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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始業輔導 

  

  

日    期：109/9/10-11 
地    點：夢初體育館、教室及各場地 

主 持 人：李清吟校長 
參加人數：919人(教師:男:19人、女 12人；學生:男 578人、女:310人) 
活動成果： 

一、本次活動為 109 學年度新生〈含轉學生〉始業式輔導，活動區分 9 月 10 日輔導幹部 

    研習、9 月 11 日當日典禮活動。所有新生參加計 800 餘人參加，當日有典禮、英文 

    前測及學系運用、校園巡禮等，活動於下午 5 點圓滿結束。。 

二、學生問卷回饋統計：「非常滿意 46％、滿意 45％，尚可 9％、不滿意 0%」執行成效 

良好。 



 

防災教育-國家防災日宿舍防災演練 

  

  

日    期：109/9/23 

地    點：第一、二宿舍及司令台  

主    題：109年度國家防災日複合式宿舍防災演練  

主持人(帶領者)：生輔組長 董德成 

參加對象/人數：621人(教師：男 14人，女 7人；學生：男 345人，女 255人) 

活動成果：  

一、本次活動邀請深坑消防分隊實施「國家防災日複合式宿舍防災演練」共實施五個項

目分別為消防器材使用、防溺水宣導、CPR研習、消防灑水及住宅警報器操作，使學

生能瞭解災害發生時如何解決，實施防災疏散演練，避免災害發生時處理及應變。 

二、本次參加學生共計 600人，對演練內容表滿意以上者達 86.7%；使學生在災害發生時

如何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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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教育系列活動-「賃居有品，安全無國界」校外賃居研習 

  

  

日    期：109/12/1 

地    點：圖書館 1樓演藝廳 

主    題：品德教育系列活動-「賃居有品，安全無國界」校外賃居學生安全研習 

主持人(帶領者)：生輔組長 董德成 

參加對象/人數：人(教師：男 3人，女 2人；學生：男 50人，女 50人) 

具體成效：  

一、本次活動配合品德教育辦理「賃居有品，安全無國界」校外賃居學生安全研習，邀請

崔媽媽基金會講師曹筱芸蒞校針對 109.9.1 上路的「新版定型化契約」做介紹，使

校外賃居學生能瞭解租屋契約簽訂之常識，強化學生觀念，避免賃居糾紛與安全事

件發生。 

二、本次參加校外租屋學生共 100人參加，對研習內容表滿意以上者達 99.9%；使校外租

屋學生對租屋契約與安全相關知識的提升有更進一步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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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教育活動成果照片 

  

  

日期：109 年 12 月 22 日 

地點：志平樓 805 教室 

主題：「求生、求知、求學」 

帶領者：生活輔導組董德成 

參與人數(次)：67 人(教職：5 人、男生：27 人、女生：35 人) 

本次活動邀請通識教育中心黃佳模老師，針對「求生、求知、求學」為題，啟發學
生應多元學習，講座透過人類生活方式的演變，鼓勵學生透過自己較優勢的智能去開發，
再去做其他面向的開發，本活動學生問卷回饋表示「滿意者以上者達 9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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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教育活動成果照片 

  

  

活動成果 

日期：109 年 11 月 10 日 

地點：志平樓 805 教室 

主題：有品友善講座 

帶領者：生活輔導組董德成組長 

參與人數(次)：104 人(教職：5 人、男生：45 人、女生：54 人) 

本次活動藉由「讓出門玩得不一樣-生態工作假期」講座，首先由深度之生態教育，
讓學生透過「體驗反思」，認知環境維護工作，讓大自然生生不息，不僅可以使人類能健
康在活在地球，更能發展多元之休閒旅遊活動。此次活動讓同學深刻海洋環境已因暖化及
污染遭人類破壞，造成氣候極端變化，引發極地暖化及颱風成災，對人類的生活威脅甚鉅。
因此要讓同學認識到生物之間緊密相存，和環境之相互關聯是「休戚與共」，所以人類除
了要更珍惜地球，就一定要由環保教育著手，要由最簡單的淨灘力行，垃圾分類才能成就
愛護地球之使命。本活動學生問卷回饋表示「滿意者以上者達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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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活動成果照片 

 
 

  

活動成果 

日期：109 年 11 月 6 日及 109 年 11 月 10 日 

地點：天溪園生態教育中心及志平樓 805 教室 

主題：「森森不息、好品好行」活動 

帶領者：生活輔導組董德成組長 

參與人數(次)：151 人(教職：15 人、男生：79 人、女生：57 人) 

本次活動透過參訪「天溪園生態園區」及辦理「生態講座」活動，協助學生自我激
勵及成長，由「體驗反思」作起，將自己份內之事物作好，對自己作學生的角色負責，
進而成為有品德、富教養、重感恩、懂法治、知廉潔、尊人權、愛自然之現代公民。此
次生態園區多媒體影片的觀賞，讓同學認識到生物、植物的多樣性，各物種間彼此相互
關聯「休戚與共」，尤其是人類所製造的污染及濫墾是環境的殺手之一，而且是禍及子孫，
得不償失的錯誤行為。因為今日的美好生態，若不好好的維繫，將來就會造成土石流的
災難。本活動學生問卷回饋表示「滿意者以上者達 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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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法治教育宣導活動 
  

  

日    期：109/12/10 

地    點：志平樓八樓 805視聽教室 

主持人(帶領者)：郭學務長明珍 

參加對象/人數：師生共 74人(教師:男 3人；學生:男 40人，女 31人) 

具體成效:  

一、邀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陳思荔檢察官擔任授課講師，藉由專題講座、影片(案

例)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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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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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7%。 



 

 

 

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活動 
  

  

日    期：109/10/15 

地    點：志平樓八樓 805視聽教室 

主持人(帶 領者)：郭學務長明珍 

參加對象/人數：師生共 107人(教師:男 4人，女 1人；學生:男 92人，女 10人) 

具體成效: 

一、邀請『飛凌國際』交通安全駕駛講師廖建棋擔任授課講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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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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宣導活動 

  

  

日期：109 年 9 月 30 日、12 月 16 日 

地點：志平樓 805 視聽教室、翡翠水庫 

主題：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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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人(教職：13 人、男生：100 人、女生：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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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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宿舍擴大會議暨室長會議 

  

  

日    期：109/11/4     

地    點：圖書館演議廳 
主    題：學生宿舍 109-1學期擴大會議暨室長會議 

主 持 人：郭學務長明珍 

參加人數：227人(教職:男 4人、女 1人、學生:男生 138人、女生 84人) 

活動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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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舍長林義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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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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幹部校外參訪活動 

  

  

日    期：109/11/18 

地    點：台北市消防局內湖防災科學教育館 

主    題：宿舍幹部災防知能參訪活動 

主 持 人：舍監老師元政 

參加人數：45人(教職:男 1人、女 1人;學生:男生 28人、女生 15人) 

活動成果:爲強化宿舍幹部對於災害應變處置能力及推廣防災教育宣導，藉由前往內湖

防災科學教育館參訪的機會，了解火災地震逃生應變作為，以增進學生判斷

及預防災害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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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宿舍溫馨系列活動-迎新烤肉活動 

  

  

日   期：109.10.07 

地    點：鋼構停車場 

主    題：迎新烤肉活動 
主 持 人：郭學務長明珍 

參加人數：600人(教職:男 7人、女 4人；學生:男生 350人、女生 2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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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2.16 

地    點：學生宿舍(龍鳳樓)前廣場 

主    題：冬至聖誕 

主 持 人：郭學務長明珍 

參加人數：800人(教職:男 7人、女 5人；學生:男生 480人、女生 320人) 

活動成果：藉由冬至吃湯圓及炒米粉等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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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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導師輔導知能研習     

  

 
 

日    期： 109 年 9月 2 日（星期三 ） ~10 : 00 ~ 109 年 9月 3 日（星期四 ）17 :00 

地    點：中正教學大樓 11樓國際展演廳、大板根森林溫泉酒店 

主    題：109學年度第 1次全校導師輔導知能研習 

主     席:校長 

參加對象：全校導師.系院主管.一級主管 

參加人數：150人(男:129人女:21人) 

活動成果： 
    學務工作與學生輔導是一條艱辛與漫長之路，執行成效並非短時間內能立竿見影。而在少子
化的趨勢下，學務輔導工作日形繁瑣複雜，學務工作人員需要更多的耐心與堅持，也因學務工作
成效非能短時間顯現成效，故學務工作需要長期的永續經營，然永續之經營更需創新工作來延續
其必要性。 
預期效益: 
 (一)透過一場次之禪繞畫輔導知能工作坊研習，聽著心的聲音，帶著畫筆讓我們在紙上自由的揮 
     灑，讓簡單的線條帶來平靜與美好。 
 (二)藉由分組討論，研討導師輔導學生各項技巧以及學務人員協助處理的經驗，期能相互激盪與 
     觀摩，促進教學相長，提升輔導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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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導師期初會議   

 
 

 
 

日    期： 109 年 9月 2 日（星期三 ） 9 : 00 ~10 :00 

地    點：中正教學大樓 11樓國際展演廳 

主    題：109學年度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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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第 1學期即將展開，今天是我們導師知能研習 2天 1夜，在學校和三峽大

板根進行活動，感謝所有同仁帶領學生，新的一年，有些老師將接新的班級，學校在輔導學生的

過程，一個口碑一個事件將會使學生流失，特別拜託所有的導師，導師擔任輔導的工作，除了導

師自己的輔導之外還有輔導的分配，我們學校是推動八輔合一，導師的角色是什麼?這些都是需

要導師的幫忙，希望透過此次研習活動能夠做改變的，有一些很好的經驗，大家提出來做經驗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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