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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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核心價值與特色校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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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導與釐定高等教育人才培育的核心價值；配合學校整體發展與學生特質，以建立具有特色的校園文化 

編

號 

工作

項目 

學校配

合款支

應 

學

生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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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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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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

特色

校園

文化 

(獎

金：)(獎

品：) 

 1.辦理成年禮系列活動:發揮天主

教學校特色，透過體驗天主教會

聖神的七種恩典，習得成年應具

備之態度與精神，並體會成長的

祝福、恩典、責任及感恩。90%參

加學生皆體會成年之意義與責

任。 2.2015 聖誕節「旅人之光」

系列活動共辦理 9 場次活動，由

學生社團、學務處、吳甦樂教育

中心共同辦理燃燈禮、聖誕音樂

會、英語歌唱比賽、朝會報佳

音、聖誕舞展與聯合音樂會、裝

置藝術展等。與全台 48 所天主教

學校分享「關懷小角落、點亮大

世界」聖誕節精神，今年以傳遞

1. 成年禮: 專科部四年級

親導生共 419 人。 2.聖誕

節禮儀慶典包含全校師生

與社區民眾:燃燈禮參與

人數 2 千多人、聖誕音樂

會 3 百人、朝會報佳音 1

千人、將臨期音樂會 3 百

人、聖誕舞展與聖誕六社

聯合音樂會 1 千人、裝置

藝術展 6000 人，共計約

10600 人次。 

1.成年禮:104.04.29-05.06 (文藻校園、

化雨堂) 2.聖誕節系列活動: 3.燃燈

禮:104.11.30 17:10-18:20 (文藻操場) 4.

聖誕圓夢計畫:104.11.30-12.25 (文藻校

園) 5.旅人之光祈禱牆:104.11.30-12.25 

(化雨堂前、紅磚道) 6.聖誕音樂

會:104.12.15 17:00-19:30 (化雨堂) 7.朝

會報佳音: 104.12.09 (仁愛公園)、

104.12.24 07:30-08:00(文藻操場) 8.英語

聖誕歌曲歌唱比賽:104.12.16 15:10-

18:00 (文園二樓會議室) 9.馬槽禮裝置

藝術: 104.12.21 17:50-18:20 (詠甦堂前) 

10.聖誕舞展: 104.12.21 18:00-19:30 (化

雨堂) 11.聖誕音樂會:104.12.24 19:00-

20:30 (化雨堂)  

在全校師生與社區民眾

熱烈參與下，成效良

好，未來仍將持續辦

理。 

   



喜樂、感恩、愛得互助聖誕精

神，引導師生關懷世界難民危

機，以及人們的疏離。  

2 培育

高等

教育

學生

領導

人才 

(獎

金：)(獎

品：) 

 共計辦理日間部及進修部各 2 場

次學生自治幹部培訓活動。透過

課程學習，建立學生專業本位能

力，培養學生自治素養，並藉由

座談共同探討學生自治權益與義

務，並以實際案例討論，讓學生

了解學校與學生之間的平衡與學

生應盡義務。此外，透過團體活

動及新舊任幹部傳承交流，促進

學生組織的情感交流、激發團隊

合作及向心力。平均 86.15 學員認

為透過活動有助於未來組織運

作;99%學員藉由活動認同所屬組

織；96%學員認為經過本次研習，

有信心面對未來的任務與挑

戰;80%學員學習如何在正當程序

裡為自己的權益發聲。  

本校日間部及進修部學生

自治幹部 355 人 

1.104.01.26 18:00-21:00 (行政大樓三樓

國際會議廳) 2.104.01.19 07:30- 01.21 

18:00 (天主教真福山社福文教中心、

文藻校園各場地) 3.104.08.28 18:00-

21:30 (行政大樓三樓國際會議廳) 

4.104.12.21 18:00-21:00 (行政大樓三樓

國際會議廳)  

活動整體成效良好，未

來仍將續辦，惟學生建

議未來活動可安排心靈

層面之課程，給予學生

較完善之培訓課程。 

   

3 營造

多國

文化

校園 

(獎

金：)(獎

品：) 

 文化嘉年華系列活動共辦理 15 場

次之活動，學務處規劃各語文系

學會及東南亞語文中心舉辦不同

形式之活動，讓學生深入了解多

國文化，建立國際觀，提升學生

文化涵養，營造多國文化的特色

校園。內容包含英法文歌曲比

賽、法文戲劇比賽、滾球運動、

東南亞、西班牙及法國美食製

作、德國擊鞋舞學習、日本文化

體驗(茶道、浴衣、搗麻糬等)、東

南亞文化展(政治、經濟、文化、

美食、旅遊為主軸)、歐洲畫作

本校學生(含進修部)約

1500 人 

1.英文及法文歌曲比賽:104.03.24、

104.04.07 17:00-21:00(公簡廳、化雨

堂)，104.12.04 08:00-13:00(公簡廳)。 2.

法文戲劇比賽: 104.05.16 07:00-13:30 

(公簡廳) 3. 法國經典滾球體驗賽及法

國美食接力賽 : 104.12.14 16:00-

19:00(校園廣場) 4.西班牙烹飪教室

(104.05.09、06.12 08:00-13:00 (S101 等

四間教室)。 5.德國擊鞋舞蹈研習營

104.10.17-18 08:00-17:00 (文園穿堂) 6. 

日本文化體驗: 104.05.04-06 13:00-18:00 

(日文系資源教室、明園小舞台廣場)、

104.10.18 09:00-15:00 (J101 教室) 7.東南

整體成效良好，105 年度

將配合本校 50 週年擴大

辦理多國文化活動，並

邀請社區民眾一起參

與，發揮大學社區角

色，將多國語文化特色

分享給社區。 

   



展、捷克民族舞蹈等。平均

85.92%參與的學生都認為有助於他

們對不同文化的體驗與學習，無

論是在生活、藝術、政經等方面

都有涉略，增進對異國文化的包

容度。 

亞美食體驗 104.10.18 08:00-15:00 (紅磚

道)、東南亞文化展 104.10.12-11.06 (歐

盟園區) 8.東南亞人文旅遊講座

104.05.21 13:00-15:00 (求真樓 Q001) 9. 

歐洲文化特色展 104.04.30-06.30 (歐盟

園區)、捷克民族舞蹈表演 104.10.26 

15:00-17:00 (薪傳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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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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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校園

安全

危機

管理 

(獎

金：)(獎

品：) 

 辦理 7 場次活動，內容包含國家

防災演練、2 場防災宣導講座、4

場急救訓練(CPR+AED)，並探視並

關懷 10 位生病及受傷學生。透過

宣導、演練及研習，師生知道災

害發生時，如何正確自救。平均

82.2%學生認為活動對自己的防災

能力有幫助。在急救訓練的部

分，參與學員 99.5%(113 人)拿到

全校師生(含進修部)6060

人 

1. 國家防災日防災演練: 104.09.30 

09:10-12:30 (學校操場) 2.防災宣導: 

104.05.22 20:20-22:00 (化雨堂)、

104.05.27 15:00-17:00 (化雨堂、操場) 3.

急救訓練: 105.05.23 08:00-17:00 (行政

大樓 A302 教室)、104.06.27-28 08:0-

17:00(Q002 教室) 4. 基本教命術: 

104.03.21 08:00-17:00 (Q503 教室) 5. 

CPR+AED 培訓:104.11.05 11:00-17:00 

整體成效良好，未來仍

將續辦。此外，也將針

對學務工作同仁、導師

尚未取得急救證照者，

列為鼓勵參加重點。 

   



證照(基本救命術 BLS 證照)、29

人完成 CPR+AED 急救訓練技術考

試，合格率 100%。 

(Z1307) 6.探視學生 104.02.24-12.31  

5 營造

校園

安全

生活 

(獎

金：)(獎

品：) 

 辦理 6 場次活動，包含 2 場交通安

全宣導、1 場賃居媒合及 1 場賃居

安全與法律講座、2 場安全校園生

活講座。透過活動，學生了解交

通安全的重要性及交通事故正確

的處理方式，83.4%學生認為活動

對自己有幫助; 賃居輔導部分，透

過安全的媒合平台，協助學生找

到安全且適合自己的住所，媒合

率達 96%，此外透過講座讓學生

了解租屋的基本常識及常見法律

問題，學生反應良好。此外，在

八仙塵爆發生後，運用其他活動

餘款，流用治本工作項目，增辦

安全校園生活講座，讓學生重新

檢視自身對於「安全」的認知。

85%參與學生認為活動後對自己日

後安全有幫助，且提高應變能

力。 

本校學生(含進修部)3727

人 

1.交通安全宣導: 104.03.20 20:20-

22:00(化雨堂)、104.03.18 15:00-17:00 

(化雨堂) 2.賃居媒合:104.08.01 、08.23 

09:00-17:00(明園) 3.賃居安全與法律講

座 104.10.14 15:00-17:00 (化雨堂) 4. 健

康、充實、安全的文藻校園新生活講

座: 104.09.23、09.25 10:00-15:00(化雨

堂) 

整體成效良好，未來建

議增加校門口機車動線

宣導，避免車禍發生。  

   

工作策略：2-1-2 毒品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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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應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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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毒品

菸害

防制 

(獎

金：)(獎

品：) 

 辦理 5 場次活動，除了反毒講座

及拒菸講座外，其餘由學會透過

話劇比賽、歌唱比賽將反毒、拒

菸的元素融入活動中，用貼近學

生喜愛的方式，將反菸反毒的觀

念深入學生的心。平均 88%參與

學生都了解毒品及菸害的嚴重

性，而願意在生活中落實。 

本校師生(含進修部)約

3727 人 

1. 向詐騙、毒品、菸害 Say No 英文話

劇比賽: 104.11.21 08:00-12:30(公簡廳) 

2.反毒歌唱比賽: 104.03.25 14:30-19:00 

(S001 教室)、104.05.27 17:00-21:30 (公

簡廳) 3.反毒講座: 104.09.30 15:00-

17:00(化雨堂) 4.菸之非福講座暨減菸

拒菸連署活動: 104.05.22 20:10-22:00 

(行政大樓三樓國際會議廳) 

成效良好，尤其本次學

生發揮創意，將反毒、

拒菸、反詐騙等概念融

入學生喜歡的活動，並

由學生自發性辦理，宣

導效果更佳。未來仍可

續辦。 

   

工作目標：2-2 促進與維護健康 

工作策略：2-2-1 疾病之三級預防與健康環境之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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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健康

促進

與維

護 

(獎

金：)(獎

品：) 

 共辦理 5 場次活動，內容包含如

下: 1. 結合衛保志工學生辦理社區

傳染病防治，結合學校及社區資

源共同宣導登革熱及愛滋病議

題，建置傳染病防護網，落實三

全校師生及社區民眾 1207

人 

1.社區傳染病防治:104.05.04、06.05 

08:00-17:00 (文藻鄰居三民區鼎力里) 2.

球類競賽: 104.09.30-12.30、104.04.27-

06.05(操場及育美體育館) 3.運動安全

講座:104.11.21 (文園二樓會議室及郊

整體成效良好，其中傳

染病的傳播是不分校內

外，尤其是 104 年度高

雄登革熱大爆發，宣導

活動校內外都須兼具傳

   



段五級之預防。100%參與里民能

說出傳染病防治注意事項，並落

實進行社區整潔巡查、登革熱防

治目標。 2..辦理新生盃及院際盃

球類競賽，透過體育競賽活動，

培養學生團隊精神與班級、學系

的凝聚力，增進學生健康適能與

運動習慣。 3.辦理運動安全健康

講座，提升師生山難預防與處理

能力，辦理登山安全講習，認識

基礎健行登山、設備認識與選

擇、走路技巧等。並實際於壽山

體驗登山活動，以培養師生登山

安全知識與能力，強健體魄，健

康促進。80%參與者完成登山體驗

活動。 4.辦理文藻校園環境生態

圖文比賽，培養文藻人認識校園

生態環境及重視生活教育，體認

良好而環保的校園環境有益身心

健康，並增進對環境知識的傳

遞、態度的培養。.本次比賽計有

71 件，賽後於 FACEBOOK 展示

後，計有 2354 人次點擊，有效提

升文藻人對環境與環境對健康的

影響有認識。 

山) 4.生態圖文競賽:104.09.14-11.30 (文

藻校園) 

染病防治才能達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 

工作策略：2-2-2 心理與問題行為之三級預防 

編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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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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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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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

助

款

支

應

金

額 

8 心理

與問

題行

為預

防 

(獎

金：)(獎

品：) 

 辦理 5 個活動，內容包含如下: 1. 

相招來去”迺”夜市~心靈夜市系

列闖關活動:以活潑熱鬧的夜市活

動形式吸引學生參與，在互動遊

戲中學習心理衛生知識與自我照

顧方法。100%學生反應活動有

趣、好玩並且重視心理健康。此

外，促進學生對心理健康之覺察

與重視，將身心靈健康融入生活

中。99.5%學生表示參與活動能學

習到自我照顧與關懷他人。 2.全

校新生身心適應測驗暨班級輔

導，讓學生學會思考如何照顧自

己及學習自助的方法，已達到一

級預防工作。測驗包括新生身心

適應篩檢活動、身心適應量表、

HHL 習慣健康生活線上量表。此

外，進修部使用大學身心適應量

表，共計 553 位學生參加、12 位

導師出席說明會，87.5%老師同意

本活動增進對高關懷學生輔導知

能與技巧；日間部四技二技使用

HHL 習慣健康生活線上量表，共

計 30 場，1460 人施測，共 17 位

導師出席說明會；五專學生進行

學生生活適應量表，共計 7 場，

367 人施測。 3.文藻人的喜怒哀樂

本校師生約 6806 人 1.心靈夜市闖關活動:104.04.08-04.10 

15:00-20:00(薪傳劇場) 2.新生身心適應

測驗暨班級輔導:104.09.25-10.30(校內

各電腦教室及班級教室) 3.臉譜大募集

活動: 104.12.17 11:00-19:00 (薪傳劇

場、Q001 教室、行政大樓三樓國際會

議廳) 4.購買圖書雜誌、牌卡桌遊、測

驗: 104.04.01-12.31 (諮商與輔導中心) 5.

義務輔導老師培訓: 104.10.22、11.10 

15:00-17:00 (韻律教室、行政大樓三樓

國際會議廳) 

多元且創新的活動深受

師生喜愛，整體成效良

好，未來將持續辦理創

新活動，維護學生心理

健康。 

   



情緒臉譜大募集:辦理 3 日體驗闖

關活動、1 場座談會、3 場連續主

題電影座談會，促進全校師生與

教職員之心理健康，宣導面對情

感的正向態度。透過活動篩選出

需要輔導資源之學生，落實三級

預防之效果；同時透過活動提升

學生釐清情感議題之能力，並應

用於協助學生進行情緒調適。 4. 

購置圖書、雜誌、牌卡及桌遊運

用於中心所辦理的初級預防活

動，使活動更為多元，提升學生

參與度，有益全校師生心理成

長，強化學生情感與支持連結。

自 10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共計 856 人次使用外借圖書服務；

1600 人次學生參與中心測驗之施

測(含通識課程老師、心理師晤談

中使用)；700 人次借用相關桌遊

遊戲盒、心理相關牌卡協助學

生。 5.針對義務輔導老師辦理輔

導知能活動，內容包含三場講

座、一場體驗式活動。包括：燒

傷者之生心理重建知能概論；導

師如何運用習慣、健康、生活量

表 HHL-S 施測結果進行導生輔

導；正念及身心治療對大腦及身

心機制；音樂治療在壓力紓解上

的應用。92.3%老師同意研習內容

有助於燒傷的傷害、有助認識燒

傷者之生心理重建知能；94.3%同

意研習內容讓老師了解如何從線

上收取學生測驗報告書；94.3%同

意研習內容能助於導生輔導工



作；95.4%同意研習內容讓老師認

識神經科學、有助於了解憂鬱症

學生；95.8%同意研習內容讓老師

認識音樂治療；95.8%同意音樂之

旅的體驗活動達到紓壓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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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

號 

工作

項目 

學校配

合款支

應 

學

生

事

務

與

輔

導

補

助

款

支

應

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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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落實

性別

平等

教育 

(獎

金：)(獎

品：) 

 辦理 4 場次性別平等教育講座，

講者從自我生命經驗分享，認識

性別多元，以共同營造友善校園

環境。建立性別溝通平台，藉由

講座讓全校師生消除性別刻板印

象、建構性別平權觀念。平均

88.5%學生表示講座後更瞭解性別

平等與情感教育的重要性。 

本校教職員生 1250 人 104.05.22 20:20-22:00(文園二樓會議

室)、104.03.25 15:00-17:00(文園二樓會

議室)、104.10.7、11.20 15:00-17:00 (行

政大樓三樓國際會議廳、化雨堂) 

整體成效良好，學生回

饋建議性別平等講座可

邀請不同領域講者談性

別議題，如：同志議

題、情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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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

號 

工作

項目 

學校配

合款支

應 

學

生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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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

與

輔

導

補

助

款

支

應

金

額 

10 強化

導師

功能 

(獎

金：)(獎

品：) 

 遴選 11 位優良導師(日間部 8 位，

進修部 3 位)，激勵導師發揮陪伴

教育精神，引導學生致力知識學

習、啟發學生潛質、班級團隊精

神，配合教師節慶祝大會，辦理

公開表揚活動以強化導師功能，

頒發獎勵金每人 1 萬元。並於導

師知能研習、導師會議等活動，

邀請分享導師經驗，加強與建立

緊密親師生關係。 

本校師生 540 人 優良導師表揚時間 104.09.23 14:30-

17:00 (公簡廳)  

整體成效良好，每年皆

持續辦理。 

   

工作策略：2-3-3 同儕與人群關係(社團與宿舍生活輔導) 

編

號 

工作

項目 

學校配

合款支

應 

學

生

事

務

與

輔

導

補

助

款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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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

金

額 

11 建立

和諧

同儕

關係 

(獎

金：)(獎

品：) 

 1.各系學會辦理 7 場次迎新、送舊

活動，透過迎新，新生們能更了

解各系學生組織，以提升凝聚力

及向心力，促進校園和諧關係，

而透過送舊活動齊聚全系師生，

凝聚系上情感，為應屆畢業生送

上祝福與感謝外，學長姊的經驗

分享也有助學弟妹們學習發展。

平均 84.6%學生喜歡這些活動，有

助於增進情誼及對學習有幫助。 

2. 2 場次親師輔導活動，藉由座談

會讓學生家長了解教育理念，讓

學生、家長及導師相互交流，並

邀請學生分享生職涯規劃，讓學

生對未來規劃更有概念與找到自

己的優勢及定位。超過 90%導

師、家長反映應多舉辦本類型活

動，加強新生家長與學校溝通連

結；92%學生指出藉由此活動讓自

己對全新的大學生活環境感到放

心，也可認識系上同學及老師。 

3.辦理德國聖誕文化相關活動與聖

誕襪製作體驗，並將彼此的祝福

放入袋中，除促進同儕關係和

諧，也讓學生增進德國文化涵

養，同時搭配反毒、反酗酒等宣

導，讓活動有多重意義。90%學生

透過本次體驗活動提升自我文化

涵養；90%學生透過宣導，了解反

毒、反酗酒等標語之涵義。 

全校師生及家長 1340 人 1.迎新送舊: 英文系 104.09.23 15:00-

20:00 (文園穿堂)、德文系 104.09.23 

16:00-17:30(仰福廣場)、德文科

104.05.27 16:00-18:00(圓形廣場)、德文

系 104.10.03-04 (文藻校園、墾丁)、外

語教學系 104.06.03 15:00-21:30 (Q901、

Q;902 教室)、翻譯系 104.05.27 17:30-

20:00（W008 教室)、數位系 104.06.17 

08:30-22:00 (文藻校園) 2. 親師輔導: 

104.09.30 10:30-12:00 (文園二樓會議

室)、104.08.02 13:00-15:00 (文園二樓會

議室) 3.聖誕襪活動: 104.12.18 08:00-

17:00(求真樓穿堂) 

整體成效良好，系學會

開始願意將教育主題(例

如反毒、反酗酒)融入活

動中，未來值得持續推

廣。 

   



12 宿舍

生活

輔導 

(獎

金：)(獎

品：) 

 辦理 11 場次活動，內容如下: 1. 藉

由學生宿舍自治管理委員會幹部

訓練課程，培養學生幹部間的默

契，增進相互間熟悉度與向心

力，提升住宿學生自治能力。 2.

由英、法、德、西、日五科系住

宿學長姐共計 33 名擔任解說員，

配合所學語言並結合國台語，為

新生與家長們詳盡介紹宿舍，強

化新生適應新生活的自信心與能

力。.98%家長與新生認同此活

動。 3.為住宿生辦理多元主題講

座，住宿學生於課後持續學習。

內容包含節約能源方式、租屋法

律問題等，宿舍不僅是睡覺的地

方，更是延伸學習的場域。85%學

生藉由講座活動，對於不同領域

的知能深入了解，有效提升自我

學習。90%學生透過活動引發學習

興趣，主動學習新知有深刻體

會。 

本校學生及家長 351 人 1.宿委會幹部培訓:104.09.9-104.09.13(學

生宿舍) 2. 新生及家長參訪宿舍 

104.08.10 07:00-13:00(千禧樓學生宿舍) 

3.宿舍學習生活圈講座 104.3.16、

3.26 、4.15、4.30、5.14、5.21、6.4、

6.10 18:00-20:30(校內千禧樓宿舍、至

善樓 Z1308) 

整體成效良好，首次學

務處結合通識教育中心

於學生宿舍開設講座，

惟宣傳不足，學生人數

未達預期，未來應更加

強宣傳，擴大學生參與

數。 

   

13 強化

社團

輔導 

(獎

金：)(獎

品：) 

 1.辦理社團組織新舊任負責人交接

輔導暨交流座談會，促進各社團

組織的認識與交流，並使新任負

責人感受責任之賦予與傳承的意

義。同時提供社團組織與校方有

一個交流平台，共同解決問題與

執行困難，提升社團組織經營績

效。90%新任社團負責人感受到責

任的賦予，並勇於接受挑戰。87%

新任社團負責人透過交接的傳承

與交流，更瞭解社團組織現有問

題與解決方式；88%參與同學認為

此活動有助於未來社團組織經營

本校學生社團幹部 602

人。 

1.社團組織新舊任負責人交接輔導暨

交流座談會: 104/06/06 08:40-16:00(學生

活動中心、文園教室、穿堂、會議室) 

2.新任幹部訓練研習營 104.06.29-

104.10.31 09:00-17:00 (文園穿堂、文園

2 樓會議室、文園教室、行政大樓)、

104.9.13-104.9.18 8:00-16:00、104.10.03-

104.10.04 8:00-16:00(學生活動中心各場

地) 

整體成效良好，將持續

辦理，惟未來座談會辦

理，可事先將議題討論

寄送給各社團，以利負

責人可先行準備與思

考，提升座談會當天的

討論效率。 

   



與運作。 2.學生會辦理新任幹部

訓練研習營，其中共計 11 場次研

習，建立社團幹部專業本位能

力，內容包括社團組織運作、軟

實力培養兩大方向課程，以提升

社團經營績效，更可促進各社團

交流與互動。93%社團組織幹部認

為系列活動有助於社團組織經營

與運作；85%參與同學同意活動交

流有益提升彼此交流與未來合

作。此外，也安排社團幹部在職

訓練、總務訓練、器材訓練，以

協助新上任社團幹部了解執行社

務各式細節，促進流暢度與減低

錯誤率，讓活動進行更順利，亦

建立交流平台之好機會。平均

96%參與幹部認為活動對自己有幫

助。 

工作目標：2-4 促進適性揚才與自我實現 

工作策略：2-4-1 推動學習輔導與閱讀計畫，強化終身學習。 

編

號 

工作

項目 

學校配

合款支

應 

學

生

事

務

與

輔

導

補

助

款

支

應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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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額 

14 強化

學習

輔導 

(獎

金：)(獎

品：) 

 辦理閱讀技巧加油站活動，藉由

學習輔導，教導學生正確及有效

的讀書方式，提升學生學習成

效。80 名學生參加，透過競賽方

式驗收學生輔導成效，強化閱讀

與簡報技巧，70%學生認為提升學

習成效；70%學生肯定自我學習能

力。 

本校學生 80 人 104.05.20 15:10-17:00(求真樓教室) 成效良好，105 年度將針

對學生需求，規劃不同

學習輔導主題。 

   

工作策略：2-4-3 辦理創意活動，培養學生創新能力 

編

號 

工作

項目 

學校配

合款支

應 

學

生

事

務

與

輔

導

補

助

款

支

應

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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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學生

辦理

創意

活動 

(獎

金：)(獎

品：) 

 學生社團及系學會辦理創意活

動，內容包括如下: 1.小農市集創

意行銷活動:學生透過農村社區的

參訪及體驗活動，主動關懷農

民，對社區農業有深層的想法，

對小農們製作行銷企劃案，回饋

社區農民，協助提高期銷售量。 

2.復活節採蛋去:透過闖關遊戲了

解復活節、採蛋文化、製蛋過程

本校師生(含進修部)8092

人次，社區民眾約 400

人。 

1.小農市集創意行銷比賽:104.12.13 

8:30-13:00(校外大樹龍目社區) 2.復活

節採蛋去:104.05.16 13:00-17:00 (文藻校

園) 3.進修部全校性藝文展演系列活動

104.03.27、10.02 20:30-22:00 (化雨堂) 4.

社團成果展與發表系列活動:104.03.01-

104.12.21 (化雨堂、薪傳劇場及文藻其

他展演場地、高雄市小港區社教館)  

整體成效良好，學生發

揮創意，展現平日所

學，呈現不同方式之活

動，其中國際企業管理

系學會走出校園，關心

龍目社區鳳梨等農業發

展，運用學業專長，結

合其創意，設計出創新

行銷案，本案也將在 105

   



等，親身體驗西洋復活節。參加

同學來自各系、各學制，80%學生

表示透過活動更能了解復活節的

意涵。 3.進修部全校性藝文展演

系列活動共辦理 2 場次學生社團

展演，讓學生展現自我，降低課

業及工作壓力。平均 86.5%參與學

生喜歡此活動並認為得以舒緩工

作及課業壓力。 4.在社團活動補

助，學生會與 16 個社團共同參

與，發揮各類社團專長，藉由學

生創意籌畫不同的藝文展演活

動，共計 14 場次，其中包含一場

11 社聯合社區展演，深獲高雄市

民眾好評。 

年度延續辦理後續活

動，期望學生長期持續

關心社會，幫助鄉村農

業發展。 

工作策略：2-4-4 實施新生定向輔導，發展正確的人生觀，體認教育、生活方式、工作環境等之間的關係。 

編

號 

工作

項目 

學校配

合款支

應 

學

生

事

務

與

輔

導

補

助

款

支

應

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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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新生

定向

輔導 

(獎

金：)(獎

品：) 

 舉辦 9 場次活動，內容如下: 1.辦

理英文系大學部新生導航：讓學

生了解英文系與系學會，提升系

本校師生 2678 人 1.英文系大學部新生定向輔

導:104.10.25 08:00-20:00(文藻校園、墾

丁) 2.專科部交換生交流茶會:104.05.13 

整體成效良好，未來仍

將續辦，惟針對轉學生

輔導，因為學制的不

   



學會向心力，並輔導新生適應新

的學習環境。活動中置入淨灘活

動，讓從服務中促進交流，也讓

新生重視環保。 2.專科部交換生

交流茶會，由日本交換生分享來

台交換動機與心得，以及本校赴

日交換生經驗分享，協助學生適

應交換生之學習生活。90%學生認

為透過交流分享會提升文化涵

養；90%學生達到自我適應與學習

成效。 3.翻譯系辦理四技與二技

新生與系上所有老師及學長姐互

相認識，聯絡彼此感情，並增進

學生對翻譯系的認同感。90%以上

學生對翻譯系更加有認同感及凝

聚力，藉此促進同儕與校園的感

情。 4.辦理進修部新生導航活

動，使新生認識校園學習生活、

熟悉校園環境、了解學校相關重

要規定。79.1%參與學生認為活動

內容對自己有幫助；79.2%學生認

為藉由活動得以認識校園環境。 

5.辦理 2 場次四技新生英語初戀營:

協助四技新生提早適應全英文授

課校園環境，了解文藻核心能

力，傳遞文藻敬天愛人精神，並

透過新生定向輔導課程設計，讓

新生得以學習如何將英文應用於

生活中，克服學習英文障礙。活

動結束後，辦理 CA 授證及新生迎

新活動，給予服導員及新生鼓

勵。97.1%大一新生藉活動了解文

藻教育精神與辦學理念；98.07%新

生能說出文藻學生 3L 特質；

16:00-17:30(J101) 3.翻譯系新生生活輔

導:104.9.24 17:00-20:00 (W008 教室) 4.

進修部新生導航研習輔導:104.09.01-

09.03 (化雨堂及各班級教室) 5.英語初

戀營:104.08.2-08.07、104.08.24-08.29 

(化雨堂及文藻各場地) 6.五專部新生生

活營:104.08.28-104.09.05{正氣樓教室、

校園、化雨堂) 

同，建議未來可依不同

學制辦理，以免同學混

淆。 



93.6%學生在營期結束後，相信自

己往後四年可學好英文。 6.專科

部新生生活營幫助新生提早了解

校園及周邊環境，舒緩不安感。

新生透過營隊規劃，具體化對科

系想像進而認同已身所選，透過

團體生活拓展人脈，充實人際關

係。95%新生認為活動有助於自己

適應新生活，降低對未來的擔

憂，塑造良好的求學態度。 7.辦

理 2 場次日間部轉學生定向導航

活動，協助轉學生了解學校環境

與資源，釐清入學之際各種疑

惑，以提升環境適應力，降低入

學的焦慮與不安。平均 97%同學

認為活動有幫助適應文藻的學習

生活。  

工作策略：2-4-5 進行生涯輔導與職業輔導，協助學生規劃完善的就業與生涯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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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生涯 (獎  舉辦 15 場次生涯進程輔導，內容 本校師生及社會人士約 1.生涯進程輔導(含生涯說明 透過不同單位之規劃，    



進程

輔導 

金：)(獎

品：) 

包含生涯規劃、生涯研習及導航

活動，邀請校外專家學者、業界

人士、畢業校友等針對升學、遊

學、就業、生涯規劃、各類產業

現況進行演講、交流、分享。平

均 89.85%學生認為活動內容分享

之生涯規劃經驗及現今業界人才

需求狀況與業界實務，對在學學

生的學習和生涯引導有相當助

益。 

1216 人、家長 50 人 會):104.03.07 14:00-16:00 (文園二樓會

議室)、104.12.16 15:00-17:00(W006) 2.

生涯輔導講座:104.05.13 12:00-

14:00(W008 教室)、104.03.18 15:00-

18:30 (公簡廳)、104.10.28 16:00-18:00 

(S001 教室)104.12.03. 10:00-12:00 (公簡

廳)、104.04.13、04.29、05.06、05.25、

06.22 15:00-17:00 (Q001、文園二樓會議

室)、104.06.11、11.25、12.18 15:00-

18:00 (Q201、留學資訊中心) 3.生涯研

習營: 104.10.17 19:00-17:00(行政大樓三

樓國際會議廳)  

可針對不同學生群組需

求安排講座，可增加講

座的多元性。整體成效

良好，未來仍可續辦。 

18 職涯

及職

場倫

理輔

導 

(獎

金：)(獎

品：) 

 辦理 13 場次職涯輔導講座，並購

置相關職涯雜誌書籍。講座內容

包含畢業生分享、各種職場實務

(翻譯、國際企業、公關、東南亞

跨國就業、歐洲企業等)、職場規

劃與倫理、職場禮儀、職場跨文

化溝通等。有助學生了進行職涯

規劃與選擇，提升自己的就業力

與求職信心。另訂閱職涯雜誌、

書籍，透過閱讀學習正確求職觀

念與技巧、人際溝通與互動，建

立職涯軟實力。本年度共計 200 人

次以上借閱。 

本校學生(含進修部)約

1200 人次 

1.104.04.29、05.29 08:00-17:00 (化雨堂

前空地)、104.05.14 13:00-15:00 (Q001

教室)、104.05.11 17:30-20:00 (Q001 教

室)、104.09.30、104.10.31 15:00-17:00 

(文園 2 樓會議室)、104.06.10 13:00-

15:00、104.11.11 15:00-17:00 (Q002)、

104.06.03、06.10 15:00-17:00(口語表達

藝術廳、Q002)、104.11.29 10:00-

12:00(Q003) 2. 雜誌書籍皆至於生涯發

展中心供師生閱讀參考。 

整體成效良好，本次系

學會結合送舊辦理職涯

輔導活動，不僅拉緊畢

業校友與系上師生的互

動，也讓在校生能透過

學長姐的分享了解職場

狀況。本類模式會讓學

生更願意學習，未來可

持續辦理。 

   

工作願景：三、培養具良好品德的社會公民 

工作目標：3-1 建立多元文化校園與培養學生良好品德與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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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人權與法治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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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

導

補

助

款

支

應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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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出版

學生

刊物 

(獎

金：)(獎

品：) 

 本次學生共發行三種刊物，西文

系專科部系刊，應華系報與國際

事務系學生活動心得集。透過刊

物發行，激發學生自主能力、觀

察力，多元內容（學長姐海外

遊、留學及畢業出路、校外實

習、畢業公演、迎新及學校生活

大小事等）有助於學生學習與發

展，並促使學生關心周遭事物，

達到校園和諧之目的。 

本校師生約 3535 人次 104.01.01-12.31(文藻校園) 學生透過經費的補助得

以發行特色刊物，學生

反應良好，建議未來可

增加系刊多元內容，

如：留遊學簡介、校友

專訪等內容。 

   

20 建立

多元

參與

管道 

(獎

金：)(獎

品：) 

 辦理 17 場次活動，內容如下: 1.辦

理班級輔導活動、日間部、進修

部幹部培訓計畫，說明擔任班級

幹部需有之責任與義務，以作為

學校與同學溝通的橋樑、發揮班

級幹部自治精神。 2.與院長(系主

任)有約，促進系主任與系學會成

員的交流，藉此讓所有的成員更

了解系學會的運作。本項活動促

進學生多元參與，發揮班級學生

自治精神，並建立特殊學生(外籍

生、轉學生、研究生)與學校溝通

平台，有助於輔導工作之推動。 

3.針對進修部學生辦理班級、學系

本校師生 4124 人次 1.日間部班級幹部訓練:104.03.04、

09.16 15:00-17:00 (文藻校園各場地)、

進修部新任班級幹部研習:104.03.13、

09.25、12.18 20:20-22:00 (文園二樓會議

室)、日間部及進修部輔導幹部培訓計

畫:104.12.18 20:20-22:00(文園二樓會議

室)、104.03.01、12.19 08:00-22:00(校內

會議廳、團體諮商室) 2.與系主任有約

三部曲活動:104.10.26-11.30 12:00-

13:00(Z406 教室) 3.進修部班級輔導活

動:104.06.05 、12.04 20:20-22:00 (行政

大樓三樓國際會議廳)、進修部學系輔

導活動:104.03.31 18:30-20:30 (行政大樓

三樓國際會議廳)、104.04.10、05.08、

整體成效良好，惟針對

部分同學連任幹部，應

提供進階版的研習內

容。 

   



輔導活動，讓不同班級及學系學

生針對其需求，辦理不同類型學

輔主題講座，讓學生有更多元的

選擇與參與機會。 

10.30、12.04 20:20-22:00 (Q002、W006

教室) 

21 建立

多元

社團

文化 

(獎

金：)(獎

品：) 

 包含社團動態展演、社團體驗嘉

年華、戶外展演暨社團登記。透

過系列動態表演與靜態展出，讓

新生感受到多元且豐富的繽紛社

團氣息，初步瞭解各社團運作，

準確選擇適合自己的社團。85%學

生藉此系列活動認識社團運作及

相關活動辦理，提升主動參與社

團意願，共有 3700 位同學完成社

團登記。80%參與戶外展演之社團

藉此系列活動獲得不同的經驗，

提升自信心；80%參與戶外展暨社

團登記之社團表示此活動能夠有

效推廣自我特色並有助於新社員

之招募。 

校內教職員生、社會人士

6645 人 

1.動態展:104.08.2 19:00-21:00 (化雨堂) 

104.08.23 19:00-21:00 (化雨堂)、

104.09.04 15:30-17:30 (化雨堂) 2.社團體

驗嘉年華: 104.09.16-18 (薪傳劇場、育

美館前、紅磚道)。 3.戶外展暨社團登

記:104.09.30-10.02 09:00-17:00 (文園穿

堂、求真樓穿堂) 

成效良好，社團參與踴

躍，仍將持續辦理。 

   

22 培養

尊重

生命

的態

度 

(獎

金：)(獎

品：) 

 舉辦 3 場生命教育活動，內容如

下: 1.邀請蘇惠娟作家進行生命教

育講座，分享面對生命改變後，

從事助人工作的豐富生命經驗。

86.5%學生了解演講內容；85.7%學

生認為本活動對自己有幫助。 2.

安排團體活動，讓學生懂得正念

思考、建立對生命的正向態度，

並獲得壓力紓解。80%參與學生了

解正念紓壓的重要性與方法；

85.7%參與學生表示活動啟發思

考、引導學習；78.6%學生表示活

動有助於了解生命教育的重要；

80%學生表示活動有助於反思個人

本校師生(含進修部)5976

人 

1.生命教育講座: 104.11.27 20:20-22:00 

(化雨堂) 2. 生命教育團體-大腦的正念

革命:104.01.01-06.26 08:00-17:00 (團體

諮商室)、104.09.23 15:00-17:00 (行政大

樓三樓國際會議廳)、104.12.1 15:00-

17:00 (諮商與輔導中心會議室) 3.復活

節生命教育系列活動: 104.03.28-05.31 

08:00-22:00 (玉美館韻律教室、化雨

堂、詠穌堂) 

整體成效良好，惟建議

生命教育團體活動之團

體時間可延長，效果會

更好。 

   



生命歷程的成長。 3.透過生命教

育系列活動傳遞善意溝通、和平

之子的復活節精神主題，讓師生

從自我覺察出發，透過善意溝

通，消弭衝突，和平從我開始，

讓學生對生命的意義有所省思。 

23 強化

法治

教育 

(獎

金：)(獎

品：) 

 辦理 2 場次法治教育講座，內容

包含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法令及

案例、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律觀

念，使同學們了解如何尊重並保

護個人及他人資料使用安全及智

財權保障，以維護個人及他人權

益，避免受害及觸法。平均

83.45%學生認為演講內容對自己有

幫助。 

本校學生(含進修部)學生

1046 人 

1.個資法講座: 104.10.16 20:20-22:00(化

雨堂) 2.智慧財產權講座暨宣導簽名活

動: 104.12.16 08:00-17:00(化雨堂) 

整體成效良好，未來可

持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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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與反省，進而認同、欣賞與實踐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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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建立

學生

品德

(獎

金：)(獎

品：) 

 辦理 6 場次活動，內容如下: 1.製

作新生手札，手札內容涵蓋認識

校園、生活指南、社團簡介、相

本校師生約 4112 人 1.製作新生手札:104.08.01 (文藻校園) 2.

舉辦日間部、進修部新生祈福

禮:104.10.08；11.04 15:00-17:00、

整體成效良好，惟針對

新生手札印製，為響應

環保無紙化，未來將朝

   



核心

價值 

關規定等實用資訊，協助新生、

轉學生迅速適應新的校園生活與

學習環境，建立敬天愛人之教育

理念，成效良好。 2.日間部、進

修部新生祈福禮，依不同學制、

不同成長階段，針對新生設計不

同祈福禮主題與活動內，以吳甦

樂教育精神為核心，給予新生全

方位的全人關懷，透過新生祈福

禮進一步認識吳甦樂精神，並融

入文藻溫馨的家庭校園。70%學生

了解活動內容；70%學生認為活動

對自己有幫助。 3.生活好模範競

賽:落實學生生活教育並加強各班

榮譽心及向心力，透過競賽，對

學習環境認同外，亦爭取團體榮

譽感，培養學生服務人群、自律

等精神。所有班級成績均為 87 分

以上，顯示執行成效良好。 1.品

德教育系列宣導活動:邀請講師以

「正念、紓壓」為主題，教導學

生如何減緩壓力、改善人際關

係，提升幸福感及生活品質。

75.8%學生了解演講主題；76.8%學

生認為本次講座對自己有幫助。 

104.10.23 20:20-22:00 (化雨堂) 3.生活好

模範競賽:104.08.01-104.09.16 (文藻校

園) 4.品德教育系列宣導活動:104.10.30 

20:20-22:00(文園二樓會議室) 

向製作電子書的方式，

除可提供學生，亦可提

供給導師、家長隨時可

上網閱讀，藉此擴大輔

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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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鄉土文化之情感；並透過多元文化課程與國際交流，開

拓國際視野，建立地球村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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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推廣

服務

學習

及志

工培

訓 

(獎

金：)(獎

品：) 

 舉辦 26 場(共計 47 小場次)以上的

學生志工培訓，針對學生志工給

予不同專業訓練，建立正確的服

務態度與服務知能，作為服務學

習推動之種子。此外，透過服務

學習心得分享與感恩會，藉由感

恩分享會，增進師生交流，並使

學生藉由活動分享與回顧，理解

服務他人的意義與重要性。此

外，為強化推動服務學習，本校

建置志工人力銀行，為讓學生知

道志工人力銀行的存在，製作志

工人力銀行系統暨友善校園宣傳

推廣 L 夾，讓學生了解志工人力

銀行系統功能及幫助。同時宣傳

反詐騙、反毒、尊重智慧財產權

等議題。L 夾屬學生常用用品，發

揮長效性宣傳，時時提醒學生注

意安全。 

本校師生約 10000 人，校

外人士約 500 人 

1.優質學生服務會招募培訓:104.05.30 

13:00-16:00 、104.06.03 16:00-17:00、

104.11.26、11.27、11.30、12.02、

12.03、12.08 12:00-13:10 (文藻校園各教

室) 2.多國語志工團培訓:104.04.15、

05.01、05.06、05.08 12:00-13:00 (W006

及求真樓各教室)、104.06.27 09:00-

15:00 (W006 教室)、104.12.23 15:00-

17:00 (正氣樓大廳)。 3.衛保志工招募

培訓:104.10.24 08:00-17:00 (衛生保健

室)。 4.英文初戀營志工培訓:104.05.02. 

08:00-21:00 (澄清湖青年活動中心) 5.諮

商與輔導中心志工培訓:104.03.18 

15:10-17:00、104.03.31 17:10-19:00、

104.04.15-06.30 月會 08:00-22:00、

104.09.12-12.16 (諮商與輔導中心) 6.勞

作教育志工培訓；104.06.11、104.06.13 

12:00-13:00、104.06.15 16:00-17:00、

104.10.16 12:00-13:00(行政大樓二樓會

議室) 7.服務學習志工培力訓練、特殊

訓練:104.03.13-05.23 15:00-17：00、

104-10.23 15:00-17:10(化雨堂) 8.聖吳甦

樂學校 serviam 服務精神志工訓練；

104.03.19、05.28、10.22、12.03 18:00-

20:00(求真樓各教室)。 9.服學天使小

整體成效良好，仍可持

續辦理，惟針對服務分

享會，服務隊員透過分

享肯定服務的意義與價

值，建議日後辦理可增

加創新有趣元素。此

外，由於參與學生踴

躍，會後座位燒不足，

建議未來可借用大場

地，或者於場地之後擺

放活動椅子。 

   



隊長志工訓練；104.09.16 17:00-20:00、

104.09.19.08:00-17:00(行政大樓二樓會

議室) 10.服務學習心得暨感恩

會:104.0316 16:00-18:00(文園穿堂、文

園二樓會議室)、104.10.22 15:00-17:00 

(文園二樓會議室) 11.志工人力銀行系

統暨友善校園宣導活動:104.11-01-

12.31(文藻校園) 12.東南亞志工服務分

享座談會:104.10.21 15:00-17:00(W008

教室) 

26 辦理

社會

關懷

活動 

(獎

金：)(獎

品：) 

 辦理 2 場次活動，內容如下: 1.辦

理拍片比賽，活動指定主題影

片，建立學生對社會議題(環境保

護、校園安全、綠色和平、身心

靈健康及多元文化)關懷。參與活

動人數 43 人，完成 9 部影片，並

於期末大會播放得獎影片，觀影

人數 200 人左右。80%參與同學於

活動過程透過分工合作完成作

品，70%參與同學同意活動後能主

動關懷社會議題；70%參與同學同

意餐與活動後對於環保綠色和平

概念有初步認識，並有 75%學生

同意對於環境保護行為更加認

同。 2.衛保志工辦理社會關懷活

動，培養學生志工服務精神及團

康活動策劃技巧，拓展服務學習

參與層面，實地至養護中心關懷

老人，陪伴用餐、活動及表演，

推廣健康新知，活動互動溫馨，

使老人們感受到幸福感，也獲得

護理人員於社工人員的肯定與認

同。志工們 95%以上對於本活動

持正向回饋。 

本校師生與社區民眾共

318 人。 

1.拍片比賽: 104.03.01-104.06.10 (校外、

文園二樓會議室) 2. 衛保志工社區服

務:104.10.25.08:00-17:00(求真樓 606 教

室，新東海養護中心) 

整體成效良好，針對衛

保志工學生建議未來可

依此活動模式持續推廣

社區服務。 

   



27 辦理

國中

小服

務活

動 

(獎

金：)(獎

品：) 

 舉辦 5 場國中小服務活動，包含

英語營及德國語言營隊。文藻學

生以文教專長進行偏遠地區學童

服務，將語言、各國文化、團隊

合作、反霸凌等觀念帶入活動

中，讓小朋友有不同的學習與成

長。此外，促進服務學生主動參

與社區營造，增加學生社會參

與，建立公民素養。平均 87%參

與服務活動之學生認為可發揮並

找尋自我價值、服務人群；平均

92%參加學童表示喜歡活動，下次

願意參加類似活動。 

本校師生與校外學童共約

357 人。 

1.歡樂德語營:104.02.04-06 08:30-16:30 

(高雄市福山國中)。 2.外語教學系暑期

英語營:104.07.12-17 全天(高雄市吉東

國小)。 3.山地服務社寒假英語營: 

104.01.31-02.07 (花蓮縣樂合國小)。 4.

山地服務社一日服務活動:104.11.14 

08:30-17:00 (高雄桃源國小)。 5.山地服

務社一日服務活動:104.05.02 08:30-

16:00 (高雄寶來國小)。  

整體成效良好，未來可

持續辦理。 

   

工作願景：四、提昇學務與輔導工作品質與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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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管理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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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充實

學輔

專業

(獎

金：)(獎

品：) 

 辦理 10 場次活動，內容如下: 1.辦

理社團指導老師研習，說明學務

工作政策、課外活動指導組角

本校社團指導老師及學輔

工作人員約 126 人 

1.社團指導老師研習:104.09.30 12:00-

15:30 (公簡廳) 2.團體督導: 104.07.27 

13:30-16:30 、104.08.26 14:00-16:00、

1.社團指導老師研習部

分，往後可適時規劃意

見交流方向，可幫助討

   



知能 色、功能，並邀請本校山地服務

社指導老師分享講座，以強化社

團輔導，增進指導老師與學校溝

通。本次活動 32 社團指導老師出

席，90%老師了解學校社團目前的

發展願景與目標；95%老師認為參

加研習有助於社團輔導。 2.辦理 7

場次諮商與輔導中心同仁團體督

導，藉由督導討論、特定個案類

型之處遇能力、輔導人員自我照

顧及紓壓等活動，100%參與同仁

達到專業上的成長，並學習自我

療癒之能力與同儕支持。 3.辦理 2

場次諮商與輔導中心個別督導，

透過個別方式針對中心輔導人員

進行諮商專業督導，累積晤談、

經營關係的有效技巧。輔導人員

覺得在個別督導過程中獲得晤談

的有效建議。90%輔導人員感受到

專業知能成長。  

104.09.18 13:00-15:00、104.10.01 14:00-

16:00、104.10.16、11.03、11.26 14:00-

16:00 (諮商與輔導中心) 3.個別督

導:104.04.01、104.12.19 08:00-17:00 (諮

商與輔導中心) 

論氛圍更熱絡。 2.本次

活動除了中心輔導工作

人員參與外，於自我照

顧與紓壓課程更邀請學

務工作夥伴一同參加，

擴大活動效益。未來團

體督導可邀請相關學務

單位同仁共同參與。 

工作策略：4-2-3 建立標竿學習模式，加強學務與輔導工作觀摩與交流及傳承，並發展成為學習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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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參訪

學務

標竿

學校 

(獎

金：)(獎

品：) 

 辦理兩場次的標竿學校交流學習

(朝陽科技大學、樹德科技大學)，

參與單位包含軍訓室、生輔組、

諮商與輔導中心、生涯發展中

心、服務學習中心及處本部同

仁。促進兩校交流並建立夥伴關

係，拓展學務工作觀點與視野，

建立學務工作學習型組織。 

本校學輔工作人員共計

23 人。 

1.第一場次 104.11.12 07:30-17:15 (朝陽

科技大學) 2.第二場次 104.11.06 09:00-

14:00 (樹德科技大學) 

整體成效良好，惟建議

未來可兩校共同辦理，

達到同時多校交流的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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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指標，以持續改進學務與輔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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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建立

學務

工作

品保

及改

善機

制 

(獎

金：)(獎

品：) 

 共辦理 5 場次活動，內容如下: 1. 

學務共識營: 共辦理三場專題演

講、學務處主管及核心同仁共識

會議及學務處主管與學生會核心

幹部共識討論，除增進學務處同

仁專業知能，並使學務行政單位

與學生會雙向溝通。 2.邀請校外

本校學輔工作人員及相關

一、二級主管、學生會幹

部、校外師長共約 260

人。 

1.學務共識營: 104.01.19-21 三整天(行

政大樓國際會議廳、真福山文教中心) 

2.學務督導與討論:104.12.21 14:00-

17:00(學務長辦公室) 3.服務學習議題

討論與經驗分享:104.12.17 18:00-20:00 

(Q001) 4.跨校團隊交流: 104.12.22 1430-

17:00 (行政大樓三樓國際會議廳) 5.

今年度首次以共識營、

問卷調查、學務督導、

團體交流、專題演講達

到學務工作品保檢視，

105 年度將持續以學務自

評方式正式進行自我評

鑑。 

   



專家針對學務工作特殊議題進行

督導與討論，透過面對面實務探

討方式，逐一檢視並給予建議，

以保障在學學生就學權益。100%

參與討論之主管收穫良多，近期

內將針對相關措施進行修法。 3.

進行跨校與環球科技大學學務團

隊進行交流學習。 4.針對學務工

作特殊議題(服務學習)及經驗分享

討論，增進學務同仁專業知能。 

5.舉辦「大數據的應用」演講，激

發學務同仁了解大數據的應用，

有助於了解學生各種現況，並讓

學務工作能依此制定更好的學務

工作方案。 6.針對學生事務處進

行學生滿意度調查，依據調查結

果，評核學務處各組業務之反

省。 90%學務同仁與主管皆表示

多元性的討論、督導、特殊議題

討論、滿意度調查等，可幫助自

己了解學務工作的現況與優缺

點，有助於擬定改善方針。 

「大數據的應用」演講:104.12.28 

14:00-17:00 (行政大樓三樓國際會議廳)  

31 落實

社團

品保

及改

善機

制 

(獎

金：)(獎

品：) 

 舉辦 1 場全校性學生社團評鑑及 1

場社團資料製作講習與觀摩活

動，全校社團皆須參加。安排校

外及校內專業評鑑委員檢視社團

組織一年來的學習成果，激勵其

發展與評估其工作成效，並表揚

優良社團，藉此鼓勵他社。87%參

與社團認同專業評鑑委員及學生

評委提供建議有助於社團運作，

88%參與社團表示社團評鑑有助於

社團組織經營與傳承，增進彼此

交流與學習。針對社團製作講

本校學生社團幹部 226 人 1.社團評鑑: 104.09.19 08:00-17:00 (學生

活動中心與文園地下室各教室) 2.社團

製作講習: 104.10.25 08:00-17:00(文園二

樓會議室，文園各教室) 

整體成效良好，惟建議

明年辦理評鑑前，可於

學生評鑑委員行前說明

會時，邀請歷屆學生評

委指導及重點提點，方

有助於社團評鑑的順利

進行。 

   



習，88%學生認同此活動有助於社

團資料製作與傳承。 

學校配合

款執行總

計：

2092980 

補助款執行總

計：2092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