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願景

學生事務

與輔導工

作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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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主題特色

系列活動
188,000 140,000

98年度共計辦理18場活動，活動類型

遍及學習(二手教科書義賣)、生活

(省錢達人)、育樂(蘭友週)及文化

(異國文化)等層面，讓學生體驗不一

樣的校園活動。辦理活動如下：

1.國企系_校歌比賽

2.學生會_傾聽我說演講會

3.課指組_省錢達人之省長來了(I)

4.課指-省錢達人之省長來了(II)

5.大馬同學會_樹德異國風文化走廊

6.課指組_校園二手教科書義賣活動

7.宜蘭校友會_蘭友週

8.幼保系_裙襬搖搖之囍宴

9.行銷系_餓有善報飢勵人心

10.兒家系_校園二手教科書拍賣活動

 

11.校慶園遊會--誰最搖擺

12.英語教學服務社_英語繪本週

13.愛樂社_足跡.吶喊

14.學生會_爆刊 

15.產設系_2009產設制服大歌廳

16.宜蘭校友會_宜起南相會 

17.吉他社_吉時行熱(II)

18.學生會_聖誕演唱會

1.校內師生/ 1000人次

2.校內師生/300人次

3.校內師生/200人次

4.校內師生/200人次

5.校內師生/500人次

6.校內師生/1000人次

7.校內師生/200人次

8.校內師生/500人次

9.校內師生/200人次

10.校內師生/1500人次

11.校內外生/2000人次

12.校內師生/300人次

13.校內師生/300人次

14.校內師生/200人次

15.校內師生/300人次

16.校內師生/300人次

17.校內師生/200人次

18.校內外師生/800人次

1.98.4.30，上操場

2.98.5.13~14，管理大樓T208教室

3.98.4.8~29，圖資大樓前廣場

4.98.5.15~20，圖資大樓前廣場

5.98.6.6，圖資大樓前廣場

6.98.3.2~13，圖資大樓一樓

7.98.5.13~15，扇形廣場

8.98.6.6，圖資大禮堂

9.98.6.6，管理大樓T208教室

10.98.9.15~18，圖資大樓1樓中庭

11.98.10.24，女宿前走道、扇形廣場

12.98.5.4~11，圖資大樓前廣場

13.98.6.9，圖資大樓2樓藝文廣場

14.98.3.1~6.30，校園內

15.98.11.15，行政大樓羅馬廣場

16.98.11.11~13，扇形廣場

17.98.11.25，學生活動中心廣場

18.98.12.24，行政多功能禮堂

校園主題系列乃結合系學會、各類

型社團來籌劃辦理適合全校師生參

與之活動，希望學生除課業學習外

，能在課餘時段也領略社團活動，

除增添年輕色彩，也紓解課業壓

力。活動籌辦單位可以再增加或是

跨單位來舉辦，可以增加活動的多

元性。另由系學會舉辦的活動較少

，僅4個系，建議未來多鼓勵系學

會能多承辦校園主題活動，讓更多

學生參與。

五、樹德科技大學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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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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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系及社團特

色系列活動
141,000 179,000

共辦理24場活動，分別舉辦靜態及動態活

動。各系及各社藉由活動，除了讓同學能學

以致用外，亦從中學到寶貴經驗。辦理活動

如下：

1.電通系-新生杯球類比賽

2.金融系-好膽你就來

3.應外系-聖誕週活動

4.行銷系-2009男女組系際盃籃球賽

5.應外系-Halloween鬼屋活動

6.建環系-毛毛蟲電影院

7.數遊系-校慶週壁化

8.建環系-建環週LOHAS

9.流設系-造型秀

10.資管系-紅星出強

11.課指-媽媽我愛您

12.課指-樹德龍舟.活力端午

13.企管系-企管特色週

14.運管系-第二屆運管特色週

15.幼保-幼保家年華

16.電通系-電尬金帥帥聯合特色週

17.產設系-產設週

18.數遊生死棋

19.行銷系-行銷週

20.室設系-做伙來五室三

21.應外系-應外特色週

22.產設系-愛現聯合工藝創作市集

23.應外系-英葛里須之畢業濕背秀

24.休運系-相運在北區

1.校內師生/ 200人次

2.校內師生/ 50人次

3.校內師生/ 100人次

4.校內師生/ 250人次

5.校內師生/ 500人次

6.校內師生/ 100人次

7.校內師生/ 40人次

8.校內師生/ 1000人次

9.校內師生/ 900人次

10.校內師生/ 2000人次

11.校內師生/ 250人次

12.校內師生/ 300人次

13.校內師生/ 100人次

14.校內師生/ 300人次

15.校內師生/ 300人，鄰近園

所小朋友50人

16.校內師生/ 200人

17.校內師生/ 400人次

18.校內師生/ 100人次

19校內師生/ 200人次

20.室校內師生/ 100人次

21.校內師生/ 300人次

22.校內師生/ 170人次

23.校內師生/ 300人次

24.校內師生/ 200人次

1.98.10.12~23，壘球場、籃球場

2.98.12.23，管理學院T204

3.98.12.21~25，圖資2樓

4.98.11.16~98.12.10，北校區籃球場

5.98.10.25，圖資4樓

6.98.12.3，二宿女壘場

7.98.12.28~30，設計大樓一樓大禮石廣場

8.98.12.14~17，排球場.撞球場、DB105

9.98.12.13，多功能禮堂

10.98.3.16~27，樹德科技大學

11.98.5.9，圖資門口廣場

12.98.5.20，扇型廣場

13.98.4.6~9，管院六樓廣場

14.98.6.1，樹德科大、綠島

15.98.5.18~22，圖資一樓

16.98.4.6，圖資大樓6F、管院7F

17.98.5.18~21，北區籃球場、學活廣場、產

設系系辦

18.98.3.30，流設系髮廊旁空地

19.98.3.24~26，管理大樓T208、設計大樓

D0105

20.98.5.20，設計大樓D0105

21.98.5.5~8，L0423、多功能大禮堂、籃球

場、圖資四樓

22.98.6.11~13，設計大樓大理石廣場

23.98.6.1，圖資大樓L0105

24.98.5.12~14，北校區

未來將鼓勵各系依所學專業及傳統

，舉辦更有特色的活動，以避免球

類運動及晚會形式的活動佔據太多

系週的時間，讓系所特色更為鮮

明。

3 社團菁英研習 198,980 153,820

培養各性質社團與系學會幹部能更加

熟悉學校社團的制度、了解社團經營

方針。共計辦理4場活動如下：

1.夢想起飛社 夢想家菁英研習營。

2.菁英工作團隊 2009社團菁英研習

營。

3.菁英工作團隊 隊輔訓練計畫。

4.2009成年禮。

1.全校學生/ 60人次

2.全校學生/ 180人次

3.全校學生/ 20人次

4.全校學生/101人次

1.98.6.6~7，A210

2.98.6.30~98.7.2，大理石廣場

3.98.6.9，A0428

4.98.12.5~6，大鵬灣

對於可能發生的狀況先假設並舉出

解決方法

527,980 472,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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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生防火防災

演練或其他緊

急事件應變訓

練措施

10,000 20,000

1.本次特別邀請高雄縣消防局、燕巢

消防分隊、高雄縣警察局、刑警大

隊、婦幼警察隊等相關單位蒞校共同

舉辦98學年度校園安全教育週系列活

動，藉由各相關專業人員講解、討

論、示範與實地演練各項危機應變方

法、宣導正確防災觀念。

2.學務處亦針對住宿學生設計防火、

防震等模擬狀況，於當晚21時起在各

宿舍同時發布狀況並實施逃生演練。

本次演練在生輔組校安人員、宿舍輔

導人員及宿舍幹部引導下，全體住宿

師生均能安靜、迅速地運用逃生樓梯

疏散至各集合場避難，場面顯得逼真

且有秩序，實在難能可貴。

3.整體滿意度約94.5％。

全校教職員及學生共2327人參

加。各場次參加人數如下：

1.校園安全教育系列講座654人

次

2.宿舍緊急疏散演練1673人次

1.校園安全系列講座計五場次，於

98.12.15-08：00至20：30，分別於設

計大樓DB131、D229、管理大樓T208、

圖資大樓LB102及上操場及第一宿舍等

地點舉行。

2.宿舍緊急疏散演練於98.12.15-21：

00至21：40在各宿舍同時實施。

1.參加講座人數不如預期，期望下

一次活動能突破千人。

2.住宿學生參加98.12.15緊急疏散

演練人數超過80％，且未參加人員

均主動參加98.12.16及98.12.21補

操演，執行率達99％以上。

2
交通安全教育

與宣導
20,000 30,000

活動內容從宣導教育著手，著重防範

交通意外發生，以及增強學生校內外

交通安全認知等系列活動教育。辦理

活動如下：

1.交通安全宣導教育

2.全罩戴上路、ok有保障

3.2009安駕風城、交通放心行

本校教職員生，總計1,010人次

，各場次參加人數如下：

1.765人次

2.200人次

3.45人次

1.(1)98.11.9/13:10-16:00，T0208

  (2)98.11.9/19:10-21:00，T0208

  (3)98.11.10/13:10-16:00，D0105

2.98.9.23-98.10.7，行政大樓前廣場

3.98.12.5-98.12.6，新竹安駕中心

1.分別邀請高雄市交通大隊、仁武

分局及楠梓分局交通組人員，讓大

家更能瞭解行車安全的重要性，並

結合本校實際案例強化宣教，並設

置相關狀況，使學生清楚瞭解車輛

用路安全。當日來參加的同學相當

踴躍。

2.透過寓教於樂的方式，推廣全罩

式安全帽及成功傳達交通安全之重

要性，使同學於爾後騎乘機車時能

更注意安全，減低傷害的產生，並

加強宣導交通安全，使大家都能避

免傷害，進而以正確的方式配戴，

以維個人生命安全。

3.提升交通服務隊安全常識上的素

質，強化交通服務隊隊員跟全校師

生的互動、溝通之能力，亦提供全

校師生最直接體貼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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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校園餐飲衛生

安全活動
50,000 70,000

1.邀請餐飲衛生專業講師，進行餐飲

衛生知識講習，加強全校師生餐飲衛

生教育。

2.辦理「萬粽風情」活動，藉由活動

歷程提供健康飲食新知，並讓同學體

驗包粽子的樂趣，利用團隊精神完成

包粽子競賽。

3.舉辦「健康飲食醫點靈」、「健康

異言堂」，培養全校師生正確的健康

飲食習慣。

4.辦理「飲食嘉年華」及餐廳飲食評

比，營造學校健康衛生飲食環境。

全校師生

1.共145人次

2.共92人次

3.共196人次

4.共428人次

1.98.04.27及98.11.05，

  圖資大樓LB106教室

2.98.05.20，

  行政大樓AB227教室

3.98.10.24及98.11.10，

  管理大樓T208教室

4.98.11.17至98.11.18，

  第二宿舍餐廳前廣場

1.為了增強師生及餐飲從業人員之

衛生教育，建立師生正確健康之飲

食觀念與習慣，特舉辦餐飲衛生演

講，除了倡導餐飲衛生觀念，並提

供烹飪專業技術及廚師考照注意事

項。講師除了專業的講授並且現場

示範教學，獲得學員好評。

2.參與同學表示藉由活動歷程，體

驗到母親在悶熱的廚房、汗流浹背

包著油膩的粽子，才能享受辛勞後

的美味。在賽後享用自己親手包的

粽子，更別有一番滋味。同學希望

可以多舉辦此類型活動。在食材部

分事前估算有誤差，導致活動過程

部份材料不足，所以下次辦理類似

活動時，會再精準評估所需食材。

4
急救安全教育

訓練
30,000 50,000

辦理急救安全教育訓練活動如下：

1.交通事故傷害專題演講。

2.協同高雄市紅十字會舉辦15~16小

時初級急救安全教育訓練，核發初級

急救證照共110人。

全校師生

1.共57人

2.共131人

1.98.04.08，圖資大樓L0821教室

2.(1)98.05.23-98.05.24，

     管理大樓T204教室

  (2)98.10.17~98.10.18，

     管理大樓T203、T204教室

1.聘請本校教官主講事故傷害預防

，教官以平日處理學生交通事故經

驗提醒同學，並以車禍現場實際之

相片警惕學生車禍的可怕，血淋淋

的實境相片吸引學生注意聽講並達

到警惕之效果。

2.初級急救教育訓練活動採自由報

名，參加學員都是有興趣才報名參

加，基於自願參與的情況，學員上

課的專注力就很高，遲到早退的情

形便較少發生，每個學員對學習急

救與事故傷害處理的知識與能力都

提升，因此考取合格證照比率較高

，131人報名，核發初級急救證照

共110人，考取率達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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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生、教師、

義務輔導老師

校園危機處理

訓練

0 80,000

1.辦理學生、教師、義務輔導老師校園

危機處理訓練研習共計8場，分別有教

職員3場、日夜間部學生5場；內容廣佈

初級預防、自殺防治、性別教育、兩性

溝通技巧等議題，並邀請知名講師主講

，以提升導師輔導知能及如何協助學生

面對此類似狀況。其整體滿意度達

96.5％。

2.辦理「Yes！人生」- 自我傷害防治

與處理。

1.全校教職同仁、兼任、義務

輔導老師、本校學生，總計102

人次，各場次參加人數如下：

 (1)57人次

 (2)129人次

 (3)38人次

 (4)250人次

 (5)30人次

 (6)108人次

 (7)154人次

 (8)36人次

2.250人次

1.(1)98.3.26/12:00-14:00，LB103

  (2)98.05.13/18:00-20:00，L0621

  (3)98.05.18/10:00-12:00，L0821

  (4)98.09.28/19:00-21:30，LB103

  (5)98.11.12/12:00-14:00，LB103

  (6)98.11.30/18:30-20:30，DB134

  (7)98.12.2/10:00-12:00，T208

  (8)98.12.08/12:00-14:00，LB103

2.98.09.28/20:10-21:55，L0105

1.分別針對日間部、進修部學生及教職

員授課，以顧及授課內容的差異。

2.針對日、夜間部學生規劃「自殺防治

123」課程舉辦，尤其是進修部同學表示

他們在職場面對壓力，更需要此方面類

似課程需求；「預防情感暴力--親密關

係的溝通與演練」課程則讓學生實際上

台演練對話，學生們多表示希望未來能

多舉辦情感與性教育主題；「看見彩虹

世界--由不同性傾向看見多元性文化」

主題為認識同志，由同志諮詢熱線資深

社工擔任講師，透過影片、遊戲與現場

同學互動。

3.配合通識教育學院相關課程舉辦研習

，對學生面對不同老師教授的刺激和活

動的方式，對於大多數學生認為課程吸

引人，都樂於參加。

4情感教育和性／性別教育課程，由於目

前還未普及校園，少數學生由於宗教等

因素，認為同志主題應該給同志聽即可

，一般人無須瞭解，因此針對此類回饋

意見，顯示中心未來應多舉辦相關活動

，邀請不同族群、科系的學生參加。

5.與校外相關協會合作辦理，讓學生更

貼近社會脈動，也因邀請過來人分享，

讓學生更覺生動且收穫甚多。

6本次自我傷害防治講座為了讓夜間部的

學生也可以參與，所以辦在夜間，同學

們配合度高，認為對自己以後遇到這樣

的情境時會有幫助。

110,000 250,000

1
健康促進宣導

活動
30,000 50,000

1.辦理「防疫總動員」-傳染病防治

宣導活動，透過動態活動方式宣導正

確的傳染病知識，奠定師生預防保健

的基礎。

2.辦理「健康體適能檢測員培訓研習

活動」，聘請體適能專家學者授課，

使學員能具備體適能之專業檢測能力

，全程參與除可取得研習證明外，進

行體適能檢測能力通過者將具備考取

體適能檢測員證之資格。

全校師生及社區民眾

1.136人次

2.51人次

1.98.10.24，本校圖資大樓前。

2.98.11.28~98.11.29，LB103。

1.防疫總動員活動展示宣導內容與

有獎徵答及闖關遊戲結合，除了增

添活動的趣味之外，亦可讓同學達

到吸收學習之成效，更能吸引更多

同學踴躍參與。此活動共有136人

參與，參與人員反應踴躍，達到寓

教於樂的效果。

2.「健康體適能檢測員培訓活動」

於星期六、日共2天舉辦，透過兩

天完整的授課與實作練習，使學員

充分理解體適能及檢測之專業知識

，通過研習測試之比率為百分之百

，達到活動提升專業知識與就業力

之目的。可惜宣傳不足或過於密集

，導致報名學生大多來自同一系所

，且場地雖適合上課，但實際操作

演練仍需走出教室外空曠處，可做

為下次舉辦研習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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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身心靈健康促

進活動
20,000 40,000

1.辦理「身心舒活、動感有氧」活動

，透過有氧運動提升師生心肺功能、

改善健康。

2.辦理「非常魅力、快樂瑜珈」活動

，透過運動提升心肺功能，增進柔軟

度，舒解情緒緊張及壓力。

3.邀請專業理療師進行「舒壓樂活-

身心靈講座」，藉由自然醫學講座，

了解疾病的發生原因，結合心靈治療

，提供師生適當紓解壓力的方法及運

動，以達到最佳的健康狀態。

全校師生

1.54人

2.58人

3.89人

1.98.03.12-98.05.21，

  行政大樓舞蹈教室

2.98.03.18-98.05.13，

  行政大樓舞蹈教室

3.98.12.31，D0409教室

1.從經驗中得知本校教職員生

對體適能有氧運動偏愛2種類型

，故本學年活動體適能活動規

劃分為「身心舒活、動感有

氧」及「非常魅力、快樂瑜

珈」動態及靜態有氧，學員可

依自己喜好上課，因此學員的

持續上課率比以往高，時間安

排在中午時段，礙於是用餐時

間，有些學員還是希望安排到

下午時段，將作為後續推廣類

似活動時課程安排的精進方向

，以提升全校師生參與率。

2.「舒壓樂活-身心靈講座」擺

脫舊有枯燥之講座模式，藉由

自然醫學角度，結合心靈治療

，講師現場示範促進末梢血循

的按摩方式，帶動所有參與師

生，提供師生促進脈絡血循方

法及運動，促進健康。

3
心理與問題行

為之三級預防
10,000 10,000

辦理心理與問題行為之三級預防研習

共計2場，內容廣佈初級預防至三級

預防之不同諮商取向，並邀請知名講

師主講，以提升心理與問題行為之三

級預防知能，其整體滿意度達

78.5％。

全校日間部及進修部學生，總

計257人次，各場次參加人數如

下：

1.165人次

2.92人次

1.98.5.11/10:00-12:00，LB105教室

2.98.5.20/20:10-22:00，DB131教室

1.分別針對日間部及進修部學生舉

辦「憂鬱防治及壓力紓解」演講課

程各一場，以顧及不同年齡層及工

作經驗的授課差異。

2.此二場演講與高雄市忘憂草憂鬱

防治協會合辦，以與社區更密切貼

近，讓學生瞭解社會現實狀況與相

關社會資源。

4

購置學生輔導

相關書刊及心

理測驗

10,000 20,000

購置輔導類書籍六本、影碟八部及心

理測驗量表一份。

全校師生計320人次 98年1月至12月 由於影碟公播版權費用較高，書籍

購置經費比例相對縮減，未來在影

碟採購方面需更加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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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願景

學生事務

與輔導工

作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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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舉辦學生心理

健康系列活動
10,000 30,000

1.辦理「尊重生命‧璀璨生命」─生

命關懷系列講座：本系列活動共辦理

2場，透過演講活動分享謝坤山、朱

萬花如何克服障礙成為生命鬥士的歷

程，以鼓勵學生積極正向的生活態度

及人生觀念。

2. 辦理「耕一畝快樂的心田」專題

演講，透過演講活動建立學生正確的

情緒認知，讓自我情緒更正向積極，

也藉此了解自己及他人的情緒狀態。

3.辦理「兩性相處與分手藝術」專題

演講，透過演講活動建立學生正確、

健康的兩性相處方式及適當的分手方

法。

全校師生

1.401人次

2.291人次

3.166人次

1.第一場98.04.08/09:90-12:30

  第二場98.04.29/09:30-12:30

2.第一場98.10.06/10:10-12:00

  第二場98.10.14/10:10-12:00

1.「尊重生命‧璀璨生命」生命關

懷系列講座整體活動滿意度為92%

，參加學生表示主講者勇敢地分享

過去經歷的挫折與現在的成就，讓

他們重新體認生命的動力，並應積

極面對人生。

2.辦理學生心理健康系列活動共計

2場，其整體滿意度達80％。

3.學生建議可多多辦理此性質的演

講活動。

80,000 150,000

1
性別平等教育

相關活動
30,000 30,000

辦理「我的情歌會轉彎」~情歌歌詞

改編暨演唱大賽，藉由改編不健康之

流行歌曲歌詞，推廣正確性別平等概

念及交往態度，建立無性別歧視之友

善校園。此活動除鼓勵本校學生參加

，亦歡迎附近友校學生踴躍報名參加

，促進本校學生與他校學生之交流與

良性競爭，並分享本校性平週特色活

動。

本校及他校師生293人次。 97.5.14/18:00-22:00，L0105大禮堂 同學們對於每年諮商中心所辦理的

性別平等教育輔導活動─「我的情

歌會轉彎」與「非常男女」等活動

，都相當的喜愛並熟悉，更加希望

可以再有相關類型的活動可以參

與。

2
辦理導師輔導

知能研習
10,000 30,000

辦理導師輔導知能研習共計5場，內

容廣佈初級預防至三級預防及不同諮

商取向及導師如何面對學生問題之處

理與協助，並邀請知名講師主講，以

提升導師面對學生心理與問題行為之

處理與預防知能，並讓教職員學習如

何放鬆自己，紓解壓力。其整體滿意

度達92.24％。

全校教職同仁、兼任、義務輔

導老師本校教職員，總計251人

次，各場次參加人數如下：

1.36人次

2.73人次

3.27人次

4.48人次

1.98.04.06/12:00-14:00，LB103

2.98.04.28/12:00-14:00，LB103

3.98.05.22/12:00-14:00，AB109

4.98.09.21/12:00-14:00，LB103

1.為避開導師上課時間，研習皆於

中午午休時間規劃舉辦，老師參加

踴躍度較上年度提高。

2.導師建議課程安排應避免過於密

集，另可加強宣傳，以提升老師參

與率。

3.分別針對不同主題類型邀請各不

同領域的專家學者蒞校演講，讓導

師及教職員有不同的刺激與收穫。

4.本年度輔導知能課程除與高雄市

忘憂草憂鬱防治協會合辦，嘗試與

社區更密切貼近外，也邀請講師將

「性別平等」及「智慧財產權」等

與本校學生關係較密切的議題融入

課程宣導。

5.身心紓壓課程讓參加的教職員能

夠學習如何紓解壓力，並透過密切

互動，讓彼此距離更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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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升導師功能

鼓勵措施
140,000 0

透過導師會議凝聚全校導師共識、鼓

勵優良導師、並促進標竿學習。共辦

理5場次導師會議及導師出席率如

下：

1.972期初導師會議-87.81％

2.972期末導師會議-85.12％

3.98學年度新生班會議-60％

4.981期初導師會議-83.21％

  表揚23位97學年度績優導師

  及53位學務優良導師

5.981期中導師會議-89.42％

全校導師：

1.245人

2.246人

3.50位新生班導師

4.228人

5.262人

1.98.03.04，D0105

2.98.06.17，L0105

3.98.06.24，LB102

4.98.09.23，D0105

5.98.11.19，L0105

1.透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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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97學年度開始於導師會議擴大

成為全校相關單位(如教務處、總

務處、研發處、人事室等)與導師

間相互溝通聯繫的橋樑，讓學校行

政機制更能與導師配合。

4
強化導師輔導

功能
20,000 60,000

辦理強化導師輔導功能研習共計3場，

內容分別為2場「生命教育」及1場「家

族治療」課程，舉辦1~1.5天的研習工

作坊課程。並邀請知名講師主講，以提

升導師面對學生心理與問題行為之處理

與預防知能，並開放給南部地區相關教

育輔導單位人員參加，學習更多知能，

能夠面對更多元化的挑戰與學習。其整

體滿意度達95.83％。

全校教職同仁及他校教職員，

總計135人次，各場次參加人數

如下：

1.43人次

2.47人次

3.45人次

1.98.10.16/09:00-16:00，LB103

2.98.11.06/09:10-16:00，LB103

3.98.12.3-4，A308會議廳

1.這3場研習工作坊因主題與目前

社會脈動相符合，因此當開放給校

外人士參加時，報名十分踴躍，且

都能研習至最後，並對講師回饋相

當肯定及正向，如「不斷的感動並

從感動中學習，提升自己並拉拔別

人」、「感謝老師的主講，對自己

的婚姻、原生家庭、夫妻關係、親

子關係，重新檢視、省思，希望以

後能有相關的研習課程」等等。

2.在「家族治療工作坊」中，有邀

請一個家庭實際蒞臨並接受講師當

場晤談，讓參與人士當場能夠體會

理論的實踐與實務為殊途同歸並無

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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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提昇有效輔導

學生學習及生

涯發展系列活

動

29,739 89,600

辦理「提升學生職涯競爭力系列活動之9Q創

造我的快樂職涯」及「成為職涯達人系列活

動」共計18場專題演講活動，其演講內容主

要提升學生職涯規劃之能力，並邀請業界講

師蒞臨本校經驗分享，以強化學生未來職場

競爭力，其活動整體滿意度為70.5%。辦理

場次及活動滿意度如下：

1.提昇學生職涯競爭力系列活動之9Q創造我

的快樂職涯

 (1)拒當『悶鍋』創造新穎人生-60%。

 (2)拒當『月光族』，擁有正確投資理財知

識-74%。

 (3)作時間的魔術師-74%。

 (4)我就是『品牌』-64%。

 (5)態度決定我的快樂-64%。

 (6)唯有行動才能實現夢想-68%。

 (7)別讓情緒操控人生-84%。

 (8)職場道德與倫理-85%。

 (9)好人脈創造好錢脈-66%。

2.成為職涯達人系列活動專題演講

 (1)打開大門讓世界進來-66%。

 (2)我的人生我做主-80%。

 (3)快樂負責學-60%。

 (4)工作大未來，就業市場分析-80%。

 (5)別讓壓力壓倒自己-79%。

 (6)做人比做事重要-51%。

 (7)堅持必能創造奇蹟-69%。

 (8)鑽石就在你身邊-75%。

 (9)職場EQ管理-69%。

全校師生，總計2312人次。各

場次參加人數如下：

1.提昇學生職涯競爭力系列活

動之9Q創造我的快樂職涯

 (1)89人次

 (2)100人次

 (3)104人次

 (4)209人次

 (5)53人次

 (6)148人次

 (7)72人次

 (8)140人次

 (9)109人次

2.成為職涯達人系列活動專題

演講

 (1)203人次

 (2)120人次

 (3)95人次

 (4)131人次

 (5)145人次

 (6)131人次

 (7)82人次

 (8)127人次

 (9)140人次

1.提昇學生職涯競爭力系列活動之9Q

創造我的快樂職涯

 (1)98.3.18/10:00-12:00，LB106

 (2)98.03.25/10:00-12:00，D0105

 (3)98.03.16/10:00-12:00，DB131

 (4)98.04.28/10:00-12:00，L0105

 (5)98.04.29/10:00-12:00，LB102

 (6)98.05.19/10:00-12:00，T0208

 (7)98.05.20/10:00-12:00，L0721

 (8)98.04.07/10:00-12:00，T0208

 (9)98.05.27/10:00-12:00，DB136

2.成為職涯達人系列活動專題演講

 (1)98.09.28/10:00-12:00，L0105

 (2)98.09.29/10:00-12:00，D0105

 (3)98.10.05/10:00-12:00，DB131

 (4)98.10.12/10:00-12:00，D0105

 (5)98.10.19/10:00-12:00，D0105

 (6)98.10.20/08:00-10:00，T0208

 (7)98.10.21/10:00-12:00，L0821

 (8)98.11.11/10:00-12:00，T0208

 (9)98.11.18/10:00-12:00，T0208

1.藉由邀請業界主管人士到校演講

，由講者本身自我職場經驗，提供

學生學習軟性技能，希望能幫助學

生順利走進職場，提升職場競爭力

，成為高附加價值的青年人才。

2.建議未來可增加更廣泛性的職場

面面觀介紹，並使學生更加了解各

行各業態樣，可提早藉此進行未來

職涯發展規劃參考依據。

6
宿舍安全教育

與宣導
20,000 30,000

辦理「室長大會」、「夏日濕身」及

「心芭刻」系列活動，內容從宣導住

宿生生活教育著手，著重住宿生之生

活教育及人際關係之交流。

全校師生，總計400人次。各場

次參加人數如下：

1.各宿舍室長、宿委會幹部、

及宿舍輔導相關人員/100人次

2.全校師生/300人次

3.全校師生/2513人次

1.98.05.04，LB106

2.98.05.13，學生活動中心前廣場

3.98.10.05，扇型廣場

1.藉由活動的舉辦，拉近住宿生與

學校之溝通管道，且此次參與的住

宿生較以往更踴躍，更保握發言的

機會，使校方更瞭解住宿生的心

聲。

2.因住宿生除了本國籍生外，尚有

外籍生，故藉由此活動邀請外籍生

一同參與，除增進與同學間的感情

外，也學會使用逃生設備並增進防

災常識。

3.結合當地名產芭樂，達到增進兩

性良好的互動關係，使同學們不只

在大學生活中得到知識性的教育，

也同時在步入社會成為獨當一面的

成年人之前，對戀愛有所經驗。

二、

營造溫

馨友善

之校園

環境，

促進學

生適性

揚才與

實現自

我

2-3

促進和諧

關係



編號 願景

學生事務

與輔導工

作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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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學生宿舍自治

幹部研習活動

及座談會

30,000 40,000

辦理「天方月潭」及「心心相印宿委

人」相關活動，藉此加強幹部的能力

培養以及服務的熱忱，並且教導幹部

們有良好的習慣，以帶給住宿生舒

適、安全的住宿環境。

宿委會幹部及宿舍輔導相關人

員，總計62人次。各場次參加

人數如下：

1.31人次

2.31人次

1.98.03.28-29，第一宿舍、日月潭

2.98.10.17，學生活動中心廣場前

1.藉由活動使幹部學習消防演練、

正確了解安全逃生常識、及實際學

習安全地使用緩降繩模擬逃生，並

安排課程，了解各組之工作內容。

2.為使幹部們更精進其能力，特外

聘講師指導，藉由團康活動達到宿

委會各幹部以更積極的上進心及

「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團結氛

圍，展現100分的工作態度，120分

的工作效率。

8
進修部學生生

活成長
20,000 20,000

1.辦理校園生活安全與綠色能源教育

系列講座共4場。

2.校園生活法治與性別平等教育系列

講座共4場。

進修部師生：

1.500人次

2.400人次

1.98.4.27/18:10~20:10，LB106

2.98.4.29/18:10~20:10，L0621

3.98.5.4/18:10~20:10，L0721

4.98.5.8/18:10~20:10，LB104

1.進修部學生於白天工作，晚上課

程亦較緊湊，欲參與社團活動較難

執行，為使學生於課業之餘，參與

更多的休閒活動，故結合通識課程

，主動帶領學生參與社團活動。

2.系列講座有多場次，多次辦理活

動下來，於設備器材方面需多加強

，事先準備測試各項設備，使活動

進行時更加順暢。

3.系列講座有許多場次，其主題內

容較為生硬枯燥，可多增加其它主

題，使講座內容更多元化。

4.透過各專題講座，使學生更了解

其生活上的各項問題，學習除課業

及工作之餘的知識。

二、

營造溫

馨友善

之校園

環境，

促進學

生適性

揚才與

實現自

我

2-3

促進和諧

關係



編號 願景

學生事務

與輔導工

作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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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社團觀摩比賽 81,500 161,300

學生可藉由參加各類競賽吸取經驗，並從中學習

團結及榮譽心，同時也為校園帶來新的休閒風

氣。共計25場活動辦理如下:

1.金融系 南金盃

2.生存遊戲社 生存小路跑

3.桌球社 第十五屆輔大盃全國大專院校桌球錦標

賽

4.排球社 一顯身手樹德盃齊聚沙場慶拾貳

5.排球社 2009樹德科大排球新生盃

6.壘球社 總統盃

7.壘球社 981系際盃

8.壘球社 09系際盃壘球錦標賽

9.室設系 97男籃系際盃

10.資管系 2009南部大專院校南資盃

11.布雷金社 第一屆樹德盃Bboy5VS5Batle

12.產設系 全國大專院校設計盃

13.建環系 大建盃

14.運管系 大工盃

15.生存遊戲社 生存拼盤大會戰

16.企管系 大企盃

17.電通系 第21屆大電盃體育邀請賽

18.桌球社 第15屆桌球個人挑戰賽

19.應外系 壘球隊之OB聯誼賽

20.調酒社 第一屆樹德盃活力新生代調酒大賽

21.桌球社 成大盃

22.壘球社 全國大專院校慢速壘球錦標賽

23.太極拳社 第三屆南區大專院校杯太極武術錦

標賽

24.運管系 第二屆樹德南區大專院校管理學院盃

25.休管系 第19屆大觀盃

1.校內師生/50人次

2.校內師生/32人次

3.校內師生/1000人次

4.校內師生/200人次

5.校內師生/200人次

6.校內師生/30人次

7.校內師生/300人次

8.校內師生/250人次

9.校內師生/25人次

10.校內師生 校外人士/2000人次

11.校內師生/200人次

12校內師生/45人次

13.校內師生/50人次

14.校內師生/40人次

15.校內師生/80人次

16.校內師生/50人次

17.校內師生/60人次

18.校內師生/40人次

19.校內師生/35人次

20.校內師生/校外人士/400人次

21.校內師生/12人次

22.校內師生/19人次

23.校內師生/15人次

24.校內師生/20人次

25.校內師生/50人次

1.98.12.5~6，北校區

2.98.12.19 ，北校區

3.98.12.19~20，泰山鄉體育場

4.98.10.21，北校區沙灘排球場

5.98.12.17， 上操場排球場

6.98.7.1~98.9.30， 鳳新球場

7.98.11.30~98.12.21，男子壘球場

8.98.11.30~98.12.21，男子壘球場

9.98.5.11~14，上操場籃球場

10.98.5.2~3，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11.98.6.13，表藝系專業地板教室

12.98.2.3~5，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3.98.3.14~15，逢甲大學

14.98.3.21~22， 屏東科技大學

15.98.5.2， 里嶺大橋

16.98.3.27~28， 高雄大學

17.98.3.28~29， 國立中正大學

18.98.3.23~98.4.10，圖資B2桌球室

19.98.5.8， 男子壘球場

20.98.5.20， 扇形廣場

21.98.4.25， 台南成功大學

22.98.10.17 ，八卦山網球場

23.98.5.23， 高科大

24.98.5.8， 仁武後安慢速壘球場

25.98.5.29~30，大葉大學

競賽與觀摩活動多以球類為主，宜

擴大種類。

381,239 460,900

二、

營造溫

馨友善

之校園

環境，

促進學

生適性

揚才與

實現自

我

2-3

促進和諧

關係

金     額     小     計



編號 願景

學生事務

與輔導工

作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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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讀書會及

終身學習活動
30,000 0

共辦理10項成長學習活動，活動如

下：

1.發現奇蹟-自我探索成長團體

2.美麗人生-生涯探索團體

3.抓住我要的未來-生涯輔導團體

4.戀愛ING-愛情探索成長團體

5.人際open講-人際探索成長團體

6.關懷種子-基本助人技巧(一)

7.關懷種子-基本助人技巧(二)

8.關懷種子-高關懷同學辨識與陪伴

9.關懷種子-開心談戀愛.理性談分手

10.小「陸」亂撞

本校對自我成長有興趣之學生

及陸生，各場次參加人數如

下：

1.54人次

2.30人次

3.62人次

4.30人次

5.36人次

6.175人次

7.68人次

8.45人次

9.59人次

10.18人次

1.98.03.26~04.30每週四18:30~21:00，

  共六週，諮商中心團諮室

2.98.04.07~05.19每週二18:30~21:00，

  共六週，諮商中心團諮室

3.98.04.01~04.29每週三15:00~18:10，

  共五週，諮商中心團諮室

4.98.10.05~11.09每週一18:30-20:30，

  共六週，諮商中心團諮室

5.98.10.21~11.25每週三18:30-20:30，

  共六週，諮商中心團諮室

6.98.10.07/15：00~17：00，DB139

7.98.10.21/15：00~17：00，DB139

8.98.11.11/18：30~19：30，LB0105

9.98.12.09/15：30~18：30，LB0105

10. 98.11.20/13:30-15:30，諮商中心

會議室、助學園地

1.97學年度第二學期的成長團體聚

焦於生涯輔導，針對不同年級學生

在生涯發展上之需求安排團體主題

，例如自我探索、生涯探索以及生

涯輔導團體。

2.由於本校學生參與成長團體之動

機不高，成員招募不足的問題常成

為辦理此類活動的瓶頸。

3.98學年度第一學期成長團體則將

焦點放在自我探索部份，透過愛情

與人際角度讓同學們有更多元的方

式來認識自己。

4.團體在招募過程中雖然有些許的

困難度，但仍照常舉行，結束後成

員們也有高度的正向回饋，認為團

體的參與讓自己很有收穫。

5.在關懷種子系列課程方面，同學

們回饋認為對自己的內在很有幫助

，也可以讓自己懂得如何去幫助班

上的同學，希望這樣的活動可以多

多舉辦；但在宣傳部份要再更加

強。

6.大陸學生反應諮商中心讓他們感

覺溫暖、親切，有助在台生活的適

應。

2
社團課程及研

習活動
39,800 59,100

給予各社團學員上課並充實課業之外

的專長。共計12場活動辦理如下：

1.基服社 98再顯神蹟

2.夢想起飛社 學生大講堂

3.接服社 社課系列

4.証研社 證卷實務與法規

5.國標社 戀舞

6.游泳社 社課之泳者天下

7.棋藝社 傳承

8.生存遊戲社 新進幹部特訓

9.古箏社 南區大學院校古箏社聯合

暑訓

10.生存遊戲社 生存遊戲體驗戰

11.視傳系 98年樹德科大校歌研習成

果發表會

12.爵鋼社 社課系列黑白鍵

1.校內師生/30人次

2.校內師生/50人次

3.校內師生/50人次

4.校內師生及校外人士/50人次

5.校內師生及校外人士/70人次

6.校內師生/30人次

7.校內師生及校外人士/50人次

8.校內師生/50人次

9.校內師生/47人次

10.校內師生/40人次

11.校內師生/600人次

12.校內師生/50人次。

1.98.1.20~22，學生活動中心

2.98.12.22，行政大樓開標會議室

3.98.10.19~98.12.25，L0105

4.98.5.7~21，T702

5.98.5.30~31，圖資二樓廣場

6.98.3.17~98.6.2，大地游泳池

7.98.6.16，L0830

8.98.7.11~12，台中嘉大槍店專屬場

地

9.98.9.1~4，高雄醫學大學

10.98.9.12，仁武鳳梨園

11.98.12.3，行政大禮堂

12.98.10.14~98.12.24，A107

社課與研習活動提供學生多元選擇

，但宣傳不足。

二、

營造溫

馨友善

之校園

環境，

促進學

生適性

揚才與

實現自

我

2-4

促進適性

揚才、自

我實現



編號 願景

學生事務

與輔導工

作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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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社團藝文及演

講活動
151,000 106,300

給予社團發揮表演的空間，並從中學

習與交流。共計20場辦理活動如下：

1.吉他社 草地演唱會

2.熱門音樂社 吉時行熱

3.布雷金 98期初樹科大街頭活動

4.表藝系 創意宋江陣

5.學生會 競歌競舞

6.原勢力 全國大專原住民音樂比賽

7.爵鋼社 一派混音

8.熱門音樂社 五校聯音狂熱五鬥

9.爵鋼社 不聽不渴

10.巢流社 彩繪指甲

11.動漫社 公開徵圖比賽

12.吉他社 吉他社期末成果發表

13.國標社 校內舞蹈聯合成果

14.國標社 南區大專院校舞蹈聯誼晚

會

15.嘻舞門 金夠趴

16.康輔社 社慶

17.動漫社 校外販售會社團擺攤

18.宣愛團契社 大專靈修班

19.爵鋼社 莫名琴妙

20.爵鋼社 小小白色聖誕夜

1. 校內師生/50人次

2. 校內師生/100人次

3. 校內師生/100人次

4. 校內師生/60人次

5. 校內師生/500人次

6. 校內師生/2人次

7. 校內師生/400人次

8. 校內師生/200人次

9. 校內師生/200人次

10.校內師生/25人次

11.校內師生/500人次

12.校內師生/200人次

13.校內師生/400人次

14.校內師生及校外人士/550人

次

15.校內師生/700人次

16.校內師生/250人次

17.校內師生及校外人士/530人

次

18.校內師生及校外人士/395人

次

19.校內師生/150人次

20.校內師生/100人次

1.98.10.15~19，學生活動中心前廣場

2.98.1.7，學生活動中心前廣場

3.98.12.16，圖資大樓

4.98.3.20~29，高雄縣立體育館

5.98.4.29~98.5.18 ，學生活動中心

6.98.5.2，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7.98.4.28，L0105

8.98.5.6 ，行政大樓階梯廣場

9.98.6.4，L0105

10.98.5.20，設計大樓D0127

11.98.5.18~27， 圖資大樓

12.98.6.16，學生活動中心前廣場

13.98.6.2 ，圖資大樓L0105

14.98.12.15，行政大樓羅馬廣場

15.98.12.22，設計大樓B1

16.98.12.5，學生活動中心

17.98.5.2 ，高雄女中

18.98.1.17~23，中台科技大學

19.98.12.21，扇形廣場

20.98.12.16， 政大樓前廣場

校內活動風氣應加強，應增加活動

的宣傳以達到活動人數的數量攀

升。

4
社團嘉年華迎

新活動
20,000 50,000

活動於98學年開學後第一週辦理，當

日召集校內所有社團到場，在女宿前

走道展現各社團特色，讓新生體驗不

同的校園活力，活動當天校園的目光

皆集中於此，人聲雜沓，摩肩擦踵。

整天活動連同晚會，將近約有2000人

參與這場活動。

全校師生，約計2000人次 98.9.9，女宿前大道、學生活動中心 活動的辦理乃展現各社團特色並藉

此機會能有更多學生參與社團，藉

由新生加入，除讓學生藉由社團的

參與，能有更多的學習模式，也可

以讓社團能夠有所傳承，整體活動

可算是圓滿成功，惟仍因人手不足

及受限場地空間因素，產生一些小

小混亂及瑕疵。有關場地急需有個

較固定的空間，能減少前述狀況發

生。

二、

營造溫

馨友善

之校園

環境，

促進學

生適性

揚才與

實現自

我

2-4

促進適性

揚才、自

我實現



編號 願景

學生事務

與輔導工

作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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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進修部校園嘉

年華系列活動
130,000 130,000

1.進修部社團嘉年華活動之東西創意

音樂會-美猴王鬧場

2.校慶系列活動-動“進”皆宜

3.校慶系列活動-2009古新原年-2009

戲劇微笑-〈守歲〉獨幕劇

進修部師生：

1.300人次

2.1200人次

3.1200人次

1.98.4.30/18:30~21:30，

  行政大樓B2扇型舞台

2.98.10.22./18:30-22:00，

  行政大樓B2扇型舞台

3.98.10.22/18:30-22:00，

  多功能大禮堂

1.本活動第一次嘗試與校外學生社團

交流，並結合賓果遊戲，使活動更多

樣化。

2.當日校園活動共計3場大型表演，

惟活動現場於戶外空間且為開放式，

在舞台表演的音響、燈光及座位方式

不及於在室內表演，因活動現場與另

一表演活動場地較近，會產生學生參

與、音量干擾的相互影響情況發生，

此為美中不足之處。

3.舉辦有意義的活動，是希望藉由活

動來累積經驗、拓展人際關係、以及

培養帶隊的活動力，更能促進系與系

之間的交流，讓團隊相處能更融洽，

展現出團隊精神。

4.進修部學生大部分白天都有工作，

因此活動集合時間較難以控制安排，

另活動因受限於場地的關係，較難發

揮最理想的安排。

5.進修部學生因白天工作、晚上進修

，故較少有時間欣賞藝文表演，希望

此次活動能帶給學生更多不一樣的感

官享受。

6.學生對於靜態的藝文表演較無主動

的參與感，以致於觀賞人數較少，可

6
全校工讀生研

習
20,000 20,000

邀請學校知名講師主講工作態度及性

別平等的重要性，使學生了解如何培

養良好的工作態度、面對來勢洶洶的

競爭及於工作環境保護自身安全，並

提醒學生運用工讀經驗累積職場實力

與競爭力，才有勝出的機會。

全校工讀學生及本校教職員，

總計460人次。各場次參加人數

如下：

1.235人次

2.225人次

1.98.11.10/11:00-13:00，D0105

2.98.11.11/14:30-16:30，D0105

本年度共舉辦2場次研習會，讓各

個空檔時段的工讀同學都能參與。

建議未來亦朝多場次方向規劃，使

工讀同學在參與時間上有更多選

擇。

7
生活方式及工

作環境體認
30,000 50,000

辦理「新生懇親座談會」及「校園社

區巡禮」2項活動，讓家長可放心讓

子女離家求學，並協助學生瞭解校園

周邊生活商圈，讓學生能儘快適應新

生活，如遇生活所需問題，也可適時

找到解決之處。另外，以上活動也能

增進新生同儕間的認識與聯絡，讓同

學間也可快速地認識其他同學、增進

人際關係、及拓展人脈。整體滿意度

為95.5％。

1.行政單位各相關處室主管及

參加座談之學生家長420人。

2.新生約250餘人，共實施二日

，每日區分四個梯次乘載，每

梯次約40位新生參加。

1.98.9.5/13：50-15：10，

  第二宿舍學生餐廳

2.98.9.5/15：30-21：00及

  98.9.6/13：00-18：00，

  本校圖資大樓-校園-燕巢社區-

  義大醫院-大社-楠梓商圈及各大

  眾運輸工具停靠站。

1.本活動確實得到家長與學生的支

持與贊同，也快速地讓學生瞭解學

校生活商圈

2.由於時間與路程規劃關係，無法

讓學生更瞭解校園周遭環境，往後

亦可規劃將巡禮範圍拓展至燕巢大

學城、大社生活圈等校區附近商

圈。

8

新生生活輔導

文宣資料之編

製

30,000 50,000

編製新生手冊800本，藉由清楚、溫

馨的內容，傳遞校園生活相關法規及

宣導智慧財產權，使學生能藉由每日

的翻閱，注意學校各項法規及生活上

的小細節。

住宿新生，總計800人次 98.12.24，第一、第二宿舍 因金額有限，故僅製作800本生活

輔導手冊，無法擴及全校新生。

二、

營造溫

馨友善

之校園

環境，

促進學

生適性

揚才與

實現自

我

2-4

促進適性

揚才、自

我實現



編號 願景

學生事務

與輔導工

作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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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辦理學生生涯

定向測驗
5,000 5,000

訂購「生涯興趣量表 (CII)」、「生

涯信念檢核表 (CBC) 」等心理測驗

各乙批，以實施本校學生生涯個別諮

商及生涯團體輔導，並藉由心理測驗

協助本校同學探索生涯、妥善規劃生

涯。

全校學生，總計600人次 98.9.1-99.1.13 每學年都能購買新版之生涯測驗，

協助全校學生之探索生涯、妥善規

劃生涯

10
辦理學生就業

輔導措施
120,000 0

辦理生涯輔導週系列活動，透過生

動、有趣、多元活動的實施，增進本

校全體學生生涯規劃能力與健康之生

涯概念，並提早學習了解自我生涯方

向，進而在未來面臨生涯抉擇時可以

有正向的態度去面對。活動內容共包

含以下九項活動：

1.生涯講座

2.生涯影展

3.時光隧道

  第一站-我的生涯彩虹橋

  第二站-星座夫人

  第三站-生涯逹人-提昇表達溝通力

  第四站-骰(甩)開煩腦~易帆風順

  第五站-打造全新的自己-造型諮詢

  第六站-16種性格分析測驗

  第七站-塔羅牌生涯運勢搶先看

全校師生，總計1200人次 1.98.11.09/13：00-15：00，D0105

2.98.11.10/14：00-17:00，T0208

3.98.11.10-12/12：00-20：00

  共三天，扇形廣場前

透過此系列活動，學生能以輕鬆的

方式了解生涯規劃，且活潑、多元

的活動內容深受學生喜愛，未來可

繼續以生動、活潑的方式辦理職涯

輔導活動，讓學生能夠多了解職場

上的挑戰！

11

辦理協助學生

職涯輔導系列

活動

96,311 0

以活潑、生動、多元的活動方式辦理

「學生職涯知能發展口才表達訓練

營」及「職涯知能發展培訓工作坊」

共計5場，同時邀請專業訓練機構培

訓學生團體領導技能，並邀請業界講

師蒞臨本校帶領學生規劃自我職涯，

強化學生進入職場競爭力，其活動整

體滿意度為88.95%。

1.學生職涯知能發展口才表達訓練營

，活動滿意度97%。

2.職涯知能發展培訓工作坊，共4場

，活動整體滿意度80.9%。

 (1)認識自我建立信心

 (2)行銷創意我最行

 (3)好心態好自在

 (4)創業圓夢創意人生

全校師生，總計311人次，各場

次參加人數如下：

1、63人次

2、四場合計248人次

1.學生職涯知能發展口才表達訓練營

  98.04.11/09:00-17:00，AB206

2.職涯知能發展培訓工作坊

  (1)98.10.14/15:00-18:00，A0210

  (2)98.11.11/15:00-18:00，A0210

  (3)98.11.18/15:00-18:00，A0210

  (4)98.12.09/10:00-12:00，T0208

未來可朝向多元化職涯探索活動，

並邀請專業管理人員啟發學生對職

涯探索之興趣，從活動中培養學生

自我性能，提高學生規劃自主能

力。

二、

營造溫

馨友善

之校園

環境，

促進學

生適性

揚才與

實現自

我

2-4

促進適性

揚才、自

我實現



編號 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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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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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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辦理學生就業

輔導措施
160,975 0

1. 辦理「學生就業輔導措施活動」，

提升本校學生專業技能與職涯規劃知能

，邀請業者及學界先進一同分享寫實與

貼切的實例經驗，其活動整體滿意度為

80.4%。各項活動主題與活動滿意度如

下：

(1)職場禮儀與職場倫理-89%。

(2)提升職場就業力-70%。

(3)說對了話，無價！-83%。

(4)創造你的職涯資本-75%。

(5)1%的自信帶來100%的成功-85%。

2.辦理「2009職場體驗機構博覽會」，

其活動內容主要協助學生及社會新鮮人

了解個人職能優勢、強化信心、並選擇

適合職缺，俾於畢業後順利進入職場，

其活動整體滿意度 78.6%。

3. 辦理「職涯輔導發展措施靜態展」

，其目的為讓全校師生瞭解職涯相關輔

導措施，強化學生及早規劃自我職涯目

標，其活動整體滿意度90%。

4. 辦理學生就業輔導系列活動「企業

實務參訪」，協助學生進行規劃完善的

生涯輔導與職涯輔導發展方向，落實教

育部培養學生就業力之政策，透過企業

實務參訪及邀請管理者進行專題演講，

建立正確求職方向，其活動整體滿意度

83.5%。

全校師生，總計1721人次。各

場次參加人數如下：

1.辦理學生就業輔導措施活動

  (1)80人次

  (2)100人次

  (3)193人次

  (4)148人次

  (5)105人次

2.860人次

3.200人次

4.35人次

1.辦理學生就業輔導措施活動

  (1)98.03.17/10;00-12:00，DB134

  (2)98.03.23/10:00-12:00，LB104

  (3)98.04.06/10:00-12:00，T0208

  (4)98.04.08，T0208

  (5)98.05.06，R0107

2.98.10.20/09:00-17:00，L0105

3.98.11.12-13/08:00-18:00，

  圖資大樓一樓川堂

4.99.01.14/08:00-15:00，

  樹德科技大學

  飛統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蜻蜓雅築珠藝工作室

可在日後活動加入更多職場探索體

驗活動，讓學生有更多至職場體驗

的機會。

13

辦理提升學生

職涯競爭力系

列活動

23,375 0

辦理「樹」立希望 邀你「E」起DIY-

E -Portfolio 創意競賽共1場，其內

容主要協助學生了解自己的生涯興趣

與建立生涯藍圖，協助學生能夠建立

自我的學習歷程檔案，並將生涯藍圖

化為具體目標，並且在就學期間不斷

充實自我以增加畢業後的就業競爭力

，其活動整體滿意度71%。

全校學生，總計84人次 98.10.21/13:00-17:00，LB106 目前辦理競賽以紙本呈現為主，建

議未來可增加電子履歷表競賽呈現

，具有創意的履歷表，可讓企業主

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所有競爭者中

脫穎而出。

856,461 470,400

二、

營造溫

馨友善

之校園

環境，

促進學

生適性

揚才與

實現自

我

2-4

促進適性

揚才、自

我實現

金     額     小     計



編號 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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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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自治團體

會議
22,100 66,600

整年度共計舉辦14場自治團體會議，畢

聯會5場、學生會4場、學生議會4場、

課指組1場，並完成年度學生會會長改

選及學生議會審查社團經費等2大任

務。畢聯會也透過與畢業班師生座談，

協助畢業生完成畢業照拍攝及MV拍攝首

映會。活動場次如下：

1.畢聯會_98級畢業生聯合會成長座談

與研習

2.畢聯會_拾憶樂園_MV首映座談會

3.學生會_閃爍期初之社團有約

4.學生議會_系列大會

5.畢聯會_期初全校畢業班級師生座談

會

6.學生會_第二屆學生會正副會長改選

7.畢聯會_期末全校畢業班級師生座談

會

8.學生會_期末團圓之社團有約

9.學生議會_第二次社團活動經費審查

會

10.學生會_期初社團有約

11.畢聯會_期初全校畢業班級師生座談

會

12.學生議會-全人關懷，公民參加學生

事務實務工作研討會

13.學生議會_第三次社團活動經費審查

會

1.畢聯會全體成員/35人次

2.校內師生/200人次

3.學生會全員及各社團代表1-2

人/140人次

4.校內師生/5000人次

5.畢業班師生代表/200人次

6.校內師生/1418人次

7. 畢業班代表/200人次

8.學生會及社團代表/140人次

9.學生議會、學生會及部分社

團代表/45人次

10.學生會全員及各社團代表1-

2人/150人次

11畢業班師生代表/100人次

12.學生議會代表/2人次

13.學生議會/18人次

14.學生會、學生議會及社團代

表，40人次

1.98.2.18~20，設計大樓、學生活動

中心

2.98.2.24，圖資大樓LB104教室

3.98.3.6，管理大樓T208教室

4.98.1.1~12.31，校內、高雄應用科

技大學

5.98.3.25，管理大樓T208教室

6.98.4.2~5.7，全校

7.98.4.29，管理大樓T208教室

8.98.6.11，設計大樓D0105

9.98.10.22，行政大樓A0117

10.98.9.16，設計大樓DB139

11.98.9.30，管理大樓T208

12.98.10.30，中原大學

13.98.10.29，行政大樓A0117教室

14.99.1.20，行政大樓A0204教室

召開學生自治團體會議之功能是與

各社團、系所建立溝通機制及審查

學生社團經費。除任務的宣導及執

行外，也在潛移默化的訓練下增加

校園民主意識。但現階段由於學生

議會成立不久，對於所賦予的責任

及任務，還需要多加訓練及強化。

而學生會對於本身的機制、責任與

功能性，仍有不足之處，如學生權

益等，仍有需要再多注意且處理後

續作業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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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師生座談會 21,000 78,000

共辦理33場師生座談會，活動目的在於強化師生間之溝

通，以解決學生疑惑，並增進彼此感情、促進師生關

係。33場師生座談會如下：

1.流設系-期末系大會暨師生座談會

2.室設系-期末系會-送舊

3.休運系-期初師生座談會暨系大會

4.資管系-喀資喀資期初師生座談會

5.幼保系-期中師生座談會暨系大會

6.室設系-期初師生座談會暨系大會

7.應外系-期末師生座談會

8.數遊系-期初系大會

9.產設系-期末師生座談會

10.演藝系-期末師生座談會

11.電通系-老了該走了

12.休運系-期末系大會暨師生座談會

13.室設系-期初師生座談會

14.大馬同學會-馬來西亞國際學生師生座談會

15.休管系-期初師生座談會暨系大會

16.流設系-期初師生座談暨系大會

17.夢想起飛社-學生大講堂

18.課指組-自治社團期末師生座談會

19.金融系-期末師生座談會暨系大會

20.行銷系-期末系大會

21.課指組-社團一家親

22.建環系-期末系大會

23.資工系-98年期末師生座談會

24.應外系-98學年推廣智慧財產權暨師生座談會

25.數遊系-期末師生座談會

26.課指組-社團聯合座談會

27.產設系-師生座談會之出來面對

28.視傳系-2009年期初師生座談會暨系大會

29.國企系-期初師生座談會暨系大會

30.兒家系-期初師生座談會暨系大會

31.運管系-期末師生座談會

32.休運系-期末師生座談會

33.資管系-哈資卡西期中系會暨師生座談會

1.校內師生/200人次

2.校內師生/100人

3.校內師生/140人次

4.校內師生/400人次

5.校內師生/200人次

6.校內師生/100人次

7.校內師生/150人次

8.校內師生/100人次

9.校內師生/120人次

10.校內師生/150人次

11.校內師生/100人次

12.校內師生/120人次

13. 校內師生/100人次

14.本校馬來西亞學生50位，師長10位

15.校內師生/150人次

16.校內師生/250人次

17.校內師生/50人次

18. 校內師生/60人次

19.校內師生/60人次

20.校內師生/250人次

21.社團幹部/20人次

22.校內師生/160人次

23.校內師生/100人次

24.校內師生/150人次

25.校內師生/100人次

26.社團幹部/30人次

27.校內師生/400人次

28.校內師生/150人次

29.校內師生/360人次

30.校內師生/300人次

31校內師生/200人次

32.校內師生/110人次

33.校內師生/400人次

1.   98.6.17，D0105

2.   98.6.22， DB136

3.   98.3.18， T505

4.   98.11.9， 圖資大樓L0105

5.   98.4.29， 圖資大樓LB104

6.   98.3.16 ，DB134

7.   98.6.10， 圖資大樓L0421

8.   98.3.11， DB103

9.   98.6.4 ，DB136

10.  98.6.15 ，AB227

11.  98.6.11，行政B2餐廳

12.  98.6.16， LB105

13.  98.3.16 ，DB134

14.  98.9.18 ，第一宿舍B1聯誼餐廳

15.  98.9.30，學活廣場

16.  98.9.23， D0105

17.  98.12.22 ，A0117

18.  98.6.16 ，行政大樓開標室

19.  98.12.16 ，管理學院T0204

20.  98.12.15， D0105

21.  98.12.25，湖邊餐廳

22.  98.12.25， 建環系視聽教室

23.  98.12.18， L0721

24.  98.11.18， LB105

25.  98.12.21， DB104

26.  98.12.24， 湖邊餐廳

27.  98.11.16 ，D0105

28.  98.9.21，階梯教室DB131

29.  98.9.17， L0105

30.  98.10.14 ，學生活動中心前廣場

31.  98.12.15，學生活動中心前廣場

32.  98.12.10， LB105

33.  98.11.09， L0105

每個系所於每學期皆會辦理此例行

性會議，但每學年仍有一至二個系

未辦理，建議各系學會能多參與此

種共同交流的會議。

3
民主法治教育

相關活動
10,000 10,000

有效強化同學對智慧財產權正確觀念

，建立『使用者付費』及『尊重智慧

財產權』觀念，藉由系列講座使同學

能對智慧財產權有深刻了解。除消極

面可警惕同學不觸法外，更可積極引

導同學畢業後，於工作實務上瞭解如

何善用商標專利，以保護個人研發及

創新成果。四場講座主題如下：

1.專利資料庫檢索

2.商標申請使用及維護

3.校園著作權

4.智慧財產權

全校師生，總計600人次 1.98.11.16/14:00-16:00，LB104

2.98.11.1714:00-16:00，D0105

3.98.11.23/14:00-16:00，LB104

4.98.11.23/18:30-20:30，DB136

1.本年度依據智慧財產權的範圍，

選定「專利資料庫檢索」、「商標

申請使用及維護」、「校園著作

權」、「智慧財產權」等四個主題

邀請專家蒞校演講，使保護智慧財

產權觀念更深植於本校師生。

2.第一場「專利資料庫檢索」主題

較生硬，學生較無興趣。

3.本系列活動在講座安排方面，未

來應可先介紹智慧財產權，再陸續

介紹著作權、商標及專利。

4.將針對「校園電腦軟體」、「圖

書館藏書及影音光碟」等之合法使

用及教科書、講義之非法影印相關

主題，透過演講、座談會等方式，

向師生宣導尊重智慧財產權的觀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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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昇品格教育 10,000 10,000

藉由宿舍自治委員會舉辦的整潔生活

活動，帶領同學能隨手撿起垃圾，以

及將垃圾不落地的良好行為開始培養

成習慣。

全校師生，總計200人次 98.12.24，圖資大樓一樓前廣場 生活教育是培養及建立公民社會的

基本要件，藉由宿舍自治委員會舉

辦的整潔生活，將生活教育帶入校

園中，促進大學生提升公共場所素

養，進而培養學生將愛乾淨融入生

活，並逐漸養成習慣。

63,100 164,600

1
社團帶動中小

學營隊及活動
30,000 92,500

以社團關懷偏遠地區之兒童並教導小

朋友生活正確觀念，有關生活禮儀，

以團康方式來學習課堂以外的東西，

也讓學童藉由帶動中小營隊，學習互

助合作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尊重，

使小朋友能在快樂中學習成長！辦理

隊次如下：

1.畢聯會-心中有愛，傳愛新奇蹟育

樂營

2.畢聯會-枋寮激起聯漪之生態教學

之旅

3.石穗康輔社-尋夢列車冬令營-校內

外

4.太極拳社-歡樂寒假，前進中正

5.游泳社-中小學帶動之泳氣十足

6.康輔社-夏日之夢夏令營

7.英語教學服務社-兒童美語夏令營

8.棋藝文化推廣社-迎向陽光活力無

限

9.原勢力社-原本山

10.創意集社-讓小樹茁壯

11.康輔社-愛心寶貝成長記

12.樹科團契-讓愛走動

1.校內師生25人次、

  校外學生60人次

2.校內師生30人次

3.校內師生外50人次

4.校內師生10人次、

  校外學生35人次

5.校內師生20人次、

  校外學生50人次

6.校內外170人次

7.校內師生10人次、

  校外學生90人次

8.校內師生18人次、

  校外學生50人次

9.校內師生20人次、

  校外學生50人次

10.校內師生12人次、

  校外學生30人次

11.校外學生160人次

12.校外學生35人次

1.98.28~13，同安國小

2.98.27~8，屏東縣枋寮鄉

3.98.25~8，仁武國小

4.981.21~24，中正國小

5.98516~6.20，慈雲幼稚園

6.98.7.4~11，玉田國小

7.98.7.1~4，安招、鳳雄國小

8.98.11.12，楠梓國小

9.98.12.5~6，楓林國小

10.98.11.28~29，楠梓國小

11.98.10.9~12.11，橫山國小

12.98.12.26，燕巢國小

帶動中小的學校選擇應考量實際缺

乏所需並且依照缺乏之資源點上做

活動的規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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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所中小學服

務隊活動
20,900 40,800

系學會以鄰近中小學為主，將平時所

學的知識以遊戲方式呈現給小朋友，

並從中學習團體之間的相處模式、建

立良好的人際關係，提升溝通能力，

藉此把大專生的精神與活力傳達給帶

動的中小學。

1.電通系-帶動中小學之科學體驗

營。

2.休運系-就是愛籃球。

3.企管系-前進載興，滿載而歸。

4.建環系-帶動地區中小學之專長互

動。

5.資管系-帶動中小學教學。

6.資管系&數遊系-帶動中小學。

1.校內外師生250人次

2.校內外師生60人次

3.校內外師生65人次

4.校內外師生120人次

5. 校內外師生30人次

6.校內外師生50人次

1.98.4.25、98.4.4、98.4.7、98.4.9

，美濃、六龜、荖濃、廣興、龍肚國

小

2.98.11.30~12.7，大社國中

3.98.12.7，載興國小

4.98.11.12，仕隆國小

5.98.12.15，旗尾國小

6.99.1.18，九如國小

帶動中小的學校選擇應考量服務之

國小實際缺乏所需並且依照缺乏之

資源點上做活動的規劃內容。

3
社團推行社區

服務活動
30,600 118,200

年輕學子發揮專長，於鄰近社區透過關

懷、陪伴長者從事各項休閒活動，引發長

者參與休閒活動之興趣，讓其精神有所寄

託。並培養青年對長者的責任感與認同感

，塑造優質品格。辦理場次如下：

1.嘻舞門-小小明星舞者訓練營

2.愛樂社-群采飛揚南區大專及高中職國樂

社團聯合展演

3.稻草人戲劇社-故事劇場

4.石穗康輔社-義大醫院

5.石穗康輔社-濕心風之穗月不饒人

6.基服社-暑期營對愛在心中發芽

7.稻草人戲劇社-志工活動

8.宣愛團契社-伊屯部落短宣再出發

9.石穗康輔社-穗穗念vs濕吼功

10.課指組-愛，發芽

11.基服社-志願服務基礎訓練-研習課程

12.太極拳社-健康太極在榮家

13.基服社-志願服務基礎訓練

14.電子商務社-關環社區服務老人

15.夢想起飛社-金光閃閃

16.稻草人戲劇社-故事盒

17.太極拳社-終於「初」山了

18.Follow  Me 社區計畫

1.校內外學生155人次

2.校內外學生500人次

3.校內外學生210人 次

4.校內學生9人次

5.校內外學生50人次

6.校內學生20人次/校外學生50

人次

7.校內外學生50人次

8.校內外學生100人次

9.校內外80人次

10.校外學生127人次/校內200

人次

11.校內學生150人次

12.校內學生10人次/校外長者

80人次

13.校內學生50人次

14.校內學生15人次/校外30人

次

15.校內學生10人次/校外60人

次

16校內外學生50人次

17.校內學生10人次/校外20人

次

18.校內外學生30人次

1.98.1.10，慈雲寺附屬幼稚園

2.98.5.2，台南縣麻豆鎮總爺藝文中

心

3.98.5.19，橫山國小

4.98.6.3 ，義大醫院

5.98.5.17 ，海洋之星

6.98.7.6~17，花蓮縣復興國小

7.98.2.23~6.30，大社圖書館

8.988/9~15 ，伊屯部落

9.98.10.17，旗津海岸公園

10.98.10.24，行政大樓B1

11.98.11.21，圖資LB105

12.98.12.2~13，岡山榮民之家

13.98.12.8，高雄市仁愛之家、社區

14.98.12.12，高雄市仁愛之家

15.98.12.16~20，燕巢鄉金山社區

16.98.11.7~28，大社圖書館

17.98.12.20，高雄縣大崗山

18.98.10.12~30，燕巢鄉角宿社區

社區服務的迴響熱烈，可多多舉辦

類似的活動，但需要在安全考量上

再做細密之規劃。

三、

培養具

良好品

格的社

會公民

3-2

推動服務

學習、培

育熱愛鄉

土及具有

世界觀之

社會公民



編號 願景

學生事務

與輔導工

作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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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健康保健志工

培訓活動
60,000 0

1.舉辦餐飲健康保健知識及服務熱忱

相關講座，培養學生服務熱忱與態度

，並應用所學服務校園。

2.舉辦志工旗津淨灘活動，培養學生

服務奉獻的精神。

3.參與社區，舉辦「愛的抱抱」—慈

德育幼院送愛心活動。

本校學生

1.共40人次

2.共21人次

3.育幼院學童及老師35人次

1.98.04.08及98.10.20，

  健康促進中心團體衛教室

2.98.04.25，高雄市旗津海灘

3.98.11.15，慈德育幼院

1.同學參與淨灘活動後，才了解到

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同學表示雖然

只是小小的撿垃圾動作，卻覺得很

有意義，還給自己一個乾淨的環

境。

2.將關懷化成行動表現出來，獲得

育幼院院童正向的迴響及肯定，經

由活動歷程，提昇學生志願服務的

熱忱。

5

推動學輔中心

學生服務學習

活動

50,000 0

1.辦理97-2向日葵志工學期活動八場

與98-1學期活動九場，內容以增進諮

商中心向日葵家族志工隊團隊默契、

自我成長和專業知能為主，同時亦協

助中心與資源教室所舉辦的各項活

動。97-2活動內容包括期初迎新和期

末送舊、兩場性教育課程、認識障別

課程和配合性別平等戲劇比賽的劇本

演出籌備，系列課程裡讓學生學習如

何具體實踐一項計畫。98-1活動在校

慶之前安排手工藝課程，以及加強志

工的情緒自我覺察和辨識手語；手語

課程之外也同時安排宣導聽障者與翻

譯員（志工的另一個角色）之間的異

同，如何達成更好的溝通與互動。

2.在協助資源教室和諮商中心活動的

部分，97-2和98-1分別有性別平等戲

劇比賽、生命關懷系列活動、校慶、

家族聯合自強活動等，家族學生受益

人次約一百多名。

諮商與生涯發展中心向日葵志

工隊成員包括身心障礙生、同

儕輔導員、一般志工學生，97-

1參加人數為35名，活動參與人

數為280人次；98-1志工人數為

35名，活動參與人數為315人

次。

97-2辦理時間為98.02.05至06.15，會

議與課程地點在諮商中心助學園地會

議室，校外探索活動地點為東勢林

場。98-1辦理時間從98.9.29至

98.12.23.，課程地點於助學園地會議

室，校外探索活動於屏東科技大學舉

行戶外探索體驗和野生動物收容中心

導覽。

本活動由中心志工隊、身心障礙生

及其同儕輔導員共同參與，成員除

了一般學生，約有45％的身心障礙

生，旨在鼓勵家族學生認識、瞭解

自己，進而幫助他人。協助中心活

動的部分讓學生親自融入，從活動

中學習成長，並於戶外自強活動實

際帶領遊戲、照顧身障生。課程設

計部分，需調整形式和主題，專業

知能的主題較難吸引學生興趣，未

來將嘗試團體課程，以及實地讓學

生至身障關懷中心和外界互動，提

高她們的社會參與度。

191,500 251,500

1

充實學務與輔

導工作人員之

專業能力與管

理知識

17,400 32,600

辦理學務團隊活力營，強化團隊情

感、激發學務同仁自我挑戰能力，進

而提昇工作效能。

學務同仁，共40人 98.12.5，屏東大鵬灣 1.以體能挑戰方式辦理活力營，確

實可激發同仁自我挑戰能力，並應

用於範疇多元的學務工作。

2.部分同仁較不擅長體能主題活動

，需經多次鼓勵才願意參加。建議

未來有較明確的參加機制，可促使

更多同仁嘗試多元領域，豐富生活

體驗，進而可開拓學務工作視野與

能量。

2

加強學務與輔

導工作觀摩、

交流與傳承

13,920 37,850

辦理學輔工作標竿學校觀摩交流，由

學務長及學務處各組主管與同仁代表

組成觀摩團隊，至靜宜大學及逢甲大

學參訪，吸收並交流標竿學務工作經

驗，建立學習型組織。

學務處主管與同仁，共15人 98.12.10，靜宜大學及逢甲大學 藉由參訪標竿學校，能具體且快速

地開拓學務工作方法與創意，並建

立與他校的良好情誼。參訪人員皆

表示收穫豐富，建議未來可繼續辦

理。

金     額     小     計

三、

培養具

良好品

格的社

會公民

3-2

推動服務

學習、培

育熱愛鄉

土及具有

世界觀之

社會公民

四、

提昇學

務與輔

導工作

之專業

化、e化

及績效

4-2

建立專業

化之學舞

與輔導工

作及學習

型組織



編號 願景

學生事務

與輔導工

作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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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20 70,450

1

學務與輔導工

作績效評鑑制

度與指標

7,000 36,000

辦理「夢想起飛‧學務翱翔─學務工

作精進座談會」，邀請社團幹部、住

宿生、外籍生、僑生及身心障礙生…

等學生代表進行學務工作座談，以精

進現行之各項學務服務與措施。

學生代表及學務同仁，共計230

人

98.11.20/12:00-13:10，D0105 透過與學生雙向座談，不僅讓學生

了解學務處各項貼心服務，也提供

管道讓學生表達對學務工作的看法

，暢通學生權益維護機制。

2
提升社團輔導

績效
115,500 37,430

98年度共擇優康輔社、98級畢聯會2

個社團參加教育部全國社團評鑑暨觀

摩活動，且2社團皆獲得「優等」成

績，確實為其他社團之表率。而下半

年校內社團評鑑，也針對社團評鑑項

目對各社團進行檢核及輔導，希望有

更多社團成長、茁壯。辦理場次如

下：

1.課指_績優學生社團評鑑暨觀摩。

2.課指_98年度社團評鑑。

3.課指_98學年度期末社團評鑑暨經

費審查檢討會。

1.校內學生及校外師生，535人

次

2.各類社團、系學會成員，300

人次

3.系學會、各社團代表，50人

次

1.98.3.28~29，弘光科技大學。

2.98.11.30~12.16，各社團、系學會

辦公室及圖資大樓2樓應社院前廣場。

3.98.12.25，行政大樓A0204教室。

輔導社團及提升社團績效一直是維

持社團運作的重要任務之ㄧ，藉由

社團評鑑來了解各社團運作狀況及

需要改進之處。而對於社團運作情

況有停滯現象者，提供相關建議方

案，供社團成員討論日後發展規

劃。其實各社團有其發展傳承的意

願，但是對於相關文件的整理及保

存，往往失去耐心及章法，相對的

也影響新成員加入社團的意願，因

此本年度持續宣導學生社團資料的

建構及保存，並導入系統連結，發

展成為學生在校學習歷程資料，作

為日後學生畢業後履歷資料之ㄧ。

122,500 73,430

全 部 工 作 項 目 金 額 總 計 2,364,100 2,36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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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     額     小     計

四、

提昇學

務與輔

導工作

之專業

化、e化

及績效

4-4

落實評鑑

制度及提

昇工作效

能

金     額     小     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