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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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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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事
務與輔
編 工作項 學校配合款
導補助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號
目
支應
款支應
金額
1 1-1-2-1 120,000
130,000 一、質化目標：本項經費補助 登記立案之 30 個社團
學生自
為全校性或校際社團活動，冀 全校師生 參與人次達
治團體
望本校社團利用本款經費參與 8167 人
或學生
校際性的競賽活動時，能夠獲
社團辦
得校外交流之經驗、拓展社團
理全校
視野同時提升社團向心力，進
性或校
而檢視自身的優缺點所在，加
際活動
以改進與變革，使社團獲得更
多的成長。 二、量化目標：
辦理 56 場次活動，滿意達
4.4。 三、辦理項目： 1.排球社
-2019 高雄市體育季全國第 63
屆「和家盃」排球錦標賽競
賽，花費金額 10000 元。 2.健
康產業管理學系系學會-第五屆
開大蔬活市集，花費金額 2520
元。 3.保健營養學系系學會-第
五屆開大蔬活市集，花費金額
1219 元。 4.排球社--第五屆開
大蔬活市集&社團活力秀排球
社招生活動，花費金額 2629
元。 5.西點烘焙社-第五屆開大
蔬活市集-甜甜派入，花費金額

辦理時間及地點

檢討及建議

1.108/01/19-108/01/22 高雄市立福
誠高中體育館、福誠高中多功能
綜合運動場。 2.108/03/15 陽光大
道。 3.108/03/15 陽光大道。
4.108/03/15 陽光大道。
5.108/03/15 陽光大道。
6.108/03/15 陽光大道。
7.108/03/15 陽光大道。
8.108/03/15 陽光大道。
9.108/03/15 陽光大道。
10.108/03/15 陽光大道。
11.108/03/15 陽光大道。
12.108/03/15 陽光大道。
13.108/03/15 陽光大道。
14.108/03/15 陽光大道。
15.108/03/15 陽光大道。
16.108/03/15 陽光大道。
17.108/03/15 陽光大道。
18.108/03/15 陽光大道。
19.108/03/16 陽光大道。
20108/03/15 永裕體育館。
21.108/03/30-108/03/31 明新科技
大學。 22.108/03/30-108/03/31 中

1. 本年度自治性、體能
性及康樂性社團均積極
參與校際性各大型競賽
活動，並在比賽中獲得
亮眼的成績(例如熱舞社
等)，未來將持續鼓勵各
社團主動參加全國性大
專院校之校際競賽，藉
由與他校社團之交流，
拓展社團視野藉以提高
學習興趣。 2. 為促進學
生社團活動進步與發
展，本年度全國社團評
鑑由校內評鑑結果特優
之社團代表參與(鋼琴社
及體驗與冒險活動社)，
並推薦管樂社參加年度
最佳社團特色活動評
選，藉由與全國菁英社
團交流分享的機會，激
發團隊動力，相互學習
成長。其中鋼琴社表現
優異，榮獲 108 年全國

2143 元。 6.弦樂社-第五屆開大
蔬活市集，花費金額 875 元。
7.管樂社-第五屆開大蔬活市集管你的丼，花費金額 2700 元。
8.鋼琴社-第五屆開大蔬活市集蕉你彈鋼琴，花費金額 3912
元。 9.愛鄰社--第五屆開大蔬
活市集-用阮的咖，讓你起啡，
花費金額 3000 元。 10.福智青
年社--第五屆開大蔬活市集-環
保袋著走，花費金額 4405 元。
11.學生會--第五屆開大蔬活市
集-輕手做，花費金額 2685
元。 12.物流與航運管理學系系
學會-第五屆開大蔬活市集，花
費金額 1951 元。 13.競技啦啦
隊-開南大學競技啦啦隊蔬活市
集企畫書，花費金額 3427 元。
14.阿卡貝拉社-第五屆開大蔬
活市集-巧克力麻糬情人節，花
費金額 1225 元。 15.觀光與餐
飲旅館學系系學會-第五屆開大
蔬活市集，花費金額 892 元。
16.資訊管理學系系學會、機器
人研究社-第五屆開大蔬活市集
-機不可素，花費金額 3203
元。 17.拳擊有氧體適能社-拳
擊有氧蔬活市集，花費金額
2000 元。 18.熱門音樂社-第五
屆開大蔬活市集，花費金額
723 元。 19.藝術研究社-第五屆
開大蔬活市集-藝想天開，花費
金額 3530 元。 20 體驗與冒險

央大學。 23.108/04/09-108/04/11 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
至誠樓前廣場。 24.108/04/11 至 暨觀摩活動學術學藝性
誠樓 A105 國際會議廳。
社團特優獎；而管樂社
25.108/04/14 中壢中正公園。
代表參加的「年度最佳
26.108/04/17 至誠樓 A105 國際會 社團特色活動獎」從 41
議廳。 27.108/04/23-108/04/24 行 個初選社團中，被評選
政大樓穿堂。 28.108/05/17出為全國 20 強，實屬殊
108/05/19 台中中國醫藥大學。 榮。未來將持續培養及
29.108/06/02-108/06/02 永裕體育 扶持各社團精進自我，
館。 30.108/06/08 顏文隆國際會 爭取榮耀。 3. 本年度之
議廳。 31.108/06/08-108/06/09 南 全校性活動如開大蔬活
臺科大三連堂室內外排球場。 市集、社團博覽會等，
32.108/06/13 陽光大道。
各系學會、社團均踴躍
33.108/06/29-108/06/30 世新大
參與，藉由嘉年華的活
學。 34.108/09/20-108/09/29 桃園 動氣氛，讓全校學生能
市新住民文化會館 3 樓。
了解各屬性社團活動內
35.108/09/25 顏文隆國際會議廳。 容之精采，並吸引全校
36.108/10/02 陽光大道。
師生未來能加入社團活
37.108/10/02 陽光大道。
動。 4. 本年度全校性及
38.108/10/02 陽光大道。
校際社團活動方案，為
39.108/10/02 陽光大道。
培養開大學子培養開大
40.108/10/02 陽光大道。
學子「團隊合作」的基
41.108/10/02 陽光大道。
本素養，並具備「溝通
42.108/10/02 陽光大道。
表達、問題解決、創新
43.108/10/02 陽光大道。
思考」之核心能力，惟
44.108/10/02 陽光大道。
仍有少數登記立案之社
45.108/10/02 陽光大道。
團未申請辦理全校性或
46.108/10/02 陽光大道。
校際性競賽，未來將持
47.108/10/02 陽光大道。
續鼓勵，透過校內外同
48.108/10/02 陽光大道。
學經驗交流，以更促進
49.108/10/02 陽光大道。
本校社團活動蓬勃發
50.108/10/02 陽光大道。
展。
51.108/10/02 陽光大道。

活動社-FUN 箭有理，射人無罪
-開大盃瘋狂神射手競賽，花費
金額 38980 元。 21.108 年大專
校院學生會成果競賽暨觀摩活
動，花費金額 36105 元。
22.108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
團評選暨觀摩活動，花費金額
21972 元。 23.學生會-LOVE
STRONG 鈕扣樂傳情公益市
集，花費金額 1490 元。 24.學
生會-名人講座-別聽演講了，
去實現夢想吧!，花費金額 5000
元。 25.熱門音樂社-五校音樂
祭〈遊樂園〉，花費金額 9900
元。 26.學生會-MATA 獎全國
巡迴講座 ，花費金額 534 元。
27.鋼琴社-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篠崎弘嗣教學本演繹-校際活
動，花費金額 200 元。 28.健康
產業管理學系系學會-2019 全國
醫管盃，花費金額 5000 元。
29.熱門舞蹈社-桃園街舞聯盟Be Original Vol3，花費金額
15000 元。 30.熱門音樂社-七琴
六獄-七校聯合迎新，花費金額
4950 元。 31.排球社-2019 年第
18 屆大專院校全國大日盃體育
競賽，花費金額 5000 元。 32.
學生會-超級爆爆王期末聚會，
花費金額 3290 元。 33.競技啦
啦隊-2019 年全國菁英盃啦啦隊
錦標賽，花費金額 3591 元。
34.應用華語學系系學會-2019

52.108/10/02 陽光大道。
53.108/10/02 陽光大道。
54.108/10/02 陽光大道。
55.108/12/7-108/12/8 臺北市立大
學體育館(天母校區)。
56.108/12/20-108/12/22 弘光科技
大學毓麟館。

年外籍生書法成果展-初試啼
聲，花費金額 5000 元。 35.學
生會-名人講座-柯文哲:人生的
方向，花費金額 2100 元。 36.
保健營養學系系學會-108 新生
社團博覽會暨迎新演唱會擺攤保衛泡芙阿姨，花費金額 833
元。 37.競技啦啦隊-108 學年度
社團博覽會，花費金額 775
元。 38.崇德志工社-社團博覽
會-團團圓圓，花費金額 1038
元。 39.滑板社-社團博覽會-邁
向 20 榮耀依 9，花費金額 72
元。 40.熱門音樂社-社團博覽
會，花費金額 594 元。 41.福智
青年社-社團博覽會-環保袋著
走，花費金額 3729 元。 42.體
驗與冒險活動社-前往未來的航
道╳社團博覽會，花費金額
2293 元。 43.慈濟青年社-社團
博覽會-愛來對碰，花費金額
1200 元。 44.原住民出咧社-社
團博覽會-原事好物，花費金額
964 元。 45.阿卡貝拉社-108 年
度社團博覽會-夢想的聲音，花
費金額 2382 元。 46.西點烘焙
社-社團博覽會-邁向 20 榮耀依
9，花費金額 1504 元。 47.機器
人研究社-社團博覽會-邁向
20，榮耀依 9-機極向上，花費
金額 1676 元。 48.健康促進社社團博覽會-均衡飲食，給我
（果）來，花費金額 2632 元。

2 1-1-2-2
健全社
團組織
促進領
導能力
養成

10,000

30,000

49.鋼琴社-1081 社團博覽會-蕉
個朋友吧！，花費金額 4405
元。 50.熱門舞蹈社-108 學年度
社團博覽會，花費金額 106
元。 51.愛鄰社-社團博覽會愛，需要烘培，花費金額 2571
元。 52.信望愛社-社團博覽會拋開煩惱，得著喜樂，花費金
額 1504 元。 53.跆拳道社-社團
博覽會-跆拳道社擺攤與表演，
花費金額 2058 元。 54.劍道社社團博覽會-劍道社社團博覽招
生，花費金額 204 元。 55.競技
啦啦隊-2019 全國啦啦隊錦標
賽，花費金額 5832。 56.熱門
舞蹈社-School By School 校際交
流賽，花費金額 2477 元。
一、質化目標：透過辦理自治 全校學生 參與人數達
性社團幹部選舉，健全校社團 712 人
制度，強化社團核心價值訓
練，使學生了解社團經營的重
要性，促進社團蓬勃發展。
二、量化目標： 辦理 3 場次活
動，滿意達 4.7。 三、辦理項
目： 1.學生會-第十九屆學生會
正、副會長暨第十七屆學生議
員選舉，花費金額 15649 元。
2.1072 學期開大社團加油站系
列研習講座，花費金額 14351
元。 3.1081 學期開大社團加油
站系列研習講座，花費金額
10000 元。

1.108/03/27-108/06/06 至誠樓 A105 1. 本年度學生會舉辦
會議廳、卓越樓 B110 會議廳。 「第 19 屆學生會正副會
2.108/04/25 卓越樓 B327 系學會聯 長暨第 17 屆學生議員選
合辦公室。 3.108/09/25 卓越樓 舉」，全校學生共 651
B327 系學會聯合辦公室、卓越樓 位同學參與投票，提升
B103 會議廳。
民主意識與法治素養，
健全學生自治能力。建
議未來學生議會與學生
會多參與校內外自治組
織研習與講座，藉由與
各校分享交流，精進選
舉制度活動的豐富與多
元性。 2. 本年度自治性
社幹部選舉全校參與投
票人數大幅下降，顯示
學生民主素養較往年低

3 1-1-2-3
補助學
生自治
團體或
學生社
團辦理
活動

170,000

155,000 一、質化目標：持續推動並鼓 登記立案之 34 個社團
勵社團辦理創新多元之社團活 全校師生 參與人數達
動，透過多方的交流，增加經 4071 人
驗，擴展視野，使社團多元化
發展。 二、量化目標：辦理 70
場次活動，滿意達 4.6。 三、
辦理項目： 1.管樂社-1071 學期
管樂寒訓-Warm Up!，花費金額

落，未來選舉活動規劃
上將加強宣導，透過講
座辦理及獎勵機制，提
升學生參與度。 3. 為強
化社團核心價值，健全
社團經營與管理知能，
以增進社會軟實力，特
辦理開大社團加油站系
列講座，本年度策畫溝
通及口語訓練專題，除
了可強化社團組織的凝
聚力與團隊間的溝通技
巧，增加社團活躍度，
更能讓學生提升未來競
爭力，滿意度更達 4.7。
4. 活動規畫上可因應時
代資訊傳播方式的不
同，未來將加入更多元
豐富之規劃，例如社群
小編經營等社團自媒體
面向的講座，讓學生能
精進多元管理社團之方
式，並能更廣泛的行銷
社團運作，建全校社團
發展體制。
1.108/02/11-108/02/15 顏文隆國際 1.本年度共計辦理 70 場
會議廳。 2.108/02/11-108/02/16 韻 次社團校內外活動，其
律教室 AB10。 3.108/02/18中包含社團各項交流、
108/02/27 陽光大道、卓越樓
互動表演、才藝競賽、
B212 教室、生命真理社社團辦公 迎新送舊、專業講座、
室。 4.108/03/05 卓越樓 B412。 成果發表及分享會，帶
5.108/03/07 至誠樓 A116 教室。 動本校社團活動多元化
6.108/03/13 至誠樓 A201 教室。 及豐富性。 2.學校社團

5000 元。 2.熱門舞蹈社-寒期幹
部訓練，花費金額 6000 元。 3.
生命真理社-1072 學期 期初福
音節，花費金額 734 元。 4.健
康產業管理學系系學會-系大
會，花費金額 2763 元。 5.學生
會-家-新血招募茶會，花費金
額 1176 元。 6.鋼琴社-1072 學
期鋼琴社期初社員大會，花費
金額 322 元。 7.拳擊有氧體適
能社-體驗活動，花費金額 3000
元。 8.鋼琴社-1072 學期新心相
惜迎新茶會，花費金額 2533
元。 9.體驗與冒險活動社-重量
級學姊回來啦!要做什麼哩~手
做課程，花費金額 390 元。 10.
熱門舞蹈社-期初舞展-十年
前、十年後，花費金額 5074
元。 11.應用日語學系系學會制服日-櫻花粉的青春，花費金
額 2455 元。 12.養生與健康行
銷學系系學會、資訊管理學系
系學會、會計學系系學會、休
閒事業管理學系系學會、應用
英語學系系學會、應用華語學
系系學會、學生會-我的 90 年
代聯合制服趴，花費金額
30000 元。 13.體驗與冒險活動
社-懂逃生，救自己--火場避難
與逃生公益講座，花費金額
6500 元。 14.體驗與冒險活動
社-人生海海，不如來去浮潛，
花費金額 5000 元。 15.鋼琴社.

7.108/03/18 至誠樓 AB10 多功能
教室。 8.108/03/20 顏文隆國際會
議廳 L116。 9.108/03/20 至誠樓
A211 教室。 10.108/03/20 開南大
學健身房前空地。 11.108/03/27
至誠樓羽球館。 12.108/04/24 至
誠樓羽球館。 13.108/04/25 至誠
樓 A105 會議廳。 14.108/04/27108/04/28 龍洞灣公園。
15.108/05/02 卓越樓 B110 會議
廳。 16.108/05/07-108/05/08 卓越
樓 2 樓川堂。 17.108/05/09 至誠
樓 A211 教室。 18.108/05/15 卓越
樓 B412 教室。 19.108/05/22108/05/23 卓越樓 B412 教室。
20.108/05/29 至誠樓 A211 教室。
21.108/05/29-108/05/30 陽光大
道。 22.108/06/02 顏文隆國際會
議廳 L109。 23.108/06/04 至誠樓
A105 會議廳。 24.108/06/06 至誠
樓 A215 教室。 25.108/06/12 顏文
隆國際會議廳。 26.108/06/12 顏
文隆國際會議廳。 27.108/09/03108/09/04 開南大學韻律教室
AB10。 28.108/09/06 永裕體育
館。 29.108/09/10 永裕體育館。
30.108/09/17 至誠樓 A105 會議
廳。 31.108/09/18 卓越樓 B213 教
室。 32.108/09/19 開南大學健身
房前空地。 33.108/09/20108/09/21 苗栗南庄百香自然農
場。 34.108/09/24-108/09/26 埔心
農場。 35.108/09/25 卓越樓 B613

辦理各項活動成效良
好，整體滿意度達 4.6，
未來將持續鼓勵社團積
極辦理多元化、交流性
與學習性活動，提升本
校社團活動蓬勃發展，
同時藉由辦理活動的訓
練，加強社團同學的應
變及危機處理能力、企
劃能力、社團傳承等多
項就業軟實力，培養開
大學子「團隊合作、人
文關懷、終身學習」的
基本素養，使其具備
「溝通表達、問題解
決、創新思考」之核心
能力，給予適性發展。

藝術研究社.學生會-1072 鋼琴
社音樂名人講座-李友廷，花費
金額 10388 元。 16.福智青年社
-卡片傳恩情，花費金額 409
元。 17.體驗與冒險活動社-天
下父母心-手作母親節卡片，花
費金額 671 元。 18.健康產業管
理學系系學會-歡樂會，花費金
額 3000 元。 19.學生會-開南大
學極速領域校內賽，花費金額
4462 元。 20.體驗與冒險活動
社-飛越天空，翱翔天際-第五
屆歡送學長姊，花費金額 1535
元。 21.熱門舞蹈社-期末舞展聚點，花費金額 16382 元。 22.
管樂社-長號吹奏講座，花費金
額 5000 元。 23.阿卡貝拉社-卡
貝人生-聯合成果發表會，花費
金額 11816 元。 24.慈濟青年社
-1072 期末茶會-粽下慈青情，
花費金額 3064 元。 25.管樂社時光-成果發表會，花費金額
6000 元。 26.管樂社-樂器分部
課程-綜合樂器講座，花費金額
6000 元。 27.熱門舞蹈社-暑期
幹部訓練，花費金額 8000 元。
28.競技啦啦隊-108 學年度新生
入學講習活動，花費金額 2430
元。 29.競技啦啦隊-108 學年度
新生茶會體驗營，花費金額
2501 元。 30.國際企業學系系
學會-新生制服茶會，花費金額
411 元。 31.法律學系系學會-迎

教室。 36.108/09/25 卓越樓 2 樓
川堂。 37.108/09/25 至誠樓 A510
教室。 38.108/09/27-108/09/29 苗
栗西湖渡假村。 39.108/09/28108/09/29 宜蘭縣大同鄉寒溪國
小。 40.108/10/02 顏文隆國際會
議廳 L109。 41.108/10/03 至誠樓
A215 教室。 42.108/10/03108/10/05 萬瑞森林樂園。
43.108/10/07 至誠樓 A116 教室。
44.108/10/07-108/10/09 埔心牧
場。 45.108/10/08 卓越樓 B205 教
室。 46.108/10/09 至誠樓 A211 教
室。 47.108/10/13 桃園捐血站。
48.108/10/16-108/10/18 苗栗縣崎
頂新樂園。 49.108/10/20 綠葉戶
外(桃園市復興區義盛村 42 號)。
50.108/10/21 陽光大道、行政大
樓、至誠樓。 51.108/10/24108/10/26 苗栗百香自然農場。
52.108/10/25-108/10/26 苗栗飛牛
牧場。 53.108/10/28-108/11/01 社
團辦公室 AB24。 54.108/10/31 至
誠樓地下室。 55.108/10/3108/10/5 苗栗百香農場。
56.108/11/11-108/11/30 行政大樓
B1 便利商店前。 57.108/11/12 至
誠樓 A105 會議廳。
58.108/11/13B110 會議廳。
59.108/11/13 橘色煙囪(桃園市蘆
竹區坑?路 501 號)。 60.108/11/14
至誠樓 A215 教室。 61.108/12/11
至誠樓 A105 會議廳。

新茶會-那年，我們相遇在開
南，花費金額 1490 元。 32.熱
門舞蹈社-舞出新生-期初舞
展，花費金額 3283 元。 33.會
計學系系學會、交通運輸學系
系學會、行銷學系系學會-迎新
宿營-山莊驚魂夜，花費金額
14800 元。 34.國際企業學系系
學會-迎新宿營，花費金額 3871
元。 35.保健營養學系系學會108 年新生茶會，花費金額
1649 元。 36.福智青年社-教師
節卡片傳恩情，花費金額 3000
元。 37.休閒事業管理學系系學
會-新生茶會，花費金額 500
元。 38.空運管理學系系學會新生迎新宿營，花費金額 5000
元。 39.物流與航運管理學系系
學會-開南大學 108 學年度迎新
宿營，花費金額 3461 元。 40.
管樂社-have fun 2 迎新茶會，
花費金額 1000 元。 41.慈濟青
年社-1081 期初茶會，花費金額
1420 元。 42.法律學系系學會新生迎新宿營，花費金額 8000
元。 43.鋼琴社-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迎新茶會月老銀行發大
財，花費金額 100 元。 44.企業
與創業管理學系系學會、應用
日語學系系學會-KNU IN
WONDELAND 聯合迎新，花費
金額 9980 元。 45.阿卡貝拉社
X 西點烘焙社-聯合迎新-嘴巴

62.108/12/12 二宿社團辦公室。
63.108/12/13 顏文隆國際會議廳。
64.108/12/17 卓越樓 B613 教室。
65.108/12/18 卓越樓 B513 教室。
66.108/12/18 行政大樓 6F 羽球
館。 67.108/12/18 卓越樓 B613 教
室。 68.108/12/18 至誠樓 A105 會
議廳。 69.108/12/19 開南大學三
創基地。 70.108/12/23 永裕體育
館。

動起來，花費金額 1440 元。
46.體驗與冒險活動社-1081 期
初大會，花費金額 106 元。 47.
體驗與冒險活動社-開大捐血
日，花費金額 171 元。 48.電影
與創意媒體學系系學會、保健
營養學系系學會-108 學年度兩
系合辦迎新宿營，花費金額
6166 元。 49.體驗與冒險活動
社-水上躍動，來去溯溪，花費
金額 790 元。 50.熱門舞蹈社社員大會，花費金額 225 元。
51.應用英語學系系學會、休閒
事業管理學系系學會、資訊管
理學系系學會、養生與健康行
銷學系系學會-108 四系聯合迎
新，花費金額 16745 元。 52.健
康產業管理學系系學會-迎新宿
營，花費金額 3300 元。 53.鋼
琴社-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1081
「ALL PASS」書籤的祝福，花
費金額 200 元。 54.滑板社-萬
聖節快閃，花費金額 800 元。
55.觀光與餐飲旅館學系系學會
-大一迎新活動-飲藏觀念，花
費金額 4990 元。 56.愛鄰社-義
賣活動-TWO FOR ONE 你買
二，我捐一，花費金額 5500
元。 57.體驗與冒險活動社-專
題講座系列-許律雯的跑跳蹦人
生，花費金額 5000 元。 58.鋼
琴社-1081 開南大學鋼琴社-我
們與評鑑的距離-幹部訓練，花

費金額 500 元。 59.滑板社-迎
新及社員大會，花費金額 2480
元。 60.慈濟青年社-蔬食
DIY，花費金額 776 元。 61.管
樂社-樂器分部課程-綜合樂器
講座，花費金額 7000 元。 62.
慈濟青年社-期末聚會-環保十
指動起來，花費金額 691 元。
63.應用日語學系系學會-第八
屆紅白藝能大賽，花費金額
20000 元。 64.健康產業管理學
系系學會-期末聚會，花費金額
1419 元。 65.應用英語學系系
學會-感恩節活動，花費金額
1494 元。 66.原住民出咧社-分
享 Sipasel javak 成果發表會，
花費金額 20457 元。 67.養生與
健康行銷學系系學會-天堂、地
獄一線之隔-期末聚會，花費金
額 632 元。 68.鋼琴社-108 學年
度第 1 學期-極速音域期末音樂
會，花費金額 6963 元。 69.觀
光與餐飲旅館學系系學會-三創
快閃宣傳活動，花費金額 4152
元。 70.競技啦啦隊-2019 競技
啦啦隊期末晚會，花費金額
243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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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項 學校配合款 學生事
具體執行成效
號
目
支應
務與輔

參加對象及人數

辦理時間及地點

檢討及建議

導補助
款支應
金額
4 2-1-1-1
租賃手
冊印製

10,000

5 2-1-1-2
緊急事
件應變
訓練措
施

5,000

35,000

一、質化目標： 編印「租賃手
冊」與「文宣資料夾」，內容
包含教育部賃居安全要求重
點、內政部租賃新法、租屋簽
約注意事項、防範一氧化碳中
毒、用電安全、緊急聯絡資
訊，宣導學生「賃居安全」與
「租賃權益」。 二、量化目
標： 印製學生租屋注意手冊
250 本、賃居安全與契約權益
文宣夾 200 個，內容包含(1)封
面：租屋停看聽與安全環境八
大重點(2)封底：內政部訂頒租
賃契約應記載與不得記載事項
(3)全文內容共計 20 頁。 三、
辦理項目： 1.辦理「賃居安全
講座活動」 2.導師於學期中實
施班級「校外賃居座談會」與
「賃居訪視」，進行宣導與分
發學生運用，達成率 100%。
一、質化目標：為因應台灣近
年來火災、地震、颱風、豪雨
等各種天然災害頻繁，再加上
學生普遍缺乏防災知識和緊急
應變能力，因此，當災害發生
時，往往造成生命及財產嚴重
的損失。為增進學生緊急事件
應變能力，強化學生安全防災
觀念的建立，特舉辦此研習讓
學生從實際體驗中了解各種災

全體師生，參加人數
250 人。

1.108/10/16 至誠樓 116 教室
依預算額度印製 250
2.108/10/01-108/12/31 學生賃居處 本，108 年度賃居學生
所與各班級教室
人數(1072 學期 533 人、
1081 學期 732 人)，另製
作電子檔寄發全體導師
轉發賃居學生運用。

全體師生，參與人數
600 人。

1.108/04/309 至誠樓 A505 教室。 活動實施可配合新生入
2.108/09/26 學生宿舍。
學時加強宣導，以擴大
演練成效。

6 2-1-1-3
學生住
宿安全
輔導座
談會

10,000

15,000

害的可怕，進而學習正確防災
知識，當學生遇到災害發生時
能夠鎮定處理災害、化解危
機，有效學習自救又能救人的
防災知識與應對方法。 二、量
化目標： 1.辦理防災教育專題
講座 1 場 2.辦理地震防災教育
及緊急避難逃生演練活動，滿
意度達 90％。 三、辦理項目：
1.邀請台灣安全保護協會吳俊
賢講師講授防災教育專題講座
場 1 場次。 2.配合內政部國家
防災日邀請大竹消防分隊於學
生宿舍實施地震防災教育及緊
急避難逃生演練活動。
一、質化目標： 因應立法通過 全體師生，兩場次共
租賃新法條例與相關細則，為 150 人
配合法案政策，維護校外賃居
學生權益與安全，關懷賃居生
活，邀請熟稔租賃新法條例、
校外賃居安全講演經驗、租賃
契約法律諮詢、租賃糾紛權益
保障之專家學者，蒞校實施講
座。 二、量化目標： 分別於
108 年 5 月 15 日、108 年 10 月
16 日，於 A116 教室實施兩場
次賃居安全宣導講座，參加人
數踴躍，原訂每場 60 人次，分
別實際參加 72 人次、68 人
次，達成率 100%。 三、辦理
項目： 辦理兩場賃居講座
1.1072 辦理專題講座，主題為
「租屋停看聽，安全又安

1.108/5/15 至誠樓 A116 教室
2.108/10/16 至誠樓 116 教室

本校賃居學生眾多，已
另將簡報檔與宣導事項
寄發全體導師轉發賃居
學生運用。

7 2-1-1-4
交通安
全教育
宣導

15,000(獎
金：0)(獎
品：0)

35,000

心」，邀請「崔媽媽基金會法
律服務組曹筱筠組長」。與學
生互動座談討論，分享賃居問
題，實施適切解決方法，並依
教育部校外賃居政策，宣導居
住環境安全。 2.1081 辦理「案
例分析」，邀請「桃園市政府
法務局消費者保護室邱玉霞主
任」擔任講師，，加強防範一
氧化碳宣教，並依內政部租賃
新法規範，說明契約權益事
項，確保學生安全與租屋權
益。
一、質化目標：透過交通分局 全體師生，參加人數
員警實施交通安全講座宣導活 181 人
動，導引學生對交通安全之認
識，另特別邀請新竹安駕教育
中心專業講師實際教授同學正
確騎機車之技能，透過靜態交
通安全講習及動態機車安全操
作演練，使學生能有正確騎乘
機車與安全駕駛之觀念與技
能，避免交通意外事故發生。
二、量化目標：辦理 3 場次。
三、辦理項目：辦理 3 場次活
動(如下) 1.辦理機車安全駕駛
講習及動態機車安全操作演練
1 場次 2.辦理交通安全教育宣
導講座 2 場次

工作目標：2-2 促進及維護健康
工作策略：2-2-2 心理及問題行為之三級預防

1.108/05/01_B103 會議廳
一、辦理各項活動須依
2.107/05/08_B103 會議廳及陽光大 照活動性質設計適切之
道動態演練 3.108/10/31_B502 教 意見回饋單，並確實回
室
收。以作為活動成效評
估，並作為日後檢討改
進之依據。 二、建議活
動多方曝光，加強活動
內容宣導，以擴大活動
成效，並鼓勵學生多參
與增加學生參與人數。
三、實施動態機車安全
駕駛演練，提高學生的
興趣與參與感，無形中
加深同學對於交通安全
觀念。

學生事
務與輔
編 工作項 學校配合款
導補助
具體執行成效
號
目
支應
款支應
金額
8 2-2-2-1 30,000
50,000 一、質化目標：增進學生自我
辦理高
了解，及檢視其自我身心健康
關懷
狀態，同時提供諮輔中心辨識
（憂
與關懷有需要協助之學生。
鬱、自
二、量化目標： 1.採購學生輔
我傷
導相關影片、2.辦理自殺防治
害、行
守門人講座、3.辦理身心適應
為偏差
調查、4.辦理高關懷追蹤調
等傾
查。 三、辦理項目：辦理活動
向）學
(如下) 1.採購學生輔導相關影
生之辨
片，花費金額 12,000 元。 2.辦
識與追
理自殺防治守門人講座，花費
蹤
金額 20,000 元。 3.辦理身心適
應調查，花費金額 42,000 元。
4.辦理高關懷追蹤調查，花費
金額 6,000 元。
9 2-2-2-2 40,000
75,000 一、質化目標：透過辦理各項
辦理心
的心理衛生推廣與生命教育相
理衛生
關活動，增進學生反思個人生
相關活
命意義與價值、自我照顧能力
動
與心理健康。 二、量化目標：
辦理 3 場活動 三、辦理項目：
辦理 3 場活動(如下) 1.1072 心
衛影展講座，花費金額 34,500
元。 (1)冠軍大叔(2)水底情深
(3)一個巨星的誕生(4)波西米亞
狂想曲 2.「人際不設限」-人際
諮商成長團體，花費金額

參加對象及人數

辦理時間及地點

檢討及建議

一、自殺防治守門人講
座，學生共 350 人。
二、身心適應調查，新
生共 895 人。 三、高關
懷追蹤調查，新生共
153 人。

一、108/10/21、10/23，卓越樓
B220B309、B510、B512 教室。
二、108/10/1-11/30。 三、
108/11/18-12/31。

建議高關懷追蹤時間後
續一樣持續進行，以掌
握學生之適應。

一、學生 100 人次。
二、學生 96 人次。
三、學生 100 人次。

一、108/4/11-5/13，至誠樓 A510
教室 二、108/3/18-5/27，團輔室
S108 三、108/10/24-12/5，至誠樓
A510 教室

一、心衛影展講座網路
報名學生出席率低，未
來調整現場報名為主。
二、人際成長團體貼近
學生生活，增加參與意
願。未來辦理活動主動
貼近學生生活為首要考
量。

10 2-2-2-3
宿舍學
生休閒
健康活
動

35,000

55,000

39,700 元。 3.1081 心衛影展講
座，花費金額 40,800 元。 (1)借
來的 100 天(2)這是我的生存之
道(3)我的極品前男友(4)小偷家
族
一、質化目標：透過辦理各項 全體住宿生，參與人數
健康休閒活動及競賽，提供多 達 320 人
元化活動學習機會，增進宿舍
同學情誼與活動意願。各項活
動有效結合校訓「至誠-誠心誠
意做好事、卓越-專業精進讀好
書、自由-民主尊重存好心、豪
邁-大器爽朗說好話」之精神，
培養有品德、品味、品質的開
大人，提升住宿生活品質，並
推動品德教育、生活禮節等生
活教育。 二、量化目標：辦理
5 場次活動。 三、辦理項目：
辦理 5 場次活動(如下) 1.1072
辦理學生宿舍西餐料理製作。
2.1072 辦理學生宿舍點心製
作。 3.1072 辦理學生宿舍氣球
藝術教學活動。 4.1081 辦理 學
生宿舍辦理咖啡茶飲叫學活
動。 5.1081 辦理學生宿舍才藝
製作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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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 工作項 學校配合款
務與輔
號
目
支應
導補助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1.108/03/26 學生宿舍餐廳西餐教
室 2.108/04/30 學生宿舍餐廳中餐
教室 3.108/05/29 行政大樓 N407
會議室 4.108/10/23 行政大樓飲料
教室 5.108/11/12 行政大樓 N407
會議室

一、辦理各項活動以學
生學習意願為導向，製
作成效評估，作為日後
檢討改進之依據。 二、
朝向擴大活動規模，增
加參與人數，加強活動
宣導，以擴大活動成
效。

辦理時間及地點

檢討及建議

款支應
金額
11 2-3-1-1 20,000
20,000 一、質化目標：以團體、工作 一、1072 團體參與對象
落實性
坊等形式，配合媒材使用與故 為本校日間部與碩士班
別平等
事敘說，引導學生認識多元性 學生，共計 110 人次。
及其他
別文化與自身愛情價值觀，並 二、1081 深度工作坊參
專案相
學習尊重他人。 二、量化目 與對象為本校日、夜間
關教育
標：1072 與 1081 辦理愛情團 部學生，共計 9 人次。
活動
體與深度工作坊，共計 9 場。
三、辦理項目： 1.1072 辦理
「愛的味道與故事-愛情成長團
體」共 8 次，花費金額 33,030
元。 2.1081 辦理「談情說愛－
多元性傾向愛情深度工作
坊」，花費金額 6,97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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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項 學校配合款
導補助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號
目
支應
款支應
金額
12 2-3-2-1 40,000
20,000 一、質化目標：結合教、訓、 1.全校導師會議參與對
導師會
輔三合一輔導資源，提供校內 象為各院院長、系主任
議
輔導工作協調與經驗交流，達 導師、各系班級導師、
到橫向連結的效果，俾利輔導 教師、學務處工作同
工作推展與資源整合。 二、量 仁。 2.1072 全校導師會
化目標： 每學期辦理一場全校 議參與人員共有 162 位
導師會議。 三、辦理項目：辦 教師出席(導師 146 人，
理 2 場次活動 1.107 學年度第 2 非導師 16 人)。1081 全
學期全校導師會議，花費金額 校導師會議共有 180 位
為新台幣 30,000 元。 2.108 學 教師出席。

一、1072 團體辦理時間為 108 年
3 月 19 日-5 月 28 日，辦理地點
於諮輔中心 S108 團輔室。 二、
1081 深度工作坊辦理時間為 108
年 9 月 18 日，辦理地點於諮輔
中心 S108 團輔室。

一、團體進行普遍提升
學生於親密關係中之換
位思考能力與溝通技
巧。 二、辦理深度工作
坊，有效增進學生對自
身愛情價值觀與性別認
同之探索。 三、未來建
議以多元主題或媒材(桌
遊、夢境探索等)提高學
生參與度，拓展學生對
自我之認識。

辦理時間及地點

檢討及建議

一、1072 辦理時間為：108 年 02
月 15 日，辦理地點於國際會議
廳 B110。 二、1081 辦理時間為
108 年 09 月 04 日，辦理地點於
國際會議廳 B110。

一、透過會議形式能提
供導師與校長、學校各
單位資訊及經驗交流與
溝通的機會。 二、頒發
獎項以公開鼓勵與肯定
導師及教師之付出，提
升導師及教師對工作之
榮譽感。

13 2-3-2-2
優良導
師甄選
及獎勵
活動

80,000(獎
金：70,000)

14 2-3-2-3
提昇導
師知能
文宣製
作

30,000

年度第 1 學期全校導師會議，
花費金額為新台幣 30,000 元。
一、質化目標：依據開南大學 1.開南全校導師 168 人
優良導師甄選及獎勵辦法辦理 (不含院長總導師、系主
此活動，鼓勵導師服務績效， 任導師)。 2.系務會議與
表彰具有服務熱誠、貢獻卓越 院務會議教師及行政人
之導師。 二、量化目標： 透 員 3.導師制度委員會 23
由本校 5 院 22 系 2 學程之導師 位委員
各項量化資料(如每學期導生輔
導評量、導師參與研習紀錄、
導生輔導紀錄等)，經由系務會
議、院務會議，並進行兩階段
的優良導師評選過程，經導師
制度委員會初審書面資料，遴
選出數位候選人進入公開發表
階段，最後經由複選甄選出 4
位校優良導師及 1 位院優良導
師。 三、辦理項目：108 年度
辦理 107 學年優良導師甄選及
獎勵工作，包含書面申請階
段、院系審核階段、導師制度
委員會初審階段、公開發表、
導師制度委員會複審階段，總
花費金額為新台幣 80,000 元。
一、質化目標：為推動本校導 全校導師及相關行政人
師關愛教育，協助導師重視關 員參與及發放人數共
愛教育，建立和諧尊重的師生 180 人
關係，印製導師關愛教育文宣
資料品。 二、量化目標： 印
製 270 個含本校學務處字樣之
紓壓文宣品。 三、辦理項目：
製作導師關愛教育文宣品 270
份，於全校導師會議中分送導

1.108/10/01-108/11 月底申請資料 複審階段須日期安排在
收件 2.12 月初各院系務會議審核 導師共通沒課之時段有
3.108/12/17 導師制度委員會進行 助於提升全校導師參與
資料初審 4.108/12/26(四)中午
度。
12:10 進行 4 名校優導候選人公
開發表 5.108/12/26(四)下午 15:00
導師制度委員會進行資料複審選
出 4 名校優導

108 年 2 月 15 日於全校導師會議 文宣品之選擇可更加多
中發放，地點：國際會議廳
元，增加諮輔中心的能
B110。
見度，提升導師對諮輔
中心的熟悉感。

15 2-3-2-4
導師輔
導知能
研習

30,000

50,000

師。總花費金額為新台幣
30,000 元。
一、質化目標：為建立專業化 1.1072 辦理 5 場次，參 一、1072 辦理 5 場次，時間/地 因應校內學生人口結構
之學務與輔導工作，規劃辦理 與人數如下： (1)62 人 點如下： 1.3 月 13 日下午 13:00- 多元，輔導知能的主題
校內輔導知能研習，期能藉由 (2)53 人 (3)46 人 (4)71 人 15:00，至誠樓 A105 國際會議廳 規劃建議持續朝向各種
強化本校導師及教職人員輔導 (5)25 人(本場有人數限 2.3 月 27 日下午 13:00-15:00，卓 校內多元族群之議題進
知能，建立校園輔導文化。
制) 2.1081 辦理 5 場次， 越樓 B103 國際會議廳 3.4 月 24 行安排(如原住民生、弱
二、量化目標： 1072、1081 辦 參與人數如下： (1)159 日下午，卓越樓 B110 國際會議 勢學生等)，以增加導師
理 10 場次導師輔導知能研習活 人 (2)15 人(本場有人數 廳 4.5 月 15 日下午 13:00-15:00， 的多元觀點並消弭部分
動。 三、辦理項目： 1.1072 辦 限制) (3)20 人(本場有人 卓越樓 B103 國際會議廳 5.6 月 刻板印象。
理 5 場次導師輔導知能研習活 數限制) (4)42 人 (5)42 人 12 日下午 13:00-15:00，卓越樓
動如下，花費金額為新台幣
B106 2.1081 辦理 5 場次，時間/
40,000 元： (1)運用心靈影像的
地點如下： 1.9 月 4 日 下午
力量進行弱勢學生之學習輔導
13:00-15:00，卓越樓 B110 國際會
(2)協助學生職場接軌與生涯迷
議廳 2.10 月 03 日下午 13:00思輔導 (3)特殊教育宣導─從無
15:00，AB10 3.10 月 16 日下午
障礙旅遊談校園無障礙環境推
13:00-16:00，丹古書屋咖啡 4.11
動 (4)聽見你的不一 YOUNG─
月 13 日下午 13:00-15:00，至誠樓
從敘事觀點談學生輔導 (5)綠能
A510 5.11 月 20 日下午 13:00量，心力量─園藝紓壓工作坊
15:00，卓越樓 B103 國際會議廳
2.1081 辦理 9 場次導師輔導知
能研習活動如下，花費金額為
新台幣 40,000 元： (1)讓心靈放
個假，重拾內在療癒力─談導
師自我照顧與壓力調適 (2)
「瑜」你一同，解身心靈的
渴：瑜珈靜心工作坊(人數限
制) (3)走入憂鬱症患者的世
界：「小柔的最後一天」桌遊
體驗工作坊(人數限制) (4)運用
焦點解決開啟學生的生涯正向
行動力 (5)學習輔導一點靈：互
動攻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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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項 學校配合款
導補助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號
目
支應
款支應
金額
16 2-3-3-1 30,730
25,730 一、質化目標：為使校方與學 每學期日、夜間班代表
學生自
生能進行面對面互動與溝通， 預計 250 人暨校長及各
治幹部
聆聽瞭解同學對學校教學、行 級長官約 50 人。
座談會
政及未來發展等各方面的想法
及看法，裨益於解決同學們在
學習中與生活上的各項問題、
改善學習與生活環境，共創師
生雙贏契機。 二、量化目標：
每學期辦理各 1 場日問部及進
修部班代表座談會，合計 4
場。 三、辦理項目： 1.107 學
年度第 2 學期日間部班代表座
談會。 2.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
進修部班代表座談會。 3.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日間部班代表
座談會。 4.108 學年度第 1 學
期進修部班代表座談會。
17 2-3-3-2 80,000
70,000 一、質化目標：透過辦理各項 登記立案之 16 個社團
各項慶
慶典活動，展現社團創意及獨 全校師生 參與人數達
典活動
創性，本項活動整合各系及社 1045 人
團資源，能有效提升同學參與
社團活動意願，展現各社團間
的團隊默契。 二、量化目標：
辦理 4 場次活動，滿意達 4.7。
三、辦理項目： 1.應用華語學
系系學會-國際文化節，花費金
額 8658 元。 2.物流航運管理學

辦理時間及地點

檢討及建議

1.108/05/23 卓越樓 B110 會議廳。 一、日、夜間部班代表
2.108/05/23 行政大樓 N407 會議 座談會，凝聚學生意
室。 3.108/11/21 卓越樓 A105 會 見，以利了解新生以及
議廳。 4.107/11/29 行政大樓
舊生對於學校的各項意
N407 會議室。
見，做為學校改善校務
的依據。 二、建?問卷
表單，可事先於座談會
前?解學生需求，增進座
談會效能。

1.108/05/08 至誠樓前廣場。
2.108/11/27 卓越樓。
3.108/12/13、108/12/20 至誠樓
A105 會議廳、顏文隆國際會議
廳。 4.108/12/24 永裕體育館。

1. 本年度由社團、系學
會聯合舉辦一系列節慶
活動，如萬聖節鬼屋活
動、國際文化節、聖誕
舞會等，活動主題多元
化，內容規畫集結同學
們的創意巧思，並整合
各社團的資源，校內學
生熱情參與活動，活絡
校園節慶氣氛。 2. 社團

18 2-3-3-3
辦理學
生自我
成長相
關活動

10,000

20,000

19 2-3-3-4
辦理向
陽志工

10,000

30,000

系系學會、保健營養學系系學
會、會計學系系學會、法律學
系系學會、空運管理學系系學
會、電影與創意媒體學系系學
會、應用日語學系系學會、觀
光與餐飲旅館學系系學會、企
業與創業管理學系系學會-鬼屋
活動-遺怨，花費金額 71636
元。 3.鋼琴社-1081 學期-第一
屆決戰新聲 聖誕歌唱比賽，花
費金額 27706 元。 4.學生會、
法律學系系學會、空運管理系
系學會、應用日語學系系學
會、健康管理學系系學會-魅影
聖誕夜，花費金額 42000 元。
一、質化目標：以媒材體驗、 一、1072 工作坊參與對 一、1072 工作坊辦理時間為 108
講師講述等方式， 陪伴學生發 象為日、夜間部與碩士 年 4 月 24 日、5 月 8 日，辦理地
現其正向特質，學習欣賞、接 班學生，共計 52 人次。 點於諮輔中心 S108 團輔室。
納自己，進一步引導學生自我 二、1081 團體參與對象 二、1081 團體辦理時間為 108 年
肯定，提升自信。 二、量化目 為日、夜間部學生，共 10 月 16 日-12 月 11 日，辦理地
標：1072 與 1081 辦理工作坊 計 83 人次。
點於諮輔中心 S108 團輔室。
與團體，共計 10 場。 三、辦
理項目： 1.1072 辦理工作坊共
2 場，花費金額 12,220 元。 (1)
「自己就是自己的超能力」工
作坊 (2)「不要成為句點王」工
作坊 2.1081 辦理「我的故事我
的歌-自我成長團體」共 8 次，
花費金額 17,780 元。
一、質化目標：透過活動辦
一、1072 系列活動參與 一、1072 系列活動辦理時間為
理，培養志工間的凝聚力與個 對象為日、夜間部學
108 年 3-6 月，校內活動辦理地
人陪伴技巧，完整校內輔導關 生，共計 125 人次。
點於諮輔中心 S108 團輔室，校
懷網絡，落實校園心理衛生一 二、1081 系列活動參與 外活動辦理地點為桃園市復興區

聯合辦理活動，各社團
之間需分工合作及溝通
協調，學習如何有效率
的分工，加強突發狀況
的應變能力，以培養
「團隊合作」的基本素
養及「問題解決、創新
思考」的核心能力，另
外，辦理大型節慶活
動，若活動日期過於接
近，器材借用需事先協
調，使活動能順利進
行。

一、系列工作坊進行順
利，學生普遍能從媒材
探索與對話分享中發掘
自身優勢。 二、透過團
體辦理，有效提升學生
口語表達能力，同時培
養正確同理他人之技
巧。 三、建議未來可依
活動形式與人數選擇合
適場地，以增加活動舒
適程度。

一、以會議、培訓等形
式，有效促進志工間之
熟悉與連結，同時累積
助人技巧。 二、透過志

研習活
動

20 2-3-3-5
宿舍活
動

75,000(獎 95,000
金：
7,700)(獎
品：7,000)

21 2-3-3-6
住宿生
座談會

5,000

10,000

級預防工作。 二、量化目標： 對象為日、夜間部學
1072 與 1081 辦理向陽志工系 生，共計 143 人次。
列活動，共計 12 場。 三、辦
理項目： 1.1072 辦理活動(如
下)，花費金額 35,553 元。 (1)
期初討論會、分組會議、期末
成果發表會 (2)校外服務 1、校
外服務 2 2.1081 辦理活動(如
下)，花費金額 4,447 元。 (1)期
初討論會、期末成果發表會 (2)
校外服務行前培訓 1、校外服
務行前培訓 2 (3)校外服務 1、
校外服務 2、校外服務 3
一、質化目標：質化目標：辦 全體住宿生，參與人數
理學生宿舍迎新活動，自治會 達 1350 人
規劃系列才藝教學活動，增進
新生彼此與自治會間情感交
流，強化住宿生的凝聚力及向
心力，達到宿舍的和諧，並藉
此宣導校訓「至誠-誠心誠意做
好事、卓越-專業精進讀好書、
自由-民主尊重存好心、豪邁大器爽朗說好話」之精神。
二、量化目標：辦理 3 場次活
動。 三、辦理項目：辦理 3 場
次活動(如下) 1.辦理學生宿舍
整潔比賽活動 2.1081 學生宿舍
迎新餐會 3.1081 學生宿舍歲末
聯歡活動
一、質化目標：透過辦理宿舍 參與人數全體住宿生
座談會，瞭解學生對住宿品
250 人
質、服務、生活管理、活動規
劃及各項設施之意見，提出討

羅浮部落。 二、系列活動辦理時 工至中心值班與校外服
間為 108 年 10-12 月，校內活動 務，提升志工對學校輔
辦理地點於諮輔中心 S108 團輔 導運作方式與助人現場
室，校外活動辦理地點為桃園市 之理解。 三、建議未來
復興區羅浮部落、楊梅區華山基 可維持現有多元辦理形
金會。
式，並於活動結束後增
加討論和分享，深化志
工服務熱忱。

1.108/05/28 學生宿舍寢室
2.108/10/17 宿舍地下室餐廳
3.108/10/27 宿舍地下室餐廳

一、辦理各項活動以學
生學習意願為導向，瞭
解評估成效，作為日後
檢討改進之依據。 二、
朝向擴大活動規模，增
加參與人數，加強活動
宣導，以擴大活動成
效。

1.108/06/12 宿舍地下室餐廳
2.108/11/20 至誠樓 A105 會議廳

一、先行收集會前意見
調查表，了解學生反應
之問題，提供相關單位
儘速改進。 二、加強活

論及建議，作為未來策進宿舍
生活管理、活動規劃及各項服
務品質之提升，期能建立有品
德、品質、品味的開大人。並
藉此宣導校訓「至誠-誠心誠意
做好事、卓越-專業精進讀好
書、自由-民主尊重存好心、豪
邁-大器爽朗說好話」之精神。
二、量化目標：辦理 2 場次活
動。 三、辦理項目：辦理 2 場
次活動(如下) 1.1072 學期住宿
生幹部座談 2.1081 學期住宿生
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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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項 學校配合款
導補助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號
目
支應
款支應
金額
22 2-4-1-1 30,000
一、質化目標：透過印製學生 1.印製 65 本。 2.印製
學生及
社團刊物，宣導社團經營理
200 本。
社團活
念，並為各社團參與的活動留
動之相
下完整紀錄，使社團同學能更
關刊物
深入瞭解社團的運作及成果，
編輯
達到相互激勵及良性競爭之效
果。 二、量化目標： 辦理 2
項刊物，滿意度達 4.5。 三、
辦理項目： 1.鋼琴社-2019 年開
南大學鋼琴社-社團刊物，花費
金額 9685 元。 2.108 學年度學

動宣導，鼓勵同學參
與。

辦理時間及地點

1.108/11/15 開南大學。
2.108/12/03 開南大學。

檢討及建議

本年度刊物分為鋼琴社
社團刊物及社團桌曆兩
種類，鋼琴社社團刊物
將社團年度活動成果集
結成冊，透過刊物增進
社團凝聚力,使想參與的
同學能更快速了解社團,
增加曝光率 ,讓社團的未
來能有更好的發展與突
破；社團桌曆收錄社團
評鑑績優社團的簡介，
並呈現各社團每月的年

生社團活動刊物，花費金額
20315 元。
23 2-4-1-2 80,000
一、質化目標：透過推廣諮商 環保吸管 1,200 份。
印製宣
輔導中心功能及相關服務項
導學生
目，增加學生了解校園資源，
發展正
積極發揮關懷與輔導學生的功
確人生
用。 二、量化目標： 製作文
觀刊物
宣品 三、辦理項目：製作文宣
與文宣
品(如下) 1.環保吸管，花費金
品
額 80,000 元。
工作策略：2-4-2 辦理藝文活動，培養人文及美感素養
學生事
務與輔
編 工作項 學校配合款
導補助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號
目
支應
款支應
金額
24 2-4-2-1 120,000
一、質化目標：透過規畫多元 全校師生 參與人數達
藝文活
化的藝文活動，提供全校學生 160 人
動
優良休閒娛樂，培養學生對於
不同形式藝術之興趣，並提升
藝文性質社團之素質，進而培
養出有品德、品味、品質的開
大人。 二、量化目標： 辦理 2
場次活動，滿意達 4.8。 三、
辦理項目： 1.107 學年度藝文
活動-尋人啟事人聲樂團，花費
金額 84450 元。 2.108 學年度
藝文活動-樂高積木及花圈 DIY
講座，花費金額 35550 元。

108/12/13 開南大學

辦理時間及地點

度活動，以增進社團規
劃活動的時間概念。
所製作文宣品方便實
用，吸引學生主動領取
並助益學生認識諮輔中
心。

檢討及建議

1.108/05/25 顏文隆國際會議廳。 1.本年度藝文活動規劃
2.108/10/23-108/11/13 卓越樓 B327 前，依照去年度回饋單
教室。
意見，作為活動規劃之
參考。 2.本年度藝文活
動團體邀請尋人啟事人
聲樂團及規劃藝文講座積木樂高及花圈 DIY 課
程，透過不同型態的藝
文展演，提升學生文藝
氣息，讓青年學子能暫
時放下電子產品，享受
藝術的陶冶，未來將持
續辦理，透過規劃更多
元化的藝文活動， 培養
開大學子「人文關懷、

終身學習」的基本素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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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項 學校配合款
導補助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辦理時間及地點
號
目
支應
款支應
金額
25 2-4-3-1 80,000
100,000 一、質化目標：透過活潑的博 全校師生 參與人數 2000 1.108/10/02 陽光大道。
社團博
覽會及迎新活動，讓新生感受 人
2.108/10/02 陽光大道。
覽會暨
到本校的熱情及活力，並且提
迎新系
供機會讓各社團能展現自我價
列活動
值及特色，讓同學能認識社團
運作，增加同學對於本校文化
的參與感。 二、量化目標：
辦理 2 場次活動，滿意達 4.3。
三、辦理項目： 1.學生會-邁向
20，榮耀依 9-社團博覽會，花
費金額 80000 元。 2.學生會-邁
向 20，榮耀依 9-迎新演唱會，
花費金額 100000 元。

檢討及建議

1.「邁向 20，榮耀依
9」108 年度社團博覽
會，共計 34 個社團參
與，每個社團展出平時
的活動成果及社團小故
事，為增進參與度，各
社團積極招生並用心規
劃活動方案，除靜態招
生外，加鋼琴社、跆拳
道社、ACG 研究社、管
樂社、原住民出咧社、
龍獅戰鼓隊更展現動態
表演，吸引全校師生參
與；透過社團博覽會，
讓同學能認識社團運
作，增加同學對於本校
文化的參與感。 2.迎新
演唱會由學生會主辦，
特別邀請知名藝人演
唱，並規劃熱舞社、熱
音社、阿卡貝拉社表
演，提供社團展現自我
價值及特色的學習場
域，師生反應熱烈，期
望持續辦理。 3.建議相

26 2-4-3-2
社團聯
合成果
展系列
活動

30,000(獎 80,000
金：13,200)

一、質化目標：透過辦理系週 登記立案之 23 個社團
及成果展活動，展現社團及系 全校師生 參與人數達
學會特色，除承襲自身社團傳 1850 人
統之外，也增添不同的發展面
貌，新舊交替的成果展示與活
動，讓人感受到社團應有的傳
承與創新。 二、量化目標：
辦理 17 場次活動，滿意達
4.4。 三、辦理項目： 1.行銷學
系系學會-開南大學行銷學系系
週活動，花費金額 978 元。 2.
空運管理學系系學會-系週，花
費金額 2117 元。 3.會計學系系
學會-系週活動-ACC 水果株式
會社，花費金額 2902 元。 4.健
康產業管理學系系學會-系週，
花費金額 3980 元。 5.開南大學
第十四屆社團聯合成果展暨
2019 社團特色表演競賽，花費
金額 72200 元。 6.應用日語學
系系學會-應日系週-日祈，花
費金額 5000 元。 7.休閒事業管
理學系系學會-107 學年度系週
活動，花費金額 4751 元。 8.原
住民出咧社-社週-原事好物，
花費金額 3000 元。 9.管樂社-

1.108/04/22-108/04/26 行政大樓川
堂。 2.108/04/29-108/05/03 行政大
樓川堂。 3.108/04/29-108/05/03 行
政大樓川堂。 4.108/05/06108/05/10 行政大樓川堂。
5.108/05/08 顏文隆國際會議聽。
6.108/05/27-108/05/31 行政大樓川
堂。 7.108/05/27-108/08/31 行政大
樓川堂。 8.108/09/30-108/10/04 行
政大樓川堂。 9.108/10/14108/10/18 行政大樓川堂。
10.108/10/21-108/10/25 行政大樓
川堂。 11.108/10/23 行政大樓川
堂。 12.108/10/28-108/11/01 行政
大樓川堂。 13.108/11/18108/11/22 行政大樓川堂。
14.108/11/25-108/11/29 行政大樓
川堂。 15.108/11/25-108/11/29 行
政大樓川堂。 16.108/12/16108/12/20 行政大樓川堂。
17.108/12/16-108/12/20 行政大樓
川堂。

關活動規劃除提早籌備
及提升深度與廣度外，
更需積極尋求外部資
源，增加活動曝光率，
讓更多新鮮人、全校師
生認識社團活動，進而
提高參與社團之意願。
1.本年度參與系週及社
週的社團數比往年略減
少，故鼓勵辦理社團聯
合成果發表會，透過聯
合辦理擴大資源，展現
獨有特色活動及成果發
表，讓全校師生皆能了
解及參與活動，同學培
養社團「團隊合作」的
基本素養及「問題解
決、創新思考」之核心
能力；惟仍有部分社團
未辦理或未申請活動經
費的狀況，未來將輔導
並鼓勵各系學會與社團
多展現社團及系學會之
特色 2.本年度社團聯合
成果展共計有十一組社
團表演，到場觀賞表演
及加油團同學約二百多
人，並針對成果展表現
績優社團予以鼓勵，參
與演出社團除了展現自
我特色，也令蒞臨會場
的觀眾感受到社團同學
對社團的熱情與投入，

樂在其中-社團宣傳週，花費金
有助於活絡本校社團風
額 694 元。 10.滑板社-社週，
氣，使同學更加了解各
花費金額 800 元。 11.崇德志工
社團的運作及對社團的
社-社週，花費金額 2600 元。
認同。
12.鋼琴社-1081 鋼琴社社團宣
傳週-壓壓樂，花費金額 2000
元。 13.信望愛社-社團宣傳週謝謝你有你真好，花費金額
2976 元。 14.阿卡貝拉社-108
年度阿卡貝拉社社週-有點""格
""調，花費金額 1700 元。 15.
西點烘焙社-108 年度西點烘焙
社社週-閃電甜甜，花費金額
1978 元。 16.跆拳道社-社週-不
只有熱血，花費金額 1221 元。
17.機器人研究社-社週-機關算
盡，花費金額 110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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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項 學校配合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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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
目
支應
款支應
金額
27 2-4-4-1 90,000
一、質化目標：透過採購生命 提供辦理輔導相關活動 一、週一至週五上班時間 二、諮 一、所購置的輔導相關
實施學
教育影片、心理測驗工具及生 如心理測驗、影展等或 商暨就業輔導中心
書刊與測驗，相當多元
生定向
命教育、職涯探索、生涯發
全校師生使用及借閱。
與完備，盡可能地提供
輔導，
展、性平、休閒遊憩等多項期
師生豐富的資源。 二、
購置輔
刊書籍，供生涯定向探索、生
建議購買電子化雜誌，
導相關
活適應、自我瞭解、學習輔導
更能普及學生閱讀，另
書刊及
等。 二、量化目標： 1.採購學
外關於生涯等測驗可改
心理測
生輔導相關影片、2.採購心理
用電腦化測驗，減少人
驗工具
測驗工具牌卡-小柔的最後一
工閱卷誤差。
天、3.採購大學生身心適應調

查表、4.採購輔導相關期刊雜
誌、5.採購心理測驗工具牌卡生命樹卡 三、辦理項目： 1.學
生輔導相關影片，花費金額
19,800 元。 (1)冠軍大叔、(2)一
個巨星的誕生、(3)水底情深、
(4)波西米亞狂想曲、(5)我的極
品前男友。 2.心理測驗工具牌
卡-小柔的最後一天，花費金額
4,800 元。 3.大學生身心適應量
表，花費金額 36,000 元。 4.輔
導相關期刊雜誌，花費金額
26,410 元。 (1)諮商與輔導、(2)
輔導季刊、(3)張老師月刊、(4)
性別平等教育季刊、(5)康健、
(6)遠見、(7)天下、(8)快樂工作
人、(9)商業週刊、(10)Career 職
場情報、(11)空中英語教室、
(12)世界電影、(13)數位時代、
(14)小日子享生活誌、(15)國家
地理、(16)孤獨星球。 5.心理
測驗工具牌卡-生命樹卡，花費
金額 2,99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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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項 學校配合款
導補助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辦理時間及地點
號
目
支應
款支應
金額
28 2-4-5-1 90,000
90,000 一、質化目標：促進大學生生 1072UCAN 測驗以大三 一、108 年 3 月-12 月 二、地
辦理生
涯探索、增進校園整體生涯輔 學生為主，共計 621 人 點：UCAN 施測地點為校園電腦
涯活動
導能量。 二、量化目標：1072 次參與；1081UCAN 測 教室、生涯工作坊地點在團體輔
及其他
與 1081 辦理 UCAN 普測、生 驗以新生與部分大三為

檢討及建議

一、UCAN 普測大致進
行順利，學生與老師對
UCAN 有更多了解。
二、生涯工作坊主題規

29 2-4-5-2
辦理企
業校園
徵才活
動

90,000

涯工作坊 2 場、生涯講座 3 場 普測對象，共計 895 人
與生涯文宣品一批。 三、辦理 次參與；生涯工作坊對
項目：辦理 1072UCAN 大三學 象為全校學生，共計 28
生共通職能普測，花費金額
人次；生涯講座對象為
92,000 元；辦理 1081UCAN 大 全校學生，共計 104 人
一學生生涯興趣普測，花費金 次；生涯文宣品- 便利
額 45,000 元；生涯工作坊「讓 貼製作 600 份。
天賦自由-16 型人格探索」、
「尋．嘗日：生活興趣探索
卡」，花費金額 23,309 元；生
涯講座「我的職業心選擇-結合
Holland 學職涯探索卡牌之運
用」、「年輕世代的新選擇：
進修？工作？打工渡假！」、
「職業性別無分別」，花費金
額 11,191 元；生涯文宣品-便利
貼，花費金額 8,500 元。
一、質化目標：提供學生與企 邀請全校師生參與約有
業主互相交流的機會、增進學 746 人次參與，共計 316
生的求職經驗、實習機會與面 人次遞送履歷，現場媒
試能力、促發學生對於自身職 合 296 人次，初步媒合
涯探索及思考、提供廠商良好 率 85%。
的平台以招募優秀人力，並促
進實習、就業媒合成功率。
二、量化目標：辦理兩場企業
求才說明會與一場校園徵才博
覽會。 三、辦理項目：與桃園
市政府就業服務處合作邀請 37
家廠商進入校園徵才，並結合
工作服競賽，以及現場集點抽
獎活動，提升學生瀏覽攤位之
意願，活絡現場徵才氣氛，花
費金額 90,000 元。

導室，生涯講座活動則在大教室 劃符合學生需求，增進
進行。
學生參與意願，未來辦
理活動時主體貼近為首
要考量。 三、所編印的
文宣品印刷實用精美，
亦宣傳了開南大學職涯
服務網。 四、建議規劃
更創新、活潑、多樣化
主題的文宣品與刊物。

時間：108.04.25 二、地點：開南 雖場地部分為室內，但
大學行政大樓穿堂與流星走廊 走廊風大，部分廠商建
議未來活動可以辦在室
內。

30 2-4-5-3
辦理學
生生涯
輔導系
列講座

20,000

80,000

一、質化目標：使大學生提前 共計 1,169 人次學生參
做好未來方向的準備，促使各 與。
院系、行政單位透過規劃之講
座提供學生規劃生涯發展之參
考，發揮引導功能，協助學生
探索及規劃人生方向。 二、量
化目標： 共計 19 場講座。
三、辦理項目：各院系、行政
單位共計辦理 19 場講座，花費
金額 100,000 元。19 場講題如
下：「諮輔中心-深度廢文大公
開！ 如何經營社群中的人際關
係、讓好工作找上門」、「形
象學程-跨境電商與全球銷售趨
勢」、「行銷系-影音行銷
術」、「觀光系-從永康錄談餐
飲創新服務模式」、「資傳系淺談藝術展覽策劃」、「健康
系-從海頓創作生涯看音樂家生
涯規劃」、「資管系-不得不正
視的未來─科技、就業與生
活」、「健管系-勇敢向 22K 說
不，考取疾病分類證照專業行
列」、「會計系-房地合一課稅
制度及所得稅制優化案介
紹」、「會計系-國際反洗錢組
織對我國會計業界的趨勢及衝
擊」、「諮輔中心-產業分析講
座：就業市場的脈動與前
瞻」、「諮輔中心-年輕世代的
新選擇：進修？工作？打工渡
假！」、「應英系-職場英文能
力大躍進:英文履歷與求職

一、108 年 3 月-12 月 二、地
點：各院系教室、校園講廳

各領域專家的生涯講座
增加學生生涯視野，需
要注意各院系邀請的領
域講師是否符合該系專
長以及單據核銷時程。

信」、「資傳系-人生設計
學」、「應英系-如何成為國際
青年外交大使之澳洲外交官在
當澳客的日子」、「法律系-辯
士與辯事經驗分享」、「諮輔
中心-我的生涯價值觀-結合生
涯卡之運用」、「健管系-傳統
醫學現代化管理模式與就業市
場」、「觀光系-飯店服務品質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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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項 學校配合款
導補助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辦理時間及地點
號
目
支應
款支應
金額
31 3-1-1-1 20,000
30,000 一、質化目標：透過講座、與 全校師生，參與人數
1.108/04/23 至誠樓 507 教室
建立校
參訪活動的辦理，提昇全校教 230 人
2.108/05/24 至誠樓 507 教室
園正確
職、學生等對法治教育的認
民主法
知，落實師生法治教育，增進
治之觀
生活知能。並建立所屬師生知
念
法守法觀念，營造安全、友
善、關懷、活躍的學習環境。
二、量化目標：辦理 2 場次活
動。計有 230 人次參加成效良
好。 三、辦理項目： 1.1072 學
期講座：生活法律犯罪防治與
反毒宣導 2.1072 學期講座：大
學生應具備法律觀念及常識

檢討及建議

講座活動須依照講座內
容適切之意見回饋單，
並確實回收。以作為活
動成效評估及檢討改進
之依據。

32 3-1-1-2
社團幹
部訓練
系列活
動

60,000

113,000 一、質化目標：透過辦理社團 登記立案之 30 個社團
幹部訓練系列活動，讓社團幹 參與人數達 100 人
部能夠吸收多元的領導課程與
社團經營技巧，有助學生社團
活動的發展。 二、量化目標：
辦理 1 場次活動，滿意達 4.3。
三、辦理項目： 1.第 18 屆幹部
訓練研習營，花費金額 173000
元。

1.108/06/24-108/06/25 至誠樓 A105 1.本年度社團幹部訓練
會議廳、開大校園。
活動規劃前，召集現任
社團幹部組成籌備團
隊，活動規畫依據籌備
團隊建議，設計符合社
團實際需求的訓練課
程，以培養開大學子
「團隊合作、人文關
懷、終身學習」的基本
素養，使其具備「溝通
表達、問題解決、創新
思考」之核心能力。 2.
本年度社團幹部研習辦
理為期二天，活動規劃
除社團經營管理及活動
企劃的課程訓練，並新
增團隊合作的信任課
程，藉由不同的訓練模
式，使課程內容更加多
元化，讓參與學員能夠
從不同角度來思考社團
經營與發展；結業的成
果發表讓社團同學以小
組發表二天學習反思心
得，擇優予以獎勵，激
發社團幹部的學習意
願。 3.本年度除了邀請
卸任幹部依社團類型進
行分組經驗交流外，其
中今年參與全國社團評
鑑之社團進行經驗分
享，過程中同學反應熱
烈，透過學長姐及社團

同學的經驗傳承，能加
強新任幹部之責任感及
促進社團向上提升的企
圖心，未來帶領社團能
更加投入，以增加課程
訓練實質效益。 4.今年
度活動滿意度達 4.3，惟
部份同學反應團隊活動
設計較不完備，未來活
動規劃可增加雨備方
案，並注意活動安全，
未來將加強改善，使幹
部訓練活動能更加完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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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項 學校配合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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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
目
支應
款支應
金額
33 3-1-2-1 5,000
15,000 一、質化目標：透過講座活動 全體師生，參與人數
1.108/10/17 至誠樓 507 教室
講座活動須依照講座內
保護尊
的辦理，強化學生對著作權及 220 人
2.108/11/15 卓越樓 103 會議廳
容適切之意見回饋單，
重智慧
智慧財產方面觀念的認識及想
並確實回收。以作為活
財產舉
法，從而深植及培養尊重著作
動成效評估及檢討改進
辦宣導
權法的涵養。 二、量化目標：
之依據。
講座
辦理 2 場次活動。計有 220 人
次參加成效良好。 三、辦理項
目：辦理 2 場活動(如下) 1.1081
學期智慧財產權講座-淺談著作
權法及案例分享 2.1081 學期智
慧財產權講座-淺談智慧財產權
法分析

34 3-1-2-2
社團評
鑑暨團
耀之夜
系列活
動

100,000(獎 160,000
金：
28,000)(獎
品：30,802)

一、質化目標：透過舉辦社團 登記立案之 45 個社團
評鑑，讓系學會及社團展現年 參與人數達 340 人
度成果，藉此建立社團績效評
鑑制度與指標，藉由獎勵績效
評鑑績優社團健全社團制度與
發展；除靜態展示外，團耀之
夜為動態展演，藉此激揚幹部
之榮譽心與對社團之認同感。
二、量化目標： 辦理 1 場次活
動，滿意達 4.5。 三、辦理項
目： 1.108 年度開南大學社團
評鑑暨團耀之夜，花費金額
260000 元。

1.108/12/04 顏文隆國際會議中
心。

1.108 年度社團評鑑共計
有 45 個社團報名參賽，
邀請校外專業老師擔任
評審，評選出成績優異
之社團，藉由交流觀摩
與社團間的競賽，發揮
學生社團活動的教育功
能，在各社團交流與校
外老師的指導過程中，
學習到社團經營的方
針，透過每年度的評鑑
精進社團經營的經驗並
從中有所學習體悟。 2.
本年度團耀之夜社團動
態展演，共計 9 個社團
參與演出，為鼓勵社團
培養專業與自信，提供
舞台讓社團同學相互交
流，展現自信與年度成
果，透過每年動態展演
的節目，啟發學生創新
思考及提升專業能力養
成，而各個社團活力亮
眼的表現，締造 108 年
度團耀之夜的美好與燦
爛。 3.本年度社團評鑑
融入更多元的評鑑形
式，培養具備基本素養
及核心能力的開大學子
為指標，並於社團期初
會議時，透過問卷調
查，統合社團意見新增
本年度評鑑獎項；例如

35 3-1-2-3
辦理品
德勵志
教育宣
導與活
動

15,000

35,000

一、質化目標： 1.藉由活動之
舉辦，陶冶師生品德教育，培
養互助合作、關懷感恩之心；
培育同學們國際觀及世界公民
的品格，使學生能真切體現倫
理道德的真正內涵，並藉此拋
磚引玉，時時不忘幫助他人，
同儕相互學習、激勵，攜手對
社會行善，從事公益，秉持
「至誠」校訓，發揚「做好
事」之精神，期能培養高尚品
德，型塑優質的校園倫理文
化。 二、量化目標：1.辦理 3
場次活動。 三、辦理項目：辦
理 3 場次活動(如下) 1.1072 學
期辦理品德勵志教育專題講座
(講座名稱:想通就無罣礙)
2.1072 學期辦理品德勵志教育
校外參訪 3.1081 學期辦理品德

新增設社團解說獎及活
動企畫獎，皆透過簡報
競賽形式進行，充分發
揮口語能力與企劃力，
培養具備「溝通表達、
創新思考」核心能力的
開大學子，另外新增的
現場佈置獎及動態展演
獎，讓社團評鑑不僅只
於靜態的資料呈現，更
具有美感培養的教育意
義及動態評選的多樣
性，使學生多元能力充
分發揮。
1.全體師生，參與人數 1.全體師生，參與人數 160 人。 一、辦理各項活動須依
160 人。 2.全體師生， 2.全體師生，參與人數 45 人。 3. 照活動性質設計適切之
參與人數 45 人。 3.全體 全體師生，參與人數 150 人。
意見回饋單，並確實回
師生，參與人數 150
收。以作為活動成效評
人。
估，並作為日後檢討改
進之依據，惟仍有部分
學生未繳回。 二、建議
活動多方曝光，加強活
動內容宣導，以擴大活
動成效，並鼓勵學生多
參與增加學生參與人
數。

勵志教育專題講座(講座名稱:
成功人才首要修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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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項 學校配合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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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
目
支應
款支應
金額
36 3-2-1-1 10,000
35,000 一、質化目標：鼓勵各社團走 "登記立案之 5 個社團 1.108/01/21-108/01/27 新明國小。 1.本年度從事帶動中小
社團帶
出戶外與校園體驗服務的風
參與人數達 573 人"
2.108/03/28 桃園特殊教育學校。 學服務部分之社團除服
動中小
氣，透過社團投入帶動中小學
3.108/04/10-108/06/15 清溪國中。 務性社團外，另有學術
學發展
營隊，讓學齡學童能受到大學
4.108/05/21 中埔國小。
學藝性社團如管樂社及
專案
生的熱情與付出並接多元化的
5.108/05/23 桃園特殊教育學校。 鋼琴社從事相關服務，
教育方式。 二、量化目標：
6.108/05/28 內定國小。
擬持續鼓勵非服務性質
辦理 10 場次活動，滿意達
7.108/09/02-108/12/31 新明國小。 社團，配合中小學團體
4.6。 三、辦理項目： 1.愛鄰社
8.108/10/23 瑞豐國小。
之聯課活動實際需要，
-新明孝親冬令營，花費金額
9.108/10/31 桃園特殊教育學校。 規劃辦理帶動中小學社
12000 元。 2.慈濟青年社-1072
10.108/12/11 中埔國小。
團活動，本著服務社會
學期慈青聯合-桃園特殊教育學
的精神，提倡正當休閒
校關懷活動-桃特七淘趣，花費
娛樂，並以營造校園多
金額 527 元。 3.管樂社-1072 學
元學習環境，促進學生
期溪手同樂，花費金額 5400
群育發展及興趣培養為
元。 4.健康促進社-國小衛教宣
主要目標。 2.本年度社
導 Part1，花費金額 4824 元。
團服務成效滿意度達
5.慈濟青年社-1072 學期桃園特
4.6，服務場次較去年提
殊教育學校關懷活動-我們與桃
升，惟服務區域仍然以
特的距離，花費金額 1108 元。
鄰近與持續合作國中小
6.健康促進社-國小衛教宣導
為主，未來將鼓勵社團
Part2，花費金額 4999 元。 7.愛
將服務範圍擴大至未服
鄰社-孝親陪讀班&愛說笑-晨光
務過之學校，培養開大

37 3-2-1-2 10,000
社團活
動補助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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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工作

27,000

時間 Part 2，花費金額 9887
元。 8.鋼琴社-1081 學期鋼琴社
帶動中小學-水果鋼琴 鋼琴體
驗活動，花費金額 2382 元。 9.
慈濟青年社-桃園特殊教育學校
關懷活動，花費金額 740 元。
10.健康促進社-不理解愛滋也
不可無知-中埔國小衛教宣導，
花費金額 3133 元。
一、質化目標：透過社團參與 登記立案之 7 個社團 參
社區服務活動，培養學生具公 與人數達 285 人
民意識與公民責任，成為良好
品德的社會公民，目前漸漸擴
大服務範圍，除海灘或山林環
保事務，亦有養護中心、社區
發展中心、環保回收站及福利
機構等，服務工作不再侷限僅
以社區為主。 二、量化目標：
辦理 15 場次活動，滿意達
4.7。 三、辦理項目： 1.慈濟青
年社-1072 祥安養護中心關懷活
動，花費金額 2870 元。 2.阿卡
貝拉社-公益服務-開發寶貝潛
能 1，花費金額 2209 元。 3.慈
濟青年社-1072 夜間環保-環保
玩很大，花費金額 354 元。 4.
阿卡貝拉社-公益服務-開發寶
貝潛能 2，花費金額 202 元。
5.愛鄰社-樂齡幸福俱樂部，花
費金額 8000 元。 6.崇德志工社
-八校迎新暨南寮凈灘，花費金
額 5480 元。 7.保健營養學系系
學會-外出衛教活動，花費金額

學子「團隊合作、人文
關懷」的基本素養，使
其具備「溝通表達、問
題解決、創新思考」之
核心能力，讓更多中小
學生接觸大學生的熱情
付出及多元的教育活
動。
1.108/03/17 私立祥安養護中心。
2.108/04/24 寶貝潛能發展中心。
3.108/05/02 蘆竹長榮環保教育
站。 4.108/05/03 寶貝潛能發展中
心。 5.108/06/16-108/07/14 幸福家
庭培力協會。 6.108/09/28108/09/29 南寮漁港。 7.108/10/28
大檜溪社區發展協會。
8.108/11/15 大檜溪社區發展協
會。 9.108/11/16 虎頭山。
10108/11/20 大檜溪社區發展協
會。 11.108/11/23-108/12/29 幸福
家庭培力協會。 12.108/11/25 漢
洋幼兒園。 13.108/11/27 中福里
活動中心。 14.108/11/27 中福里
活動中心。 15.108/12/16 大檜溪
社區發展協會。

1.本年度非服務性社團
接觸社區服務工作明顯
成長，如康樂性、學藝
性、體能性、自治性社
團皆積極投入，其中自
治性質社團學以致用，
於服務活動方案中展現
系所專業，未來將持續
鼓勵，透過長期服務培
養開大學子基本素養及
核心能力。 2.未來將輔
導社團主動爭取社區的
協同合作，增進社團參
與社區服務活動的機
會，主動讓社區明白社
團的服務確實有助於社
區的維護和發展，學生
也能為社區營造帶來豐
富的人力資源，於互惠
互助的基礎上，建立長
期協同合作的夥伴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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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7 元。 8.保健營養學系系學
會-骨質疏鬆-外出衛教活動，
花費金額 993 元。 9.崇德志工
社-團結共生-虎頭山淨山，花
費金額 1550 元。 10 保健營養
學系系學會-生命期營養-外出
衛教活動，花費金額 1762 元。
11.愛鄰社-利他相伴，樂齡幸
福，花費金額 5216 元。 12.保
健營養學系系學會-均衡飲食外出衛教活動，花費金額 1780
元。 13.鋼琴社-1081 學期社區
服務-爺奶動次達次，花費金額
1498 元。 14.體驗與冒險活動
社-青銀作伙來 1.0，花費金額
3000 元。 15.保健營養學系系
學會-《免疫 up》外出衛教活
動，花費金額 989 元。
一、質化目標：透過參與服務 全校學生 參與人數達
研習活動與專業講師之分享， 150 人
引導社團同學對於服務學習中
衍生出更大樂趣及認知，不侷
限於傳統課堂學習，透過各項
服務活動，加強健全的服務觀
念，將來更能將反思注入服務
學習活動的設計。 二、量化目
標： 辦理 2 場次活動，滿意達
4.7。 三、辦理項目： 1.信望愛
社-給你 5 萬雙祝福公益講座，
花費金額 5000 元。 2.體驗與冒
險活動社-公益講座系列-林政
緯-翅膀男孩，花費金額 5000
元。

1.108/10/15 至誠樓 A105 會議
1.今年度以「給你 5 萬
廳。 2.108/10/29 至誠樓 A105 會 雙祝福」、「翅膀男孩議廳。
林政緯」為主題，共辦
理二場服務學習講座，
經由專業講師的引導，
讓同學透過服務學習的
過程中能了解做中學的
精神，「志工內涵」四
個字，不僅僅像它字面
上所說的那樣，而更重
要的是活出自己，肯定
自己。 2.建議未來多加
推廣辦理此類研習與講
座，可邀發社團同學對
於服務學習的熱情，講

師的精彩的服務經歷讓
同學印象深刻，提升學
生「人文關懷」的基本
素養，也讓同學了解，
服務學習不侷限於傳統
課堂學習，唯有懷抱堅
定的信念，才能從「有
限的身體創造無限的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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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項 學校配合款
導補助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號
目
支應
款支應
金額
39 4-2-2-1 30,000
30,000 一、質化目標：以課程講述、 一、「與愛滋相遇：助
辦理校
案例研討等形式，學習心理治 人者專業知能工作坊」
內專兼
療理論與特定族群之諮商知
參與對象為諮輔中心及
任輔導
能，拓展校內輔導人員於助人 資源教室老師，共計 21
教師諮
工作中的多元眼光與實務技
人次。 二、「存在心理
商輔導
巧。 二、量化目標：1081 辦理 治療初階訓練系列工作
專業進
工作坊共 4 場。 三、辦理項 坊」參與對象為諮輔中
修工作
目：1081 辦理工作坊 4 場(如 心及資源教室老師，共
坊
下) 1.「與愛滋相遇：助人者專 計 53 人次。
業知能工作坊」1 場，花費金
額 16,600 元。 2.「存在心理治
療初階訓練系列工作坊」3
場，花費金額 43,400 元。

辦理時間及地點

檢討及建議

一、「與愛滋相遇：助人者專業 一、透過研習活動，校
知能工作坊」辦理時間為 108 年 內輔導人員對特定議題
8 月 12 日，辦理地點於行政大樓 之學生有正確的認識與
N407 會議室。 二、「存在心理 相應的輔導技巧。 二、
治療初階訓練系列工作坊」辦理 建議未來維持於活動規
時間為 108 年 8 月 19、20、22
劃前詢問輔導人員期待
日，辦理地點於諮輔中心 S108 之方式，以期研習活動
團輔室。
符合輔導人員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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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質化目標：透過提案討論 一、中心主任、專兼任 一、108/5/8、15 團輔室。 二、
與專業督導，激發與會者分享 輔導老師共 36 人次。 108/6/6、13、20 團輔室。 三、
與對輔導工作之內省，提升心 二、中心主任、專兼任 108/11/26、28 團輔室。
理治療專業知能累積與發展。 輔導老師共 15 人次。
與外校之資深心理師合作，促 三、中心主任、專兼任
進專業交流及增進活動之多元 輔導老師共 36 人次。
性 二、量化目標：辦理 3 場活
動。 三、辦理項目：辦理 3 場
活動(如下) 1.1072 學期個案評
估及介入研討會，花費金額
18,700 元。 2.1072 學期特殊個
案個別諮詢評估介入研討會，
花費金額 8,400 元。 3.1081 學
期辦理特殊個案研討會，花費
金額 22,9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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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事
務與輔
編 工作項 學校配合款
導補助
具體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辦理時間及地點
號
目
支應
款支應
金額
41 4-2-3-1 10,000
10,000 一、質化目標：藉由指導老師 登記立案之 96 個社團 1.108/06/05 至誠樓 A105 會議
社團指
座談會議以宣導校方重大政策 參與人數達 159 人
廳。 2.108/11/13 卓越樓 B110 會
導老師
方針及掌握社團趨勢及發展方
議廳。
研習活
向，並同時指導社團核銷資料
動或座
整理之方向，提供社團指導老
談會
師更多資訊與處理方式，並提
供良好交流場合，使社團幹部
與老師間能增進彼此間的情
感，以達互信、互愛之基礎。
二、量化目標： 辦理 2 場次活
動，滿意達 4.2。 三、辦理項
目： 1.1072 社團指導老師會

一、邀請的校外資深督
導如能更熟悉受督導者
個人的學習脈絡及系統
間的合作，能使受督導
的輔導老師獲得最多的
助益與收穫。 二、建議
後續所辦理的個案研討
會更貼近目前校園所面
臨的學生議題，更能充
實中心成員處理學生之
專業性。

檢討及建議

1.本年度共辦理 2 場社
團指導老師座談會議，
召集社團指導老師及社
團幹部參與，透過彼此
交流，傳達校方政策及
社團相關事項，社團指
導老師也能將想法意見
直接表達，使社團指導
老師與學校能保持良好
的溝通管道，並透過會
議的公開場合頒發聘
書，嘉勉指導老師對於

議，花費金額 10000 元。
2.1081 社團指導老師會議，花
費金額 10000 元。

學校配合款
補助款執行總計：
執行總計：
1765730
1765730

社團的付出與關懷。 2.
因活動時間未能掌握，
導致部分指導老師時間
無法配合，未來將有效
掌控活動時程，以達校
方與社團及指導老師之
間的緊密聯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