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教育部獎(補)助私立大專校院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特色主題計畫_105 年度執行成效報告表  

申請單位 中山醫學大學 
填表人/聯絡人 

姓名 簡慧曇 

特色主題名稱 
中山有品、活

力關懷  

e-mail cs1221@csmu.edu.tw 

電話 04-24730022 轉 11221 

傳真 04-24733228 

地址 
402 臺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 號學

務處課外組 

申請主題

分類 
  

經費來源及總經

費比例 

本部核定補助金額 (A)： 

166,250 元 

本部補助款金額占總經費比例(%)：

78.4%  

學校提列配合款金額(B)： 

45,850 元 

學校提列配合款占總經費比例(%)：

21.6% 

總金額(A + B) 212,100 元 

 

經費明細表 

 

計畫內

容 

概算金額 實際金額 

具體措施 執行成效 參加對象及人數 辦理時間及地點 檢討及建議 本部獎

助款 

學校

配合

款 

本部獎

助款 

學校

配合

款 

願    景：三、培養具良好品德的社會公民 

工作目標：3-1 建立多元文化校園與培養學生良好品德與態度 

有品真

讚  

16,180  4,150  16,264  4,066  建立品德教育網頁，辦

理品德楷模表揚，置作

品德小語看板置於主要

進出口。 

1.製作品德小語人形立牌 10 個置於教學大樓主要出

入口，提醒學生於日常生活中注意 禮節，以深植禮

貌教育於學生日常生活中。 2.設置學務處品德教育

公布欄專區，發揮境教的功能。 3.製作「尊師重

道、課堂禮儀」之標語及海報 2 張，從最基本的課

堂禮儀做起， 使能由外而內，逐步感化以增進師生

情誼，建立優質校園倫理。   

全校師生約 7000

人 

5-6 月間於校內辦

理 

加強本校學生品德教育之實施，增進學生對

當代品德之核心價值及其行為準 則，具有思

辨、選擇與反省，進而認同、欣賞與實踐之

能力。並藉以喚起全 體教職員工生對當代品

德之重視與體現，建立校園優質文化之方向

與願景，以形塑「誠、愛、精、勤」之校園

文化，培養術德兼備之青年。 

 

願    景：三、培養具良好品德的社會公民 

工作目標：3-1 建立多元文化校園與培養學生良好品德與態度 

中山有

「攝」  

26,600  9,000  26,516  9,084  以關懷為主題辦理攝影

活動，並辦理評比 

1.以「愛與關懷」為主題辦理攝影比賽，以學校生

活圈為主，鼓勵學生可利用智慧型手機踴躍參賽，

全校師生約 1500

人 

10-11 月於校內辦理 1.從生活週遭人、事、物的「關懷」，進而培

養同學對事的興趣、對人的 感恩及對物的尊

 

table16/uploadFiles_normal/images/teacher17/fileteacher17465.doc
table16/uploadFiles_normal/images/teacher17/fileteacher17465.doc


優勝作品之照片公佈學校網站與公佈欄，讓每位學

生都能夠欣賞。 2.邀請校外具美術及攝影專長之老

師於 11 月 22 日進行評審，評選優良之作品於 12 月

21 日全校週會由校長頒獎，並公開展示。 3.藉由攝

影比賽讓學生激起對美學的欣賞，同時也營造一個

友善且令人感受到對生命關懷的校園。   

重，也能使其學以致用、發揮潛能。 2.使本

校學生建立正確的品德價值觀，深入思索個

人與自己、個人與 群體、個人與社會之間的

關係，以深化人文素養以及提升道德及品

格。  

願    景：三、培養具良好品德的社會公民 

工作目標：3-1 建立多元文化校園與培養學生良好品德與態度 

關懷天

使  

40,880  9,900  40,880  9,901  1.關懷天使培訓課程共

計 5 場。 2.關懷天使出

隊服務使用媒材。  

共辦理 2 場小團體體驗課程，3 場訓練課程分別為

個別輔導技巧與個案概念化、藝術媒材在情緒困擾

青少年之應用、桌遊在青少年輔導之運用滿意度，

平均滿意度 95%。  

共計 449 人次關

懷天使參加。 

105 年 04 月 5 日-

105 年 05 月 31 日

(團體諮商室) 105

年 04 月 5 日- 105

年 05 月 31 日(團體

諮商室) 105 年 06

月 26 日(正心樓

0516 教室) 105 年

05 月 15 日(正心樓

0516 教室) 105 年

05 月 14 日(正心樓

0516 教室)  

1.在經費的挹注下，關懷天使的課分成進階和

初階，無論是第一年參與，或是參加多年的

學生們都能有更適切的學習內容，獲益良

多，建議未來課程規劃沿用進階和初階課程

規劃。 2.課程講師多為諮商心理師，建議在

講師背景的挑選上，可以更多元，讓學生有

不同的思考與學習。  

 

願    景：三、培養具良好品德的社會公民 

工作目標：3-1 建立多元文化校園與培養學生良好品德與態度 

減碳淨

山  

41,030  10,800  41,030  10,800  辦理登山健行及自行車

騎乘活動 

辦理減碳淨山-日月潭健走活動，向同學們宣導垃圾

不落地，資源回收做環保。並且推行節能減碳，以

健走代替交通工具。同學們踴躍參加，且反應熱

烈。  

全校教職員共計

189 人參加。 

105 年 11 月 26 日

日月潭。 

在活動後半段遇到下雨，雖然大家受下雨影

響不大，但未來規劃下雨備案，讓活動更加

完善。 

 

願    景：三、培養具良好品德的社會公民 

工作目標：3-1 建立多元文化校園與培養學生良好品德與態度 

愛的真

諦  

41,560  12,000  34,510  11,600  1.辦理相關講座、謝師

禮讚和母親節感恩傳情

活動，培養學生對週遭

人群、動物和環境的關

懷與感恩。 2.辦理服務

學習實作體驗工作坊，

帶領學生至社區或社會

福利機構進行服務活

動，除建構服務觀念，

並加強反思帶領，提升

學生對服務學習意涵之

瞭解，提升對社區與國

愛的真諦計畫共辦理六次活動，辦理相關講座共三

場，服務學習與社會關懷活動共二場，中小學關懷

服務學習活動共一場。 其中內含 1.譚艾珍女士之動

物關懷講座、2.朱家安生活感念及感思講座，以及

改邪歸正戒毒者貼身實錄經驗分享講座—3.為愛發

聲。 帶動中小學及社區服則是複合醫技系學會、醫

療服務隊、公衛隊組成 4.暑期愛心服務隊。還有 5.

惠群社文化服務隊及 6.醫療服務隊帶動中小學活動

也個別進行一場次之帶動中小學關懷活動。   

1.本校師生共 50

位 2.本校師生共

60 位 3.本校師生

共 160 位 4.本校社

團學生及校外單

位服務對象共約

500 位 5.本校社團

學生及服務對象

共約 100 位 6.本校

社團學生及服務

對象約 120 位  

1.105/05/11 實驗大

樓一樓演講廳 

2.105/12/72 杏樓一

樓教室 3.105/12//22

實驗大樓一樓演講

廳 4.105/07/01-

105/07/25 安德烈弱

勢救食物銀行、台

中市清水國小、彰

化溪洲。 

5.105/12/24、25 台

中烏日國小 

一、講座：社團舉辦活動應注意與講師密集

聯絡，讓講者知道活動的細流，讓老師們好

掌握時間，使活動內容可以更充實；以及掌

握時間的分配，使活動能更加的順利進行。 

二、服務學習與帶動中小學：營隊舉辦之課

程內容設計可不只針對國小學齡小朋友，希

望下次可以擴展到教育更高齡的學生，可讓

更多人參加，召集參加者應宣傳更積極與密

集一點，提高能見度， 志工應該更積極並投

入活動，志工行前說明會應準備紙本資料給

志工(包含電訪注意事項、當天注意事項、攜

帶的東西) ，參加地點須事先與館方接洽與聯

 



際的關懷與感恩。 3.辦

理中、小學各類營隊和

大手攜小手關懷服務學

習活動，讓參與學生把

關懷與感恩的心自然地

從小扎根。  

6.105/10、17 台中

永春國小  

繫相當重要，要確認當天活動的人數、場

地、及其他細部因素。 

全部工

作項目

金額總

計 

166,250  45,850  159,200  45,4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