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年度教育部整體校務發展獎補助款用於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執行成效表 

 ■資本門（若為購置之硬體設備，請註明使用單位及用途） 

 ■經常門（若為辦理學輔活動，請具體填列辦理時間、地點及參加對象） 
 

經費類別 計畫項目 執行金額 具體辦理事項 使用效益 辦理時間 使用單位及用途 

資本門 學輔工作相關設備 57000 
購置次中音薩克斯風-管樂社設

備  

管樂社社課練習、期末成發及參加全國

學生音樂比賽使用。 
108.11.05 管樂社/購置設備 

資本門 學輔工作相關設備 36500 購置防潮櫃-弦樂社設備  
放置弦樂器材，避免受潮言唱使用期

限。 
108.12.11 弦樂社/購置設備 

資本門 學輔工作相關設備 28000 購置康樂室數位燈光控台  提供社團活動使用(汰壞換新)。 108.10.28 學生社團/購置設備 

資本門 學輔工作相關設備 26250 購置康樂室舞台麥克風接線盒  
購置康樂室舞台麥克風接線盒 ，方便社

團多種樂器收音使用。 
108.10.28 學生社團/購置設備 

資本門 學輔工作相關設備 7250 購置相機-社團活動使用 
購置新照相機，提供社團活動拍照紀錄

使用。 
108.12.05 學生社團/購置設備 

資本門 學輔工作相關設備 23000 
購買太陽日珥專用黑白影像擷

取裝置-天文社活動使用  

黑白影像擷取裝置解析度較高，以利爾

後社課教學使用。 
108.12.11 天文社/購置設備 

資本門 學輔工作相關設備 22000 
購買彩色行星影像擷取器-天文

社活動使用  

彩色行星影像擷取裝置存取天文自然影

像，作為社課教學使用。 
108.12.11 天文社/購置設備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8300 
購買 10 支麥克風架提供社團活

動使用 
提供社團活動使用。 108.04.12 學生社團/雜項購置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32000 購買六組角鋼架 
放置舞蹈教男女更衣室，提供劍道社及

跆拳道社裝備放置。 
108.03.19 學生社團/雜項購置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6300 購買伸縮旗杆 提供社團活動使用。 108.03.29 學生社團/雜項購置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22680 更換康樂室舞台燈 提供社團活動使用(汰壞換新)。 108.10.28 學生社團/雜項購置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22680 更換康樂室舞台燈 提供社團活動使用(汰壞換新)。 108.11.28 學生社團/雜項購置 



經費類別 計畫項目 執行金額 具體辦理事項 使用效益 辦理時間 使用單位及用途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1044 購買 PA 轉接線材線材 
提供社團使用 PA，連接手機或電腦使

用。。 
108.12.02 學生社團/雜項購置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1490 購買簡報筆 提供社團活動使用。 108.12.04 學生社團/雜項購置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3000 購買 2 支有限麥克風 提供社團活動使用。 108.12.11 學生社團/雜項購置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9900 購買角鋼架 2 座 管樂社社辦樂器收內使用。 108.12.05 管樂社/雜項購置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9600 
課外活動組召開 107-1 第 3 次

全校社團社長大會  

課外組-辦理 107 學年第 3 次全校社團

社長大會，主要為學務處課外組組務報

告、學生會會務報告，及宣導寒假社團

活動注意事項，並邀請學務長蒞臨致

詞。 

108.01.08 
課外活動組/召開全校

社長大會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4150 
辦理 107-2 高醫青年領袖與校

長座談會 

建立校長與本校各領域青年領袖之溝通

管道，定期關心校務發展及學生需求，

共同攜手創造優質校園，本次座談會計

有 50 位學生代表參加。 

108.05.20 
學生會/辦理校長與青

年領袖有約座談會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3600 
召開各系學會迎新宿營總召協

調會 

與各系會迎新宿營總召及輔導老師溝

通，提醒活動內容物觸犯反性評法規。 
108.05.16 

課外活動組/召開各系

學會迎新宿營協調會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4800 
辦理 108-1 高醫青年領袖與校

長座談會 

建立校長與本校各領域青年領袖之溝通

管道，定期關心校務發展及學生需求，

共同攜手創造優質校園。使校長能與各

領域青年領袖之溝通順暢，能讓校長和

學生方互相理解雙方立場，在某些議題

上達到共識，並使校長能統合各處室協

助學生方的提案。 

108.10.23 

學生會/ 

辦理校長與青年領袖

有約座談會 



經費類別 計畫項目 執行金額 具體辦理事項 使用效益 辦理時間 使用單位及用途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1040 
召開 108-1-1 辦公室管理委員

會 

學生會-辦理 108 學年度社團辦公室管

理委員會，為落實學生社團自治之精

神，並提升學生社團對於社團公用空間

之認同感，每個學期固定會召開辦公室

審議委員會，針對學生社團辦公室管理

的相關事務進行討論，並擬定社團辦公

室整潔比賽懲罰辦法。 

108.10.15 
學生會/召開 108-1-1

辦公室管理委員會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1360 
召開 108-1-2 辦公室管理委員

會 

本次會議主要審議本年度社團辦公室獲

獎名單及檢討改進。 
108.11.28 

學生會/召開 108-1-2

辦公室管理委員會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1920 
召開 108 學年度第 1 次學生社

團審議委員會 

本次會議主要為審議 108 學年度第 1 學

期社團外聘指導老師（教練）聘任資格

及授課鐘點費申請案、社團停社案、高

雄醫學大學課外活動組場地違規處理要

點、108 年學生社團暑期營隊違規案及

109 年校內社團評鑑方式修正案。 

108.09.20 

課外活動組/召開 108

學年度第 1 次學生社

團審議委員會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1440 
辦理 107-2 第 2 次校長與學生

會幹部座談會 

本次座談學生會向校長提出畢業典禮場

分配、附設醫院外面馬路口設置抽菸亭

及學校成立原住民資源中心三個建議

案。 

108.06.10 

學生會 

辦理校長與學生會幹

部座談會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1600 
召開 108 年寒假各類研習營協

調會 

主要討論 109 年寒期各類研習營場地借

用相關事宜、寒假營隊共計 3 隊。 
108.11.12 

課外活動組/召開寒假

各類研習營協調會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2640 
辦理 108-1 第 1 次校長與學生

會幹部座談會 

本次座談學生會向校長提出建議學校成

立境外生輔導組、新建學生宿舍增設平

面空間兩件議案，並反映學生宿舍簡易

廚房、教室空調延長等等。 

108.9.17 
學生會/辦理校長與學

生會幹部座談會 



經費類別 計畫項目 執行金額 具體辦理事項 使用效益 辦理時間 使用單位及用途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2320 
辦理 108-1 第 2 次校長與社團

幹部座談會 

本次會議聲樂社及山杏社幹部與校長座

談，校長想了解兩社團之社務運作及服

務學習場域。 進而與 學校合作，擴大

高醫偏鄉服務區域。 

108.10.29 
學生會/辦理校長與社

團幹部座談會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1440 召開組長與社團幹部座談會 

本會議主要目的是 11 月 14 日與校長有

約之會前會，先告知當天會議之議題及

事前溝通，學生得以事先準備，讓會議

圓滿進行。 

108.11.11 
課外活動組/召開組長

與社團幹部座談會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3200 
辦理 108-1 第 4 次校長與社團

幹部座談會 

本次會議是校長與坩堝社、國醫社、國

際志工社、聲樂社、後醫系學會、牙醫

系學會等幾個服務學習做得較好社團進

行座談，希望這幾個社團加入本校深耕

計畫，推動偏鄉醫療衛教活動。 

108.11.14 
課外活動組/召開校長

與社團幹部座談會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15000 生物系學會社團刊物出版 

整合系上的活動、蒐集最新生物資訊、

畢業出路、訪問學生經驗、打工心得等

等內容，撰寫成文，提供大家參考，增

進系上師生情感交流。 

108.06.05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

學系/系刊出刊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15000 後醫系學會系刊出刊 

藉由系刊發行與宣傳，透過統籌開會與

工作分配凝聚系學會各部之間感情，同

時刊物也能讓外部與未來新進的同學們

對後醫系生活與運作有更深入的了解。 

108.06.14 
後醫系學會系/系刊出

刊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400 學生會撒報出刊 

由高雄醫學大學學生會自籌發行的校內

刊物，內容多為學校時事，學生權益相

關問題，旅行心得，醫院實習心得，食

108.06.10-14 學生會/撒報出刊 



經費類別 計畫項目 執行金額 具體辦理事項 使用效益 辦理時間 使用單位及用途 

記，或是研究論文，而建立的一個書面

交流平台。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33000 學生會聰明小記出刊 

延續前七期會刊的發放，深入高醫以及

高雄地區的人事物，這期更加入許多不

管是在繪圖、文字、音樂上勇於實現夢

想的夢遊症患者們的採訪，期望能藉由

生活中與社會上各種人事物的面貌，帶

給高醫學生自我探索但仍忠於自我的啟

發。 

108.09.25 學生會/聰明小記出刊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28000 坩堝社坩堝刊物出版 

坩堝刊物主要目的為本校藥學系校友與

在校學弟妹的感情橋梁，使校友們了解

坩堝社目前發展動態與活動，也提供許

多有關藥業的科技新知，以及國外的最

新知識還有台灣藥界的發展，是高醫坩

堝人以及藥學人的重要刊物。 

108.12.07 社坩堝/坩堝刊物出刊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1200 河洛學社社團刊物出刊 

邀請社員及社友分享所學，在分享的同

時也能精進自己。並讓對社團有興趣的

新生以及有緣人，能透過大家的分享，

對我們的社團有更深入的了解。 

108.07.16 
河洛學社/社團刊物出

刊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28000 鼎社鼎刊 50 屆鼎刊出刊 

鼎刊是與牙醫系校友及醫師們重要的溝

通橋梁，刊物內容呈現鼎社以及牙醫系

內大小活動，藉由鼎刊發行，讓系外師

長同學能更了解牙醫學系。 

108.10.30 
鼎社/鼎刊 50 屆鼎刊

出刊 



經費類別 計畫項目 執行金額 具體辦理事項 使用效益 辦理時間 使用單位及用途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32200 

聲樂社參加 107 學年度全國學

生音樂比賽大專 B 組-混聲合唱

及女聲合唱 

每年一度的全國音樂比賽，能看到各校

社團隊比賽的努力、曲目呈現，彼此切

磋琢磨，讓聲樂社更進步，也讓各地各

校合唱團更認識高醫聲樂社。今年比賽

榮獲大專組混聲組女聲組雙特優。 

108.3.13-14 
聲樂社/參加全國學生

音樂比賽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18934 

弦樂社參加 108 學年度全國學

生音樂比賽大專 A、B 組-弦樂

合奏、四重奏、鋼琴三重奏、

鋼琴五重奏 

參加全國音樂比賽，希望增進彼此實

力，為社團和學校爭光，不僅為爭取好

成績，也是對自我的要求與突破。今年

弦樂四重奏及鋼琴三重奏榮獲大專 A 組

雙特優，弦樂合奏及鋼琴五重奏榮獲雙

優等獎，成績優異。 

108.03.05-08 
弦樂社/參加全國學生

音樂比賽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14084 

管樂社參加 109 學年度全國學

生音樂比賽大專 B 組-室內管樂

合奏 

參加全國音樂比賽為管樂社年度重要目

標，除檢驗自身實力外，也可增加團員

演出經驗，凝聚社員向心力。賽後觀摩

其他隊伍，曾家團員閱歷，獲得學習。

今年比賽榮獲大專組管樂合奏優等獎。 

108.03.07 
管樂社/參加全國學生

音樂比賽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7000 古箏社辦理箏之海活動 

藉由上台表演的方式，訓練社員上台演

奏的台風，同時展現社員們一學期來之

學習成果，並與所有觀眾一同分享中國

傳統音樂之美。 

108.5.24 
古箏社/辦理南區箏之

海活動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9900 熱舞社舉辦 107-2 期末成發 

以舞展的方式讓高醫新生們認識本校熱

舞社，並了解本社的傳統、特色及多元

的舞風，進而開啟新生對於舞蹈的興

趣，以達招募新生的目的。 

108.5.22 
熱舞社/期末模成果發

表 



經費類別 計畫項目 執行金額 具體辦理事項 使用效益 辦理時間 使用單位及用途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3200 
學生會前往國立屏東大學生會

交流 

藉由交流，互相學習彼此較具特色的活

動、組織運作或解決學生自治過程可能

遇到的問題，讓學生會夥伴一起吸取經

驗有所成長，進而讓各校之學生會運作

得更加完善。 

108.4.27 
學生會/辦理校外交流

活動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10000 熱音社舉辦 107-2 期末成發 

借期末成發活動展現社員們學習成果，

同時可以讓新生了解熱音社的器材，學

習如何架設音響等設備，訓練幹部舉辦

活動的能力，傳承活動經驗，了解社團

運作。 

108.05.23 
熱音社/舉辦 107-2

期末成發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22452 聲樂社舉辦 108 年夏季公演 

此次演出，我們將帶來一系列風格多元

的曲目，展現一學期下來的學習成果與

和聲藝術的魅力，讓聲樂社的實力與專

業能充分發揮。而在音樂會的尾聲帶來

<Silent Night>除了希望大家有一個愉

悅的平安夜外，更呼應此次音樂會主題

<同在>，除了台上的人一體同心，更希

望能讓台下的觀眾體會到百人齊唱的感

動！ 

108.05.09 聲樂社/舉辦夏季公演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12728 
單車美食社舉辦 WE bike 醫起

單車輕鬆行 

透過這次單車輕鬆行活動，讓本校國際

生能夠更進一步認識高雄；另藉由活動

讓書院生與國際學生在交流中了解各國

文化差異及增進英文溝通能力。並透過

棧貳庫大漁旗製作，對高雄留下更刻印

象。 

108.4.21 
單車美食社/舉辦 WE 

bike 醫起單車輕鬆行 



經費類別 計畫項目 執行金額 具體辦理事項 使用效益 辦理時間 使用單位及用途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3000 
烏克麗麗社舉辦 107-2 期末成

果發表 

在一學期將結束之際，藉由正式登台演

出的機會給予社員展現本學期的學習成

果。同時結合社團的成立宗旨，在校內

外進行對烏克麗麗的推廣，期能引發更

多人對烏克麗麗的興趣，培養校園內的

音樂風氣。 

108..5.29 
烏克麗麗社/舉辦期末

成發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2500 
萌風口琴社舉辦 107-2 期末成

發 

延續南部口琴觀摩會之初衷，舉辦演奏

會，邀請各地學校口琴社及口琴樂團一

同演出。演奏形式不拘，獨奏、重奏、

大合奏皆有。提供口琴同好們之間交流

的場合。向不認識口琴的人介紹口琴音

樂。 

10805.23 
萌風口琴社/舉辦期末

成發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7341 
醫學系學會辦理 5/24 之後:我們

與平權的距離講座 

5/24 即是釋憲兩周年，究竟在這天之後

離真正的婚姻平權還有多遠的距離？透

過實際參與同志運動的社運人士經驗分

享，讓參與者不只是聽聽理論，而是從

人身上去了解議題。 

108.05.27 
醫學系學會/辦理平權

講座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8431 
醫學系學會辦理愛滋不會咬人,

歧視才會講座 

透過多年推廣愛滋病預防以及去汙名化

的船醫—顧文瑋醫師分享，讓參與者不

只是聽聽理論，而是從人身上去了解議

題。 

108.05.31 
醫學系學會/辦理愛滋

講座 



經費類別 計畫項目 執行金額 具體辦理事項 使用效益 辦理時間 使用單位及用途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10000 
民謠吉他社舉辦 107-2 期末成

發 

期望透過此活動，提供社員有個舞台表

演，也讓全校師生共同欣賞音樂之美，

並在新學期的開始，積極推廣民謠吉他

社的特色，藉由這次的演出，得以吸引

有著相同音樂熱忱的夥伴加入民謠吉他

社，共創一個更豐富的校園新氣象。 

108.06.05 
民謠吉他社/舉辦期末

成發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3108 
學生會參加全國大專院校學生

會研習營 

補助學生會參加台北科技大學辦理 108

大專校院學生會傳承與發展研習活動 
108.10.5 

學生會/參加全國大專

院校學生會研習營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4400 學生會辦理新生入宿服務 

提供新生訂購寢具，減少舟車勞頓的辛

勞，並設置學生會服務處，提供新生及

新生家長詢問科系問題或其他疑難雜

症，同時也能現場繳交會費，順便宣傳

了 9/2 的社團嘉年華及 9/11 的中山高

醫聯合迎新。 

108.8.30-9.1 
學生會/辦理新生入宿

服務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1840 學生會辦理幹部訓練 

講解從籌備活動的所有流程，到財務核

銷…等細項，以及傳承資料的準備細

節，使各幹部熟悉處理行政事務的流程

及籌備事項…等，在未來學生會的運行

上，更加流暢。 

108.9.30 學生會/辦理幹部訓練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10097 弦樂社舉辦 108-1 季音樂會 

學期末的冬季音樂會對弦樂社來說特別

的重要，幾乎所有的成員都會上台表

演，將這學期在社課所學的一切都展現

給觀眾聽。不管是觀眾還是社員都很沉

浸在弦樂之美中。 

108.12.9 
弦樂社/舉辦 108-1

季音樂會 



經費類別 計畫項目 執行金額 具體辦理事項 使用效益 辦理時間 使用單位及用途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12000 
熱音社舉辦 108-1 熱音社期末

成發 

本活動可以讓新生體驗組團又可以累積

上台經驗，能享受精彩絕倫的樂團表

演。並可以訓練幹部團隊精神，活動經

驗傳承，希望吸引同好，令社團更興

旺。 

108.11.29 
熱音社/舉辦 108-1

熱音社期末成發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13600 
民謠吉他社舉辦 108-1 期末大

成發 

民謠吉他社舉辦了期末成發表演，讓社

員可以展現這學期所學到技巧及歌曲，

並與全校師生們同樂。 

108.12.5 
民謠吉他社/舉辦

108-1 期末大成發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3600 
管樂社及國樂社辦理聯合服務

學習 

管樂社與國樂社社員們共同辦理聯合服

務學習，藉著不同樂器樂器表演，帶給

養護之家的居民們歡樂。 

108.11.24 
管樂社及國樂社/辦理

聯合服務學習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2000 
108 學年度學生社團辦公室整

潔比賽  

一年一度知社團辦公室整潔比賽，主要

是希望大家能維護並保持社團辦公室知

整潔。並落實學生社團自治之精神，並

提升學生社團對於社團公用空間之認同

感。 

108.11.14 
108 學年度學生/團辦

公室整潔比賽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6115 
西洋熱門音樂社辦理 107-2 PA

講座及實作 

透過專業講師授課，讓對操作 PA 有興

趣之新生，可以正確學習到使用器材之

知識，避免對器材造成傷害，且能提升

活動品質。 

108.05.29 

西洋熱門音樂社/辦理

107-2 PA 講座及實

作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14000 
西洋熱門音樂社辦理 108-1 PA

講座及實作 

本次活動特地設計為期三天的課程引起

學員的興趣，並逐一介紹各種音響器材

及線材，以及現場收音方式和原理，最

後一天會藉由完整的樂團演出做統整。

本學期參與人數明顯比往年要多，且成

功吸收到許多對音控有熱情的新生。 

108.11.25-27 

西洋熱門音樂社/辦理

108-1 PA 講座及實

作 



經費類別 計畫項目 執行金額 具體辦理事項 使用效益 辦理時間 使用單位及用途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20000 
課外活動組辦理 108-1 學生社

團評鑑訓練課程 

加強社團評鑑各項檔案管理與製作之能

力，促進學生社團活動發展與進步，提

昇社團活動及經營品質。 

108.10.30 

課外活動組/辦 108-1

學生社團評鑑訓練課

程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96700 
課外活動組帶領社團參加 108

年全國社團評鑑 

為落實學生自治精神，透過參與全國性

社團評鑑活動，促使本校學生社團之進

步與健全發展，由本年度全校社團評鑑

特優社團代表參與，藉機觀摩學習他校

社團經營與運作機制，協助本校學生社

團提升經營品質，建置更完善的學生自

治制度。 

108.03.29-31 

課外活動組/帶領社團

參加 108 年全國社團

評鑑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35000 
學生會辦理 108 學年度校外參

訪標竿學習 

高雄醫學大學學生會已進入到第十六

屆，每屆 學生會希望藉著與各校學生

此次交流，令 學生會成員們知能更加

茁壯，組織運作成熟順暢。此次與陽明

大學和淡江大學交流，獲益良多。 

108.11.23 

學生會/辦理 108 學

年度校外參訪標竿學

習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94444 
 學生會辦理 107 學年度新舊社

長交接活動 

社團的社長及幹部們用熱忱及努力將社

團經營了一年，以舉辦隆重傳承的儀

式，來勉勵各社團的幹部們的辛勞，並

邀請動態性的社團來表演，帶給大家一

個很不一樣的傳承典禮。 

108.05.28 

學生會/辦理 107 學

年度新舊社長交接活

動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120000 
課外活動組辦理 108 學年度社

團經營與發展研習會 

藉由安排講座分享社團輔導實務經驗，

以瞭解社團經營及發展現況，透過以世

界咖啡館的討論模式及社團輔導經驗分

組討論，凝聚共識暨充實輔導知能，促

進課外活動及學生事務工作之實務交

流，進而提昇學務工作服務品質。 

108.11.23-24 

課外活動組/辦理 108

學年度社團經營與發

展研習會 



經費類別 計畫項目 執行金額 具體辦理事項 使用效益 辦理時間 使用單位及用途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880 
評議委員會召開 107-2 第 1 次

評議會常務會議 

召集學生會評議委員開會討論學生會相

關事務，並邀請現任學生會會長及各部

部長，針對法條與學生權益相關事務，

向兩任會長與權益部長提出建議，以確

保現任與下任議會與行政中心運作順

利。 

108.05.03 

評議委員會/召開

107-2 第 1 次評議會

常務會議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480 
評議委員會招開 108-1 第 1 次

評議會常務會議 

由學生會會長向評議會報告最近會務運

作情形，及未來學生會之走向，以達資

訊對稱之目的，評議會也藉此關心行政

中心跟議會間的合作關係。 

108.11.13 

評議委員會/召開

108-1 第 1 次評議會

常務會議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3508 
學生議會召開 107-2 第三會其

第一次會議 

本次會議審議第十五屆學生會第 二 會

期 結 算案、 第十五屆學生會第三會

期預算案、第十五屆學生會 行政中心

人事任命案及 

高雄醫學大學學生會正副會長暨學生 

議員選舉辦法修訂案。 

108.02.26 
學生議會/召開 107-2

第三會其第一次會議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3508 
學生議會召開 107-2 第三會期

第 2 次會議 

本次會議審議第十五屆學生會第二會期

結算案及第十五屆學生會第三會期預算

案。 

108.03.27 
學生議會/召開 107-2

第三會期第 2 次會議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5008 
學生議會召開 107-2 第三會期

第 3 次會議 

本次會議審議第十五屆學生會 第三 會

期結 算案、第十五屆學生會 第三會期 

預 算案、第十六屆學生會費收取案及

行政中心權益部 幹部 糾舉案。 

108.05.29 
學生議會/召開 107-2

第三會期第 3 次會議 



經費類別 計畫項目 執行金額 具體辦理事項 使用效益 辦理時間 使用單位及用途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2640 
學生議會召開 108-1 第ㄧ會期

第ㄧ次會議 

本次會議審議護理系議員代理確認案、

108 學年第一會期學生會決算案、108

學年第二會期學生會預算案、本會預算

辦法部分修正案及評議委員會人事任命

案與行政中心人事任命案等。 

108.09.18 
學生議會/召開 108-1

第ㄧ會期第ㄧ次會議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2400 
學生議會召開 108-1 第二會期

第ㄧ次會議 

本會期的期末大會(第二會期第二次常務

會議)審議第三會期的預算及第二會期的

決算。 

108.11.29 
學生議會/召開 108-1

第二會期第ㄧ次會議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9800 
舉辦國際學舍暨地停擴建說明

會 

邀請總務處營繕組以簡報說明校園未來

建物之改建規劃，主要針對國際學舍興

建期間同學住宿問題及地停擴建學校運

動場地配套措施做說明，再由同學提出

針對相關改建事宜的疑問和配套措施的

看法，建立一個讓同學了解此項大型校

園工程及發表意見的平臺。 

108.03.15 
學生會/舉辦國際學舍

暨地停擴建說明會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8000 舉辦高醫中山合併議題說明會 

透過參與公共議題討論，期許全校學生

參與學校活動勇於發聲並表達意見之公

民素養，也讓學生暸解自身相關權益，

並藉此作為學生與校方直接溝通之管

道。透過會前問卷調查說明統計結果，

並針對問卷上開放性問題提出答覆，希

望藉由此公聽會建立一個能讓同學了解

併校問題以及共同討論的平台。 

108.04.03 
學生會/舉辦高醫中山

合併議題說明會 



經費類別 計畫項目 執行金額 具體辦理事項 使用效益 辦理時間 使用單位及用途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16900 
舉辦 107-2 國際學舍興建說明

會 

透過參與公共議題討論，期許全校學生

參與學校活動勇於發聲並表達意見之公

民素養，也讓學生暸解自身相關權益，

並藉此作為學生與校方直接溝通之管

道。透過會前問卷調查說明統計結果，

並針對問卷上開放性問題提出答覆，希

望藉由此公聽會建立一個能讓同學了解

併校問題以及共同討論的平台。 

108.06.05 
學生會/舉辦 107-2

國際學舍興建說明會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14880 舉辦 108-1 新建宿舍說明會 

邀請總務處對全校師生介紹學校即將動

工的新建宿舍，讓大家更了解建案的相

關內容，包含哪些校園區域將無法使

用，或是未來校園將新建哪些空間，一

同關注我們的校園。 

108.11.20 
學生會/舉辦 108-1

新建宿舍說明會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8000 招開 108 年度學輔經費協調會 
為分配 108 年度學輔經費，舉辦協調會

議召集各社團共同討論。 
108.12.04 

學生會/舉辦 108 年

度學輔經費協調會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30,000  

1.辦理「涵養鄉土文化素養研習

活動」。2.辦理「台灣本土文化

體驗講座」活動。3.「多元文化

講座」活動。 

依規劃進行相關活動，均能達到預期目

標，支援相關經費成效良好。 

1.108.11.162.

108.11.133.1

08.11.21 

生活輔導組/辦理僑生

新生研習、輔導座談

暨文化體驗活動 



經費類別 計畫項目 執行金額 具體辦理事項 使用效益 辦理時間 使用單位及用途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21,000  

辦理期中/末僑陸生課業、生活

輔導溝通與校園安全宣導座談

會                            

座談會邀請教務處、校安中心及學輔中

心同仁與會，更新布達相關業務訊息，

並讓同學提問有關學業及生活上的疑

問，為現場同學解惑，也更瞭解學生之

近況和想法。校安中心亦加強宣導反詐

騙資訊、校外租賃安全及交通安全等知

識；會中並給予與會同學課業歐趴鼓勵

用品，參與度踴躍。                                                 

1.108.04.03              

2.108.06.06                             

3.108.10.15                            

4.108.12.02 

生活輔導組/辦理僑陸

生輔導及溝通會議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7,000  辦理境外學生關懷輔導會議 

座談會除關懷境外生之生活及學習狀

況，亦藉此聽取建言以使輔導更臻完

善。適逢民俗端午節辦理多元文化活

動，安排說明節慶由來與意義及發送香

包，使境外生對民俗文化有更多瞭解；

會中亦使用 Kahoot!工具與學生互動進

行問答小遊戲、提供與會同學課業歐趴

造型包子傳遞關心與支持。 

1.108.06.04                            

2.108.11.19 

生活輔導組/辦理境外

學生關懷輔導會議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5,000  
辦理「外籍新生輔導暨在台生

活經驗分享會」 

分享會中邀請外籍生學長姊主講來臺在

高醫求學生活的經驗，包含課業、生

活、交通及常見問題等內容，並給予學

弟妹們實用 tips。會中亦邀請國際處同

仁布達有關外籍生獎學金、居留與健保

等資訊；學務處介紹處室相關業務人

員、宣導台灣法律、性平、宿舍重點規

則及天災防制等資訊，除幫助新生外籍

生更快適應也與其建立關係。 

108.09.10 
生活輔導組/辦理外籍

生經驗傳承分享 



經費類別 計畫項目 執行金額 具體辦理事項 使用效益 辦理時間 使用單位及用途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20,000 

共辦理 9 場健康檢查說明會，

邀請附設醫院家庭醫學科醫師

黃璽蓉、吳映萱、廖唯晴等 3

位醫師，宣導新生健康檢查報

告異常追蹤方式，護理師宣導

衛生保健組簡介、學生平安保

險內容、AED 緊急傷病校園救

護網事項等，讓學生參與說明

會後，能瞭解健康檢查報告異

常注意事項、學校重要健康政

策與學校提供之服務。 

學生參與新生體檢說明會，能了解學校

重要健康政策與學校提供之健康服務內

容，達宣導效果。配合健康檢查說明會

時發放宣導品讓學生隨身攜帶強化宣

導，更能落實防蚊於日常生活中，降低

蚊媒傳染病的發生。 

108.10.8、

9、14、15、

17、18、21、

22、23 

衛生保健組/辦理健康

檢查說明會暨健康教

育宣導活動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40,000 

1.針對各學系屬性辦理職涯輔導

座談會。2.針對學系屬性辦理全

校性及個別學系之校園企業徵

才說明會，讓畢業生可以更順

利的進入就業市場。 

1.透過職涯專家輔導的講解互動，針對

學生之需求，就個別系所未來出路之專

業講解及分享，進而提升職涯知能及自

我認識，培養專業所需之態度及職業興

趣。2.透過輔導各系辦理企業徵才說明

會活動，協助學生了解各學系職業工作

世界，了解相關產業趨勢及用人條件等

相關就業輔導資訊。期許透過企業徵才

說明會，能提供實質的職缺，促成學生

與產業的連結與媒合，讓學生在畢業前

即可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提升本校學

生的就業率。 

1.108.03.252.

108.04.103.1

08.04.244.10

8.05.015.108.

05.186.108.0

5.307.108.06.

038.108.06.0

69.108.11.21 

職涯組/辦理生涯規劃

及就業輔導職涯相關

活動 



經費類別 計畫項目 執行金額 具體辦理事項 使用效益 辦理時間 使用單位及用途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12,000  

1、配合友善校園週實施校外賃

居安全宣傳活動。 

2、協助校外賃居同學，檢視其

賃居處所環境安全， 宣導校外

賃居注意事項，並關心同學居

住狀況。 

配合友善校園週實施校外賃居安全宣傳

活動，提供校外租屋安全自我檢核表及

符合內政部版本之本校學生專用租屋契

約書，維護同學租屋權益。 

1.108.3.8-9 

2.全學年不定

期。 

軍訓室/辦理賃居安全

相關宣傳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10000 

1、配合友善校園週實施防制學

生濫物濫用宣傳活動及活動成

果展等 

2、辦理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講

座。 

針對本校師生及春揮社成員辦理藥物濫

用防制研習，及宣導活動，使其具有反

毒宣導之知能。 

1.108.3.8-9 

2.108.3.29 

軍訓室/辦理實施防制

學生濫物濫用宣傳活

動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50000 

畢業班級聯合委員會辦理 107

學年度畢業班級系列活動-VCR

訪談/食光/戶外電影院/裝置藝

術/名人講座 

透過這次的畢業季活動，除了營造出歡

愉的畢業氣氛外，也想讓畢業生透過活

動追尋並達成目標的感覺，突破困境達

到自我實現夢想，提醒將來把握時間與

機會，主動追尋拾取所學，努力一定會

有好成果與好收穫。 

108.04.08-

108.06.02 

軍訓室/辦理畢業季-

畢業生系列活動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20000 

107 學年度下學期及 108 學年

度上學期配合本校「友善校園

週」活動實施民主法治教育宣

導活動 2 場。 

108 學年度下學期為使學生能

了解「社群網站相關法律問

題」，邀請法丞律師事務所所

長陳樹村律師，對全校學生實

施社群網站辱罵他人及假新聞

透過專家學者的講解與指導，期學生對

於法治教育觀念能深植於心。 

1.108.03.04 

2.108.09.12  

3.108.11.14  

軍訓室/辦理民主法治

講座活動 



經費類別 計畫項目 執行金額 具體辦理事項 使用效益 辦理時間 使用單位及用途 

所產生法律問題講座，以增進

學生對詐騙手法的了解。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10000 

辦理 108 學年度反霸凌宣導 1

場次邀請高雄市政府少年警察

隊隊長王春生先生 

1.透過宣導使同學認識霸凌 

2.霸凌的種類 

3.霸凌如何防範 

4.王隊長以常見實際案例來宣

導，並提醒相關法律責任。講

座共吸引 86 位同學參加， 

滿意度 92 分(同學最大收穫是:了解真實

案例、讓我知道如何杜絕校園霸凌、透

過許多案例分享，可以讓我們警惕自

己，對於恐怖情人絕對要嚴防，並保護

好自己) 

108 年 11 月

26 日(二)中午

濟世大樓

CS211 教室 

軍訓室/辦理反霸凌、

反詐騸宣導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60,000 
108 年度導師輔導與專業發展

研習會 

提供老師分享導師輔導工作實務經驗，

以瞭解師生關係經營及發展現況，透過

以分組討論的討論模式，凝視共識暨充

實輔導知能，並促進導師輔導學生工作

之實務經驗傳承，提昇學務工作服務品

質，滿意度 97.2％。 

108.11.23-

108.11.23/台

東縣東台溫泉

飯店 

學生心理輔導中心/辦

理學生輔導工作知能

提升活動 



經費類別 計畫項目 執行金額 具體辦理事項 使用效益 辦理時間 使用單位及用途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20,000  辦理心理衛生宣導暨篩檢活動 

辦理心理衛生宣導暨篩檢活動並結合本

中心心理健康週活動，辦理多項心理衛

生相關體驗活動，學生反應良好，共

130 人次參與，滿意度達 98%。 

108.11.11/郵

局前廣場 

學生心理輔導中心/辦

理心理衛生宣導活動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45,400 

107-2 學期辦理 6 場，108-1

辦理 7 場次，共計 13 場次之心

輔志工訓練講座及活動。 

藉著輔導種子培訓課程，協助心輔志工

學習提高情緒覺察及自我探索能力，及

相關心理健康知能。 

108.03.07 

108.03.22 

108.04.25 

108.05.21 

108.06.07 

108.09.10 

108.10.03 

108.10.24 

108.11.12 

108.11.19 

108.12.12 

108.12.13 

108.12.20 

學生心理輔導中心/辦

理心輔志工知能提升

與培訓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132,818 

由書院小家導師自訂會談主

題，與小家院生辦理主題座

談。內容涵蓋院生校園生活關

懷、學習狀況了解、書院制度

說明、職涯方向規畫等。學生

可藉由與導師的直接會談，規

畫自我未來學習方向；而導師

也透過面談可更深入了解同學

的各方面狀況，給予同學必要

時的協助。 

從大一書院生多數回饋中可得，藉由小

家聚的辦理，院生可直接與老師及學長

姐互動，請益有關大學生活規劃或是將

來職涯規劃，對於剛邁入大學生活有相

當大幫助。導師也可直接認識與瞭解同

學所面臨的困難或問題點給予協助。亦

能將書院之核心理念及價值、所辦理之

系列活動傳遞給同學，有效發揮書院功

能。 

108.03.04-

108.12.11 

書院/辦理書院導生會

談 



經費類別 計畫項目 執行金額 具體辦理事項 使用效益 辦理時間 使用單位及用途 

經常門 學輔工作相關活動 175,000  

以高醫書院六大理念(溝通表

達、人際互動、團隊合作、融

匯創新、倫理關懷、持續學習)

為主軸辦理相關活動，包括各

書院共學日、培訓等相關課

程。 

五大書院(濟世、懷愛、傳習、日新及厚

生書院)透過各項符合書院理念的活動辦

理，藉以培養書院生各面向軟實力，並

增進對書院之認同感，強化團隊合作及

溝通表達，也增進師生情感。 

108.03.11-

108.12.18 

書院/辦理五大書院各

項軟實力培育活動 

  1,8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