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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導師輔導知能研習 

  

  

日    期： 2018 年  2月 22 日（星期四 ）10:30 ~12:30  

地    點：陽明山天籟渡假酒店會議廳 

主    題：大學導師輔導工作的倫理與藝術 

主    席 :校長 

參加對象/人數：導師、系主管 170人(男:158人、女 12人) 

具體成效： 

校內各系主管與導師參與熱烈，除了探討導師與導生互動的解說外，陳新霖社工師還提醒身為導師

如何協助導生~愛●上學、愛上●學之輔導技巧。有 170人對於主題演講者的整體表現感到滿意，

更有 96%的導師認為在輔導學生相關議題上有收穫或幫助，整體感到滿意以上程度達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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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導師期初會議 

  

  

日    期： 2018 年  2月 22 日（星期四 ）9:30 ~10:30  

地    點：陽明山天籟渡假酒店會議廳 

主    題：106學年度第 2學期全校導師會議 

主    席 :校長 

參加對象/人數：導師、系主管 170人(男:158人、女 12人) 

具體成效： 

    預祝大家新的一年健康平安、教學輔導一切順利；做導師非常辛苦，時時刻刻為學生付出、為

學生著想，引用長輩一句話給予所有導師正能量勉勵，我們不求每位學生都能狀元及第，但是我們

希望老師不要誤人子弟，我們不求學生不夠出類拔萃，但求我們的學生不要危害社會。 

 

 



 

 

 

人權法治教育宣導活動 

  

 

 

日    期：2018/05/16 

地    點：炎黃樓 805階梯教室 

主持人(帶領者)：汪學務長以仁 

參加對象/人數：師生共 56人(教師:男 1人；學生:男 42人，女 13人) 

具體成效:  

一、藉由專題講座、經驗分享、問題解答與有獎徵答等方式，使學生對「校園常見犯罪

問題預防」有正確之認識。 

二、主講者並對有關反詐騙、反毒、反盜版、智慧財產權維護及犯罪預防等議題，闡述

精闢的法律論點，使參與活動的學生和老師獲益良多。並期許，進而對同儕、家人、

親友產生影響，體認人權法治觀念的重要，以維護個人及群體之權益與自身安全之

保障；活動滿意度達 92.8%。 

106學年度第 2學期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成果報告 



 

 

 

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活動 

  

 

 

日    期：2018/03/28、2018/6/13 

地    點：經國圖書館 2樓演議廳、中正樓 12樓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帶 領者)：汪學務長以仁 

參加對象/人數：師生共 305人(教師:男 6人，女 1人；學生:男 201人，女 97人) 

具體成效: 

一、藉由交通安全課程講解、影片觀摩、即問即答、有獎徵答等教學作為，使學生對機

車基本安全駕駛、交通法規及機車強制險有深刻瞭解。 

二、加深學生騎乘機車時應注意防範周遭動態、提升騎乘機車安全駕駛的能力，以降低

學生交通事故發生，另於事故發生時有其正確的應對作為，減少不必要的衝突產生。

並期許，能將所學與同儕、家人、親友作分享，維護個人自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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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教育宣導活動 

  

 
 

日期：2018 年 4 月 18 日至 6 月 6 日 

地點：炎黃樓 805 教室及校區 

主題：東南好態度 

帶領者：學務長及生活輔導組組長 

參加對象：276 人(教職：81 人、男生：110 人、女生：84 人) 

活動成果：  

本活動期間記載符合好態度之人、事、時、地、物及感想，寫滿 16 件以上之事蹟者，獲 

師長認證後即贈東南熊讚扣環，嘉勉同學參加活動，藉此鼓勵學生力行忠誠勤毅、好學樂 

群德目，由外而內化將德目化為具體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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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教育-校外賃居房東座談 

  

  

日    期：2018/6/1 

地    點：炎黃樓 104視聽教室 

主    題：校外賃居房東座談 

主持人(帶領者)：學務長 汪以仁 

參加對象/人數：28人(教師：男 6人；房東：男 9人，女 13人) 

具體成效：  

    本次座談會由汪學務長以仁主持，並邀請崔媽媽基金會曹筱筠組長蒞校參加本校「校

外賃居房東座談」，擔任與會房東與學生租賃間相關問題解答，並宣導 107.6.27 正式實

施之租賃專法，溝通房東觀念，保障校外賃居學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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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教育宣導活動 

  

 

 

 

日期：2018 年 5 月 30 日(星期三) 

地點：圖書館二樓演議廳 

主題：106-2 學期全人教育活動 

帶領者：生活輔導組長 

參加對象：90 人(教職：4 人、男生：49 人、女生：37 人) 

活動成果： 

本活動邀請夢想者聯盟胡佳宇老師，以自體發光，探索無與倫比的世界為題，講述自

己視網膜病變的奮鬥歷程，期許同學利用課餘參與各類活動，增進人生視野與廣度。由於

講述內容生動，滿意度問卷表示滿意以上者達 92%。 

 

 

 



 

  

 

 

 

 

大手牽小手宣導活動 

  

  

日期：2018 年 5 月 22 日。 

地點：翡翠水庫 

主題：「鍾愛家園」大手牽小手活動 

帶領者：主任、活動組組長及校安人員。 

參加對象：88 人(教職：7 人、男生：43 人、女生：38 人) 

具體成效 

為深耕愛護大自然教育，邀請深坑國小學生參訪翡翠水庫，藉山光水色的美景，培養學生 

察覺美、體會美、實踐美的素養，瞭解水庫的建設是由無數人員努力而來，以此體會珍 

惜水資源的重要，讓同學涵養愛護環境的良好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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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短期研修生校外參訪活動 

  

  

日   期：107年 4月 28日 0830~1930 時 

地    點：九份、野柳地質公園 

主    題：大陸研修生校外參訪活動 

領    隊：董德成組長 

參加人員：71人(教職：5 人、男生：45 人、女生：21 人) 

活動成果：帶領大陸學生參訪野柳地質公園及九份，認識臺灣地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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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短期研修生期初座談會 

  

  

日   期：107年 4月 11日 15時 30分 

地    點：中正樓 11樓國際會議廳 

主    題：大陸研修生期初座談 

主    席：李校長清吟 

參加人員：85人(教職：15 人、男生：45 人、女生：25 人) 

活動成果 : 

瞭解同學適應情況： 

ㄧ、認識學校老師及大陸隨行老師。 

二、說明學校提供教學及生活各項支援。 

三、讓學生提出需要幫助解決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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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宿舍溫馨系列活動-粽香慶端午 

  

  

日   期：107年 6月 13日 1730時 
地    點：學生宿舍(龍鳳樓)一樓前廣場 
主    題：粽香慶端午 
主 持 人：李校長清吟 
參加人員：650人(教職：10 人、男生：420 人、女生：220 人) 

活動成果： 
藉端午佳節前夕辦理「粽香慶端午」活動，凝聚師生向心力，活動中讓師生、學
長、學姐及學弟妹們，更有緊密互動關係，以利減緩思鄉之情。 



 

 

 

 

 

學生宿舍擴大會議暨室長會議 

  

  

日    期：107年 5月 30日 1530時 

地    點：圖書館 1樓演議廳 

主    題：學生宿舍擴大會議暨室長會議 

主 持 人：汪學務長以仁 

參加人員：130人(教職：5 人、男生：85 人、女生：45 人) 

活動成果： 

讓住宿學生能對宿舍事務有良性建議的機會： 

ㄧ、本次會議除硬體修繕建議外，針對學生宿舍生活公約與討論管理方式，進而達成生

活教育、自治自律之目標，提昇宿舍服務品質，在舍長韓增翔主持會議圓滿成功。 

二、藉由宿舍擴大會議了解住宿同學需要及對宿舍良性建議，以利自治幹部運作與服務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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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毒宣導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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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107年 6月 7日 

地    點：四維樓旁廣場 

主    題：反毒射飛鏢創意競賽活動 

主持人(帶 領 者)：學務處汪學務長  

參加人員與人數：全校同學約 150人(教職：7 人、男生：85 人、女生：58 人) 

具體成效：  

活動期間於四維樓旁宣導，以布旗、海報及宣導影片等方式實施。活動期間採現場

報名的方式來參與活動，期能夠網羅所有想要參與反毒運動的師生，藉由射飛鏢的比賽，

了解反毒的重要，表達對反毒運動的支持，營造拒毒反毒純淨校園，規劃多元且具創意

之宣導活動，進而帶動引領時代的反毒風潮。 

 

 

 

 

反毒宣導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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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107年 6月 20日 

地    點：校園周邊重要出入口 

主    題：校園反毒宣導活動 

主持人(帶 領 者)：學務處汪學務長  

參加人員與人數：全校同學約 100人(教職：11 人、男生：58 人、女生：31 人) 

具體成效：  

活動期間由紫錐花反毒運動社及學務處所有教職員上午於校園重要路口高舉布旗、

海報等方式實施，傳播「反毒運動」健康、反毒及愛人愛己之意象，營造拒毒反毒純淨

校園，規劃多元且具創意之宣導活動，進而帶動引領時代的反毒風潮，讓反毒運動，成

為青年學子的永久代名詞。 

 

 

反毒宣導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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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107年 6月 5日 

地    點：炎黃樓數位演講廳 

主    題：反毒講演活動 

主持人(帶 領 者)：學務處汪學務長  

參加人員與人數：全校同學約 80人(教職：3 人、男生：50 人、女生：27 人) 

具體成效：  

本校邀請宜蘭縣教育局張文賢督導蒞校講演毒品對個人及社會的危害，並由本校汪

學務長向與會同學期勉不可吸食毒品，否則大好人生將變成一片黑白，藉由本次演講活

動進而深化本校學生反毒意識。 

 

 

 

 

拒毒萌芽服務學習反毒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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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107年 6月 13日 

地    點：深坑國小大禮堂 

主    題：拒毒萌芽服務學習反毒宣導活動 

主持人(帶 領 者)：生輔組陸國良校安  

參加人員與人數：參加宣導國小及學生約 150人(教職：2 人、男生：85 人、女生：63 人) 

活動成果：  

為響應教育部推動校園運動，東南科技大學「紫錐花運動反毒社」於 5月 8日至深

坑國小實施拒毒萌芽反毒宣導活動，社團學生特別發揮創意，特過魔術表演的方式，讓

會場小朋友充滿歡笑，達到宣教最大效果。 

 

 

 

反毒教育學習校外參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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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107年 5月 23日 

地    點：晨曦教會戒毒村 

主    題：反毒教育學習校外參訪活動 

主持人(帶 領 者)：生輔組陸國良校安  

參加人員與人數：參加本校社團學生約 20人(教職：2 人、男生：13 人、女生：5 人) 

活動成果：  

為響應教育部推動反毒運動，東南科技大學「紫錐花運動反毒社」於 5月 23日至基

督教晨曦教會戒毒村實施反毒宣導研習活動，藉由實際與更生人訪談及經驗分享，了解

毒品對個人及家庭之危害，達到反毒宣導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