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 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補助款暨學校配合款執行成效報告表
工作願景：一、建構核心價值及特色校園文化
工作目標：1-1 建立校園之核心價值並塑造具有特色之校園文化
工作策略：1-1-1 確立、倡導及釐定高等教育人才培育之核心價值
學生事
務與輔
編 工作 學校配合款
參加對象及人
導補助
具體執行成效
號 項目
支應
數
款支應
金額
1 培育 0(獎金：
176,000 日間部及進修部共辦理 10 場以上 校內學生 4758
高等 0)(獎品：0)
學生自治幹部培訓活動，協助社團 人次。
教育
組織經營且提升未來運作績效，並
學生
且透過活動辦理，增加學生軟實
領導
力。88%參與者同意培訓內容能協
人才
助社務運行並且更能深刻體會自治
精神及態度。

工作策略：1-1-2 配合學校整體發展及學生特質，以建立具有特色之校園文化
學生事
務與輔
編 工作 學校配合款
參加對象及人
導補助
具體執行成效
號 項目
支應
數
款支應
金額
2 建立 458,000(獎 54,960
發揮文藻天主教大學特色校園文 1.校師生及社
特色 金：0)(獎
化，藉由各式儀典，形塑學生良好 區民眾，共
校園 品：0)
品德與正確人生觀，規畫特色方案 46,99 人。 2.校
文化
如下： 1.聖誕節系列活動，規劃四 內學生(含進修
週不同主題：「盼望」、「和

辦理時間及地點

檢討及建議

1.國際會議廳 A313(107/08/27、107/11/03) 整體成效良
2.文園教室、文園二樓會議室
好，協助社團
(107/10/06、107/10/07 09:00-16:00) 3.學生 組織運作更為
活動中心(10/20) 4.化雨堂(107/04/13 11:00- 順利，未來仍
14:00、107/05/14-05/26、107/05/19 13:00- 將持續辦理相
15:00、107/05/22、107/05/24、107/05/30 關活動。
16:00-17:30、107/06/01-06/03、107/06/06
10:50-18:30、107/09/27 18:00-21:30、
107/10/31 16:00-18:00)

辦理時間及地點

檢討及建議

1.聖誕系列：操場：12/01、12/24、一般
教室：12/19 15:00-17:00、化雨堂：12/21
20:20-22:00 校外：12/26、 2.祈福禮系列化雨堂：10/03、

藉由活動發揮
天主教學校特
色文化校園，
並搭配具體的
關懷行動，展

好」、「喜樂」及「分享」，讓每 部)，共 842
個人預備好自己的心靈，讓天主的 人。
愛與真理進入內心。 2.透過新生祈
福禮(約 5 場次)，期盼新生除學習
知識與技能外，亦能學習愛與尊
重、關心與包容的生活態度。
3 強化 0(獎金：
161,000 社團辦理活動展演，共 11 場次以 校內師生(含進
社團 0)(獎品：0)
上活動。其中有 10 個社團以上參 修部)共 7,210
特色
與，如民謠吉他社、拉丁打擊樂 人次。
社、Beabox Acaoella 研習社、美式
歌舞合唱團、知韓社、街頭舞蹈
社、賽維亞佛朗明哥社、墨香社、
勁爆舞研社、流行歌唱社、學生會
等，透過多元的展演，提供更多展
現機會且提高曝光度，讓文藻學子
感受社團的獨特性與豐富性，使學
生感受校園的活力氛圍。
工作願景：二、營造友善校園並促進學生自我實現
工作目標：2-1 營造安全校園生活
工作策略：2-1-1 校園安全之危機管理
學生事
務與輔
編 工作 學校配合款
參加對象及人
導補助
具體執行成效
號 項目
支應
數
款支應
金額
4 校園 0(獎金：
38,900
針對教師、教職員、學生進行急救 校內師生 64 人
安全 0)(獎品：0)
訓練(如 CPR 及 AED 急救方法)， 次。
危機
增進自救救人的基本急救知能，建
管理
構完善救護網，保障校園安全。
90%學員通過測試，取得證照。

現全人教育，
效果良好，未
來將循此模式
辦理。

化雨堂、操場(107/05/15、07/05/16、
107/05/17、107/05/22、107/05/23、
107/05/24、107/05/30、107/05/31、
107/06/07、107/06/12、107/11/21、
107/06/01 20:20-22:00、 107/12/14 17:0022:00)

辦理時間及地點

1.行政大樓 A302 教室 2.求真樓 Q604 教
室

整體成效良
好，未來仍將
持續辦理。

檢討及建議

整體成效良
好，未來仍將
持續辦理。

5

培育 0(獎金：
48,000
健康 0)(獎品：0)
安全
種子

6

營造
安全
校園
生活

44,700(獎
金：
3,550)(獎
品：0)

47,240

結合校內服務學習單位志工特殊訓 校內師生共 45
練、班級幹部培訓及學生社團幹部 人。
訓練，辦理 1 場急救訓練，提升學
子急救知能與技巧，彰顯生命價值
意義與建構完善救護網。93%學員
合格獲取證書。
1.辦理 2 次為期 1 週友善校園週宣 全校師生 8,860
導，針對各種主題，如交通安全、 人次。
防制毒品、菸害防制、反愛滋、反
詐騙等宣傳，達到友善校園全宣
傳，使學生能更確實認知相關友善
校園的實質，並潛移默化於校園
中。 2.交通安全講座共辦理 3 場，
藉由交通實務案例宣導加強學生對
交通安全重要性，提升學生自我防
衛，並愛惜生命。 3.針對校園防災
辦理 3 場宣導活動，除了講座外，
另有實際操作體驗，提高防災知識
與了解逃生方法，並且提高平日警
覺性，避免意外事件發生。共有
416 師生共同參與實際演練。 4.辦
理 2 場反詐騙宣傳及 1 場創意戲劇
比賽，使學生建立反詐騙辨識基本
能力，並成為反詐騙宣導種子，
85%參與者建立反詐騙基本能力，
發揮反詐騙宣導種子功能。 5.透過
歌唱大賽以及運動比賽，宣導反霸
凌主題，共同防制校園霸凌，創造
友善校園。 6.探視生病、受傷學

至善樓 Z1307 教室(107/05/26-107/05/27
08:00-17:00)

整體成效良
好，藉由培
訓，完善校園
救護網，未來
仍將持續辦
理。
1.行政大樓紅磚道(107/02/26-107/03/02
為使防震防災
08:00-20:00、107/09/17-107/0921 08:00觀念深植全校
20:00) 2.化雨堂(107/03/09 20:20-22:00、 師生，讓威脅
107/03/14、107/11/07 15:00-17:00) 3.化雨 性降低，建議
堂(107/04/13 20:20-22:00) 操場、文園教室 未來仍應續
W006(107/05/11 15:10-17:00)、文園二樓會 辦。
議室(107/10/17 09:10-10:00) 4.化雨堂
(107/03/21 15:00-17:00) 行政大樓
A313(107/10/31 15:00-17:00) 公簡聽
(107/05/0 07:30-09:30) 5.專業口語表達藝
術廳(公簡聽)(107/12/23 09:00-14:00) 文藻
校園(107/04/01 08:00-17:30)

生，關懷學生復原狀況，營造友善
校園氛圍，共計探視 12 人。
工作策略：2-1-2 毒品防制
學生事
務與輔
編 工作 學校配合款
導補助
號 項目
支應
款支應
金額
7 毒品 53,120(獎
18,050
菸害 金：
防制 6,500)(獎
品：0)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
數

辦理時間及地點

檢討及建議

1.辦理 4 場反毒相關活動，內容包 1.校內師生(含 1.河堤國小(107/05/08 07:00-10:00)、獅湖 透過多元活動
含鄰近校園宣導、反毒講座與登山 校外學童)共 國小(107/11/21 07:00-10:00)、大崗山
結合教育主
活動，88%參與者了解毒品的危害 2,259 人次。 2. (107/12/08)、化雨堂(107/05/04 20:20-22:00) 題，將毒品菸
性，願意培養多元興趣，從事正當 校內師生(含進 2.文園會議室、進修部走廊(107/03/13害防制等其他
休閒娛樂，拒絕毒品誘惑，將反毒 修部)共 214
107/03/20 15:00-22:00) 3.化雨堂(107/03/23 相關教育主
意識深耕校園，營造清新健康學習 人。 3.校內師 20:20-22:00)、口語表達藝術廳(107/11/25 題，深植參與
環境。 2.辦理 1 場拒菸講座宣傳， 生(含進修部)共 09:00-14:00)
者的心，效果
提升菸害概念，共同創造無菸清新 609 人。
顯著，未來仍
校園環境。 3.進行 2 場反毒反詐反
將持續辦理。
菸活動，透過話劇與藝文活動進行
宣導，創造正向校園環境，85%參
與者透過活動，並且願意配合毒品
菸害防制，共同維護身心健康。

工作目標：2-2 促進及維護健康
工作策略：2-2-1 疾病之三級預防及健康環境之維護
學生事
務與輔
編 工作 學校配合款
導補助
具體執行成效
號 項目
支應
款支應
金額

參加對象及人
數

辦理時間及地點

檢討及建議

8

疾病 0(獎金：
21,500
預防 0)(獎品：0)

配合三民衛生所及里長，共同宣導 校內師生與社 高雄市三民區里民活動中心(107/04/19
傳染病防治，內容包含結核病、腸 區民眾共 39
08:00-15:00)
病毒、狂犬病主題，使社區居民對 人。
常見傳染病有所了解，提高警覺
性。

維護社區環境
你我皆有責
任，並且同時
培養學生品
德，建議未來
可持續辦理。
9 健康 43,300(獎
29,000
1.辦理新生盃球類競賽，共有 5 種 1.校內學生 810 1.育美體育館、操場(107/09/20-107/12/14 從生活中提倡
促進 金：0)(獎
球類競賽，並有 18 隊參與，增進 人。 2.校內師 16:00-17:00) 2.屏東恆春(107/11/17 08:00- 健康促進維
與維 品：20,500)
學生健康適能與培養規律運動習 生 40 人。
19:00)
護，並且實際
護
慣，藉由競賽，助於凝聚班級向心
操作，增加自
力。 2.辦理 1 場健康促進暨運動安
身保護知識與
全講座，鑒於水域活動意外事件頻
技能，建議持
傳，配合推廣親水教育及水域安全
續辦理此類型
宣導，使參與人員了解水域活動注
活動。
意安全事項，並且有效避開危險水
域活動。71.4%參與者能正確了解
水域活動並且如何安全從事水域活
動。
10 飲食 52,000(獎
22,000
辦理 5 場以上小研習飲食健康講 校內師生(含進 諮商與輔導中心會議室(107/10/17均衡飲食是維
健康 金：0)(獎
座，參與人員了解自己的飲食作 修部) 共 725
107/11/07)、仰福廣場及學生餐廳
持健康的首要
指南 品：0)
息，懂得如何調整飲食，增進師生 人。
(107/05/23 13:00-17:00)、化雨堂(107/03/31 原則，是生活
對營養、食物選擇、熱量挑選的知
20:10-22:00)
中極為重要一
能，86%參與者落實健康飲食概念
環，故建議活
與選擇技巧，建立良好健康生活型
動續辦。
態。
工作策略：2-2-2 心理及問題行為之三級預防
學生事
編 工作 學校配合款
參加對象及人
務與輔
具體執行成效
辦理時間及地點
檢討及建議
號 項目
支應
數
導補助

11 心理 151,000(獎
與問 金：0)(獎
題行 品：0)
為預
防

款支應
金額
41,000
1.配合全校友善校園週，辦理心理 1.全校師生
1.行政大樓紅磚道、諮商與輔導中心
整體成效良
健康系列宣導以及新生生活適應測 1,200 人。 2.全 (107/02/26-107/03/02 08:00-20:00、
好，未來仍將
驗暨班級輔導，透過量表施測，反 校師生 2,549 107/09/17-107/0921 08:00-20:00) 2.諮商與 持續辦理。
應個人生活適應狀態，過程中，學 人。 3.全校師 輔導中心、電腦教室或各班教室
會如何照顧自己及協助自己的方 生 2,672 人。 4. (107/03/12、107/03/13、107/03/14、
式，並且認識諮商與輔導中心，達 校內師生 207 107/03/15、107/05/03、107/05/11、
到初級預防工作。共有 2,265 人完 人。
107/05/13、107/02/01-107/05/31) 3.諮商與
成施測，優篩出優先關懷學生 166
輔導中心(107/03/01-107/06/09) 4.諮商與輔
名(男 46 名、女 120 名)，透過結
導中心團體諮商室(107/03/22、
果，關懷學生並做後續追蹤輔導。
107/03/29、107/04/12、107/04/19、
2.購買心理衛生影片、圖書、雜
107/04/26、107/05/03、107/05/08、
誌、測驗，幫助學生自我了解並且
107/05/10、107/05/15、107/05/17、
進行生涯輔導規劃，圖書借閱人數
107/05/22、107/05/29、07/06/05、
共 76 人次，心理測驗人數 1,439
107/10/16、107/10/22、107/10/23、
人次。 3.辦理壓力檢測暨班級輔
107/10/26、07/10/30、107/11/05、
導，篩檢出高關懷學生，共 23 名
107/11/19、107/11/20、107/11/21、
(男 6 名、女 17 名)，透過測驗，
107/11/27、107/11/28、107/12/04、
檢測近期壓力，導師更可透過報
107/12/05、107/12/06、107/12/11)
告，主動約談高關懷學生，達到心
理與問題行為初級預防。 4.辦理心
理健康團體活動共 34 場次以上，
以不同主題形式，協助學生 A.探
索自我及接納自我，B.覺察自己在
關係中的期待與價值觀、C.提供因
公投案結果而失落的同志伴侶支持
系統、D.提供憂鬱症陪伴者支持系
統等，透過以上 4 種主題，預防心

理問題，達到適應環境，並且了解
自我價值。
工作目標：2-3 促進和諧關係
工作策略：2-3-1 落實性別平等教育
學生事
務與輔
編 工作 學校配合款
參加對象及人
導補助
具體執行成效
辦理時間及地點
檢討及建議
號 項目
支應
數
款支應
金額
12 落實 0(獎金：
29,900
舉辦 6 場性別平等講座，透過講師 校內學生(含進 國際會議廳(107/05/09 15:00-17:00)、化雨 整體成效良
性別 0)(獎品：0)
分享獨特的生命歷程，探討戀愛與 修部)共 1,971 堂(107/11/21 15:00-17:00)、國際會議廳
好，未來仍將
平等
性關係、愛需要擁抱而非暴力、親 人次。
(107/03/23 20:20-22:00)、化雨堂(107/10/12 持續辦理。
教育
密關係與暴力、職場性騷擾等議
20:15-22:00、107/10/19 20:15-22:00)、文園
題，使同學獲得正確性別平等知
二樓會議室(107/10/26 20:15-22:00)、行政
識，藉以提升個人性別意識，並且
大樓 A202、薪傳廣場(107/06/01 17:00學會個體尊重與包容。
21:00)
工作策略：2-3-2 強化導師功能，有效輔導學生學習及生涯發展，促進師生和諧關係
學生事
務與輔
編 工作 學校配合款
參加對象及人
導補助
具體執行成效
辦理時間及地點
檢討及建議
號 項目
支應
數
款支應
金額
13 強化 115,600(獎 43,750
1.遴選優良導師(日間部導師 8 人、 1.校內師生共 1.文園 2 樓會議室(107/09/26 15:20-17:00、 整體成效良
導師 金：
進修部導師 3 人)激勵導師引導學 計 305 人次。 107/09/28 15:00-22:00) 2.化雨堂(107/08/02 好，未來仍將
功能 110,000)(獎
生致力知識學習，陶冶良好品格， 2.新生、家長 12:00-15:00)
持續辦理。
品：0)
並且啟發個人潛質。 2.辦理新生親 與校內導師共
師輔導活動，著重學生身心靈健全 計 335 人次。
之發展，藉由活動增進導師與家長

輔導知能，透過交流，彼此給予有
效且即時的協助。
工作策略：2-3-3 同儕及人群關係（社團及宿舍生活輔導）
學生事
務與輔
編 工作 學校配合款
參加對象及人
導補助
具體執行成效
號 項目
支應
數
款支應
金額
14 社團 41,000(獎
82,820
1.共辦理賃居活動 5 場次活動， A. 1.新生、家長
與宿 金：0)(獎
新生及家長參訪宿舍，由學長姐擔 與校內師長(含
舍生 品：0)
任導覽員，為新生營造「家」的感 進修部)，共
活輔
覺，85%新生適應環境。 B.租屋媒 2,123 人。 2.社
導
合活動，共計 94 位房東參與，提 團組織負責人
供 409 間套房，成功媒合率達
及校內師長，
81%。 C.辦理賃居安全及法律重要 共 181 人。 3.
資訊講座，協助學生了解租屋注意 校內師生共
事項，選擇安全的居住環境，並且 688 人。
保護自己租屋的權益。 2.辦理社團
組織新舊任負責人交接輔導暨交流
座談會，90%參與者透過活動建立
初步認識，並且創造未來合作可
能。 3.辦理社彩繽紛系列活動包含
動態展、靜態展、社團登記，協助
80%社團有效推廣社團組織特色並
有助於新社員招募，85%參與者認
識社團運作，提高參與社團意願，
共完成 2,500 人完成社團登記。
15 建立 0(獎金：
35,900
辦理 4 場迎新與送舊活動，透過迎 校內師生 500
和諧 0)(獎品：0)
新提升新生凝聚力與向心力，並且 人。
協助適應系上生活，對於系上更有

辦理時間及地點

檢討及建議

1.文園二樓會議(107/06/20 15:00-17:00、 整體成效良
107/07/06-107/09/28 15:00-22:00、107/10/12 好，未來仍將
20:20-22:00)、行政大樓國際演講廳
持續辦理。
(107/05/24 10:00-12:00)、明園(107/08/13、
107/08/20 08:00-15:00) 2.文園教室、求真
樓教室(107/06/02) 3.文藻校園(107/08/13、
107/08/20、107/09/26-107/09/28)

聖安琪廣場(107/10/24 16:00-18:00)、薪傳 整體成效良
劇場(107/09/27 16:00-18:00)、文園 W008 好，未來仍將
持續辦理。

同儕
關係

認同感與歸屬感，透過送舊，傳承
各系精神，並透過活動宣導反酗
酒，使學生共同創造友善校園。
工作目標：2-4 促進適性揚才及自我實現
工作策略：2-4-1 推動學習輔導及閱讀計畫，強化終身學習，落實美感教育
學生事
務與輔
編 工作 學校配合款
參加對象及人
導補助
具體執行成效
號 項目
支應
數
款支應
金額
16 強化 0(獎金：
2,700
輔導學生增進學習技巧，訓練學生 校內學生 30
學習 0)(獎品：0)
表達能力與邏輯思維。99%參與者 人。
輔導
認為有效提升學習成效與增進學習
技巧。
工作策略：2-4-3 辦理創意活動，培養學生創新及美感能力
學生事
務與輔
編 工作 學校配合款
參加對象及人
導補助
具體執行成效
號 項目
支應
數
款支應
金額
17 學生 76,204(獎
115,900 補助學生社團組織及系學會辦理創 1.校內師生 548
辦理 金：
意活動，內容如下： 1.辦理拍片競 人 2.校內師生
創意 26,000)(獎
賽及影展活動，以生命教育議題並 (含進修部)約
活動 品：0)
學習關懷、包容心和同理心，促進 10,110 人次
學生主動關懷弱勢團體與族群。 2.
學生辦理展演與比賽共 10 場次，
提供學生表演平台，辦理校園圖文
競賽、音樂比賽、口語表達訓練、
數位講座，以及其他動態展演，藉

教室(107/09/27 18:00-20:00、107/05/30
17:00-21:00)

辦理時間及地點

檢討及建議

求真樓 Q001 教室(107/03/21 15:00-17:00) 整體成效良
好，未來仍將
持續辦理。

辦理時間及地點

檢討及建議

1.文園二樓會議室、高雄市(107/03/16整體成效良
107/03/27)、專業口語表達藝術廳
好，未來仍將
(107/06/07-107/06/15) 2.學生活動中心
持續辦理。
X001 教室(107/10/31)、校園內
(107/11/21)、化雨堂(10705/15、
107/05/16、107/05/19、107/05/21、
107/05/28、107/05/29)、求真樓 Q001 教室
(107/03/31 20:20-22:00、107/10/17 08:0017:00)

由活動，啟發學生創意潛能，並增
進同學儀態及軟實力增強。
工作策略：2-4-4 實施新生定向輔導，發展正確之人生觀，體認教育、生活方式、工作環境等之間之關係
學生事
務與輔
編 工作 學校配合款
參加對象及人
導補助
具體執行成效
辦理時間及地點
號 項目
支應
數
款支應
金額
18 新生 222,000(獎 20,000
1.進修部辦理 5 場次新生定向輔導 1.進修部新
1.化雨堂、正氣樓教室、求真樓教室
定向 金：0)(獎
研習，協助新生適應文藻校園學習 生，共 1,709 (107/08/29、107/08/31)、行政大樓教室、
輔導 品：0)
生活，定位文藻生活的目標與方 人。 2.校內四 文園教室(107/09/14、107/12/14) 2.化雨
向。 2.日間部辦理 3 場次五專生及 技部與五專部 堂、戶外場地、正氣樓(107/08/01四技部新生定向輔導，92%參與者 新生，共 1,398 107/08/03 07:00-21:00)、文藻校園
認同透過團體生活，拓展人脈並更 人。 3.校內師 (107/08/13-107/08/24 08:00-13:00) 3.國際會
適應未來的校園生活。 3.辦 1 場轉 長與轉學生， 議廳(107/02/12 10:00-12:00)
學生定向導航活動，協助轉學生提 共 58 人。
升環境適應力與學習。98%同學藉
由活動更熟悉校園，並且提升自我
適應力。
工作策略：2-4-5 進行生涯輔導及職業輔導，協助學生規劃完善之就業及生涯發展方向
學生事
務與輔
編 工作 學校配合款
參加對象及人
導補助
具體執行成效
辦理時間及地點
號 項目
支應
數
款支應
金額
19 生涯 3,060(獎金： 135,560 辦理 11 場生涯進程輔導講座，內 校內學生共
行政大樓國際會議廳 A313(107/10/03、
進程 0)(獎品：0)
容包含青年創業、升學輔導、地勤 776 人次。
107/10/25、107/10/27、107/10/31、
輔導
工作面試準備、藝術類走向、語言
107/11/21)、求真樓 Q001、Q002 教室
治療師生涯發展、國外求學與就職
(107/06/13、107/10/24、107/11/21、
狀況等，針對不同主題進行分享，
107/11/29、107/12/12)

檢討及建議

整體成效良
好，協助新生
快速適應環
境，未來仍將
持續辦理。

檢討及建議

整體成效良
好，未來仍將
持續辦理。

提供學生多元生涯發展，協助探索
生涯規劃。
20 生職 0(獎金：
27,900
各系舉辦 3 場生職涯規劃輔導，內 校內學生 169 口語表達訓練教室 S001(107/05/09 14:00- 整體成效良
涯規 0)(獎品：0)
容包含履歷健檢、現今職場狀況、 人。
18:00、107/11/28 16:00-18:00)、求真樓
好，未來仍將
劃輔
實習輔導，藉活動，86%學生了解
Q001 教室(107/11/28 15:00-17:00)
持續辦理。
導
現今職場狀態及注重職場道德的重
要，有助於求職面試，並提早規劃
生涯發展。
21 職涯 15,000(獎
111,000 1.舉行 9 場職涯輔導講座，內容包 1.校內學生(進 1.文園二樓會議室(107/11/08 18:30-20:30、 整體成效良
輔導 金：0)(獎
含校友求職經驗、知名 HH 先生分 修部學生)，共 107/05/22 13:10-15:00)、專業口語表達藝 好，未來仍將
講座 品：0)
享人生歷程、職場倫理、職場法律 666 人。 2.校內 術廳(107/12/17 13:10-15:10)、化雨堂
持續辦理。
等，藉由廣泛主題，拓展學生視 學生，共 1,358 (107/05/09 17:00-20:00)、校外(107/06/01
野，提供學生方向，並且省思自己 人。
17:00-20:30)、求真樓 Q002、Q407 教室
未來，以利就業上保護自身權益。
(107/10/03 18:10-20:10、107/10/24 20:102.共購置 16 本職涯書籍，使師生
22:00、107/11/09 18:30-20:30、107/11/21
掌握職場最新狀態，提供相關生職
20:10-22:00) 2.生涯發展中心(107/03/08涯書籍，認識全球職涯趨勢，共有
107/12/31)
48 人借閱。
工作願景：三、培養具良好品德之社會公民
工作目標：3-1 建立多元文化校園與培養學生良好品德及態度
工作策略：3-1-1 建立學生多元參與管道，以促進學生之參與，保障學生權利，落實人權及法治知能
學生事
務與輔
編 工作 學校配合款
參加對象及人
導補助
具體執行成效
辦理時間及地點
檢討及建議
號 項目
支應
數
款支應
金額
22 出版 91,900(獎
0
由系學會發行以下 3 種刊物：西文 本校師生 1,219 文藻校園(107/05/31-107/06/25、107/09/01- 整體成效良
學生 金：
系系刊、應華系報、國事系學生活 人。
107/12/10、107/03/01-107/12/10)
好，未來仍將
刊物
動心得集，內容包含職涯規劃、海
持續辦理。

2,500)(獎
品：0)
23 建立 0(獎金：
51,900
多元 0)(獎品：0)
參與
管道

24 強化 0(獎金：
17,020
法治 0)(獎品：0)
教育

25 提升 16,047(獎
民主 金：0)(獎
法治 品：3,600)

0

內外實習、校友專欄等，透過多元
的刊物內容，協助學生養成閱讀習
慣，有助於學生學習與發展。
1.針對進修部同學進行 4 場班級輔 校內師生(含進
導與幹部訓練活動，透過學生自主 修部)，共計
活動，建立多元參與管道保障學生 3,050 人。
權利。有助於推展生活教育，並且
100%參與學生願意共同協助推展
校內事務。 2.針對就學補助措施辦
理 5 場座談會，提供多元管道宣導
弱勢就學補助，提高補助訊息曝光
度，保障學生就學補助權益。 3.交
換生、系學會、學生與導師彼此建
立一個溝通平台，共同維護師生權
益，建構完善溝通管道。
舉辦 3 場法治專題講座，內容包含 校內學生(含進
智慧財產權、網路個資保護、網路 修部)共 1,481
霸凌、使用社群軟體風險等，促進 人。
學生法律知能，並且學習保護自
我。
透過時事關心，關心台灣 2018 六 校內學生 41 人
都選舉，使學生有機會用專業、中
立思考問題，更藉由實際製作選
票、準備選章、投票以及開唱票方
式，使學生充分參與公民議題，提
升公民素養。80%參與學生透過活
動，更願意關心時事，並且認為活
動有助於提升自己的民主法治與公
民素養。

1.文園二樓會議室(107/06/15)、化雨堂
整體成效良
(107/12/05)、文藻校園(107/03/07、
好，未來仍將
107/09/19) 3.文藻校園教室(107/03/07、
持續辦理。
107/03/14、107/05/23、107/0813107/08/24、107/09/26) 4.至善樓教室
(107/09/25、107/10/31、107/11/21)、求真
樓、明園教室(107/03/30、107/10/19)

化雨堂(107/03/28 15:00-17:00、107/10/05
20:20-22:00、107/11/21 15:00-17:00)

整體成效良
好，未來仍將
持續辦理。

求真樓教室(107/11/07 12:00-15:35、
107/11/21 12:00-12:30)

整體成效良
好，提升個人
公民素養並且
注意時事，未
來仍將持續辦
理。

26 培養 23,642(獎
尊重 金：0)(獎
生命 品：0)
的態
度

51,000

舉辦 6 場生命教育系列講座，透過 校內師生(含進 化雨堂(107/03/14 15:00-17:00、107/03/21 整體成效良
演講，反思自我成長，學習珍惜自 修部)，共
13:00-15:00、107/04/18 15:00-17:00、
好，未來仍將
我，也尊重他人，激發學生熱愛生 2,570 人次。 107/05/31 16:00-20:00、107/10/05 20:20持續辦理。
命態度。83%參與者透過活動，對
22:00、107/12/05 15:00-17:00)
生命意義有不同啟發，並學習感
恩、尊重不同族群之文化差異。
工作策略：3-1-2 增進學生對於當代品德之核心價值及其行為準則，具有思辨、選擇及反省，進而認同、欣賞及實踐之能力
學生事
務與輔
編 工作 學校配合款
參加對象及人
導補助
具體執行成效
辦理時間及地點
檢討及建議
號 項目
支應
數
款支應
金額
27 文化 4,800(獎金： 73,760
1.辦理 9 場人文系列演講，內容包 校內師生 1,123 1.求真樓 Q001、Q002、Q604 教室
整體成效良
美感 0)(獎品：0)
含歐洲轉型正義、歐洲電影、中法 人次。
(107/03/12 15:00-17:00、107/04/12 12:00- 好，未來仍將
薰陶
文化交流、歐洲香料與印度歷史關
15:00、107/05/23 15:00-17:00、107/05/23 持續辦理。
聯、土耳其人文的美與歷史、環境
15:00-17:00、107/05/30 13:00-15:00、
污染狀況、法治教育等，藉由講
107/10/03 15:00-17:00、10/31 15:00-17:00、
座，拓展學生國際觀與文化觀，接
107/11/07 15:00-17:00)、莊敬樓 S001、
受個別文化差異，且發覺更多創意
S201 教室(107/11/02 08:00-10:00、
性的發想。 2.與墨香社合辦春暖聯
107/11/07 08:00-10:00) 2.化雨堂(107/01/10袂送愛心活動，搭配春節應景寫春
107/02/28)
聯，並且關懷及照顧弱勢學生，增
進里民與學校情誼。另透過寫春聯
活動，發揚中華文化。
28 建立 90,238(獎
13,780
進行勞作教育績優競賽、品德教育 校內學生(含進 文藻校園(107/03/05-107/11/30、107/05/02 整體成效良
學生 金：
專題講座、敬師活動與其他品德教 修部)，共計 15:00-17:00、107/05/16 15:00-17:00、
好，未來仍將
品德 15,500)(獎
育系列活動，配合校內「敬天愛 11,542 人次。 107/05/01-107/10/31、107/10/05 20:20持續辦理。
核心 品：0)
人」原則，增進學生對品德核心價
22:00)
價值
值認同與欣賞，並實踐能力，提升

社會公民素養，使學生真正做到全
方位卓越。
工作目標：3-2 培育熱愛鄉土及具有世界觀之社會公民
工作策略：3-2-1 透過服務學習課程之引導，加強與鄰近社區之互動，以促進學生對社區關懷及鄉土文化之情感；並透過多元文化課程及國
際交流，開拓國際視野，建立地球村觀念
學生事
務與輔
編 工作 學校配合款
參加對象及人
導補助
具體執行成效
辦理時間及地點
檢討及建議
號 項目
支應
數
款支應
金額
29 特色 0(獎金：
160,991 前往 5 所國小進行服務(仕隆國
校內師長與校 1.高雄六龜區寶來國小(107/04/29 08:30- 整體成效良
服務 0)(獎品：0)
小、阿蓮國中、寶來國小、樂合國 外孩童，共計 16:00) 2.花蓮縣玉里鎮樂合國小
好，未來仍將
學習
小、桃園國小)，除搭配文藻外語 311 人。
(107/07/07-107/07/14 08:30-17:00) 3.高雄市 持續辦理。
推動
優勢，並搭配翻轉教育的模式，加
桃園國小(107/11/18 08:30-16:00) 4.仕隆國
入反霸凌議題，幫助學童多元學
小(107/01/24-107/01/26 08:00-17:00) 5.高雄
習。透過服務過程中，了解服務真
市阿蓮國中(107/07/06-107/07/13 08:00諦並培養勇於付出精神。
17:00)
30 推廣 489,600(獎 46,000
1.舉辦 40 場次學生志工培訓，包 1.校內師生
1.文藻校園教室(107/03/01、107/03/02、 整體成效良
服務 金：0)(獎
含生活模範隊訓練 18 場次、學生 1,780 人次。 2. 107/03/05、107/03/24-107/03/25、
好，未來仍將
學習 品：0)
宿舍自治管理委員會幹部訓練 1 場 社團組織學生 107/04/13、107/04/14-107/04/15、
持續辦理。
及志
次、輔導幹部培訓計畫 1 場次、志 691 人次。 3.校 107/05/02、107/05/03、107/05/16、
工培
工系列培訓課程 7 場次、志工特殊 內師生 7,205 人 107/05/19、107/05/24、107/05/26、
訓
訓練 4 場次、服務領導工作坊系列 次。
107/05/31、107/06/15、107/07/02、
活動 1 場次、衛保志工培訓暨服務
107/07/04、107/07/06、107/07/27分享會 2 場次、專科部與四技部新
107/08/01、107/08/04-107/08/12、
生定向輔導志工培訓 5 場次以及聖
107/09/11-107/09/16、107/09/20、
吳甦樂學校 SERVIAM 服務精神志
107/09/21、107/09/26、107/09/27、
工新生訓練系列活動 1 場次。活動
107/10/04、107/10/20、107/10/20針對學生志工進行專業訓練，建立
107/10/21、107/10/25、107/10/27、
正確的服務態度與服務知能，作為
107/11/17、107/11/17-107/11/18、

31 跨國 0(獎金：
33,100
文化 0)(獎品：0)
交流
32 營造
多國
文化
校園

47,751(獎
金：
3,800)(獎
品：4,182)

134,314

服務學習推動之種子。平均 87%參
與學生認為培訓課程有助於幫助自
己參與服務學習活動，藉此善盡社
會責任。其中衛保志工進行各項急
救技能做學習，共 23 人通過基本
生命救命術證照(BLS)。 2.辦理 2
場服務隊授旗儀式與 2 場服務學習
心得分享暨感恩會，83%學生透過
授旗儀式，使學生預備好自己，擔
起責任，將使命感轉為信念後，付
諸行動為他人服務；並透過活動分
享與回顧，理解服務他人的意義與
重要性。 3.製作戶外文宣大型帆布
成果海報，展現 107 年校內服務隊
參與校園服務、社區服務、語言及
跨文化服務、弱勢服務及方濟各志
工營等項目成果，激發師生樂於參
與推動本校服務學習活動。
辦理 4 場交換生交流活動，透過經 校內學生 324
驗分享，使學生了解異地學習的歷 人。
程，藉以開拓視野，建立國際觀。

107/11/28、107/11/30、107/12/06、
107/12/18、107/12/19、107/12/21) 2.文園二
樓會議室(107/03/29 15:00-17:00、
107/06/04 15:00-17:00、107/10/11 15:0017:00、107/12/13 15:00-17:00) 3.文藻校園
(107/11)

文園 W006、W008 教室、文園二樓會議
室(107/03/08 15:00-18:30、107/03/14 15:0019:00、107/03/14 17:00-18:00)、明園
J201、J202 教室(107/03/15 17:00-18:30)
共辦理 22 場文化嘉年華活動，由 校內師生 2,076 文藻校園(107/03/02、107/03/03 12:00學務處統籌，召集各語文系之系學 人。
16:00、107/03/05-107/06/30、107/03/22會及東南亞語文中心舉辦不同形式
107/12/31、107/03/28 10:00-16:30、
活動，讓學生深入多國文化涵養，
107/03/30 17:00-19:00、107/04/02 11:00營造多國文化特色校園，內容包含
14:00、107/04/11 15:00-18:00、107/04/18
日本文化傳統服飾暨日本茶道體驗
12:00-15:00、107/05/10-107/05/30、
及美食大賞、東南亞文化暨講座、
107/06/02 11:00-13:30、107/06/03 09:00美食體驗與影片競賽(針對、法文
18:00、107/06/03 09:00-17:00、107/06/03

整體成效良
好，未來仍將
持續辦理。
整體成效良
好，未來仍將
持續辦理。

系美食體驗、國企系文化交流、德
文系舞蹈研習與節慶慶祝、英文系
異國節慶體驗與歐盟觀光文化的特
色展演活動，透過活動培養國際
觀，平心對待差異，以及擁有寬廣
的想像力。

10:00-17:00、107/05/22 15:00-17:00、
107/06/02 11:00-13:30、107/06/03、
107/06/15 15:00-17:00、107/10/26 09:3011:30、107/11/01 08:00-17:00、107/11/05107/12/06、107/12/01 08:00-17:00、
107/12/04 16:00-18:00、107/12/06 15:0017:00)

工作願景：四、提昇學務與輔導工作品質及績效
工作目標：4-2 建立專業化之學務與輔導工作及學習型組織
工作策略：4-2-2 充實學務與輔導工作人員之專業及管理知識
學生事
務與輔
編 工作 學校配合款
參加對象及人
導補助
具體執行成效
辦理時間及地點
號 項目
支應
數
款支應
金額
33 充實 25,000(獎
55,000
針對諮商與輔導中心人員進行專業 諮商與輔導中 諮商與輔導中心會議室(107/04/12 13:00學輔 金：0)(獎
輔導，共辦理 10 場個別諮商專業 心同仁共計 60 16:00、107/04/15 10:30-12:00、107/04/22
專業 品：0)
督導與 2 次團體諮商專業督導，藉 人次。
10:30-12:00、107/04/27 10:00-16:00、
知能
由專業討論，朝向多元文化觀點，
107/05/19 14:30-16:30、107/06/06、
進而提升專業輔導知能，深化學生
107/06/13、107/06/07、107/06/1、
輔導成效。
107/06/20、107/06/27、107/07/06)
34 辦理 0(獎金：
17,000
辦理社團指導師研習，強化社團輔 社團指導老師 行政大樓三樓國際會議廳
社團 0)(獎品：0)
導知能，促進學校與社團指導老師 與課指組主管 A313(107/10/03)
指導
互動交流，有助於社團輔導成效。 與同仁，共計
老師
85%參與者認為透過研習建立學生 80 人次。
研習
社團輔導知能。
工作策略：4-2-3 建立標竿學習模式，加強學務及輔導工作觀摩與交流及傳承，並發展成為學習型組織
編 工作 學校配合款 學生事
參加對象及人
具體執行成效
辦理時間及地點
號 項目
支應
務與輔
數

檢討及建議

整體成效良
好，未來仍將
持續辦理。

達到預期成
效，建議未來
仍持續辦理。

檢討及建議

導補助
款支應
金額
35 學務 0(獎金：
57,085
1.辦理學務增能研習，透過研習， 學務同仁共
1.至善樓 Z1307 會議室 2.樹德科技大學、 整體成效良
標竿 0)(獎品：0)
使學務同仁知道如何進行風險評估 138 人。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107/07/09)、東吳大學 好，於活動強
學習
與辨識，進而提升內部控制作業，
(107/07/24)、長榮大學(107/11/20)
化學務工作敏
藉以強化學務工作專業知能。80%
感度，促進處
參與人員認為研習有助於提升自己
理學務工作，
的學務專業能力，並且有效率地解
未來仍將持續
決學務工作所面臨的困擾。 2.辦理
辦理。
3 學務標竿學校參訪，共與 4 所學
校共同學習(樹德科技大學、德明
財經科技大學、東吳大學、長榮大
學)，透過交流，促進交流並建立
夥伴關係，拓展學務工作觀點與視
野。90%參與者認同透過學務標竿
參訪，建立校外學務同仁關係，並
且增進學務工作視野。
工作目標：4-4 落實評鑑制度及提昇工作效能
工作策略：4-4-1 建立學務與輔導工作績效評鑑制度及指標，以持續改進學務與輔導工作
學生事
務與輔
編 工作 學校配合款
參加對象及人
導補助
具體執行成效
辦理時間及地點
檢討及建議
號 項目
支應
數
款支應
金額
36 建立 0(獎金：
28,000
邀請正修科技大學林烈利學務長與 學務同仁與校 學務工作單位辦公室、學務處會議室
整體成效良
學務 0)(獎品：0)
遠東科技大學蔡文斌學務長蒞校指 外專業評審， (107/12/12 11:00-17:00)
好，透過定期
品保
導，透過自我評鑑檢核學務工作績 共 50 人。
舉辦自我評
效。並針對缺失進行改善。90%參
鑑，建立學務
加人員透過評鑑，了解所屬單位優

37 落實 0(獎金：
43,958
學生 0)(獎品：0)
社團
改善
機制

缺點。另進行全校行政滿意度調
查，依調查結果，學務處簡化 6 項
申請作業及表單流程。
辦理 1 場社團資料製作講習會，透 校內社團組織 求真樓教室(107/10/20 09:00-13:00)
過分享課程，95%參與社團組織更 代表及相關同
能體認到社資製作的意義及傳承重 仁，共計 200
要性，並且對於社團經營與傳承更 人。
有概念與方向。

38 落實
學生
社團
品保

舉辦 1 場全校性社團組織資料評鑑 校內社團組織 文園教室 W001、W002、W006、
與觀摩，透過評鑑，藉以展現績效 及校內外師
W008(107/10/20 09:00-13:00)
實現自我，並且幫助社團永續經 長，共計 176
營。
人。

學校配合
款執行總
計：
2098962

35,000(獎
金：
35,000)(獎
品：0)

48,042

補助款執行總計：
2094030

工作專業及可
靠度。
協助社團組織
傳承，延續社
團精神，整體
成效良好，未
來仍將持續辦
理。
整體成效良
好，協助社團
組織永續經
營，建議續
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