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生始業教育輔導成果照片 

  

  

日期：110年 9月 9日(星期四) 

地點：教室、龍鳳球場及各場地 

主題：110年新生始業教育輔導 

帶領者：校長李清吟 

參與人數：641人(教職：34人、男生：445人、女生：162人 
本次活動為 110學年度新生〈含轉學生〉始業教育輔導，活動區分 9月 8日輔導幹部研
習、9月 9日當日新生〈含轉學生〉始業教育輔導活動，新生參加計 641人參加，當日活
動有始業典禮(校長精神講話錄影)學生在教室收視、體檢及英文前測及學系運用、校園
巡禮等，此次活動滿意度問卷達 95%，活動於下午 5點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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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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2/2 

地    點：志平樓 805教室 

主    題：品德教育系列活動-「賃居有品，安全無國界」校外賃居學生暨深坑地區房東

研 

          習座談 

主持人(帶領者)：學務長 郭明珍 

參加對象/人數：人(教師：男 8人，女 3人；學生：男 42人，女 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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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深

坑地區房東座談，邀請崔媽媽基金會講師曹筱芸蒞校針對校外賃居常建問題作說

明，使校外賃居學生暨房東能瞭解租屋契約簽訂之常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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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人參加，對研習內容表滿意以上者達 9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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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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防災日複合式宿舍地震防災疏散演練 

  

  

日    期：110/9/29 

地    點：宿舍及司令台 

主    題：國家防災日宿舍地震防災疏散演練 

主持人(帶領者)：學務長  郭明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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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度國家防災日複合式宿舍地震防災疏散演練，透過演練使學生對於防災觀念建 

立,本次演練由深坑消防分隊及新北市消防局到校宣導,共設立五站分別為第一站滅火 

器操作及核能安全,第二站地震宣導,第三站民防守護團,第四站 CPR操作,第五站瓦斯 

熱水器,藉由反覆宣導養成學生能在災害發生時及時反應,降低災害發生時人員傷亡。 

 

 

 



 

人權法治教育宣導活動 

  

  

日    期：202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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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人(教師：男 5人、女 1人；學生：男 49人、女 17人) 

具體成效： 

一、邀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馬瑞辰偵察官擔任授課講師，藉由專題講座、案例

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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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者並對有關反詐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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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活動 

  

  

日    期：202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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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人(教師：男 2人；學生：男 61人、女 17人) 

具體成效： 

一、邀請大龍港駕訓班黃飛發老師擔任授課講師藉由課程講解、影片觀摩、事故案例分

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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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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教育活動成果照片 

  

  

活動成果 

日期：自 110年 11月 2日至 110年 12月 7日 

地點：志平樓 805教室及原住民資源中心 

主題：「東南三好-行動派」活動 

帶領者：郭學務長明珍及生活輔導組董德成 

參與人數(次)：111人(教職：6人、男生：62人、女生：43人) 

本次活動為提昇全校師生品德素養，鼓勵學生力行「忠誠勤毅、好學樂群」校訓，
藉由東南三好的「好品德、好態度、好技能」的培養，由外而內化將德目化為具體行動， 

鼓勵同學舉凡做好專題設計、讀好書、上課認真學習及參與講座、活動，幫助父母家務、
協助師長、樂善勤勞，服務弱勢、愛護花草樹木、勸導同學的紛爭等，並參與社會服務
工作，擔任義工、捐血、捐發票、淨灘、讓坐位、撿垃圾、收容流浪動物、減少使用塑
膠袋等惠及大眾的事情，使學生耳濡目染，進而成為術德兼備之東南好青年。  

 

110學年度第 1學期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成果報告 



  

全人教育活動成果照片 

 
 

  

活動成果 

日期：110年 11月 23日 

地點：志平樓 805教室 

主題：積木國王的積木人生 

帶領者：學務長 

參與人數(次)：71人(教職：11人、男生：33人、女生：27人) 

本次活動邀請歪樓積木藝術空間創意總監陳冠州老師，以「積木國王的積木人生」
為題，啟發學生應多元學習，講座透過自己的人生經歷及創作歷程為影子，將西方樂高
化為在地文化，堆出台灣古早「新」世界，這件用四萬個樂高零件拼出的龍山寺，意外
的為其帶來商業案子。這是從來沒人做過的事。他辭去 22K的工作，全力投入三個月。
實地考察拍了數百張照片，翻閱平面圖，上網找資料為了立體感，他甚至 Google龍山寺
的衛星空照圖，要把長寬比例轉成樂高一格格的立體數字，轉化成台灣廟宇繁複的文化
符號。其至今已拼出十個「台灣街景」常民建築，讓學子有著不同的思維空間。本活動
學生問卷回饋表示「滿意者以上者達 95%」。 

110學年度第 1學期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成果報告 



  

全人教育活動成果照片-2 

  

  

活動成果 

日期：110年 12月 21日 

地點：志平樓 104教室 

主題：跳躍式成長的人生 

帶領者：生輔組組長董德成 

參與人數(次)：65人(教職：5人、男生：32人、女生：28人) 

本次活動邀請富邦人壽處經理處經理及致理科技大學講師雷正行，以「跳躍式成長
的人生」為題，啟發學生「人生的決定權不應該操在他人手上」，講座透過自己的人生經
歷，以「人生成功方程式」講說要有-1.個人的企圖心(改變的速度)、2.SOP化流程系統(證
實可被複製)3.提共完整支援的平台(練習的機會)、4.有經驗的教練(輔導多人成功的經驗) 

，因為成功的人生是可以複製的，同時以証嚴法師所說：「只要找到路，就不要怕路遙遠」，
這句話來勉勵學生，利用自己年輕的本錢，展現自己的企圖心，朝著自己的夢想前進，
因為只要努力就有無限可能。本活動學生問卷回饋表示「滿意者以上者達 95%」。 

 



 

          反毒宣導月反毒大聲說暨抽抽樂活動 

  

  

日    期：110/10/20 

地    點：和平樓前廣場及宿舍前廣場 

主    題：反毒宣導月反毒大聲說暨抽抽樂活動 

主持人(帶領者)：生輔組長 

參加對象/人數：213人(教師：男 13人，女 1人；學生：男 104人，女 95人) 

具體成效：  

本次活動為反毒大聲說暨抽抽樂活動，學生參加踴躍，藉由大聲說出反毒警語「我青 

春不吸毒及毒品零容忍等」加深學生拒毒反毒決心，利用抽抽樂活動吸引學生參加， 

將毒品的壞處使學生知悉，珍愛生命拒絕毒品，使學校為友善無毒純淨校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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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毒宣導月反毒打卡暨射飛鏢活動 

  

  

日    期：110/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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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人(教師：男 16人，女 4人；學生：男 152人，女 146人) 

具體成效：  

本次活動為反毒打卡暨射飛鏢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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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宣導使學校為友善無毒純淨的校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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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毒宣導月反毒相聲及講演活動 

  

  

日    期：110/10/18 

地    點：志平樓 805教室及經國圖書館 503教室 

主    題：日間部及進修部反毒宣導月反毒相聲及講演活動 

主持人(帶領者)：學務長 郭明珍 

參加對象/人數：83人(教師：男 4人，女 0人；學生：男 42人，女 37人) 

具體成效：  

本次活動為反毒相聲及講演活動，邀請中華青少年純潔協會及趕路的雁基金會到校實 

施反毒相聲及講演活動，藉由宣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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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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宿舍擴大會議暨室長會議 

  

  

日    期：2021/11/24     

地    點：圖書館演議廳 
主    題：學生宿舍 110-1學期擴大會議暨室長會議 

主 持 人：董組長德成 

參加人數：168人(教職:男 2人、女 1人、學生:男生 97人、女生 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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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舍長黃湘雯主

持會議圓滿成功。 
二、藉由宿舍擴大會議瞭解住宿同學之需求及對宿舍良性建議，以利自治幹

部運作與服務目標。 

 

 



 

宿舍幹部校外參訪活動 

  

  

日    期：2021/12/1 

地    點：台北市消防局內湖防災科學教育館 

主    題：宿舍幹部防災知能校外參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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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人、女生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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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迎新活動 

  

  

日   期：110.10.06 

地    點：龍鳳樓前廣場 

主    題：中秋迎新活動 
主 持 人：郭學務長明珍 

參加人數：800人(教職:男 9人、女 3人；學生:男生 420人、女生 368人) 

活動成果：恰逢中秋佳節，辦理迎新餐會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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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聖誕餐會 

  

  

日   期：110.12.16 

地    點：學生宿舍(龍鳳樓)前廣場 
主    題：冬至聖誕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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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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教育宣導活動 

  

  

日期：110年 10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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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人(教職：15人、男生：37人、女生：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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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 10月 14日 

地點：經國圖書館一樓講演聽 

主題：110-1學生低碳校園環境教育專題活動 

帶領者：生活輔導組組長 

參加對象：91人(教職：13人、男生：44人、女生：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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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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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間部環境教育-十分淨山活動 

  

  

日期：110年 12月 8日 

地點：新北市十分山區及 106縣道 

主題：110-1學生低碳校園環境教育-日間部環境教育-十分淨山活動 

帶領者：服務教育課程蘇達成、黃東仁校安 

參加對象：85人(教職：3人、男生：46人、女生：37人) 

活動成果：為灌輸學生，能主動關懷環境事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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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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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向班環境教育-十分淨山活動 

  

  

日期：110年 12月 1日 

地點：新北市十分山區及 106縣道 

主題：110-1學生低碳校園環境教育-南向班環境教育-十分淨山活動 

帶領者：服務教育課程蘇達成、黃如昇校安暨國際處羅麗寒輔導員老師 

參加對象：28人(教職：3人、男生：15人、女生：10人) 

活動成果：為灌輸南向專班學生，能主動關懷環境事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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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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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導師輔導知能研習 

 

 

  

日    期： 2021 年 11月 20 日（星期六 ）8:30 ~17:30 、2021 年 12月 8 日（星期三）12:30 ~17:30 

地    點：馬武督探索森林.東南科技大學 

主    題：環境教育課程-自然人文旅記-分組導覽解說活動. 樂活大叔的第三人生樂活提案~不窮不病

不無聊. 五行五色紓壓花草. 潤肺防疫認識青草三寶。 

主    席 :校長 

參加對象/人數：導師、系主管、學輔人員 250人(男:218人、女 32人) 

具體成效： 

一、強化教師教學專業成長，希冀透過校外環境教育生態導覽課程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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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學校導師團隊精進塑造導師輔導的學習環境。  

    藉由分組生態導覽課程、工作坊課程，讓導師們重視身體健康和與大自然的連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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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各系主管與老師參與熱烈，於活動回饋單中對本次課程主題安排感到滿意以上程度達 96%，對此活

動主講者整體表現感到滿意以上程度達 95%，對師長在未來人生的提升達 95%，對整體活動滿意度

達 95%。 

三、文字回饋部份師長表達:1.希望選可過夜的活動來辦 2.提供早餐 3.太好了 4.能增加夜宿探訪活動更

佳 5.很棒，謝謝 6.非常滿意辛苦了。 

 



 

  109學年度第 2學期學務處生輔組 

   「   全校導師期初會議    」成果報告 
 

110  年 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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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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校導師期初會議    」成果報告 
 

110  年 9 月 2 日 

 

 

日    期： 110 年 9月 2 日（星期四 ） 9 : 00 ~10 :00 

地    點：Teams視訊會議 

主    題：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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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主席致詞: 

110 學年度新學期的開始，感謝所有導師對班上學生的用心，對於家境經濟弱勢同學，班級導師能協助

申請紓困補助，讓學生能有機會獲得經濟補助，非常感謝導師的幫忙。 

(二)學務長報告: 

1.這學期開始進修部業務服務時間:星期一~星期四 5:00~9:30，有衛保組.校安中心值勤協助服 

  務，學務工作感謝各位導師對學生的用心與協助。 

2.因應疫情校外輔導知能研習延期舉辦，將會等待疫情解封後舉辦戶外輔導知能研習。 
(三)專題演講: 

   反毒知能研習講座-從成癮看懂青少年，邀請中國信託反毒教育基金籃婉鳳老師主講毒品包裝新奇百

變，提醒全校導師如何教導學生拒絕毒品保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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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優良導師遴選 

日    期：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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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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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導師分系會議 

日    期：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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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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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