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醫學大學福智青年社 

107 學年度教師節系列活動成果報告 

一、活動名稱 

老師，謝謝您! 

二、目的 

(一) 倡導學生重道精神，提升教育倫理學風。 

(二) 透由活動喚起學生內心對老師的感恩，增進師生間的情感交流。 

(三) 建立學生尊師愛師的觀念，進而培育學生謙讓有禮的美德。 

三、指導單位：教育部品德教育深耕計畫、高雄醫學大學學生事務處課外組 

    主辦單位：高醫福智青年社 

    社團指導老師：鍾昆原老師 

四、活動時間： 2018 年 9 月 20 日、9 月 21 日 

五、對象：高雄醫學大學全校師生以及周圍社區民眾 

六、活動方式： 

    本次活動為營造同學感恩老師的氣氛，藉免費謝師卡代送及代寄的服

務，推廣已漸漸被遺忘的教師節，希望同學可藉此升起感恩的心。另外藉由

敬師感恩餐會，用歌聲表達我們對師長的感恩，創造充滿愛與關懷的校園。  

 

 



 

愛與關懷-卡片謝師恩 

 活動日期：2018 年 9 月 20.21 日(禮拜四、五) 

 活動時間：中午 11:00~14:00 

 活動地點：品德走廊 

 活動規劃：     

  在校園擺攤，提供精美謝師卡片讓同學領取，藉由親手寫的卡片，感謝

一路走來之國小、國中、高中、大學之老師，卡片完成後，可選擇自行送

卡片或者置於活動攤位特設之『愛的信箱』，『愛的信箱』提供免費寄送服

務，期待可讓同學的感恩心意傳到每個角落。 

  本活動從卡片到郵寄一律免費，目的是為了能盡量讓同學練習如何表達

感恩，不要有後顧之憂，並讓善的氣息傳達出去！ 

  另外教師節當天會發放花束給同學，讓同學表達感謝之意！ 

 工作人員排班表： 

高雄醫學大學 107 學年度【教師節系列活動－卡片謝師恩】班表 

活動時間：9/20、9/21 早上 10:30－下午 14:00 

活動地點：品德走廊 

                  日期 

時段 

9/20(四) 9/21(五) 

10:30~11:00 

前置 

袁葇、光涵 光涵、鼎鈞 

11:00~12:00 

擺攤 

姿婷、光涵、袁葇 光涵、亞晴、鼎鈞 

 

12:00~13:00 

擺攤 

晉宇、維謙、博生、鼎鈞 

華蓁、光涵、亞晴、袁葇 

姿婷、程瑋、韋婷、皇佑 

 

姿婷、鼎鈞、晉宇、華蓁、

博生、袁葇、光涵、亞晴、

皇佑、程瑋、韋婷、泓彬 

 

13:00~14:00 

擺攤和收攤 

姿婷、俊翰、鼎鈞、乃元、

子昀、馨心老師 

姿婷、鼎鈞 

華蓁、袁葇、皇佑 



 

 

 活動之質量化指標： 

透過卡片謝師恩的活動，發現其實在校園內，還是有許多同學是很想感謝

老師的，大部分的同學把對老師的感恩好好的記在心裡，卻沒有機會或因害羞

而不敢表達，藉由這次教師節卡片擺攤的活動，僅短短的兩天，就發出了約

500 張卡片。 

免費寄送卡片無國界，有許多國際交換生來臺灣讀書特別感謝家鄉師長幫

忙，而收到海外學生寄的卡片也格外有意義，即便郵資較貴，仍堅持要幫忙把

這份心意傳遞出去。此外，其中一部分的卡片也透由工作人員親自將卡片送到

老師手上，很多老師收到卡片時，內心所散發出來的喜悅，是很令人印象深刻

的。 

 活動檢討與改進： 

優：社團成員都很用心參與，大家通力合作！儘管今年人力比較少，但

學長姐仍然盡力撥空支援，還是順利的一起承辦這個殊勝的活動。此外，參

與成員不僅是現前社團成員，就連畢業的學長姊與老師們，都樂意回來幫

助。大家用微笑和熱情，讓同學的感恩心意傳到每個角落。 

缺：此次活動因為辦在開學第一週，因此準備工作略顯倉促，之後應當提

早做好活動前的籌備，讓活動可以更加完善。明年尚可新增網路上的宣傳，使



 

更多人知道這個發揚善心的活動，讓大家學習去感恩身邊的人。 

 結語： 

這個活動是很有意義的，同學們也從這次活動中得到許多體會，希望 

未來可以持續下去，相信這次的活動會為校園種下感恩的種子，願高醫可以早

日成為一個愛與關懷的校園。 

 活動心得： 

感恩，是貫徹本次活動的核心思想，從一開始大家因為剛開學手忙腳亂倉

促訂下時間到活動圓滿落幕，在大家身上看到了太多功德也學習了不少。活動

期間，犧牲自己空閒時間來場地佈置的夥伴，下午有課還沒吃午餐卻在攤位熱

情服務的各位，以及最後留下來善後，場地復原的大家，在攤位的努力真的值

得給予最熱烈的掌聲。除了感謝師長及同學們的努力，也感謝高醫提供那麼好

的機會讓我們散播希望的種子。 

 福青社一直是一個與眾不同的社團，雖然我們活動本身可能沒那麼吸引

人，但我們吸引人的點就是「人」，回饋單不少同學都提到工作人員態度親

切，面帶微笑等等，這正是我們的精神！傳播卡片是表面，散播正面的力量並

創造友善校園才是本活動的主旨，感恩大家的耕耘，相信下次福青能呈現更豐

碩的成果。 

  



 

 活動剪影： 

 

 



 

 

 

 

 



 

七、活動組織 

․總召：林晉宇（牙醫五） 

․副總召：張程瑋（牙醫二） 

․工作人員組織圖： 

 

 

 

 

 

 

 

 

 

 

 

 

 

 

 

 

 

 

 

 

 

 

  

總召 

牙醫五 林晉宇 

副總召 

牙醫二 張程瑋 

關懷組 

內-社團成員 

醫學四 王姿婷 

牙醫五 陳彥均 

外-校內師長 

醫學六 盧俊翰 

醫學六 邱泓彬 

行政組 

資材－ 

醫學五 洪維謙 

餐飲－ 

醫學四 李博生 

醫放三 王亞晴 

活動組 

記錄－ 

醫學三 黃鼎鈞 

教學－ 

生物四 吳光涵 

活動規劃－ 

醫學三 袁葇 

宣傳組 

宣傳- 

醫學四  李博生 



 

八、滿意度問卷分析： 

卡片謝師恩回收問卷數： 337 份   

項目 平均滿意度 

◎本次活動呈現的滿意度 非常滿意:73%  滿意:27%  尚可:0%  不滿意:0%  

◎本次活動的節目內容滿意度 非常滿意:74%  滿意:26%  尚可:0%  不滿意:0%  

◎本次主題設定與授課內容的一致性 非常滿意:68%  滿意:32%  尚可:0%  不滿意:0% 

◎本次活動時間的安排 非常滿意:74%  滿意:26%  尚可:0%  不滿意:0% 

◎本次活動地點的安排 非常滿意:66%  滿意:34%  尚可:0%  不滿意:0% 

◎本次活動對您本身有所助益 非常滿意:69%  滿意:31%  尚可:0%  不滿意:0% 

◎整體而言，對本次活動的滿意度 非常滿意:71%  滿意:29%  尚可:0%  不滿意:0% 

心得與建議之彙整： 

1. 謝謝主辦單位的用心，送老師卡片時可再加一朵花 

2. 希望活動時間提早一點、長一點。 

3. 很貼心、而且幫忙寄送的服務很棒~ 

4. 這個活動很棒，希望以後還有，卡片很可愛 

5. 可以寫給我好久沒聯絡的老師，加上是免費的 

6. 可以表達對老師的感謝，很有意義 

7. 能勇敢說愛，親手寫卡片、寄給想念的人 

8. 希望卡片樣式可以再多一點，也可以用跟節日相關的卡片，生日卡 

填卷者基本資料： 

學院 
醫學院 口腔醫學院 藥學院 護理學院 健康科學院 生命科學院 人文科學院 其他 

96 14 42 28 31 56 42 28 

身分 
教師 職員 學生 教學助理 研究助理 其他  

1 9 310  9 10  

學制 
大學部 研究所 其他 

 
315 11 11 

性別 
男 女  

116 221  



 

十二、活動支出： 

高雄醫學大學 教育部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計畫 結算表 

辦理單位 福智青年社 活動名稱 老師，謝謝您! 

辦理日期 

起    訖 
2018/9/20-9/21 活動地點 品德走廊 

經費來源 教育部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計畫 

項次 科 目 品名 單價 數量

學輔經費補助款 備註 

預算金額 結算金額 餘絀金額  

1 印刷費 宣傳海報 350 5 1750 1350 -400 
 

2 印刷費 回饋單 0.5 1000 500 300 -200 

3 印刷費 卡片 5 1500 7500 7875 375 含 5%營業稅 

4 印刷費 宣傳單 0.5 200 100 50 -50   

5 印刷費 配送單 12 2 24 0 -24    

6 印刷費 活動看板 1960 1 1960 1848 -112 含 5%營業稅 

7 文具費 文具 2000 1 批 2000 2050 50   

8 活動費 花束 30 80 2400 3200 800   

9 郵資 郵票 800 1 批 800 353 -447   

10 餐費 工作人員便當 80 40 3200 3200 0   

小  計 20234 20226 -8   

合  計 20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