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輔社康輔社康輔社康輔社：：：：豆豆参拾幹部訓練營豆豆参拾幹部訓練營豆豆参拾幹部訓練營豆豆参拾幹部訓練營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16161616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東南科技大學和平樓東南科技大學和平樓東南科技大學和平樓東南科技大學和平樓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豆豆参拾幹部訓練營豆豆参拾幹部訓練營豆豆参拾幹部訓練營豆豆参拾幹部訓練營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林子鈞林子鈞林子鈞林子鈞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康輔社幹部康輔社幹部康輔社幹部康輔社幹部、、、、社員社員社員社員((((約約約約 40404040 人人人人))))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讓社團新生成為預備幹部讓社團新生成為預備幹部讓社團新生成為預備幹部讓社團新生成為預備幹部，，，，提升社團向心力與凝聚力提升社團向心力與凝聚力提升社團向心力與凝聚力提升社團向心力與凝聚力；；；；並維持東南並維持東南並維持東南並維持東南

康輔社傳統康輔社傳統康輔社傳統康輔社傳統，，，，達到薪火相傳達到薪火相傳達到薪火相傳達到薪火相傳、、、、社團交接的功效社團交接的功效社團交接的功效社團交接的功效，，，，提升學員彼此間的提升學員彼此間的提升學員彼此間的提升學員彼此間的

革命情感革命情感革命情感革命情感，，，，並重新審視自己的優缺點並重新審視自己的優缺點並重新審視自己的優缺點並重新審視自己的優缺點，，，，讓學員找到未來希望在社團讓學員找到未來希望在社團讓學員找到未來希望在社團讓學員找到未來希望在社團

達到的目標達到的目標達到的目標達到的目標，，，，提升自己的自信提升自己的自信提升自己的自信提升自己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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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系資訊系資訊系資訊系學會學會學會學會：：：：羽球競賽羽球競賽羽球競賽羽球競賽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4444 月月月月 1111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東南科大夢初體育館東南科大夢初體育館東南科大夢初體育館東南科大夢初體育館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羽球競賽羽球競賽羽球競賽羽球競賽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朱韋濤朱韋濤朱韋濤朱韋濤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全校學生全校學生全校學生全校學生((((報名學生約報名學生約報名學生約報名學生約 40404040 人人人人))))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讓參與賽事的讓參與賽事的讓參與賽事的讓參與賽事的學生學習到運動的好處學生學習到運動的好處學生學習到運動的好處學生學習到運動的好處，，，，且讓主辦單位跟參與者都學且讓主辦單位跟參與者都學且讓主辦單位跟參與者都學且讓主辦單位跟參與者都學

習到了如何尊重活動及時間的分配習到了如何尊重活動及時間的分配習到了如何尊重活動及時間的分配習到了如何尊重活動及時間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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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104104104104 年學生會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年學生會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年學生會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年學生會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29292929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央大學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104104104104 年學生會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年學生會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年學生會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年學生會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李勁毅李勁毅李勁毅李勁毅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學生議會學生議會學生議會學生議會、、、、陳俐雅老師陳俐雅老師陳俐雅老師陳俐雅老師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藉由評鑑活動藉由評鑑活動藉由評鑑活動藉由評鑑活動，，，，讓本校學生會能見習他校優點讓本校學生會能見習他校優點讓本校學生會能見習他校優點讓本校學生會能見習他校優點，，，，進而檢討進而檢討進而檢討進而檢討、、、、檢視須檢視須檢視須檢視須

改善之處改善之處改善之處改善之處，，，，並與友校接觸並與友校接觸並與友校接觸並與友校接觸，，，，增加與未來本校合作機會增加與未來本校合作機會增加與未來本校合作機會增加與未來本校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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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輔導人員研習社康樂輔導人員研習社康樂輔導人員研習社康樂輔導人員研習社、、、、夢玄攝影社夢玄攝影社夢玄攝影社夢玄攝影社：：：：    
104104104104 年全國大年全國大年全國大年全國大專院校社團評鑑暨觀摩活動專院校社團評鑑暨觀摩活動專院校社團評鑑暨觀摩活動專院校社團評鑑暨觀摩活動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29292929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國立體育大學國立體育大學國立體育大學國立體育大學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104104104104 年全國大專院校社團評鑑暨觀摩活動年全國大專院校社團評鑑暨觀摩活動年全國大專院校社團評鑑暨觀摩活動年全國大專院校社團評鑑暨觀摩活動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林子鈞林子鈞林子鈞林子鈞、、、、劉韋廷劉韋廷劉韋廷劉韋廷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康輔社社員康輔社社員康輔社社員康輔社社員、、、、夢玄攝影社社員夢玄攝影社社員夢玄攝影社社員夢玄攝影社社員、、、、王治邦組長王治邦組長王治邦組長王治邦組長、、、、施勇政老師施勇政老師施勇政老師施勇政老師、、、、

林惠娟老師林惠娟老師林惠娟老師林惠娟老師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由本校評鑑成績優秀社團代表參加全國評鑑活動由本校評鑑成績優秀社團代表參加全國評鑑活動由本校評鑑成績優秀社團代表參加全國評鑑活動由本校評鑑成績優秀社團代表參加全國評鑑活動，，，，由康輔由康輔由康輔由康輔

社及攝影社皆拿回績優獎社及攝影社皆拿回績優獎社及攝影社皆拿回績優獎社及攝影社皆拿回績優獎；；；；藉此活動藉此活動藉此活動藉此活動 2222 社團也帶領內部預社團也帶領內部預社團也帶領內部預社團也帶領內部預

幹到場見習幹到場見習幹到場見習幹到場見習，，，，以爭取明年佳績以爭取明年佳績以爭取明年佳績以爭取明年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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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望愛信望愛信望愛信望愛社社社社：：：：復活節發彩蛋復活節發彩蛋復活節發彩蛋復活節發彩蛋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1111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東南科大榕樹下東南科大榕樹下東南科大榕樹下東南科大榕樹下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復活節發彩蛋復活節發彩蛋復活節發彩蛋復活節發彩蛋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劉詠翰劉詠翰劉詠翰劉詠翰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信望愛社社員信望愛社社員信望愛社社員信望愛社社員、、、、全校師生全校師生全校師生全校師生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於復活節時在大榕樹下發送彩蛋給全校師生於復活節時在大榕樹下發送彩蛋給全校師生於復活節時在大榕樹下發送彩蛋給全校師生於復活節時在大榕樹下發送彩蛋給全校師生，，，，透過此活動讓師生了透過此活動讓師生了透過此活動讓師生了透過此活動讓師生了

解復活節的意義解復活節的意義解復活節的意義解復活節的意義，，，，也藉此宣傳信望愛社也藉此宣傳信望愛社也藉此宣傳信望愛社也藉此宣傳信望愛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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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術社魔術社魔術社魔術社：：：：派對魔術上街吧派對魔術上街吧派對魔術上街吧派對魔術上街吧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16161616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東南科大榕樹下東南科大榕樹下東南科大榕樹下東南科大榕樹下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派對魔術上街吧派對魔術上街吧派對魔術上街吧派對魔術上街吧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于兆廷于兆廷于兆廷于兆廷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全校師生全校師生全校師生全校師生((((約約約約 100100100100 人人人人))))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讓學生讓學生讓學生讓學生、、、、老師在經過榕樹下時老師在經過榕樹下時老師在經過榕樹下時老師在經過榕樹下時，，，，看到魔術社的專業表演看到魔術社的專業表演看到魔術社的專業表演看到魔術社的專業表演，，，，在校園增在校園增在校園增在校園增

添體驗魔術的機會添體驗魔術的機會添體驗魔術的機會添體驗魔術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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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術社魔術社魔術社魔術社：：：：近距離魔術競賽近距離魔術競賽近距離魔術競賽近距離魔術競賽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東南科大學生第一餐廳東南科大學生第一餐廳東南科大學生第一餐廳東南科大學生第一餐廳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近距離魔術競賽近距離魔術競賽近距離魔術競賽近距離魔術競賽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于兆廷于兆廷于兆廷于兆廷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全校師生全校師生全校師生全校師生((((約約約約 100100100100 人人人人))))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於中午學生於中午學生於中午學生於中午學生、、、、老師在一餐用餐時老師在一餐用餐時老師在一餐用餐時老師在一餐用餐時，，，，由社員分組進行魔術競賽由社員分組進行魔術競賽由社員分組進行魔術競賽由社員分組進行魔術競賽，，，，讓吃讓吃讓吃讓吃

飯的人飯的人飯的人飯的人看到魔術社的專業表演看到魔術社的專業表演看到魔術社的專業表演看到魔術社的專業表演，，，，在校園增添體驗魔術的機會在校園增添體驗魔術的機會在校園增添體驗魔術的機會在校園增添體驗魔術的機會，，，，並藉並藉並藉並藉

由觀看人員的投票選出最佳表演組由觀看人員的投票選出最佳表演組由觀看人員的投票選出最佳表演組由觀看人員的投票選出最佳表演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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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電影欣賞同樂會電影欣賞同樂會電影欣賞同樂會電影欣賞同樂會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8888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東南科大四維樓東南科大四維樓東南科大四維樓東南科大四維樓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電影欣賞同樂會電影欣賞同樂會電影欣賞同樂會電影欣賞同樂會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李勁毅李勁毅李勁毅李勁毅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全校師生及工作人員全校師生及工作人員全校師生及工作人員全校師生及工作人員((((約約約約 120120120120 人人人人))))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使全校師生有機會欣賞世界電影雜誌提供的電影使全校師生有機會欣賞世界電影雜誌提供的電影使全校師生有機會欣賞世界電影雜誌提供的電影使全校師生有機會欣賞世界電影雜誌提供的電影，，，，並藉由園遊會擺並藉由園遊會擺並藉由園遊會擺並藉由園遊會擺

攤讓氣氛更加熱攤讓氣氛更加熱攤讓氣氛更加熱攤讓氣氛更加熱鬧鬧鬧鬧，，，，吸引吸引吸引吸引人人人人潮潮潮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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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46464646 週年蛻變東南週年蛻變東南週年蛻變東南週年蛻變東南、、、、活力創新校慶活力創新校慶活力創新校慶活力創新校慶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5555 日日日日 9999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東南科大東南科大東南科大東南科大夢初體育場夢初體育場夢初體育場夢初體育場、、、、運動場運動場運動場運動場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46464646週週週週年年年年「「「「蛻變蛻變蛻變蛻變東南東南東南東南、、、、活活活活力創新力創新力創新力創新」」」」校校校校慶慶慶慶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李校長李校長李校長李校長清吟清吟清吟清吟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全校師生全校師生全校師生全校師生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校校校校慶慶祝慶慶祝慶慶祝慶慶祝大會大會大會大會結束後結束後結束後結束後，，，，由社團由社團由社團由社團、、、、全校全校全校全校 2222 年年年年級班級負責級班級負責級班級負責級班級負責擺攤擺攤擺攤擺攤舉舉舉舉辦園遊辦園遊辦園遊辦園遊

會會會會((((共共共共 65656565 攤攤攤攤))))，，，，並並並並請舉請舉請舉請舉行社團活行社團活行社團活行社團活力力力力秀演秀演秀演秀演出出出出，，，，讓全校及讓全校及讓全校及讓全校及貴賓感受貴賓感受貴賓感受貴賓感受社團活社團活社團活社團活

力力力力及及及及慶典慶典慶典慶典的熱的熱的熱的熱鬧鬧鬧鬧。。。。另另另另使擺攤攤位學習使擺攤攤位學習使擺攤攤位學習使擺攤攤位學習販售自販售自販售自販售自攤攤攤攤商品商品商品商品，，，，並宣傳並宣傳並宣傳並宣傳、、、、計算計算計算計算

收支平衡等收支平衡等收支平衡等收支平衡等，，，，靠自己靠自己靠自己靠自己能能能能力賺力賺力賺力賺取經取經取經取經費費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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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玄攝影社夢玄攝影社夢玄攝影社夢玄攝影社：：：：全校性攝影展覽全校性攝影展覽全校性攝影展覽全校性攝影展覽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8888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東南科大經國圖書館東南科大經國圖書館東南科大經國圖書館東南科大經國圖書館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全校性攝影展全校性攝影展全校性攝影展全校性攝影展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劉韋廷劉韋廷劉韋廷劉韋廷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全校師生全校師生全校師生全校師生、、、、參展同學參展同學參展同學參展同學((((約約約約 37373737 人人人人))))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使學生能認識攝影使學生能認識攝影使學生能認識攝影使學生能認識攝影，，，，並藉由展覽與大家分享自己的作品並藉由展覽與大家分享自己的作品並藉由展覽與大家分享自己的作品並藉由展覽與大家分享自己的作品，，，，向學生表向學生表向學生表向學生表

達攝影的世界及真諦達攝影的世界及真諦達攝影的世界及真諦達攝影的世界及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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頑音社頑音社頑音社頑音社：：：：迴響之夜歌唱大賽迴響之夜歌唱大賽迴響之夜歌唱大賽迴響之夜歌唱大賽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20202020 日及日及日及日及 27272727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非是咖啡廳非是咖啡廳非是咖啡廳非是咖啡廳、、、、夢初體育館夢初體育館夢初體育館夢初體育館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迴響之夜歌唱大賽迴響之夜歌唱大賽迴響之夜歌唱大賽迴響之夜歌唱大賽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陳冠辰陳冠辰陳冠辰陳冠辰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賽人員約參賽人員約參賽人員約參賽人員約 80808080 人人人人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在此活動發現東南的好歌手在此活動發現東南的好歌手在此活動發現東南的好歌手在此活動發現東南的好歌手，，，，讓真誠的歌聲感動觀眾讓真誠的歌聲感動觀眾讓真誠的歌聲感動觀眾讓真誠的歌聲感動觀眾、、、、評審評審評審評審，，，，並讓並讓並讓並讓

大家了解音樂真正的意義大家了解音樂真正的意義大家了解音樂真正的意義大家了解音樂真正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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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善大使社親善大使社親善大使社親善大使社：：：：文山關愛之家育幼院探訪文山關愛之家育幼院探訪文山關愛之家育幼院探訪文山關愛之家育幼院探訪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文山關愛之家育幼院文山關愛之家育幼院文山關愛之家育幼院文山關愛之家育幼院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文山關愛之家育幼院探訪文山關愛之家育幼院探訪文山關愛之家育幼院探訪文山關愛之家育幼院探訪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林東瑋林東瑋林東瑋林東瑋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親善大使社社員親善大使社社員親善大使社社員親善大使社社員、、、、邱一涵老師邱一涵老師邱一涵老師邱一涵老師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親善大使社從公關接洽服務教育親善大使社從公關接洽服務教育親善大使社從公關接洽服務教育親善大使社從公關接洽服務教育，，，，社員間開籌社員間開籌社員間開籌社員間開籌備會議備會議備會議備會議、、、、討論課程討論課程討論課程討論課程、、、、

購買支援用品購買支援用品購買支援用品購買支援用品，，，，並透過此次關愛之家育幼院探訪並透過此次關愛之家育幼院探訪並透過此次關愛之家育幼院探訪並透過此次關愛之家育幼院探訪，，，，充分顯現東南科充分顯現東南科充分顯現東南科充分顯現東南科

大親善大使愛心不落人後大親善大使愛心不落人後大親善大使愛心不落人後大親善大使愛心不落人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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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玄夢玄夢玄夢玄攝影社攝影社攝影社攝影社：：：：淨灘活動淨灘活動淨灘活動淨灘活動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白沙灣白沙灣白沙灣白沙灣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淨灘活動淨灘活動淨灘活動淨灘活動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劉韋廷劉韋廷劉韋廷劉韋廷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攝影社攝影社攝影社攝影社((((約約約約 20202020 人人人人))))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藉由淨灘活動藉由淨灘活動藉由淨灘活動藉由淨灘活動，，，，使大家了解大自然環境的重要使大家了解大自然環境的重要使大家了解大自然環境的重要使大家了解大自然環境的重要，，，，並並並並讓愛好攝影的人讓愛好攝影的人讓愛好攝影的人讓愛好攝影的人

士明白不是只有照片裡才是最美士明白不是只有照片裡才是最美士明白不是只有照片裡才是最美士明白不是只有照片裡才是最美，，，，而是要讓照片裡的美景永遠美麗而是要讓照片裡的美景永遠美麗而是要讓照片裡的美景永遠美麗而是要讓照片裡的美景永遠美麗。。。。    

 

 

一一一一００００三學年度第三學年度第三學年度第三學年度第 2222 學期學務處學期學務處學期學務處學期學務處【【【【社團活動社團活動社團活動社團活動】】】】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成果報告 



    

跆拳社跆拳社跆拳社跆拳社：：：：防身術研習營防身術研習營防身術研習營防身術研習營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3333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東南科大夢初體育館東南科大夢初體育館東南科大夢初體育館東南科大夢初體育館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防身術研習營防身術研習營防身術研習營防身術研習營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黃黃黃黃        威威威威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童明治童明治童明治童明治、、、、陳永斌陳永斌陳永斌陳永斌、、、、黃黃黃黃        威威威威、、、、李佳凌李佳凌李佳凌李佳凌、、、、方皓侖方皓侖方皓侖方皓侖、、、、郭廷志郭廷志郭廷志郭廷志、、、、羅羅羅羅

偉銓偉銓偉銓偉銓、、、、黃耀德黃耀德黃耀德黃耀德、、、、李孟澤李孟澤李孟澤李孟澤、、、、周德威周德威周德威周德威、、、、莫承融莫承融莫承融莫承融、、、、屈玉峰屈玉峰屈玉峰屈玉峰、、、、王雅王雅王雅王雅

萍萍萍萍、、、、張張張張        翔翔翔翔、、、、施為傑施為傑施為傑施為傑、、、、古巧玲古巧玲古巧玲古巧玲、、、、殷上淯殷上淯殷上淯殷上淯、、、、黃婉翎黃婉翎黃婉翎黃婉翎、、、、程馨瑩程馨瑩程馨瑩程馨瑩、、、、

陳宣儒陳宣儒陳宣儒陳宣儒、、、、黃悅榕黃悅榕黃悅榕黃悅榕、、、、鄭宇峰鄭宇峰鄭宇峰鄭宇峰、、、、胡家銘胡家銘胡家銘胡家銘、、、、陳陳陳陳敏燕敏燕敏燕敏燕、、、、蔡蔡蔡蔡儒儒儒儒敏敏敏敏、、、、許許許許

思翰思翰思翰思翰。。。。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更更更更加了解防身的加了解防身的加了解防身的加了解防身的概念概念概念概念、、、、能有能有能有能有效效效效的的的的避免傷害避免傷害避免傷害避免傷害，，，，能自能自能自能自保保保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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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音社熱音社熱音社熱音社：：：：熱音社期末成果發表熱音社期末成果發表熱音社期末成果發表熱音社期末成果發表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11111111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非是咖啡廳非是咖啡廳非是咖啡廳非是咖啡廳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熱熱熱熱音社期音社期音社期音社期末末末末成果發表成果發表成果發表成果發表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黃黃黃黃至至至至遠遠遠遠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熱熱熱熱音社社員音社社員音社社員音社社員、、、、全校師生全校師生全校師生全校師生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發表發表發表發表本本本本學期學習成果學期學習成果學期學習成果學期學習成果，，，，讓社讓社讓社讓社團更懂得團團更懂得團團更懂得團團更懂得團體體體體工工工工作的重要性作的重要性作的重要性作的重要性，，，，並藉由並藉由並藉由並藉由練練練練

歌歌歌歌提升提升提升提升自自自自我我我我能能能能力力力力、、、、表表表表演時演時演時演時間的間的間的間的掌控掌控掌控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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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團志工團志工團志工團：：：：捐血活動捐血活動捐血活動捐血活動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9999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榕榕榕榕樹下樹下樹下樹下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熱熱熱熱心心心心熱血熱血熱血熱血����好心好好心好好心好好心好報報報報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王王王王伊閔伊閔伊閔伊閔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全校師生全校師生全校師生全校師生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由由由由捐血車到捐血車到捐血車到捐血車到校校校校，，，，使全校師生使全校師生使全校師生使全校師生捲起袖子捲起袖子捲起袖子捲起袖子，，，，發發發發揮揮揮揮愛心愛心愛心愛心幫助需幫助需幫助需幫助需要的人要的人要的人要的人們們們們，，，，

也也也也讓此次讓此次讓此次讓此次捐血量捐血量捐血量捐血量達達達達到目標到目標到目標到目標。。。。    

 

 

一一一一００００三學年度第三學年度第三學年度第三學年度第 2222 學期學務處學期學務處學期學務處學期學務處【【【【社團活動社團活動社團活動社團活動】】】】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成果報告 



    

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103103103103----2222 學生社團靜態評鑑學生社團靜態評鑑學生社團靜態評鑑學生社團靜態評鑑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17171717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    各各各各社社社社辦辦辦辦、、、、自自自自強樓強樓強樓強樓 BBBB1111 大教大教大教大教室室室室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    103103103103----2222 學年學年學年學年度度度度學生社學生社學生社學生社團靜態團靜態團靜態團靜態評評評評鑑鑑鑑鑑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    郭郭郭郭霂霂霂霂涵涵涵涵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全社全社全社全社團團團團人員人員人員人員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了解社了解社了解社了解社團團團團活動活動活動活動推推推推展展展展情形情形情形情形、、、、社務經營品社務經營品社務經營品社務經營品質質質質及社及社及社及社辦辦辦辦使用使用使用使用狀況狀況狀況狀況，，，，經過評經過評經過評經過評鑑鑑鑑鑑

選出優良選出優良選出優良選出優良社社社社團以資鼓勵團以資鼓勵團以資鼓勵團以資鼓勵，，，，並並並並希望希望希望希望藉由評藉由評藉由評藉由評鑑鑑鑑鑑讓讓讓讓各各各各社社社社團團團團了解在了解在了解在了解在運運運運作上的作上的作上的作上的

優優優優、、、、缺缺缺缺點點點點，，，，讓讓讓讓各各各各社社社社團團團團能能能能更更更更加加加加進步進步進步進步，，，，並向並向並向並向優良優良優良優良社社社社團團團團學習學習學習學習。。。。【【【【特優獎特優獎特優獎特優獎::::

康康康康樂樂樂樂輔導輔導輔導輔導人員研習社人員研習社人員研習社人員研習社////優等獎優等獎優等獎優等獎::::野外求野外求野外求野外求生生生生安安安安全研習社全研習社全研習社全研習社////績優獎績優獎績優獎績優獎::::夢夢夢夢玄玄玄玄

攝影社攝影社攝影社攝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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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音熱音熱音熱音社社社社：：：：台灣搖滾之樂台灣搖滾之樂台灣搖滾之樂台灣搖滾之樂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榕榕榕榕樹下樹下樹下樹下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台台台台灣灣灣灣搖滾搖滾搖滾搖滾之樂之樂之樂之樂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黃黃黃黃至至至至遠遠遠遠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熱熱熱熱音社音社音社音社、、、、全校師生全校師生全校師生全校師生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於於於於榕榕榕榕樹下樹下樹下樹下宣宣宣宣傳傳傳傳表表表表演演演演，，，，讓大家讓大家讓大家讓大家看到熱看到熱看到熱看到熱音社愛音樂的音社愛音樂的音社愛音樂的音社愛音樂的熱情熱情熱情熱情，，，，並用音樂感並用音樂感並用音樂感並用音樂感

染染染染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在上課在上課在上課在上課、、、、上上上上班班班班之之之之於也於也於也於也有有有有放鬆放鬆放鬆放鬆、、、、看看看看表表表表演演演演的的的的機機機機會會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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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輔社康輔社康輔社康輔社：：：：東康大補帖之我愛你啾咪啾咪東康大補帖之我愛你啾咪啾咪東康大補帖之我愛你啾咪啾咪東康大補帖之我愛你啾咪啾咪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20202020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龍鳳龍鳳龍鳳龍鳳館館館館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東東東東康康康康大大大大補帖補帖補帖補帖之之之之我我我我愛愛愛愛你啾咪啾咪你啾咪啾咪你啾咪啾咪你啾咪啾咪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林林林林子鈞子鈞子鈞子鈞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康輔康輔康輔康輔社社員社社員社社員社社員、、、、報報報報名參加同學名參加同學名參加同學名參加同學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在在在在下下下下課後課後課後課後舉行舉行舉行舉行社社社社團小團小團小團小活動活動活動活動，，，，由由由由康輔康輔康輔康輔社社員社社員社社員社社員帶領遊戲帶領遊戲帶領遊戲帶領遊戲，，，，先前採報先前採報先前採報先前採報名名名名制制制制

度度度度，，，，讓有讓有讓有讓有興興興興趣趣趣趣的同學一同參加的同學一同參加的同學一同參加的同學一同參加，，，，也也也也讓大家讓大家讓大家讓大家看到康輔看到康輔看到康輔看到康輔社的社的社的社的熱情熱情熱情熱情，，，，並並並並增增增增

進進進進社員間大家的感社員間大家的感社員間大家的感社員間大家的感情情情情，，，，也也也也藉由分藉由分藉由分藉由分組遊戲考驗團隊合組遊戲考驗團隊合組遊戲考驗團隊合組遊戲考驗團隊合作及作及作及作及帶團帶團帶團帶團的的的的技技技技巧巧巧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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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輔社康輔社康輔社康輔社：：：：豆豆豆豆 27272727 東康送舊暨成果發表東康送舊暨成果發表東康送舊暨成果發表東康送舊暨成果發表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中正樓中正樓中正樓中正樓、、、、炎黃炎黃炎黃炎黃 104104104104、、、、鋼構停車場鋼構停車場鋼構停車場鋼構停車場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豆豆豆豆 27272727 東康送舊暨成果發表東康送舊暨成果發表東康送舊暨成果發表東康送舊暨成果發表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林子鈞林子鈞林子鈞林子鈞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康輔社康輔社康輔社康輔社、、、、魏啟弘學務長魏啟弘學務長魏啟弘學務長魏啟弘學務長、、、、施勇政老師施勇政老師施勇政老師施勇政老師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舉辦送舊暨成果發表舉辦送舊暨成果發表舉辦送舊暨成果發表舉辦送舊暨成果發表，，，，藉此機會將所學呈現給即將畢業的學長姐藉此機會將所學呈現給即將畢業的學長姐藉此機會將所學呈現給即將畢業的學長姐藉此機會將所學呈現給即將畢業的學長姐，，，，也也也也

在活動中融入在康輔社所帶過的營隊在活動中融入在康輔社所帶過的營隊在活動中融入在康輔社所帶過的營隊在活動中融入在康輔社所帶過的營隊、、、、活動及遊戲活動及遊戲活動及遊戲活動及遊戲，，，，讓學長姐一一回讓學長姐一一回讓學長姐一一回讓學長姐一一回

顧顧顧顧，，，，也感念在大學社團中有學長姐的教導也感念在大學社團中有學長姐的教導也感念在大學社團中有學長姐的教導也感念在大學社團中有學長姐的教導；；；；在活動結業式時在活動結業式時在活動結業式時在活動結業式時，，，，請來魏請來魏請來魏請來魏

學務長及指導老師施老師到場勉勵及頒發製自畢業證書學務長及指導老師施老師到場勉勵及頒發製自畢業證書學務長及指導老師施老師到場勉勵及頒發製自畢業證書學務長及指導老師施老師到場勉勵及頒發製自畢業證書，，，，願將康輔人願將康輔人願將康輔人願將康輔人

的精神發揚光大的精神發揚光大的精神發揚光大的精神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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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輔社康輔社康輔社康輔社：：：：動物園大逃殺動物園大逃殺動物園大逃殺動物園大逃殺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11111111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木柵動物園木柵動物園木柵動物園木柵動物園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東康東康東康東康動物園大逃殺動物園大逃殺動物園大逃殺動物園大逃殺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林子鈞林子鈞林子鈞林子鈞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康輔社社員康輔社社員康輔社社員康輔社社員、、、、報名人員報名人員報名人員報名人員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將活動地點舉辦在木柵動物園將活動地點舉辦在木柵動物園將活動地點舉辦在木柵動物園將活動地點舉辦在木柵動物園，，，，藉由闖關遊戲認識動物藉由闖關遊戲認識動物藉由闖關遊戲認識動物藉由闖關遊戲認識動物，，，，雖當天氣候雖當天氣候雖當天氣候雖當天氣候

不佳不佳不佳不佳，，，，但有大家的熱情但有大家的熱情但有大家的熱情但有大家的熱情，，，，使活動順利完成使活動順利完成使活動順利完成使活動順利完成，，，，也更增加大地遊戲的種類也更增加大地遊戲的種類也更增加大地遊戲的種類也更增加大地遊戲的種類，，，，

將來也可運用在其他的營隊中將來也可運用在其他的營隊中將來也可運用在其他的營隊中將來也可運用在其他的營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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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輔社康輔社康輔社康輔社：：：：踢罐子大賽踢罐子大賽踢罐子大賽踢罐子大賽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27272727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大操場大操場大操場大操場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踢罐子大賽踢罐子大賽踢罐子大賽踢罐子大賽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林子鈞林子鈞林子鈞林子鈞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康輔社社員康輔社社員康輔社社員康輔社社員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在操場是玩在操場是玩在操場是玩在操場是玩新發明團康遊戲新發明團康遊戲新發明團康遊戲新發明團康遊戲，，，，讓下此帶團減少失誤讓下此帶團減少失誤讓下此帶團減少失誤讓下此帶團減少失誤，，，，並藉由試驗去改進並藉由試驗去改進並藉由試驗去改進並藉由試驗去改進

缺失缺失缺失缺失，，，，讓活動更加完美讓活動更加完美讓活動更加完美讓活動更加完美，，，，也藉由下課後的遊戲增加社員間的感情也藉由下課後的遊戲增加社員間的感情也藉由下課後的遊戲增加社員間的感情也藉由下課後的遊戲增加社員間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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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研社野研社野研社野研社：：：：合歡山山訓合歡山山訓合歡山山訓合歡山山訓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26262626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合歡山合歡山合歡山合歡山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名稱名稱名稱名稱：：：：合歡山山訓合歡山山訓合歡山山訓合歡山山訓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呂向裕呂向裕呂向裕呂向裕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野研社野研社野研社野研社、、、、攝影社攝影社攝影社攝影社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由野研社帶領攝影社爬上合歡山由野研社帶領攝影社爬上合歡山由野研社帶領攝影社爬上合歡山由野研社帶領攝影社爬上合歡山，，，，藉由野研社的專長藉由野研社的專長藉由野研社的專長藉由野研社的專長，，，，讓攝影社爬上讓攝影社爬上讓攝影社爬上讓攝影社爬上

更高的地方更高的地方更高的地方更高的地方，，，，有機會拍攝不一樣的美景有機會拍攝不一樣的美景有機會拍攝不一樣的美景有機會拍攝不一樣的美景，，，，並促進兩社的友誼及專業的並促進兩社的友誼及專業的並促進兩社的友誼及專業的並促進兩社的友誼及專業的

交流交流交流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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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藝社街藝社街藝社街藝社：：：：美化社團辦公自強樓美化社團辦公自強樓美化社團辦公自強樓美化社團辦公自強樓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自強樓自強樓自強樓自強樓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美化社團辦公自強樓美化社團辦公自強樓美化社團辦公自強樓美化社團辦公自強樓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謝坤廷謝坤廷謝坤廷謝坤廷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街藝社社員街藝社社員街藝社社員街藝社社員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由街頭藝術社的設計由街頭藝術社的設計由街頭藝術社的設計由街頭藝術社的設計，，，，讓社團大樓更佳活潑讓社團大樓更佳活潑讓社團大樓更佳活潑讓社團大樓更佳活潑，，，，並發展建築特色並發展建築特色並發展建築特色並發展建築特色，，，，讓原先讓原先讓原先讓原先

老舊的建築有了新的顏色老舊的建築有了新的顏色老舊的建築有了新的顏色老舊的建築有了新的顏色、、、、新的朝氣新的朝氣新的朝氣新的朝氣，，，，並發揮並發揮並發揮並發揮創意讓原先龜裂的牆面藉創意讓原先龜裂的牆面藉創意讓原先龜裂的牆面藉創意讓原先龜裂的牆面藉

由學生的巧手裝飾過去由學生的巧手裝飾過去由學生的巧手裝飾過去由學生的巧手裝飾過去，，，，也讓街頭藝術有被看見的機會也讓街頭藝術有被看見的機會也讓街頭藝術有被看見的機會也讓街頭藝術有被看見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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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藝社街藝社街藝社街藝社：：：：體驗噴漆體驗噴漆體驗噴漆體驗噴漆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龍鳳館龍鳳館龍鳳館龍鳳館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體驗噴漆體驗噴漆體驗噴漆體驗噴漆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謝坤廷謝坤廷謝坤廷謝坤廷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全全全全校校校校師生師生師生師生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藉由藉由藉由藉由為為為為期一期一期一期一週週週週的體驗噴漆活動的體驗噴漆活動的體驗噴漆活動的體驗噴漆活動，，，，讓全讓全讓全讓全校校校校師生師生師生師生能能能能體會噴漆的體會噴漆的體會噴漆的體會噴漆的樂趣樂趣樂趣樂趣，，，，並發並發並發並發

揮揮揮揮個個個個人的創意人的創意人的創意人的創意，，，，讓體驗牆讓體驗牆讓體驗牆讓體驗牆充滿充滿充滿充滿色色色色彩彩彩彩及及及及塗鴉塗鴉塗鴉塗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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頑音社頑音社頑音社頑音社：：：：頑音頑音頑音頑音點播點播點播點播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11111111 日日日日、、、、13131313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榕樹榕樹榕樹榕樹下下下下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頑音頑音頑音頑音點點點點播播播播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陳冠辰陳冠辰陳冠辰陳冠辰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全全全全校校校校師生師生師生師生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前前前前一一一一星星星星期期期期開放開放開放開放全全全全校校校校師生點師生點師生點師生點播歌曲播歌曲播歌曲播歌曲，，，，藉由藉由藉由藉由歌曲希望能歌曲希望能歌曲希望能歌曲希望能將將將將心心心心中的中的中的中的話傳話傳話傳話傳

達達達達，，，，並在中並在中並在中並在中午午午午用用用用餐放鬆餐放鬆餐放鬆餐放鬆時間時間時間時間能能能能有有有有歌曲歌曲歌曲歌曲的的的的陪伴陪伴陪伴陪伴，，，，讓一天的讓一天的讓一天的讓一天的心心心心情情情情平靜平靜平靜平靜下來下來下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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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二合一選舉二合一選舉二合一選舉二合一選舉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10101010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炎黃樓大炎黃樓大炎黃樓大炎黃樓大廳廳廳廳、、、、荳仔商店前荳仔商店前荳仔商店前荳仔商店前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學生自學生自學生自學生自治治治治會會會會二二二二合一合一合一合一選選選選舉舉舉舉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李勁毅李勁毅李勁毅李勁毅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全全全全校校校校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第八屆第八屆第八屆第八屆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第七屆第七屆第七屆第七屆學生學生學生學生議議議議會會會會之二之二之二之二合一合一合一合一選選選選舉舉舉舉，，，，由全由全由全由全校校校校學生帶學生證學生帶學生證學生帶學生證學生帶學生證

於投票處於投票處於投票處於投票處領領領領票票票票，，，，實行實行實行實行公公公公民權民權民權民權利利利利，，，，選擇選擇選擇選擇自自自自己心目己心目己心目己心目中的領導中的領導中的領導中的領導者者者者，，，，為為為為學生學生學生學生維維維維

護權益護權益護權益護權益。。。。【【【【選選選選舉結果舉結果舉結果舉結果----第第第第八屆八屆八屆八屆學生會會長學生會會長學生會會長學生會會長::::郭霂涵郭霂涵郭霂涵郭霂涵、、、、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副副副副會長會長會長會長::::李品李品李品李品

賢賢賢賢；；；；學生學生學生學生議議議議會會會會議議議議長長長長::::許珺涵許珺涵許珺涵許珺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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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玄攝影社夢玄攝影社夢玄攝影社夢玄攝影社：：：：導演創作之路導演創作之路導演創作之路導演創作之路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8888日日日日星星星星期期期期三三三三下下下下午午午午 1111：：：：30303030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中正大樓中正大樓中正大樓中正大樓 11111111FFFF 國際國際國際國際會會會會議廳議廳議廳議廳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魏魏魏魏德聖德聖德聖德聖導導導導演演演演創創創創作之路作之路作之路作之路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楊靖宇楊靖宇楊靖宇楊靖宇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全全全全校校校校師生師生師生師生、、、、攝影社社員攝影社社員攝影社社員攝影社社員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由生活由生活由生活由生活應應應應用學用學用學用學院院院院請來請來請來請來知知知知名導名導名導名導演演演演魏魏魏魏德聖德聖德聖德聖演講演講演講演講，，，，並由攝影社並由攝影社並由攝影社並由攝影社同同同同學學學學協助協助協助協助拍拍拍拍

攝活動攝活動攝活動攝活動照片照片照片照片，，，，也也也也趁趁趁趁此有機會此有機會此有機會此有機會玲聽玲聽玲聽玲聽魏導魏導魏導魏導演演演演的創的創的創的創作路程作路程作路程作路程，，，，鼓鼓鼓鼓勵有攝影勵有攝影勵有攝影勵有攝影、、、、

導導導導演夢興趣演夢興趣演夢興趣演夢興趣的的的的同同同同學學學學，，，，並用並用並用並用照片紀錄演講照片紀錄演講照片紀錄演講照片紀錄演講時時時時分享分享分享分享的點的點的點的點滴滴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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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藝社街藝社街藝社街藝社：：：：美化校園美化校園美化校園美化校園((((大操場大操場大操場大操場))))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大操場大操場大操場大操場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美化美化美化美化校校校校園園園園((((大操場大操場大操場大操場))))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謝坤廷謝坤廷謝坤廷謝坤廷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街藝社社員街藝社社員街藝社社員街藝社社員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將原先將原先將原先將原先平淡平淡平淡平淡的大操場牆面的大操場牆面的大操場牆面的大操場牆面，，，，繪繪繪繪製製製製與與與與運動有關的運動有關的運動有關的運動有關的塗鴉塗鴉塗鴉塗鴉，，，，將牆面的生氣將牆面的生氣將牆面的生氣將牆面的生氣

顯顯顯顯現現現現出出出出來來來來，，，，也也也也顯顯顯顯現大學生的活現大學生的活現大學生的活現大學生的活力力力力；；；；在在在在跑步跑步跑步跑步及運動的及運動的及運動的及運動的同同同同時時時時，，，，有美有美有美有美麗麗麗麗的的的的

牆面可牆面可牆面可牆面可以激以激以激以激勵人勵人勵人勵人心心心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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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104104104104 年全國優秀青年頒獎年全國優秀青年頒獎年全國優秀青年頒獎年全國優秀青年頒獎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26262626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27272727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總統府總統府總統府總統府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101010104444 年全國優秀青年頒獎年全國優秀青年頒獎年全國優秀青年頒獎年全國優秀青年頒獎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馬總統英九馬總統英九馬總統英九馬總統英九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李副會長源傑李副會長源傑李副會長源傑李副會長源傑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由東南科大李源傑同學當選全國優秀青年由東南科大李源傑同學當選全國優秀青年由東南科大李源傑同學當選全國優秀青年由東南科大李源傑同學當選全國優秀青年，，，，至劍潭青年活動中心參至劍潭青年活動中心參至劍潭青年活動中心參至劍潭青年活動中心參

加頒獎典禮及參觀行程加頒獎典禮及參觀行程加頒獎典禮及參觀行程加頒獎典禮及參觀行程，，，，並與馬總統合影留念並與馬總統合影留念並與馬總統合影留念並與馬總統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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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善大使社親善大使社親善大使社親善大使社：：：：四獸山淨山活動四獸山淨山活動四獸山淨山活動四獸山淨山活動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1111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台北市南港區福德街台北市南港區福德街台北市南港區福德街台北市南港區福德街 251251251251 巷慈惠堂登山口巷慈惠堂登山口巷慈惠堂登山口巷慈惠堂登山口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四獸山淨山活動四獸山淨山活動四獸山淨山活動四獸山淨山活動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林東瑋林東瑋林東瑋林東瑋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林東瑋林東瑋林東瑋林東瑋、、、、翁怡貞翁怡貞翁怡貞翁怡貞、、、、彭家玉彭家玉彭家玉彭家玉、、、、孫雨澤孫雨澤孫雨澤孫雨澤、、、、鄒聿淇鄒聿淇鄒聿淇鄒聿淇、、、、陳冠霖陳冠霖陳冠霖陳冠霖、、、、王王王王

律匀律匀律匀律匀、、、、蕭季昕蕭季昕蕭季昕蕭季昕、、、、趙昱泓趙昱泓趙昱泓趙昱泓、、、、林建呈林建呈林建呈林建呈、、、、黃彥哲黃彥哲黃彥哲黃彥哲、、、、林思妤林思妤林思妤林思妤、、、、吳奕吳奕吳奕吳奕

辰辰辰辰、、、、蘇展民蘇展民蘇展民蘇展民、、、、林俐婷林俐婷林俐婷林俐婷、、、、林林林林滿君滿君滿君滿君、、、、許珈禎許珈禎許珈禎許珈禎、、、、李宗叡李宗叡李宗叡李宗叡、、、、楊家琪楊家琪楊家琪楊家琪、、、、

邱一涵老師邱一涵老師邱一涵老師邱一涵老師。。。。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藉由親善大使社團服務教育省思藉由親善大使社團服務教育省思藉由親善大使社團服務教育省思藉由親善大使社團服務教育省思，，，，增強社員間同甘共苦的團隊精增強社員間同甘共苦的團隊精增強社員間同甘共苦的團隊精增強社員間同甘共苦的團隊精    

神神神神，，，，是此次淨山活動最具深刻的教育訓練是此次淨山活動最具深刻的教育訓練是此次淨山活動最具深刻的教育訓練是此次淨山活動最具深刻的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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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輔社康輔社康輔社康輔社、、、、魔術社魔術社魔術社魔術社、、、、頑音社頑音社頑音社頑音社：：：：深坑桐花季深坑桐花季深坑桐花季深坑桐花季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深坑區萬福公園深坑區萬福公園深坑區萬福公園深坑區萬福公園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深坑桐花季深坑桐花季深坑桐花季深坑桐花季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深坑區區長深坑區區長深坑區區長深坑區區長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康輔社康輔社康輔社康輔社、、、、頑音社頑音社頑音社頑音社、、、、魔術社魔術社魔術社魔術社((((約約約約 30303030 人人人人))))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由深坑區公所主辦此次桐花季活動由深坑區公所主辦此次桐花季活動由深坑區公所主辦此次桐花季活動由深坑區公所主辦此次桐花季活動，，，，並由康輔社設立闖關遊戲並由康輔社設立闖關遊戲並由康輔社設立闖關遊戲並由康輔社設立闖關遊戲，，，，魔魔魔魔    

術社及頑音社於台上表演各約術社及頑音社於台上表演各約術社及頑音社於台上表演各約術社及頑音社於台上表演各約 20202020 分節目分節目分節目分節目，，，，現場深坑各區區長現場深坑各區區長現場深坑各區區長現場深坑各區區長、、、、新新新新    

北市政府秘書等皆親臨現場觀賞北市政府秘書等皆親臨現場觀賞北市政府秘書等皆親臨現場觀賞北市政府秘書等皆親臨現場觀賞，，，，對學生社團表演讚譽有加對學生社團表演讚譽有加對學生社團表演讚譽有加對學生社團表演讚譽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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頑音社頑音社頑音社頑音社：：：：情人節點播情人節點播情人節點播情人節點播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11111111 日日日日、、、、13131313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榕樹下榕樹下榕樹下榕樹下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情人節點播情人節點播情人節點播情人節點播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陳冠辰陳冠辰陳冠辰陳冠辰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全校師生全校師生全校師生全校師生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於情人節前夕於情人節前夕於情人節前夕於情人節前夕，，，，開放全校師生點播歌曲開放全校師生點播歌曲開放全校師生點播歌曲開放全校師生點播歌曲，，，，藉由情人節點播讓有情人藉由情人節點播讓有情人藉由情人節點播讓有情人藉由情人節點播讓有情人    

的人可將心情傳遞給心愛的人的人可將心情傳遞給心愛的人的人可將心情傳遞給心愛的人的人可將心情傳遞給心愛的人；；；；也特別獻給單身的人溫暖的情歌也特別獻給單身的人溫暖的情歌也特別獻給單身的人溫暖的情歌也特別獻給單身的人溫暖的情歌，，，，    

希望希望希望希望藉由音藉由音藉由音藉由音樂鼓勵樂鼓勵樂鼓勵樂鼓勵大家大家大家大家更往更往更往更往前一前一前一前一步步步步，，，，並並並並找到屬找到屬找到屬找到屬於於於於自己自己自己自己的的的的另另另另一一一一半半半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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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球社排球社排球社排球社：：：：春季盃排球賽春季盃排球賽春季盃排球賽春季盃排球賽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22229999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6666 月月月月 3333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龍鳳館龍鳳館龍鳳館龍鳳館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春春春春季季季季盃排球賽盃排球賽盃排球賽盃排球賽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吳吳吳吳俊廷俊廷俊廷俊廷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全校師生全校師生全校師生全校師生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今今今今年活動年活動年活動年活動採淘汰制採淘汰制採淘汰制採淘汰制，，，，讓參讓參讓參讓參賽賽賽賽隊隊隊隊伍能伍能伍能伍能有有有有多多多多次參與次參與次參與次參與比賽比賽比賽比賽的的的的機機機機會會會會，，，，採積採積採積採積分分分分    

的的的的效效效效果也讓參果也讓參果也讓參果也讓參賽賽賽賽人員人員人員人員認認認認同同同同。。。。【【【【第第第第一名一名一名一名::::簡誌良簡誌良簡誌良簡誌良隊隊隊隊、、、、第二第二第二第二名名名名::::李李李李紘紘紘紘瑋隊瑋隊瑋隊瑋隊、、、、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名名名名::::徐偉倫徐偉倫徐偉倫徐偉倫隊隊隊隊、、、、第第第第四名四名四名四名::::林林林林依磊依磊依磊依磊隊隊隊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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