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毒校園情境宣導活動 

 

  

  

日    期：111/1/1-6/30 

地    點：校園各區域(校門口、自強樓、中正樓、大明樓、龍鳳樓等) 

主    題：校園情境佈置(反毒宣導) 

主持人(帶領者)：生輔組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承辦人 丁承森 

參加對象/人數：380人(教師：男 16人，女 8人；學生：男 216人，女 140人) 

具體成效：  

因疫情關係，反毒宣導月活動順延，本學期反毒宣導活動，藉由校園情境佈置，運用布 

條、海報、標語等文宣品方式，使同學知悉毒品的危害進而能珍愛生命拒絕毒品、將持 

續推動校園反毒宣導，共創友善純淨無毒校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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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防災演練 

  

  

日    期：111/3/16 

地    點：司令台 

主    題：宿舍防災演練 

主持人(帶領者)：學務長 郭明珍 

參加對象/人數：483人(教師：男 12人，女 1人；學生：男 240人，女 2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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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動以校內住宿生為演練宣導 

對象，邀請深坑消防分隊，利用授課講解等方式，教導學生必備之防疫及災防基本知識， 

使同學能在遇到災害發生時，能依照防災演練時的教導演練應變，保護自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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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法治教育宣導活動 

  

  

日    期：110/05/13 

地    點：志平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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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人(教師：男 3人、女 1人；學生：男 54人、女 23人) 

具體成效： 

一、邀請法務部調查局洪祿淵調查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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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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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活動 

  

  

日    期：110/03/18 

地    點：志平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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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人(教師：男 4人、女 1人；學生：男 63人、女 22人) 

具體成效： 

一、邀請新北市交通局陳幸忠老師擔任授課講師藉由課程講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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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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教育研習活動 

  

 
 

日    期：110年 04月 21日(星期三) 

地    點：志平樓八樓(805視聽教室) 

主    題：10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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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人(教師:男 15人；學生:男 73人，女 21人) 

具體成效:   

    依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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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每學期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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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 04月 19日(星期三) 

地    點：志平樓八樓(805視聽教室) 

主    題：109-2學年低碳校園環境教育研習 

主 持 人：董德成組長 

參加對象：師生共 116人(教師:11人；學生:男 101人，女 4人) 

具體成效:  

一、於服務教育課程融入低碳地環保教育，強化學生對環境與低碳校園認知。 

二、邀請本校環安中心組長金萱老師實施講座，並透過演講傳達環保意識與資源重要，

引導學生關懷環境議題與實踐。 

三、在問答互動中，同學積極踴躍主動回答，教學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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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宿舍溫馨系列活動-粽香慶端午 

  

  

日   期：110年 6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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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學務長明珍 
參加人員：787人(教職：10 人、男生：530 人、女生：247 人) 

活動成果： 
藉端午佳節前夕辦理「粽香慶端午」活動，因疫情原因採分送粽子至各寢室，凝聚
師生向心力，活動中讓學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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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 4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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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長黃湘雯主持會議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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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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導師期初會議 

  

 
 

日    期： 110 年 2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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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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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人員 

參加人數：175人(男:125人女:50人) 

活動成果：109學年度第 2學期學務處對於本校弱勢學生的補助計畫配對基金，希望可以做到幫助弱

勢學生也順便幫助一般學生去參加國外的設計比賽，如果團隊中有一位弱勢學生就可以送件去國外參

賽，這部分特別請系主任與導師協助。106年開始教育部也有 3000元與 6000元的生活助學金機制，

學校應該要修訂相關規則，所有弱勢學生只要符合條件，請學務處檢視生活助學金的辦法，達到幫助

弱勢學生的成效。學務處課指組辦理的畢業生座談會，常常學生在就學時對某些老師教學或對學校有

不滿的地方會隱忍，等畢業後出了社會才會反撲回來，這樣對學校傷害性會更大。所以希望導師能多

多安撫學生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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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導師輔導知能研習 

  

  

日    期： 110 年 2月 17 日（星期三 ） ~10 : 00 ~12 :00 

地    點：中正教學大樓 11樓國際展演廳 

主    題：109-2全校導師輔導知能研習-談正向輔導與管教-愛與理解 

講    師: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人力發展中心洪啟昌主任 

參加對象：全校導師.系院主管.一級主管 

參加人數：140人(男:105人女:35人) 

活動成果：強化教師教學專業成長，透過講座活動，促進導師互相分享經驗，提升教師知能並促進學 

          生學習成效，協助學校導師團隊塑造輔導的學習環境。 

          藉由綜合討論暨經驗交流討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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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人力發展中心洪啟昌主任談正向輔導與管教-愛與理解的課程大綱， 

          教育孩子之前須先教育自己、我們真的理解孩子嗎?具專業與理性嗎?輔導與管教的關鍵力 

          量是理解性的溝通。全校師長對於此次專題演講感到滿意達 91%、對於本次研習內容符合 

          期待達 91%、對於未來提升輔導工作進行的方法有幫助達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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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導師分系會議 

日    期：110 年 4 月 12日- 2021 年 4 月 16日 
地    點：各系會議室 
主    題：如何讓學生放下手機，專心上課? 
主    席: 各系主任 
參加對象/人數：各系導師 143人(男:8人、女 61人) 
具體成效：  
東南科技大學 109-2分系導師會議，會議中透過導師經驗分享: 

1.耐心提醒同學，上課不要玩手機。 

2.教室設置手機專櫃，鼓勵學生將手機放置櫃中，也以此為加分項多多鼓勵，幫助學生暫時 

  脫離手機的控管。 

3.上課前先告知，如果上課玩手機，手機將會被保管至下課，但是要切實執行。 

4.課程中多利用手機執行教學，減少學生利用手機玩遊戲的機會。 

5.盡量規勸學生不要玩手機，以示尊重。。 

6.如困規勸無效，則設法找些消耗手機電量的資料與題目，讓他們去做，藉此引導學生轉移 

  至個人電腦上執行，進而潛移默化，以改善上課用手機的習慣。 

7.於積極面老師應該盡量讓課程變得有趣生動，吸引學生之注意力，學生自然會放下手機聽 

  老師說話。消極面則是在每個教室設立”養機場”，透過規定，讓學生於上課前，先繳交 

  手機。(電二乙王彥傑老師) 

8.學生對動手做的課幾乎還是會放下手機，但是課堂的正課就很難很難，尤其大家都習慣 

  溜到後面坐，很難管。 (電三甲陳金龍老師) 

9.現在的學生也不像以前的學生這麼聽話，糾正他們會乖乖的做，現在的學生還會很計較嗆 

  老師和不糾正其他同學，因此要培養自己的忍耐能力及糾正技巧，免得血壓變得很高。 (電 

  三甲陳金龍老師) 

10.學生學習不好，成績正常評定不及格時，可以確實執行讓學生重修，這樣他們無法投機取 

   巧，自己要對自己負責才是根本之道，現在學生一直玩手機由於他有持無恐，老師不會當 

   我造成玩手機氾濫。 (電四甲鄭輔仁老師) 

11.了解學生使用手機的目的，若是跟上課有關的(如查資料)，給予肯定。若是非上課用途， 

   可了解為何會只想玩手機。有在聽課，可進一步了解，給予機會，避免直接否定。 

12.張志祥老師：上課內容增加豐富度吸引學生，用趣味的內容讓學生將注意力從手機上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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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優良導師遴選 

日    期： 110/ 07/19 

地    點：Teams視訊會議 

主    席 : 郭明珍學務長 

參加對象/人數: 導師共 132人(男:99人、女 33人) 

具體成效: 

依據「優良導師考評實施要點」修正後實施獎勵項目及名額： 

一、特殊優良班導師獎共 3名，由全校積分排名前 3名導師，獲頒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彈性薪資獎 

    勵。 

二、優良班導師獎若干名，每名獎勵新台幣伍仟元至捌仟元。 

三、特殊貢獻導師獎若干名，各系推薦特殊貢獻導師之名單，經考評小組審核 第 1-5 名頒發獎 

    金每名新台幣伍仟元。前項三款得獎導師不得重複。得獎班級導師 23名依「優良導師考評 

    實施要點」發給獎金、獎狀乙幀，於 110學年度第 1學期全校導師期初會議公開表揚進行頒 

    獎。  

 

 

 

 

 

 

 

 

 

 

 

 

 

 

 

 

 

 

 

 

 



  

全人教育活動成果 

 
 

  

活動成果 

日期：111 年 5 月 3 日 

地點：志平樓 805 教室 

主題：打破視障的限制，用心看世界 

帶領者：生輔組組長董德成 

參與人數(次)：68 人(教職：5 人、男生：34 人、女生：29 人) 

本次活動邀請周大觀基金會生命講師黃靖茹老師，以「打破視障的限制，用心看世
界」為題，講師透過自己的人生經歷啟發學生「不要被先天的條件限制，要勇於突破自
己」。她以現身說法告訴同學，自己雖眼盲，但是仍能繪畫、製作串珠飾品、參加攀岩、
高空彈跳、多人單腳活動，令許多人膽顫心驚，不可思議。其實這些都是自己走過來的，
因為曾經退縮、逃避的人生觀，讓自己隱藏在陰暗的角落，心情跌落谷底，終日沉默不
語。但是經歷過許多師長的鼓勵，克服心理障礙，創造出自己另類的人生。本活動學生
問卷回饋表示「滿意者以上者達 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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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教育活動成果照片 

  

 
 

活動成果 

日期：自 111 年 03 月 29 日 

地點：志平樓 805 教室 

主題：從演而導的奮發人生 

帶領者：生活輔導組董德成 

參與人數(次)：73 人(教職：6 人、男生：31 人、女生：36 人) 

本次活動為提升全校師生品德素養，邀請原力無限公司導演方英海先生，以自己科
班影劇系畢業後，投入表演術系工作的心路歷程。所以開宗明義的詢問同學，用一個字
說明當演員的先決條件，就是「敢」字，凡是不怕挫折從中學習，由力行過程中發掘行
業的巧門，因為人生中有太多你不知的人、事、物，若是只作溫室花朵，不肯走出溫室，
一定不能長成大樹。所以要作大事也有一定的定律，就是凡事起步時，「找到典範、設定
目標、堅持前進」，吸取別人的成功經驗及工作態度，勇於接受挑戰，這就是奮發的人生。 

學生活動卷回饋統計顯示：「非常滿意 46.27%、滿意 49.25%、尚可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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