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104104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社團活動成果冊學年度第二學期社團活動成果冊學年度第二學期社團活動成果冊學年度第二學期社團活動成果冊    

目錄目錄目錄目錄    

一一一一、、、、母親節感恩祈福母親節感恩祈福母親節感恩祈福母親節感恩祈福----資訊系學會資訊系學會資訊系學會資訊系學會    

二二二二、、、、師生盃慢速壘球賽師生盃慢速壘球賽師生盃慢速壘球賽師生盃慢速壘球賽----棒球社棒球社棒球社棒球社    

三三三三、、、、校慶園遊會校慶園遊會校慶園遊會校慶園遊會----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    

四四四四、、、、羽我同樂羽球練習羽我同樂羽球練習羽我同樂羽球練習羽我同樂羽球練習----羽球社羽球社羽球社羽球社    

五五五五、、、、美化校園美化校園美化校園美化校園----街藝社街藝社街藝社街藝社    

六六六六、、、、防身術研習營防身術研習營防身術研習營防身術研習營----跆拳社跆拳社跆拳社跆拳社    

七七七七、、、、白色情人節白色情人節白色情人節白色情人節----藝術料理社藝術料理社藝術料理社藝術料理社    

八八八八、、、、香蕉節香蕉節香蕉節香蕉節----藝術料理社藝術料理社藝術料理社藝術料理社    

九九九九、、、、捐血送愛活動二捐血送愛活動二捐血送愛活動二捐血送愛活動二----志工團志工團志工團志工團    

十十十十、、、、畢業送舊茶會畢業送舊茶會畢業送舊茶會畢業送舊茶會----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全國評鑑與觀摩全國評鑑與觀摩全國評鑑與觀摩全國評鑑與觀摩----課指組課指組課指組課指組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靜態評鑑靜態評鑑靜態評鑑靜態評鑑----課指組課指組課指組課指組    

十三十三十三十三、、、、痘痘痘痘痘痘痘痘 31313131 期訓練營期訓練營期訓練營期訓練營----康輔社康輔社康輔社康輔社    

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專業星象進階營專業星象進階營專業星象進階營專業星象進階營----野研社野研社野研社野研社    

十五十五十五十五、、、、野研無具野炊野研無具野炊野研無具野炊野研無具野炊----野研社野研社野研社野研社    

十六十六十六十六、、、、野研體能訓練營野研體能訓練營野研體能訓練營野研體能訓練營----野研社野研社野研社野研社    

十七十七十七十七、、、、擁抱愛攝影大賽擁抱愛攝影大賽擁抱愛攝影大賽擁抱愛攝影大賽----攝影社攝影社攝影社攝影社    

十八十八十八十八、、、、成果發表成果發表成果發表成果發表----康輔社康輔社康輔社康輔社    

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全國親善交流大會全國親善交流大會全國親善交流大會全國親善交流大會((((中國醫藥學院中國醫藥學院中國醫藥學院中國醫藥學院))))----親善大使團親善大使團親善大使團親善大使團    

廿廿廿廿、、、、全國親善交流大會全國親善交流大會全國親善交流大會全國親善交流大會((((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親善大使團親善大使團親善大使團親善大使團    

廿一廿一廿一廿一、、、、聯合改選活動聯合改選活動聯合改選活動聯合改選活動----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    

廿二廿二廿二廿二、、、、淨灘活動淨灘活動淨灘活動淨灘活動----機械系學會機械系學會機械系學會機械系學會    

廿三廿三廿三廿三、、、、志工文化推廣活動一志工文化推廣活動一志工文化推廣活動一志工文化推廣活動一----志工團志工團志工團志工團    

    

    

    



    

    

母親節感恩祈福母親節感恩祈福母親節感恩祈福母親節感恩祈福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5105105105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20202020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炎黃炎黃炎黃炎黃 709 709 709 709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母親節感恩祈福母親節感恩祈福母親節感恩祈福母親節感恩祈福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黃耀賢黃耀賢黃耀賢黃耀賢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100100100100 人人人人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這次的活動成果這次的活動成果這次的活動成果這次的活動成果，，，，其實比我們預期想到還要成功其實比我們預期想到還要成功其實比我們預期想到還要成功其實比我們預期想到還要成功，，，，有一些師長的幫忙與有一些師長的幫忙與有一些師長的幫忙與有一些師長的幫忙與

加入加入加入加入，，，，還有外籍學生的參與還有外籍學生的參與還有外籍學生的參與還有外籍學生的參與，，，，讓我們本次的活動內容相當的精彩讓我們本次的活動內容相當的精彩讓我們本次的活動內容相當的精彩讓我們本次的活動內容相當的精彩，，，，而學而學而學而學

生們也有對母親寫卡片還有視訊生們也有對母親寫卡片還有視訊生們也有對母親寫卡片還有視訊生們也有對母親寫卡片還有視訊，，，，很多學生都因感動而落淚很多學生都因感動而落淚很多學生都因感動而落淚很多學生都因感動而落淚，，，，也讓我們也讓我們也讓我們也讓我們

覺得辦這個活動非常有意義覺得辦這個活動非常有意義覺得辦這個活動非常有意義覺得辦這個活動非常有意義。。。。    

    

104104104104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2222 學期學務處資科系成果報告學期學務處資科系成果報告學期學務處資科系成果報告學期學務處資科系成果報告 



    

師生盃慢速壘球賽師生盃慢速壘球賽師生盃慢速壘球賽師生盃慢速壘球賽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5105105105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9999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風雨操場風雨操場風雨操場風雨操場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師生盃慢速壘球賽師生盃慢速壘球賽師生盃慢速壘球賽師生盃慢速壘球賽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關道鈞關道鈞關道鈞關道鈞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東南科大學生東南科大學生東南科大學生東南科大學生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這次的活動不僅增進了這次的活動不僅增進了這次的活動不僅增進了這次的活動不僅增進了師生之間師生之間師生之間師生之間的感情的感情的感情的感情，，，，也讓參加活動的也讓參加活動的也讓參加活動的也讓參加活動的同學同學同學同學進一步的進一步的進一步的進一步的

了解到了壘球的認知與玩法了解到了壘球的認知與玩法了解到了壘球的認知與玩法了解到了壘球的認知與玩法。。。。不過最重要的還是讓各位參加此活動的人不過最重要的還是讓各位參加此活動的人不過最重要的還是讓各位參加此活動的人不過最重要的還是讓各位參加此活動的人

玩得開心玩得開心玩得開心玩得開心，，，，以及有個機會可以健體以及有個機會可以健體以及有個機會可以健體以及有個機會可以健體強強強強身身身身。。。。    

104104104104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2222 學期學期學期學期學務處學務處學務處學務處棒球社棒球社棒球社棒球社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成果報告 



    

    

    

47474747周周周周年校慶園遊會年校慶園遊會年校慶園遊會年校慶園遊會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5105105105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7777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夢初夢初夢初夢初體體體體育館育館育館育館、、、、經經經經國國國國圖書館圖書館圖書館圖書館、、、、操場操場操場操場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47474747周周周周年年年年「「「「創新創新創新創新東南東南東南東南、、、、夢夢夢夢想發光想發光想發光想發光」」」」校慶校慶校慶校慶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校長校長校長校長----李清吟李清吟李清吟李清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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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6000000000000 人人人人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ㄧㄧㄧㄧ、、、、此次與本校此次與本校此次與本校此次與本校簽約簽約簽約簽約的的的的產產產產業同業業同業業同業業同業公公公公會與會與會與會與廠商眾廠商眾廠商眾廠商眾多多多多，，，，除除除除了了了了宣示宣示宣示宣示本校落實實本校落實實本校落實實本校落實實
務教務教務教務教學學學學、、、、重視學生重視學生重視學生重視學生就就就就業的業的業的業的決決決決心外心外心外心外，，，，亦足亦足亦足亦足以以以以證明證明證明證明本校本校本校本校在在在在人人人人才培育上才培育上才培育上才培育上廣廣廣廣
獲產獲產獲產獲產業業業業界界界界的的的的肯定肯定肯定肯定。。。。    

二二二二、、、、校校校校史館揭牌啟用儀式史館揭牌啟用儀式史館揭牌啟用儀式史館揭牌啟用儀式，，，，凝聚所凝聚所凝聚所凝聚所有有有有教職教職教職教職員生的員生的員生的員生的力量力量力量力量，，，，讓本校的讓本校的讓本校的讓本校的榮榮榮榮光一光一光一光一
棒棒棒棒接接接接一棒一棒一棒一棒傳遞下去傳遞下去傳遞下去傳遞下去。。。。    

三三三三、、、、歷屆歷屆歷屆歷屆校校校校友齊聚友齊聚友齊聚友齊聚ㄧㄧㄧㄧ堂共堂共堂共堂共同慶同慶同慶同慶祝祝祝祝 47474747週週週週年校慶年校慶年校慶年校慶。。。。    
四四四四、、、、藉由藉由藉由藉由各社團表各社團表各社團表各社團表演演演演、、、、園遊會園遊會園遊會園遊會擺攤擺攤擺攤擺攤活動中活動中活動中活動中，，，，展現出展現出展現出展現出社團活社團活社團活社團活力力力力。。。。    

104104104104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2222 學期學務處學生會成果報告學期學務處學生會成果報告學期學務處學生會成果報告學期學務處學生會成果報告 



    

    

羽我同樂羽球練習營羽我同樂羽球練習營羽我同樂羽球練習營羽我同樂羽球練習營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5105105105 年年年年 00006666月月月月 6666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夢初夢初夢初夢初體體體體育館育館育館育館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羽我同樂羽球練習營羽我同樂羽球練習營羽我同樂羽球練習營羽我同樂羽球練習營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李建緯李建緯李建緯李建緯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20202020 人人人人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圓滿圓滿圓滿圓滿成功成功成功成功，，，，不僅活動不僅活動不僅活動不僅活動筋骨筋骨筋骨筋骨、、、、互互互互相交流相交流相交流相交流彼彼彼彼此對此對此對此對戰時戰時戰時戰時的的的的技巧技巧技巧技巧，，，，學長也學長也學長也學長也教授教授教授教授多多多多名名名名

學學學學弟弟弟弟對對對對戰技巧戰技巧戰技巧戰技巧，，，，讓大讓大讓大讓大家家家家球球球球技技技技精精精精湛湛湛湛    ，，，，更更更更加加加加往前往前往前往前一步一步一步一步。。。。    

    

    

    

104104104104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2222 學期學期學期學期學務處學務處學務處學務處羽球社羽球社羽球社羽球社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成果報告 



    

美化校園美化校園美化校園美化校園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5105105105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27272727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炎炎炎炎煌樓煌樓煌樓煌樓 AAAA 棟頂樓棟頂樓棟頂樓棟頂樓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美化校園美化校園美化校園美化校園戒菸宣導戒菸宣導戒菸宣導戒菸宣導    

參與彩參與彩參與彩參與彩繪繪繪繪人員人員人員人員：：：：    謝坤廷謝坤廷謝坤廷謝坤廷....許德柔許德柔許德柔許德柔....湯崴傑湯崴傑湯崴傑湯崴傑....李祥維李祥維李祥維李祥維....林浩邦林浩邦林浩邦林浩邦....張庭瑄張庭瑄張庭瑄張庭瑄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有有有有上來看上來看上來看上來看彩彩彩彩繪繪繪繪的同學的同學的同學的同學((((約約約約 50505050 人人人人))))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作品完作品完作品完作品完成成成成後達後達後達後達到到到到警惕吸菸者警惕吸菸者警惕吸菸者警惕吸菸者的的的的效效效效果果果果,,,,順便順便順便順便美化校園美化校園美化校園美化校園    

    

    

    

104104104104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2222 學期學務處街藝社成果報告學期學務處街藝社成果報告學期學務處街藝社成果報告學期學務處街藝社成果報告 



    

    

防身術防身術防身術防身術教教教教學研習營學研習營學研習營學研習營    

    

1111....教教教教練練練練示範示範示範示範    

    

2222....    同學同學同學同學演演演演練練練練    

    

3333....大合大合大合大合照照照照((((一一一一))))    

    

4444....大合大合大合大合照照照照((((二二二二))))圓滿圓滿圓滿圓滿落落落落幕幕幕幕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5105105105 年年年年 05050505 月月月月 11118888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夢初夢初夢初夢初體體體體育館育館育館育館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防身術防身術防身術防身術教教教教學研習營學研習營學研習營學研習營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方皓侖方皓侖方皓侖方皓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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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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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能能能自保自保自保自保。。。。    

2222....更更更更加有加有加有加有如何如何如何如何防身的防身的防身的防身的概念概念概念概念。。。。    

3333....遠離危險遠離危險遠離危險遠離危險、、、、真真真真的的的的遇遇遇遇到要到要到要到要面面面面對對對對危險危險危險危險、、、、生生生生命命命命生生生生命誠命誠命誠命誠可可可可貴貴貴貴。。。。    

4444....增進社團增進社團增進社團增進社團&&&&社團間交流社團間交流社團間交流社團間交流    

104104104104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2222 學期學務處學期學務處學期學務處學期學務處跆拳跆拳跆拳跆拳社成果報告社成果報告社成果報告社成果報告 



9999    

    

白色情人節白色情人節白色情人節白色情人節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5105105105 年年年年 3 3 3 3 月月月月 14 14 14 14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中中中中正樓正樓正樓正樓 1111樓樓樓樓廣場廣場廣場廣場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白色情人節白色情人節白色情人節白色情人節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李冠李冠李冠李冠慶慶慶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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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的活動讓各位學習到了這次的活動讓各位學習到了這次的活動讓各位學習到了這次的活動讓各位學習到了如何製作巧克力如何製作巧克力如何製作巧克力如何製作巧克力。。。。即即即即使使使使融融融融化的化的化的化的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很很很很難處難處難處難處

理理理理，，，，但但但但是也有是也有是也有是也有簡單方便簡單方便簡單方便簡單方便的的的的製作方製作方製作方製作方法法法法和清和清和清和清理步理步理步理步驟驟驟驟。。。。並且並且並且並且讓大讓大讓大讓大家家家家學習到了學習到了學習到了學習到了更更更更

多多多多種種種種不同不同不同不同口味口味口味口味的的的的製作方製作方製作方製作方法法法法和造型和造型和造型和造型。。。。    

104104104104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2222 學期學務處藝術料理社成果報告學期學務處藝術料理社成果報告學期學務處藝術料理社成果報告學期學務處藝術料理社成果報告 



    

    

香蕉節香蕉節香蕉節香蕉節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5105105105 年年年年 4 4 4 4 月月月月 22227 7 7 7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中中中中正樓正樓正樓正樓 1111樓樓樓樓廣場廣場廣場廣場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香蕉節香蕉節香蕉節香蕉節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李冠李冠李冠李冠慶慶慶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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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灣在台灣在台灣在台灣，，，，每每每每個大學個大學個大學個大學甚至高甚至高甚至高甚至高中都有一個中都有一個中都有一個中都有一個屬於他屬於他屬於他屬於他們們們們自己自己自己自己的一個的一個的一個的一個特殊特殊特殊特殊的節日的節日的節日的節日，，，，唯唯唯唯

獨獨獨獨東南東南東南東南。。。。所所所所以我們有個想法以我們有個想法以我們有個想法以我們有個想法就就就就是是是是替替替替東南東南東南東南找出找出找出找出一個一個一個一個屬於自己屬於自己屬於自己屬於自己的節日的節日的節日的節日。。。。不一不一不一不一定定定定

要是要是要是要是""""香蕉節香蕉節香蕉節香蕉節""""，，，，但但但但是我們相是我們相是我們相是我們相信信信信這次的這次的這次的這次的""""香蕉節香蕉節香蕉節香蕉節””””一一一一定定定定能能能能給給給給各位東南人一個各位東南人一個各位東南人一個各位東南人一個

想法的開想法的開想法的開想法的開端端端端，，，，並且並且並且並且想想想想出出出出我們的我們的我們的我們的““““東南節東南節東南節東南節””””。。。。    

    

104104104104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2222學期學務處藝術料理社社成果報告學期學務處藝術料理社社成果報告學期學務處藝術料理社社成果報告學期學務處藝術料理社社成果報告 



    

    

    

就就就就是愛捐血是愛捐血是愛捐血是愛捐血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5105105105 年年年年６６６６月月月月 2222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荳仔便利商店旁邊荳仔便利商店旁邊荳仔便利商店旁邊荳仔便利商店旁邊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就就就就是愛捐血是愛捐血是愛捐血是愛捐血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盧映臻盧映臻盧映臻盧映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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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00100100 人人人人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女女女女生生生生::::32323232 人人人人；；；；男男男男生生生生::::43434343 人人人人；；；；老老老老師師師師::::女女女女生生生生::::12121212 人人人人；；；；男男男男生生生生::::13131313 人人人人))))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這次的活動這次的活動這次的活動這次的活動雖然雖然雖然雖然當當當當天下天下天下天下雨不過還是有雨不過還是有雨不過還是有雨不過還是有許許許許多人師生一多人師生一多人師生一多人師生一起起起起加入捐血的加入捐血的加入捐血的加入捐血的行列行列行列行列，，，，透透透透

過活動讓大過活動讓大過活動讓大過活動讓大家家家家了解了解了解了解，，，，捐血一捐血一捐血一捐血一袋袋袋袋，，，，救救救救人一人一人一人一命命命命，，，，就算只就算只就算只就算只是捐血是捐血是捐血是捐血，，，，也是能幫也是能幫也是能幫也是能幫助許助許助許助許

多的人多的人多的人多的人。。。。    

104104104104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2222 學期學期學期學期學務處學務處學務處學務處志工團志工團志工團志工團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成果報告 



    

    

畢業生茶會畢業生茶會畢業生茶會畢業生茶會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5105105105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1 1 1 18888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東南科東南科東南科東南科技技技技大學大學大學大學龍鳳館龍鳳館龍鳳館龍鳳館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畢業生茶會畢業生茶會畢業生茶會畢業生茶會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校長校長校長校長李清吟李清吟李清吟李清吟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2000200020002000 人人人人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全校全校全校全校老老老老師及畢業生與師及畢業生與師及畢業生與師及畢業生與家家家家長長長長踴躍踴躍踴躍踴躍參與活動參與活動參與活動參與活動，，，，場場場場面溫馨面溫馨面溫馨面溫馨，，，，另另另另外外外外添添添添加加加加音音音音樂讓樂讓樂讓樂讓氣氣氣氣

份更昇華份更昇華份更昇華份更昇華    

    

    

104104104104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2222 學期學期學期學期學務處學務處學務處學務處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成果報告 



    

    

    

105105105105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暨暨暨觀摩活動觀摩活動觀摩活動觀摩活動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5105105105 年年年年 03030303 月月月月 11118888----20202020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國國國國立雲林立雲林立雲林立雲林科科科科技技技技大學大學大學大學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105105105105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暨暨暨觀摩活動觀摩活動觀摩活動觀摩活動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王崧銓王崧銓王崧銓王崧銓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30303030 人人人人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康輔社康輔社康輔社康輔社榮獲榮獲榮獲榮獲 105105105105 年全國社團評鑑年全國社團評鑑年全國社團評鑑年全國社團評鑑優等獎優等獎優等獎優等獎    

親善大使親善大使親善大使親善大使榮獲榮獲榮獲榮獲 105105105105 年全國社團評鑑年全國社團評鑑年全國社團評鑑年全國社團評鑑甲等獎甲等獎甲等獎甲等獎    

    

104104104104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2222 學期學務處康輔學期學務處康輔學期學務處康輔學期學務處康輔社社社社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成果報告 



    

    

    

社團靜態評鑑社團靜態評鑑社團靜態評鑑社團靜態評鑑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5105105105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1 1 1 1、、、、8888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自強樓自強樓自強樓自強樓 101101101101 會會會會議室議室議室議室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社團靜態評鑑社團靜態評鑑社團靜態評鑑社團靜態評鑑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行行行行政運政運政運政運作作作作、、、、財財財財務務務務制制制制度度度度、、、、活動活動活動活動績績績績效效效效各評各評各評各評審委審委審委審委員員員員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康樂康樂康樂康樂((((體體體體育育育育))))性性性性、、、、服服服服務務務務性性性性、、、、學藝學藝學藝學藝((((學術學術學術學術))))性性性性、、、、自自自自治性治性治性治性社團社團社團社團等等等等 23232323

個社團個社團個社團個社團餐餐餐餐與本次評鑑活動與本次評鑑活動與本次評鑑活動與本次評鑑活動。。。。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藉由藉由藉由藉由本次學生社團評鑑本次學生社團評鑑本次學生社團評鑑本次學生社團評鑑，，，，社團相社團相社團相社團相互互互互觀摩學習觀摩學習觀摩學習觀摩學習，，，，社團年度成果社團年度成果社團年度成果社團年度成果驗收驗收驗收驗收，，，，了解了解了解了解

到社團到社團到社團到社團窒礙窒礙窒礙窒礙與與與與困困困困難難難難，，，，爾爾爾爾後後後後社團社團社團社團經經經經營與營與營與營與管管管管理可理可理可理可據為據為據為據為參參參參酌酌酌酌。。。。    

104104104104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2222學期學務處社團靜態評鑑成果報告學期學務處社團靜態評鑑成果報告學期學務處社團靜態評鑑成果報告學期學務處社團靜態評鑑成果報告 



    

豆豆豆豆豆豆豆豆 31313131 期期期期幹部幹部幹部幹部訓練營訓練營訓練營訓練營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5 105 105 105 年年年年 02020202 月月月月 15151515----17171717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和和和和平平平平樓樓樓樓及及及及自強樓自強樓自強樓自強樓社辦社辦社辦社辦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豆豆豆豆豆豆豆豆 31313131 期訓練營期訓練營期訓練營期訓練營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王崧銓王崧銓王崧銓王崧銓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23232323 人人人人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經由經由經由經由幹部幹部幹部幹部訓練學員訓練學員訓練學員訓練學員確確確確實學習社團實學習社團實學習社團實學習社團應應應應有有有有技技技技能能能能，，，，並並並並提升提升提升提升團團團團隊隊隊隊合合合合作作作作以及以及以及以及向向向向心心心心力力力力，，，，

且且且且有有有有獨立獨立獨立獨立辦理活動之能辦理活動之能辦理活動之能辦理活動之能力力力力。。。。學長學長學長學長姐姐姐姐與學員感情與學員感情與學員感情與學員感情更更更更加加加加融融融融洽洽洽洽，，，，並傳並傳並傳並傳承承承承了社團了社團了社團了社團散散散散

播歡播歡播歡播歡樂樂樂樂散播散播散播散播愛的社團愛的社團愛的社團愛的社團宗旨宗旨宗旨宗旨。。。。    

    

104104104104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2222 學期學期學期學期學務處康輔社成學務處康輔社成學務處康輔社成學務處康輔社成果報告果報告果報告果報告    

 



    

    

專業星象體專業星象體專業星象體專業星象體驗驗驗驗營營營營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5105105105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21212121----22222222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桶桶桶桶後後後後溪溪溪溪營地營地營地營地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專業星象進階營專業星象進階營專業星象進階營專業星象進階營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鄭鄭鄭鄭文文文文婷婷婷婷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野研社全體社員野研社全體社員野研社全體社員野研社全體社員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經經經經過這次的星象進階營過這次的星象進階營過這次的星象進階營過這次的星象進階營，，，，學習到了學習到了學習到了學習到了更更更更多關多關多關多關於於於於星象的專業知星象的專業知星象的專業知星象的專業知識識識識，，，，比比比比如如如如::::該該該該如如如如

何利用何利用何利用何利用星星星星座判別座判別座判別座判別方方方方位位位位，，，，又或又或又或又或者者者者各個星各個星各個星各個星座代座代座代座代表的意義及表的意義及表的意義及表的意義及故事故事故事故事，，，，而而而而在在在在還還還還沒沒沒沒接接接接觸觸觸觸

星星星星座座座座學之學之學之學之前看起來前看起來前看起來前看起來平凡平凡平凡平凡無無無無奇奇奇奇光點光點光點光點，，，，自自自自從從從從了解了解了解了解它它它它的位的位的位的位置置置置及相對星及相對星及相對星及相對星向向向向後就後就後就後就像像像像揭揭揭揭

開開開開了了了了那層神秘那層神秘那層神秘那層神秘面面面面紗紗紗紗看清看清看清看清了了了了所所所所有有有有面面面面貌貌貌貌。。。。星相學星相學星相學星相學除除除除了觀星也是觀心了觀星也是觀心了觀星也是觀心了觀星也是觀心。。。。這次的活這次的活這次的活這次的活

動動動動雖然雖然雖然雖然一開一開一開一開始始始始有些不有些不有些不有些不順利順利順利順利，，，，營營營營柱斷掉柱斷掉柱斷掉柱斷掉，，，，裝備掉裝備掉裝備掉裝備掉進進進進水裡水裡水裡水裡，，，，但但但但是這些是這些是這些是這些在現在看在現在看在現在看在現在看

起來起來起來起來都是都是都是都是經經經經驗驗驗驗及及及及回憶回憶回憶回憶，，，，未未未未來來來來我們也會我們也會我們也會我們也會繼續舉繼續舉繼續舉繼續舉辦活動辦活動辦活動辦活動，，，，讓讓讓讓更更更更多人體多人體多人體多人體驗驗驗驗野外及野外及野外及野外及

星象的美星象的美星象的美星象的美好好好好，，，，也也也也謝謝在謝謝在謝謝在謝謝在這次活動中幫這次活動中幫這次活動中幫這次活動中幫助助助助我們的我們的我們的我們的所所所所有社員有社員有社員有社員、、、、學長學長學長學長姊姊姊姊、、、、課外活課外活課外活課外活

動指動指動指動指導導導導組組組組職職職職組的組的組的組的支持支持支持支持，，，，謝謝謝謝謝謝謝謝大大大大家家家家，，，，辛苦辛苦辛苦辛苦了了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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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具野炊無具野炊無具野炊無具野炊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5105105105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東南科東南科東南科東南科技技技技大學大學大學大學龍龍龍龍谷谷谷谷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無具野無具野無具野無具野吹吹吹吹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鄭鄭鄭鄭文文文文婷婷婷婷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野研社全體社員野研社全體社員野研社全體社員野研社全體社員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這次的野炊中我們學習到這次的野炊中我們學習到這次的野炊中我們學習到這次的野炊中我們學習到如何在如何在如何在如何在野外野外野外野外沒沒沒沒有有有有筷子筷子筷子筷子、、、、叉子叉子叉子叉子，，，，自製自製自製自製餐餐餐餐具具具具、、、、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尋尋尋尋

找找找找乾乾乾乾的的的的柴柴柴柴、、、、在在在在那裡尋那裡尋那裡尋那裡尋找找找找，，，，碰碰碰碰到到到到濕濕濕濕的的的的柴柴柴柴要要要要怎麼弄乾怎麼弄乾怎麼弄乾怎麼弄乾。。。。我們學習到我們學習到我們學習到我們學習到在在在在野外野外野外野外時時時時不不不不

用用用用讓讓讓讓火火火火一一一一直直直直保保保保持持持持在在在在大大大大火狀火狀火狀火狀態態態態，，，，而是而是而是而是看看看看當當當當時時時時狀況狀況狀況狀況是是是是需需需需要要要要照明照明照明照明還是炊還是炊還是炊還是炊事事事事，，，，來決來決來決來決

定定定定火火火火的大的大的大的大小小小小；；；；火火火火大容大容大容大容易將柴燒易將柴燒易將柴燒易將柴燒完完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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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研體能訓練營野研體能訓練營野研體能訓練營野研體能訓練營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5105105105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22226666----27272727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北勢溪北勢溪北勢溪北勢溪營地營地營地營地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野研訓練營野研訓練營野研訓練營野研訓練營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蕭宇軒蕭宇軒蕭宇軒蕭宇軒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野研社全體社員野研社全體社員野研社全體社員野研社全體社員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經經經經過這次的體過這次的體過這次的體過這次的體驗驗驗驗後後後後，，，，學習到學習到學習到學習到裝備裝備裝備裝備的使的使的使的使用方用方用方用方法法法法，，，，學習到學習到學習到學習到分分分分工合工合工合工合作作作作，，，，在在在在野外的野外的野外的野外的

生活很生活很生活很生活很單單單單純純純純，，，，一一一一切切切切的的的的事物事物事物事物都是都是都是都是靠著靠著靠著靠著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親親親親手手手手完完完完成的成的成的成的，，，，有有有有太太太太多讓我們覺得多讓我們覺得多讓我們覺得多讓我們覺得新新新新

奇奇奇奇覺得不可覺得不可覺得不可覺得不可思議思議思議思議的的的的事物事物事物事物，，，，在在在在這這這這幾幾幾幾天天天天裡裡裡裡，，，，在在在在最最最最天然天然天然天然的的的的山谷溪山谷溪山谷溪山谷溪流中流中流中流中，，，，進進進進行行行行野外野外野外野外

露露露露營是營是營是營是件件件件很棒的體很棒的體很棒的體很棒的體驗驗驗驗，，，，對對對對於在於在於在於在城市城市城市城市中成長的我們中成長的我們中成長的我們中成長的我們，，，，這次的這次的這次的這次的露露露露營營營營，，，，一一一一定定定定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回回回回味許味許味許味許久久久久，，，，還還還還記記記記得得得得，，，，走走走走在在在在山山山山道道道道上上上上，，，，在在在在爛泥爛泥爛泥爛泥上上上上搭帳篷等等搭帳篷等等搭帳篷等等搭帳篷等等的的的的，，，，實實實實在在在在太奇妙太奇妙太奇妙太奇妙了了了了，，，，

期期期期待待待待下下下下一次的活動一次的活動一次的活動一次的活動，，，，也能這也能這也能這也能這麼麼麼麼順利順利順利順利，，，，在在在在未未未未來來來來，，，，我們也因我們也因我們也因我們也因為為為為這次的這次的這次的這次的經歷經歷經歷經歷，，，，繼繼繼繼

續帶領著未續帶領著未續帶領著未續帶領著未來來來來加入社團的學加入社團的學加入社團的學加入社團的學弟弟弟弟妹妹妹妹們們們們，，，，體體體體驗驗驗驗這這這這難難難難得的得的得的得的回憶回憶回憶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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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抱愛攝影大賽擁抱愛攝影大賽擁抱愛攝影大賽擁抱愛攝影大賽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104 104 104 104 年年年年  5    5    5    5  月月月月  1  1  1  18888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    東南科東南科東南科東南科技技技技大學大學大學大學    經經經經國國國國圖書館圖書館圖書館圖書館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    擁抱愛攝影比賽擁抱愛攝影比賽擁抱愛攝影比賽擁抱愛攝影比賽頒獎頒獎頒獎頒獎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    趙趙趙趙品品品品雅雅雅雅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40404040 人人人人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ㄧㄧㄧㄧ、、、、使學生能使學生能使學生能使學生能夠夠夠夠學習學習學習學習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從從從從生活中生活中生活中生活中找找找找尋尋尋尋美美美美好好好好的的的的事物事物事物事物。。。。    

二二二二、、、、學生可以學生可以學生可以學生可以藉由藉由藉由藉由比賽比賽比賽比賽從從從從生活中生活中生活中生活中找找找找尋尋尋尋美美美美好好好好的題的題的題的題材材材材。。。。    

三三三三、、、、能能能能夠向夠向夠向夠向學生推廣攝影的相關活動學生推廣攝影的相關活動學生推廣攝影的相關活動學生推廣攝影的相關活動。。。。    

四四四四、、、、學生學生學生學生更更更更能理解攝影的能理解攝影的能理解攝影的能理解攝影的真真真真諦諦諦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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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發表成果發表成果發表成果發表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5105105105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22222222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東南科東南科東南科東南科技技技技大學大學大學大學夢初夢初夢初夢初體體體體育館育館育館育館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東康第三十八東康第三十八東康第三十八東康第三十八屆屆屆屆社慶之東康三八活社慶之東康三八活社慶之東康三八活社慶之東康三八活力力力力森吧森吧森吧森吧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王崧銓王崧銓王崧銓王崧銓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林林林林子子子子鈞鈞鈞鈞、、、、張張張張椲潃椲潃椲潃椲潃、、、、鄭云鄭云鄭云鄭云淨淨淨淨、、、、陳汶君陳汶君陳汶君陳汶君、、、、張張張張博博博博傑傑傑傑、、、、胡宥勝胡宥勝胡宥勝胡宥勝、、、、林林林林鑫鑫鑫鑫

志志志志、、、、詹婷郁詹婷郁詹婷郁詹婷郁、、、、王崧銓王崧銓王崧銓王崧銓、、、、張張張張祐祐祐祐華華華華、、、、孫聖芬孫聖芬孫聖芬孫聖芬、、、、王駿程王駿程王駿程王駿程、、、、陳陳陳陳皓皓皓皓宇宇宇宇、、、、邱彥凱邱彥凱邱彥凱邱彥凱、、、、高高高高

冠冠冠冠勛勛勛勛、、、、李李李李莉蓁莉蓁莉蓁莉蓁、、、、許庭瑄許庭瑄許庭瑄許庭瑄、、、、范慈范慈范慈范慈容容容容、、、、李品李品李品李品嫻嫻嫻嫻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這次這次這次這次花花花花了了了了近兩近兩近兩近兩個月的個月的個月的個月的時時時時間間間間籌備規劃籌備規劃籌備規劃籌備規劃，，，，很多內容其實很多內容其實很多內容其實很多內容其實已已已已經經經經沒沒沒沒有有有有前前前前例例例例可以參可以參可以參可以參

考考考考，，，，只只只只能能能能憑著憑著憑著憑著四年四年四年四年級級級級參加過的參加過的參加過的參加過的樣子樣子樣子樣子還有還有還有還有友友友友社社社社舉舉舉舉辦的辦的辦的辦的模模模模式去式去式去式去加以加以加以加以消消消消化化化化融融融融合合合合

成成成成為為為為新新新新的東的東的東的東西西西西。。。。活動開活動開活動開活動開始始始始前前前前，，，，友友友友社與社與社與社與老骨老骨老骨老骨頭頭頭頭其實其實其實其實就就就就已已已已經來經來經來經來的非常多的非常多的非常多的非常多已已已已經經經經

超超超超過預期過預期過預期過預期，，，，非常的開心非常的開心非常的開心非常的開心。。。。正式正式正式正式開開開開始始始始時時時時夥伴夥伴夥伴夥伴的表的表的表的表演演演演都很都很都很都很盡盡盡盡力來力來力來力來賓愾賓愾賓愾賓愾的都不的都不的都不的都不

亦亦亦亦樂樂樂樂乎乎乎乎，，，，特特特特別別別別製作製作製作製作的的的的回憶牆回憶牆回憶牆回憶牆讓很多讓很多讓很多讓很多來來來來賓賓賓賓都都都都回憶湧回憶湧回憶湧回憶湧現現現現。。。。確確確確確確確確實實的讓參與實實的讓參與實實的讓參與實實的讓參與

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看看看看到了社團的發到了社團的發到了社團的發到了社團的發展展展展以及一以及一以及一以及一直直直直以以以以來來來來的的的的種種種種種種種種，，，，也也也也在在在在青春青春青春青春中寫中寫中寫中寫下下下下美美美美好好好好的一的一的一的一

頁故事頁故事頁故事頁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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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聯聯聯繫繫繫繫情情情情誼誼誼誼----中國醫藥大學親善大使交流會中國醫藥大學親善大使交流會中國醫藥大學親善大使交流會中國醫藥大學親善大使交流會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5105105105 年年年年 5 5 5 5 月月月月 22 22 22 22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台台台台中中中中市市市市中國醫藥大學中國醫藥大學中國醫藥大學中國醫藥大學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親善大使團交流親善大使團交流親善大使團交流親善大使團交流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蘇韋蘇韋蘇韋蘇韋誠誠誠誠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蘇蘇蘇蘇展展展展民民民民、、、、林林林林思妤思妤思妤思妤、、、、趙昱泓趙昱泓趙昱泓趙昱泓、、、、熊熊熊熊鈞文鈞文鈞文鈞文、、、、吳奕辰吳奕辰吳奕辰吳奕辰、、、、王王王王高高高高韋韋韋韋、、、、蘇蘇蘇蘇

韋韋韋韋誠誠誠誠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透透透透過這次的交流會過這次的交流會過這次的交流會過這次的交流會，，，，看看看看到了一個比到了一個比到了一個比到了一個比較較較較大大大大型型型型的的的的接接接接待待待待團體團體團體團體，，，，體體體體

制制制制上上上上也比也比也比也比較較較較完完完完整整整整，，，，在在在在各各各各項項項項經經經經費費費費、、、、資資資資源源源源上上上上，，，，也都也都也都也都獲獲獲獲得學校的得學校的得學校的得學校的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有有有有正正正正

式式式式的選的選的選的選拔拔拔拔，，，，也也也也看看看看到到到到他他他他們對們對們對們對於於於於服服服服務務務務的的的的熱忱熱忱熱忱熱忱並並並並視視視視為為為為一一一一種榮種榮種榮種榮耀耀耀耀，，，，而與其而與其而與其而與其他他他他各各各各

校的交流校的交流校的交流校的交流時時時時間間間間，，，，也了解到各校不同之營也了解到各校不同之營也了解到各校不同之營也了解到各校不同之營運運運運情情情情形形形形，，，，都都都都將將將將視視視視為將為將為將為將來來來來的的的的方方方方向向向向

參參參參考考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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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聯聯聯繫繫繫繫情情情情誼誼誼誼----佛光大學親善大使交流會佛光大學親善大使交流會佛光大學親善大使交流會佛光大學親善大使交流會    

    

交交交交換禮物換禮物換禮物換禮物    

    

交交交交換禮物換禮物換禮物換禮物    

    

相相相相見歡見歡見歡見歡大合大合大合大合照照照照    

    

交流過交流過交流過交流過程程程程完完完完美美美美結束結束結束結束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5105105105 年年年年    6666月月月月 2222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佛光大學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聯聯聯聯繫繫繫繫情情情情誼誼誼誼----佛光大學親善大使交流會佛光大學親善大使交流會佛光大學親善大使交流會佛光大學親善大使交流會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林林林林思妤思妤思妤思妤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10101010 人人人人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透透透透過與其過與其過與其過與其他他他他大專校院親善大使進大專校院親善大使進大專校院親善大使進大專校院親善大使進行行行行交流會交流會交流會交流會，，，，從從從從與主辦學校與主辦學校與主辦學校與主辦學校執執執執行行行行秘秘秘秘書書書書

接接接接洽洽洽洽聯聯聯聯繫繫繫繫，，，，這過這過這過這過程程程程親善社員們各親善社員們各親善社員們各親善社員們各司司司司其其其其職職職職學習到學習到學習到學習到接接接接洽洽洽洽、、、、交交交交通通通通方式方式方式方式、、、、費費費費

用用用用申請申請申請申請，，，，社員們能學習社員們能學習社員們能學習社員們能學習並並並並觀摩其觀摩其觀摩其觀摩其他他他他學校的社團學校的社團學校的社團學校的社團運運運運作作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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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一選二合一選二合一選二合一選舉舉舉舉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5105105105 年年年年 04040404 月月月月 00006666日日日日至至至至 105105105105 年年年年 05050505 月月月月 27272727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和和和和平平平平樓樓樓樓一一一一樓樓樓樓    交交交交誼廳誼廳誼廳誼廳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二合一選二合一選二合一選二合一選舉舉舉舉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蔡頤穎蔡頤穎蔡頤穎蔡頤穎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高高高高偉偉偉偉強強強強、、、、吳宜吳宜吳宜吳宜靜靜靜靜、、、、孔繁孔繁孔繁孔繁瑛瑛瑛瑛、、、、陳陳陳陳冠冠冠冠霖霖霖霖、、、、翁怡貞翁怡貞翁怡貞翁怡貞、、、、林林林林東東東東瑋瑋瑋瑋、、、、林林林林筑筑筑筑

瑩瑩瑩瑩、、、、蔡蔡蔡蔡欣沄欣沄欣沄欣沄、、、、吳吳吳吳慶慶慶慶芳芳芳芳、、、、古秉翰古秉翰古秉翰古秉翰、、、、鄭鄭鄭鄭文文文文婷婷婷婷、、、、陳陳陳陳勇安勇安勇安勇安、、、、邱邱邱邱正正正正諺諺諺諺、、、、邱邱邱邱振振振振宇宇宇宇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全校師生全校師生全校師生全校師生積極積極積極積極參與參與參與參與民民民民主主主主公公公公投投投投，，，，落實學生落實學生落實學生落實學生自自自自治治治治，，，，活動活動活動活動圓滿圓滿圓滿圓滿落落落落幕幕幕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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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灣淨灘活動白沙灣淨灘活動白沙灣淨灘活動白沙灣淨灘活動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5105105105 年年年年 06 06 06 06 月月月月 08 08 08 08 日日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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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機械淨灘活動機械淨灘活動機械淨灘活動機械淨灘活動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楊庠宇楊庠宇楊庠宇楊庠宇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36363636 位一年級學弟及位一年級學弟及位一年級學弟及位一年級學弟及 7777 名系學會幹部名系學會幹部名系學會幹部名系學會幹部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經由淨灘活動使同學瞭解環境污染情形經由淨灘活動使同學瞭解環境污染情形經由淨灘活動使同學瞭解環境污染情形經由淨灘活動使同學瞭解環境污染情形，，，，讓大家知道需愛護環境珍惜資讓大家知道需愛護環境珍惜資讓大家知道需愛護環境珍惜資讓大家知道需愛護環境珍惜資

源源源源，，，，不要亂丟垃圾污染地球不要亂丟垃圾污染地球不要亂丟垃圾污染地球不要亂丟垃圾污染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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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成果報告



    

    

志工文化公益推廣活動志工文化公益推廣活動志工文化公益推廣活動志工文化公益推廣活動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5105105105 年年年年 5 5 5 5 月月月月 2  2  2  2 日到日到日到日到 105105105105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13131313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二餐外的帳篷處二餐外的帳篷處二餐外的帳篷處二餐外的帳篷處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志工文化公益推廣活動志工文化公益推廣活動志工文化公益推廣活動志工文化公益推廣活動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盧映臻盧映臻盧映臻盧映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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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00100100 人人人人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女生女生女生女生:13:13:13:13 人人人人；；；；男生男生男生男生:55:55:55:55 人人人人；；；；老師老師老師老師::::女生女生女生女生:20:20:20:20 人人人人；；；；男生男生男生男生:12:12:12:12 人人人人))))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在這次的活動可以讓大家體會到了捐二手衣物和發票在這次的活動可以讓大家體會到了捐二手衣物和發票在這次的活動可以讓大家體會到了捐二手衣物和發票在這次的活動可以讓大家體會到了捐二手衣物和發票、、、、零錢等物零錢等物零錢等物零錢等物

品品品品，，，，全校同學和老師們也喜歡發揮愛心熱情地捐出物資給勵馨基金全校同學和老師們也喜歡發揮愛心熱情地捐出物資給勵馨基金全校同學和老師們也喜歡發揮愛心熱情地捐出物資給勵馨基金全校同學和老師們也喜歡發揮愛心熱情地捐出物資給勵馨基金

會會會會，，，，這活動讓我們看到全校師生都有救助弱勢族群的心這活動讓我們看到全校師生都有救助弱勢族群的心這活動讓我們看到全校師生都有救助弱勢族群的心這活動讓我們看到全校師生都有救助弱勢族群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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