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學年度第 1學期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研習成果報告 

 

新生始業輔導 

  

 

 

日    期：2018/9/12-14 
地    點：夢初體育館、龍鳳體育場及各場地 

主 持 人：李清吟校長 
參加人數：1140人(教師:男:19人、女 12人；學生:590人、女:539人) 
活動成果： 

一、採校務介紹、學系介紹、資料填寫、師生互動、健康檢查及入學測驗等方式

辦 

            理新生始業輔導，使學生在短時間內瞭解大學生活與具備自己規劃未來學習

目 

            標能力。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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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教育-校外賃居研習 

  

  

日    期：108/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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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人(教師：男 7人，女 3人；學生：男 67人，女 33人) 

具體成效：  

一、本次活動邀請崔媽媽基金會講師曹筱筠蒞校實施專題講座課程「租屋糾紛之解決」使

校外賃居學生能瞭解租屋糾紛發生時如何解決，強化學生租屋法律常識，避免各項租

屋糾紛事件發生。 

二、本次參加校外租屋學生共計 100人，對研習內容表滿意以上者達 93.7%；校外租屋學生

對租屋法律相關知識的提升及糾紛之解決有更進一步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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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法治教育宣導活動 
  

  

日    期：2019/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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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人(教師:男 2人；學生:男 71人，女 26人) 

具體成效:  

一、邀請新北市新店分局偵察隊偵察佐游斯凱擔任授課講師，藉由專題講座、影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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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維護、霸凌及犯罪預防等議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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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1%。 



 

 

 

 

 

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活動 

 

 

  

日    期：2019/10/16 

地    點：志平樓 8樓 805階梯教室 

主持人(帶 領者)：郭學務長明珍 

參加對象/人數：師生共 106人(教師:男 4人，女 1人；學生:男 86人，女 15人) 

具體成效: 

一、邀請新北市板橋區監理站廖素珍小姐擔任授課講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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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衛駕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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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同學能將所學與同儕、家人、親友分享，以維護個人自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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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教育宣導活動 

  

  

日期：2019 年 11 月 14 日(星期四) 

地點：炎黃樓八 0 五教室 

主題：媒體跨很大 

帶領者：學務長郭明珍 

參加對象：96 人(教職：3 人、男生：51 人、女生：42 人) 

本學期學務處生活輔導組，配合「全人教育」宣導活動，邀請三立電視節目主持人楊

月娥老師，以「媒體跨很大」為題，從自己十九歲跨入廣播圈，由發掘自己的興趣及特質

開始，將其優化成為在這領域的佼佼者。尤其在主持各性質不同的節目裡，學會了適應與

接受挑戰，譬如「政論節目屬於嗆辣、容易產生立場對立」、「健康節目為生存，需要置入

性行銷」、「財經節目要瞭解經濟脈動及理財投資」，所以人生就是一連串的挑戰和磨練，要

成長不可以退縮，而且要多觀察你身邊各式各樣的人，因為他們是上帝派來的天使，由他

們周遭的人、事、物，你可以學會到不一樣的事物，這些元素就是讓你具備踏出去的本領

累積和登上成功的梯子。本活動參加學生問卷統計表示「滿意」以上者達 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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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好態度「有品有愛」活動成果照 

  

  

日期：2019 年 10 月 18 日及 10 月 25 日(星期五) 

地點：八里左岸公園及大同育幼院 

主題：「有品有愛 1.2.3.4 動起來」活動 

帶領者：郭學務長明珍 

參與人數：103 人(教職：8 人、男生：64 人、女生：31 人 

本次「有品有愛 1.2.3.4 動起來」活動，激勵同學由「有品有愛」出發，從認識地球
生態環已遭人類無情破壞的觀點剖析，並透為「八里淨灘」及「大同育幼院」環境清潔
工作，讓同學盡己之力，發揮愛心，服務弱勢族群，培養積極向善、熱心公益的好態度，
進而砥礪「忠誠勤毅、好學樂群」德行 

    此活動讓同學充份認識自己賴以生存的地球只有一個，如果不愛惜它，任意摧殘它，
致使地球環境遭污染，整體之生態鏈遭破壞，導致生物滅絕及衍生致命性疾病，使人類
生存受到威脅，實際在也是真正的受害者。另外藉由「服務教育」育幼院打掃，使同學
由行動中培養「行善」、「樂善」的品行，懂得感恩，懂得回饋社會，使自己樂於助人，
成為「有品有愛」的社會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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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教育宣導活動 

  

  

日期：2019 年 09 月 27 日 

地點：志平樓 805 視聽教室 

主題：服務教育暨環教專題演講 

帶領者：生活輔導組組長 

參加對象：99 人(教職：3 人、男生：50 人、女生：46 人) 

活動成果：培養學生勤勞負責、互助合作良好服務美德，拓展學生服務學習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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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宣導活動 

  

  

日期：2019 年 10 月 18 日、12 月 03 日 

地點：志平樓 805 視聽教室 

主題：108-1 學生低碳校園環境教育專題演講暨翡翠水庫參訪活動 

帶領者：生活輔導組組長 

參加對象：180 人(教職：6 人、男生：119 人、女生：55 人) 

活動成果：提昇學生主動關懷環境事務，強化學生瞭解環境問題，體認環境倫理與責任，

內化學生主動參與環保，進而產生行動力。本案分別辦理環境教育專題演講及新北翡

翠水庫環教場域參訪活動各一場次。讓學生關懷低碳校園重要，並體認水庫蓄水功能

與了解水資源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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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生迎新餐會活動 

  

  

日   期：108年 10月 3日 12時 30分 

地    點：和平樓一樓交誼廳 

主    題：僑生迎新輔導餐會 

主    席：郭學務長明珍 

參加人員：100人 
活動成果：  

    本次餐會由學務長主持，透過餐會讓同學認識學務處各系的輔導教官、宿舍老師，

並介紹僑生在校生活上各項的協助事項與提供網路查閱平台，了解學生在學校適應的情

況，場面溫馨和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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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短期研修生期初座談會 

  

 

 

日   期：108年 10月 2日 15時 

地    點：經國圖書館演藝廳 

主    題：大陸研修生期初座談 

主    席：李校長清吟 

參加人員：109人(教職：15 人、男生：55 人、女生：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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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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導師輔導知能研習 

  

 
 

日    期： 2019 年  9月 4 日（星期三 ）15:00 ~17:30  
地    點：中正 11樓展演廳 
參加對象/人數：導師、系主管 150人(男:138人、女 12人) 
主      題:科學 PK 恐懼食安迷思 

講    師：黃瑞美副教授  

具體成效：  
為落實學校推動教導學生輔導~導師工作的重要，衷心期望導師能正確運用科學學理認識食品安

全的科學背景知識，本次研習辦理食安迷思的研習課程。以互動交流式進行專題演講，協助學校導師

認識食品營養的健康教育進而保養自己的身體。 

預期達到以下目標： 

1.涵養導師能正確面對日常生活健康的重要性。 

2.增進導師在輔導學生能關注自我身心靈健康發展。 

 

 

 



 

學生宿舍溫馨系列活動-迎新烤肉活動 

  

  

日   期：108.10.02 

地    點：學生宿舍(龍鳳樓)前大操場 

主    題：迎新烤肉活動 

主 持 人：李校長清吟 
參加人數：730人(教職:男 9人、女 6人；學生:男生 430人、女生 285人) 

活動成果：藉由迎新烤肉及摸彩活動，凝聚宿舍向心，溫暖出外學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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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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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宿舍溫馨系列活動-暖暖冬至迎聖誕 

  

  

日   期：108.12.11 

地    點：學生宿舍(龍鳳樓)前廣場 

主    題：暖暖冬至迎聖誕 

主 持 人：李校長清吟 
參加人數：623人(教職:男 7人、女 5人；學生:男生 385人、女生 226人) 

活動成果：藉由冬至吃湯圓及炒米粉、摸彩等活動，凝聚宿舍向心，溫暖出外 
          學子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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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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