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研社野研社野研社野研社：：：：103103103103 年野外求生安全研習營年野外求生安全研習營年野外求生安全研習營年野外求生安全研習營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3103103103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16161616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17171717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新北市北勢溪古道新北市北勢溪古道新北市北勢溪古道新北市北勢溪古道((((上游上游上游上游))))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103103103103 年野外求生安全研習年野外求生安全研習年野外求生安全研習年野外求生安全研習營營營營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陳玟翔陳玟翔陳玟翔陳玟翔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野研社社員野研社社員野研社社員野研社社員((((共共共共 20202020 人人人人))))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讓喜愛大自然同學體驗野外求生安全重要讓喜愛大自然同學體驗野外求生安全重要讓喜愛大自然同學體驗野外求生安全重要讓喜愛大自然同學體驗野外求生安全重要，，，，並並並並學習簡易自救與保護自我學習簡易自救與保護自我學習簡易自救與保護自我學習簡易自救與保護自我

能力能力能力能力；；；；藉由此場地了解古道生態知識藉由此場地了解古道生態知識藉由此場地了解古道生態知識藉由此場地了解古道生態知識，，，，也學習到繩結技巧等野外技能也學習到繩結技巧等野外技能也學習到繩結技巧等野外技能也學習到繩結技巧等野外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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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藝社街藝社街藝社街藝社：：：：運動中心彩繪噴漆活動運動中心彩繪噴漆活動運動中心彩繪噴漆活動運動中心彩繪噴漆活動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3103103103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2222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晴光商圈運動中心晴光商圈運動中心晴光商圈運動中心晴光商圈運動中心    

活活活活動名稱動名稱動名稱動名稱：：：：運動中心彩繪噴漆活動運動中心彩繪噴漆活動運動中心彩繪噴漆活動運動中心彩繪噴漆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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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藝社街藝社街藝社街藝社社員社員社員社員((((共共共共 5555 人人人人))))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學習塗鴉技巧學習塗鴉技巧學習塗鴉技巧學習塗鴉技巧（（（（拉線拉線拉線拉線、、、、畫圓畫圓畫圓畫圓、、、、填色填色填色填色），），），），噴漆有很多技術需要去突破噴漆有很多技術需要去突破噴漆有很多技術需要去突破噴漆有很多技術需要去突破，，，，這這這這

是一種挑戰是一種挑戰是一種挑戰是一種挑戰，，，，也是成就感獲取之處也是成就感獲取之處也是成就感獲取之處也是成就感獲取之處，，，，就此就此就此就此讓學員能依主題發揮創意讓學員能依主題發揮創意讓學員能依主題發揮創意讓學員能依主題發揮創意，，，，使使使使

同學創造更多的風格同學創造更多的風格同學創造更多的風格同學創造更多的風格，，，，讓塗鴉變得有意義並不只是藝術讓塗鴉變得有意義並不只是藝術讓塗鴉變得有意義並不只是藝術讓塗鴉變得有意義並不只是藝術，，，，也藉此機會體也藉此機會體也藉此機會體也藉此機會體    

驗專業接案的技術驗專業接案的技術驗專業接案的技術驗專業接案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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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社攝影社攝影社攝影社：：：：屏東懷舊之旅屏東懷舊之旅屏東懷舊之旅屏東懷舊之旅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3103103103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至至至至 26262626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屏東屏東屏東屏東((((涼山瀑布涼山瀑布涼山瀑布涼山瀑布、、、、屏東科技大學屏東科技大學屏東科技大學屏東科技大學、、、、萬金天主教堂萬金天主教堂萬金天主教堂萬金天主教堂、、、、高屏舊鐵橋高屏舊鐵橋高屏舊鐵橋高屏舊鐵橋))))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屏東懷舊之旅屏東懷舊之旅屏東懷舊之旅屏東懷舊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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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社及屏東科大攝影社攝影社及屏東科大攝影社攝影社及屏東科大攝影社攝影社及屏東科大攝影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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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的屏東懷舊之旅這次的屏東懷舊之旅這次的屏東懷舊之旅這次的屏東懷舊之旅，，，，車程雖長車程雖長車程雖長車程雖長，，，，但參觀了一些美麗的景點但參觀了一些美麗的景點但參觀了一些美麗的景點但參觀了一些美麗的景點，，，，站在那裏站在那裏站在那裏站在那裏

放眼望去四處都很美放眼望去四處都很美放眼望去四處都很美放眼望去四處都很美，，，，美景也徹底地打動到大家的心裡美景也徹底地打動到大家的心裡美景也徹底地打動到大家的心裡美景也徹底地打動到大家的心裡，，，，這些都值得用這些都值得用這些都值得用這些都值得用

相機拍下來保存變成回憶相機拍下來保存變成回憶相機拍下來保存變成回憶相機拍下來保存變成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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頑音社頑音社頑音社頑音社：：：：師恩節感恩演唱師恩節感恩演唱師恩節感恩演唱師恩節感恩演唱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3103103103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25252525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本校榕樹下本校榕樹下本校榕樹下本校榕樹下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師恩節感恩演唱師恩節感恩演唱師恩節感恩演唱師恩節感恩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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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師生約全校師生約全校師生約全校師生約 150150150150 人人人人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社員在此活動勇於嘗試新歌社員在此活動勇於嘗試新歌社員在此活動勇於嘗試新歌社員在此活動勇於嘗試新歌，，，，詮釋歌曲的意境詮釋歌曲的意境詮釋歌曲的意境詮釋歌曲的意境，，，，也累積更多的表演經也累積更多的表演經也累積更多的表演經也累積更多的表演經

驗驗驗驗；；；；藉由歌曲來感藉由歌曲來感藉由歌曲來感藉由歌曲來感謝老師的教導謝老師的教導謝老師的教導謝老師的教導，，，，也感染全校感恩的氣氛也感染全校感恩的氣氛也感染全校感恩的氣氛也感染全校感恩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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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治會學生自治會學生自治會學生自治會：：：：社團嘉年華之特色活力秀社團嘉年華之特色活力秀社團嘉年華之特色活力秀社團嘉年華之特色活力秀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3103103103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24242424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本校本校本校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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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3103103 學年社學年社學年社學年社團嘉團嘉團嘉團嘉年年年年華華華華之之之之特特特特色活力色活力色活力色活力秀秀秀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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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新生及社新生及社新生及社新生及社團團團團人員約人員約人員約人員約 1800180018001800 人人人人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加加加加速速速速新生新生新生新生對對對對學校社學校社學校社學校社團團團團的的的的認認認認識識識識，，，，並解由社並解由社並解由社並解由社團團團團表演表演表演表演展現展現展現展現社社社社團特團特團特團特色色色色、、、、擺攤介紹擺攤介紹擺攤介紹擺攤介紹

的活動中的活動中的活動中的活動中找找找找到到到到適合適合適合適合自自自自己己己己的社的社的社的社團團團團；；；；也藉由此活動讓社也藉由此活動讓社也藉由此活動讓社也藉由此活動讓社團團團團有機會有機會有機會有機會宣傳宣傳宣傳宣傳並並並並招募招募招募招募

新社員加新社員加新社員加新社員加入入入入，，，，使社使社使社使社團團團團更加活更加活更加活更加活絡絡絡絡並並並並永續永續永續永續發發發發展展展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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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治會學生自治會學生自治會學生自治會：：：：學生社團動態評鑑學生社團動態評鑑學生社團動態評鑑學生社團動態評鑑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3103103103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24242424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本校本校本校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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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3103103 學年學生社學年學生社學年學生社學年學生社團團團團動態動態動態動態評鑑評鑑評鑑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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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新生及社新生及社新生及社新生及社團團團團人員約人員約人員約人員約 1800180018001800 人人人人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使社使社使社使社團團團團有機會接有機會接有機會接有機會接觸觸觸觸新生新生新生新生，，，，並解由此活動並解由此活動並解由此活動並解由此活動展現展現展現展現成果成果成果成果且達且達且達且達到到到到宣傳宣傳宣傳宣傳及及及及招募招募招募招募新生新生新生新生

的的的的目目目目的的的的；；；；評審評審評審評審老師也老師也老師也老師也從各從各從各從各社社社社團團團團中中中中評選出評選出評選出評選出值得值得值得值得嘉許嘉許嘉許嘉許的社的社的社的社團頒獎團頒獎團頒獎團頒獎，，，，以茲獎勵以茲獎勵以茲獎勵以茲獎勵。。。。    

 

103103103103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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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術社魔術社魔術社魔術社：：：：滬江中學成果暨街頭魔術表演滬江中學成果暨街頭魔術表演滬江中學成果暨街頭魔術表演滬江中學成果暨街頭魔術表演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3103103103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27272727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台台台台北商圈街北商圈街北商圈街北商圈街頭頭頭頭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滬江滬江滬江滬江中學成果中學成果中學成果中學成果暨暨暨暨街街街街頭魔頭魔頭魔頭魔術表演術表演術表演術表演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李昆翰李昆翰李昆翰李昆翰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魔魔魔魔術社社員術社社員術社社員術社社員、、、、滬江滬江滬江滬江中學同學及中學同學及中學同學及中學同學及路路路路人人人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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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此活動有機會表演藉由此活動有機會表演藉由此活動有機會表演藉由此活動有機會表演給路給路給路給路人人人人看看看看，，，，增增增增加人與人之加人與人之加人與人之加人與人之間間間間的的的的互互互互動動動動，，，，並並並並訓練訓練訓練訓練自自自自己己己己

表演的表演的表演的表演的實際實際實際實際經驗經驗經驗經驗，，，，也也也也可可可可學習到不同的學習到不同的學習到不同的學習到不同的魔魔魔魔術術術術；；；；使參加人員體會使參加人員體會使參加人員體會使參加人員體會魔魔魔魔術的術的術的術的樂趣樂趣樂趣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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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輔社康輔社康輔社康輔社：：：：薪火相傳之幹部研習營薪火相傳之幹部研習營薪火相傳之幹部研習營薪火相傳之幹部研習營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3103103103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新北市長新北市長新北市長新北市長青谷青谷青谷青谷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薪火薪火薪火薪火相相相相傳傳傳傳之之之之幹部幹部幹部幹部研習營研習營研習營研習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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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輔康輔康輔康輔社社社社幹幹幹幹部部部部及新生及新生及新生及新生((((約約約約 60606060 人人人人))))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藉此機會由社藉此機會由社藉此機會由社藉此機會由社團幹部傳承所團幹部傳承所團幹部傳承所團幹部傳承所有社員及新生有社員及新生有社員及新生有社員及新生，，，，使使使使他們他們他們他們更加更加更加更加認認認認識社識社識社識社團團團團及及及及內部內部內部內部

運運運運作作作作，，，，並了解並了解並了解並了解康輔康輔康輔康輔的活動的活動的活動的活動性質性質性質性質及及及及熱情熱情熱情熱情；；；；也也也也促進團隊促進團隊促進團隊促進團隊的的的的合作合作合作合作，，，，使學長使學長使學長使學長姐姐姐姐與與與與

學學學學弟妹間弟妹間弟妹間弟妹間相處更加相處更加相處更加相處更加融洽融洽融洽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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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輔社康輔社康輔社康輔社：：：：智光反毒小劇場智光反毒小劇場智光反毒小劇場智光反毒小劇場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3103103103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16161616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中中中中和國和國和國和國中中中中育樂育樂育樂育樂中心中心中心中心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智智智智光光光光反毒小劇反毒小劇反毒小劇反毒小劇場場場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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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輔康輔康輔康輔社社社社、、、、智智智智光表演科學生光表演科學生光表演科學生光表演科學生、、、、中中中中和國和國和國和國中同學中同學中同學中同學((((約約約約 500500500500 人人人人))))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藉此活動藉此活動藉此活動藉此活動增進兩增進兩增進兩增進兩校校校校友誼友誼友誼友誼，，，，教導教導教導教導智智智智光同學演光同學演光同學演光同學演戲戲戲戲技巧技巧技巧技巧，，，，促進未促進未促進未促進未來來來來合作合作合作合作機會機會機會機會，，，，

並並並並達達達達到到到到招招招招生成生成生成生成效效效效；；；；增增增增加加加加與與與與他他他他校校校校合作合作合作合作的機會的機會的機會的機會，，，，宣傳宣傳宣傳宣傳本校本校本校本校康輔康輔康輔康輔社並社並社並社並將將將將社社社社團團團團發發發發

揚揚揚揚光大光大光大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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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媒系數媒系數媒系數媒系：：：：四系聯合薪火相傳四系聯合薪火相傳四系聯合薪火相傳四系聯合薪火相傳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3103103103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日日日至至至至 19191919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貢寮鄉貢寮鄉貢寮鄉貢寮鄉((((龍門龍門龍門龍門))))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四四四四系聯合薪火系聯合薪火系聯合薪火系聯合薪火相相相相傳傳傳傳((((資訊系資訊系資訊系資訊系、、、、休管系休管系休管系休管系、、、、電電電電機機機機系系系系、、、、數媒系數媒系數媒系數媒系))))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黃昱銓黃昱銓黃昱銓黃昱銓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各系各系各系各系新生約新生約新生約新生約 200200200200 人人人人、、、、各系幹部各系幹部各系幹部各系幹部 73737373 人人人人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此活動加此活動加此活動加此活動加速速速速新生新生新生新生、、、、學長學長學長學長姐間姐間姐間姐間的的的的認認認認識識識識，，，，也藉此有機會學習也藉此有機會學習也藉此有機會學習也藉此有機會學習如何如何如何如何與與與與他系他系他系他系共同共同共同共同

合作舉辦合作舉辦合作舉辦合作舉辦活動活動活動活動，，，，從從從從之之之之間間間間的的的的討論討論討論討論、、、、磨合磨合磨合磨合到到到到認認認認同同同同，，，，也也也也培養培養培養培養之之之之間間間間的的的的默契默契默契默契，，，，也使也使也使也使

新新新新任幹部任幹部任幹部任幹部有有有有實際辦實際辦實際辦實際辦活動的經驗活動的經驗活動的經驗活動的經驗，，，，以達以達以達以達到到到到薪火薪火薪火薪火相相相相傳傳傳傳的的的的目目目目的的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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頑音社頑音社頑音社頑音社：：：：捐血感恩活動捐血感恩活動捐血感恩活動捐血感恩活動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3103103103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本校榕樹下本校榕樹下本校榕樹下本校榕樹下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捐血捐血捐血捐血感恩活動感恩活動感恩活動感恩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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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頑音頑音頑音頑音社社員社社員社社員社社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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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社社社團團團團成員勇於嘗試有成員勇於嘗試有成員勇於嘗試有成員勇於嘗試有關關關關感恩的新歌感恩的新歌感恩的新歌感恩的新歌，，，，也在全校師生也在全校師生也在全校師生也在全校師生熱熱熱熱心心心心捐血捐血捐血捐血之於之於之於之於，，，，有歌有歌有歌有歌

聲聲聲聲的的的的陪伴陪伴陪伴陪伴，，，，帶給帶給帶給帶給學校學校學校學校無限無限無限無限的的的的溫暖溫暖溫暖溫暖；；；；藉由此機會藉由此機會藉由此機會藉由此機會，，，，也使新成員有機會在校也使新成員有機會在校也使新成員有機會在校也使新成員有機會在校

園園園園演演演演出出出出，，，，增增增增加社員加社員加社員加社員們們們們的自的自的自的自信信信信及演及演及演及演出出出出經驗經驗經驗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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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系電機系電機系電機系：：：：搶救蛋蛋大作戰搶救蛋蛋大作戰搶救蛋蛋大作戰搶救蛋蛋大作戰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3103103103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2222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本校中本校中本校中本校中正樓側邊樓梯正樓側邊樓梯正樓側邊樓梯正樓側邊樓梯    

活活活活動名稱動名稱動名稱動名稱：：：：搶搶搶搶救救救救蛋蛋蛋蛋蛋蛋蛋蛋大大大大作作作作戰戰戰戰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李品賢李品賢李品賢李品賢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全校全校全校全校各系各系各系各系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使參加人員了解使參加人員了解使參加人員了解使參加人員了解環環環環保的重要保的重要保的重要保的重要性性性性及及及及環環環環保保保保抗震抗震抗震抗震的的的的原理原理原理原理，，，，也也也也利利利利用用用用遊戲遊戲遊戲遊戲的的的的方式方式方式方式讓讓讓讓

大家大家大家大家能加能加能加能加速速速速吸收吸收吸收吸收學習學習學習學習，，，，並並並並培養邏輯思考培養邏輯思考培養邏輯思考培養邏輯思考的能力的能力的能力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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溜冰社溜冰社溜冰社溜冰社：：：：冰上大會串冰上大會串冰上大會串冰上大會串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3103103103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2222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台台台台北市北市北市北市小巨蛋冰小巨蛋冰小巨蛋冰小巨蛋冰上上上上樂園樂園樂園樂園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冰冰冰冰上大會上大會上大會上大會串串串串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陳陳陳陳國為國為國為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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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52525 人人人人))))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為推廣溜冰為推廣溜冰為推廣溜冰為推廣溜冰運動運動運動運動，，，，提倡提倡提倡提倡觀觀觀觀賞性賞性賞性賞性運動人運動人運動人運動人口口口口，，，，以以以以喜喜喜喜好好好好運動運動運動運動、、、、投入投入投入投入運動運動運動運動、、、、熱熱熱熱愛愛愛愛

運動運動運動運動做為做為做為做為東東東東南南南南人人人人正當休閒正當休閒正當休閒正當休閒運動運動運動運動；；；；由此活動由此活動由此活動由此活動增進增進增進增進學員學員學員學員溜冰溜冰溜冰溜冰運動技術與運動技術與運動技術與運動技術與水水水水

準準準準，，，，並並並並養養養養成運動習成運動習成運動習成運動習慣慣慣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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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指組課指組課指組課指組：：：：103103103103 學年度學生社團指導老師座談會學年度學生社團指導老師座談會學年度學生社團指導老師座談會學年度學生社團指導老師座談會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3103103103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2222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本校經本校經本校經本校經國圖書館二樓國圖書館二樓國圖書館二樓國圖書館二樓演藝演藝演藝演藝廳廳廳廳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10310310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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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團指團指團指導老師導老師導老師導老師座談座談座談座談會會會會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董益吾副董益吾副董益吾副董益吾副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社社社社團指團指團指團指導老師導老師導老師導老師((((共共共共 79797979 人人人人))))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經此經此經此經此座談座談座談座談會讓會讓會讓會讓所所所所有社有社有社有社團指團指團指團指導老師了解導老師了解導老師了解導老師了解如何輔如何輔如何輔如何輔導學生社導學生社導學生社導學生社團團團團，，，，並了解學生需並了解學生需並了解學生需並了解學生需

求求求求，，，，盡盡盡盡力力力力幫助幫助幫助幫助社社社社團團團團成長成長成長成長、、、、茁壯茁壯茁壯茁壯；；；；另另另另更了解更了解更了解更了解指指指指導老師導老師導老師導老師所遇所遇所遇所遇到的到的到的到的困難困難困難困難及需要及需要及需要及需要

幫助幫助幫助幫助之處之處之處之處，，，，也讓學也讓學也讓學也讓學務務務務處更能處更能處更能處更能著手輔助著手輔助著手輔助著手輔助老師及社老師及社老師及社老師及社團團團團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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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學生社團學生社團學生社團學生社團幹部訓練幹部訓練幹部訓練幹部訓練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3103103103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24242424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新新新新竹內灣竹內灣竹內灣竹內灣、、、、桃園埔桃園埔桃園埔桃園埔心心心心農農農農場場場場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學生社學生社學生社學生社團幹部訓練團幹部訓練團幹部訓練團幹部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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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社全校社全校社全校社團幹部團幹部團幹部團幹部((((共共共共 67676767 人人人人))))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藉由此活動藉由此活動藉由此活動藉由此活動提升提升提升提升社社社社團幹部對團幹部對團幹部對團幹部對於於於於簽呈簽呈簽呈簽呈及及及及核銷作核銷作核銷作核銷作業的業的業的業的流流流流程及程及程及程及注注注注意意意意事項事項事項事項，，，，並經並經並經並經

由由由由康輔康輔康輔康輔社的經驗社的經驗社的經驗社的經驗分享分享分享分享，，，，也使也使也使也使其他其他其他其他社社社社團團團團有機會學習到有機會學習到有機會學習到有機會學習到團康團康團康團康的技巧的技巧的技巧的技巧；；；；活動中活動中活動中活動中

的的的的溯溯溯溯溪及山溪及山溪及山溪及山訓訓訓訓活動也活動也活動也活動也訓練訓練訓練訓練到到到到各各各各參加參加參加參加幹部間幹部間幹部間幹部間的的的的信任信任信任信任及及及及合作合作合作合作，，，，促進促進促進促進社社社社團間團間團間團間的的的的

融合融合融合融合及及及及未未未未來來來來合作合作合作合作機會機會機會機會。。。。    

 

103103103103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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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媒系數媒系數媒系數媒系：：：：2014201420142014 數媒系服裝設計比賽數媒系服裝設計比賽數媒系服裝設計比賽數媒系服裝設計比賽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3103103103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 日日日日至至至至 31313131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本校本校本校本校炎黃樓炎黃樓炎黃樓炎黃樓一一一一樓樓樓樓中中中中庭庭庭庭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2014201420142014數媒系服裝設計比賽數媒系服裝設計比賽數媒系服裝設計比賽數媒系服裝設計比賽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劉劉劉劉俐俐俐俐華華華華主主主主任任任任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數媒系數媒系數媒系數媒系新生新生新生新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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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由此活動使新生更加了解經由此活動使新生更加了解經由此活動使新生更加了解經由此活動使新生更加了解數媒系數媒系數媒系數媒系學習學習學習學習方方方方向向向向，，，，解此解此解此解此傳傳傳傳遞遞遞遞未未未未來來來來課課課課程相程相程相程相關資關資關資關資

訊訊訊訊，，，，並並並並說明畢說明畢說明畢說明畢業業業業門門門門檻檻檻檻與參與參與參與參予予予予各項比賽各項比賽各項比賽各項比賽的的的的優優優優點點點點，，，，鼓鼓鼓鼓勵勵勵勵大家多多參加活動及大家多多參加活動及大家多多參加活動及大家多多參加活動及

比賽比賽比賽比賽，，，，也也也也選出選出選出選出本學年的本學年的本學年的本學年的系服系服系服系服，，，，凝聚凝聚凝聚凝聚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向向向向心力心力心力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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跆拳道社跆拳道社跆拳道社跆拳道社：：：：跆拳研習營暨成果發表跆拳研習營暨成果發表跆拳研習營暨成果發表跆拳研習營暨成果發表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3103103103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26262626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台台台台北市北市北市北市陽明陽明陽明陽明山山山山衛衛衛衛理理理理福福福福音園音園音園音園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跆拳跆拳跆拳跆拳研習營研習營研習營研習營暨暨暨暨成果發表成果發表成果發表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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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跆拳跆拳跆拳跆拳社社社社社社社社團團團團成員成員成員成員((((共共共共 30303030 人人人人))))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舉辦舉辦舉辦舉辦此活動使大家更加了解此活動使大家更加了解此活動使大家更加了解此活動使大家更加了解跆拳跆拳跆拳跆拳道的道的道的道的歷史歷史歷史歷史及動及動及動及動作作作作技巧技巧技巧技巧，，，，學長學長學長學長姐姐姐姐也也也也展現展現展現展現在在在在

跆拳跆拳跆拳跆拳社學習到的技能社學習到的技能社學習到的技能社學習到的技能；；；；另另另另經由專業教經由專業教經由專業教經由專業教練練練練、、、、老師及學長老師及學長老師及學長老師及學長姐姐姐姐更加了解運動更加了解運動更加了解運動更加了解運動傷傷傷傷

害害害害要要要要如何如何如何如何預防預防預防預防，，，，而而而而不不不不幸幸幸幸發生發生發生發生後後後後如何如何如何如何緊急緊急緊急緊急處處處處理理理理的經驗的經驗的經驗的經驗傳承傳承傳承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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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生態系觀光生態系觀光生態系觀光生態系：：：：薪火相傳薪火相傳薪火相傳薪火相傳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3103103103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至至至至 26262626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彰化縣花壇彰化縣花壇彰化縣花壇彰化縣花壇鄉鄉鄉鄉((((台灣民俗村台灣民俗村台灣民俗村台灣民俗村))))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103103103103 學年學年學年學年薪火相傳薪火相傳薪火相傳薪火相傳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邱建程邱建程邱建程邱建程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觀光生態系學生觀光生態系學生觀光生態系學生觀光生態系學生((((約約約約 90909090 人人人人))))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此次活動有此次活動有此次活動有此次活動有設計設計設計設計主題主題主題主題，，，，工工工工作作作作人員的用心及人員的用心及人員的用心及人員的用心及事事事事前前前前準準準準備備備備都很都很都很都很周周周周全全全全，，，，學員學員學員學員們們們們也也也也

很很很很開開開開心心心心熱情熱情熱情熱情的的的的投入投入投入投入大家大家大家大家設計設計設計設計的的的的遊戲遊戲遊戲遊戲，，，，藉此也藉此也藉此也藉此也提升提升提升提升我我我我們們們們的的的的信信信信心心心心，，，，未未未未來也更來也更來也更來也更

有自有自有自有自信辦理信辦理信辦理信辦理相相相相關關關關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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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研社野研社野研社野研社：：：：山野訓練體驗營山野訓練體驗營山野訓練體驗營山野訓練體驗營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3103103103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日日日至至至至 16161616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新北市北勢溪古道新北市北勢溪古道新北市北勢溪古道新北市北勢溪古道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山野山野山野山野訓練訓練訓練訓練體驗營體驗營體驗營體驗營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陳陳陳陳昱昱昱昱豪豪豪豪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野研社社員野研社社員野研社社員野研社社員((((共共共共 50505050 人人人人))))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使學員使學員使學員使學員們們們們到野外到野外到野外到野外認認認認識識識識台灣台灣台灣台灣山野的美麗風山野的美麗風山野的美麗風山野的美麗風情情情情，，，，也讓學員體驗野營的也讓學員體驗野營的也讓學員體驗野營的也讓學員體驗野營的樂趣樂趣樂趣樂趣，，，，

從從從從搭搭搭搭營營營營、、、、無無無無俱俱俱俱野野野野炊炊炊炊、、、、認認認認識野生動識野生動識野生動識野生動植物植物植物植物到到到到基基基基本野外求生的技能本野外求生的技能本野外求生的技能本野外求生的技能，，，，從從從從中也更中也更中也更中也更

加加加加瞭瞭瞭瞭解解解解團隊合作團隊合作團隊合作團隊合作的的的的重要重要重要重要性性性性及生活的本能及生活的本能及生活的本能及生活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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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系電機系電機系電機系：：：：系際盃排球大賽系際盃排球大賽系際盃排球大賽系際盃排球大賽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3103103103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17171717 日日日日至至至至 30303030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本校本校本校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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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際系際系際系際盃排球盃排球盃排球盃排球大大大大賽賽賽賽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郭霂涵郭霂涵郭霂涵郭霂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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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00200200 人人人人))))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使全校師生能藉由此活動使全校師生能藉由此活動使全校師生能藉由此活動使全校師生能藉由此活動走走走走出出出出戶戶戶戶外運動外運動外運動外運動，，，，並加並加並加並加強強強強團隊團隊團隊團隊的的的的精神精神精神精神，，，，也也也也搭搭搭搭上學上學上學上學

校運動會校運動會校運動會校運動會，，，，增增增增加學生參加學生參加學生參加學生參予予予予的氣氛的氣氛的氣氛的氣氛，，，，使校使校使校使校園比賽園比賽園比賽園比賽活動更加活活動更加活活動更加活活動更加活絡絡絡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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跆拳道社跆拳道社跆拳道社跆拳道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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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3103103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本校本校本校本校夢初夢初夢初夢初體體體體育館育館育館育館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防身防身防身防身術研習營術研習營術研習營術研習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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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師生全校師生全校師生全校師生((((約約約約 18181818 人人人人))))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聘請聘請聘請聘請專業教專業教專業教專業教練練練練及學長及學長及學長及學長姐姐姐姐的教導的教導的教導的教導，，，，學習學習學習學習遇遇遇遇到人到人到人到人身身身身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危危危危機機機機時時時時，，，，如何如何如何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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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自我保護藉由自我保護藉由自我保護藉由自我保護，，，，不要不要不要不要釀釀釀釀成成成成無無無無法挽法挽法挽法挽回的回的回的回的傷害傷害傷害傷害，，，，以以以以保保保保障障障障自自自自身身身身安安安安

全全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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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藝社街藝社街藝社街藝社：：：：彩繪噴漆彩繪噴漆彩繪噴漆彩繪噴漆成果發表成果發表成果發表成果發表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3103103103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本校本校本校本校斜坡斜坡斜坡斜坡四四四四面帆面帆面帆面帆布處布處布處布處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彩繪噴漆成果發表彩繪噴漆成果發表彩繪噴漆成果發表彩繪噴漆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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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0(10 人人人人))))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為為為為了讓我了讓我了讓我了讓我們們們們的校的校的校的校園增園增園增園增添添添添色彩色彩色彩色彩，，，，因而因而因而因而在本校的在本校的在本校的在本校的斜坡面斜坡面斜坡面斜坡面進進進進行行行行彩繪活動彩繪活動彩繪活動彩繪活動，，，，使我使我使我使我

們們們們的校的校的校的校園園園園更加美麗更加美麗更加美麗更加美麗，，，，也突也突也突也突顯顯顯顯本校的本校的本校的本校的精神精神精神精神「「「「忠誠勤忠誠勤忠誠勤忠誠勤毅毅毅毅」」」」，，，，使學生及師長能使學生及師長能使學生及師長能使學生及師長能

以以以以藝術的藝術的藝術的藝術的方式方式方式方式欣欣欣欣賞賞賞賞並並並並深深深深入入入入體會了解這四體會了解這四體會了解這四體會了解這四個代個代個代個代表學校表學校表學校表學校精神精神精神精神意義意義意義意義的的的的字字字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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溜冰社溜冰社溜冰社溜冰社：：：：冰天雪地花式溜冰冰天雪地花式溜冰冰天雪地花式溜冰冰天雪地花式溜冰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3103103103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台台台台北市北市北市北市小巨蛋冰小巨蛋冰小巨蛋冰小巨蛋冰上上上上樂園樂園樂園樂園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冰冰冰冰天天天天雪雪雪雪地地地地花花花花式溜冰式溜冰式溜冰式溜冰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陳陳陳陳國為國為國為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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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5(25(25 人人人人))))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經由教經由教經由教經由教練指練指練指練指導下學習導下學習導下學習導下學習基基基基本本本本花花花花式溜冰式溜冰式溜冰式溜冰技巧技巧技巧技巧，，，，讓學員能讓學員能讓學員能讓學員能熟悉熟悉熟悉熟悉並並並並靈靈靈靈活運用活運用活運用活運用；；；；藉藉藉藉

活動中觀活動中觀活動中觀活動中觀察察察察社員運動能力社員運動能力社員運動能力社員運動能力較佳者較佳者較佳者較佳者，，，，以以以以平均平均平均平均分分分分組組組組方式進方式進方式進方式進行行行行練練練練習習習習，，，，希希希希望有機望有機望有機望有機

會能會能會能會能夠夠夠夠參加參加參加參加比賽為比賽為比賽為比賽為校校校校爭爭爭爭光光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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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友善校園迎新演唱會友善校園迎新演唱會友善校園迎新演唱會友善校園迎新演唱會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3103103103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26262626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本校中山本校中山本校中山本校中山樓樓樓樓體體體體育館育館育館育館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友友友友善善善善校校校校園園園園迎迎迎迎新演唱會新演唱會新演唱會新演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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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師生全校師生全校師生全校師生((((約約約約 2200220022002200 人人人人))))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讓全校師生共同讓全校師生共同讓全校師生共同讓全校師生共同響應響應響應響應友友友友善善善善校校校校園園園園活動活動活動活動，，，，另另另另歡迎歡迎歡迎歡迎東東東東南南南南新生新生新生新生特特特特別別別別舉辦舉辦舉辦舉辦此演唱此演唱此演唱此演唱

會會會會，，，，全校師生也全校師生也全校師生也全校師生也熱情熱情熱情熱情參參參參予予予予並創下參加人並創下參加人並創下參加人並創下參加人數數數數最最最最多之演唱會多之演唱會多之演唱會多之演唱會；；；；從從從從策劃策劃策劃策劃到活動到活動到活動到活動

順順順順利利利利結結結結束束束束，，，，很很很很艱艱艱艱難難難難辛苦辛苦辛苦辛苦但也很有成就但也很有成就但也很有成就但也很有成就，，，，從從從從中學習中學習中學習中學習舉辦舉辦舉辦舉辦大大大大型型型型活動並得到活動並得到活動並得到活動並得到許許許許

多回多回多回多回饋饋饋饋及及及及肯定肯定肯定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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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輔社康輔社康輔社康輔社：：：：東康社區服務之感恩節東康社區服務之感恩節東康社區服務之感恩節東康社區服務之感恩節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3103103103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日日日至至至至 23232323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新北市萬新北市萬新北市萬新北市萬里里里里國小國小國小國小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東東東東康康康康社社社社區區區區服務服務服務服務之感恩節之感恩節之感恩節之感恩節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黃黃黃黃珮綺珮綺珮綺珮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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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社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讓讓讓讓幹部幹部幹部幹部與社與社與社與社團團團團新生藉此活動新生藉此活動新生藉此活動新生藉此活動增增增增加加加加彼彼彼彼此此此此間間間間的的的的默契默契默契默契，，，，並讓新生並讓新生並讓新生並讓新生對康輔對康輔對康輔對康輔社及社及社及社及小小小小

朋朋朋朋友友友友能有一能有一能有一能有一顆顆顆顆熱熱熱熱誠誠誠誠的心的心的心的心，，，，也讓也讓也讓也讓小小小小朋朋朋朋友看友看友看友看到我到我到我到我們們們們的的的的付付付付出出出出，，，，也讓大家更也讓大家更也讓大家更也讓大家更極極極極力力力力

於於於於推推推推動中動中動中動中小小小小學社學社學社學社區區區區服務服務服務服務，，，，在教導在教導在教導在教導小小小小朋朋朋朋友遊戲友遊戲友遊戲友遊戲的的的的過過過過程中程中程中程中，，，，能能能能融融融融會會會會貫通貫通貫通貫通學業學業學業學業

並學並學並學並學以以以以致致致致用用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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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香海社香海社香海社香海社：：：：溫馨感恩之聖誕點燈溫馨感恩之聖誕點燈溫馨感恩之聖誕點燈溫馨感恩之聖誕點燈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3103103103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26262626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本校四本校四本校四本校四維維維維樓樓樓樓((((荳仔便荳仔便荳仔便荳仔便利利利利商商商商店前走廊店前走廊店前走廊店前走廊))))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溫溫溫溫馨馨馨馨感恩之感恩之感恩之感恩之聖誕聖誕聖誕聖誕點點點點燈燈燈燈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李勁毅李勁毅李勁毅李勁毅、、、、曾唯誠曾唯誠曾唯誠曾唯誠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全全全全校師生校師生校師生校師生((((佈置佈置佈置佈置老師老師老師老師、、、、學生共學生共學生共學生共 13131313 人人人人))))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藉由布藉由布藉由布藉由布置聖誕置聖誕置聖誕置聖誕樹樹樹樹提升提升提升提升校校校校園內溫園內溫園內溫園內溫馨過馨過馨過馨過節氣氛節氣氛節氣氛節氣氛，，，，並並並並促進促進促進促進師生師生師生師生情情情情感感感感激激激激發感恩之發感恩之發感恩之發感恩之

心並心並心並心並快快快快樂樂樂樂回憶共處的一年回憶共處的一年回憶共處的一年回憶共處的一年，，，，也也也也提升提升提升提升社社社社團間團間團間團間的的的的互互互互動動動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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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研社野研社野研社野研社：：：：野研垂降體驗野研垂降體驗野研垂降體驗野研垂降體驗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3103103103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本校中本校中本校中本校中正樓正樓正樓正樓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野研野研野研野研垂降垂降垂降垂降體驗體驗體驗體驗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陳陳陳陳昱昱昱昱豪豪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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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505050 人人人人))))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藉此活動加藉此活動加藉此活動加藉此活動加速速速速全校全校全校全校對對對對我我我我們們們們社社社社團團團團的了解的了解的了解的了解，，，，並能體驗並能體驗並能體驗並能體驗垂降垂降垂降垂降的的的的樂趣樂趣樂趣樂趣，，，，克克克克服對服對服對服對於於於於

障礙障礙障礙障礙及高及高及高及高度度度度的的的的害怕害怕害怕害怕，，，，讓參加的人讓參加的人讓參加的人讓參加的人信任信任信任信任工工工工作作作作人員人員人員人員，，，，並讓社並讓社並讓社並讓社團團團團學學學學弟妹弟妹弟妹弟妹學習學習學習學習垂垂垂垂

降降降降的安全的安全的安全的安全設設設設施施施施及及及及設設設設備備備備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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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舞社熱舞社熱舞社熱舞社：：：：東大盃東大盃東大盃東大盃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3103103103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本校中山本校中山本校中山本校中山樓樓樓樓體體體體育館育館育館育館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東大東大東大東大盃盃盃盃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蘇蘇蘇蘇家家家家慶慶慶慶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參參參賽賽賽賽人員人員人員人員((((約約約約 200200200200 人人人人))))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此活動讓社此活動讓社此活動讓社此活動讓社團團團團成員成員成員成員豐富豐富豐富豐富多了多了多了多了比賽比賽比賽比賽的經驗的經驗的經驗的經驗，，，，也讓也讓也讓也讓各各各各校校校校熱熱熱熱舞舞舞舞社更社更社更社更認認認認識東識東識東識東南南南南，，，，

促進未促進未促進未促進未來來來來合辦合辦合辦合辦活動的機會活動的機會活動的機會活動的機會；；；；藉此活動也藉此活動也藉此活動也藉此活動也走走走走出出出出學校並學校並學校並學校並邀請邀請邀請邀請更多更多更多更多他他他他校社校社校社校社團團團團來來來來

共共共共襄盛襄盛襄盛襄盛舉舉舉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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頑音社頑音社頑音社頑音社：：：：成果發表展成果發表展成果發表展成果發表展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3103103103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10101010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本校本校本校本校非非非非是是是是咖啡咖啡咖啡咖啡廳廳廳廳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成果發表成果發表成果發表成果發表展展展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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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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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員勇於嘗試新歌社員勇於嘗試新歌社員勇於嘗試新歌社員勇於嘗試新歌，，，，詮釋這詮釋這詮釋這詮釋這首首首首歌的意境歌的意境歌的意境歌的意境，，，，帶給台帶給台帶給台帶給台下的觀下的觀下的觀下的觀眾眾眾眾投入投入投入投入歌曲的氣歌曲的氣歌曲的氣歌曲的氣

氛氛氛氛，，，，也讓大家也讓大家也讓大家也讓大家辛苦辛苦辛苦辛苦練練練練習的成果能有習的成果能有習的成果能有習的成果能有效呈現給效呈現給效呈現給效呈現給全校師生觀全校師生觀全校師生觀全校師生觀賞賞賞賞，，，，也也也也因因因因此此此此溫暖溫暖溫暖溫暖

了校了校了校了校園園園園的氣氛的氣氛的氣氛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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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海社香海社香海社香海社：：：：世界展望會世界展望會世界展望會世界展望會----飢餓十二人道救援行動之飢餓路跑飢餓十二人道救援行動之飢餓路跑飢餓十二人道救援行動之飢餓路跑飢餓十二人道救援行動之飢餓路跑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3103103103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3333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本校本校本校本校操操操操場場場場及及及及後後後後山山山山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世界世界世界世界展展展展望會望會望會望會----飢餓十飢餓十飢餓十飢餓十二二二二人道救人道救人道救人道救援行援行援行援行動之動之動之動之飢餓飢餓飢餓飢餓路路路路跑跑跑跑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曾唯誠曾唯誠曾唯誠曾唯誠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全校全校全校全校捐捐捐捐款款款款師生師生師生師生((((約約約約 200200200200 人人人人))))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響應響應響應響應活動人活動人活動人活動人數數數數高於高於高於高於預預預預期期期期，，，，發揮愛心發揮愛心發揮愛心發揮愛心捐捐捐捐款款款款給給給給世界世界世界世界展展展展望會望會望會望會，，，，雖然雖然雖然雖然時時時時間間間間只有只有只有只有

12121212小小小小時時時時但也讓學員體驗但也讓學員體驗但也讓學員體驗但也讓學員體驗飢餓飢餓飢餓飢餓的感的感的感的感覺覺覺覺，，，，並並並並能更能更能更能更珍惜身珍惜身珍惜身珍惜身邊邊邊邊的的的的資資資資源源源源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浪費浪費浪費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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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十字會水上安全救生社紅十字會水上安全救生社紅十字會水上安全救生社紅十字會水上安全救生社：：：：紅十字會紅十字會紅十字會紅十字會總會總會總會總會參訪參訪參訪參訪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本校中本校中本校中本校中正樓正樓正樓正樓 4444樓樓樓樓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紅十字紅十字紅十字紅十字會會會會總總總總會參會參會參會參訪訪訪訪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董副董副董副董副校長校長校長校長益吾益吾益吾益吾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委委委委員及社員及社員及社員及社團指團指團指團指導老師導老師導老師導老師((((共共共共 10101010 人人人人))))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紅十字紅十字紅十字紅十字會會會會總總總總會至本校參會至本校參會至本校參會至本校參訪訪訪訪東東東東南南南南科大科大科大科大紅十字紅十字紅十字紅十字青青青青年年年年隊隊隊隊，，，，了解本了解本了解本了解本隊隊隊隊的的的的成成成成立立立立以以以以來來來來

情情情情形形形形並並並並給給給給予建議予建議予建議予建議及及及及鼓鼓鼓鼓勵勵勵勵，，，，也也也也聽聽聽聽取本校安全救生取本校安全救生取本校安全救生取本校安全救生隊隊隊隊的回的回的回的回饋饋饋饋，，，，使大家有使大家有使大家有使大家有進進進進一一一一

步步步步的的的的交交交交流流流流也也也也利利利利於於於於後後後後續續續續的的的的改善改善改善改善及成長及成長及成長及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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