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學年度第 2學期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成果報告 
 

全校導師輔導知能研習 

  

  

日    期： 2019 年  2月 21 日（星期四 ）-2019 年  2月 22 日（星期五 ）8:00 ~17:00  
地    點：中正 11樓展演廳.宜蘭香格里拉休閒農場 
主    題：大學之班級經營與師生溝通 
主    席 :校長 
參加對象/人數：導師、系主管 150人(男:138人、女 12人) 
具體成效：協助教學與班級經營的好幫手： 

 班長：總掌櫃&其他雜務 
 設備：電腦/電源/設備之開與關 
 總務：除了錢還是錢 
 加分長：正增強制度化 
 下課長：掌控時間&營造課間氛圍(音樂長) 
 尷尬長：緩和氣氛之緩衝器(buffer) 
 小組長：小組活動或是班級討論    
 文字記錄：突發奇想火花結晶/避免重複 
 美工繪影：留下班級片刻(段)寫實記憶 
 御林軍：留下班級一學期之留念回憶 

現代的九德之師:眼德之師(正視 vs.斜視)耳德之師(洗耳傾聽→)口德之師(出口成“彰”→)
鼻德之師(鼻形顯現→)手德之師(一指五指→)足德之師(後踢 vs.前踢→)真德之師(知識真理
→)善德之師(自善人善→)美德之師(分享欣賞→)力德之師(力道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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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導師期初會議 

  

  

日    期： 2019 年  2月 21 日（星期四 ）9:00 ~10:00  

地    點：中正 11樓展演廳 

主    題：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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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人(男:138人、女 12人) 

具體成效： 

依學校規定新生轉學潮應該是在一下辦理；拜託所有的導師尤其是新生班導師，全國私立科 

大 70幾所，我們目前修退轉的比例是全國的前 10名，我們很辛苦的去招生；又輕易的讓學生流失，

招生的辛苦會因為修退轉而不見，希望修退轉這個部分一定要降到最低。 

  

 

 

 

 



 

人權法治教育宣導活動 

  

  

日    期：2019/05/22 

地    點：經國圖書館一樓演議廳 

主持人(帶領者)：郭學務長明珍 

參加對象/人數：師生共 96人(教師:男 2人；學生:男 73人，女 21人) 

具體成效:  

一、邀請台灣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擔任授課講師，藉由專題講座、經驗分享、案

例說明與問題解答等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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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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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活動 

  

  

日    期：2019/03/20 

地    點：志平樓 8樓演講廳 

主持人(帶 領者)：郭學務長明珍 

參加對象/人數：師生共 103人(教師:男 4人，女 1人；學生:男 81人，女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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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況狀處置有深刻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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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品行善」勵志活動成果照 

  

  

日期：2019 年 3 月 27 日至 5 月 22 日 

地點：本校校區及深坑國小 

主題：品德教育-「有品行善」勵志活動 

帶領者：學務長及生活輔導組組長 

參加對象：272 人(教職：13 人、男生：207 人、女生：52 人) 

活動成果： 

為發展融入品德教育，邀請深坑國小學生參與，配合「日行一善」模式，使學生由日常生

活及學習中砥礪向學，鼓勵學生力行「忠誠勤毅」及「健康、尊重、關懷、責任、創

新」德目，在活動期間內作好 16 件符合中心德目之事蹟，期能透過生活習慣的養成，

由外而內化為學生的人格特質，以提昇學生品德素養。本次活動學生問卷統計情形，

表示「非常滿意」者佔 38.6%、「滿意」者佔 51.6%、「尚可」者佔 9.8%，活動成效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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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教育-校外賃居研習 

  

  

日    期：108/5/20 

地    點：志平樓 805教室 

主    題：校外賃居生安全研習 

主持人(帶領者)：生輔組長 董德成 

參加對象/人數：85人(教師：男 6人，女 1人；學生：男 50人，女 28人) 

具體成效：  

一、本次活動邀請深坑消防分隊隊員陳宏賓蒞校實施專題講座課程「賃居處所之消防安

全宣導」使校外賃居學生能瞭解租屋消防安全應注意之事項，強化學生租屋安全觀

念，避免各項租屋意外災害事件發生。 

二、本次參加校外租屋學生共計 85 人，對研習內容表滿意以上者達 90.6%；校外租屋學

生對租屋防災安全相關知識均有更進一步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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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教育宣導活動 

  

  

日期：2019 年 5 月 23 日(星期四) 

地點：炎黃樓八 0 五教室 

主題：自我發光—探索無與倫比的世界 

帶領者：生活輔導組長 

參加對象：87 人(教職：6 人、男生：69 人、女生：12 人) 

本學期學務處生活輔導組，配合「全人教育」宣導活動，邀請夢想者聯盟胡佳宇老師，

以「自我發光-探索無與倫比的世界」為題，講述自己罹患家族遺傳的先天性視網膜色素病

變，在青少年時期雙眼視力便會逐漸惡化直到失明，所以雖然對人生仍充滿著所多理想，但

高二那年確徹底粉碎，因此曾經放棄自己、怨恨自己，抱持消極的人生，惶惶終日。 

惟經過三月沉澱，察覺時間的流逝與自已處在原點的徬惶，漸漸感覺意志消沉比自己失去視

力甚至生命更可怕的事情。所以加入「夢想者聯盟」時，學習舞蹈，展現自己的肢體語言，

並在身心障礙者全國才藝大賽獲得「肢體組」冠軍。學生問卷統計表示「滿意」以上者達

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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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短期研修生校外參訪活動 

  

  

日   期：108年 4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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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人(教職：7 人、男生：29 人、女生：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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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3月 20日 14時 
地    點：炎黃樓 B棟 805教室 

主    題：大陸研修生期初座談 

主    席：李校長清吟 

參加人員：82人(教職：25 人、男生：29 人、女生：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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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5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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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校長清吟 
參加人員：850人(教職：40 人、男生：420 人、女生：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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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5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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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學務長明珍 

參加人員：120人(教職：5 人、男生：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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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長張家瑜主持會議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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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108年 6月 4日 

地    點：中正樓一樓廣場 

主    題：反毒射飛鏢創意競賽活動 

主持人(帶 領 者)：學務處郭學務長  

參加人員與人數：全校同學約 80人(教職：7 人、男生：52 人、女生：21 人) 

具體成效：  

活動期間於中正樓 1樓宣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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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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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毒宣導月活動 

 
 

  

日    期：108年 6月 19日 

地    點：四維樓旁廣場 

主    題：校園反毒打卡抽抽樂創意活動 

主持人(帶 領 者)：學務處郭學務長  

參加人員與人數：全校同學約 95人(教職：8 人、男生：42 人、女生：45 人) 

具體成效：  

活動期間由春暉反毒運動社及學務處所有教職員中午於四維樓旁搭設打卡抽抽樂活

活動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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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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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毒宣導月活動 

  

  

日    期：108年 6月 13日 

地    點：台灣高等法院 

主    題：反毒宣導月校外參訪活動 

主持人(帶 領 者)：生輔組陸國良校安  

參加人員與人數：全校同學約 36人(教職：1 人、男生：33 人、女生：2 人) 

具體成效：  

本校規劃於反毒宣導月參訪台灣高等法院，並由法院的解說人員說明吸食毒品對於

法律的刑責問題，並期勉同學不可吸食毒品，否則大好人生將變成一片黑白，藉由本次

參訪活動進而深化本校學生反毒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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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毒萌芽服務學習反毒宣導活動 

  

 
 

日    期：108年 5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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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宣導學生約 120人(教職：10 人、男生：64 人、女生：46 人) 

活動成果：  

為響應教育部推動校園運動，東南科技大學「春暉反毒運動社」於 5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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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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毒教育學習校外參訪活動 

  

  

日    期：108年 5月 29日 

地    點：桃園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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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人(教職：1 人、男生：33 人、女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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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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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