4，000 元、補
象：資訊科技研習社社 台。六、辦理時間:10 月 11 與。三、參加人數可先
10，000 元。資訊科技研究 員；參加人數：幹部 5 日；辦理地點:太平壘球
行控制，以免造成場地
社執行 1 場經費為學 3，000 人及社員約 55 人。
場。七、辦理時間:11 月 5 不足；研習訓練課程可
元、補 7，000 元。熱門音 五、參加對象：熱門音 日；辦理地點:中小型活動 分級以增加學員學習成
樂社執行 1 場經費為學 3， 樂社社員；參加人數： 場。八、辦理時間 11 月 22 效。
000 元、補 15，000 元。棒 幹部 4 人及社員約 104 日；辦理地點:本校網球
壘社執行 1 場經費為學 2， 人。六、參加對象：棒 場。九、辦理時間:11 月 22
000 元、補 8，000 元。狂風 壘社社員；參加人數： 日-12 月 6 日；辦理地
舞蹈社執行 1 場經費學 8， 幹部 6 人及社員約 24 點:B0417 教室。十、辦理
000 元、補 6，000 元。網球 人。七、參加對象：狂 時間:11 月 27 日、12 月 11
社執行 1 場經費學 6，000 風舞蹈社社員；參加人 日；辦理地點:B0417 教
元、補 12，000 元。二、課 數：幹部 6 人及社員約 室。十一、辦理時間:11 月
程規劃專業的師資教學，透 34 人。八、參加對
25 日；辦理地點:A0408 教
過研習活動增加學員專業知 象：網球社社員；參加 室。
識。三、從研習活動中瞭解 人數：幹部 2 人及社員
新的規則與技術；讓社團幹 約 48 人。九、參加對
部們學習與擴展社團運作能 象：電能研習社社員；
力。
參加人數：社幹部 5 人
及社員約 43 人。十、
參加對象：機電整合研

57 學生宿
舍品德
教育系
列活動

15,160(獎
金：
2,000)(獎
品：0)

15,000

58 品德教 25,000(獎 25,000
育-校園 金：0)(獎
團體創 品：8,000)
意歌唱
大賽

習社社員；參加人數：
社幹部 4 人及社員約
42 人。十一、參加對
象：投資理財社社員；
參加人數：幹部 5 人及
社員約 51 人。
一、學生宿舍「品德教育」 參加對象:全體住宿
辦理時間:3 月 24 日-3 月 30 一、持續辦理品德教育
徵文比賽 113 名參賽，以 生；參加人數:860 人。 日；辦理地點:學生宿舍、 宣導、增加住宿生對品
《品德教育相關文章》為題
行政大樓 A0004 與 A0004 德內涵的體認。二、再
達宣導成效。二、舉辦兩場
階梯教室。
規劃多元性品德教育活
專題講座共 220 名住宿生出
動，鼓勵住宿生參加。
席聽講，宿委會幹部 20 人
出席支援。三、男女舍外牆
張貼活動佈置，對 860 名住
宿生加強宣導。活動滿意度
約 72%。
一、團體創意歌唱大賽共 參加對象:二年級學
辦理時間:11 月 26 日-12 月 一、部分學生反映比賽
22 個班級參加，分別於初 生；參加人數:1，400 10 日；辦理地點:A410 國 場地座位不足。二、部
賽與決賽出場，約計有 1400 人。
際會議廳。
分學生不瞭解活動獎勵
人次到場，同學主動到場加
及獎金。三、初賽報名
油，參加踴躍。二、決賽班
有部份班級未報名或比
級不論指定曲（校歌）及自
賽當天 3 隊棄權。四、
選曲均能充分練習並發揮創
工程學院各系報名情況
意，將班級團隊合作精神發
不佳。
揮無遺。三、各班演唱校歌
能增進愛校思想，另決賽班
級充滿活力爭取榮譽，尤其
班級導師亦參與演出，對班
級經營有正面助益。四、以
回饋問卷方式實施滿意度調

59 品德教 60,000(獎 0
育-小故 金：0)(獎
事大道 品：0)
理手冊

60 品德教 50,000(獎 0
育宣導 金：0)(獎
週活動- 品：5,500)
母親節
感恩寫
卡片活
動

查，共計分發問卷 240 份，
回收 181 份，經統計整體滿
意程度達滿意程度以上為
77、2%。
一、品德教育手冊計編印 參加對象:全校師生參
1875 冊，除於品德教育活動 加人數:1，875 人。
發送外，並置於文宣架免費
提供學生自由索取。二、為
充份運用手冊及擴大活動成
效，利用 103 學年度新生入
學輔導硏習時機，將手冊發
予每位新生。三、為瞭解學
生對本活動之整體滿意程
度，以抽樣方式針對新生實
施活動回饋表調查，共計分
發問卷 102 份，回收 77
份，經統計達滿意程度以上
為 86、5%。
一、祈福卡製作五款母親節 參加對象:全校師生；
卡片提供挑選寄送，並有母 參加人數:1，500 人。
親節貼心眼筆與眼影一份。
二、製作品德教育宣導卡：
印製品德教育宣導卡，置放
於生輔組供同學領取。三、
參加人員約有 500 人，共發
出問卷約 250 人。約 96％滿
意此次活動。四、母親節感
恩寫卡片活動有益於品德教
育感恩與愛的活動主題推
動。

辦理時間:4 月 20 日-9 月 16 一、本手冊印製完成後
日；辦理地點:生輔組、崇 置於開架式文宣架提供
禮堂。
學生自由索取，較難蒐
整學生對本活動之回饋
情形，成效不易評估。
二、本手冊因內含本年
度年曆，較具時效性，
下年度便喪失年曆實用
價值。

辦理時間:5 月 5 日-5 月 9 一、本次輪班同學協助
日；辦理地點:A0410 與中 寫卡片人員不足。二、
庭。
回饋表 96％以上建議持
續辦理。

61 服務學
習成果
發表競
賽

13,016(獎 7,000
金：
10,000)(獎
品：0)

ㄧ、學生參加整體校內成果 參加對象:全校師生； 辦理時間:103 年 6 月 10
一、部份班級未上台發
發表競賽方式後，能增強服 參加人數：264 人
日；辦理地點：A0410 國 表。二、輔導未發表班
務學習的推動，進而培養學
際會議廳。
級。
生對社會的責任感，關懷無
界線之精神。二、教師及學
生透過交流平台彼此分享經
驗與成果，可促使對「服
務」領域有深層的認識與了
解，有利學校創造更多元的
服務學習課程。三、統計回
饋問卷滿意度均達 90%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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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項 學校配合 學生事務與
輔導補助款
號
目
款支應
支應金額
62 偏遠地
區學校
服務

20,160(獎 40,000
金：0)(獎
品：0)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辦理時間及地點

一、合計辦理 3 次，社會服 一、參加對象:黃竹國 一、辦理時間:8 月 14-17
務隊執行 2 場經費為學
小；參加人數:社會服 日；辦理地點:黃竹國小。
53，82 元、補 12，909 元／ 務隊幹部 6 人、黃竹國 二、辦理時間:10 月 25
學 6，709 元、補 12，000 小學員 10 人。二、參 日；辦地點:大城國中。
元。山地服務社執行 1 場經 加對象:桌球社；參加 三、辦理時間:11 月 28-30
費為學 8，069 元、補 15， 人數:桌球社幹部 4
日；辦地點:崑山國小。
091 元。二、社會服務隊至 人、大城國中及大城國
霧峰黃竹國小進行山區服 小學童 42 人。三、參
務，秉持歷屆優良傳統，除 加對象::崑山國小；參
一般育樂營隊，了解當地民 加人數社會服務隊幹部
情進行關懷，充份融入當地 30 人、:崑山國小學員
文化。三、桌球社至彰化大 37 人。

檢討及建議
一、社會服務隊社因服
務對象以學齡學童為
主，故未服務至周邊社
區，若日後能力許可，
可擴大服務區塊，更加
深入原鄉服務，了解原
住民文化生活，給予更
多協助。二、桌球社規
劃營隊課程可有所變
化，另其幹部訓練組織
可再強化，方可提供更

63 教育優
先區營
隊

17,000(獎 21,000
金：0)(獎
品：0)

64 帶動中
小學社
團發展

14,000(獎 19,096
金：0)(獎
品：0)

城國中及大城國小進行育樂
營隊服務，以桌球教學營隊
方式提供學童正當的休閒，
並協助經濟家庭弱勢之學
童，可縮短城鄉數位落差。
一、合計辦理 4 次，應財系 一、參加對象：應財系 一、辦理時間:5 月 21 日；
學會執行 1 場經費分別為學 學會；參加人數:應財 辦理地點：美裙國小。
3，000 元、補 5，000 元。 系學會幹部 15 人及美 二、辦理時間:6 月 8 日；
競技啦啦隊執行 2 場經費為 群國小學童約 30 人。 辦理地點：台中市瑞城國
學 2，500 元、補 2，500 元/ 二、參加對象:競技啦 小。三、辦理時間:11 月
學 6，500 元、補 3，500
啦隊幹部 5 人及瑞城國 29-30 日；辦理地點：台中
元。山地服務社執行 1 場經 小學童約 25 人。三、 市四德國小。四、12 月 9
費為學 5，000 元、補 10， 參加對象:山地服務
日；辦理地點：台中新社
000 元。二、本校社團透過 社；參加人數:山地服 崑山國小。
活動規劃培養學員團隊合作 務社幹部 24 人及四德
的服務精神，學習如何去付 國小學童 50 人。四、
出進而體會志工的精神。週 參加對象:競技啦啦
圍鄰近社區的聯結。三、藉 隊；參加人數:競技啦
由本次活動的安排讓幹部們 啦隊幹部 15 人及建功
瞭解協助弱勢族群的服務精 國小學童約 26 人。
神。
一、合計辦理 5 場，行流系 一、參加對象:瑞城國 一、辦理時間:3 月 26 日-4
學會執行 1 場經費分別為學 小；參加人數:參與人 月 23 日；辦理地點:瑞城
3，000 元、補 4，000 元。 員 24 人及學生幹部 10 國小。二、辦理時間:4 月
桌球社執行 2 場經費分別為 人。二、參加對象:台 2 日-5 月 14 日；辦理地點:
學 2，060 元、補 5，000 元/ 中國小；參加人數:參 台中國小。三、辦理時
學 2，990 元、補 4，336
與人員 30 人及學生幹 間:4 月 30 日-5 月 21 日；
元。社會服務隊執行 1 場經 部 4 人。三、參加對 辦理地點:國安國小。四、
費為學 4，000 元、補 3， 象:塗城國小；參加人 辦理時間:5 月 7 日-5 月 28
000 元。人資系學會執行 1 數:參與人員 90 人及學 日；辦理地點:美群國小。

優質的週邊服務及提昇
活動。

一、此次營隊時間的籌
備時間較短，有許多流
程及課程未討論完成，
造成活動中有斷層或冷
場，必須靠有經驗之服
務人員緩和活動氣氛。
二、服務人員人數較預
期人數少，日後辦理及
籌備時應妥善聯絡，並
考慮週詳。

一、活動規劃會與對方
學校活動衝突。二、活
動內容有時太過單調。
三、器材有時候未準備
周全。協助的幹部未能
準時到達活動地點。

65 社區服
務營隊

17,000(獎 20,000
金：0)(獎
品：0)

66 服務學
習專題
週

37,200(獎 38,400
金：0)(獎
品：0)

場經費為學 1，950 元、補 生幹部 12 人。四、參 五、辦理時間 10 月 29 日2，760 元。二、從活動中能 加對象:美群國小；參 11 月 26 日；辦理地點:台
夠學習到如何規劃活動到執 加人數:參與人員 37 人 中國小。
行的經歷，進而擴展社團運 及學生幹部 5 人。五、
作能力。三、提升各社團組 參加對象:、台中國
織競爭力；增進社團幹部教 小；參加人數:參與人
學經驗。
員 25 人及學生幹部 2
人。
一、合計辦理 4 場，真理研 一、參加對象：真理研 一、辦理時間:4 月 24 日、 一、此次營隊時間的籌
究社執行 2 場經費分別為學 究社；參加人數:真理 5 月 22 日；辦理地點：光 備時間較短，有許多流
3，728 元、補 6，400 元/學 研究社幹部 5 人及光正 正國中。二、辦理時間:10 程及課程未討論完成，
3，000 元、補 4，000 元。 國中學童約 65 人。
月 26 日、10 月 31 日；南 造成活動中有斷層或冷
崇仁樂活社執行 1 場經費為 二、參加對象:崇仁樂 投博愛護理之家及中市中 場，必須靠有經驗之服
學 5，000 元、補 4，600
活社幹部 8 人及中華國 華國小。三、辦理時間:10 務人員緩和活動氣氛。
元。行流系學會執行 1 場經 小學童約 32 人。三、 月 30 日；辦理地點：台中 二、服務人員人數較預
費為學 5，272 元、補 5， 參加對象:真理研究
市光正國中。
期人數少，日後辦理及
000 元。二、使得本校社團 社；參加人數:真理研
籌備時應妥善聯絡，並
與週圍鄰近社區的聯結，此 究社幹部 5 人及光正國
考慮週詳。
外以社團專長進行服務，達 中學童 125 人。
到深耕社區的效果。
一、合計辦理 2 次，經費分 一、參加對象:全校師 一、辦理時間:103 年 3 月 3 一、部份學生遲到，中
別為學 25，192 元、補 15， 生；參加人數：760 人 日-3 月 6 日；辦理地點： 途有報告要提早離席。
000 元/學 12，008 元、補
二、參加對象:全校師 A0410 國際會議廳。二、 二、課程生動，學生反
23，400 元。二、經由服務 生；參加人數：710 人 辦理時間：103 年 10 月 6 應佳，但行政事項報告
學習專題課程講授，讓師生
日-10 月 9 日；辦理地點： 時間不夠。
們感受服務他人，創造人生
A0410 國際會議廳。
價值的意涵。三、師生透過
參與課程，達到了解服務學
習之內涵與精神、師生反應

67 服務學
習志工
研習

10,000(獎 50,000
金：0)(獎
品：0)

68 向陽種
子志工
隊訓練
與服務

160(獎金： 11,000
0)(獎品：
0)

佳。四、統計回饋問卷滿意
度均達 90%以上。
一、讓學生透過參訪，研習 參加對象:服務學習組
課程，學習與培養團隊精 志工；參加人數:40
神。二、經由領導統御課 人。
程，除學習如何做一位稱職
服學志工外，另外也增強了
領導能力。三、夜間反思引
領課程，志工們反應佳。
四、統計回饋問卷滿意度均
達 90%以上。
一、合計辦理 2 次，經費分 參加對象:向陽志工參
別為學 80 元、補 5，500 元/ 加人數:28
學 80 元、補 5，500 元。
二、辦理 2 場次培訓課程，
共 28 位學生參加。三、參
與活動的均表示對自我更加
瞭解，對助人更有想法。

辦理時間:103 年 12 月 13 一、參訪地點雖有提早
日-12 月 14 日；辦理地點: 規劃，但臨時因行程變
校外。
更，需更換，造成時間
太趕。

一、辦理時間:5 月 21 日；
辦理地點:團體諮商室。
二、辦理時間:11 月 24
日；辦理地點:團體諮商
室。

一、依照 102 年度建議，
已持續推動志工隊之運
作，並穩定志工隊人數
及服務品質，同時以本
中心活動為主。二、經
調整本隊服務形式後，
志工對於本中心各項輔
導工作均提供具體有效
的協助，但志工進行前
置工作與計畫討論時受
限於本中心資源、空間
與業務壓縮，難有充裕
空間與資源運用。三、
建議依據本年度運作狀
況，已於 104 年預算中暫
停學輔經費申請，同時
將志工改為義工形式，
持續推動並協助本中心
輔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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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項 學校配合 學生事務與
輔導補助款
號
目
款支應
支應金額
69 自治性
學生團
體指
（輔）
導老師
研習座
談

35,000(獎 0
金：0)(獎
品：0)

70 自治性
學生組
織幹部
座談會

10,000(獎 5,000
金：0)(獎
品：0)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辦理時間及地點

一、執行 2 場，經費為學 參加對象:學務長、課 一、辦理時間:2 月 19 日；
15，000 元/學 20，000 元。 外組、各自治性學生團 辦理地點:本校 A0003 階梯
二、本次再活動規劃上做調 體指導老師、各自治性 教室。二、辦理時間:9 月
整，上午先進行演講、下午 學生團體領袖；參加人 10 日；辦理地點:本校
再舉行座談會議。三、本次 數:師長約計 60 人及行 A0003 階梯教室。
座談會議邀請到中華社團教 政中心幹部 16 人。
育協會張同廟理事長作分
享，並適時給予社團的指導
老師帶領社團的技巧及方
針，有效的讓老師了解社團
運作。四、藉由此座談會針
對現行政策進行討論及建
議，提供學務處做為日後課
外活動實施方向參考。
一、學務長親自與學生組織 參加對象:自治性學生 辦理時間:4 月 9 日；辦理
幹部面對面座談，有效溝 團體；參加人數:行政 地點:A0002 階梯教室。
通。二、藉此座談達到良好 中心幹部 16 人、自治
的問題解決管道，一起找出 性學生團體幹部約 110
好的解決辦法及因應對策， 人。
同時拉近師生之間的距離，
讓學生們更了解學校的各項
作業。

檢討及建議
一、指導老師提出問題
立意甚嘉，但為避免討
論時間過長，日後可於
會議前調查問題，並於
會議中提出書面解答，
以節省會議時間。二、
部份老師仍無法到場參
與研習，盼日後辦理相
關研習活動時能由學生
會邀請指導老師參與。

一、活動前必須先與長
官說明活動流程並確認
出席師長。二、活動開
始前應播放輕音樂才不
會讓學生感到拘束。
三、於活動前 2 天通知
需出席的社團指導老
師，並告知務必全程參
與。

71 輔導專
業成長
工作坊

6,000(獎 18,000
金：0)(獎
品：0)

一、合計辦理 2 次，經費分 參加對象:報名教職
一、辦理時間:3 月 31 日、
別為學 2，656 元，補 11， 員。參加人數:78 人
4 月 7 日；辦理地
200 元/學 3，344 元，補 6， 次。
點:C0108、A0509。一、辦
800 元。二、共辦理 4 場工
理時間:11 月 5 日、11 月
作坊，達 78 人次，較去年
12 日；辦理地點:E0108同期成長 58％。工作坊透
1。
過互動、回饋、案例分享提
昇輔導知能，參與者反映與
講座相比，更有收穫。期待
更多場次。
72 學輔專 13,080(獎 7,000
一、有別於過去只辦理 1 場 參加對象:學務相關人 辦理時間:11 月 13 日辦理
業成長 金：0)(獎
次，部分同仁因工作無法參 員參加人數:42 人
地點:A408 室
講座活 品：0)
與，為使學務同仁每位皆能
動
參加，規劃辦理上下、午各
1 場講題一樣的講座，經確
認學務人員每人皆則一參
加。二、透過對學務工作非
常有經驗的柳學務長分享，
同仁表示其提供之內容非常
豐富，可供參考很多。三、
與過去相較，學務處本身參
與率已提升，已有 97%參與
率，表示滿意達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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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項 學校配合 學生事務與
輔導補助款
號
目
款支應
支應金額
73 學生事
務與輔
導人員

51,000(獎 29,000
金：0)(獎
品：0)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辦理時間及地點

一、依據 102 年度檢討，
103 年度辦理參照教師課
表與學輔行事曆，盡可
能與其他活動時間不衝
突。二、103 年度參與人
員表示希望有更長時間
的主題性工作坊。

一、活動開放社團指導
老師及導師報名參加，
但參與率非常低。二、
活動後，回饋滿意以上
雖高，但在對於學輔經
費編列幫助上，仍有部
分同仁圈選普通，應再
注意。三、同仁建議邀
請長官參加，讓長官也
能瞭解學務工作，擬於
下次辦理時邀請長官參
加。

檢討及建議

一、透過校外觀摩，參訪學 參加對象:學務相關人 辦理時間:8 月 20 日--21 日 一、於調查表中詢問是
務績優學校，參觀、分享彼 員。參加人數:35 人
辦理地點:正修科技大學、 否持續辦理，多數同人
此學務工作心得，除達到經
南台科技大學
皆表示應持續辦理。

觀摩活
動

驗交流目的外，同仁受益很
多，更表明增加同仁間的情
誼，一舉二得。二、相較
102 年度，本次參與率比前
一年度提升，回饋滿意達
96%。三、同仁在觀摩後分
享，表示本校雖有仍有不及
他校之處，但已不如過往，
只是抱怨，而是更積極正向
思考如何改進。

二、同仁表示獲益良
多，期望持續規畫辦
理，讓同仁持續學習他
校優點，改進自我缺
失。

學校配合款
補助款執行總計：
執行總計：
1833452
1848108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單位：

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