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109學年度第2次學生事務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109年12月25日（星期五）11時30分 
開會地點：光暉樓4樓第一會議室 
出席人員 : 如簽到單，應到：39人，實到：28人(含列席：5位) 
主    席 : 林學務長國斌          記錄 : 郭薇霖 
 
壹、 主席致詞：(無) 
貳、 工作報告：(無) 
參、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學務處 生活輔導組  
案由：申請「110年度本部獎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

作特色主題計畫」，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教育部109年11月19日臺教學(二)字第1090167553

號函辦理。補助款以不超過110年學輔補助款三分之
一為原則，配合款至少20%以上。110年經費規劃補
助款55萬863元及配合款15萬元，總計70萬863元。 

二、 1校1計畫1主題為申辦原則。110年計劃配合教育部
施政主軸，規劃學務工作願景二「營造友善校園並

促進學生自我實現」或願景三「培養良好品德的社

會公民」之「學生社團辦理美感教育」為主題。 
三、 計劃如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主席結論：(無) 
陸、 散會：12時00分 
柒、 簽到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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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培醫事科技大學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美感教育」 

特色主題計畫短中長程發展計畫 

 

一、 總說明 

 

台灣藝術教育網:「美是具體事物的組成部分，是具體環境、現象、事情、

行為、物體對人類的生存發展具有的特殊性能、正面意義和正價值，美感形式

原則之產生，然而美感教育則是透過人們對長期觀察、模仿、運用 與轉化，依

據自然萬物形、色的特質，經由不斷的探討、驗證，歸納出美的原理原則。」

在生活中隨處可見美的蹤影，然而在這個快速時代越來越多人都忙於生活，卻

無法停下腳步去好好欣賞美的藝術，此計畫透過美的傳遞與交流提升校園素質，

並結合教育部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發展其學習環境，落實美感教育。 

  

https://ws.moe.edu.tw/001/Upload/8/relfile/7844/61296/e0a9702c-1f05-44ec-9207-f9abf1504ab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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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費概算與目標規劃： 

工作 

項目 
現況 

第一年 

（短程） 

110年 

目標 

執行 

金額 
具體措施 

第二年 

（中程） 

111年 

目標 

執行 

金額 
具體措施 

第三年 

（長程） 

112年 

目標 

概算 

金額 
具體措施 

人文

美感 

本校各系

所及社團

在執行此

計畫時主

要針對護

理及醫療

方面的拓

展，對於美

感方面未

有太多地

接觸，需透

藝術深

耕，與各系

特色結合

創造出多

元文化涵

養，並提高

學生自我

實現及自

我肯定。 

從他人分享

到自我肯

定:藉由實

務經驗分享

來開拓美感

領域。 

700,863 1. 舉辦美感研習活動

及教育訓練並邀請

相關人士到場經驗

分享，指導社團及

全校師生體驗與欣

賞美感藝術;結合

校園與地方的資

源，聯合辦理彩繪

與藝術以及美感相

關設計研習課程，

使各學生單位在籌

辦校園活動，帶動

美感的參與。 

2. 帶領弱勢助學的同

學感受美的體會，

以藝術欣賞課程、

實地參訪等方式，

在提升美感之潛能

外，也增進多元能

力。 

透過體

驗、創作使

同儕間互

相學習、競

爭，創造出

學生競爭

力及執行

能力。 

700,863 藉合本校各個

節慶辦理藝術

相關活動，拓

展學生視野和

多元能力發

展，透過體驗

活動及創作課

程，豐富學生

的想像力及美

術概念。 

透過”美”的

比賽讓同學在

過程中了解校

園之美，提倡

「美麗無死

角」校園計

畫，提升學生

對於校園的信

任度及歸屬

感。 

學生創意競

賽及結合各

地文化，展

現學習成

效，並融合

新舊文化觀

念，提升校

園美感，讓

美遍布於各

地。 

700,863 讓系學會及社團將之前所

學到專業藝術及美感，透

過服務人群將藝術以各種

型態發展至偏向地區及弱

勢族群，啟發藝術生涯學

習。 

辦理藝術相關成果展及競

賽，展示於校園各個角

落，學生透過對於美感的

認識，共同完成具有本校

特色的作品，另外結合本

地特色文化，辦理藝術相

關的文創市集，不僅能讓

學生了解鄉土文化氣息，

也讓傳統工藝能夠在新世

代的學生中傳承。 

帶領學生至偏鄉做社區服

務將所學到的藝術及健康

之美發揮於老人與單親家

庭中。 

 

承辦人：              學務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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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特色主題計畫內容架構： 

 

(一) 緣起 

本校各系所及社團以往在執行此特色計畫時主要針對護理及保健方

面的拓展，對於美感方面未有太多地接觸，需透過藝術深耕與各系特色

結合創造出多元文化涵養，並提高學生自我實現及自我肯定。 

 

 

(二) 目的/目標 

近幾年，教育部致力於推動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元培主要都以醫

療以及健康相關專業指導學生，對於藝術及設計教學並未像其他有設計

科系的學校那麼成熟，希望透過此計畫能夠將美感教育落實在本校的各

個角落，透過多元結合及專業教導，使學生能夠在求學過程中，感受來

自各種文化的美，將所學到所看到的套用在平常的生活中，並以”設計、

健康、藝術”三大主軸達成完整的人文美感，另外提供學生專業外展之

機會，有機會透過興趣取向找到自己所想要培養的專長，體悟社會實踐

之意涵，進而強化責任心與榮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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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計畫架構表 

本計畫第一年著重於培養同學藝術美感相關研習課程，結合校園及

地方資源，指導奠定學生認識美感之基礎，讓學生知道美無所不在，第

二年以美感體驗及文化交流為主，藉由設計課程、藝術指導使學生了解

如何透過什麼資源去創造屬於自己及校園之美，第三年為競賽及成果展

發表，讓學生進行反思、回溯這三年間所學到的成效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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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計畫之特色與重點 

 

1. 結合「健康美學，終身學習」之理念，讓元培人能從自身美感氣息融入

至生活，由個人學習之經驗擴及校園，進而建構元培人的優質特色。 

2. 以規劃美感教育主軸邀請藝術領域之專家，透過演講引導學生思考不同

青年藝術之想法，提出全面性的健康融合美感講座，提升學生多元文化

素養。 

3. 活動內容包含讓學生「體現自我實現價值」、「健康與藝術之美定義」、「反

思回饋社會」三個面向，能有效達到品格教育及培育學生關心社會、熱

心服務的特質。 

4. 深化學生終身學習之價值，運用本校醫療以及健保相關知識指導學生，

著重加強對於藝術文化及設計教學美感，希望透過此計畫能夠將美感教

育落實在本校，結合課程、協助同學透過此美感教育孕育個人美感氣

息。 

5. 將所學及所看到的套用在平常的生活中，也提供學生相關健康保健專業

知識外展之機會，有機會透過興趣專業取向找到自己所想培育之技能，

體現健康之美並期望給予社會回饋，進而強化責任心與榮譽感。 

 

  



附件 1 

6 
 

(五) 運用方法（含學校行政支援） 

 

本計畫分三年完成計畫目標，以「培育及體現自我實現價值」、「健康之

美定義」、「反思回饋社會」三個面向子計畫，透過校園環境巡視、結合地方

資源，指導奠定學生認識美感之基礎、並以社區服務、社區健康營造、志工

服務等執行方式，帶領同學量身訂做健康體適能處方、豐富學生的美感藝術

之創作巧思及靈感以及自我實現抗壓訓練、專業外展等團隊合作課程。依據

教育部特殊教育推行相關原則「營造友善校園並促進學生自我實現」及「培

養良好品德的社會公民」規劃計畫相關內容，由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支援

統籌場地需求及相關硬體設備支援，並結合服務學習推行的基本步驟，詳如

下表: 

階段 工作內容 

準備階段  

1. 調查師生參與需求，籌劃相關活動。 
2. 辦理活動前實施籌備及行前會議，落實人員編組與訓

練，確保活動安全及防疫措施完善。 
3. 召開會議說明相關活動籌劃內容與具體執行方式，確保

工作推展順利。 

實施階段 

1. 美感教育講座。 
2. 自然風景賞析。 
3. 藝術彩繪體驗。 
4. 保健及文化體驗。 
5. 美感及繪圖教育訓練。 

反思階段 

1. 舉辦相關活動之成果，製作文宣品資料，擴大宣導成效。 
2. 活動結束後，施行問卷滿意度調查，了解活動滿意度情

形，作為各項活動改善之依據。 
3. 經由活動定期進行反思與討論，檢視相關活動成效，訂

定自我規範改善機制，確認各工作項目之辦理。 

慶賀階段 
1. 舉辦活動成果展 
2. 跨校聯合辦理健康之美競賽 
3. 結合各節慶辦理文創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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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進度（以甘特圖說明） 

 

項目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 撰寫計畫及提出申請             

2. 組成工作團隊             

3. 活動執行 

文化啟程系列             

藝．技彩繪系列             

健康 LOHAS系列             

當音樂響起系列             

順時針攝影系列             

4. 總檢討             

5. 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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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具體執行內容 

110年度短程計畫 

目標 活動主題 執行內容 

從他人分享到自

我肯定:藉由實務

經驗分享來開拓

美感領域。 

文化啟程系列(一) 

進入台灣各處原住民部落，挖掘在地原住

民文化與深度體驗，加深學生多元視野及

文化尊重。 

藝．技彩繪系列(一) 

透過業界講師至學校技術指導，將技法與

美感傳遞及訓練學生品味養成，打造各系

所特色美感。 

健康 LOHAS系列(一) 

以健康學院為主打造健康之美主題活動，

邀請專家舉辦相關研習課程，統整學校資

源打造醫事大學之特色主題。 

當音樂響起系列(一) 
邀請校外樂團及演唱團體至學校表演及指

導音樂性社團學生提供意見。 

順時針攝影系列(一) 
結合攝影社及學藝性相關社團邀請相關講

師經驗分享及實際演練課程。 

職．人 技法系列(一) 

學校系所技術指導，將在地多年的傳統技

藝延續至新一代，並參觀各地老街尋找並

重新學習將逝去的傳統技能。 

111年度中程計畫 

目標 活動主題 執行內容 

藉合本校各個節

慶辦理藝術相關

活動，拓展學生視

野和多元能力發

展，透過體驗活動

及創作課程，豐富

學生的想像力及

美術概念。 

 

透過”美”的比

賽讓同學在過程

中 了 解 校 園 之

美，提倡「美麗無

死角」校園計畫，

文化啟程系列(二) 

帶領弱勢助學學生至博物館或各地特色景

觀，了解文化歷史下所建立的自然及人文

之美。 

藝．技彩繪系列(二) 

結合阿特藝術體驗社及藝術中心開創繪畫

課程，提倡校園之美為本次主軸，增強學

校與學生間的情誼。 

健康 LOHAS系列(二) 

舉辦健康教育活動，請專業運動講師以健

康及健身操形式帶領同學感受健康之美的

重要性。 

當音樂響起系列(二) 

邀請各大專院校音樂類型社團或科系與本

校各社團合作及發想，創造新”聲”代樂

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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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學生對於校

園的信任度及歸

屬感。 
順時針攝影系列(二) 

將課程搭配其他特色主題練習攝影相關之

專業能力，並準備成果展時，試著用照片

來表達出自己的想法和當時的意境。 

職．人 技法系列(二) 

到各地尋找職人文化，並感受傳統技藝的

美妙與特質，並將學習到的東西帶回學校

分享給同儕。 

112長程年度計畫 

目標 活動主題 執行內容 

學生創意競賽及

結合各地文化，展

現學習成效，並融

合 新 舊 文 化 觀

念，提升校園美

感，讓美遍布於學

校各個角落。 

藝．技彩繪系列(三) 

聯合兩個活動主題，在準備攝影成果展的

同時也結合新竹在地特色及節慶舉辦文創

市集，達到多元人文主題交流。 

健康 LOHAS系列(三) 
透過社團及系會至弱勢及偏鄉團體社區服

務，將學習到的健康之美傳遞至各地。 

當音樂響起系列(三) 

邀請校內外學生社團及導師共同舉辦聲音

之美成果展，透過密切交流與相互成長展

現校園活力，同時也增進各校間之情誼。 

順時針攝影系列(三) 

聯結藝．技彩繪系列活動主題辦理成果展

時，透過照片或影片傳遞人文之美，達到

多元主題交流。 

文化啟程系列(三) 

帶領弱勢助學生至博物館或各地特色景

觀，了解文化歷史下所建立的自然及人文

之美。 

職．人 技法系列(三) 
將所學技藝藉由創意發想製作成影片或是

成果影展呈現給本校全體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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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計畫參與人員及分工 

 

姓  名 工         作           內              容 現    職 

林國斌 統籌總計畫、督導活動執行。 學務長 

劉亮宏 襄助統籌總計畫、督導活動執行。 總教官 

蔡國權 規劃統籌總計畫、制定活動執行。 課指組組長 

鍾玉珠 統籌協調醫護學院各系各項活動之規劃與執行。 醫護學院院長 

王綮慷 統籌協調健康學院各系各項活動之規劃與執行。 健康學院院長 

蔡志弘 統籌協調健康學院各系各項活動之規劃與執行。 福祉學院院長 

孔建民 統籌協調系上各項活動之規劃與執行。 醫技系主任 

林雅雯 統籌協調系上各項活動之規劃與執行。 醫管系主任 

王愛義 統籌協調系上各項活動之規劃與執行。 放射系主任 

鍾玉珠 統籌協調系上各項活動之規劃與執行。 視光系主任 

林佩芬 統籌協調系上各項活動之規劃與執行。 護理系主任 

莊路德 統籌協調系上各項活動之規劃與執行。 生技系主任 

陳盈秀 統籌協調系上各項活動之規劃與執行。 餐管系主任 

張宜煌 統籌協調系上各項活動之規劃與執行。 食科系主任 

林宛瑄 統籌協調系上各項活動之規劃與執行。 觀光系主任 

蔡志弘 統籌協調系上各項活動之規劃與執行。 資管系主任 

林淑芳 統籌協調系上各項活動之規劃與執行。 企管系主任 

林宛瑄 統籌協調系上各項活動之規劃與執行。 應外系主任 

洪彰岑 統籌協調系上各項活動之規劃與執行。 健管系主任 

游博文 統籌協調系上各項活動之規劃與執行。 茶陶系主任 

吳志鴻 統籌協調通識中心各項活動之規劃與執行。 通識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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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工         作           內              容 現    職 

林雅麗 統籌協調藝術中心各項活動之規劃與執行。 
光宇藝術中 

心主任 

鍾怡平 活動安全工作規劃與管制，及成立危機小組。 校安輔導員 

孫明慧 課程活動場地、食宿、交通等全般協調工作。 軍訓教官 

傅國忠 課程活動執行期間全般行政作業管制工作。 校安輔導員 

張毓弘 大型活動及講座規劃、執行與經費核銷。 課指組組員 

莊觐嘉 經費控管與規劃、活動申請與核銷。 課指組計畫人員 

黃子芸 
社團辦理活動申請、經費補助及社團學生校外活

動申請受理與審核。 
課指組組員 

郭薇霖 計畫申請、成果報告統整與經費結報。 處本部組員 

   

(九) 相關參考資料 

 

1. 原住民文化： 

http://ms1.ttjhs.ntct.edu.tw/~teach/local/abor.htm。 

2. Bryan Rose（1992）。謝志河譯。現代攝影構圖。台北：眾文。 

3. 8Henri Cartier-Bresson（2014）。張禮豪、蘇威任譯。心靈之眼 決定

性瞬間－布列松談攝影。 

台北：原點。 

4. Stephanie Calabrese Roberts（2014）。薛芷穎譯。拍出會說故事的人

文攝影。新北：木馬文化。 

5. 老羊（2010）。帶您拍出好照片。台北：旗標。 

6. 朱光潛《談美》(臺北︰智陽出版社 2001)，頁 31。 

7.  黃孔良, 黃文聰, 葉明勳, 王琮賢, 何振盛, 汪雅婷, 周鴻騰, 林香

君, 張美櫻, 許嘉殷 (2017)樂活學導論：健康與永續的生活型態 

8. 吳珮青(Pei-Ching Wu) ； 湯志民(Chih-Min Tang)2019校園建築空間

美學的研究與規劃(Research and Planning of Campus Architecture 

Space Aesthetics) 。 

9. 廖修寬 2013 教育因美學設計而美好-奇特、變化、價值、驚喜及讚嘆

性兼具的校園創意之美。 

http://ms1.ttjhs.ntct.edu.tw/~teach/local/abor.htm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9%BB%83%E5%AD%94%E8%89%AF/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9%BB%83%E6%96%87%E8%81%B0/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8%91%89%E6%98%8E%E5%8B%B3/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7%8E%8B%E7%90%AE%E8%B3%A2/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4%BD%95%E6%8C%AF%E7%9B%9B/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6%B1%AA%E9%9B%85%E5%A9%B7/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5%91%A8%E9%B4%BB%E9%A8%B0/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6%9E%97%E9%A6%99%E5%90%9B/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6%9E%97%E9%A6%99%E5%90%9B/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5%BC%B5%E7%BE%8E%E6%AB%BB/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8%A8%B1%E5%98%89%E6%AE%B7/adv_autho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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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李雅婷(Ya-Ting Lee) 2010美感教育之實踐策略探究：以敘事課程為

例。 

 

(十) 經費明細表: 

 

111年 短程計畫 

特色主題 教育部補助款 學校配合款 

當音樂響起系列(一) 10萬元 3萬 5,000元 

文化啟程系列(一) 10萬元 3萬元 

健康 LOHAS系列(一) 10萬 5,000元 1萬元 

順時針攝影系列(一) 7萬 5,000元 3萬元 

藝．技彩繪系列(一) 10萬 863元 3萬 5,000元 
職．人技法系列(一) 7萬元 1萬元 

共計 70萬 0,863元 

112年 中程計畫 

特色主題 教育部補助款 學校配合款 

當音樂響起系列(二) 10萬元 3萬 5,000元 

文化啟程系列(二) 10萬元 3萬元 

健康 LOHAS系列(二) 10萬 5,000元 1萬元 

順時針攝影系列(二) 7萬 5,000元 3萬元 

藝．技彩繪系列(二) 10萬 863元 3萬 5,000元 
職．人技法系列(二) 7萬元 1萬元 

共計 70萬 0,863元 

113年 長程計畫 

特色主題 教育部補助款 學校配合款 

當音樂響起系列(三) 10萬元 3萬 5,000元 

文化啟程系列(三) 10萬元 3萬元 

健康 LOHAS系列(三) 10萬 5,000元 1萬元 

順時針攝影系列(三) 7萬 5,000元 3萬元 

藝．技彩繪系列(三) 10萬 863元 3萬 5,000元 
職．人技法系列(三) 7萬元 1萬元 

共計 70萬 0,86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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