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德教育活動成果照片 

  

  

日期：109 年 4 月 30 日(星期四) 

地點：志平樓 805 教室 

主題：小時了了、大而無當 

帶領者：生活輔導組董德成組長 

參與人數：80 人(教職：5 人、男生：46 人、女生：29 人 

本次品德教育活動由社會缺乏公德心及充斥言語暴力現象出發，反映公德心的培養
應從生活起居的小地方作起，否則長大後就會形乖張的行為，而且凡事只要自高興就好，
不管對他人的感受，若有不如意的時候，甚至會有攻擊別人的舉動。所以品德操守的培
養雖是不容易，但只要透過校園生活教育及學習引導，讓同學建構正確的人格，成為守
法有的社會公民應該也可水到渠成。本活動學生問卷回饋表示：「滿意度以上者達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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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教育活動成果照片 

  

  

日期：109 年 6 月 2 日(星期二) 

地點：志平樓 805 教室 

主題：克服心中的敵人 

帶領者：生活輔導組長長 

參與人數：76 人(教職：6 人、男生：48 人、女生：22 人 

本學期「全人教育」活動，邀請教育部勵志心理課程江偉君講師，以「克服心中的
敵人」為題，講述自己青春年華時，因車禍造成腿部癱瘓，影響自己人生方向。她曾迷
失驚慌一時，不知如何面對自己的將來，但在思索自己將來要作什麼，要克服那些困難，
就要設法解決克服，所以自己雖然不良於行，但是仍能開車，而且因為工作拜訪客戶的
關係，也遠渡重洋到過三十多個國家。尤其江老師勉勵學生，她雖然求職過程也投過上
千份履歷，遇過不少挫折，但是只要有公司用錄取，她就要全力以赴作好所有工作，因
為絕對不可屈服自己心中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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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法治教育宣導活動 

 

 

 

 

日    期：2020/05/14 

地    點：志平樓 805教室 

主持人(帶領者)：郭學務長明珍 

參加對象/人數：師生共 75人(教師:男 2人；學生:男 51人，女 22人) 

具體成效:  

一、邀請宜蘭縣軍訓督導張文賢上校擔任授課講師藉由專題講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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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者並對有關反毒、反性侵(騷擾)、校園網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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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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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活動 

 

 

 

 

日    期：2020/03/25 

地    點：經國圖書館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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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人(教師:男 3人，女 1人；學生:男 86人，女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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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衛)駕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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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防衛意

識，以降低交通事故發生率，另於事故發生時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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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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毒宣導月反毒射飛鏢活動 

  

  

日    期：109/6/9 

地    點：和平樓前廣場 

主    題：反毒宣導月反毒射飛鏢活動 

主持人(帶領者)：學務長、生輔組長 

參加對象/人數：324人(教師：男 18人，女 6人；學生：男 180人，女 120人) 

具體成效：  

本次活動為反毒射飛鏢活動，由學務長、生輔組長主持，學生報名踴躍，射飛鏢活動 

前要說出通關密語「毒品零容忍」，活動射飛鏢前三名有獎金，藉由活動使學生知悉「珍 

愛生命拒絕毒品」，使學校為友善無毒校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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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毒宣導月晨間反毒宣導暨反毒誓師大合照活動 

  

  

日    期：109/6/8 

地    點：校區 

主    題：反毒宣導月晨間反毒宣導暨反毒誓師大合照活動 

主持人(帶領者)：校長 

參加對象/人數：863人(教師：男 15人，女 8人；學生：男 380人，女 460人) 

具體成效：  

本次活動為晨間反毒宣導暨反毒誓師大合照，利用晨間上學時間在和平樓前廣場、T字 

路口、中正樓、大明樓向師生問安並利用時間大聲說出「珍愛生命拒絕毒品」，並於 T 

字路口邀請校長、學務長及學務處師長實施反毒誓師大合照，藉由活動堅決反對毒品 

進入校園，並在各大樓電梯間及廁所等張貼「拒毒八招」使學校為友善無毒校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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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毒宣導月反毒講演活動 

  

  

日    期：109/6/1 

地    點：志平樓 805教室 

主    題：反毒宣導月反毒講演活動 

主持人(帶領者)：生輔組長 

參加對象/人數：34人(教師：男 3人，女 3人；學生：男 16人，女 12人) 

具體成效：  

本次活動為反毒講演，主題為毒品沒那麼簡單，邀請新店戒治所講師顏蔚吟心理師蒞 

校講演，講述毒品的危害性，吸一口毒要靠一輩子戒，提醒同學要珍愛生命拒絕毒品 

學生專心聆聽，藉由活動使學校為友善無毒校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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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毒宣導月反毒闖關暨洞洞樂抽獎活動 

  

  

日    期：109/6/3 

地    點：和平樓前廣場 

主    題：反毒宣導月反毒闖關暨洞洞樂抽獎活動 

主持人(帶領者)：學務長 

參加對象/人數：268人(教師：男 15人，女 3人；學生：男 120人，女 130人) 

具體成效：  

本次活動為反毒闖關暨洞洞樂抽獎活動，學生參加踴躍，有反毒打卡、反毒九宮格、 

洞洞樂抽獎及反毒桌遊等遊戲，參加者完成闖關活動即可參加洞洞樂抽獎前三名有獎 

金，藉由遊戲方式將毒品的壞處使學生知悉，珍愛生命拒絕毒品，使學校為友善無毒 

校園環境。 

 

 

 

 

 

108學年度第 2學期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成果報告 



 

加強導師反毒知能研習 

  

  

日    期：109/7/1 

地    點：中正樓 11樓展演廳 

主    題：加強導師反毒知能研習－反毒教戰手冊 

主持人(帶領者)：校   長 

參加對象/人數：162人(主管：6人，學務人員 31人；教師 125人) 

具體成效：  

本次活動邀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觀護人室田永琴觀護人蒞校講演，主題：「反毒教戰 

手冊」，鑒於新興毒品多樣及變化，為使學生能「珍愛生命，拒絕毒品」，強化學生藥 

物濫用防制知識，提升教師反毒知能，認識常用毒品及其如何使用，以防制毒品流入 

校園，建立友善無毒校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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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教育-校外賃居研習 

  

  

日    期：109/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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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師：男 8人，女 2人；學生：男 28人，女 16人) 

具體成效：  

一、本次活動原邀請深坑消防隊蒞校實施專題講座，由於疫情關係新北市政府下令停止

大型集會活動，故課程由本校賃居承辦人就「校外租屋安全 6+1 項」進行宣導，使

校外賃居學生能瞭解租屋安全常識，強化學生租屋安全觀念，避免賃居安全事件發

生。 

二、本次參加校外租屋學生採梅花座共 44 人參加，對研習內容表滿意以上者達 95.3%；

校外租屋學生對租屋安全相關知識的提升有更進一步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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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防災演練 

  

  

日    期：109/3/18 

地    點：鳥籠體育場 

主    題：宿舍防災演練 

主持人(帶領者)：生輔組長 董德成 

參加對象/人數：614人(教師：男 13人，女 1人；學生：男 320人，女 280人) 

具體成效：  

本次活動邀請深坑消防分隊蒞校實施宿舍防災演練，於學生宿舍及操場辦理，以預警 

方式發布狀況，實施地震、火災及相關逃生技巧之講授及相關防疫措施說明，以加深 

同學災害應變能力及自我保健防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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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教育研習活動 

 

 

  

日    期：2020年 04月 29日(星期三) 

地    點：志平樓八樓(805視聽教室) 

主    題：108-2學年度服務教育研習活動 

主 持 人：郭明珍學務長 

參加對象：師生共 79人(教師:男 3人；學生:男 40人，女 36人) 

具體成效:   

    依東南科技大學服務教育課程施行辦法，培養學生為負責、勤勞、服務與互助合作

之美德。故每學期會辦一場服務教育專題演講活動，進而培養學生勤勞負責、互助合作

良好服務美德，提升學生服務品質態度，拓展服務學習知能，強化學生對環境與低碳校

園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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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宣導活動 

 

 

  

日    期：2020年 04月 27日(星期一)、04月 30日(星期四) 

地    點：志平樓八樓(805視聽教室)、宜蘭羅東林場 

主    題：108-2學年低碳校園環境教育研習暨羅東林場濕地生態參訪 

主 持 人：郭明珍學務長 

參加對象：師生共 162人(教師:男 4人；學生:男 149人，女 9人) 

具體成效:  

第一場: 

    邀請專家演講，透過演講傳達環保意思與資源重要，引導學生關懷環境議題與實踐。 

第二場: 

    藉參訪與體驗環境教育場域，了解台灣林業歷史文化與發展，內容含森活館、竹林

車站、森產管、森趣館及竹炭館等。進而提升學生主動關心環境事務，內化於心，促使

餐與環保志工，產生環保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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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導師期初會議 

  

  

日    期： 109 年 2月 19 日（星期三 ） 8 : 50 ~10 :00 

地    點：中正教學大樓 11樓國際展演廳 

主    題：108學年度第 2次全校導師期初會議 

主     席:校長 

參加對象：全校導師.系院主管.一級主管 

參加人數：190人(男:139人女:51人) 

活動成果：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原訂 2天一夜導師輔導知能研習延期至暑假後實施；下週

(二)2/25開學，疫情可能影響各行業的家長經濟，拜託導師開學前務必電話聯繫家長；叮嚀

學生務必回到學校讀書，代表學校對學生家庭的關心。 

 

 

 

 

108學年度第 2學期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成果報告 



 

全校導師分系會議 

  

  

日    期： 109 年 3月 18 日（星期三 ） 12 : 30 ~13 :00 

地    點：經國圖書館 1樓演藝廳 

主    題：108學年度第 2次全校導師分系會議 

主     席:校長 

參加對象：全校導師.系院主管.一級主管 

參加人數：155人(男:104人女:51人) 

活動成果：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應變計畫，召集全校導師共同召開分系導師會議，議程中針對

疫情影響學生家庭經濟影響學生註冊率；共同討論因應協助學生方案，協助學生就學、救濟

相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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