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學年度第 2學期學務處生輔組 
 

「全校導師知能研習」成果報告 

  

  

日    期： 106 年 02月 13 日（星期一 ）~106年 02月 14日 09:00~17:00 

地    點： 中正教學大樓 11樓國際會議廳 

主    題： 身心動作探索 

主    席 : 校長 

參加對象： 導師 

參加人數： 177人(教職：177 人、男生：100 人、女生：77 人) 

活動成果：  

一、期望透過辦理專題演講-身心動作探索輔導知能研習會的課程，以建構身心適能根基於身心學理念的 

    身體觀，開發身體的覺察能力，學習傾聽身體的聲音。 

二、藉由身心動作教育，開發身心覺察， 找回老師與學生互動的動力。 

三、透過一場次之身心動作探索專題演講及教師自我照顧輔導知能工作坊 ，確實促進全校導師輔導創新 

    工作之推動。 

四、經全校導師與學務輔導主管之觀摩參訪，實際激發出學務工作之創新思維多元活潑的互動活動方 

    式，提高老師的滿意度與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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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導師期初會議」成果報告 

  

  

日    期： 106 年 02月 13 日（星期一）09:00~10:30  

地    點： 中正教學大樓 11樓國際會議廳 

主    題： 105-2 全校導師期初會議 

主    席 : 校長 

參加對象： 導師 

參加人數： 200人(教職：200 人、男生：120 人、女生：80 人) 

活動成果： 

一、邀請各主管與大家團拜，恭喜並祝我們今年招生滿滿。 

二、藉此機會介紹黃韶顏院長加入東南團隊，擔任觀餐休閒學院院長，期許未來觀餐學院更具宏觀發展。 
三、我們的學生雖然與公立學校學生比較有差距，學生的生活態度、學習的態度、工作的態度，我們學 

校強調的是八輔合一，生活照顧、課業的學習、證照的訓練、實務的專題、專業實務實習、課外活 
動、心靈諮商、職涯就業的輔導，當學生發生任何問題時，導師可以引薦適合的老師即時轉介輔導。 

四、導師工作的確很辛苦，上學期末巡堂紀錄亦請許加文執行秘書協助分析，請導師注意班風問題，班 
風會影響班上同學的到課率，學期末巡堂紀錄若班級位階低於 60%，請特別注意。 

五、一個班級對系、對學校的向心力非常重要，我覺得導師就是班級的精神領袖，向心力好，我相信學 
生會非常喜歡學校，進而同儕間也會幫忙招生。 

 

 



 

安全教育-學生宿舍複合型防災逃生演練 

  

  

日   期：106年 3月 8日 1530時 

地    點：宿舍大樓、龍鳳球場 

主    題：學生宿舍複合型防災逃生演練 

主    席：汪學務長以仁 

參加人員：850人(教職：11 人、男生：520 人、女生：319 人) 

活動成果：  

使住宿生對宿舍逃難通道有深刻認知： 

ㄧ、檢視學生宿舍逃生通道並導引學生實際演練，建立正確觀念。 

二、講解及實做逃生、救火正確動作，灌輸正確觀念。 

三、同學已能對宿舍逃生設施有正確認知。 

四、同學對滅火器的使用方法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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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研修生期初座談會 

  

  

日   期：106年 3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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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人(教職：40 人、男生：54 人、女生：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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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享用餐盒。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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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22 

地    點：經國圖書館 2樓演議廳 

主持人(帶 領 者)：汪學務長以仁 

參加對象/人數：師生共 103人(教師:男 6人，女 1人；學生:男 61人，女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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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交通法規有深刻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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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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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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106年 3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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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人(教職：4 人、男生：61 人、女生：40 人) 

活動成果：本次活動經董副校長及汪學務長指導與生輔組全體同仁召開協調會綿密策劃

與執行完成這次的九份、野柳東北角生態之旅，藉由參觀研習讓大陸同學有創新學習與

教育價值，促進多元文化的認識與讓同學們與師長更能熟悉彼此，建立彼此互信互愛、

氣氛融洽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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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教育宣導活動 

 

 

  

日期：2017 年 4 月 12 日至 4 月 28 日 

地點：炎黃樓 805 教室及校區 

主題：「知書達禮、遊桐趣」克漏字活動 

帶領者：學務長 

參加對象：395 人(教師：14 人、男生：267 人、女生：114 人) 

活動成果：  

一、辦理 105-2 學期品德教育活動，為提昇參與者之品德素養及對客家文化之認識，藉舉

辦「知書達禮、遊桐趣」之克漏字活動，使其耳濡目染，進而成為「有品好禮」之好

國民。 

二、本項克漏字活動設計「客家諺語篇」及「古語勵志篇」兩類，填寫內容以「勤學」、「行

善」、「立志」及「不畏難」等德目為中心，使參與者在填寫答案時，瞭解其句子之深

義。學生問卷回饋統計：「非常滿意 22.86％、滿意 67.62％，尚可 6.19％、不滿意 3.33

％」執行成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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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毒教育學習校外參訪活動 

  

  

日    期：106年 4月 25日 

地    點：桃園國際航空站 

主    題：反毒教育學習校外參訪活動 

主持人(帶 領 者)：軍訓室陸國良校安  

參加人員與人數：參加人數 30人(教師：2人；學生：男 15人，女 13人) 

 

活動成果：  

因應國際毒品氾濫嚴重，且多數由境外非法攜入，相關搭機對於攜帶毒品的罰則相當嚴

重，為提升本校學生對於登機時攜帶相關危禁品的法條規定，進而提升法律常識，特帶領本

校反毒社團及學生合計 30餘人赴桃園國際航空站參訪，也讓學生了解機場對於旅客攜帶違

禁品的查驗方式及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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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教育-校外賃居研習 

  

  

日    期：2017/5/3 

地    點：圖書館 2樓演議廳 

主    題：校外賃居生安全研習 

主持人(帶領者)：學務長 汪以仁 

參加對象/人數：92人(教師：男 6人；學生：男 80人，女 6人) 

具體成效：  

一、本次活動邀請深坑消防隊隊員江佩蓉警官蒞校實施專題講座課程「租屋消防安全應

注意事項」使校外賃居學生能瞭解租屋消防安全相關問題，強化學生租屋消防常識，

避免產生各項租屋危安事件發生。 

二、本次參加校外租屋學生共計 92 人，對研習內容表滿意以上者達 90%；校外租屋學生

對消防安全相關知識的提升及消防疏散路線有更進一步的瞭解。 

 

 



 

 

拒毒萌芽服務學習反毒宣導活動 

  

  

日    期：106年 5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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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訓室陸國良校安  

參加人員與人數：參加宣導國小學生約 150人(教職：1 人、男生：80 人、女生：70 人) 

活動成果： 
活動成果：  

為響應教育部推動紫錐花運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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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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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宿舍溫馨系列活動-粽香慶端午 

  

 

 

日   期：106年 5月 17日 1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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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學務長以仁 
參加人員：870人((教職：10 人、男生：520 人、女生：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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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權法治教育宣導活動 

 

 

 

 

日    期：2017/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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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人(教師:男 1人；學生:男 41人，女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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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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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錐花反毒宣導月活動 

  

  

日    期：106年 5月 19日 

地    點：炎黃樓數位演講廳 

主    題：紫錐花反毒講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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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人) 

活動成果： 
具體成效：  

本校邀請東方工商學務處陳慶璋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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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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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教育宣導活動 

  

 
 

日期：2017 年 5 月 24 日(星期三) 

地點：炎黃樓 805 教室 

主題：105-2 學期全人教育宣導活動 

帶領者：生活輔導組長 

參加對象：80 人(教職：5 人、男生：54 人、女生：21 人) 

為培養學生正確人生觀，本學期學務處生活輔導組，配合「全人教育」宣導活動，邀

請富邦人壽處雷正行經理，以「築夢踏實、實現自我」為題，融入自己奮鬥的人生故事，

鼓勵學生充實學能，激發自我旺盛的企圖心，使自己發光發熱，由於講述內容也印証胡適

先生所說：「要怎麼收穫，先那麼栽」及「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的名訓。因此進一步讓學

生認識到每一件事都是經過努力而得來的。凡事「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只要有所努力，

就會有所成果，唯有勤奮的人才能屹立不搖。由於講述內容淺顯易懂，深植人心，讓學生

收穫滿滿，經學生滿意度問卷統計，表示滿意以上者達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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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分系)導師會議 」成果報告 

  

  

日    期：106 年 5 月 15日- 106 年 5 月 19日 

地    點：各系會議室 

主    題：校園環境清潔維持，如何改善現況? 

主    席: 各系主任 

參加對象：各系導師 

參加人數：188人(教職：188 人、男生：120 人、女生：68 人) 
東南科技大學 101-2第 2次(分系)導師會議，會議中透過導師經驗分享: 
一、校園推廣 5S運動，教導學生具備整理、整頓、清掃、清潔素養的觀念。 
二、落實校園服務教育，讓學生體會服務教育對自己與環境的意義，於服務教育中學到 
    對校園環境與個人的益處，並以獎勵或表揚方式提高學生維護環境清潔之意願。 
三、爲帶動學生對於校園環境整潔之重視，共同為校園整潔貢獻心力，以提升及維持校 
    園整潔，有效提高校園生活品質，創造健康舒適的工作及學習環境，應由全校教職 
    員工生全體動員，由各單位主管督導，落實校園整潔工作，達成「事事有人做，人 
    人有事做」。 

 

 

 

 

 



 

紫錐花反毒宣導月活動 

  

  

日    期：106年 5月 25日 

地    點：和平樓前廣場 

主    題：紫錐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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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人(教職：7 人、男生：75 人、女生：38 人) 

活動成果： 
具體成效：  

活動期間於和平樓前宣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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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錐花運動的師生，藉由射飛鏢的比賽，

了解反毒的重要，表達對紫錐花運動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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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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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宿舍擴大會議暨室長會議 

  

  

日    期：106年 6月 8日 1530時 

地    點：中正 11樓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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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