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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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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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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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建立

特色

校園

文化 

461,200(獎

金：0)(獎

品：0) 

66,100 1.聖誕系列活動共辦理 8 場次活

動，由學生社團、學務處及吳

甦樂中心共同舉辦有關主題

「生命的喜樂」的系列活動，

如馬槽禮、燃燈禮、報佳音、

講座、成果舞展及音樂會。使

人們正視愛護並尊重每個個

體，學習愛與喜樂關懷的具體

行動。2.辦理日間部及進修部祈

福禮，共有 5 場次。結合文藻

天主教學校特色儀典，傳承吳

甦樂教育精神，給予新生全方

位的全人關懷，帶給新生祝福

與力量。 

1.校內師生及

社區民眾，共

計 3,017 人。2.

全體新生及導

師共計 26,333

人。 

1.新生祈福禮(化雨堂)：

106/10/11、10/12、10/18、10/27、

11/03。2.聖誕系列活動：口語表

達藝術廳(11/29)、操場(12/04、

12/10)、文園二樓會議室(12/06)、

化雨堂(12/18、12/20、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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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全人

教育，效果良好，未來仍

將循此模式辦理。 

   

2 培育

高等

教育

學生

領導

人才 

0(獎金：

0)(獎品：0) 

89,160 日間部及進修部共辦理 6 場次

培訓學生自治幹部活動，協助

社團組織經營且提升未來運作

績效。94%參與者同意課程內容

能協助社務運行，並有 88.9%更

能深刻體會自治精神及態度。 

學校學生 454

人次 

國際會議廳(02/16、08/29)、學生

活動中心(10/22、11/01)、文園二

樓會議室及教室、專業口語表達

訓練教室、化雨堂(06/26、

06/27)。 

整體成效良好，協助社團

組織運作更為順利，未來

仍將持續辦理相關活動。 
   

3 強化 16,600(獎 142,000 社團辦理活動展演，共計 10 場 本校教職員生 化雨堂(05/11、05/16、05/23、 多元舞台使學生社團更多
   



社團

特色 

金：0)(獎

品：0) 

次活動。其中共有 7 個社團以

上一同演出，如國際標準舞蹈

社、知韓社、管樂社、美式潮

流踢踏舞社、街頭舞蹈社、勁

爆舞研社、原住民新生代，透

過展演，使文藻能徜徉在藝文

活動的氛圍內並且使社團有更

多舞台展現成果，90%參與者感

受到社團豐富的能量。 

及社區民眾，

共 5,078 人。 

05/26、06/05、09/28、10/06)、文

園二樓會議室(05/31 18:30-

21:30)、薪傳劇場(05/17 15:00-

19:00)、高雄市文化中心(05/22 

18:00-21:00)。 

表演機會，藉此提高曝光

度，成效良好，建議持續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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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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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校園

安全

危機

管理 

0(獎金：

0)(獎品：0) 

68,200 針對教師、教職員、學生進行

急救訓練、CPR 及 AED 急救方

法知能培訓，了解急救知識與

技能，建構完善救護網，共有

90% 學員通過測試，取得證

照。 

校內教職員生

67 人。 

求真樓教室 (05/06-05/07 08:00-

17:00)、行政大樓 A302 教室

(05/07 08:00-17:00)。 

整體成效良好，未來仍將

持續辦理。 

   

5 營造

安全

校園

生活 

33,700(獎

金：

3,200)(獎

品：0) 

72,540 1.辦理 2 場交通安全講座，針對

交通安全及法律重要性，促進

全校師生對交通安全具體認

知，期望減少交通事故。2.針對

反詐騙進行宣導，80%參與者建

立反詐騙基本能力。3.辦理 1 場

次賃居法律講座，85%參與者更

全校師生

5,249 人次。 

1.行政大樓紅磚人行道(03/03 

20:20-22:00N、9/18-10/27) 。2.千

禧樓廣場(12/10 08:00-17:00)。3.文

園 2 樓及明園教室(4/26 15:00-

17:00、8/15-8/23 08:00-17:00)。4.

化雨堂(3/22 15:00-17:00)、操場

(09/22 09:00-12:00)、行政大樓紅

為使防震防災觀念深植全

校師生，建議未來仍應續

辦。 

   



了解租屋糾紛且有效處理本身

權益。4. 辦理 4 場校園防災宣

傳，除了講座外，另有實際操

作體驗，提高防災知識與逃生

方法，避免意外事件發生。5.探

視生病、受傷學生，關懷學生

復原狀況，營造友善校園氛

圍，共計探視 12 人。 

磚道(02/20-02/24、09/18-09/22)、

正氣樓 E306、E307 教室(11/22 

14:30-18:30)。 

工作策略：2-1-2 毒品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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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毒品

菸害

防制 

32,600(獎

金：

4,500)(獎

品：2,000) 

33,640 1.辦理 4 場反毒相關活動，如入

鄰近校園宣導、辦理反毒登山

活動與講座，88%參與者了解毒

品的危害性，並且將反毒意識

深耕校園，營造清新健康的學

習環境。2.辦理 2 場拒菸活動，

透過演講及活動遊戲關卡，使

參與者提升菸害概念。3.辦理 2

場反詐騙、反霸凌、反菸反毒

活動，透過話劇及藝文活動中

的提倡，84.4%參與者對於相關

議題有更深的了解並且願意提

升毒品菸害防制。 

1.本校師生

1,754 人、國

小生 240 人。

2.校內師生

365 人。3.校

內師生 587

人。 

1.河堤國小(05/16 08:00-12:00)、獅

湖國小(11/22 07:00-09:00)、大崗

山(12/09 08:00-14:00)、化雨堂

(05/12 20:00-22:00)。2.文園會議

室、文園穿堂及文園教室(04/06-

04/11 15:00-22:00、06/15-06/19 

16:00-19:30)。3. 化雨堂(03/17 

20:20-22:00)、專業口語表達藝術

廳(11/18 10:00-15:00)。 

近年各系辦理之活動結合

教育主題，將反毒反菸反

詐騙及反霸凌觀念深植參

與者的心，效果顯著，未

來仍將持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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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 工作 學校配合款 學生事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 辦理時間及地點 檢討及建議 
   



號 項目 支應 務與輔

導補助

款支應

金額 

數 

7 疾病

預防 

0(獎金：

0)(獎品：0) 

24,500 1.針對社區進行登革熱防治宣

導，經過里民與志工協助保衛

社區環境，齊心防治傳染病，

社區的積水容器確實減少 1/3，

有效預防登革熱社區蔓延。2.辦

理 1 場次關懷愛滋講座，提升

自我防護重要性，避免愛滋病

毒接觸及傳染途徑，並且學習

接納關懷，85%學生提升對愛滋

病防治知識並且近 8 成學生願

意接納與關懷愛滋病感染者。 

1.全校師生與

社區人員，共

52 位。2.校內

師生 305 人。 

1.三民區鼎力里(05/01 08:00-

17:00)。2.化雨堂(03/10 20:20-

22:00)。 

維護社區環境你我皆有責

任，除維護環境外，亦培

養學生品德，建議未來可

持續辦理。 

   

8 健康

促進

與維

護 

45,800(獎

金：0)(獎

品：11,700) 

65,500 1.辦理新生盃球類競賽，增進學

生健康適能與培養規律運動習

慣，藉由競賽助於班級凝聚力

與向心力提升。2.辦理運動安全

健康講座，了解肌筋膜放鬆伸

展及傷害急救初步認識，講座

中搭配實務練習，增進參與者

的熟悉度，90%參與者習得傷害

急救初步處理相關知能。3.辦理

健康飲食宣導，提倡低油、低

鹽、低糖、高纖健康餐盒，維

持 3 週，使師生瞭解營養知

識，並且吃出健康。 

1.校內學生

666 人參加(計

126 隊參賽)。

2.校內學生 55

人。3.全校師

生 492 人。 

1.操場、育美體育館(10/02-

12/22)。2.育美體育館(11/18 09:00-

15:00)。3.行政大樓紅磚道、學生

餐廳(04/10-05/31)。 

從生活中提倡健康促進與

維護，效果良好，建議持

續辦理此類似活動並且搭

配安排相關進階講座。 

   

工作策略：2-2-2 心理及問題行為之三級預防 

編 工作 學校配合款 學生事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 辦理時間及地點 檢討及建議 
   



號 項目 支應 務與輔

導補助

款支應

金額 

數 

9 心理

與問

題行

為預

防 

126,000(獎

金：0)(獎

品：0) 

60,600 1.辦理全校新生生活適應測驗暨

班級輔導，透過量表施測，提

醒學生覺察自己的適應情形、

關照自己的身心狀態，學習照

顧自己，共計 2113 人參與，篩

檢出需優先關懷學生 119 位，其

學生、導師、各系與輔導人員

協同共同關懷學生並做後續追

蹤輔導。2.購買心理衛生圖書、

生涯發展，協助學生自我了解

並且進行生涯規劃。3.辦理壓力

檢測暨班級輔導，篩檢出 40 位

需優先關懷的學生，達到問題

行為初級預防目的，並且透過

UCAN 測驗、生涯興趣量表等，

提升學習與適應力。4.辦理心理

健康共 17 場次活動，其中包含

心理健康宣導週、工作坊、及

蒐集失戀作品的作品特展與競

賽，透過上述活動預防心理問

題，也透過活動辦理增進人際

關係，達到校園適應，並且提

升自我情緒管理。 

1.全校新生

2,113 人。2.全

校師生 280

人。3.全校學

生 1,131 人。4.

全校師生 950

人。 

1.電腦教室及各班教室(09/1-

10/31)。2.諮輔中心、各班教室

(03/01-04/07)。3. 電腦教室及各班

教室(03/20-06/09)。4.諮商與輔導

中心、團體諮商室、行政大樓紅

磚道(03/23、03/30、04/06、

04/13、04/20、04/28、05/03、

05/04、05/11、09/19-09/21、

10/16、10/19、10/11、10/18、

10/25、11/01、11/06-11/17) 

新生包含外籍生，故測驗

需事先準備國際版(如日

文版或英文版)，有利外

籍生施測，建議可安排分

國籍施測，確切掌握新生

心理健康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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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 學校配合款 學生事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 辦理時間及地點 檢討及建議 
   



號 項目 支應 務與輔

導補助

款支應

金額 

數 

10 落實

性別

平等

教育 

0(獎金：

0)(獎品：0) 

21,000 舉辦 5 場性別平等講座，透過

講師分享與課堂互動，使學生

學習更多性別溝通與相互尊

重，並且提升個人性別平等意

識。平均 85%使學生透過講座

啟發思考與認識多元性別。 

校內師生 857

人 

國際會議廳(04/27、11/29 15:00-

17:00)、化雨堂(12/06 15:00-

17:00)、文園二樓會議室(03/17 

20:20-22:00、11/28 20:20-22:00) 

活動獲得學生很大的迴

響，更希望可再參加類似

座談會，建議明年持續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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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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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強化

導師

功能 

110,000(獎

金：

11,000)(獎

品：0) 

49,600 1.遴選優良導師(日間部 8 人、

進修部 3 人)激勵導師引導學生

致力知識學習，陶冶良好品

格，並且啟發個人潛質，並於

教師節中公開表揚。2.根據校訓

「敬天愛人」，辦理新生親師

輔導活動，著重學生身心靈健

全之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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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全校師生

264 人共同參

與。2.新生、

家長與校內導

師，共 317

人。 

1.化雨堂(09/27 15:00-22:00)。2.化

雨堂(08/07 12:50-14:30)。 

整體成效良好，建議持續

辦理。 

   

工作策略：2-3-3 同儕及人群關係（社團及宿舍生活輔導） 

編

號 

工作

項目 

學校配合款

支應 

學生事

務與輔

導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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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支應

金額 

12 建立

和諧

同儕

關係 

10,900(獎

金：0)(獎

品：0) 

58,000 各系共辦理 6 場次迎新、送舊

與運動會競賽，透過迎新提升

新生凝聚力與向心力，並且更

能適應系上生活，也藉由送

舊，將系上精神傳達並有助於

學弟妹學習發展，透過運動培

養團隊合作。 

本校師生 628

人。 

文園教室(06/07 16:00-20:00、

09/27 16:00-19:00)、校園各地 

(04/09 08:00-17:00)、仰福廣場

(09/27、09/29 16:00-18:00)、墾丁

(10/14-10/15 全天)。 

整體成效良好，建議持續

辦理，並輔導相關教育主

題(如反菸、反毒、反詐

騙、職場議題等)可融入

活動。 
   

13 社團

與宿

舍生

活輔

導 

50,000(獎

金：0)(獎

品：0) 

123,420 1.賃居活動共辦理 3 場次：辦理

學生幹部訓練課程，培養學生

幹部默契，並增進相互熟悉度

與向心力發揮，於訓練亦增加

CPR+AED 使用，同時加強宿舍

安全的預防。辦理新生及家長

參訪宿舍，從歡迎、導覽並且

以分享方式進行，共同營造友

善與舒適的「家」，85%新生藉

由參訪快速適應宿舍環境。並

針對賃居安全與法律重要知識

辦理講座，了解租屋相關法規

與租屋安全性。2.辦理新任社團

組織交接輔導暨交流座談會，

85%舊任負責人藉由交流活動，

體會自我實現及成長的珍貴，

而 87%新任負責人透過活動有

助於未來社團組織經營與運

作。於活動中透過分組，彼此

相輔相成、互相鼓勵，創造出

未來合作的可能性。3.辦理社彩

1.校內學生

886 人，家長

310 人。2.社

團組織與幹部

152 人。3.校

內師生 6,972

人。 

1.千禧樓 學生宿舍(09/12-09/15 

08:00-22:00、07/03-07/04)、文園

二樓會議室(10/20)。2.文園二樓

會議室(06/10 08:30-16:30)。3. 化

雨堂(08/15、08/23 19:00-21:00)、

行政大樓紅磚道(09/26-09/28) 

整體成效良好，未來仍將

持續辦理。 

   



繽紛系列活動，包含動態展、

靜態展、戶外展與社團登記，

88%社團認為活動有效推廣社團

自我特色，並助於新社員召

募。近 3,000 位同學完成社團登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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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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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強化

學習

輔導 

2,700(獎

金：0)(獎

品：0) 

0 辦理學習講座，教導學生正確

及有效的學習方式，其中以大

專英檢為例，提供考試技巧，

訓練學生表達能力與邏輯思

維。80%學生認為有效提升學習

成效與增進學習技巧。 

本校學生 68

人。 

求真樓教室(03/08 15:00-17:00) 成效良好，未來持續辦理

並且增加其他類型學習輔

導講座。 
   

工作策略：2-4-3 辦理創意活動，培養學生創新及美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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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00(獎

金：

12,200)(獎

品：0) 

109,800 補助學生社團組織及系學會辦

理創意活動，內容如下：1.學生

社團辦理 10 場創意成果展演，

勇於突破，發揮創意，顛覆刻

1.全校師生與

社區民眾共

2,996 人。2.校

內師生 320

1.化雨堂(04/28、05/01、05/08、

05/13、05/15、05/22、06/04、

06/06、06/07)。2.專業口語表達藝

術廳(04/07-04/09、05/08-05/17)。

整體成效良好，未來持續

辦理，使學生於活動中發

想創意，給予學生舞台與

空間展現自我多元才華。 

   



板印象，並藉此與他社及他校

社團進行交流，學習更多元的

團隊風格，90%觀眾透過展演更

認識社團特色及了解各項文

化，而參與演出同學，更能從

活動中提升自己軟實力與學習

團隊合作。2.辦理拍片競賽及影

展活動，以生命的歷程帶出生

命教育的議題，藉由影像深入

了解不同年齡層心靈或自我認

同，以及更多族群與弱勢團體

的包容。93%參與對象藉由影像

內容，提升對自身的認同並且

更了解各年齡層心靈發展。3.辦

理歌唱大賽，於競賽中宣揚愛

的本質，82%參與者認識不同形

式的愛，並且願意學著包容與

接納不一樣的愛。4.辦理台北世

界大學觀察，深入了解大型賽

事所帶來的生活影響，對於時

事觀察更具敏感度，並且培養

學生成為一名國際公民及擴展

國際觀。 

人。3.校內學

生 73 人。4.校

內學生 80

人。 

3.專業口語表達藝術廳(05/22 

15:00-21:00)。4.文藻校園(07/01-

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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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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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700(獎 34,550 1.進修部辦理 2 場次新生定向輔 1.校內新生 1.文藻校園各教室與活動場地 整體成效良好，建議續
   



定向

輔導 

金：0)(獎

品：0) 

導研習，協助新生盡早適應文

藻校園生活，透過活動 75.60%

學生更能定位於文藻生活中的

目標與方向。2.日間部辦理 2 場

次新生定向輔導，針對五專生

及四技部進行輔導，透過團體

生活，拓展人脈並且更能適應

未來的校園生活。3.舉辦 1 場轉

學生定向導航活動，協助轉學

生提升環境適應力與學習。85%

同學藉由活動更了解熟悉校園

生活，並且提升自我適應力。4.

完成一套新生手札電子書，使

新生認識校園、校內相關法規

及生活指南，並且可於電腦、

平板電腦、智慧型手機，觀看

電子書，提升新生手札的運

用。 

1,104 人。2.校

內新生 1,514

人。3.校內轉

學生 147 人。

3.校內師生

1609 人。 

(08/30 18:00-22:00、10/18 18:30-

22:30、12/08 18:00-22:00)。2.文藻

校園各教室與活動場地 (08/04、

08/05、09/29、10/13、08/14-

08/25)。3.國際會議廳(02/09 08:00-

14:00)。4.文藻校園(8/01-11/30)。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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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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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推展

職涯

探索 

25,000(獎

金：

13,000)(獎

品：0) 

12,000 舉辦 3 場職涯探索活動，提供

班級輔導、職涯測驗、生涯團

體工作坊與競賽，提供學生豐

富多元的就業知識平台與興趣

探索，80%學生透過職涯探索活

動，更能清楚了解自己的興趣

本校學生 487

人。 

電腦教室 (10/30、11/10 12:00-

13:00)、生涯發展中心 

整體成效良好，建議續

辦。 

   



與職涯方向。 

18 辦理

就業

輔導

措施 

0(獎金：

0)(獎品：0) 

26,100 舉辦 2 場職涯相關講座，內容

為國際職場英語應對與職場禮

儀訓練，透過講座了解國際職

場禮儀與語言的應對，並藉此

活用於生活及未來職場，80%參

與者認為講座內容有助於未來

求職且更能定向職涯發展方

向。 

校內學生共

394 人。 

求真樓教室(04/26 15:10-18:00)、

文園 2 樓會議室(10/27 15:00-

17:00)。 

整體成效良好，未來仍持

續辦理。 

   

19 職涯

輔導

講座 

35,000(獎

金：0)(獎

品：0) 

64,800 舉辦 6 場次職涯講座，透過名

人演講、校友分享等，使參與

者對未來更有明確的目標，並

由分享中的互動，激發更多想

法以及解惑，也更了解職場上

的專業知識。並且購置升職涯

相關書籍，使學生掌握升職涯

新知，培養就業軟實力，本年

度計 307 人借閱書籍。 

本校教職員生

共 1,321 人。 

化雨堂(05/10 17:00-21:00)、文園

教室(03/22、11/22 16:00-18:00、

12/07 18:00-21:00)、求真樓教室

(11/21 18:10-20:10)、專業口語表

達藝術廳(11/24 18:00-21:0)、生涯

發展中心辦公室(03/12-12/09)。 

活動成效良好，未來仍續

辦。 

   

20 生涯

進程

輔導 

0(獎金：

0)(獎品：0) 

171,120 共辦理 25 場次生涯進程輔導，

內容包含生涯規劃、生涯導

航、生涯研習等講座，邀請校

外專家學者、業界人士、畢業

校友，針對升學、遊學、就

業、生涯規劃、各類產業現況

分析與交流。並且針對履歷做

健檢。平均 87.57%學生認為活

動內容對未來規劃與引導有相

當大的助益。 

本校學生

1,259 人。 

行政大樓國際會議廳(10/28 08:40-

17:00、10/19、11/02、11/09、

11/23 15:00-17:00)、個電腦教室

(03/29、10/11、10/17、10/18、

10/25、11/01、11/08、11/15、

11/22、11/29、12/06 15:00-

17:00)、文園教室(03/11 10:00-

14:00)、專業口語表達藝術廳

(10/18 16:00-18:30)、求真樓教室

(05/24、06/07、09/20、11/08、

11/29 15:00-17:00)。 

整體成效良好，未來仍將

持續辦理，並且邀請多元

講師，提供學生不同的生

涯引導與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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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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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出版

學生

刊物 

93,800(獎

金：0)(獎

品：0) 

0 由系學會發行學生刊物，本次

學生共發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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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出路、校外

實習、獲獎相關訊息等生活大

小事)有助於學生學習與發展，

使學生關心周遭事物，達到校

園和諧目的。 

本校師生

1,833 人。 

文藻校園 (06/01、03/06、04/13、

05/10、05/26、06/07、10/13、

11/30、12/08)。 

整體成效良好，仍持續鼓

勵學生發揮各系特色，並

且培養學生閱讀習慣，發

行刊物。 

   

22 建立

多元

參與

管道 

33,500(獎

金：0)(獎

品：0) 

65,180 1.針對進修部同學進行 6 場班級

輔導與幹部訓練活動，透過學

生自主辦理與參與，建立多元

參與管道，保障學生權利。2.日

間部辦理 4 場次班級幹部輔導

與就學補助等措施進行座談，

提供多元管道，落實人權及法

治知能，亦讓學生與學校關係

更為緊密，降低潛藏危機事

件。3.系上針對交換生及與系主

任交流機會，提供系上成員溝

通平台，維護學生權益。 

1.校內學生

2,253 人。2.校

內學生 2,092

人。3.校內學

生 214 人。 

1.文藻校園教室(04/07、04/21、

06/09、09/28、11/03、12/13)。2.

文藻校園教室(02/22、09/13、

09/11-09/29)、國際會議廳

(10/18)。3.文藻校園教室(05/09 

17:30-19:00、05/17 16:00-17:30、

10/11 17:10-18:00、10/30 12:10-

13:00、11/13 17:10-18:00)。 

整體成效良好，提供學生

多元溝通平台管道，保障

自身權益，未來仍持續辦

理。 

   



23 建立

學生

品德

核心

價值 

74,900(獎

金：

18,400)(獎

品：0) 

24,020 進行制服或勞作教育績優競

賽、品德教育專題講座、敬師

活動與其他品德教育系列活

動，配合校內「敬天愛人」原

則，增進學生對品德核心價值

認同與欣賞，並且實踐的能

力，致使培養一位全人，及提

升社會公民素養。 

校內師生

4,631 人次。 

文藻校園(04/26 17:00-19:00、

03/06-06/23、05/03 15:10-17:00、

05/10 15:00-17:00、03/15-10/10、

10/18 08:00-17:00、11/03 20:20-

22:00)。 

整體成效良好，未來仍持

續辦理。 

   

24 培養

尊重

生命

的態

度 

11,200(獎

金：

6,000)(獎

品：2,000) 

102,400 1.舉辦 8 場次演講活動，針對尊

重生命知能，使學生使用心理

學的角度或是影片「小太陽的

願望」探討生命教育，激盪學

生對於生命的自我成長，促進

重視生命並且進行自我反思。2.

透過復活節到來，辦理生命教

育系列活動，針對廢棄物減量

(不鏽鋼吸管提倡)、節能減碳

(無肉日)、珍惜資源(餐具袋手

作工作坊、愛物惜物穿搭比

賽)，落實文藻敬天愛人精神，

並且由自身的生活周遭，落實

關懷家園的責任。 

1.校內教職員

生 1,019 人

次。2.校內教

職員生 1,019

人次。 

1.文園 2 樓會議室(11/08 15:0-

17:00、12/01 20:20-22:00、行政大

樓 3 樓會議室(04/27 08:00-

10:00)、求真樓教室(05/09 10:00-

12:00、05/26 13:00-15:00、12/04 

10:00-12:00、12/13 08:00-10:00)、

化雨堂(03/09 18:00-21:00)。3. 化

雨堂(03/ 25 9:00-16:00、04/26 

15:10-17:00)、文藻校園 (03/21-

05/31)、吳甦教育中心辦公室 

(04/19 16:00-18:00)。 

成效良好，未來持續辦

理。 

   

25 強化

法治

教育 

0(獎金：

0)(獎品：0) 

24,120 1.舉辦 3 場法治專題講座，針對

智慧財產權專題演講暨保護尊

重智慧財產權宣導簽名活動、

法律專題演講、民主法治教育

活動演講，提升學生對法治知

能的重要性，並且懂得自我保

護。2.於歌唱活動中，了解智慧

財產權的重要性，並於比賽培

1.校內師生

1,787 人。2.校

內學生 100

人。 

1.化雨堂(03/08、11/22 15:10-

17:00、10/13 20:20-22:00)。2.專業

語言教室(12/06 14:30-18:30)。 

成效良好，未來持續辦

理。 

   



養參賽者良好品行。 

26 發展

人文

素養 

0(獎金：

0)(獎品：0) 

69,700 舉辦 10 場相關藝文講座，內容

包含中法文化提升、歐洲影

展、台灣電影賞析、歐洲時

事、歐洲咖啡史、當代建築以

及各種社會議題探討，參與者

深入各國文化，藉由活動培養

自己的國際觀，並且提升博雅

知識涵養。 

校內師生

1,764 人。 

歐盟園區文化園區(05/10-5/24 

08:00-17:00)、歐盟區文化藝廊 

(11/27 18:00-21:00、12/18 08:00-

12:00)、文藻校園教室 (04/21 

13:00-16:00、10/18 15:00-17:00、

10/25 15:00-17:00、11/02 15:00-

17:00、04/18 15:00-17:00、05/04 

08:00-10:00、11/11 09:00-12:00)。 

整體成效良好，未來仍持

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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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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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特色

服務

學習

活動 

0(獎金：

0)(獎品：0) 

58,300 辦理 2 場特色服務學習活動，

前往六龜國小與仕隆國小，活

動中融入文藻語言特色，融入

英文與日文，增加學員們的多

元學習。 

校內學生與校

外學生共 94

人。 

六龜國小(07/04-07/08 08:00-

17:00)、仕隆國小(01/22-01/25 

08:00-17:00)。 

整體成效良好，未來仍將

持續辦理。 

   

28 偏鄉

服務

推動 

0(獎金：

0)(獎品：0) 

50,100 前往屏東縣春日國小推動偏鄉

服務，透過服務學習，使參與

者主動參與社區營造，促成學

生社會參與，建立公民素養。

90%參與者透過偏鄉服務學習，

了解服務真諦並培養勇於付出

精神。 

校內學生與校

外學員共 51

人。 

屏東縣春日國小(07/23-07/29 

07:00-16:00)。 

整體成效良好，未來仍將

持續辦理。 

   



29 推動

服務

學習

及志

工培

訓 

503,530(獎

金：0)(獎

品：0) 

0 1.舉辦 59 場次學生志工培訓，

包含：生活模範隊員培訓 13 場

次、新生定向輔導志工培訓 6

場次、衛保志工招募及培訓 1

場次、諮商與輔導中心志工培

訓 8 場次、特殊訓練 14 場次、

服務領導工作坊 9 場次、

SERVIAM 服務精神志工訓練 8

場次。針對學生志工共同的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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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 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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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建立正

確的服務觀念與態度。2.辦理 2

場服務學習心得分享暨感恩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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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進行跨校交流，推

展更多元的服務計畫。並且藉

由服務隊授旗儀式，培養責任

感與使命感，80%藉由授旗儀

式，了解其精神並且預備好自

己，兼負責任為他人服務。3.製

作戶外文宣海報，展現服務學

習成果，引發參與服務熱忱。 

1.校內師生

1,588 人。2.校

內師生 398

人。3.全校師

生及社區民眾

7,233 人。 

1. 文藻校園 (02/22、03/01 15:10-

16:00、03/03 12:10-12:30、03/09 

12:10-13:00、03/13 08:00-17:00、

03/15 16:00-17:35、03/16 12:10-

13:00、03/30 18:00、04/06 17:00、

04/07 08:00-17:00、04/27 18:10、

04/29、05/06、05/13、05/11 

18:10、05/15、05/17 15:00-17:00、

05/18 18:10、05/20、05/25 18:00-

20:00、05/31 12:00-13:00、06/01、

06/02 08:00-17:00、06/07 15:30-

17:30、06/12 07:50-8:00、06/13 

07:50-08:00、06/14 12:10-13:00、

06/26 08:00-17:00、06/26-06/27 

08:00-17:00、08/01-08/03 08:00-

17:00、09/27、10/11、10/25、

11/08、11/09、12/14、11/18、

11/19、11/20、12/02- 12/03、

03/25-03/26、10/06 15:00-17:30、

10/27 12:00-13:30、11/02 12:00-

13:3011/10 12:00-13:00、11/17 

12:00-13:00、11/22-11/30 15:00-

17:00、12/02 09:30-11:30、12/21) 

2.文園 2 樓會議室 (03/01、10/18 

15:00-17:00、12/20 14:00-17:00)。

3. 文藻校園(09/01-12/15)。 

整體成效良好，未來仍將

持續辦理。 

   

30 辦理

國中

小一

日服

0(獎金：

0)(獎品：0) 

26,700 舉辦 2 次國中小服務營隊。文

藻學生以文教專長進行服務，

將語言、各國文化、團隊合作

等觀念帶入活動，一促進同學

本校師生及國

小學童共計 82

人。 

六龜區寶來國小(05/06 08:20-

16:00)、桃源國小(11/19 06:30-

20:30)。 

整體成效良好，未來仍將

持續辦理。 
   



務活

動 

主動參與社區營造，增加學生

社會參與，建立公民素養。平

均 90%參與學生認為藉服務活

動肯定自我價值，為社會貢獻

一己之力。 

31 營造

多國

文化

校園  

1,900(獎

金：

1,900)(獎

品：0) 

114,500 辦理 13 場文化嘉年華活動，由

學務處統籌，召集各語文系之

系學會及東南亞語文中心舉辦

不同形式活動，讓學生深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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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包含日本文化

體驗(傳統服飾、日本茶道、兒

童節日慶典與美食體驗)、西班

牙美食體驗、東南亞文化(美

食、新加坡政治文化、越南主

題演講等)、法國文化體驗(歌

唱、戲劇、經典滾球與美食)、

德國文化(傳統舞蹈擊鞋舞研習

與聖誕節日活動)。參與學生透

過活動，提升自身文化涵養，

並且增進對異國文化的包容度

與國際視野。 

校內師生

1,036 人。 

文藻校園(03/01-03/05 08:00-

17:00、03/29 15:00-17:00、04/29 

08:00-13:00、05/06 12:00-16:00、

05/20 9:00-15:00、05/31-06/01 

08:00-17:00、09/30 15:00-17:00、

10/21 07:00-13:00、11/01、11/02 

13:10-15:00、11/10 13:00-18:00、

12/10 08:00-17:00、12/01-12/24) 

整體成效良好，未來仍將

持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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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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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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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額 

32 充實

學輔

專業

知能 

0(獎金：

0)(獎品：0) 

86,000 1.辦理 5 場團體諮商專業督導，

藉由督導，提升專業能力，由

不同角度切入個案，並深化學

生輔導成效，並且針對心理輔

導專業，朝向多元文化觀點，

重視弱勢個案的權益與福祉。2.

辦理 5 場次以一對一方式進行

個別諮商專業督導，討論諮商

切入之專業，提升專業輔導知

能，深化學生輔導成效，共計

完成 25 件個案輔導。3.針對導

師，辦理 3 場次個案輔導案例

研討，提升導師專業輔導知能

與陪伴學生技巧，強化學生輔

導，透過實務經驗分享，導師

意見交流機會促使身心靈健康

成長。平均 90%參與者認同針

對活動增進陪伴學生之輔導技

巧。 

1.諮商與輔導

中心同仁共計

64 人次。2. 諮

商與輔導中心

同仁共計 19

人次。3.本校

導師與學務處

同仁共計 183

人次。 

1.諮商與導中心(3/3 15:00-17:00、

4/21 15:00-17:00、5/19 8:00-

10:00、7/10 14:00-16:00、9/1 

10:00-12:00)。2.行政 2 樓會議室

(4/1 15:00-17:00)、行政大樓 3 樓

會議室(11/17 13:00-16:00)、專業

口語表達教室(10/16 09:00-

13:00)。3.諮商與輔導中心(05/14 

13:30-18:00、05/24、06/01 13:00-

17:00、06/28、07/04 16:30-20:30、

07/28、08/02、09/09、11/09)。 

整體成效良好，未來仍將

持續辦理。 

   

33 學務

標竿

學習 

0(獎金：

0)(獎品：0) 

78,000 1.辦理 2 場次學務增能研習，針

對學權與危機事件處理，強化

學務工作專業法律知能，助於

學權事務適切處置。2.辦理 2 場

次學務交流與標竿學習活動，

由學務處、軍訓室、生活輔導

組、服務學習中心、衛生保健

組及課外活動指導組，一同前

往南華大學與輔仁大學參訪，

促進交流並建立夥伴關係，拓

1.學務處主管

與同仁與導

師，共計 92

人次。2.學務

處主管與同

仁，共計 49

人。3.學生自

治組織與社團

代表，共計 12

人。 

1.專業口語表達藝術廳(05/05 

14:00-17:00)、行政大樓 3 樓會議

廳(12/08 14:00-17:00)。2.南華大學

(04/21 08:00-17:00)、輔仁大學

(11/14 08:00-17:00)。3.樹德科技大

學、大仁科技大學(05/05 09:00-

17:00)、台北立法院(05/19-05/20 

08:00-19:00)、台北劍潭青年會館

(09/30-10/01 08:00-17:00)。 

整體成效良好，於活動中

強化學務相關法律知能，

促進處理學務工作時，不

踩違反學生權益的紅線。 

   



展學務工作觀點與視野。3.亦安

排學生會及學生組織之學生代

表參加校外學務專業研習，內

容包含學生申訴制度、社團經

營及學生自治內涵，透過活動

中的交流，助於提升學生自治

能力並且維護學生權益，提升

自治組織運作效能。 

34 辦理

社團

指導

老師

研習 

0(獎金：

0)(獎品：0) 

15,600 辦理 1 場社團指導老師知能研

習暨座談會，透過活動辦理，

強化社團指導老師輔導知能，

促進社團指導老師互動交流及

溝通管理，建立健全社團發展

及提升社團活動品質。90%透過

活動了解學務工作政策並且建

立學生社團輔導知能，更了解

課外活動指導組角色及功能。 

社團指導老師

與課指組主管

與同仁，共計

64 人次。 

行政大樓 3 樓國際會議廳(09/27 

10:00-12:00)。 

整體達到預期成效，未來

仍將持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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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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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建立

社團

品保 

53,410(獎

金：

30,000)(獎

品：10,000) 

47,140 舉辦 1 場全校性社團組織資料

評鑑與觀摩活動，透過評鑑項

目調動，激勵社團組織勇於突

破、發展各種可能，藉以展現

績效實現自我，並且藉由活動

幫助社團永續經營。此次更增

校內社團組織

及校內外師

長，共計 336

人次。 

文園教室(06/28 08:00-16:00)、求

真樓教室(10/12 12:00-18:00)。 

整體成效良好，為使社團

評鑑方與評分內容更為精

進，此次修正評鑑辦法，

針對不同屬性參與者，設

計不同評分項目，以保留

社團組織特色多元性，並

   



加電子資料模式參加評鑑，提

倡環保概念。 

且幫助社團組織永續經

營，但評分方式比例仍有

調整空間，將會持續召集

學生會及各社團代表，進

行評鑑內容與評分的精

進。 

36 落實

學生

社團

改善

機制 

0(獎金：

0)(獎品：0) 

31,750 辦理 1 場社團資料製作講習

會，透過分享課程，規劃各幹

部職責及專屬內容，並且強化

社團組織特色。90%更能體認到

社資製作的意義及傳承重要，

並且對於社團經營與傳承更有

概念與方向。 

校內社團組織

代表及相關同

仁，共計 243

人次。 

求真樓教室(11/26 12:00-17:00)。 整體成效良好，未來仍將

持續辦理。 

   

37 建立

學務

品保 

0(獎金：

0)(獎品：0) 

20,000 舉辦 1 場學務工作自我評鑑，

透過自我評鑑及自我改善機

制，檢核學務工作績效，並針

對缺失進行改善，邀請遠東科

技大學蔡文斌學務長與嘉南藥

理大學陳佳慧學務長蒞校指

導，受益良多。 

本校學務主管

與同仁，共計

46 人。 

學務工作單位辦公室及學務處會

議室 (12/15 10:00-14:30)。 

整體成效良好，每年仍將

定期辦理學務工作自我評

鑑，建立學務工作專業及

可靠度。 
   

學校配合

款執行總

計：

2109340 

補助款執行總計：

21061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