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年度獎勵整體校務發展計畫配合款 1.6%工作執行成效  

項次 計畫項目 執行金額 具體辦理事項 執行成效/使用效益 
參加對象/人數 

(使用單位/用途) 
辦理時間/地點 檢討及建議 

1 
學生社團器材及

共用雜項購置 
16,900  

1 購置沙鈴、 響棒、樂器架  

2.購買有線麥克風 

1.管樂社盛發極權過學生音樂比賽使用。 

2.提供所有社團活動使用。 

1.管樂社 

2.所有學生社團 

108.12.04 

108.12.11 
使用良好 

3 印製社團刊物 8,568  
1.ACG 研究社社團刊物出版 

2.河洛學社刊物出版 

1.社刊作為社團成果發表，並讓社員有個自

我創作發揮的平台，讓社員發揮所長，藉由

文字和繪圖形成構思、給予機會在創作舞台

上發表。並讓社員學習製作書籍的過程、細

節，合作完成社團之精華集結。 

2.邀請社員及社友分享所學心得，藉由社刊

推廣社團，讓對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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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社員及校內學生 

2.校內外師生  

108.11.26 

10..11.30 

1.大多社員屬第一次參與

製作，在格式方面不甚熟

悉，有出了一些錯誤，下

次會多加注意。 

2.此次出刊十分順利。 

5 社團活動補助 18,132  

1.合唱團參加 42 屆全國醫學

院校合唱觀  

    摩會 

2.管樂及國樂聯合服務學習  

3.108-1 補助河洛學社演講活

動 

4.弦樂社辦理 108-1 弦樂社冬

季音樂會 

1.參加 108 年全國醫學院校合唱觀摩會，

為提升合唱團學生音樂人文素養。透過全台

灣所有醫學院校學生合唱團之表演、相互觀

摩及聯合演出讓更多人聆聽到美好的音樂。 

3.希望透過此次講座活動，吸引更多對社團

有興趣的學生加入研究中國傳統術數的行

列，並一同在社團中服務、學習與成長，並

提升社團向心力及彼此情感。 

3.藉此冬季音樂會，將一整個學期的社課成

果呈現給前來聆聽的觀眾，並以不同形式傳

達弦樂之美。 

1.校內外師生/200

人 

2.校內外師生/180

人 

3.校內外師生/200

人 

108.05.25-26 

108.11.24 

108.12.2 

108.12.5 

1.主辦單位之資訊傳達須

更明確 ，時間安排須加

入各因素以考慮周詳。 

2.大致還好，闈場不延誤

時間，下次改善。 

3.活動與轉場安排可以說

是非常順利，但聽眾們反

映主持人麥克風未關的問

題，在下次音樂會將多加

注意。 



108 年度獎勵整體校務發展計畫配合款 1.6%工作執行成效  

項次 計畫項目 執行金額 具體辦理事項 執行成效/使用效益 
參加對象/人數 

(使用單位/用途) 
辦理時間/地點 檢討及建議 

11 
107 學年新舊社

長交接活動 
18,150 108 學年度新舊社長交接活動 

舉辦此大型盛典讓社團的學生義氣共襄盛

舉，並由公開頒獎活動展現各個社團努力的

成果，也希望藉由此次提升各個社團的向心

力。。 

新舊任社長及輔導

老師/350 人 

108.05.28/國研大樓 B

廳 

各社團參加踴躍，唯輔到

老師參與率不高，我們會

再努力。  

12 
社團經營與發展

研習會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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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輔導老師/40

人 

108.11.23-24 

/台東知本 

社團老師於活動中討論熱

烈，透過經驗分享與實務

上的交流，彼此激盪出不

同火花，凝聚共識暨充實

輔導知能，許多老師表示

希望未來能多舉辦此類型

活動。 

16 
畢業生優秀獎項

獎狀 
53,850 

106 學年度畢業生優秀獎項獎

狀製作及套印 

畢業生優秀獎項目的為培養學生德、智、

體、群四育均衡發展之優秀人才，今年共頒

發 384 人次。 

課外活動組 

/頒發畢業生優秀 

獎項 

 108.03-108.06 

/學務處 
使用成效良好 



108 年度獎勵整體校務發展計畫配合款 1.6%工作執行成效  

項次 計畫項目 執行金額 具體辦理事項 執行成效/使用效益 
參加對象/人數 

(使用單位/用途) 
辦理時間/地點 檢討及建議 

17 
108 年度社團基

本運作費 
361,435 

107 學年第 2 學期及 108 學

年第 1 學期之學生社團基本運

作費補助 

為提升及獎勵社團運作功能，依當年社團全

校年度評鑑成績區分，每學期給予特優社團

3000 元、優等社團 2500 元、甲等社團

2000 元及乙等社團 1500 元。 

107-2 學期計有 86 社團申請，共計核發

19 萬 5,070 元整，108-1 學期計有 80 社

團申請，共計核發 16 萬 6,365 元整。 

課外活動組 

/提供學生社團基

本運作經費 

108.03.01-108.06.30 

108.09.01-108.11.30/

學務處 

因有社團基本運作費經

費，提升及獎勵社團運作

功能與校內評鑑品質。 

18 

績優社團幹部獎

學金評審費及雜

支 

10,191  
遴選 107 學年度績優學生社

團幹部獎學金 

107 學年度績優社團幹部獎學金評審老師計

4 位校內老師及 1 位校外評審，評審費每人

2,000 元，含補稱健保費共計 10,191 元。 

課外活動組 

/績優學生社團幹

部獎學金評審費 

108.09.20-108.11.31/

學務處 

透過校內外多位評審評

分，令績優學生社團幹部

獎學金更加公平公正。 

19 
社團外聘指導老

師費用 
393,192 

107 學年第 2 學期及 108 學

年第 1 學期之學生社團外聘指

導老師費用 

補助社團聘請校外指導老師費，提升社團本

質技巧能力，每一社團每一學期至多補助

20 小時。 

107-2 學期計有 36 社團申請，含補充健保

費共核發 19 萬 9,960 元整。 

108-1 學期計有 35 社團申請，含補充健保

費共核發 19 萬 3,232 元整。 

課外活動組 

/補助學生社團外

聘指導老師費用 

108.03.01-108.06.30 

108.09.01-108.11.31/

學務處 

補助學生社團外指導老師

費，可減輕社員負擔，並

維持學生社團正常運，吸

引更多學生入社。 



108 年度獎勵整體校務發展計畫配合款 1.6%工作執行成效  

項次 計畫項目 執行金額 具體辦理事項 執行成效/使用效益 
參加對象/人數 

(使用單位/用途) 
辦理時間/地點 檢討及建議 

20 
宣導生輔組宣導

品 
30,000 

印製弱勢助學措施之紙磚便條

紙 

配合生輔組弱勢相關業務，製作宣導品介

紹、推廣各項助學措施，提升本校學生瞭解

校內外助學資源及管道。 

全校學生/1000 人 
108.09.02/綜合集會廣

場 

透過弱勢助學推廣之紙磚

便條紙，加強學生瞭解校

內外助學資訊及管道，效

益良好。 

21 

僑生新生研習、

輔導座談暨文化

體驗活動 

28,823 

1.辦理多元文化嘉年華(僑生

週)活動。 

2.辦理「涵養鄉土文化素養研

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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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生社團幹部、

僑生及其他學生

/1200 人 

2.本校僑外生、師

長/83 人 

(1)108.03.6-

108.03.15/校內國研廣

場、郵局前 

(2)108.11.16/鵝鑾鼻、

枋山鄉、海生館 

(1)僑生週開幕典禮特別

邀請攻頂聯盟學校中山大

學僑生作各國傳統服飾走

秀及印度傳統舞蹈，深獲

好評。 

(2)文化研習活動活動經

費使用允當，不須同學自

付部分經費，致報名同學

非常踴躍。 

(3)僑外生對於此次安排

興趣極高，遊玩性質較

高，建議應以台灣文化、

古蹟的參訪為主。 



108 年度獎勵整體校務發展計畫配合款 1.6%工作執行成效  

項次 計畫項目 執行金額 具體辦理事項 執行成效/使用效益 
參加對象/人數 

(使用單位/用途) 
辦理時間/地點 檢討及建議 

25 

健康檢查說明會

暨健康教育宣導

活動 

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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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大學部新生

/1119 人 

108 年 10 月 8、9、

14、15、17、18、

21、22、23 日/濟世大

樓 CS302 教室 

大學生戶外活動活躍，易

遭受蚊蟲叮咬，配合健康

檢查說明會時發放宣導品

(防蚊液)，期望透過宣導

品讓學生加深防疫知能，

落實防蚊宣導於日常生活

中，降低蚊媒傳染病的發

生。 

26 

生涯規劃及就業

輔導職涯相關活

動 

72,177 
印製生涯規劃及就業輔導 L 夾

以及原子筆文宣品 

配合辦理社團嘉年華，製作職場六大軟實力

相關文宣品，宣導培養就業軟實力，及畢業

前就業完整準備。 

全校學生/1200 人 
108.09.02/第一教學大

樓廣場 

學生使用實用性文宣品，

並且對就業軟實力的培養

更加熟悉且願意投入，效

益良好。 

27 生涯主題座談 59,000 
108 年度共計辦理 46 場次，

738 人參加。 

培育學生對於生/職涯教育等非正式課程有

更進一步的認識，導師可與班上同學於導師

生聚會時進行生涯規劃或職涯發展主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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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各系學生/738

人 

108.03.01-108.11.30/

本校教室/會議室 

導師能與學生有更多機會

進一步深入探討職涯相關

議題，深受師生的的正面

肯定，希望未來仍可以繼

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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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實施校外賃居學

生訪視時配合宣

導，增進賃居安

全。 

16,000 

1.依教育部 108 年大專校院推

動學生校外賃居安全活動計畫

及本校深化推動賃居安全實施

計畫辦理。 

2.協助部分校外賃居同學，檢

視其賃居處所環境安全， 宣

導賃居注意事項，並關心同學

居住狀況。 

購置校外賃居安全宣導口罩，均印製「安裝

住宅火警報器重要性及租屋要小心，簽約要

細心，居住更安心」；及內政部消防署防災

網、崔媽媽基金會網頁 QR code，發送賃

居訪視學生，以達宣導實效。 

本校學生/5000 人 
隨教官及校安人員時施

賃居訪視發放宣導 

賃居安全訪視，利用發送

宣導品有加乘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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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防制學生濫物濫

用活動宣傳品及

相關宣傳海報、

旗幟、活動成果

展等 

10,000 

1.依據教育部 107 年 12 月 3

日臺教學(五)字第

1070205484 號函「教育部大

專校院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服務

學習模式方案」，辦理本校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學習模

式」宣導活動 

2.本校針對社區及偏遠地區國

中小校，推動防制學生藥物濫

用服務學習模式 。 

3.針對本校師生及春揮社成員

辦理藥物濫用防制研習，使其

具有反毒宣導之知能。 

購置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反毒宣導口罩，內含

印製「拒絕毒品反轉毒害 4 行動」及教育

部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資源網、本校春暉社

FB-QR ，宣導時發送學生，以達宣導實

效。 

本校學生、高中職

學生、國中小學

童、幼兒學童

/1955 人 

1.108.3.8-9/本校郵局

前廣場 

2.108.3.29/本校 CS-

201 教室 

3.108.5.17/本校 CS-

302 教室 

4.108.5.22/高雄市桃源

區寶山國小 

5.108.6.5/本校附設幼

兒園 

6.108.7.1-5/本校綜合

球場 

7.108.7.8-12/本校醫學

系 

8.108.9.11/本校郵局前

廣場 

9.108.9.24/本校 N-

111 教室 

10.108.11.13/本校 CS-

302 教室 

11.108.12.16/高雄市興

糖國小 

1.在校園配合防制學生藥

物濫宣導活動時，發放本

宣導品，有實用價值。 

2.至國中小學校實施防制

學生藥物濫用宣導，發送

宣導品有加乘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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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計畫項目 執行金額 具體辦理事項 執行成效/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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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交通安全教育宣

導 
25,000 

1.友善校園週交通安全教育宣

導。 

2.配合各次交通安全教育講座

及活動發放宣導袖珍面紙包。 

3.印製大幅帆布標語及珍珠板

看板懸掛於地下停車場，提醒

進出車輛注意交通安全。 

1.印製交通安全宣導傳單發送同學宣教。 

2.製作交通安全宣導袖珍面紙包 2000 包。 

3.印製大型帆布交安標語五幅，大型珍珠板

看板二幅。 

本校學生/1000 人 

本校學生/2000 人 

本校師生/6000 人 

1.108.03.07 友善校園

週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1.108.04.30/108.05.28

/108.10.29/108.11.18

交通安全教育講座。 

2.108.02.26/108.12.02

懸掛帆布標語及珍珠板

看板。 

1.配合學期初始之友善校

園週宣導，提醒同學注意

交通安全。 

2.配合講座發放袖珍面紙

包，延續交通安全宣導效

果。 

3.懸掛標語及看板加強師

生交通安全觀念。 

34 
學生輔導工作知

能提升活動 
7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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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導師/學務/學

輔工作人員/80 人 

108.11.23-108.11.24/

台東縣東台溫泉飯店 

1. Fantastic! 

2. 很棒的活動，可以提

升導師輔導知能，又能紓

壓，希望學校能持續辦

理，謝謝！ 

35 心理衛生宣導 40,000 

製作心理衛生概念宣導手提

袋，以探索真實自我為意象，

提升學生自我覺察之動機。 

辦理一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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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度達

98% 

本校學生/500 人

次 
108.11.11/郵局前廣場 

因活動辦理日期串聯本中

心輔導週活動，宣傳效益

高，學生亦反映透過多元

主題之心理衛生及情緒覺

察活動，協助自我審視自

我狀態及提升行動之動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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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心理健康活動 20,000 

1.108 年度心理成長團體(1)

「把話勇敢說出口」人際關係

工作坊。 

2.108 年度心理成長團體(2)

「找回幸福」靜心療癒團體。 

3.108 年度心理成長團體(3)

「大學生的性與愛」情感教育

工作坊。 

4.108 年度心理成長團體(4)

「遇見真實的自己」靜心療癒

團體。 

1.滿意度 97.33% 2.滿意度 92.94% 3.滿意

度 90.0% 4.滿意度 90.26% 

1.本校學生/20 人  

2.本校學生/80 人 

3.本校學生/20 人 

4.本校學生/80 人 

1.108.4.30/書院心園 

2.108.4.26-6.21 每週

五/心園 

3.108.10.21 多功能教

室 

4.108.10.25-12.20 每

週五/功能教室。 

持續辦理 

38 
學生事務與輔導

工作宣導品 
120,000 

配合學校大型活動，宣導學生

事務與輔導工作項目之認知 

108 年度配合學校大型活動，宣導學生事務

與輔導工作項目之認知，讓學生了解學生事

務各項業務，並使有需求的 學生獲得適切

輔導。 

本校學生/1,500

人 

108.09.03/本校綜合集

會場 

提升學生對本校學務工作

認知有所助益，持續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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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書院導生會談 127,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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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自我未來的學習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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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大一書院生 

107-2 學期/1248

人 

108-1 學期/1202

人 

學習助理/17 人 

書院導師/53 人 

108.03.04-108.12.11/

本校教室&會議室 

由於書院秉持跨系共學之

理念，每一小家之成員來

自各系所，也因此在辦理

家聚的時間大多利用中午

時段舉行。但部分意見反

映中午時間較短，無法與

同學或是師長深談，往後

建議導師可盡量安排在晚

間時段。 

40 書院活動 1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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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養書院生各面向軟實力，並透過活動中的

團隊合作與溝通表達，增進院生對書院之認

同感，也增進師生情感。 

1、濟世書院共辦理高雄知性之旅等 3 場活

動 

2、懷愛書院共辦理城市探索-打狗趣等 4

場活動 

3、傳習書院共辦理大學生的錦囊妙計等 5

場活動 

4、日新書院共辦理閱讀科學等 4 場活動 

5、厚生書院共辦理烹『閩』學堂等 4 場活

1.全體書院生

/1186 人 

2.書院導師/53 人 

108.09.16/ 康樂室 

108.09.26/ 康樂室 

108.10.23/ 營養學教

室 

108.10.31/ 新館交誼

廳 

108.11.16/ 西子灣-駁

二、旗津 

108.09.17/ 康樂室 

108.09.27/ 康樂室 

108.09.07/ 西子灣、

棧貳庫、旗津 

108.10.24/營養學教室 

1.之前同學填寫問卷有提

到「希望可以事先告知會

動態活動，應著輕便服裝

及運動鞋」，於本學期的

活動中及時改善，同學覺

得這點非常優秀又有效

率，而且真的讓同學有種

被聆聽被尊重的感覺，未

來會更願意參加書院的活

動。 

2.建議書院可舉辦更多元

的活動，因些許活動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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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6、總院辦理體驗式學習共學日共 10 場次 

108.11.15/ 高醫桌球

室 

108.12.23/ 新館交誼

廳 

108.09.18/ 康樂室 

108.09.23/ 康樂室 

108.10.15/ 營養學教

室 

108.10.30/CS205 

108.11.16/ 高雄市鹽

埕區 

108.10.29/新館交誼廳 

108.12.10/ IR301 

108.09.19/ 康樂室 

108.09.24/ 康樂室 

108.09.18/ 康樂室 

108.09.25/ 康樂室 

108.10.20/ 科工館 

108.10.30/ 康樂室 

108.09.20/康樂室 

108.09.25/康樂室 

108.10.14(一) 營養學

教室 

108.10.21(一) A3 教室 

限制的關係，因此活動參

與人數會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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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28(一) CS 211 

108.12.23(一) 郵局下

廣場 

資本門 
學輔工作相關設

備 
10,000 購置相機 

舊相機已不堪使用，購置新機提供社團活動

拍照使用。 
所有學生社團 108.12.05 使用良好 

    1,8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