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誕哈味趴聖誕哈味趴聖誕哈味趴聖誕哈味趴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東南自強樓東南自強樓東南自強樓東南自強樓 B1B1B1B1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聖誕哈味趴聖誕哈味趴聖誕哈味趴聖誕哈味趴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汪晟弘汪晟弘汪晟弘汪晟弘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熱舞社所有成員熱舞社所有成員熱舞社所有成員熱舞社所有成員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這次活動不僅讓全體社員增進彼此間的感情這次活動不僅讓全體社員增進彼此間的感情這次活動不僅讓全體社員增進彼此間的感情這次活動不僅讓全體社員增進彼此間的感情，，，，也讓所有人也讓所有人也讓所有人也讓所有人

理解了團體合作的重要性理解了團體合作的重要性理解了團體合作的重要性理解了團體合作的重要性。。。。另外我們這次活動也成功達到宣傳的效另外我們這次活動也成功達到宣傳的效另外我們這次活動也成功達到宣傳的效另外我們這次活動也成功達到宣傳的效

果果果果，，，，讓許多友校認識到讓許多友校認識到讓許多友校認識到讓許多友校認識到 ESDCESDCESDCESDC 東南熱舞社東南熱舞社東南熱舞社東南熱舞社，，，，也被許多相關的贊助企業也被許多相關的贊助企業也被許多相關的贊助企業也被許多相關的贊助企業

關注及讚許關注及讚許關注及讚許關注及讚許，，，，希望在未來的所有活動都能夠比這次順利圓滿希望在未來的所有活動都能夠比這次順利圓滿希望在未來的所有活動都能夠比這次順利圓滿希望在未來的所有活動都能夠比這次順利圓滿。。。。            

一一一一００００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 1111 學期學期學期學期學務處學務處學務處學務處熱舞社熱舞社熱舞社熱舞社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成果報告 



    

聖誕異國美食體驗聖誕異國美食體驗聖誕異國美食體驗聖誕異國美食體驗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12  12  12  12 月月月月 25 25 25 25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學生宿舍學生宿舍學生宿舍學生宿舍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聖誕異國美食體驗聖誕異國美食體驗聖誕異國美食體驗聖誕異國美食體驗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林欣民林欣民林欣民林欣民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350350350350 人人人人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這次活動讓出門在外學生體驗了異國美食這次活動讓出門在外學生體驗了異國美食這次活動讓出門在外學生體驗了異國美食這次活動讓出門在外學生體驗了異國美食、、、、感受聖誕氣感受聖誕氣感受聖誕氣感受聖誕氣

氛氛氛氛，，，，同時也促進彼此情誼同時也促進彼此情誼同時也促進彼此情誼同時也促進彼此情誼。。。。    

    

        

一一一一００００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 1111 學期學期學期學期學務處學務處學務處學務處出外人社出外人社出外人社出外人社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成果報告 



    

聖誕晚會聖誕晚會聖誕晚會聖誕晚會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12  12  12  12 月月月月 9 9 9 9 日日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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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聖誕晚會聖誕晚會聖誕晚會聖誕晚會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陳皓宇陳皓宇陳皓宇陳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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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音社社員熱音社社員熱音社社員熱音社社員    熱舞社社員熱舞社社員熱舞社社員熱舞社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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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感受到大家對這次活動的熱情度非常高我能感受到大家對這次活動的熱情度非常高我能感受到大家對這次活動的熱情度非常高我能感受到大家對這次活動的熱情度非常高 , , , ,各社團社員各社團社員各社團社員各社團社員

也非常的配合也非常的配合也非常的配合也非常的配合 , , , ,這次活動覺得非常的順利這次活動覺得非常的順利這次活動覺得非常的順利這次活動覺得非常的順利 , , , ,也謝謝參加的各社團社也謝謝參加的各社團社也謝謝參加的各社團社也謝謝參加的各社團社

員們員們員們員們    

            

一一一一００００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 1111 學期學期學期學期學務處學務處學務處學務處康輔康輔康輔康輔社社社社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成果報告 



    

服務員面面觀服務員面面觀服務員面面觀服務員面面觀____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10   10   10   10  月月月月  14   14   14   14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圖書館二樓會議室圖書館二樓會議室圖書館二樓會議室圖書館二樓會議室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服務員面面觀服務員面面觀服務員面面觀服務員面面觀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周柏瑋周柏瑋周柏瑋周柏瑋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50505050 人人人人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讓新生在此活動中學習樂於助人讓新生在此活動中學習樂於助人讓新生在此活動中學習樂於助人讓新生在此活動中學習樂於助人,,,,團隊合作之精神團隊合作之精神團隊合作之精神團隊合作之精神,,,,能夠以能夠以能夠以能夠以

一變應萬變一變應萬變一變應萬變一變應萬變。。。。    

    

     

一一一一００００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 1111 學期學務處康輔社成果報告學期學務處康輔社成果報告學期學務處康輔社成果報告學期學務處康輔社成果報告 



    

東南愛環保東南愛環保東南愛環保東南愛環保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11  11  11  11 月月月月 29 29 29 29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關渡觀海公園關渡觀海公園關渡觀海公園關渡觀海公園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東南愛環保東南愛環保東南愛環保東南愛環保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溫承軒溫承軒溫承軒溫承軒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東南被邀請同學東南被邀請同學東南被邀請同學東南被邀請同學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讓大家更了解如來實證社讓大家更了解如來實證社讓大家更了解如來實證社讓大家更了解如來實證社，，，，為維護環境出一份力為維護環境出一份力為維護環境出一份力為維護環境出一份力，，，，讓大家讓大家讓大家讓大家

彼此認識彼此認識彼此認識彼此認識，，，，增加幹部彼此的細膩度增加幹部彼此的細膩度增加幹部彼此的細膩度增加幹部彼此的細膩度，，，，也看見自己不足的地方也看見自己不足的地方也看見自己不足的地方也看見自己不足的地方，，，，進而調進而調進而調進而調

整突破整突破整突破整突破。。。。    

    

一一一一００００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 1111 學期學務處如來實證社成果報學期學務處如來實證社成果報學期學務處如來實證社成果報學期學務處如來實證社成果報

告告告告 



    

棒球活動交流棒球活動交流棒球活動交流棒球活動交流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1111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高雄大學高雄大學高雄大學高雄大學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棒球交流賽棒球交流賽棒球交流賽棒球交流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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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文堯凌文堯凌文堯凌文堯、、、、黃見盛黃見盛黃見盛黃見盛、、、、關道鈞關道鈞關道鈞關道鈞、、、、柯百雅柯百雅柯百雅柯百雅、、、、兆亨兆亨兆亨兆亨、、、、劉子敬劉子敬劉子敬劉子敬、、、、林恩林恩林恩林恩

賜賜賜賜、、、、林立倢林立倢林立倢林立倢、、、、李逸群李逸群李逸群李逸群、、、、陳亦陳亦陳亦陳亦翔翔翔翔、、、、李李李李禹岑禹岑禹岑禹岑、、、、林立林立林立林立威威威威、、、、許許許許庭豪庭豪庭豪庭豪、、、、李李李李宜哲宜哲宜哲宜哲、、、、

李李李李宜憲宜憲宜憲宜憲、、、、陳陳陳陳智智智智國國國國、、、、黃聖文黃聖文黃聖文黃聖文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提升本提升本提升本提升本校棒球校棒球校棒球校棒球運運運運動動動動水準水準水準水準，，，，藉由藉由藉由藉由比賽來比賽來比賽來比賽來與與與與各校之棒球隊各校之棒球隊各校之棒球隊各校之棒球隊切磋切磋切磋切磋

交流促進球員間的交流促進球員間的交流促進球員間的交流促進球員間的默契默契默契默契，，，，提升良好提升良好提升良好提升良好的感情的感情的感情的感情，，，，提升提升提升提升球員的球球員的球球員的球球員的球技水準技水準技水準技水準，，，，

增加比賽增加比賽增加比賽增加比賽經經經經驗驗驗驗，，，，了解團隊合作的重要性了解團隊合作的重要性了解團隊合作的重要性了解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一一一一００００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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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樂團推廣地下樂團推廣地下樂團推廣地下樂團推廣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10  10  10  10 月月月月 2 2 2 28888        日日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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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地地地地下下下下樂團樂團樂團樂團推廣推廣推廣推廣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黃黃黃黃至遠至遠至遠至遠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全校全校全校全校師師師師生生生生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提升提升提升提升大家對地大家對地大家對地大家對地下下下下樂團的了解樂團的了解樂團的了解樂團的了解，，，，與與與與社團社員的活力社團社員的活力社團社員的活力社團社員的活力表現表現表現表現，，，，

還還還還有增加社員之間的團隊合作能力有增加社員之間的團隊合作能力有增加社員之間的團隊合作能力有增加社員之間的團隊合作能力。。。。    

一一一一００００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 1111 學期學期學期學期學務處學務處學務處學務處熱音社熱音社熱音社熱音社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成果報告 



 

 

    

次文化推廣次文化推廣次文化推廣次文化推廣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8888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龍鳳球館龍鳳球館龍鳳球館龍鳳球館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次文次文次文次文化推廣化推廣化推廣化推廣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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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庭瑄張庭瑄張庭瑄張庭瑄    謝謝謝謝坤廷坤廷坤廷坤廷    歐陽俊歐陽俊歐陽俊歐陽俊軒軒軒軒    蔡杰修蔡杰修蔡杰修蔡杰修    李李李李祥偉祥偉祥偉祥偉    郁靖妍郁靖妍郁靖妍郁靖妍    劉劉劉劉億億億億

成成成成    蕭蕭蕭蕭聖聖聖聖儒儒儒儒    林林林林浩邦浩邦浩邦浩邦    徐俐雯徐俐雯徐俐雯徐俐雯    楊湯祥楊湯祥楊湯祥楊湯祥恩恩恩恩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成功成功成功成功推廣推廣推廣推廣了街了街了街了街頭頭頭頭次文次文次文次文化化化化，，，，讓更多人讓更多人讓更多人讓更多人知知知知道我們的所作所為道我們的所作所為道我們的所作所為道我們的所作所為，，，，

更多人認更多人認更多人認更多人認識識識識，，，，甚至想甚至想甚至想甚至想更進一更進一更進一更進一步步步步了解我們了解我們了解我們了解我們。。。。也讓也讓也讓也讓很很很很多人來體驗我們的多人來體驗我們的多人來體驗我們的多人來體驗我們的

興趣興趣興趣興趣，，，，我們所我們所我們所我們所提倡提倡提倡提倡的的的的是是是是讓大家讓大家讓大家讓大家可可可可以以以以用用用用力地力地力地力地去發揮去發揮去發揮去發揮自己所自己所自己所自己所喜歡喜歡喜歡喜歡的的的的事事事事。。。。    

    

一一一一００００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 1111 學期學期學期學期學務處學務處學務處學務處街頭藝術社街頭藝術社街頭藝術社街頭藝術社成果報成果報成果報成果報告告告告

告告告告



        
    

教師節感恩餐會教師節感恩餐會教師節感恩餐會教師節感恩餐會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先先先先進進進進 302302302302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教師節教師節教師節教師節感恩感恩感恩感恩餐餐餐餐會會會會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林林林林鈺瑾鈺瑾鈺瑾鈺瑾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全全全全系師系師系師系師生生生生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學生成功學生成功學生成功學生成功表表表表達出對達出對達出對達出對老師老師老師老師的感謝的感謝的感謝的感謝，，，，讓讓讓讓老師老師老師老師更認識學生更認識學生更認識學生更認識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更認識更認識更認識更認識老師老師老師老師，，，，讓讓讓讓老師老師老師老師覺得覺得覺得覺得備備備備受受受受尊尊尊尊重重重重，，，，提提提提高高高高系系系系學會承學會承學會承學會承辦辦辦辦活動效活動效活動效活動效率率率率，，，，師師師師生生生生

感情更加感情更加感情更加感情更加融洽融洽融洽融洽。。。。    

    

一一一一００００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 1111 學期學期學期學期學務處學務處學務處學務處能源系學會能源系學會能源系學會能源系學會成果報成果報成果報成果報告告告告

告告告告



        
    

萬聖派對萬聖派對萬聖派對萬聖派對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22228888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中中中中正正正正樓樓樓樓 1111 樓樓樓樓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萬聖萬聖萬聖萬聖派派派派對對對對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李李李李冠慶冠慶冠慶冠慶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全校人員全校人員全校人員全校人員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讓學校學讓學校學讓學校學讓學校學生認識藝生認識藝生認識藝生認識藝術料術料術料術料理社理社理社理社，，，，並且並且並且並且認識藝認識藝認識藝認識藝術料術料術料術料理社有理社有理社有理社有甚麼甚麼甚麼甚麼

樣樣樣樣的活動的活動的活動的活動，，，，讓全校讓全校讓全校讓全校師師師師生生生生嚐嚐嚐嚐到藝到藝到藝到藝術料術料術料術料理社理社理社理社做做做做的的的的甜甜甜甜點點點點，，，，第第第第一次一次一次一次舉辦舉辦舉辦舉辦活動也活動也活動也活動也

算是算是算是算是讓社員團讓社員團讓社員團讓社員團結結結結的的的的機機機機會會會會，，，，也也也也是是是是為了認識更多人為了認識更多人為了認識更多人為了認識更多人，，，，並且招募並且招募並且招募並且招募新進社員新進社員新進社員新進社員。。。。    

    

一一一一００００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1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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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溪國小聖誕節慶祝活動平溪國小聖誕節慶祝活動平溪國小聖誕節慶祝活動平溪國小聖誕節慶祝活動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親善親善親善親善大大大大使使使使社團社團社團社團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平溪平溪平溪平溪國國國國小小小小聖誕聖誕聖誕聖誕節慶祝節慶祝節慶祝節慶祝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魏魏魏魏學務學務學務學務長啟長啟長啟長啟弘弘弘弘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仝葦柔仝葦柔仝葦柔仝葦柔、、、、蘇勁等十三位蘇勁等十三位蘇勁等十三位蘇勁等十三位社員以及社員以及社員以及社員以及平溪平溪平溪平溪國國國國小小小小 77770000位師位師位師位師生生生生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帶領帶領帶領帶領社員及社員及社員及社員及魔術魔術魔術魔術社一社一社一社一起起起起到到到到偏遠山區平溪偏遠山區平溪偏遠山區平溪偏遠山區平溪國國國國小小小小一一一一起送起送起送起送愛愛愛愛給他給他給他給他

們們們們，，，，在聖誕在聖誕在聖誕在聖誕節慶下節慶下節慶下節慶下讓讓讓讓小朋小朋小朋小朋友及社員感受到溫友及社員感受到溫友及社員感受到溫友及社員感受到溫暖暖暖暖，，，，團康及團康及團康及團康及課程下課程下課程下課程下讓讓讓讓小朋小朋小朋小朋

友更加團友更加團友更加團友更加團結結結結，，，，最後寫下最後寫下最後寫下最後寫下對自己對自己對自己對自己或者或者或者或者對我們的對我們的對我們的對我們的祝福祝福祝福祝福，，，，讓我們在讓我們在讓我們在讓我們在冷冷冷冷冷冷冷冷的的的的節節節節

慶下慶下慶下慶下更加覺得更加覺得更加覺得更加覺得窩心窩心窩心窩心以及滿滿的以及滿滿的以及滿滿的以及滿滿的回饋回饋回饋回饋。。。。    

一一一一００００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 1111 學期親善大使社學期親善大使社學期親善大使社學期親善大使社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成果報告 



 

    

期末師恩節期末師恩節期末師恩節期末師恩節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 104 104 104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11118888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先先先先進進進進 302302302302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期期期期末師末師末師末師恩恩恩恩節節節節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林林林林鈺瑾鈺瑾鈺瑾鈺瑾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全體全體全體全體師師師師生生生生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分享分享分享分享期期期期末心末心末心末心得得得得，，，，感感感感謝謝謝謝老師老師老師老師的的的的付付付付出出出出，，，，讓校讓校讓校讓校內內內內感情更感情更感情更感情更凝聚凝聚凝聚凝聚，，，，

增加校增加校增加校增加校內內內內全體全體全體全體師師師師生的生的生的生的凝聚凝聚凝聚凝聚力及力及力及力及向心向心向心向心力力力力，，，，提升提升提升提升校校校校內師內師內師內師生生生生互互互互相認識及相認識及相認識及相認識及瞭瞭瞭瞭解解解解

熟悉熟悉熟悉熟悉，，，，讓讓讓讓老師老師老師老師覺得覺得覺得覺得備備備備受受受受尊尊尊尊重重重重，，，，提提提提高高高高系系系系學會承學會承學會承學會承辦辦辦辦活動效活動效活動效活動效率率率率。。。。    

    
 

一一一一００００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 1111 學期學務處學期學務處學期學務處學期學務處能源系學會能源系學會能源系學會能源系學會學會學會學會學會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成果報告    

 



東南科技大學東南科技大學東南科技大學東南科技大學 104104104104 學年度社團指導老師座談會議成果學年度社團指導老師座談會議成果學年度社團指導老師座談會議成果學年度社團指導老師座談會議成果    

  

各社團指導老師簽到與會各社團指導老師簽到與會各社團指導老師簽到與會各社團指導老師簽到與會    魏學務長與評鑑社團績優指導老師合影魏學務長與評鑑社團績優指導老師合影魏學務長與評鑑社團績優指導老師合影魏學務長與評鑑社團績優指導老師合影    

  

魏學務長與社團動態評鑑優等獎社團魏學務長與社團動態評鑑優等獎社團魏學務長與社團動態評鑑優等獎社團魏學務長與社團動態評鑑優等獎社團

社長與指導老師合影社長與指導老師合影社長與指導老師合影社長與指導老師合影    
魏學務長親自主持實務研討及綜合座談魏學務長親自主持實務研討及綜合座談魏學務長親自主持實務研討及綜合座談魏學務長親自主持實務研討及綜合座談    

    本本本本校年度社團校年度社團校年度社團校年度社團指導老師座談指導老師座談指導老師座談指導老師座談會議於會議於會議於會議於 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7777日中日中日中日中午假午假午假午假校校校校區經區經區經區經
國樓一樓國樓一樓國樓一樓國樓一樓演演演演藝藝藝藝廳廳廳廳實實實實施施施施，，，，活動在各學生社團活動在各學生社團活動在各學生社團活動在各學生社團指導老師踴躍指導老師踴躍指導老師踴躍指導老師踴躍參參參參與下與下與下與下，，，，首先首先首先首先
由由由由學務學務學務學務長魏啟長魏啟長魏啟長魏啟弘弘弘弘親親親親自自自自頒發指導老師聘頒發指導老師聘頒發指導老師聘頒發指導老師聘書感謝書感謝書感謝書感謝老師老師老師老師們熱們熱們熱們熱心心心心參參參參與與與與學生社團學生社團學生社團學生社團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接續頒發接續頒發接續頒發接續頒發 103103103103 學年度學生社團學年度學生社團學年度學生社團學年度學生社團評鑑績優評鑑績優評鑑績優評鑑績優社團社團社團社團指導老師獎狀指導老師獎狀指導老師獎狀指導老師獎狀；；；；104104104104
學年度社團動學年度社團動學年度社團動學年度社團動態評鑑優等獎態評鑑優等獎態評鑑優等獎態評鑑優等獎社團社團社團社團、、、、指導老師獎狀指導老師獎狀指導老師獎狀指導老師獎狀；；；；學生學生學生學生事事事事務務務務處課處課處課處課外活外活外活外活
動動動動指導組陸明威組長工指導組陸明威組長工指導組陸明威組長工指導組陸明威組長工作作作作報告報告報告報告；；；；魏魏魏魏學務學務學務學務長親長親長親長親自主自主自主自主持持持持實務實務實務實務研討研討研討研討及及及及綜綜綜綜合合合合座座座座
談談談談，，，，會中會中會中會中魏魏魏魏學務學務學務學務長替老師長替老師長替老師長替老師們們們們打打打打氣氣氣氣鼓勵鼓勵鼓勵鼓勵及及及及說明說明說明說明學生社團對學生學習生學生社團對學生學習生學生社團對學生學習生學生社團對學生學習生涯涯涯涯
的重要的重要的重要的重要並與並與並與並與會會會會老師老師老師老師們相們相們相們相互勉勵互勉勵互勉勵互勉勵，，，，活動在各社團活動在各社團活動在各社團活動在各社團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熱情熱情熱情熱情與與與與會順利會順利會順利會順利
完完完完成成成成。。。。    



104104104104 學年學年學年學年度第度第度第度第 1111 學期學生自治會成果報學期學生自治會成果報學期學生自治會成果報學期學生自治會成果報告告告告    

社團嘉年華社團嘉年華社團嘉年華社團嘉年華     

  

圖 1: 大合照 圖 2:參與人員 

  

圖 3:社團表演 圖 4:社團表演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11116666日日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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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社團社團社團社團嘉嘉嘉嘉年年年年華華華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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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社團及新生各社團及新生各社團及新生各社團及新生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經過經過經過經過此次此次此次此次嘉嘉嘉嘉年年年年華華華華，，，，各社團各社團各社團各社團安排表演安排表演安排表演安排表演，，，，辦辦辦辦理動理動理動理動態評鑑態評鑑態評鑑態評鑑，，，，使使使使社社社社

團能更團能更團能更團能更趨專趨專趨專趨專業業業業，，，，也也也也藉由本藉由本藉由本藉由本活動活動活動活動使使使使各社交流各社交流各社交流各社交流，，，，讓東南社團能夠讓東南社團能夠讓東南社團能夠讓東南社團能夠互互互互助合作助合作助合作助合作，，，，

使使使使社團社團社團社團發光發發光發發光發發光發熱熱熱熱。。。。    

 



 

     
    

營造專業親善概念營造專業親善概念營造專業親善概念營造專業親善概念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11118888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自強樓自強樓自強樓自強樓 202020206666----3333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營造專營造專營造專營造專業業業業親善概念親善概念親善概念親善概念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仝葦柔仝葦柔仝葦柔仝葦柔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親善親善親善親善大大大大使使使使全體社員全體社員全體社員全體社員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親善親善親善親善社團社團社團社團集思廣益討論集思廣益討論集思廣益討論集思廣益討論 105105105105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計畫與計畫與計畫與計畫與短短短短、、、、中中中中程計畫討程計畫討程計畫討程計畫討

論論論論，，，，在在在在穩固穩固穩固穩固社團社團社團社團、、、、將原將原將原將原有之活動有之活動有之活動有之活動做質與量做質與量做質與量做質與量的的的的改改改改進進進進後後後後，，，，應應應應做做做做社團活動社團活動社團活動社團活動

創創創創新新新新，，，，使使使使社團社團社團社團並存並存並存並存傳承傳承傳承傳承與創與創與創與創新新新新，，，，使親善使親善使親善使親善大大大大使使使使團更加團更加團更加團更加發揚光發揚光發揚光發揚光大大大大。。。。 

     

一一一一○○○○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 1111 學期學務處親善大使社成果報告學期學務處親善大使社成果報告學期學務處親善大使社成果報告學期學務處親善大使社成果報告 



    

體能訓練營體能訓練營體能訓練營體能訓練營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3333~~~~4444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坪坪坪坪林林林林仁仁仁仁里休閒茶里休閒茶里休閒茶里休閒茶園園園園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體能體能體能體能訓練訓練訓練訓練營營營營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高高高高偉偉偉偉強強強強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野野野野研研研研社全體社員社全體社員社全體社員社全體社員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社員學習到社員學習到社員學習到社員學習到專專專專業業業業知知知知識識識識，，，，例例例例如如如如：：：：學習到如學習到如學習到如學習到如何何何何安安安安全的全的全的全的使用使用使用使用各各各各式式式式

器材器材器材器材，，，，在在在在野野野野外如外如外如外如何何何何分分分分辨辨辨辨是是是是否否否否可可可可以食以食以食以食用用用用的的的的的的的的植物植物植物植物與與與與果實果實果實果實，，，，看看看看指指指指北針北針北針北針分分分分辨辨辨辨

方方方方位位位位，，，，認識認識認識認識蛇類蛇類蛇類蛇類，，，，野野野野外會外會外會外會碰碰碰碰見的見的見的見的小小小小動動動動物物物物，，，，在在在在無武器無武器無武器無武器時時時時怎怎怎怎麼去麼去麼去麼去獵捕獵捕獵捕獵捕動動動動物物物物，，，，

利利利利用現用現用現用現有東有東有東有東西西西西去做去做去做去做攻擊攻擊攻擊攻擊性的性的性的性的武器武器武器武器保護自保護自保護自保護自身身身身安安安安全全全全，，，，學習如學習如學習如學習如何搭建走繩何搭建走繩何搭建走繩何搭建走繩系系系系

統統統統，，，，最後最後最後最後以以以以無具野炊無具野炊無具野炊無具野炊結結結結束束束束這這這這兩天兩天兩天兩天的活動的活動的活動的活動。。。。    

        

一一一一００００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 1111 學期學務處野研社成果報告學期學務處野研社成果報告學期學務處野研社成果報告學期學務處野研社成果報告 



    

熱音社熱音社熱音社熱音社幹部訓練幹部訓練幹部訓練幹部訓練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自強自強自強自強 205 205 205 205 及及及及 B1 B1 B1 B1練練練練團室團室團室團室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幹部幹部幹部幹部訓練訓練訓練訓練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黃黃黃黃至遠至遠至遠至遠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全體社員全體社員全體社員全體社員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團員團員團員團員夥伴夥伴夥伴夥伴能夠能夠能夠能夠熟悉熟悉熟悉熟悉各樂各樂各樂各樂器器器器使用與使用與使用與使用與維護維護維護維護，，，，以增進各團員以增進各團員以增進各團員以增進各團員夥伴夥伴夥伴夥伴

演演演演奏奏奏奏功力功力功力功力與節與節與節與節奏奏奏奏感感感感，，，，增加社員及增加社員及增加社員及增加社員及現現現現任任任任幹部對幹部幹部對幹部幹部對幹部幹部對幹部工工工工作作作作內內內內容容容容的了解的了解的了解的了解，，，，並並並並

透透透透過過過過意意意意見交流見交流見交流見交流知知知知道道道道需需需需改改改改進地方進地方進地方進地方，，，，增加社員之間感情增加社員之間感情增加社員之間感情增加社員之間感情。。。。    

    

一一一一００００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 1111 學期學期學期學期學務處學務處學務處學務處熱音社熱音社熱音社熱音社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成果報告 



    

跆拳研習營暨新生訓練跆拳研習營暨新生訓練跆拳研習營暨新生訓練跆拳研習營暨新生訓練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104  104  104  104 年年年年  10    10    10    10  月月月月  1  1  1  17777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陽明山陽明山陽明山陽明山衛衛衛衛理理理理福福福福音園音園音園音園。。。。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跆拳跆拳跆拳跆拳研研研研習習習習營營營營暨暨暨暨新生新生新生新生訓練訓練訓練訓練。。。。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方皓方皓方皓方皓侖侖侖侖。。。。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方皓方皓方皓方皓侖侖侖侖等等等等 45454545 人人人人。。。。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更加了解更加了解更加了解更加了解跆拳跆拳跆拳跆拳道道道道歷史歷史歷史歷史及動作及動作及動作及動作，，，，增進社員們的感情增進社員們的感情增進社員們的感情增進社員們的感情，，，，培養培養培養培養社社社社

團幹部團幹部團幹部團幹部領導領導領導領導能力能力能力能力，，，，讓社團讓社團讓社團讓社團裡裡裡裡的新的新的新的新、、、、舊舊舊舊生能更加了解生能更加了解生能更加了解生能更加了解跆拳跆拳跆拳跆拳道的道的道的道的意義意義意義意義，，，，讓讓讓讓

之之之之後後後後的社團的社團的社團的社團課程帶起課程帶起課程帶起課程帶起來來來來可可可可以更加有以更加有以更加有以更加有趣趣趣趣及及及及輕鬆輕鬆輕鬆輕鬆。。。。 

    

一一一一００００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 1111 學期學期學期學期學務處學務處學務處學務處跆拳道跆拳道跆拳道跆拳道社社社社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成果報告 

3-3020-033A 



    

精英傳承研習營精英傳承研習營精英傳承研習營精英傳承研習營((((薪火相傳薪火相傳薪火相傳薪火相傳))))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09 09 09 09 月月月月 2 2 2 26666----22227777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    長長長長青谷青谷青谷青谷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精精精精英英英英傳承傳承傳承傳承研研研研習習習習營營營營((((薪火薪火薪火薪火相傳相傳相傳相傳))))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    張張張張祐祐祐祐華華華華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66660000 人人人人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經由經由經由經由這次活動這次活動這次活動這次活動使使使使社團成員感情熱社團成員感情熱社團成員感情熱社團成員感情熱絡絡絡絡，，，，並提升並提升並提升並提升了社員的自我了社員的自我了社員的自我了社員的自我

表表表表達達達達、、、、團隊合作團隊合作團隊合作團隊合作技技技技能能能能，，，，更更更更提升提升提升提升了活動承了活動承了活動承了活動承辦辦辦辦的能力的能力的能力的能力。。。。近近近近一一一一步步步步的達到的達到的達到的達到散播散播散播散播

歡歡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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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一００００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 1111 學期學務處康輔社成果報告學期學務處康輔社成果報告學期學務處康輔社成果報告學期學務處康輔社成果報告 



    

薪火相傳薪火相傳薪火相傳薪火相傳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１０１０１０１０月月月月２８２８２８２８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中中中中正正正正七七七七樓中樓中樓中樓中庭庭庭庭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薪火薪火薪火薪火相傳相傳相傳相傳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全校全校全校全校師師師師生生生生共共共共計計計計 34343434 人人人人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聯絡聯絡聯絡聯絡各各各各科科科科系系系系同學彼此間的感情同學彼此間的感情同學彼此間的感情同學彼此間的感情，，，，活活活活絡絡絡絡社團社團社團社團運運運運作作作作，，，，學習學習學習學習舉辦舉辦舉辦舉辦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經經經經驗驗驗驗，，，，認識更多校認識更多校認識更多校認識更多校內內內內的同學的同學的同學的同學。。。。    

    

一一一一００００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1111學期學務處觀光系學會成果報告學期學務處觀光系學會成果報告學期學務處觀光系學會成果報告學期學務處觀光系學會成果報告 



    

薪火相傳薪火相傳薪火相傳薪火相傳((((聖誕聯誼聖誕聯誼聖誕聯誼聖誕聯誼))))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11111111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萬萬萬萬福福福福公園公園公園公園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薪火薪火薪火薪火相傳相傳相傳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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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藉由藉由藉由藉由聖誕聖誕聖誕聖誕節節節節這這這這個個個個溫溫溫溫馨馨馨馨的的的的節慶節慶節慶節慶，，，，促進各促進各促進各促進各科科科科系系系系同學同學同學同學互互互互動動動動，，，，讓東讓東讓東讓東

南南南南科科科科技技技技大學的學生們更有大學的學生們更有大學的學生們更有大學的學生們更有向心向心向心向心力力力力、、、、更加團更加團更加團更加團結結結結。。。。    

 

一一一一００００四學年度第學期學務處四學年度第學期學務處四學年度第學期學務處四學年度第學期學務處觀光系學會成果報告觀光系學會成果報告觀光系學會成果報告觀光系學會成果報告 



104104104104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1111 學期學生自治會成果報告學期學生自治會成果報告學期學生自治會成果報告學期學生自治會成果報告    

    

社團幹部訓練社團幹部訓練社團幹部訓練社團幹部訓練    

  

圖 1: 大合照 圖 2:社團經營專業課程 

  

圖 3:學生自治會幹部與服務同學合影 圖 4:團康活動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104104104104////10101010////15151515~~~~104104104104////10101010////11116666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桃桃桃桃園園園園埔埔埔埔心心心心農場農場農場農場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    社團幹部社團幹部社團幹部社團幹部訓練訓練訓練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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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社團幹部各社團幹部各社團幹部各社團幹部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經過經過經過經過此次幹部此次幹部此次幹部此次幹部訓練訓練訓練訓練，，，，各社團幹部各社團幹部各社團幹部各社團幹部由課程安排由課程安排由課程安排由課程安排，，，，能能能能輕易掌握輕易掌握輕易掌握輕易掌握

社團活動社團活動社團活動社團活動安排安排安排安排，，，，使使使使活動能更活動能更活動能更活動能更趨完趨完趨完趨完美美美美，，，，也也也也藉由藉由藉由藉由活動活動活動活動使使使使各社交流各社交流各社交流各社交流，，，，讓東南讓東南讓東南讓東南

社團能夠社團能夠社團能夠社團能夠互互互互助合作助合作助合作助合作，，，，使使使使社團社團社團社團發光發發光發發光發發光發熱熱熱熱。。。。    

     



    

全球產品設計大賞全球產品設計大賞全球產品設計大賞全球產品設計大賞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12 12 12 12 月月月月 11116666----11118888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松菸松菸松菸松菸文文文文創創創創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全球全球全球全球產品設產品設產品設產品設計計計計大大大大賞賞賞賞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尤晴尤晴尤晴尤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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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學習的促進學習的促進學習的促進學習的發發發發展空展空展空展空間間間間，，，，學習學習學習學習發明發明發明發明產品前產品前產品前產品前的的的的構構構構思思思思，，，，學習不同學習不同學習不同學習不同

領領領領域域域域，，，，如如如如何從何從何從何從這這這這些產品些產品些產品些產品中學到自己的中學到自己的中學到自己的中學到自己的想想想想法法法法。。。。    

        

一一一一００００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 1111 學期學期學期學期學務處學務處學務處學務處數媒系學會數媒系學會數媒系學會數媒系學會社社社社成果報成果報成果報成果報告告告告 



    

專業星象體驗營專業星象體驗營專業星象體驗營專業星象體驗營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12   12   12   12  月月月月 12 12 12 12....13  13  13  13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坪坪坪坪林林林林青青青青山山山山農場農場農場農場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專專專專業業業業星象星象星象星象體驗體驗體驗體驗營營營營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周柏周柏周柏周柏智智智智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野野野野外外外外安安安安全全全全求求求求生生生生研研研研習社習社習社習社、、、、夢玄攝影夢玄攝影夢玄攝影夢玄攝影社社社社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社員們社員們社員們社員們共共共共同同同同努努努努力學習力學習力學習力學習野野野野外相關外相關外相關外相關專專專專業業業業知知知知識以及活識以及活識以及活識以及活用用用用生活相關生活相關生活相關生活相關
技技技技能能能能，，，，學習學習學習學習互互互互助合作助合作助合作助合作和和和和，，，，培養培養培養培養社員社員社員社員向心向心向心向心力力力力，，，，以利社員在未來社會以利社員在未來社會以利社員在未來社會以利社員在未來社會    
和和和和團體生活中團體生活中團體生活中團體生活中，，，，學會更加學會更加學會更加學會更加包容包容包容包容彼此彼此彼此彼此優優優優缺缺缺缺點點點點與與與與配合配合配合配合別別別別人的人的人的人的需求需求需求需求，，，，在在在在將將將將來來來來
能能能能將將將將在社團所學習的相關在社團所學習的相關在社團所學習的相關在社團所學習的相關技技技技能能能能與與與與各各各各種種種種活動活動活動活動經經經經驗驗驗驗，，，，能應能應能應能應用用用用到日常生活到日常生活到日常生活到日常生活當當當當
中中中中，，，，並並並並以以以以回饋回饋回饋回饋社會及對社會及對社會及對社會及對弱勢弱勢弱勢弱勢團體團體團體團體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相關大相關大相關大相關大眾眾眾眾性社團性社團性社團性社團，，，，於以於以於以於以協協協協助相關助相關助相關助相關
活動作業活動作業活動作業活動作業，，，，也也也也可可可可讓自己讓自己讓自己讓自己從失敗從失敗從失敗從失敗中學習中學習中學習中學習並且並且並且並且更加的成更加的成更加的成更加的成長長長長茁壯茁壯茁壯茁壯，，，，也在這也在這也在這也在這些些些些
相關相關相關相關經經經經驗中驗中驗中驗中培養培養培養培養了能讓了能讓了能讓了能讓任何任何任何任何事事事事情情情情與與與與生活生活生活生活，，，，更加的順利更加的順利更加的順利更加的順利並並並並請請請請，，，，更能更能更能更能適適適適應應應應
社會的社會的社會的社會的任何任何任何任何突突突突發發發發情情情情況況況況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並且與並且與並且與並且與社會順利社會順利社會順利社會順利接接接接軌軌軌軌，，，，減少減少減少減少在未來在未來在未來在未來遇遇遇遇到到到到問問問問
題時的題時的題時的題時的撞牆撞牆撞牆撞牆時間時間時間時間，，，，以利於各以利於各以利於各以利於各種種種種生活生活生活生活上上上上的的的的問問問問題順利題順利題順利題順利排排排排解解解解，，，，也期望社員在也期望社員在也期望社員在也期望社員在
野野野野研研研研社社社社事事事事學習到學習到學習到學習到飽飽飽飽滿滿滿滿且且且且實實實實際際際際的的的的野野野野外生活外生活外生活外生活技技技技能能能能和和和和生活生活生活生活經經經經驗驗驗驗，，，，比比比比起起起起許多許多許多許多需需需需
度時間的年度時間的年度時間的年度時間的年輕輕輕輕人人人人，，，，更加的受人更加的受人更加的受人更加的受人肯定肯定肯定肯定，，，，也相也相也相也相信信信信在在在在職場職場職場職場生活生活生活生活上上上上，，，，一一一一定定定定也會也會也會也會
更加順利更加順利更加順利更加順利，，，，比比比比起起起起許多人許多人許多人許多人，，，，贏贏贏贏在在在在起起起起點點點點上上上上，，，，重要的重要的重要的重要的是是是是，，，，擁擁擁擁有了這有了這有了這有了這些些些些技技技技能能能能和和和和
回回回回憶憶憶憶，，，，讓讓讓讓他他他他們在們在們在們在屬屬屬屬於自己的於自己的於自己的於自己的回回回回憶憶憶憶畫畫畫畫布上布上布上布上，，，，更比更比更比更比其其其其他他他他人增人增人增人增添添添添了了了了幾幾幾幾分分分分的的的的色色色色
彩彩彩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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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成發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１２１２１２１２月月月月１６１６１６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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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育育館館館館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聯聯聯聯合成合成合成合成發發發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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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全校全校全校師師師師生生生生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聯聯聯聯合成合成合成合成發藉由發藉由發藉由發藉由學生會讓各社學生會讓各社學生會讓各社學生會讓各社聯聯聯聯合一同合一同合一同合一同發表發表發表發表順順順順便便便便配合聖誕配合聖誕配合聖誕配合聖誕節節節節

帶給帶給帶給帶給大家大家大家大家佳佳佳佳節節節節氣氛讓全校氣氛讓全校氣氛讓全校氣氛讓全校師師師師生一生一生一生一起過節起過節起過節起過節。。。。    

    

        
    

一一一一００００四年度第四年度第四年度第四年度第１１１１學期學生自治會學期學生自治會學期學生自治會學期學生自治會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成果報告    

一一一一００００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 1111 學期夢玄攝影社學期夢玄攝影社學期夢玄攝影社學期夢玄攝影社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成果報告 



新視覺攝影聯展新視覺攝影聯展新視覺攝影聯展新視覺攝影聯展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23232323----22228888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夢玄攝影夢玄攝影夢玄攝影夢玄攝影社社社社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新新新新視視視視覺覺覺覺攝影聯展攝影聯展攝影聯展攝影聯展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夢玄攝影夢玄攝影夢玄攝影夢玄攝影社社社社社社社社長長長長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40 40 40 40 人人人人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能加能加能加能加速速速速學生對學生對學生對學生對攝影攝影攝影攝影有有有有基基基基本本本本的認識的認識的認識的認識    

ㄧㄧㄧㄧ、、、、使使使使學生能夠對學生能夠對學生能夠對學生能夠對攝影擁攝影擁攝影擁攝影擁有更多熱有更多熱有更多熱有更多熱忱忱忱忱。。。。    

二二二二、、、、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可可可可以以以以藉由藉由藉由藉由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彼此交流相彼此交流相彼此交流相彼此交流相互互互互學習學習學習學習。。。。    

三三三三、、、、能夠能夠能夠能夠向向向向學生學生學生學生推廣推廣推廣推廣攝影攝影攝影攝影的的的的好好好好。。。。    

四四四四、、、、學生更能理解學生更能理解學生更能理解學生更能理解攝影攝影攝影攝影的的的的真諦真諦真諦真諦。。。。    

    

     
    

一一一一００００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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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球社成果發表棒球社成果發表棒球社成果發表棒球社成果發表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12 12 12 12 月月月月 24 24 24 24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東南東南東南東南科科科科大大大大、、、、觀觀觀觀山山山山球球球球場場場場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成果成果成果成果發表發表發表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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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亨兆亨兆亨兆亨、、、、許許許許庭豪庭豪庭豪庭豪、、、、林立倢林立倢林立倢林立倢、、、、林立林立林立林立威威威威、、、、林恩賜林恩賜林恩賜林恩賜、、、、劉子敬劉子敬劉子敬劉子敬、、、、李李李李宜宜宜宜

憲憲憲憲、、、、李李李李宜哲宜哲宜哲宜哲、、、、李逸群李逸群李逸群李逸群、、、、李李李李禹禹禹禹梣梣梣梣、、、、楊明仁楊明仁楊明仁楊明仁、、、、凌文堯凌文堯凌文堯凌文堯、、、、黃見盛黃見盛黃見盛黃見盛、、、、沈永昌沈永昌沈永昌沈永昌、、、、

柯百雅柯百雅柯百雅柯百雅、、、、陳陳陳陳弈弈弈弈翔翔翔翔、、、、黃聖文黃聖文黃聖文黃聖文、、、、陳陳陳陳治治治治國國國國、、、、劉劉劉劉鈺鈺鈺鈺生生生生、、、、許許許許智涵智涵智涵智涵、、、、林林林林冠冠冠冠閔閔閔閔、、、、洪英洪英洪英洪英

傑傑傑傑、、、、陳陳陳陳禹禹禹禹得得得得、、、、林林林林勝翰勝翰勝翰勝翰、、、、陶陶陶陶俊俊俊俊宇宇宇宇、、、、陳陳陳陳志剛志剛志剛志剛、、、、劉劉劉劉建閔建閔建閔建閔、、、、阮阮阮阮仁仁仁仁傑傑傑傑、、、、阮阮阮阮皓皓皓皓哲哲哲哲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促進球員間的促進球員間的促進球員間的促進球員間的默契默契默契默契，，，，提升良好提升良好提升良好提升良好的感情的感情的感情的感情，，，，給給給給球員學習球員學習球員學習球員學習其其其其他技他技他技他技

能的能的能的能的機機機機會會會會，，，，增增增增廣廣廣廣視野視野視野視野，，，，了解團隊合作的重要性了解團隊合作的重要性了解團隊合作的重要性了解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東大盃東大盃東大盃東大盃_VOL.9_VOL.9_VOL.9_VOL.9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11 11 11 11 月月月月 0 0 0 07777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東南東南東南東南科科科科大大大大夢初夢初夢初夢初體體體體育育育育館館館館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東大東大東大東大盃盃盃盃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汪晟弘汪晟弘汪晟弘汪晟弘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全球舞全球舞全球舞全球舞者者者者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這次活動不僅讓全體社員增進彼此間的感情這次活動不僅讓全體社員增進彼此間的感情這次活動不僅讓全體社員增進彼此間的感情這次活動不僅讓全體社員增進彼此間的感情，，，，也讓所有人也讓所有人也讓所有人也讓所有人

理解了團體合作的重要性理解了團體合作的重要性理解了團體合作的重要性理解了團體合作的重要性。。。。另外我們這次活動也成功達到宣傳的效另外我們這次活動也成功達到宣傳的效另外我們這次活動也成功達到宣傳的效另外我們這次活動也成功達到宣傳的效

果果果果，，，，讓許多友校認識到讓許多友校認識到讓許多友校認識到讓許多友校認識到 ESDCESDCESDCESDC 東南熱舞社東南熱舞社東南熱舞社東南熱舞社，，，，也被許多相關的贊助企業也被許多相關的贊助企業也被許多相關的贊助企業也被許多相關的贊助企業

關注及讚許關注及讚許關注及讚許關注及讚許，，，，希望在未來的所有活動都能夠比這次順利圓滿希望在未來的所有活動都能夠比這次順利圓滿希望在未來的所有活動都能夠比這次順利圓滿希望在未來的所有活動都能夠比這次順利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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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印象作品展台灣印象作品展台灣印象作品展台灣印象作品展    

 

董副校長與參展同學合影董副校長與參展同學合影董副校長與參展同學合影董副校長與參展同學合影    

 

董副校長與參展同學合影董副校長與參展同學合影董副校長與參展同學合影董副校長與參展同學合影    

 

開幕茶會參加同學感謝學校提供展出機會開幕茶會參加同學感謝學校提供展出機會開幕茶會參加同學感謝學校提供展出機會開幕茶會參加同學感謝學校提供展出機會    
 

參展同學及來賓簽名參展同學及來賓簽名參展同學及來賓簽名參展同學及來賓簽名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23232323----22228888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本本本本校校校校經經經經國圖書館國圖書館國圖書館國圖書館 2222 樓藝文樓藝文樓藝文樓藝文展示展示展示展示區區區區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台灣印象台灣印象台灣印象台灣印象作作作作品展品展品展品展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董董董董益益益益吾副吾副吾副吾副校校校校長長長長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本本本本校校校校師師師師生生生生、、、、攝影攝影攝影攝影社社員社社員社社員社社員、、、、大大大大陸老師陸老師陸老師陸老師、、、、大大大大陸研修陸研修陸研修陸研修生生生生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一一一一、、、、讓大讓大讓大讓大陸研修陸研修陸研修陸研修生的作生的作生的作生的作品品品品有有有有機機機機會會會會展展展展出出出出，，，，增進增進增進增進兩岸兩岸兩岸兩岸文文文文化化化化交流交流交流交流。。。。    

二二二二、、、、邀請全校邀請全校邀請全校邀請全校師師師師生參觀生參觀生參觀生參觀，，，，了解了解了解了解陸陸陸陸生的觀點生的觀點生的觀點生的觀點，，，，增加校園增加校園增加校園增加校園和諧和諧和諧和諧。。。。    

三三三三、、、、學生學生學生學生藉由藉由藉由藉由展展展展出活動出活動出活動出活動，，，，增加自我增加自我增加自我增加自我肯定肯定肯定肯定自自自自信信信信心心心心，，，，及社員及社員及社員及社員向心向心向心向心力力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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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身術研習營防身術研習營防身術研習營防身術研習營    

    

圖圖圖圖 1: 1: 1: 1: 大合照大合照大合照大合照    

 

圖圖圖圖 2:2:2:2:伸展及熱身伸展及熱身伸展及熱身伸展及熱身，，，，避免運動拉傷避免運動拉傷避免運動拉傷避免運動拉傷    

    

圖圖圖圖 3:(3:(3:(3:(示範示範示範示範))))遇持刀歹徒遇持刀歹徒遇持刀歹徒遇持刀歹徒，，，，如何躲避刺傷如何躲避刺傷如何躲避刺傷如何躲避刺傷。。。。    

    

圖圖圖圖 4: (4: (4: (4: (示範示範示範示範))))遇持棍者攻擊遇持棍者攻擊遇持棍者攻擊遇持棍者攻擊，，，，如何躲避攻擊如何躲避攻擊如何躲避攻擊如何躲避攻擊。。。。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11  11  11  11 月月月月 11  1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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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育育館館館館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防身防身防身防身術研術研術研術研習習習習營營營營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方皓方皓方皓方皓侖侖侖侖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童童童童明明明明治治治治....陳陳陳陳永斌永斌永斌永斌....方皓方皓方皓方皓侖侖侖侖....莫莫莫莫承承承承融融融融....李李李李佳佳佳佳凌凌凌凌....陳陳陳陳宜宜宜宜謙謙謙謙....屈玉峰屈玉峰屈玉峰屈玉峰....

黃黃黃黃威威威威....黃黃黃黃耀德耀德耀德耀德....張翔張翔張翔張翔....鄭佳鄭佳鄭佳鄭佳明明明明....陳陳陳陳晏舫晏舫晏舫晏舫....謝謝謝謝雯雯雯雯茜茜茜茜....林林林林宛萱宛萱宛萱宛萱....陳陳陳陳掗傑掗傑掗傑掗傑....    

盛盛盛盛季季季季平平平平....周周周周德德德德威威威威....鍾勇輝鍾勇輝鍾勇輝鍾勇輝....蕭蕭蕭蕭凱凱凱凱仁仁仁仁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1111....了解如了解如了解如了解如何何何何最最最最有效的保護自己的有效的保護自己的有效的保護自己的有效的保護自己的身身身身體體體體安安安安全全全全。。。。    

2222....單獨單獨單獨單獨一人時一人時一人時一人時，，，，如如如如何何何何最最最最快速快速快速快速&&&&有效的不受到有效的不受到有效的不受到有效的不受到致命傷害致命傷害致命傷害致命傷害。。。。    

        

一一一一００００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 1111 學期學期學期學期學務處學務處學務處學務處跆拳道社跆拳道社跆拳道社跆拳道社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成果報告 



    

萬聖節活動萬聖節活動萬聖節活動萬聖節活動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12  12  12  12 月月月月 10  10  10  10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東南東南東南東南科科科科技技技技大學校園大學校園大學校園大學校園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萬聖萬聖萬聖萬聖節節節節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黃黃黃黃耀賢耀賢耀賢耀賢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50505050 人人人人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促進學生之間情感交流促進學生之間情感交流促進學生之間情感交流促進學生之間情感交流，，，，釋放釋放釋放釋放平平平平時時時時讀讀讀讀書書書書累積累積累積累積的的的的壓壓壓壓力力力力，，，，每個每個每個每個

參參參參與者與者與者與者都都都都玩玩玩玩的非常的的非常的的非常的的非常的開開開開心心心心，，，，整整整整個個個個活動圓滿達到主活動圓滿達到主活動圓滿達到主活動圓滿達到主辦辦辦辦單單單單位心位心位心位心的的的的目標目標目標目標，，，，也也也也

非常謝謝參非常謝謝參非常謝謝參非常謝謝參與者與者與者與者的的的的蒞臨蒞臨蒞臨蒞臨，，，，也謝謝各也謝謝各也謝謝各也謝謝各位工位工位工位工作人員的作人員的作人員的作人員的辛苦佈置辛苦佈置辛苦佈置辛苦佈置。。。。    

        

一一一一００００四四四四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1111 學期學務處資科系學期學務處資科系學期學務處資科系學期學務處資科系學會學會學會學會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成果報告 



    

全員大逃走全員大逃走全員大逃走全員大逃走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12  12  12  12 月月月月 3  3  3  3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東南東南東南東南科科科科技技技技大學校園大學校園大學校園大學校園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全員大全員大全員大全員大逃走逃走逃走逃走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黃黃黃黃耀賢耀賢耀賢耀賢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77770000 人人人人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促進學生之間情感交流促進學生之間情感交流促進學生之間情感交流促進學生之間情感交流，，，，釋放釋放釋放釋放平平平平時時時時讀讀讀讀書書書書累積累積累積累積的的的的壓壓壓壓力力力力，，，，每個每個每個每個

參賽參賽參賽參賽者者者者都都都都玩玩玩玩的非常的的非常的的非常的的非常的開開開開心心心心，，，，整整整整個個個個活動圓滿達到主活動圓滿達到主活動圓滿達到主活動圓滿達到主辦辦辦辦單單單單位心位心位心位心的的的的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一一一一００００四四四四學年度第學期學務處資科系學年度第學期學務處資科系學年度第學期學務處資科系學年度第學期學務處資科系學會學會學會學會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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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11 11 11 11 月月月月 1 1 1 17777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中中中中正正正正樓樓樓樓側邊側邊側邊側邊樓樓樓樓梯梯梯梯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搶救蛋蛋搶救蛋蛋搶救蛋蛋搶救蛋蛋大作大作大作大作戰戰戰戰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蘇儒善蘇儒善蘇儒善蘇儒善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77770000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一一一一、、、、衝衝衝衝高參高參高參高參與與與與活動人活動人活動人活動人數數數數    

二二二二、、、、喚醒喚醒喚醒喚醒同學們的環保同學們的環保同學們的環保同學們的環保意意意意識識識識    

三三三三、、、、集思廣益集思廣益集思廣益集思廣益了解環保了解環保了解環保了解環保抗震抗震抗震抗震的的的的原原原原理理理理    

四四四四、、、、增加各增加各增加各增加各系系系系同學的友誼及同學的友誼及同學的友誼及同學的友誼及話話話話題題題題    

        
 

一一一一００００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 1111 學期學期學期學期學務處學務處學務處學務處電機系學會電機系學會電機系學會電機系學會成果報成果報成果報成果報告告告告

告告告告



    
    

聖誕創意布置聖誕創意布置聖誕創意布置聖誕創意布置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１２１２１２１２月月月月１１１１４４４４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自強樓自強樓自強樓自強樓，，，，中中中中正正正正樓樓樓樓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聖誕聖誕聖誕聖誕創創創創意布置意布置意布置意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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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藝社街藝社街藝社街藝社．．．．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學生會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藉由藉由藉由藉由聖誕聖誕聖誕聖誕布置布置布置布置讓大家感受聖誕氣氛也在中讓大家感受聖誕氣氛也在中讓大家感受聖誕氣氛也在中讓大家感受聖誕氣氛也在中正正正正樓邀請校樓邀請校樓邀請校樓邀請校長長長長參參參參與與與與點點點點燈儀燈儀燈儀燈儀

式式式式並並並並邀請社團邀請社團邀請社團邀請社團表演將表演將表演將表演將聖誕氣氛聖誕氣氛聖誕氣氛聖誕氣氛帶給帶給帶給帶給大家大家大家大家。。。。    

 

一一一一００００四年度第四年度第四年度第四年度第 1111 學期學期學期學期學務處學務處學務處學務處學生自治會學生自治會學生自治會學生自治會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成果報告 



    
    

福隆迎新淨灘活動福隆迎新淨灘活動福隆迎新淨灘活動福隆迎新淨灘活動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10  10  10  10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福福福福隆隆隆隆海海海海水水水水浴浴浴浴場場場場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福福福福隆迎隆迎隆迎隆迎新新新新淨灘淨灘淨灘淨灘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邱邱邱邱一一一一涵涵涵涵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20202020位位位位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讓大家讓大家讓大家讓大家親親親親自愛護這海自愛護這海自愛護這海自愛護這海域域域域，，，，再再再再活動活動活動活動過程過程過程過程中看到大家中看到大家中看到大家中看到大家蹲蹲蹲蹲在地在地在地在地上上上上

撿拾撿拾撿拾撿拾、、、、整理整理整理整理和和和和分工分工分工分工合作合作合作合作展展展展現親善現親善現親善現親善的的的的刻刻刻刻苦苦苦苦耐勞耐勞耐勞耐勞和和和和服務的服務的服務的服務的心心心心，，，，相相相相信信信信這一這一這一這一天天天天

的活動的活動的活動的活動下下下下來來來來，，，，可可可可以以以以凝聚凝聚凝聚凝聚大家的大家的大家的大家的向心向心向心向心力力力力和和和和看見不一看見不一看見不一看見不一樣樣樣樣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    

    

 



     
    

友善東南友善東南友善東南友善東南----淨河活動淨河活動淨河活動淨河活動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4444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愛河愛河愛河愛河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友善東南友善東南友善東南友善東南----淨河活動淨河活動淨河活動淨河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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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文堯凌文堯凌文堯凌文堯、、、、黃見盛黃見盛黃見盛黃見盛、、、、關道鈞關道鈞關道鈞關道鈞、、、、柯百雅柯百雅柯百雅柯百雅、、、、兆亨兆亨兆亨兆亨、、、、劉子敬劉子敬劉子敬劉子敬、、、、林恩林恩林恩林恩

賜賜賜賜、、、、林立倢林立倢林立倢林立倢、、、、李逸群李逸群李逸群李逸群、、、、陳亦翔陳亦翔陳亦翔陳亦翔、、、、李禹岑李禹岑李禹岑李禹岑、、、、林立威林立威林立威林立威、、、、許庭豪許庭豪許庭豪許庭豪、、、、李宜哲李宜哲李宜哲李宜哲、、、、

李宜憲李宜憲李宜憲李宜憲、、、、陳智國陳智國陳智國陳智國、、、、黃聖文黃聖文黃聖文黃聖文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把愛河變乾淨把愛河變乾淨把愛河變乾淨把愛河變乾淨，，，，得到舒適的生活環境得到舒適的生活環境得到舒適的生活環境得到舒適的生活環境，，，，提升城市景觀改善提升城市景觀改善提升城市景觀改善提升城市景觀改善

市容市容市容市容，，，，讓社員可以利用這次活動回饋社會讓社員可以利用這次活動回饋社會讓社員可以利用這次活動回饋社會讓社員可以利用這次活動回饋社會，，，，讓社員知道環境乾淨的重讓社員知道環境乾淨的重讓社員知道環境乾淨的重讓社員知道環境乾淨的重

要性要性要性要性，，，，增加本校榮譽增加本校榮譽增加本校榮譽增加本校榮譽。。。。    

    

一一一一００００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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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服務社區服務社區服務社區服務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金山國小金山國小金山國小金山國小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社區服務社區服務社區服務社區服務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劉芳綺劉芳綺劉芳綺劉芳綺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康輔人員研習社全體社員康輔人員研習社全體社員康輔人員研習社全體社員康輔人員研習社全體社員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由於地方偏遠由於地方偏遠由於地方偏遠由於地方偏遠,,,,借由活動帶動及關懷小朋友借由活動帶動及關懷小朋友借由活動帶動及關懷小朋友借由活動帶動及關懷小朋友,,,,發揮散播歡樂發揮散播歡樂發揮散播歡樂發揮散播歡樂

散播愛的精神散播愛的精神散播愛的精神散播愛的精神,,,,讓小朋友在此活動中學習樂於助人讓小朋友在此活動中學習樂於助人讓小朋友在此活動中學習樂於助人讓小朋友在此活動中學習樂於助人,,,,團隊合作之精神團隊合作之精神團隊合作之精神團隊合作之精神,,,,

晚會活動讓學員充滿新鮮與熱情晚會活動讓學員充滿新鮮與熱情晚會活動讓學員充滿新鮮與熱情晚會活動讓學員充滿新鮮與熱情,,,,活動之後能增進參與活動人間感活動之後能增進參與活動人間感活動之後能增進參與活動人間感活動之後能增進參與活動人間感

情情情情,,,,藉由活動中能學習及培養個人自我成長和團隊生活藉由活動中能學習及培養個人自我成長和團隊生活藉由活動中能學習及培養個人自我成長和團隊生活藉由活動中能學習及培養個人自我成長和團隊生活,,,,社團學長姐社團學長姐社團學長姐社團學長姐

及幹部會適當指導學弟妹如何帶領小朋友及幹部會適當指導學弟妹如何帶領小朋友及幹部會適當指導學弟妹如何帶領小朋友及幹部會適當指導學弟妹如何帶領小朋友。。。。    

一一一一００００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 1111 學期學務處康輔社成果報告學期學務處康輔社成果報告學期學務處康輔社成果報告學期學務處康輔社成果報告 

 



     
    

一日捐血一日捐血一日捐血一日捐血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10 10 10 10 月月月月 24242424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南海捐血室南海捐血室南海捐血室南海捐血室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一日捐血一日捐血一日捐血一日捐血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盧映臻盧映臻盧映臻盧映臻、、、、楊巧妤楊巧妤楊巧妤楊巧妤。。。。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100100100100 人人人人((((含工作人員含工作人員含工作人員含工作人員 11111111 人人人人))))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這次舉辦捐血活動這次舉辦捐血活動這次舉辦捐血活動這次舉辦捐血活動，，，，我們到了南海捐血室幫忙服務了解目我們到了南海捐血室幫忙服務了解目我們到了南海捐血室幫忙服務了解目我們到了南海捐血室幫忙服務了解目

前現前現前現前現今最缺的血型是今最缺的血型是今最缺的血型是今最缺的血型是 oooo 型與型與型與型與 ABABABAB 型的人型的人型的人型的人，，，，透過推廣與宣傳讓更多人與透過推廣與宣傳讓更多人與透過推廣與宣傳讓更多人與透過推廣與宣傳讓更多人與

我們一起幫助全球各大醫院幫助需要的人我們一起幫助全球各大醫院幫助需要的人我們一起幫助全球各大醫院幫助需要的人我們一起幫助全球各大醫院幫助需要的人，，，，讓我們微薄的人血積少成讓我們微薄的人血積少成讓我們微薄的人血積少成讓我們微薄的人血積少成

多變成大洪流多變成大洪流多變成大洪流多變成大洪流，，，，灌滿整個捐血中心灌滿整個捐血中心灌滿整個捐血中心灌滿整個捐血中心。。。。    

一一一一００００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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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捐血一日捐血一日捐血一日捐血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26262626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荳仔旁榕樹下荳仔旁榕樹下荳仔旁榕樹下荳仔旁榕樹下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一日捐血一日捐血一日捐血一日捐血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盧映臻盧映臻盧映臻盧映臻、、、、楊巧妤楊巧妤楊巧妤楊巧妤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100100100100 人人人人((((含工作人員含工作人員含工作人員含工作人員))))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在這個活動當中學到了許多知識在這個活動當中學到了許多知識在這個活動當中學到了許多知識在這個活動當中學到了許多知識,,,,像是今像是今像是今像是今天天天天的活動是我的活動是我的活動是我的活動是我覺覺覺覺

得最得最得最得最快快快快樂的一樂的一樂的一樂的一天天天天,,,,捐血是幫助一捐血是幫助一捐血是幫助一捐血是幫助一些有些有些有些有人們人們人們人們,,,,所所所所以大以大以大以大家都很願意家都很願意家都很願意家都很願意捐捐捐捐給他給他給他給他

們們們們,,,,今今今今天天天天員工員工員工員工辛苦辛苦辛苦辛苦了了了了,,,,這這這這就就就就是我是我是我是我很喜很喜很喜很喜歡這歡這歡這歡這種種種種活動的活動的活動的活動的,,,,雖然雖然雖然雖然我我我我怕怕怕怕捐血捐血捐血捐血但但但但

是我以後會是我以後會是我以後會是我以後會試試看試試看試試看試試看的的的的,,,,我們我們我們我們盡然達盡然達盡然達盡然達到到到到九十九九十九九十九九十九個血個血個血個血包包包包,,,,就希望明就希望明就希望明就希望明年可以年可以年可以年可以

破紀錄破紀錄破紀錄破紀錄....達達達達到我們的目到我們的目到我們的目到我們的目標標標標....    

    

一一一一００００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 1111 學期學務處志工團成果報告學期學務處志工團成果報告學期學務處志工團成果報告學期學務處志工團成果報告 



     
    

輔助中小學社區活動輔助中小學社區活動輔助中小學社區活動輔助中小學社區活動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日日日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金山國小金山國小金山國小金山國小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輔助中小學社區活動輔助中小學社區活動輔助中小學社區活動輔助中小學社區活動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劉芳綺劉芳綺劉芳綺劉芳綺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康輔人員研習社全體社員康輔人員研習社全體社員康輔人員研習社全體社員康輔人員研習社全體社員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1111、、、、活動活動活動活動時時時時服務員服務員服務員服務員展展展展現現現現無限無限無限無限的的的的默契默契默契默契    

2222、、、、服務員服務員服務員服務員都很都很都很都很積積積積極極極極把自把自把自把自己負責己負責己負責己負責的活動的活動的活動的活動做做做做好好好好    

3333、、、、夥伴夥伴夥伴夥伴們們們們都很融入都很融入都很融入都很融入本次輔助中小學社區活動本次輔助中小學社區活動本次輔助中小學社區活動本次輔助中小學社區活動中中中中    

4444、、、、服務員活服務員活服務員活服務員活力都很高力都很高力都很高力都很高，，，，均均均均能能能能抱持抱持抱持抱持「「「「服務學習服務學習服務學習服務學習，，，，學習服務學習服務學習服務學習服務」」」」精神精神精神精神    

一一一一００００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四學年度第 1111 學期學務處康輔社成果報告學期學務處康輔社成果報告學期學務處康輔社成果報告學期學務處康輔社成果報告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104104104104 年年年年 9999月月月月 16161616 日日日日(12(12(12(12::::00000000~~~~11117:7:7:7:00)00)00)00)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龍鳳館龍鳳館龍鳳館龍鳳館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104104104104 學年社團學年社團學年社團學年社團嘉嘉嘉嘉年年年年華華華華----特色特色特色特色活活活活力秀力秀力秀力秀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校長校長校長校長----李李李李清吟清吟清吟清吟    
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參加人員：：：：新生新生新生新生約約約約 1600160016001600 人人人人    
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活動成果：：：：    
ㄧㄧㄧㄧ、、、、加加加加速速速速新生新生新生新生對對對對學校社團學校社團學校社團學校社團有基有基有基有基本的本的本的本的認認認認識識識識。。。。    
二二二二、、、、協協協協助各社團助各社團助各社團助各社團招募招募招募招募新社員新社員新社員新社員。。。。    
三三三三、、、、使使使使新生能藉由各社團新生能藉由各社團新生能藉由各社團新生能藉由各社團表演表演表演表演、、、、擺攤介紹擺攤介紹擺攤介紹擺攤介紹活動中活動中活動中活動中，，，，選擇選擇選擇選擇自自自自己所己所己所己所適合適合適合適合
的社團的社團的社團的社團。。。。    

 

104104104104 學年社團嘉年華學年社團嘉年華學年社團嘉年華學年社團嘉年華----特色活力秀特色活力秀特色活力秀特色活力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