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學生事務與

輔導領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款支

應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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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導師輔導

知能研習

30,000 50,000 辦理導師輔導知能研習共計10場，內容廣

佈初級預防至三級預防及不同諮商取向，

還有性別平等教育議題，並邀請知名講師

主講，以提升導師輔導知能，其整體滿意

度達96.5％。

全校教職同仁、兼

任、義務輔導老師

本校教職員，總計

324人次，各場次

參加人數如下：

1. 21人次

2. 21人次

3. 23人次

4. 30人次

5. 30人次

6. 55人次

7. 53人次

8. 42人次

9. 10人次

10.39人次

於圖資大樓LO421教室辦

理之場次：

1.96.12.3

2.96.12.10

3.96.12.12

於圖資大樓國際會議廳辦

理之場次：

4.96.12.17

5.96.12.18

6.96.12.19.7.96.12.20

8.96.12.21

於行政大樓表演教室辦理

之場次：

9.97.1.4~5

於圖資大樓遠距教室辦理

之場次：

10.97.1.17

1.有4場次人數少於30人次，對於人

力物力財力之投入較顯可惜。

2.配合導師上課時間於中午午休時

間之規劃舉辦，可惜宣傳不夠及過

於密集，導致老師參加踴躍度不

足。

3.一學期舉辦10場次講座，對承辦

人負擔太重，也對於導師因為每學

期有許多單位及需求要參加許多活

動而負荷太多，建議於預算時能切

合實際需求評估之。

4.此次舉辦一系列有關性別教育課

程，讓老師知道性別平權及師生間

性別之觀念與法律問題，讓老師知

道教育部最新規定與界定模糊地

區。

2 其他強化學生

輔導措施

20,000 30,000 義務輔導老師輔導知能研習會:1.高關懷群

學生追蹤關懷技巧. 2.敘事治療工作坊
1.義務輔導老師。

2.義務輔導老師、

導師、校外輔導人

員。

1.96年12月19日，12：00

～13：30，諮商與生涯發

展中心助學園地會議室。

2.96年12月20-21日，9：

30～16：30，圖資大樓國

際會議廳（LB103）。

1.日四技大一新生憂鬱情緒檢測之

後共有156位高關懷群學生，透過訓

練義務輔導老師給予追蹤關懷、建

立關係，更能落實檢測的意義，並

降低危險因子的發生。2.此次專業

主題研習會開放校外之學校輔導人

員、及社福機構助人工作者參加，

獲得校外人員熱烈且肯定的回應，

並能發揮輔導資源與社區共享、以

及促進諮商輔導專業人員交流之功

能。建議未來可繼續此模式，以使

教育資源獲得最大效益。

五、樹德科技大學  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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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一律以A4大小紙張填列）

1.強化導師

輔導功能

96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執行成效



3 提昇導師功能

鼓勵措施

104,000 0 1.辦理96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暨新生班導師

會議，及期末導師會議。期初導師會議並

表揚19位95學年度績優導師40位學務優良

導師。2.新生班導師會議出席率80％；期

初導師會議出席率72％；期末導師會議出

席率73％。

全校導師：1.新生

班導師會議：52位

新生班導師參加。

2.期初導師會議：

全校導師有157位

參加。

3.期末導師會議：

全校導師有159位

參加。

1.新生班導師會議：

96.9.10，1200-1330

2.期初導師會議：

96.10.12，1200-1330

3.期末導師會議：

97.1.15，1200-1330

1.辦理導師會議能有效與導師們溝

通意見並傳達行政單位重要訊息。

2.在學生事務的推動上，仍需要導

師們的協助，加強導師們與學生間

的聯繫並增加其互動機會。

4
學生家長聯繫

與訪談
18,244 20,000 新生懇親座談會

全校師生及家長

/200人

活動時間：96.09.15

地點：圖資大樓LB105

新生懇親座談會提昇家長們對學校

環境及各相關教、學、總務所提供

的資訊，使學生家長放心安心。

172,244 100,000

1-1 30,000 70,000

1.95學年度宿委幹部特別訓練

2.96學年度幹部特別訓練

1.教官、宿委幹部

/46人

2.教官、宿委幹部

/48人

1.96.04.01~96.04.02校

內、台東知本

2.96.09.13~96.09.14校

內、墾丁

因第九屆的宿委學姐剛卸任，所以

新進的宿委人員較不懂得活動的流

程，不過在各小隊隊長的帶領下即

有良好的改善。

1-2

21,700 45,000

1.辦理「學生活動中心_That s Fine 社團

幹部研習週社」。

2.全校社團幹部研習週。

2.石穗康輔社社團研習及廣播社參訪電

台。

每梯次50人共5梯次

，約250人次社團幹

部參與。

辦理時間:96年3月~96年

12月31日

地點: 校內

1.自治團體或社團利用定期舉行

幹部會議，各社團互動成效良

好。

2.鼓勵社團參加研習營並使社團

幹部以及社員增長各項經營運作

能力，課指組也能隨時掌握社團3-1
33,486 22,500

由各系舉行師生座談會共21場，也讓同學

對系學會有更深的認識。

全校學生 辦理時間:96年3月~96年

12月31日

地點: 校內

學生與系所老師透過座談會可以相

互溝通了解，增加互動機會。

3-2 9,500 10,769 辦理「與校長相約在星空下」活動。讓同

學能與校長近距離接觸，讓師長和學生能

有雙向溝通互動的機會。

全校師生 辦理時間：96.12.12 透過相互溝通了解，增加師生互動

機會。

4-1

15,000 30,000

社團觀摩學習。 全校社團幹部與同

學

辦理時間:96年3月~97年1

月9日

地點: 校內

透過社團的交流及學習可以增進

彼此的情誼也學習對方的優點相

互激勵。

4-2

13,300 0
辦理第10屆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選舉及交

接等活動。

全校學生 辦理時間:96年3月~96年

12月31日

地點: 校內

鼓勵社團充分運用會議功能並使

社團幹部以及社員增長各項運作

能力，學習自治選舉等公民經驗

，課指組也能隨時掌握社團近

況。

122,986 178,269

學生自治團體

輔導及運作

金  額  小  計

1.強化導師

輔導功能

金  額  小  計

2.強化學生

自治功能

學生自治幹部

研習活動或座

談會

學生自治團體

辦理師生座談

等相關活動

96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執行成效



1-1

65,100 52,000

1-2 160,000 185,000

1-3 100,000 100,000

1-4 76,548 152,500

1-5 48,900 47,500

1-6 20,000 0

1-7 15,000 15,000

1-8 30,000 30,000

1-9 30,000 10,000

1-10 155,000 194,000

1-11 100,000 100,000 1.參加校際性各項球類運動競賽10場。

2.辦理新生盃、系際盃、樹德盃…等各項

運動競賽12場。

3.辦理趣味性運動競賽1場。

全校師生 時間：96.1~96.12。

地點：於校內外各活動場

地。

1.球賽紀錄台人員需加強訓練。

2.比賽如遇雨天，賽程常需延長，

場地借用就會有點亂。

1-12 89,825 90,000 邀請優表演藝術劇團演出「巨地獅子吼」

，優人神鼓深沉、雄厚的鼓聲是該劇團最

大的特色。「巨地獅子吼」演繹的不僅是

一個求道者的心路歷程，也是勇士奔向巔

峰的途中參透生命，尋獲智慧與勇氣的故

事。

全校師生 辦理時間：96.10.25 讓進修部同學也能一起參與學校為

同學所舉辦的各項活動。

1.其中包含主題特色活動-系週文化週、童

玩祭、全國大專院校裙擺搖搖幼兒創意律

動大賽等。

2.社團嘉年華、國標研習營、飢餓30體驗

營、流設系造型秀、樹德先生小姐選拔、

校歌比賽、成年禮等全校性活動。

3.其他競賽及成果展演、康樂、學藝性活

動也非常精采。

4.共補助63個社團活動

全校學生 辦理時間:96年3月~96年

12月31日

地點: 校內外活動場地

96年活動性質分布較平均，朝學

術、知性、快樂、希望前進，未來

仍將鼓勵社團辦理活動內容以結合

通識,藝文,資訊,外語,教育…等方

面努力，賦予活動有更充實的教育

內涵。

3.推展學生

社團活動

補助學生社團

辦理校際性活

動、全校性活

動

96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執行成效



2-1-1

90,000 170,000

1.舉辦菁英研習營，讓各社團長及幹部學

習經營社團的使命，並於活動中加速社團

交流。

2.補助各社團辦理幹部訓練，藉由交流及

溝通加強學生組織的認知及使命。

3.共補助6場次。

參加對象：全校學

生、社團幹部

辦理時間:96年1月-96年

12月地點: 校內外

各社團及系學會舉辦幹部訓練以利

社團運作順利，成效顯著。特別是

社團精英研習方面，社團幹部可以

充分交流，創造合作契機。

2-1-2

10,000 10,000

辦理社團指導老師座談會，讓各社團指導

老師能交互意見。
參加對象：校內外

社團指導老師、全

校學生、社團幹部

辦理時間:96年1月-97年1

月地點: 校內

因社團指導老師因公忙錄，不克參

加者眾，未來仍將強宣導並設計更

符合老師的活動，鼓勵社團指導老

師踴躍參加。

2-1-3

48,100 60,000

舉辦社團評鑑讓社團互相交流對社團經營

內容。從社團評鑑成果中讓各社團相互切

磋，將績優之社團及社團指導老師給予獎

勵，並將經驗分享給其它社團作為鼓勵。

參加對象：全校學

生、社團幹部

辦理時間:96年1月-96年

12月地點: 校內外

社團評鑑的成果對於社團之間的交

流也非常有意義。

2-2-1

40,000 83,500

1.包括基層文化服務社-發揮大愛光明嘉誠

國小等7場國中小服務。

2.石穗康輔社-無敵遊樂冬令營等2場國小

營隊，頗受附近國小師生好評。

3.其他如"資工系-大手牽小手是皆跟我走"

活動，太極拳社暑期國小太極營(2場)，稻

草人劇團國小公演等。

4.共補助15場次活動。

參加對象：校內外

社區及中小學學生

約 300人、全校學

生、參予服務之社

團同學約400人次。

辦理時間:96年1月-96年

12月地點: 校內外

社團舉辦帶動中小學社團活動的能

力已經受到各中小學的重視，可再

繼續配合執行。

2-2-2 5,000 10,000 1.網球教學。

2.桌球教學。
橋頭國中、小學生

30人，楠陽國小學

生50人

時間：

96.11.28~96.12.14。

地點：岡山公園網球場。

時間：

96.12.10~96.12.17。

地點：楠陽國小。

成果良好。

2-3-1

30,000 33,225

2-3-2 15,000 22,500

參加對象：校內外

社團指導老師、全

校學生、社團幹部

邀請鄰近社區學童進入校園內的活動，例

如鄰近明陽中學藝文表演、仁愛之家表演

，較偏遠的有電子商務研習社的蘭嶼國小

學童電腦教學、以及偏遠地區或育幼院等

機構也是積極服務的對象。本年度補助8場

次社會服務活動。

辦理時間:96年1月-96年1

月地點: 校內外

各社團與校區附近的鄉鎮或社區團

體互動良好，也獲得大家的肯定，

使他們更能發揮自我服務他人。未

來應再增加能力之培訓，使社團們

更能秉持著專業的態度去服務鄉鎮

或關懷社會。並加強服務次數。

3.推展學生

社團活動

辦理「推動校

園社團發展方

案」(1) 健全

校園社團制度

辦理「推動校

園社團發展方

案」 (2) 帶動

中小學社團發

展

辦理「推動校

園社團發展方

案」(3) 鼓勵

校園社團進行

社會服務工作

96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執行成效



3

全校性藝文活

動
122,000 70,000

1.補助社團辦理推廣全校性藝文活動表演

演講等，大型活動例如華聲擊樂齊賀年及

音樂藝術節等藝文活動。

2.補助音樂戲劇性社團發展自我專長，例

如吉他社、熱音社、熱舞社、國標社爵士

鋼琴社等活動。

3.共補助13場次。

參加對象：校內外

社團指導老師、全

校學生、社團幹部

辦理時間:96年1月-97年1

月地點: 校內外

辦理藝文活動可增加同學的人文素

養，未來將在持續辦理，並鼓勵同

學踴躍參與。

4-1 70,000 50,000 1.校際性球賽5場。

2.校內球賽3場。

3.游泳教學2場

4.舞蹈活動1場

全校師生 時間：96.1~96.12。

地點：於校內外各活動場

地。

學校無游泳池設施，水上活動需至

校外，場地、車資費用過高，學生

負擔太重。

4-2 20,000 15,000 1.啦啦隊研習1場。

2.啦啦隊比賽1場。
全校師生 時間：

96.10.13~96.10.14。

地點：本校禮堂。

時間：96.12.18。

地點：本校女壘場。

同學參予度不夠熱烈。

4-3 30,000 10,000 1.體適能活動2場。

2.水上活動1場。

3.球類活動1場。

全校師生 時間：96.11~96.12。

地點：於校內外各活動場

地。

1.藉由遊戲的方式，加強學生體適

能。

2.活動流程規劃不夠順暢。

5
社團活動文宣

編製
30,000 0

補助學生活動中心辦理學生刊物-勁報。 參加對象：全校學

生、老師

辦理時間:96年1月-96年

12月地點: 校內外

以學生刊物作為社團與同學的溝通

橋樑，並宣傳社團活動，達到推廣

社團的目的。

1,400,473 1,510,225金  額  小  計

3.推展學生

社團活動

其他休閒運動

之推展

96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執行成效



2

舉辦學生生

理、心理健康

講座

20,000 30,000

952「EQ我最行─從自我了解到壓力調適」

系列講座：1.標記愛情～從刺青談情愛EQ/

周美玲導演。2.天地我獨行～Who am I？/

徐西森主任。3.跨越七彩橋～談人際溝通

與技巧/饒夢霞教授。4.情緒動動波～談情

緒管理/黃進南教授。5.壓力麻辣鍋～談壓

力紓解與放鬆技巧/曾迎新主任。6.「前進

未來，打造職場戰士」生涯輔導週系列活

動─a.「穿著Prada的惡魔」生涯影展b.

「彩繪生命‧掌握生涯」生涯講座，透過

生涯講座與影展的進行，讓來參與的全校

學生學習思索未來生涯方向，與努力開展

生命的花朵，進而能豐厚自我人生，更能

擁有燦爛美好的未來，活動滿意度97%。

本校學生各場次參

加人數：1.450

人、2.155人、

3.258人、4.126

人、5.199人，合

計1188人次。

6.135人

1.96.03.27(二)10:00-

12:00/D0105、

2.96.04.10(二)10:00-

12:00/DB136、

3.96.05.07(一)10:00-

12:00/D0105、

4.96.05.16(三)10:00-

12:00/D0105、

5.96.06.04(一)13:10-

15:00/D01051.6.生涯講

座：96/12/3(一)14：

20~16：20（LB103國際會

議廳）。

生涯影展：

96/12/5(三)10：

00~12:00（通識教育學

院-文化交流廣場）。

1.5場講座整體對學生的幫助程度高

達91%，而其中又以第1.2.3場最高

，參加學生表示主講者生動、幽

默、活潑的演講風格，以及貼切的

舉例讓他們可以對演講主題有更深

刻的了解。  2.講座仍採用與相關

課程合作的方式辦理，以使更多學

生受惠、使講座發揮較大效益。

3.講座主題多元豐富，涵蓋愛情、

自我探索、人際、情緒管理、壓力

調適等面向，切合學生於大學階段

的發展需求與生活議題。

4.參與學生有少部份是進修部的學

生，對於有機會可以接觸與生涯相

關議題的講座與影展，皆感到收穫

良多，並建議未來也能在夜間多舉

辦各式議題的活動，讓進修部學生

也能在課餘時，有更多元的學習。

3

辦理輔導中心

學生義工研習

活動

20,000 40,000

1.辦理952志工學期活動共11場。以培養志

工自我成長及增進團體凝聚力為主，內容

包括期初幹部會議、期初座談會、心靈成

長讀書會、無障礙體驗活動、青年志工基

礎訓練、送舊晚會、期末座談會…等，培

養志工服務熱忱，使能真心關懷身邊的同

學及朋友。2."向葵家族助人成長營-大手

牽小手活動"，整體滿意度為95%。

諮商與生涯發展中

心志工服務隊及身

心障礙生、同儕輔

導員，參加人數有

40人

96.12.02於台江生態園區

及七股鹽山辦理

本活動由本中心志工隊、身心障礙

生及其同儕輔導員共同參與，藉由

自助及助人的體驗活動，讓參與者

同時有機會體驗助人者，並於歷程

中增進人際互動與助人技巧。

5

購置學生輔導

相關書刊及心

理測驗

30,000 0

1.為強化諮商與生涯發展中心輔導功能，

豐富可供導師們運用之輔導資料，及充實

可供學生借閱之心靈成長視聽資料，購置

輔導視聽資料共12部公播DVD。 2.添購生

涯興趣量表(大專版)答案紙500張與賴氏人

格測驗(新訂版)答案紙400張，於個別諮商

及班級輔導使用。

供全校師生使用 1.96.9.6 購 置 。

2.97.01.03於諮商與生涯

發展中心訂購

生涯與自我探索為個別諮商及班級

輔導時常探討的議題，添購此2項量

表的答案紙以供全校師生充裕使

用。

4.強化諮商

輔導工作

96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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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成長營

20,000 39,762

舉辦三個團體

1.彩繪生命藍圖~生涯探索成長團體，整體

滿意度達90.3％

2.飛出自己的天空--壓力調適成長團體，

整體滿意度達91％

3.愛你不礙你--兩性關係成長團體，整體

滿意度達91％                       4.

辦理「靜默溝通體驗營」自我成長團體，

以促進身心障礙學生與一般學生的溝通與

融合，達到彼此學習適應及生活適應，整

體滿意度達92％。

全校學生：1. 生

涯探索：學生14人

次

2. 壓力調適：學

生9人次

3. 兩性關係：學

生7人次 4.全校師

生，共47名。

1. 96.10.04~96.11.08，

助學園地團諮室

2. 96.10.30~ 96.12.11

，助學園地團諮室

3. 96.10.31~12.5，助學

園地團諮室4.96.12.01，

9：00～17：00，諮商中

心會議室、R107藝術教

室、助學園地會議室。

1.此次三個團體都是發展中的大學

生重要議題，也希望同學能夠從這

三個團體中學習到更多的能力應付

未來。

2.本校學生易為打工或課業而放棄

類似活動，故成員易於團體中流失

已是普遍現象，但也不因此忽略需

於團

體諮商協助的學生，而未舉辦小團

體。

3.此次有學生因團體諮商後，更進

一步需個別諮商繼續協助。

4.可以針對各院系或社團特性與需

求來舉辦各種團體，將功能更加廣

泛運用。

5.為體驗無聲的世界，體驗一整天

都不說話進行團體活動，此為一創

新的課程安排，讓一般學生與聽障

學生一起學習成長；建議未來可針

對不同類型身心障礙再進行類似的

自我成長團體。

4.強化諮商

輔導工作

96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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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944 40,000 1.95學年度第二學期舉辦2個成長團體，分別

是"愛要愛的有頭腦-兩性成長團體"、整體滿

意度達95.2%，及"永不放棄-行動成長團體"、

整體滿意度達94.2%。2.96學年度第一學期辦

理”特殊學生大學適應團體”，95%的身心障

礙生對團體活動的內容及團體領導老師的帶領

感到滿意或非常滿意。3.辦理「前進未來，打

造職場戰士」生涯輔導週系列活動。活動包

含：「金法尤物」生涯影展、「快樂學習，飛

向未來」生涯講座、「時光隧道」之第一站

「我的生涯彩虹橋」、第二站「星座夫人」、

第三站「十字路口停看聽─如何撰寫履歷

表」、第四站「做自己人生舞台的主角─美姿

美儀訓練」、第五站「打造一個全新的自己─

造型設計諮詢」、第六站「生涯逹人─提昇表

逹與溝通能力」、第七站「16種性格分析測

驗」、第八站「塔羅牌生涯運勢搶先看」及

「生涯行動派─生涯團體施測及測驗解釋座談

會」等十一項活動；透過生涯輔導週多元、生

動、有趣的活動的實施方式，增進本校全體學

生對生涯規劃與建立良好之生涯概念，並提早

學習自我生涯方向之規劃，進而在未來面臨生

涯抉擇時可以有更積極正向的態度去迎接不同

的挑戰；活動期間學生針對自己的需求及有興

趣的方向，至各站做自我生涯的探索及瞭解，

活動現場氣氛相當熱絡，參與的學生對自我的

生涯規劃也有很多的收穫，活動滿意度100%。

全校學生及特殊學

生1.共計104人參

加 2.共計62人 3.

全校學生參與人數

約1200人。

1.愛要愛得有頭腦－兩性

成 長 團 體 ：

96.05.03~06.07每週三於

助學園地團諮室。 2.

永不放棄－行動成長團

體：96.05.03~05.31每週

四 於 助 學 園 地 團 諮 室

2008/1/24特殊學生大學

適 應 團 體 ：

95.11.22~12.13之每週四

晚上於本中心會議室。

96.11.26～96.11.30於扇

形廣場。

1.兩性關係及自我探索行動成長二

個團體都是發展中的大學生重要議

題，參加的學生多表示對其有所幫

助。此團體因為期中放春假與期中

考，故把團體時間排在期中考之後

，招生也相對較晚，致使學生報名

較不踴躍。建議未來無論何時開辦

，皆可於開學初招生。2.特殊學生

之團體參與者覺得在"人際互動技巧

及良好態度"、"如何有效的學習"

及"與同伴互動、彼此支持"等方面

有最多的收穫。此外，團體進行中

另聘請手語翻譯員，使參與的聽障

生能同步且有效的融入團體中。3.

為期一週的生涯輔導週系列活動，

每位參與學生對於活動方式覺得相

當有趣並有很多的收穫， 也相當期

待下次還有更多元不同的方式呈

現。

4.強化諮商

輔導工作

辦理學生就業

輔導措施

96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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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73 59,225 辦理師生職涯規劃與就業輔導研習共計5場

，以輔導學生為主，內容廣佈學生瞭解自

我職能特質、電子履歷記錄及就職涯顧問

輔導等不同取向，並邀請企業知名講師主

講，以提升學生就業力及就業輔導委員輔

導知能。辦理5場活動如下：

1. 電子歷程檔案競賽--『大家一起來動手

填寫全人學習歷程檔案』

2. 『永保活力、幸福生涯』屏東市長葉壽

山先生專題演講

3. 『解讀職能檢測密碼—剖析您的內心世

界』專題演講

4. 學生職涯顧問~『學生就業輔導委員

會』會議

5. 『前進未來打造職場戰士』

全校師生共506名 96年10月至96年12月（設

計大樓D0105演講廳、圖

資 大 樓 LB103 國 際 會 議

廳）

1. 在『電子歷程檔案競賽』期間，

學生表示填報系統時，檔案存取不

便且時常會自動跳出系統、報表格

式是否可採自由選擇列印之模式，

而非固定格式。本組將會一一整理

學生之建議，並加以檢討之。

2. 在『永保活力、幸福生涯』專題

演講中，學生認為可從演講者身上

體驗到充實自我知識，懂得運用學

校資源，培養自己的能力。在活動

空間部分，學生建議下次可以使用

更大的場地。

167,217 208,987

4.強化諮商

輔導工作

辦理學生就業

輔導措施

金  額  小  計

96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執行成效



1 提昇品格教育

7,496 9,920 1.十大白目行為 十大好人牌行為排行票選

2.樹德至善達人原來有你
350人次

1.活動時間：96.12.26

地點：圖資大樓

2.活動時間： 97.1.3

地點：壘場

活動都安排在學生上課時段 所以參

與的人並不是很多 。

6
民主法治教育

相關活動

5,050 9,898
民主法治落實暨宿舍幹部改選

老師、住宿生

/2300人

活動時間：96.12.12

活動地點：校內

改選宣傳不夠，導致有些住宿生不

太知道改選的訊息及意義。

8
性別平等教育

相關活動

30,000 30,000 辦理性別平等教育輔導活動「我的情歌會

轉彎～情歌歌詞改編暨演唱大賽」
本校及外校學生，

參賽者共29組、43

人次，現場參與活

動學生共計350人

次。

96.12.18(二)晚上6：00-

10： 00圖資大樓大禮堂

L0105。

1.此次將活動獎金提高，學生參賽

意願也明顯踴躍熱烈許多，參賽組

數高達29組，超出原規劃之20組，

建議未來應設計額滿之報名篩選機

制，以更能掌控活動流程與品質。

2.此次活動主持人邀請廣播電台DJ

擔任，主持人表現專業且流暢，且

很能帶動現場氣氛。

3.開放校外學生參加是一個促進學

生有更多元性平議題交流的好方法

，尤其本校附近有多所友校，未來

可規劃充裕時間向友校宣傳，提升

友校學生參與率，擴大活動參與層

面。

10 春暉專案活動

50,000 30,000

1.健康新主張，拒吸二手菸講座

2.春暉盃默契十足10人11腳競速賽

3.有愛社區菸害防制淨山活動

4.活力四射、打擊五毒

5.尊重從心開始專題系列講座活動

6.建築物內全面禁止吸菸環境建置

1.老師、學生/255

人

2.老師、學生/110

人

3.老師、學生/32

人

4.老師、學生/260

人

5.老師、學生/510

人

6.全校師生

1.96.5.2~5.3校內

2.96.5.4校內

3.96.6.23

4.96.10.26

5.96.12.10校內

6.96.11~校內

1.宣導公共場限菸規範，讓學生對

菸害能有深刻的認識。

2.宣導校園公共建築物內禁菸活動

，提供多元化健康休閒活動，以系

際競賽方式，培養團體默契，以凝

聚各系向心力。

3.淨山活動使環境清新自然，更促

進社員交流，凝聚社團向心力，發

揚社團創社目的，進而達成永續經

營社團。

4.宣導毒品的害處，讓學生對毒品

能有深刻的認識。

5.宣導公共道德須相互尊重才能獲

得真正自由。

6.宣導校園公共建築物內禁菸活動

，並公告週知。

92,546 79,818

5.配合教育

部專案活動

金  額  小  計

96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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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工讀輔導

座談
36,000 24,000

1.辦理工讀生訓練大會暨2梯次補訓練活

動。全校工讀生除極少數無法配合的同學

之外，超過 95％的學生已完成受訓。

2.有85％的學生表示滿意或非常滿意訓練

課程的安排，但有35％的學生表示訓練時

間與課程或工讀時間衝突。

全校工讀學生計

450人

訓練：96.12月6-8日

地點：設計大樓D0105

1.訓練實施時間較難符合學生需

求，或與課程或工讀時間衝突。

2.如作業時間許可，應儘早發佈

訓練通知，或增加補訓的時段選

擇讓受訓人員能調撥自己的行程

1-2
宿舍安全教育

與宣導

25,000 27,348 1.宿舍管理之生活教育

2.租屋哪裡找(蚤)

3.沁涼一夏之水花朵朵開

4.提升7年級生生活教育之室長大會

5.芭不得在一起

1.教官、幹部/100

人

2.老師、學生/200

人

3.老師、學生/500

人

4.老師、學生/175

人

5.老師、學生

/1200人

1.活動時間：96.5.15地

點：校內

2.活動時間96.5.23地

點：校內

3.活動時間：96.6.14地

點：校內

4.活動時間：96.11.1地

點：校內

5.活動時間：96.12.5地

點：校內

宣傳不夠的關係造成沒有很多學生

來參加，工作人員前置作業不夠完

整，仍待改進。

6.維護學生

安全措施

96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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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 15,000
藉由課程安排，有效提昇師生安全意識，

減少意外傷亡事件發生，俾利校園安全維

護工作。

本校師生約1600人

次參與

96.10.29~96.10.31於本

校設計大樓教室

需擴大活動宣傳工作及律定本校住

宿同學均能參與，以擴大宣導效果

2-2

30,000 40,000 辦理16小時初級急救教育訓練課程共2梯

次。
主要參加對象為學

生，共計59人報名

參加。

1.96.5.56~5.27辦理 1梯

次，地點：教學大樓T205

教室。 2.96.12.1~12.2

辦理1梯次，地點：教學

大樓T204教室。

急救教育訓練課程時間安排於假日

兩整天，報名學生皆是自願報名參

加，雖然人數偏少，但學生學習效

果良好，將採取加強宣導急救教育

訓練的益處，讓學生自願參與人數

增多，並將事故傷害防治宣導帶入

社區家庭中。

3
交通安全教育

與宣導

20,000 30,000

1.辦理交通服務隊專業訓練講習1場

2.辦理交通安全講座共辦理5場

1.交通服務隊共60

人次

2.學生計2500人

1.活動時間：96.11.17活

動地點：學校大門口

2.活動時間：96.12.14-

96.1.9活動地點：學校教

室

1.本校位於旗楠公路上，交通相當

頻繁，故強化交通服務隊專業訓練

為重點工作。

2.為建立本校同學確實遵守交通規

則，保護學生交通安全。

4-1

10,000 10,000

衛生保健暨冬至湯圓節 老師、學生/800人
活動時間：96.12.17

活動地點：第二宿舍廣場

因同學有插隊及代領的情形發生，

導致影響到作業程序。

4-2

20,000 20,000 1.傳染病系列活動。

2.辦理衛教育講習活動。

3.辦理餐飲衛生講習活動。

參加對象為全校師

生及餐飲工作人員

及橫山國小師生約

1萬2千人。

1.96年4~6月辦理防疫作

戰宣導活動，地點：本校

校園。 2.96年4~6月辦理

傳染病有獎徵答活動，地

點 ： 本 校 校 園 。

3.96.5.22舉辦高雄縣橫

山國小傳染病宣導活動，

地 點 ： 橫 山 國 小 。

4.96.11.2辦理衛生教育-

安全性行為講座，地點：

設計大樓。5.96.12.12辦

理餐飲衛生講習活動，地

點：教學大樓T201。

1.以有獎徵答活動方式獲得師生熱

列迴響  2.由社團帶動社區活動，

除充實學生對自我防疫的認知，並

充份發揮服務熱忱的精神。

6.維護學生

安全措施

學 生 急 救 訓

練、防火防災

演練或其他緊

急事件應變訓

練措施

衛生保健宣導

活動及餐廳安

全講習活動

96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執行成效



5
衛生保健志工

培訓

35,000 35,000 衛保志工培訓活動 參加對象衛保志工

33人及高雄市人愛

之家老人約50人及

餐飲從業人員 30

人。

1.96.4.22辦理仁愛之家-

愛心饗宴關懷老活動，地

點 ： 仁 愛 之 家 。

2.96.5.26~27志工參加初

級急救教育訓練課程，地

點 ： 教 學 大 樓 T205 。

3.96.4.25辦理餐飲衛生

講座，地點：圖資大樓

LB104。4.96年3月~6月舉

辦衛生知識講座及志工餐

會、餐飲衛生督導活動，

地點：衛保組及教學大

樓 、 各 大 餐 廳 。

5.96.11.27 辦 理 菸 毒 講

座。 6.96.12.1~2志工參

加初級急救教育訓練課程

，地點：教學大樓T204。

7.96.12.29辦理高雄長庚

醫院-快樂滿天下。

將關懷藉由行動表現出來，獲得社

區老人正向的迴響及肯定，經由活

動歷程，提升學生志願服務的熱

忱。

191,000 201,348金  額  小  計

6.維護學生

安全措施

96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執行成效



1

加 強 生 活 教

育、品德教育

及組織資源整

合等措施

50,000 30,000 舉辦校園與社區環保服務教育系列活動。 參加對象為全校師

生 約 2 千 人 ， 地

點：本校校園。

1.96.1~2月幹部招募及培

訓 2.96.5.1~5.30舉辦校

園 整 潔 競 賽 活 動 。

3.96.11.3舉辦「環保小

尖兵」、「清潔溜溜旗津

透心涼」社區環保活動及

資源回收教育宣導，地

點：高雄旗津。4.96.8~9

月 幹 部 招 募 及 培 訓 。

5.96.12月舉辦校園整潔

競賽活動。 6.96.11.6舉

辦服務與熱忱精神講座，

地點：教學大樓T401。

1.藉由活動歷程，培養師生對校園

環境衛生之重視。2.淨灘及社區資

源回收活動過程，學生評量以喜歡

及非常喜歡居多，讓環保教育落實

於日常生活及社區，並培養學生互

助合作與團結的精神，也讓學生走

向社區，為社會盡一份心力。3.幹

部培訓活動除一般的人格訓練課程

外，特安排優良講師進行服熱忱及

團結合作授課，學生受益良多。

6-1
50,000 0

生活輔導手冊 學生/500人
辦理時間:96年1月-96年

12月

編製手冊提供學生相關學校法規，

以利學生查詢瞭解。

6-2

60,000 0

新生始業輔導光碟 學生/3200人
辦理時間:96年1月-96年

12月

使新生在剛進入學校就能以導覽光

碟瞭解學校相關資訊，快樂學習。

6-3

40,000 0 製作輔導文宣品─諮商中心服務功能暨性

別平等教育滑鼠墊1000個
本校全體教職員暨

學生1000人

97.01.08於諮商與生涯發

展中心

以實用、活潑風格之滑鼠墊宣導諮

商中心服務功能及性別平等教育，

可強化學生對諮商中心之正向了解

，並破除性別刻板觀念、宣導性騷

擾/性侵害求助專線。

200,000 30,000

2,346,466 2,308,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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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工作項目金額總計

7.其他強化

學生事務與

輔導功能工

作

金  額  小  計

學生事務與輔

導文宣資料之

編印

96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執行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