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環球科技大學110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概算表 日期：110.04.30

110年度教育部補助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概算表 【110.04報部修正版】

願景1  建構核心價值及特色校園文化

目標1-1建構核心價值，塑造具有特色之校園文化

策略1-1-1確立、倡導及釐定高等教育人才培育之核心價值

編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款
學校配合

款_獎金

學校配合

款_獎品
補助款 合計 辦理事項 參加對象及人數/場次 承辦單位 109-2 110-1 備註

1 優質社團核心活動 25,900 0 8,000 71,700 97,600
以辦理社團核心活動為主軸核心，辦理社團招新活動、

社團觀摩學習社團評鑑相關活動等。

本校學生社團、250人次/四

場次

課外活動與服務

學習組
V V

獎勵績優社團

學生會協辦

2
多元人才培育以形塑校園

自治特色
27,836 0 0 53,000 80,836

辦理校內與校際性社團活動─音樂展演等活動：

(一)COSPLAY角色扮演社三校聯合成果發表；

(二)音樂性社團聯合音樂會；

(三)社團期末感恩餐會。

師生及學生社團300人次/三

場次；(一)90人次、(二)60人

次、(三)150人次。

課外活動與服務

學習組
V V

3
提升和諧團結與營造友善

校園活動
25,852 6,000 0 30,000 55,852

進修部學生聯誼會辦理社團招募、新生創新表演暨社團

聯誼競賽，以提升學生團結合作與自信心。

進修部教師、學生社團計250

人/一場次
進修部學務組 V 獎勵績優社團

79,588 6,000 8,000 154,700 234,288

願景1  建構核心價值及特色校園文化

目標1-1建構核心價值，塑造具有特色之校園文化

策略1-1-2配合學校整體發展及學生特質，以建立具有特色之校園文化

編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款
學校配合

款_獎金

學校配合

款_獎品
補助款 合計 辦理事項 參加對象及人數/場次 承辦單位 109-2 110-1 備註

4 塑造校園藝術角落文化 38,950 0 0 46,300 85,250

各社團辦理藝文系列活動，如：各社團小型成果發表、

藝文欣賞、音樂表演、電影欣賞。藉由活動的過程中，

薰習藝文氛圍，提高生活水準及對美的鑑賞能力。

辦理校園藝文相關活動─藝術角落系列活動：

(一)二場熱輕音社表演活動；

(二)草地聯合音樂會。

師生300人次/三場次；

(一)150人次/二場次、(二)150

人次/一場次。

課外活動與服務

學習組
V V

5
培育校園特色團體及人才

系列活動
35,400 0 8,000 70,900 106,300

社團乃學生創意、活潑、學習、服務與回饋的管道之一

，鼓勵學生舉辦校內外活動，藉此學習活動籌劃，強化

參與社團動力、增加社團人表現機會、卓越活動內容，

培養領導特質及團體營運的合作精神。辦理培育校園特

色團體及人才之研習、展演、競賽等活動，以強化學生

多元才藝，呈現精彩環球校園生活：

(一)康樂性社團活動；

(二)社團創意研習活動；

(三)音樂展演活動。

師生及學生社團300人次/三

場次；

(一)100人次、

(二)90人次、

(三)110人次。

課外活動與服務

學習組
V V

*特色學輔計畫(特色說明：

擬辦理優秀社團研習及觀

摩賽、超新星戶外展演等

，經由競賽、表演及深度

研習，啟發學生展演的潛

能與自信，給予出色的社

團有再次提升能力、發光

發熱的舞台。)

74,350 0 8,000 117,200 191,550

辦理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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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科技大學110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概算表 日期：110.04.30

編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款
學校配合

款_獎金

學校配合

款_獎品
補助款 合計 辦理事項 參加對象及人數/場次 承辦單位 109-2 110-1 備註

願景2  營造友善校園並促進學生之自我實現

目標2-1營造安全校園生活

策略2-1-1維護校園安全之危機管理

編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款
學校配合

款_獎金

學校配合

款_獎品
補助款 合計 辦理事項 參加對象及人數/場次 承辦單位 109-2 110-1 備註

6

校園安全危機管理教育宣

導 9,000 0 0 5,000 14,000

辦理校園安全危機管理教育宣導系列活動:

(一)辦理住宿生地震避難疏散實地演練

(二)辦理住宿生滅火器、緩降機操作演練

(三)辦理國家防災日避難疏散演練

全校師生1200人次/三場次；

(一)500人次、(二)500人次、

(三)200人次。

軍訓室 V V

7 交通安全教育輔導措施 20,000 0 10,000 28,000 48,000

辦理交通安全教育宣導系列活動：

(一)事故處理SOP、路權與安全防衛駕駛。

(二)緊急煞車、變換路線等室外活動課程。

(三)進修部交通安全宣導活動。

全校師生380人次/三場次；

(一)100人次、(二)200人次、

(三)80人次。

軍訓室 V V
軍訓室、

進修部 (5,000元)

8 賃居安全教育宣導 9,000 0 0 9,000 18,000

(一)辦理房東租屋處所訪視(含消防安全及防盜等實務宣

導)

(二)租賃案例實務與居住安全教育宣導。

(三)放心租、安全住賃居安全宣導。

賃居生及房東220人次/三場

次；(一)20人次、(二)100人

次、(三)100人次。

軍訓室 V V

9
校園緊急聯絡方式及緊急

處置宣導
17,000 0 0 1,800 18,800

為使新生及校園住宿同學了解於校園內發生緊急事件時

，辦理聯絡方式及緊急處置的宣導活動。
本校新生及住宿生，500人。

生活輔導與勞作

教育組
V

55,000 0 10,000 43,800 98,800

願景2  營造友善校園並促進學生之自我實現

目標2-1營造安全校園生活

策略2-1-2毒品防制

編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款
學校配合

款_獎金

學校配合

款_獎品
補助款 合計 辦理事項 參加對象及人數/場次 承辦單位 109-2 110-1 備註

10 反毒反黑反霸凌教育宣導 11,850 0 8,000 10,000 21,850

反毒反黑反霸凌創作教育宣導及專題演講活動。

(一)辦理109-2、110-1學期反毒公益宣導活動。

(二)辦理反毒宣講活動

師生250人/二場次

(一)150人次

(二)100人次

軍訓室 V V

11,850 0 8,000 10,000 21,850

願景2  營造友善校園並促進學生之自我實現

目標2-1營造安全校園生活

策略2-1-3菸害防制

編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款
學校配合

款_獎金

學校配合

款_獎品
補助款 合計 辦理事項 參加對象及人數/場次 承辦單位 109-2 110-1 備註

11 菸害防制專案活動 9,500 5,000 4,500 8,500 18,000
辦理菸害防制宣導及講座活動─反菸小天使之無菸

校園宣導、專業講師的戒菸輔導課程。
師生200人次

健康與諮商中

心
V V

9,500 5,000 4,500 8,500 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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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科技大學110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概算表 日期：110.04.30

編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款
學校配合

款_獎金

學校配合

款_獎品
補助款 合計 辦理事項 參加對象及人數/場次 承辦單位 109-2 110-1 備註

願景2  營造友善校園並促進學生之自我實現

目標2-2促進及維護健康

策略2-2-1疾病之三級預防及健康環境之維護

編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款
學校配合

款_獎金

學校配合

款_獎品
補助款 合計 辦理事項 參加對象及人數/場次 承辦單位 109-2 110-1 備註

12 急救訓練 4,500 0 0 27,500 32,000 辦理急救訓練，加強事故傷害防治 師生100人次/三場次
健康與諮商中

心
V

13 校園健康與防疫 1,000 0 1,000 6,000 7,000 辦理健康飲食、校園防疫宣導 師生120人次/二場次
健康與諮商中

心
V V

14 推動健康身心活動 27,560 0 8,000 18,800 46,360

辦理健康身心研習活動

(一)健康身體訓練工作坊

(二)身心舒壓研習活動

師生300人次/三場次 體育室 V

33,060 0 9,000 52,300 85,360

願景2  營造友善校園並促進學生之自我實現

目標2-2促進及維護健康

策略2-2-2心理及問題行為之三級預防

編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款
學校配合

款_獎金

學校配合

款_獎品
補助款 合計 辦理事項 參加對象及人數/場次 承辦單位 109-2 110-1 備註

15

購置學生輔導相關書籍期

刊、心理測驗及憂鬱防

治、生命教育、性別等輔

導相關影音光碟

20,000 0 0 0 20,000
訂購輔導相關書籍及期刊、心理測驗及影片，以供全校

師生借閱運用。
師生約500人

健康與諮商中

心
V V

16
辦理高關懷檢測、生命教

育主題等活動
15,000 0 0 10,000 25,000

辦理高關懷檢測、生命教育講座、團體輔導或工作坊等

活動，及印製各類生命教育、心理衛生文宣。
師生約500人

健康與諮商中

心
V V

17 加強學生生命教育 14,200 6,000 0 13,800 28,000 生命教育講座、四格漫畫海報競賽及展出活動。 師生約120人

視覺傳達設計

系/

健康與諮商中

V

49,200 6,000 0 23,800 73,000

願景2  營造友善校園並促進學生之自我實現

目標2-3促進和諧關係

策略2-3-1落實性別平等教育

編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款
學校配合

款_獎金

學校配合

款_獎品
補助款 合計 辦理事項 參加對象及人數/場次 承辦單位 109-2 110-1 備註

18
辦理性別平等教育系列活

動
42,300 0 0 9,000 51,300

辦理性別平等相關宣導、團體工作坊等活動，及製作相

關性平文宣：(一)講座三場-情感教育與性別教育；(二)性

平文宣及影展活動；(三)親密關係團體、工作坊。

師生約600人次/三場次；

(一)300人次、(二)200人次、

(三)100人次。

健康與諮商中

心
V V

19
友善職場性別平等宣導講

座
28,000 0 0 0 28,000

辦理友善職場性別平等講座，使學生對職場上的性

別平等意涵有更深的認知，以避免性別差異、促進

工作平等。

師生60人

觀光與餐飲旅

館系/健康與諮

商中心

V 至少辦理二場次

20 大學新鮮人性平成長營 9,500 0 0 8,500 18,000

透過性別角色建構的多元性和觀點的分享，破除性別刻

版印象和對弱勢的歧視，培養學生具備批判性別議題的

能力，以及建構性別平等的概念。

師生50人

企管系學會、

企管系/健康與

諮商中心

V

79,800 0 0 17,500 9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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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科技大學110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概算表 日期：110.04.30

編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款
學校配合

款_獎金

學校配合

款_獎品
補助款 合計 辦理事項 參加對象及人數/場次 承辦單位 109-2 110-1 備註

願景2  營造友善校園並促進學生之自我實現

目標2-3促進和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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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款
學校配合

款_獎金

學校配合

款_獎品
補助款 合計 辦理事項 參加對象及人數/場次 承辦單位 109-2 110-1 備註

21 促進導師輔導知能 56,000 25,000 10,000 26,550 82,550

辦理全校導師意見交流、經驗傳承與輔導知能培訓

活動、評選優良導師及製作導師輔導資源。辦理學

生輔導工作專題講座、案例研討及工作坊等活動。

本校導師240人次/四場次，

預計辦理：

(一)導師會議暨導師知能研

習，90人；(二)導師知能研習

，30人；(三)導師會議暨導師

知能研習，90人；(四)導師知

能研習，30人。

健康與諮商中

心
V V 獎勵績優導師

22 辦理導師知能研習 28,500 18,000 8,500 0 28,500

辦理進修部導師知能研習強化導師功能，有效輔導學生

學習及生涯發展，促進師生和諧關係，並辦理優良導師

選拔。

進修部導師及教師50人 進修部學務組 V 獎勵績優導師

84,500 43,000 18,500 26,550 111,050

願景2  營造友善校園並促進學生之自我實現

目標2-3促進和諧關係

策略2-3-3同儕及人群關係(社團與宿舍生活輔導)

編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款
學校配合

款_獎金

學校配合

款_獎品
補助款 合計 辦理事項 參加對象及人數/場次 承辦單位 109-2 110-1 備註

23 環球樂力社團活動 17,864 0 0 16,336 34,200

辦理社團優質活動，促進社團和諧關係運作─社團凝聚

成果展、社團評鑑研習營、形塑社團校園藝術特色等，

展現社團樂活實力。

師生及學生社團100人次
課外活動與服務

學習組
V V 學生會協辦

24
宿舍生活輔導-住宿生座

談會
13,000 0 0 12,500 25,500 住宿生座談會

師長、宿舍自治會成員及住

宿生代表約300人次/二場次

生活輔導與勞作

教育組
V V

25
宿舍生活輔導-學生自治

管理研習
18,000 0 0 30,000 48,000

學生宿舍自治幹部管理研習:

(一)標竿學校精進學習、(二)幹部增能研習

宿舍自治會成員約90人次/二

場次

生活輔導與勞作

教育組
V V

26
宿舍生活輔導-學生自治

管理會議
11,000 0 0 14,000 25,000 學生宿舍自治管理會議

師長、宿舍自治會成員及各

棟代表約120人次/二場次

生活輔導與勞作

教育組
V V

27
宿舍生活輔導-促進住宿

生人際關係活動
35,500 13,500 10,000 29,500 65,000

辦理促進住宿生人際關係活動：

(一)寢室整潔宣導活動、(二)品德教育實踐活動、(三)多

元才藝學習課程。
住宿生500人次/三場次

生活輔導與勞作

教育組
V V

28 班級及社團師生座談 4,500 0 0 4,500 9,000 辦理師生座談，有效建立師生關係與協助班級經營。
進修部各班學生代表、師長

與工作人員，合計60人
進修部學務組 V

29 學生聯誼會幹部研習營 26,000 0 0 63,000 89,000
學生聯誼會辦理學生自治幹部研習營：

(一)專題演講 (二)小隊團體動力競賽 (三)師生座談會

進修部師長、學生聯誼會幹

部計120人
進修部學務組 V

30 進修部班級幹部研習營 21,800 0 0 33,200 55,000

辦理進修部的班級幹部知能研習營，由學生聯誼會辦理

活動規劃與組織經營研習，進而培養優秀學聯會幹部以

及領導與決策管理能力。

進修部師長、班級幹部計60

人/一場次
進修部學務組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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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科技大學110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概算表 日期：110.04.30

編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款
學校配合

款_獎金

學校配合

款_獎品
補助款 合計 辦理事項 參加對象及人數/場次 承辦單位 109-2 110-1 備註

31 領導知能探索教育研習營 13,600 0 0 31,400 45,000 辦理社團領袖傳承研習營，提升同儕合作與領導知能。
進修部社團指導老師、學生

社團幹部60人
進修部學務組 V

161,264 13,500 10,000 234,436 395,700

願景2  營造友善校園並促進學生之自我實現

目標2-4促進適性揚才及自我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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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款
學校配合

款_獎金

學校配合

款_獎品
補助款 合計 辦理事項 參加對象及人數/場次 承辦單位 109-2 110-1 備註

32 博雅通識閱讀寫作比賽 18,000 5,000 0 4,200 22,200
辦理「閱讀心得競賽」，為求本校學生養成閱讀風氣，

以提昇人文素養及語文能力。
學生100人

愛閱團/圖資處/

課外活動與服務

學習組

V V

33
VR節奏音樂互動競賽活

動
10,800 0 5,000 4,200 15,000

辦理「VR節奏音樂互動競賽活動」，讓參與者體驗新科

技的運用，進行音樂欣賞，並搭配各種節奏的互動，培

育參與者之節奏感；以及透過VR軟體程式之運用，利用

多媒體主題圖書資源，引發學生學習閱讀之興趣。

有興趣師生80人次
愛閱團/課外活動

與服務學習組
V

34
愛在幼保、事事相傳-繪

本說故事競賽
9,900 3,000 3,000 18,860 28,760

辦理「愛在幼保、事事相傳-繪本說故事競賽」活動，廣

泛閱讀視野及提升表達能力技巧。
學生80人次

幼兒保育系系學

會/課外活動與服

務學習組

V

38,700 8,000 8,000 27,260 65,960

願景2  營造友善校園並促進學生之自我實現

目標2-4促進適性揚才及自我實現

策略2-4-2辦理藝文活動，培養人文及美感素養

編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款
學校配合

款_獎金

學校配合

款_獎品
補助款 合計 辦理事項 參加對象及人數/場次 承辦單位 109-2 110-1 備註

35 增加校園繽紛色彩 11,100 0 0 8,900 20,000

設計極具人文藝術之主題專區，形塑校園藝術特色，以

提升校園的藝術性，結合師生創意巧思，透過合作分工

，同儕彼此鼓勵的力量，克服困難完成美化校園的作品

，增進學生對學校環境的認同感和參與感。

學生80人次

學生會、壁虎視

角社/課外活動與

服務學習組

V

36 環球好聲英 19,000 10,000 6,000 0 19,000

藉由英語歌曲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與主動學習之意願，

並透過英語歌曲淨化心靈，激發生命勇氣，增加對音樂

與藝術的感受力與創造力。

參與培訓40人、活動260人，

共計約300人次。

熱音社、通識教

育中心/課外活動

與服務學習組

V

30,100 10,000 6,000 8,900 3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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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科技大學110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概算表 日期：110.04.30

編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款
學校配合

款_獎金

學校配合

款_獎品
補助款 合計 辦理事項 參加對象及人數/場次 承辦單位 109-2 110-1 備註

願景2  營造友善校園並促進學生之自我實現

目標2-4促進適性揚才及自我實現

策略2-4-3辦理創意活動，培養學生創新及美感能力

編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款
學校配合

款_獎金

學校配合

款_獎品
補助款 合計 辦理事項 參加對象及人數/場次 承辦單位 109-2 110-1 備註

37

辦理「HAPPY GO GO

購」市集營運暨直播競賽

活動

10,000 5,000 0 18,000 28,000

(一)在校內進行市集擺攤之競賽活動

(二)對各攤位的商品銷售進行直播活動，並將直播內容傳

送到「行銷好好玩、好好玩行銷」粉絲專頁裡進行點讚

活動。

全校師生，市集擺攤學生84

人，活動參與師生約300人

次。

行銷系學會

行銷管理系

課外活動與服

務學習組

V

*特色學輔計畫(特色說明：

由宣傳高手對各攤位的商

品銷售進行直播活動，將

直播內容傳送粉絲專頁裡

進行評比點讚，並邀請評

審依據市集攤位佈置、商

品力、促銷推廣、口語表

達技巧與營業績效評分選

出最佳成績，使活動兼具

培養創新、創意、推廣能

力。)

38
「環球好好玩」市集營運

暨商品特賣會競賽活動
18,000 5,000 0 14,300 32,300

本活動使參與同學透過攤位營運學習經營管理，並於舞

台進行商品特賣會競賽活動，發揮口語表達能力及行銷

推廣的能力，以爭取好績效。

全校師生，市集擺攤學生60

人，活動參與師生約300人

次。

行銷系學會

行銷管理系

課外活動與服

務學習組

V

39
We Need You-創意英文標

語比賽
16,820 5,000 3,000 9,180 26,000

辦理創意英文標語比賽，徵求創意標語，透過投票方式

選出人氣王。
有興趣師生60人次

應用外語系學會/

課外活動與服務

學習組

V

40 智慧鐵人三項創意競賽 19,100 5,000 2,000 4,840 23,940
辦理110年度智慧鐵人三項創意競賽，激發創意及培養規

劃與解決問題能力。
有興趣師生80人次

幼兒保育系系學

會/課外活動與服

務學習組

V

41 餐旅服務競賽 26,600 5,000 8,000 0 26,600
辦理餐飲「托盤與整床」服務競賽，以提升學生國際

觀、發揚在地文化，培養學生創意專業活動之能力。
有興趣師生60人次

觀光與餐飲旅館

系系學會/課外活

動與服務學習組

V

42 中秋月圓節慶糕點製作 17,888 0 0 8,000 25,888

透過創意手作烘培課程，培養學生具有創意思考之能力

，以及提升個人審美觀，進而藉由手作製作，使學生創

新烘培技術更加精進。

有興趣師生60人

餐飲廚藝系學會/

課外活動與服務

學習組

V

43 DIY零錢包體驗活動 22,000 0 0 3,650 25,650 辦理DIY零錢包體驗活動，啟發文創美感。 有興趣師生50人

數媒系會/數媒系

/課外活動與服務

學習組

V V

44 美力藝起來 15,000 0 0 13,500 28,500
辦理校園角落設計佈置活動，增進學生對學校環境的認

同感和參與感。
有興趣師生30人

壁虎視角社/課外

活動與服務學習

組

V

45
「青創十力」桌遊競賽活

動
11,200 5,000 0 11,000 22,200

本桌遊競賽活動期望學生學習創業模擬活動，並在競賽

中培養創業思維，以管理者角度進行策略謀劃，以爭取

最後的勝利。

有興趣師生100人次

行銷系學會

行銷管理系

課外活動與服

務學習組

V

156,608 30,000 13,000 82,470 239,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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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科技大學110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概算表 日期：110.04.30

編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款
學校配合

款_獎金

學校配合

款_獎品
補助款 合計 辦理事項 參加對象及人數/場次 承辦單位 109-2 110-1 備註

願景2  營造友善校園並促進學生之自我實現

目標2-4促進適性揚才及自我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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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款
學校配合

款_獎金

學校配合

款_獎品
補助款 合計 辦理事項 參加對象及人數/場次 承辦單位 109-2 110-1 備註

46
辦理學生生涯定向及發展

輔導系列活動
16,000 0 0 11,000 27,000

辦理生涯輔導活動、心理測驗施解測及團體輔導工作坊

等活動，並編印生涯發展文宣。
學生約200人 健康與諮商中心 V V

47
新生適應學習環境及維護

心理健康研習營
94,500 0 0 23,500 118,000

辦理新生適應學習環境及維護心理健康活動，暨印製新

生學習指南。

日間部學生幹部、新生約400

人次/一場次

課外活動與服務

學習組
V

48
輔導新生適應學習環境關

懷活動
10,800 0 0 14,850 25,650

為協助住宿新生適應及熟悉新的校園學習環境，辦理"一

起來環球"之學長姐關懷新生系列活動。

日間部新生、學長姐及師長

，約150人次

生活輔導與勞作

教育組
V

49
「學習、服務、領導」研

習營
10,800 0 0 14,350 25,150 辦理新生班級幹部研習

新生班級幹部暨工作人員100

人

生活輔導與勞作

教育組
V

50
進修部新生適應學習環境

及維護心理健康研習營
27,000 0 0 7,910 34,910

進修部辦理新生適應學習環境及新生訓練成長營，介紹

各班導師、輔導新生適應熟悉學習環境，促進師生和諧

關係。

進修部全體教職員及相關工

作人員約220人次/二場次
進修部學務組 V

159,100 0 0 71,610 230,710

願景2  營造友善校園並促進學生之自我實現

目標2-4促進適性揚才及自我實現

策略2-4-5進行生涯輔導及職業輔導，協助學生規劃完善的就業與生涯發展方向

編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款
學校配合

款_獎金

學校配合

款_獎品
補助款 合計 辦理事項 參加對象及人數/場次 承辦單位 109-2 110-1 備註

51 辦理履歷指導講座暨競賽 25,650 5,000 2,000 0 25,650

為協助學生提升履歷撰寫能力，強化個人求職優勢與競

爭力，透過履歷撰寫講座及競賽，遴選優秀作品供學生

觀摩與求職參考運用。

師生100人次
職涯發展與校友

服務中心
V

52 職前宣導暨輔導講座 26,600 0 0 0 26,600

辦理就業輔導講座，協助大三、大四學生了解對應的職

場環境和應有的心理調適，宣導職場工作場域的注意事

項，包含職場暴力之預防、性別平等工作權之要點、紓

解壓力之重要等事項。

師生300人次/五場次
各系/職涯發展與

校友服務中心
V V

53 校友就業講座活動 32,300 0 0 0 32,300
辦理校友講座，邀請優秀校友與在校生分享求職經驗與

職場生活，提升學生就業信心。
師生240人次/六場次

職涯發展與校友

服務中心
V V

54 好人緣的時尚溝通講座 1,840 0 0 23,160 25,000

為使即將踏入職場的大三大四生，在工作場域更容易獲

得主管和同事的信任，擁有好人緣體質，辦理以掌握溝

通技巧、習慣洞察人心為主題的職業輔導講座。

師生90人次/二場次

時尚造型設計系/

職涯發展與校友

服務中心

V V

55
當代鐵飯碗職涯發展與輔

導座談會
4,000 0 0 24,000 28,000

邀請軍公教職場專業人士到校分享職場心路歷程與心得

，並分組座談以協助學生及早開啟公部門職涯規劃。
師生120人次

資訊與電子商務

管理系/職涯發展

與校友服務中心

V V

56 主題式職場體驗活動 450 0 0 24,550 25,000
透過職場見習，加強學生創業教育與經營管理的教育訓

練之成效，及提升學生畢業後能在職場有就業能力。
師生70人次

企業管理系/職涯

發展與校友服務

中心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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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科技大學110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概算表 日期：110.04.30

編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款
學校配合

款_獎金

學校配合

款_獎品
補助款 合計 辦理事項 參加對象及人數/場次 承辦單位 109-2 110-1 備註

57
辦理觀光生涯就業發展講

座
11,700 0 0 13,300 25,000

觀光學院辦理生涯輔導及職業輔導講座，協助學生規劃

完善之就業及生涯發展方向。
師生60人

觀光學院/職涯發

展與校友服務中

心

V

58 圓夢計畫微電影競賽 20,000 6,000 2,000 0 20,000

為鼓勵本校學生於課餘期間自行發揮創意，撰寫計

畫書規劃志工體驗、社會關懷服務、環境生態與保

育、人文藝術學習、在地歷史文化、創新與創業學

習，辦理圓夢計畫說明分享會及圓夢計畫微電影競

賽。

師生250人

通識教育中心/

職涯發展與校

友服務中心

V

*特色學輔計畫(特色說明：

藉由新世代的微電影分享

競賽，刺激學生發揮創

意、表達夢想，進而向圓

夢人生更邁向一大步。)

122,540 11,000 4,000 85,010 207,550

願景3  培養具良好品德之社會公民

目標3-1建立多元文化校園與培養學生良好品格及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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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款
學校配合

款_獎金

學校配合

款_獎品
補助款 合計 辦理事項 參加對象及人數/場次 承辦單位 109-2 110-1 備註

59 社團領袖傳承研習營 22,100 0 0 78,400 100,500

辦理社團幹部領袖傳承研習營三天活動，由學生自治社

團幹部傳承交接，使新屆社團幹部學習辦理活動要項，

並藉由團康活動凝聚向心力。

學生社團100人次
課外活動與服務

學習組
V

60 培養學生社團民主素養 0 0 0 15,000 15,000 辦理學生自治團體會長選舉與宣傳活動 全校師生
課外活動與服務

學習組
V

61 法治教育宣導系列活動 3,000 0 0 12,000 15,000 辦理專題講座暨宣導活動 師生150人次
生活輔導與勞作

教育組
V

25,100 0 0 105,400 130,500

願景3  培養具良好品德之社會公民

目標3-1建立多元文化校園與培養學生良好品格及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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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款
學校配合

款_獎金

學校配合

款_獎品
補助款 合計 辦理事項 參加對象及人數/場次 承辦單位 109-2 110-1 備註

62
「尊重智慧財產權」宣導

系列活動
8,500 5,000 3,000 12,020 20,520

辦理專題演講、智財達人測驗比賽、簽名活動、班級普

測等。
師生300人次/二場次

生活輔導與勞作

教育組
V V

63
「保護原創、共享智慧」

宣導活動
4,500 0 3,000 10,500 15,000

辦理「保護原創、共享智慧」活動，為提升本校師生閱

讀風氣，並宣導尊重智慧財產權之觀念。
師生600人次 圖書資訊處 V V

64
培養學生理解專業倫理及

智慧財產權講座
1,000 0 0 10,000 11,000

邀請相關專業人士到校講述資訊專業倫理、善盡社

會責任，與智慧財產權之正確觀念。
師生70人

資訊與電子商務

管理系/生活輔導

與勞作教育組

V V

65
「有禮有美環球人」禮貌

與關懷之品德實踐活動
18,050 0 12,000 19,000 37,050

辦理「有禮有美環球人」品德教育系列活動，推動禮貌

與關懷的品德內化實踐計畫。推動「愛他」、「感恩」

及「分享」，時時實踐內心的美德，奉獻善的行動，強

化學生以「存誠」之心， 「務實」每日，正向創意思考

，時時惜福感恩。

師生400人次/至少二場次
生活輔導與勞作

教育組
V V

32,050 5,000 18,000 51,520 83,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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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科技大學110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概算表 日期：110.04.30

編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款
學校配合

款_獎金

學校配合

款_獎品
補助款 合計 辦理事項 參加對象及人數/場次 承辦單位 109-2 110-1 備註

願景3  培養具良好品德之社會公民

目標3-2推動服務學習、培育熱愛鄉士及具有世界觀之社會公民

編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款
學校配合

款_獎金

學校配合

款_獎品
補助款 合計 辦理事項 參加對象及人數/場次 承辦單位 109-2 110-1 備註

66 敦親睦鄰清掃學習活動 14,000 0 0 22,100 36,100

辦理鄰近社區及校園的服務清掃學習活動，實踐「凡事

徹底」與「服務他人」的精神，培養師生謙卑態度、服

務熱忱及重視環境美化的風氣。

師生150人次/二場次
生活輔導與勞作

教育組
V V

67 志工培訓營 10,000 0 0 42,000 52,000
配合參與服務學習及志工活動的師生，辦理出隊前之訓

練、培訓活動。

師生400人次/二場次；

(一)300人次

(二)100人次

課外活動與服務

學習組
V V

68
服務學習志工活動-關懷

義剪活動
12,000 0 0 9,500 21,500

學生至弱勢機構進行義剪，以教育學生品德，促使學生

學習尊重及包容，並且回饋社會所學。
師生50人次

時尚造型設計系

學會/課外活動與

服務學習組

V

*特色學輔計畫(特色說明：

多年來關懷義剪活動一直

是環球時尚系學生回饋社

會傳統活動，透過每週的

義剪和陪伴，同學與年長

者的親密接觸，不僅是感

恩知福，也更懂得關心家

中年邁的祖父母。)

69
服務學習志工活動-校園

一隅彩繪活動
15,500 0 0 7,000 22,500

辦理「校園一隅彩繪活動」，學生以所學彩繪美麗校

園。
師生30人次

數位媒體與產品

設計系學會/課外

活動與服務學習

組

V V

70

服務學習志工活動─辦理

工藝創作體驗流體畫藝術

創作

8,500 0 0 16,500 25,000
參與者學習及實務操作學習流體畫藝術創作，活動結束

後將創作作品捐贈弱勢團體。
師生35人

視覺傳達設計系

學會/課外活動與

服務學習組

V V

71
服務學習志工活動-關懷

育幼院
3,600 0 0 14,000 17,600

學生分組與育幼院院童陪伴學習和運動，因同理心而增

進學生對生命價值的關懷。
師生35人

生物技術系學會/

課外活動與服務

學習組

V

72

服務學習志工活動-社區

弱勢幼兒感覺統合健康促

進學習活動

8,000 0 0 17,000 25,000
至幼兒園辦理社區弱勢幼兒感覺統合健康促進活動，以

所學服務社區幼兒強化連結。
師生80人次

幼兒保育系學會/

課外活動與服務

學習組

V

73
服務學習志工活動-樂齡

健康數字密碼
6,900 0 0 5,100 12,000

至社區服務中高齡民眾，提供運動保健之知識，協助參

與者建立運動保健重要基本觀念。

師生10人、社區民眾預計40

人

運動保健與防護

系學會/課外活動

與服務學習組

V

74
服務學習志工活動-協助

在地小農行銷農產品
8,000 0 0 12,000 20,000

讓學生體驗農村生活的辛勞，協助小農進行農作業採收

與整理，再幫忙小農進行販售農作物。
師生30人

行銷管理系學會/

課外活動與服務

學習組

V

75
服務學習志工活動-關懷

弱勢志工營
5,800 0 0 14,200 20,000

增進本系師生與身障等弱勢族群互動，因深入認識進而

發揮同理心。
師生35人

企業管理系學會/

課外活動與服務

學習組

V

76
服務學習志工活動-英語

文化體驗
10,000 0 6,000 15,888 25,888

到雲林偏鄉小學與小朋友做英語互動，帶動跳、說英語

故事等活動。
本校師生及小學生80人次

應用外語系學會/

課外活動與服務

學習組

V

77
服務學習志工活動-健康

蔬食創意料理學堂
15,000 0 0 10,000 25,000

透過簡易健康蔬食料理製作，幫助弱勢家庭子女居家自

我照顧，深化在地服務學習，延續關懷生命價值。
師生60人

餐飲廚藝系學會/

課外活動與服務

學習組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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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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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科技大學110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概算表 日期：110.04.30

編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款
學校配合

款_獎金

學校配合

款_獎品
補助款 合計 辦理事項 參加對象及人數/場次 承辦單位 109-2 110-1 備註

78
服務學習志工活動-愛心

巿集活動
8,000 0 0 11,000 19,000

辦理愛心分享市集活動，增進師生對於弱勢族群之關

懷。
師生30人

壁虎視角社/課外

活動與服務學習

組

V

125,300 0 6,000 196,288 321,588

願景4  提升學務與輔導工作品質及績效

目標4-2建立專業化之學務與輔導工作及學習型組織

策略4-2-2充實學務與輔導人員之專業及管理知識

編號 工作項目 學校配合款
學校配合

款_獎金

學校配合

款_獎品
補助款 合計 辦理事項 參加對象及人數/場次 承辦單位 109-2 110-1 備註

79 諮商輔導專業督導 16,000 0 0 18,200 34,200
辦理健康與諮商中心專兼任輔導人員案例研討、團

體工作、輔導知能培訓及專業督導等研習活動。

校內專兼任輔導人員150人/

四場次

健康與諮商中

心
V V

80 強化社團老師指導功能 11,800 0 8,000 18,410 30,210
辦理學生社團事務及發展趨勢討論的經驗交流與傳承，

增進社團輔導工作能力活動。

社團指導老師及社團幹部70

人

課外活動與服務

學習組
V 獎勵社團老師

81
充實學務人員之專業與管

理知識
26,200 0 0 20,286 46,486

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坊」研習活動，提升學務人

員專業服務與凝聚團隊合作精神。

學務同仁及相關人員，70人

次/二場次
學務處 V V

82 建立標竿學習模式 16,000 0 0 22,970 38,970 辦理學務工作標竿學校參訪活動

學務同仁、學生會、議會、

宿舍幹部、優秀輔導教師/人

員，共38人

學務處 V

70,000 0 8,000 79,866 149,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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