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 年度學校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項目暨概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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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導與釐定高等教育人才培育的核心價值  

編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款 補助款 合計 辦理事項 參加人數 承辦課室 註解 

1 1.推動校園社團發展 

64,500(含獎金：

12,000)(含獎品：

3,000) 

18,000 82,500 

1.杏輝製作及學生社團成果彙報：為提

升本校學生的文藝欣賞及創作風氣，發

行屬於學生的刊物及社團成果文宣品。

(配合款：40,000 元) 2.社團博覽會 1 場

次：藉由博覽會讓社團進行擺攤招收新

血推廣社團，也利用博覽會讓新進新生

能夠更認識社團並且活躍社團。(補助

款：18,000 元、配合款：9,500 元) 3.績優

學生社團獎勵 1 場次：提供獎勵鼓勵活

躍於社團的學生給予肯定。(配合款：

15,000 元(獎金：12,000 元、獎品：3,000

元)) 

1.全校師生/約

7000 人 2.全校師

生/約 1500 人 3.全

校社團/約 3 人 

課指組   

2 2.領導統御能力培訓 
129,000(含獎金：

0)(含獎品：0) 
148,000 277,000 

1.學生社團幹部團隊領導研習營 1 場

次：培養新進社團幹部建立社團經營理

念運作觀念，增進社團社團情誼，協助

社團傳承。(補助款：140,000 元、配合

款：129,000 元) 2.勞作教育幹部研習會 2

場次：透過訓練中小組長經驗分享及活

動反思，培養學生發揮「服務他人，學

習成長」之精神，喚起團隊意識並貢獻

人群。培養學生參與志工服務的熱誠，

鼓勵學生加入勞作教育小組長工作帶領

學弟妹落實勞作教育，傳承勞作教育永

續精神。(補助款：8,000 元) 

1.社團幹部/約 100

人 2.勞作教育幹

部/約 20 人 

其他 

1.課指

組。 2.

領服中

心。 

3 3.塑造校園特色文化 
250,600(含獎金：

0)(含獎品：7,000) 
130,220 380,820 

1.社團聯合成果展 1 場次：為鼓勵學生

能多參加與體驗課外社團活動，發揮各

項專長透過動靜態展演，激發其創意與

潛能。(補助款：96,000 元、配合款：

104,000 元) 2.元培成年禮 1 場次：加強學

1.全校師生/約

1500 人 2.一年級

新生/約 1100 人 3.

全校師生/約 30 人 

課指組   



生成為成年人之心理準備，認知在自己

未來人生道路上如何面對成長，藉此活

動加深學生感恩的心培養責任感。(補助

款：34,220 元、配合款：123,000 元) 3.元

培青年決選暨表揚 1 場次：鼓勵學生作

為現在青年人學習典範、愛校，奉獻服

務精神。(配合款：23,600 元(獎品：

7,000 元)) 

 小計：444,100 
小計：

2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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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款 合計 辦理事項 參加人數 承辦課室 註解 

4 4.學生防火防災演練 
0(含獎金：0)(含獎

品：0) 
8,400 8,400 

防火防災暨緊急應變訓練講座 2 場次：

邀請校外專業講師以實例講授當火災與

地震發生時，逃生要領以及如何防止災

害發生，並給予地震包準備得觀念。 

學生 100-120 人 生輔組   

5 
5.交通安全教育輔導措

施 

12,300(含獎金：

4,000)(含獎品：0) 
6,400 18,700 

1.交通安全系列活動： (1)海報宣導：為

培養學生自制能力、力行遵守交通規則

奠定良好交通秩序，提昇國民「行」的

素質，和生命安全之保障；藉由交通安

全宣導標語懸掛，提醒學生時時注意行

的安全及遵守交通規則，以達到 減少交

通事故發生的目的。 (2)機車安檢：提供

全校師生便利、專業、經濟之機車安全

檢查，期使 師生能踴躍參與，進而減少

機車因機械故障而肇生之交通事故。 2.

交通安全教育講座（含有獎徵答活

動）：藉由邀請專業講師蒞校演講，建

立參與者正確之交通安全知識與法治觀

念，進而達到愛惜生命，知法、守法、

遵守交通規則之目的。  

學生 500-700 人 生輔組   



6 6.學生緊急就醫 
1,500(含獎金：

0)(含獎品：0) 
2,000 3,500 學生緊急就醫 學生 7 人 衛保組   

7 7.學生急難慰助 
15,000(含獎金：

0)(含獎品：0) 
15,000 30,000 學生急難慰助 學生 60-70 人 生輔組   

8 8.防制學生藥物濫用 
10,000(含獎金：

0)(含獎品：0) 
0 10,000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擬規劃於校內實施

3 場次的反毒宣導暨增加反毒知能教

育，及於校外實施 1 場次防制學生藥物

濫用多元體驗活動，以加深師生對毒品

危害的認識及正確的法律觀念，進而愛

惜身體，珍惜生命，營造健康清新的校

園及社會。 

學生 100 人 軍訓室   

 小計：38,800 
小計：

3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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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款 補助款 合計 辦理事項 參加人數 承辦課室 註解 

9 9.學生急救訓練 
7,961(含獎金：

0)(含獎品：0) 
25,400 33,361 

心肺復甦術訓練 1 場次:邀請急救教練指

導每位學生技術操作及測驗。 
學生 700 人 衛保組   

10 

10.衛生保健宣導活動

及餐廳安全與衛生講

習活動 

17,755(含獎金：

0)(含獎品：0) 
69,928 87,683 

1.口腔衛生宣導 1 場:邀請專業講師介紹

口腔保健之重要性。(補助款：6,959

元、配合款：480 元) 2.傳染病防治宣導

1 場:邀請感染防制科護理長介紹結核

病、流感等傳染疾病的預防方式。(補助

款：6,959 元、配合款：480 元) 3.全人性

教育-安全性行為宣導 1 場:邀請專業講

師，宣導『負責的愛、安全的性』。(補

助款：6,959 元、配合款：480 元) 4.均衡

飲食及飲食衛生宣導 1 場:邀請營養師辦

理『你吃對了嗎?』宣導認識食物的熱量

及如何計算生活熱量需求。(補助款：

6,518 元、配合款：480 元) 5.校園均衡飲

食尋寶活動 1 場:運用海報張貼及闖關遊

戲，讓參加者認識六大類食物的熱量。

1.學生 60 人 2.學

生 60 人 3.學生 60

人 4.學生 60 人 5.

學生 300 人次 6.

學生 120 人 7.學

生 60 人 8.學生 60

人  

衛保組   



(補助款：6,168 元、配合款：6,000 元) 6.

宣導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 2 場次:邀請專

業講師依據健康報告內容說明檢查項目

及各項檢查的意義，並提醒檢查結果異

常的影響及建議處理方式。(補助款：

11,258 元、配合款：5,000 元) 7.學生健康

檢查異常追蹤 1 場次:依據健康檢查結果

辦理異常追蹤輔導活動。(補助款：6,077

元、配合款：795 元) 8.均衡飲食體驗活

動 2 場:邀請專業老師介紹『怎麼吃才健

康?』並指導學員『DIY 我的健康餐』。

(補助款：19,030 元、配合款：4,040 元) 

11 11.健康促進活動 
10,000(含獎金：

0)(含獎品：0) 
46,872 56,872 

1.環山步道-健走 1 場:辦理校園環山步道

健走活動並結合闖關活動，鼓勵同學培

養運動習慣。(補助款：9,970 元、配合

款：10,000 元) 2.「Hello Health！健身蛻

變工廠」有氧運動班 1 場:邀請講師規劃

有氧課程，提供參加學員正確的運動方

式並培養規律的運動習慣。(補助款：

22,506 元) 3.「Hello Health！健身蛻變工

廠」-瑜珈班 1 場次:邀請講師規劃瑜珈課

程，提供參加學員正確的運動方式並培

養規律的運動習慣。(補助款：14,396 元) 

1.全校師生 150 人

次 2.全校師生 30

人 3.全校師生 30

人  

衛保組   

工作策略：2-2-2 心理及問題行為之三級預防  

編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款 補助款 合計 辦理事項 參加人數 承辦課室 註解 

12 12.教師輔導相關活動 
0(含獎金：0)(含獎

品：0) 
27,400 27,400 

教師工作坊 4 場：特邀請實務經驗豐富

之講師，藉由講座、討論演練或手作紓

壓增進師生溝通技巧及強化正向能量，

將此運用於對學生的輔導及互動，也促

進教師彼此交流分享。 

教師 160 人次 
諮商職涯

中心 
  

13 13.學生心靈成長活動 
48,000(含獎金：

0)(含獎品：0) 
31,841 79,841 

1.學生心靈成長團體 4 梯次，每梯次 6

單元 2.學生成長工作坊 2 場 （辦理各類

關注學生身心靈成長的活動，分別透過

成長團體與工作坊的形式，協助學生們

學生 242 人次 
諮商職涯

中心 
? 



對於各種關係、情緒以及自我等方面的

探索、體驗與覺察，進而學習在各種關

係、覺察情緒以及自我成長的能力，達

到內在整合、建立良好關係、自我照顧

等效果。活動中會藉由牌卡或樂高等媒

材，設計題目或關卡等方式進行引導與

學習。） 

14 
14.學生心理健康專題

講座 

0(含獎金：0)(含獎

品：0) 
20,000 20,000 

心理健康專題講座 4 場：透過講座活動

增進學生對於心理健康照護的知能，能

夠學習關懷別人與照護自我。 

學生 320 人次 
諮商職涯

中心 
  

15 

15.購置及更新學生諮

商輔導相關書刊及心

理測驗工具 

76,000(含獎金：

0)(含獎品：0) 
0 76,000 

1.本工作項目為購置及更新輔導視聽圖

書及心理測驗工具，是協助推展促進與

維護健康重要工具。 2.購置圖書及影片

類別多為心理成長、正向思考、性別教

育、生涯發展等主題，提供師生借閱及

班級宣導之用，強化身心健康。 3.購置

心理測驗工具主要用於學生自我探索、

心理健康、及生涯規劃等，協助進行各

項身心狀態檢視及輔導工作，為相當重

要之媒材，與促進及維護健康目標相符

合。 4.提供班級輔導及全校師生借用。 

師生 500 人次 
諮商職涯

中心 
  

 小計：159,716 
小計：

22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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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款 合計 辦理事項 參加人數 承辦課室 註解 

16 
16.性別平等教育宣導

活動 

9,000(含獎金：

0)(含獎品：0) 
39,200 48,200 

性別教育講座或宣導 15 場：為推展性別

平等教育，提升學生性別平等概念，特

辦理性別、情感教育主題相關活動，邀

請學者專家進行演講、帶領討論，引導

學生思考親密關係經營，以正向態度面

對及處理情感議題，也對多元性別經驗

有更多的學習和體悟。 

學生 1000 人次 
諮商職涯

中心 
  



17 17.性別教育體驗活動 
14,200(含獎金：

0)(含獎品：9,600) 
11,276 25,476 

性別教育體驗活動 2 場：以多元活潑的

闖關活動型式吸引全校師生參與，以知

識融合於活動的概唸，提升參加者知情

意的學習，產生共鳴並深化學習成果，

進而能於日常生活中實踐，真正落實校

園性別平等宣導。 

師生 240 人次 
諮商職涯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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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款 合計 辦理事項 參加人數 承辦課室 註解 

18 18.教師知能研習會 
65,453(含獎金：

0)(含獎品：0) 
95,764 161,217 

教師知能研習會 2 場：依當年教師及學

生需求進行一日增能課程。透過專業講

師授課、實務經驗交流及分組討論，提

升教師身心靈或生涯引導等專業知能，

並導入學生輔導工作中，帶領學生投入

積極正向的校園生活。 

教師 500 人次 
諮商職涯

中心 
  

19 
19.編製教師輔導文宣

品 

20,800(含獎金：

0)(含獎品：0) 
0 20,800 

編製教師輔導文宣，增進輔導知能及技

巧：為提昇導師對學生輔導及班級事務

服務之熱忱，並熟知校內資源及輔導單

位聯絡專線，藉由導師帶班機會傳遞訊

息，擬製作教師輔導文宣品。 

教師 260 人次 
諮商職涯

中心 
  

20 
20.導師經驗傳承及交

流活動 

11,500(含獎金：

0)(含獎品：0) 
37,998 49,498 

1.導師經驗傳承研習 2 場：藉由績優導

師分享帶班級輔導經驗，以傳承導師工

作之實務內容。 2.導師交流座談會 2

場：(1)透過研習會對行政單位提出疑問

與建議，彼此互動交流，討論解決之

道。(2)針對畢業班導師進行業務介紹及

座談，學習與交流輔導經驗。 

教師 500 人次 
諮商職涯

中心 
  

21 
21.提升導師功能鼓勵

措施 

101,000(含獎金：

100,000)(含獎品：

0) 

0 101,000 

1.實施績優導師遴選線上評量 2.績優導

師遴選委員會會議 3.頒發績優導師獎金

與獎狀 

績優導師 20 人 
諮商職涯

中心 
  

22 
22.生涯輔導座談及培

訓 

10,365(含獎金：

0)(含獎品：0) 
17,852 28,217 

1.職涯導師座談 4 場 2.生涯輔導培訓 2

場（為提升本校職涯發展，全力推動職

涯導師制度，提升教師生涯輔導知能。

藉由生涯輔導座談及培訓來加強職涯導

師在輔導學生生涯議題上之輔導技能，

教師 140 人次 
諮商職涯

中心 
  



並了解就業趨勢，協助同學了解就業資

訊及培養學生就業力，希望能讓學生及

早掌握職場脈動，了解正確的職場態

度，順利與職場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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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款 合計 辦理事項 參加人數 承辦課室 註解 

23 
23.學生家庭聯繫與訪

問 

24,500(含獎金：

0)(含獎品：0) 
0 24,500 

新生暨住宿生家長座談會：透過會議增

進學生家庭聯繫與學校連結溝通。 
學生 100-120 人 生輔組   

24 
24.學生自治團體新生

服務站 

4,000(含獎金：

0)(含獎品：0) 
6,000 10,000 

學生會辦理新生認識校園活動（含寢具

發放）1 場次：為提供新生能夠更快速

且熟悉本校環境及了解各行政單位，以

利未來各項業務辦理時，不會跑錯單

位。活動期間於宿舍前設攤協助寢具發

放作業。 

大一新生/約 1200

人 
課指組   

25 
25.學生校內外住宿安

全教育 

74,000(含獎金：

0)(含獎品：0) 
125,200 199,200 

1.住宿生座談：藉由住宿生座談會議召

開，俾瞭解住宿生需求，以利學校及相

關單位提供更完善之住宿環境及品質，

確保住宿學生住的安心、專心向學。(補

助款 32,000 元) 2.校外賃居安全教育宣

導：本學期為因應學生租屋需求，透過

安全教育宣導，教導同學對租屋處所防

火災事件處理方法，並提供相關的求助

資源管道，強化賃居緊急應變知能，特

辦理本項宣導教育。(補助款 6,700 元) 3.

宿舍幹部職前講習：為強化宿舍幹部本

職學能，協助新生住宿並適應校內生

活，專注於課業的學習。(補助款 8,000

元) 4.期中校外賃居學生訪視：本學期爰

請各院系導師、教官及校安人員執行外

賃居安全訪視，訪視重點將著於校外賃

居處所消防、安全等事項。請訪視師長

利用期中考期間，就同學校外賃居情形

參考訪視表，針對居住安全、環境及生

活情形等，進行初勘基本安全檢視及賃

1.學生 360 人 2.學

生 300 人 3.學生

40 人 4.學生 150

人 5.學生 1000 人 

6.房東 50-100 人  

生輔組   



居關懷，減少賃居處所意外事件之發

生，以維護同學賃居安全，藉以提升校

外賃居安全保障。(補助款 3,000 元、配

合款 3,000 元) 5.住宿生系列活動：本校

為關懷及促進住宿生間之情感交流、休

閒活動之多樣性、安全宣導暨各項業務

間之協調配合，特舉辦此活動。各棟宿

舍自行規劃辦理方式及主題，利用時機

實施安全宣導及意見交流，藉以了解住

宿生的生活需求及更貼近同學，透過宿

舍聯歡活動，適切的給予住宿生關照。

(補助款 70,000 元、配合款 71,000 元) 6.

租屋博覽會：為全面推動『賃居安全認

證評核』，確保同學校外租賃的權益與

安全及提供學生租屋資訊，以落實校外

賃居輔導功能， 落實校外賃居輔導功

能，特辦理本「租屋博覽會」。以展覽

會設攤方式建立媒合平台，開放提供師

生與參展單位面對互動；活動內容計有 :

開幕式、警消單位「賃居安全」駐點宣

導、地政處「定型化契約」、租賃住宅

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點宣導、皆獲頒

教育部 「校外賃居安全評核標章」認證

優質房東攤位陳展。(補助款 5,500 元) 

 小計：334,818 
小計：

333,290 
  

工作目標：2-4 促進適性揚才及自我實現   

工作策略：2-4-2 辦理藝文活動，培養人文及美感素養  

編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款 補助款 合計 辦理事項 參加人數 承辦課室 註解 

26 
26.健康休閒藝文性活

動 

62,000(含獎金：

0)(含獎品：0) 
133,000 195,000 

1.元培藝文季系列活動：辦理手作或展

演活動，增加校園青春活力、創新文

化、創意藝術氣息，塑造不同的校園風

氣。(補助款：70,000 元、配合款：

20,000 元) 2.系學會聯合聖誕活動：創造

1.全校師生/約

1000 人 2.全校師

生/約 1000 人 3.全

校師生/約 1000 人 

課指組   



校園聖誕氣氛，展現社團活力，一同辦

理一系列活動創造校園歡樂氣氛增進學

生彼此感情。(補助款：20,000 元、配合

款：25,000 元) 3.新生合唱比賽 1 場次：

提升大一新生班級向心力，培養團隊合

作與溝通協調能力，並增進校園音樂風

氣，提升元培人藝文氣息。(配合款：

7,000 元) 4.元音盃（初賽、決賽）共 2

場次：希望提供一個學生能表現自己的

舞台，無論是否會唱歌，鼓勵同學們勇

敢唱出自己的心情，以及歌曲背後屬於

自己的故事，同時也能夠角逐榮譽寶

座。(補助款：43,000 元、配合款：

10,000 元) 

4.全校師生/約 6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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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款 合計 辦理事項 參加人數 承辦課室 註解 

27 
27.學生社團辦理校際

性、全校性活動 

200,100(含獎金：

0)(含獎品：0) 
155,980 356,080 

1.學生會辦理全校迎新活動：藉由大型

迎新活動讓新生能夠更加了解校園，增

進活動參與度。同時增加認識不同系所

同學的機會。活動邀集眾多社團參與辦

理，讓新生能夠看到社團活力。(補助

款：41,000 元、配合款：70,000 元) 2.系

所聯合畢業生歡送會(配合款：100,000

元) 3.108-2 社團活動學輔經費（109.1-

109.7）(補助款：67,490 元、配合款：

20,050 元) 4.109-1 社團活動學輔經費

（109.8-109.12）(補助款：47,490 元、配

合款：10,050 元)  

1.全校師生/約

1000 人 2.全校師

生/約 1500 人 3.全

校師生/約 10000

人 4.全校師生/約

10000 人 

課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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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款 合計 辦理事項 參加人數 承辦課室 註解 

28 
28.編印學生輔導文宣

資料 

35,000(含獎金：

0)(含獎品：0) 
0 35,000 

編製學生心理健康或性別教育宣導品，

傳達正向、多元、接納與同理等觀念。 
學生 1020 人次 

諮商職涯

中心 
  

29 29.新生入學輔導 
100,000(含獎金：

0)(含獎品：0) 
0 100,000 

新生入學輔導：由學務處統籌透過教務

處、總務處、軍訓室及各系所與各系幹
學生 15000 人 生輔組   



部共同辦理新生入學輔導。讓新生透過

豐富的課程設計及技能訓練，學習、交

流與互動，並能提前適應校園生活，藉

以提昇學習效果。活動當日各行政及教

學單位之課程內容：生活輔導組：生活

管理及學生請假等相關規定宣導。課外

活動指導組：學校社團活動介紹。衛生

保健組聘請專業教練訓練新生 CPR 及

AED 之技能。領導服務知能中心：勞作

教育課程＆服務學習證書宣導。諮商暨

職涯發展中心：新生心理測驗。軍訓

室：藥物濫用(紫錐花)、詐騙防範及交

通安全宣導。教務處課務組：融入大學

之道課程、各系所：認識校園環境、選

課說明與執行。新生入學輔導幹部：與

班導師及輔導教官保持密切聯繫，協助

新生各項資料填寫說明及收發。製作系

牌引導與集合編隊，典禮及課程各路線

地點之引導等相關事宜。 

30 30.學生職涯輔導 
4,000(含獎金：

0)(含獎品：0) 
24,000 28,000 

職涯輔導專題講座 6 場：透過多元講座

幫助學生認識自我，讓學生在對自我有

充份的認識下，提昇學生對設備知識、

未來出路、產業脈動的瞭解；也藉由吸

取他人生涯、職涯規劃的歷程經驗，讓

學生在畢業後得以發揮所學專長，順利

與就業市場接軌，貢獻於產業。 

學生 360 人 
諮商職涯

中心 
  

 小計：401,100 
小計：

312,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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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款 合計 辦理事項 參加人數 承辦課室 註解 

31 
31.人權、民主法治教

育相關活動 

11,500(含獎金：

0)(含獎品：0) 
5,000 16,500 

人權、法治專題演講暨參訪：為落實學

生人權、民主法治教育、加強學生人
學生 200-300 人 生輔組   



權、民主法治觀念宣傳，特別安排專業

講座教學及實例分享或實地機關參訪，

以期養成學生守法守紀，知行合一的良

好習慣，建立祥和溫馨的校園氣氛。 

32 

32.建立學生溝通平

台，舉辦幹部等相關

講習、座談會 

59,784(含獎金：

0)(含獎品：0) 
85,582 145,366 

1.學生生活座談會 2 場次：為協助學生

充分表達對學校生活的想法與建議，使

學生更能適應學校生活，安心就學。彙

整學生針對學校的提問及建議，透過座

談時間安排各處室報告與問題答覆及宣

導…等，以達成多元溝通之成效。透過

與各行政單位的雙向溝通，確實達到彼

此進步之改善成效。(補助款 15,000 元、

配合款 15,000 元。) 2.班級自治幹部職前

講習 2 場次：為協助班級自治幹部瞭解

本身職掌，順利執行各項工作。在學期

初辦理講習傳達各項行政工作重要訊息

並聽取班級幹部在學期初所了解之各班

意見，及早雙向溝通，讓各班同學能在

友善的校園學習環境下，順利展開各項

學習生活。(補助款 21,000 元、配合款

35,000 元。) 3.輔導股長研習(座談會或專

業講座)6 場次：培養輔導股長成為諮商

中心與班級溝通的橋樑，協助傳遞諮商

中心及資源教室各項重要資訊及活動訊

息。學習辨識適應不良、壓力、情緒不

穩等徵兆，必要時協助轉介同學至諮商

中心使用輔導資源。配合大四畢業生即

將就業之需，期初會議獨立出大四輔導

股長，強化職涯相關主題性的宣導。(補

助款 35,982 元、配合款 6,000 元。) 4.衛

生股長期初會議 2 次：透過座談會或講

座強化衛生股長對衛生與疾病等健康觀

念的認識，增進各班衛生股長對同學的

健康關懷。協助衛保組於班級宣導下課

1.學生 200-300 人 

2.學生 300-400 人 

3.學生 260 人次 4.

學生 140 人 

其他 

1.生輔

組 2.生

輔組 3.

諮商職

涯中心 

4.衛保

組 



一分鐘之執行方式與學期活動訊息。(補

助款 13,600 元、配合款 3,784 元。)  

33 
33.學生自治團體師生

座談會 

45,300(含獎金：

0)(含獎品：11,000) 
56,800 102,100 

1.與校長有約 1 場次：為協助同學解決

生活與學習之問題與因難，透過辦理活

動，校長能與學生直接互動交流，並讓

學生體會到民主，落實人權法治精神。

(補助款：6,000 元、配合款：3,300 元) 2.

學生會會員大會（期初、期末各 1 場

次）：藉由此大會，讓各系班級瞭解學

生會每學期所辦理得服務、活動及學生

會會費運用狀況。(補助款：12,800 元、

配合款：4,000 元) 3.學生社團負責人會

議（期初、期末各 1 場次）：(1)透過會

議讓社團負責人獲得更多社團經營管理

資訊，以及辦理活動所需要注意的事

項，同時增進彼此社團情誼。(2)課指組

與學生共同訂定經費補助規定及報告學

輔經費運作情形。(補助款：13,000 元、

配合款：13,000 元) 4.社團指導老師座談

會(每學期１場，共 2 場次)：為增進社

團指導老師彼此間之情誼，藉此提升校

內社團發展與向心力(補助款：25,000

元、配合款：25,000 元) 

1.社團負責人/約

80 人 2.各班班代

或總務/約 100 人 

3.社團負責人/約

70 人 4.社團指導

老師約 70 人/場次 

課指組   

34 34.學生自治會改選 
4,000(含獎金：

0)(含獎品：0) 
4,000 8,000 

全校三合一選舉：規劃全校三合一選

舉， 增進學生投票意識，以公正、公

平、無記名方式票選出各自治組織、團

體負責人 

學生/約 5000 人 課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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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款 補助款 合計 辦理事項 參加人數 承辦課室 註解 

35 35.強化品德教育 
7,000(含獎金：

6,000)(含獎品：0) 
32,000 39,000 

1.母親節感恩推廣活動 1 場次：五月是

充滿溫馨與愛的季節，希望在「愛」的

氛圍裡，舉辦手作送給媽媽。藉此活動

培養學生擁有懂得感恩的良善品德，並

營造充滿溫馨與感恩的環境。(補助款

1.學生 200-300 人 

2.學生 200-300 人 
生輔組   



20,000 元) 2.智慧財產權宣導活動 1 場

次：為宣導保護智慧財產權觀念，特別

結合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建立之智慧財產

權小題庫，舉辦「校園智慧財產權網路

有獎徵答」活動，配合智慧財產局公告

題庫之生活化的題目，增加活動趣味性

及提昇同學參與意願，使全校同學都能

具備保護智慧財產權相關知識，落實宣

導成效。(補助款 12,000 元、配合款

7,000 元(含獎金 6,000 元))  

36 36.營造多元文化校園 
20,000(含獎金：

0)(含獎品：0) 
10,000 30,000 

異國文化體驗宣導活動：活動邀請外國

學生參加，透過親自體驗手作 DIY 的方

式了解不同文化，藉由過程陶冶性情與

培養美學內涵，並可以適度提升外國學

生與本國生之間的互動，藉此聯絡情

誼。 

學生 100-150 人  生輔組   

 小計：147,584 
小計：

193,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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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款 合計 辦理事項 參加人數 承辦課室 註解 

37 
37.深耕服務學習及推

廣志工活動 

60,347(含獎金：

17,000)(含獎品：

4,000) 

46,611 106,958 

1.服務學習成果發表會 1 場次：闖關活

動結合成果發表，吸引更多學生加入服

務學習的行列。(補助款：6,000 元、配

合款：4,000 元(獎品：4,000 元)) 2.服務

學習宣導計畫 1 場次：宣導本校服務學

習計畫，並發放手冊推廣服務學習相關

活動。(配合款：28,000 元) 3.服務學習學

生座談會 2 場次：服務學習活動說明及

推廣。(補助款：8,000 元) 4.服務學習績

優學生志工表揚 1 場次：透過評比方式

選拔優秀志工，並在公開場合進行表

揚。(配合款：17,000 元(獎金：17,000

1.全校師生約 600

人 2.全校師生約

1000 人 3.學生約

80 人 4.全校師生

約 100 人 5.學生

160 人次 

其他 

1.領服

中心。 

2.領服

中心。 

3.領服

中心。 

4.領服

中心。 

5.諮商

職涯中

心。 



元)) 5.輔導志工研習活動 8 場：邀請校外

專業講師或心理師透過課程的訓練與校

內外活動的參與，培養暖心社及諮商職

涯中心學生志工基本的服務涵養，發揮

助人愛心、同理關懷的精神，進而落實

品德教育的理念。從課堂討論與活動分

享交流中，提升對自我的認識與接納，

藉此覺察自己在團隊中的角色，以增進

成員人際溝通、團隊合作與問題解決的

能力，同時透過活動的參與，增進個人

在企劃與執行活動的能力。(補助款：

32,611 元、配合款：11,347 元) 

38 
38.培養志工胸襟，反

思生命價值 

3,000(含獎金：

0)(含獎品：0) 
36,000 39,000 

1.特殊志工訓練研習 1 場次：服務志工

隊協助領服中心辦理特殊志工訓練研

習。輔導學生志工獲得志願服務手冊，

經過基礎志工訓練課程 12 小時及特殊志

工訓練課程 12 小時。加強志願服務專業

知識技能，強化志願服務品質，同時增

進志工服務經驗交流。鼓勵學生投入志

願服務。(補助款：29,000 元) 2.志工活動

4 場次：推動各社團及學生自志團體志

工服務，培養學生對社會之人文關懷、

拓展視野並提高服務品質，強化擔任志

工所需的能力。加強志工們彼此間的橫

向連結、使命感並強化團隊力量。帶領

學生至機構志工服務，啟發學生關懷服

務的照顧之心或至校外宣揚品德教育之

美德。(補助款：7,000 元、配合款 3,000

元) 

1.全校師生約 50

人 2.全校師生約

50 人 

領服中心   

39 
39.加強服務學習相關

知能及觀摩學習 

7,375(含獎金：

0)(含獎品：0) 
40,000 47,375 

1.領導知能與服務學習課程教師座談會 2

場次：促使教師明瞭具服務學習內涵及

其核心價值，提升本校師長參與具服務

學習內涵課程開設之意願，培養學生負

責、勤勞、互助合作的美德，落實本校

1.教師約 20 人 2.

學生約 80 人 3.師

生約 50 人 4.學生

40 人次 

其他 

1.領服

中心。 

2.領服

中心。 

3.領服



服務學習方案推動。宣導具服務學習內

涵課程每學期申請收件時間、應繳資

料、開設指標等；及期末成果報告書撰

寫時需注意事項、繳交期限等。(補助款

3,000 元) 2.服務學習活動說明會 2 場

次：藉由說明會向學生說明參與校外志

工服務時須注意事項及學期志工推廣活

動，使學生瞭解服務學習之精神內涵，

增進學生參與志願服務。(補助款 9,000

元) 3.機構參訪 1 場次：至志願服務相關

機構參訪及交流。(補助款：15,000 元、

配合款：5,000 元) 4.輔導志工服務體驗

活動 2 場：暖心社及諮商職涯中心學生

志工透過服務建立正向積極的態度，了

解志工的角色及責任，學習獨立並看見

自身對他人的影響與感染力，體驗志願

服務之核心價值為他人付出的意義感。

(補助款：13,000 元、配合款：2,375 元) 

中心。 

4.諮商

職涯中

心。 

40 40.深根鄉土文化 
20,000(含獎金：

0)(含獎品：0) 
12,000 32,000 

民俗文化探索及活動體驗 1 場次： 透過

民俗文化的探索及體驗，讓學生從大自

然的地理環境學習及瞭解先人的智慧，

並瞭解歷史文化傳承的重要性。 

全校師生/約 40 人 課指組   

 小計：90,722 
小計：

134,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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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款 合計 辦理事項 參加人數 承辦課室 註解 

41 
41.加強專業學務與輔

導知能訓練 

15,000(含獎金：

0)(含獎品：0) 
2,900 17,900 

1.參與校外學務工作相關研習：編列校

外研習之差旅費用，鼓勵學務人員參予

校外研習提升專業知能。(配合款：5,000

元) 2.辦理專業精進講座 2-3 場次：針對

學務人員需求辦理學務業務相關知能、

溝通技巧、專案管理、活動行銷及美感

1.學務工作同仁 5-

8 人次 2.學務工作

同仁 25 人/場 

處本部   



教育等講座。(補助款：2,900 元、配合

款：10,000 元) 

42 42.輔導人員專業進修 
2,960(含獎金：

0)(含獎品：0) 
77,576 80,536 

專業進修 10 場：邀請專業講(醫)師進行

講座或個案探討，以及團體督導。透過

專業的多元學習，面對個案以及危機時

能發揮更有效的應對。 

輔導員 80 人次 
諮商職涯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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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款 補助款 合計 辦理事項 參加人數 承辦課室 註解 

43 
43.學生事務與輔導工

作觀摩與交流 

12,900(含獎金：

0)(含獎品：0) 
46,000 58,900 

1.其他學校社團觀摩與交流：至他校進

行社團觀摩與交流，從中了解彼此各校

在社團運作方面事務互相觀摩與學習(補

助款：20,000 元、配合款：10,000 元) 2.

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觀摩與交流 1 場

次：至他校進行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觀

摩與交流，或邀請優秀學務人員蒞校經

驗分享。(補助款：26,000 元、配合款：

2,900 元) 

1.學生社團/約 40

人 2.學務工作同

仁 35 人/場 

其他 

1.課指

組。 2.

處本

部。 

44 
44.社團評鑑推動觀摩

學習活動 

42,500(含獎金：

22,000)(含獎品：

5,000) 

40,000 82,500 

學生社團評鑑評選觀摩：透過評鑑評選

來展現社團一整年特色績效，並選出各

個績優社團。 

全校社團/約 1000

人 
課指組   

 小計：73,360 
小計：

166,476 
  

 配合款 

總計：1,690,200 

補助款 

總計：

1,690,200 

計畫經費 

總計：3,380,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