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寧大學 105 年度（南北校區）學務工作成效一覽表
生活輔導工作成效





















每天上午由學務長及值勤教官於校門口歡迎學生上學，主動問早道好(微笑打招呼)，並推動上課「起
立、敬禮、問好」禮貌運動，有效提升學生禮節及增進師生互動。
五專 1-3 年級實施朝會升旗活動，促進同學對國家、學校之認同，並透過升旗過程建立時間管理、團
體紀律(各項教育宣導)及爭取榮譽等價值，成為學生生活教育重要學習場域。(104-2 學期各年級升旗
總出席率 95.46%，105-1 學期 95.42%)
辦理留察及缺曠嚴重輔導座談計 4 場，計 180 人次參加，通過留察及曠課輔導者計 146 人次，通過率
達 81%，有效改善缺曠同學學習態度及避免操行不及格同學被退學。
辦理新生定向、新生闖關及轉、復學生輔導 5 場次，計 1,650 人次參與，有效促進新生與轉學生及早
適應學校環境。
辦理交通安全教育講座 3 場次，計 2,500 人次參與，充實學生交通知識，提升駕駛觀念，有效降低交
通危險因素。
辦理校園安全會議 2 次及防災演練 5 場，計 4,850 人次參與，並透過實際操作，建立師生安全觀念，
增進災難反應與處理能力。
為提升學生法治、人權、品德等教育及公民責任，辦理相關講座 5 場，計 6,100 人次參與。
配合教育部政策，每學期第一週辦理友善校園週系列活動，並安排法律大會考，以營造師生優質學習
環境，共舉辦 14 場計 11,000 人次參與。
建置學生獎懲簽會系統及學生請假系統，便利學生請假及師長簽擬及傳會程序，有效管理相關作業，
並減少紙張作業。
規劃朝會課程，將升旗活動及勞作教育納入實施，有效提升五專 1-3 年級上學作息。
辦理防災館教育訓練及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練 2 場，計 898 人次參與，訓練本校師生在災害發
生時保護自己，做好全面防災準備，有效減低災損，維護學生安全。
辦理交通服務隊訓練、交通安全宣教等活動 7 場，計 411 人次參與，建立交通服務隊執行交管之成效，
加強隊員的訓練，並透過交通安全宣導校育，提昇學生交通安全意識，建立防衛駕駛觀念。
辦理交通安全新啟程-漆彈對抗友誼賽活動，計 206 人次參與，以漆彈競賽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辦理交通安全委員會 1 場，計 40 人參與，共同研議交通安全精進事項，確保學生安全。
辦理班級幹部座談會 2 場次，計 195 人次參與，建立雙向溝通平台，達成雙贏之目標。
辦理僑生聯歡活動、生活座談會、鐵馬活動及品德教育推展等共 5 場次，計 174 人次參與，使僑生了
解學校及本國各項風俗民情。
辦理新生始業輔導 1 場次，計 230 人次參與，幫助新生清楚自己的定位、找到自己的的方向，以最佳
狀態展開多采多姿的大學生活。
辦理民主法治教育宣導 4 場次，計 338 人次參與，加強學生民主法治觀念。
辦理品德教育活動 4 場次，計 265 人次參與，透過活動教導學生感恩惜福比專業知識還重要，從而培
養愛心、耐心。
課外活動工作成效



105 年度跆拳道社參與全國社團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榮獲優等獎。



105 年度學生會參與全國大專校院學生會競賽暨觀摩活動榮獲服務獎。












每年假國立國父紀念館舉辦音樂會，由本校合唱團與社區合唱團聯合演出。
西洋劍社參加 105 年度大專盃西洋劍項目，榮獲一般女子組銳劍個人第 3 名、團體組第一名。
創意舞蹈社參與 2016 世界盃啦啦錦標賽-嘻哈團體組第三名，國際組第二名。
啦啦隊社參加 2016 大專盃啦啦隊比賽女生五人組第二名。
羽球社參與 2016 李寧全國分級羽球排名賽榮獲 3.0 級女子雙人組亞軍
羽球社參與 2016 中華科技大學六校聯合羽球友誼賽榮獲團體組季軍。
合唱團參加 105 年台北市師生鄉土歌謠比賽榮獲東區組第二名，名列優等。
跆拳道社護三愛李品萱同學、視三忠廖苡涵同學分別榮獲 2016 年全國大專院校武鬥季色帶品勢銅牌
運用獎補助款經費添購社團活動及專業設備，105 年計 854,898 萬元。
105 年度南康蔚藍社參與全國社團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榮獲優等獎。
學生輔導工作成效



推動多元輔導平台，建置 Total Care 系統，結合導師與家長共同輔導學生，使用率逐年提升，104-2
學期導師與家長使用共 2,272 人次，105-1 學期導師與家長使用共 3,387 人次。



辦理各項導師知能輔導研習、工作坊及會議，提升導師輔導效能，105 年度共辦理 16 場次，737 人次
參加。
強化家長與學校溝通與互動，辦理親師溝通座談會，105 年度參與人數共約 503 人次。
落實執行自我傷害三級防治計畫，實施內容包含講座、高關懷施測、網路成癮施測、導師說明會議，
105 年度參與人數共約 2,581 人次。
辦理生命教育與心理健康系列活動，包含講座、工作坊、競賽、體驗活動，105 年度參與人數共約 2,376
人次。
推動同儕輔導與關懷宿舍學生輔導，活動內容包含輔導股長會議、研習、四校同儕營隊、宿舍學生工













作坊，105 年度參與人數共約 727 人次。
推動性別平等教育與性騒擾性侵害防治宣導，辦理講座、競賽、工作坊，105 年度參與人數共約 2,167
人次。
結合各項系統資源，進行個案諮商輔導，並召開個案輔導會議加強特殊個案輔導，105 年度輔導晤談
含學生、家長、導師、社工共約 980 人次。
辦理新生家長座談會，針對學生修課及生活各方面，完整回應家長七大問題，達到家長與學校間意見
充分交流之目的，105 年度座談會共計 90 人次參加。
落實執行自我傷害三級防治計畫，包括「主題心理測驗實施」
、
「班級輔導小尖兵培訓」
、
「網路成癮防
治」等系列活動，共辦理 18 場次，服務 891 人次；進階落實個案輔導與轉介，共計 68 人次。
辦理生命教育活動，以「表達自我」為主題，舉辦工作坊及康寧 TALK 演講競賽活動，共 6 場次，226
人次參加。
辦理各項導師知能輔導研習及會議，提升導師輔導效能，共辦理 10 場次，計 525 人次參加。
推動性別平等教育與性騒擾、性侵害防治宣導，以「戀愛暴力及分手療傷」為主題，共辦理 6 場次團
體及社區宣導，共 225 人次參加。
職涯發展工作成效



辦理 1 場「猴」犀利校園徵才博覽會暨雇主說明會，共計 650 人次參與。



辦理 1 場職涯適性專題講座-掌握自我、洞悉未來，共計 341 人次參與，整體活動感覺滿意度 92.7%。




辦理 5 場職涯主題講座-贏的第一步(履歷撰寫)，共計 300 人次參與，整體活動感覺滿意平均 97.8%。
辦理 2 場職涯主題講座-勇敢追夢，邁向托育人圓專業之路，共計 65 人次參與，整體活動感覺滿意平
均 94.7%。
辦理 6 場生涯講座(職業、興趣與志業；用時間成就自己；形象管理講座；生涯興趣探索)，共計 405
人次參與，整體活動感覺滿意平均 88.5%。
辦理 1 場護理職涯與護理師考照的重要性，共計 870 人次參與，整體活動感覺滿意 99.9%。
辦理 6 場職涯講座，共計 223 人次參與，整體活動感覺滿意平均 87.9%。
辦理 1 場大學職涯規劃系列講座-比你，更了解你自己，共計 80 人次參與，整體活動感覺滿意 55.1%。
辦理 2 場職涯主題講座-讓天賦自由，你也可以不一樣，共計 94 人次參與，整體活動感覺滿意平均
88.6%。










辦理 1 場生涯主題講座-美麗新視界，共計 82 人次參與，整體活動感覺滿意 96.4%。
辦理 1 場生涯起飛、洞悉自我，共計 55 人次參與，整體活動感覺滿意平均 87.3%。
辦理 1 場多方位學習、本質腦培養，共計 193 人次參與，整體活動感覺滿意 88.6%。





辦理 8 場職涯發展研習營，共計 364 人次參與，整體活動滿意度 86.1％
辦理 1 場猴你賺大錢校園徵才活動暨職業適性分析，共計 250 人次參與，活動滿意度 82.3％。
102 學年起推動成立「集愛基金」
，配合政府推動電子發票，推動教職員生、校友、家長及社會各界捐
電子發票協助學生就學，截至 105 年度共受贈 7,313 張，中獎金額共 16,200 元。
衛生保健工作成效













辦理愛心捐血活動，鼓勵同學捐血助人，104-2 共 95 人次，捐出血液 24500cc;105-1 共 98 人次，
26250cc。
辦理美體雕塑班課程，共 36 位師生參與，分 18 組，共減重 34 公斤，有效幫助體重過重學生，增加
自信並建立持續運動好習慣。
辦理愛滋防治宣導活動，以互動分享、講座解說與參訪活動方式，建立學生對愛滋病的正確觀念與預
防措施， 104-2 小班宣導 68 人次:105-1 年級團體宣導約 1000 人次；校外參訪台灣不二衛生套知識
館 85 人次。
辦理反毒拒菸講座，鼓勵吸菸學生戒菸，了解吸菸對身體造成的傷害及戒菸時所遇到的困難，104-2 團
體宣導約 1100 人次。
辦理教育宣導活動，以疾病為題，加強同學對疾病的認識與保護方式，提升學生對自身健康的照護，
約 60 人次。
辦理衛生、環保股長、衛生糾察期中、期末檢討座談會，藉由面對面成功經驗分享，達到有效推動勞
作教育目的，參加人員約 400 人次。
辦理環保漫畫創意競賽計 2 次共約 450 人次參與。
辦理廢電池回收競賽計 2 次，共約 1000 人次參與。
為維護校園整潔美觀並養成學生重視整潔愛護環境的良好習慣，培養學生身體力行及負責之態度年度
辦理校園整潔競賽活動計 2 場次共計 4000 人次參與。
為推動學生獲得愛護環境、保護環境及改善環境所需之知識環保，溶入節慶特色辦理環保聖誕創作競
賽競賽共計 2000 人次參與。



獲得教育部審核通過 105 年度健康促進計畫案，共計 190,301 元整



辦理 105 年度健康促進計畫，計畫內容包含前、後測施測活動、健康快樂走、活力有氧運動、健康舒
展運動、健康知能講座、健康週、
「登陸月球」健康踏青健走趣、
「3 對 3 籃球賽」
、健康食在讚輕食日
活動等共舉辦 49 場次，共計 1,866 人次參與。
辦理新生及全校師生急救教育訓練，共舉辦 4 場次，共計 203 人次參加。其中 2 場次須通過筆試及術
科考試通過後始取得證照，共計 62 人考試合格，證照取得率共計 98.4%。
辦理校園登革熱宣導，因應南部登革熱疫情防治，藉由「孳生源巡查之教育訓練」活動，希望全校師
生能順手清除身邊孳生源之積水容器，減少暴露於危害環境中，保護師生能夠有個健康安全之校園環
境，共計 63 人次參與。
辦理菸害防治活動，為維護學生身體健康，積極推動菸害防制工作，提高學生對菸品危害健康之認知，
遠離菸害，促進身體健康，並落實本校無菸校園之目標，共舉辦 2 場次活動，共計 178 人次參加。







辦理愛滋宣導活動，近年來青少年性觀念開放及一夜情…等，對性病與愛滋病防治，埋下了不定時炸
彈，為增進同學對安全性教育與愛滋病之認知，期望能達到愛滋防治宣導之目的，共舉辦 2 場次活動，
共計 162 人次參加。



辦理如何正確運動講座，有鑑於校內運動人數眾多及校慶運動會的舉行，為避免同學因不正確的運動
觀念，造成不可抹滅的運動傷害，特舉辦相關教育活動，倡導正確的運動保護觀念，共舉辦 1 場次活
動，共計 53 人次參加。
關懷社區，帶領社區學童了解正確 CPR 的使用方法及時機，激發學童學習 CPR 的意願，並讓大家都有
實際操作的體驗，激發尊重生命並願意盡己力協助急救傷患，以培養助人救人之情操。讓他們深刻體
會到生命的重要，共舉辦 1 場次活動，共計 73 人次參加。
獲得教育部 103-105 年度補助主題特色活動，105 年度為增加師生對健走運動的興趣，促進師生情誼，
結合樂活精神，將健康生活概念擴及全校師生，辦理「青春騎跡不留白」活動，共舉辦 1 場次活動，









共計 40 人次參加。
協助成立「南康救護社」社團，結合社區關懷老人，推動急救教育，在地幼教扎根。
105 年度協助學生受傷處理事件共計 401 人次。
105 年度協助學生申請學生平安保險理賠共計 98 件次。
住宿輔導與反毒工作成效













辦理校外賃居學生座談會 2 場，計賃居生 36 人次參與，會中宣導防範一氧化碳中毒等安全事項，並
責由各賃居生導師配合警消人員實地訪視，期能有效維護學生校外賃居安全。
辦理宿舍自治幹部研習 4 場次，計 240 人次參加，強化自治幹部紀律及培養主動服務精神，以協助宿
舍管理。
辦理住宿生大會 4 場次、期中寢室長會議 2 場次，計約 3480 人次參加，有效建立師生溝通機制、重
要事項宣導及檢討，以增進宿舍管理效能及任務遂行。
辦理住宿生防災逃生演練 2 場次，計約 1600 人次參與，現地實施疏散路線逃生，提昇災害應變能力。
辦理住宿生新生迎新暨家長座談會 1 場次，計約 440 人次參與，採雙向溝通以建立宿舍管理共識，帶
領新生熟悉環境以融入住宿生活。
辦理生命教育講座、防身術教學講座、宿舍自治社迎新活動、大愛電視台校外參訪、期中考後桌遊歐
趴慶祝活動、期中慶生餐會、端午節射粽你心佳節活動、內湖大溝溪校外服務學習課程、期末感恩餐
會活動，共計 9 場次，計約 770 人次參與，建立溫馨和諧的住宿氛圍，增進住宿生學習互動情誼。
建置學生宿舍線上請假系統，便利學生請假及師長簽核程序，計約 8000 人次使用，有效減少紙張作
業。
辦理學生校外賃居安全宣教及賃居生房東座談會共 4 場，計 296 人次參與，加強本校學生校外賃居之
法律常識、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及對賃居環境安全之重視。
辦理住宿生入住、座談、迎新、端午及母親節活動 8 場次，計 1321 人次參與，使住宿生感受到學校
及師長們關懷之美意。
辦理紫錐花運動反毒宣教及漆彈對抗活動 3 場次，計 417 人次參與，教育學生對藥物濫用有正確之認
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