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獎補助款用於辦理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執行成效表
經費類別
資本門
資本門
資本門

小

計畫項目

金額

具體辦理事項

購置學生社團活動所需之
30,000
器材設備

平裝獅鼓

購置學生社團活動所需之
19,500
器材設備

燈具組

購置學生社團活動所需之
50,000
器材設備

可攜式行動PA喇叭

計

99,500

使用效益

辦理時間

增購本校龍獅社教學及表演設備，使龍獅社教學設備更加豐富，
並於108年度獲得『2019年海峽兩岸龍獅交流賽兩岸優秀傳統體 108/3/1
育文化推廣論壇交流賽』北獅自選-三等獎。
增購本校學生會及學生社團為提升整體活動氣氛之設備，並使學
生課外活動資源更加豐富，如本年度熱舞社、熱音社、吉他社辦 108/3/1
理小型成發，達到活潑校園氣氛之成效。
增購本校學生會及學生社團為提升整體活動氣氛之設備，並使學
108/7/24
生課外活動資源更加豐富，以達活潑校園氣氛之成效。

使用單位及用途
使用單位：學生事務處
用途：提供本校龍獅社社
課及活動使用。
使用單位：學生事務處
用途：提供本校學生社團
辦理活動使用。
使用單位：學生事務處
用途：提供本校學生會及
學生社團辦理活動使用。

108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獎補助款用於辦理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執行成效表
經費類別
經常門
經常門

小

計畫項目

金額

具體辦理事項

使用效益

辦理時間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之鐘點
15,285
費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之鐘點費(上半年)

1.補助項目：校外老師指導費。
2.成效：補助校外社團指導老師費，使社團活動更富資源。

108/6/1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之鐘點
18,342
費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之鐘點費(下半年)

1.補助項目：校外老師指導費。
2.成效：補助校外社團指導老師費，使社團活動更富資源。

108/10/1

計

33,627

使用單位及用途
使用單位：學生事務處
用途：提供校外社團指導
老師費。
使用單位：學生事務處
用途：提供校外社團指導
老師費。

108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獎補助款用於辦理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執行成效表
經費類別
經常門
經常門
經常門
經常門
經常門
經常門
經常門
經常門

計畫項目
辦理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
1,000
工作
辦理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
10,357
工作
辦理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
19,800
工作
辦理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
9,900
工作
辦理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
6,532
工作
辦理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
10,215
工作
辦理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
13,420
工作
辦理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
2,400
工作

金額

具體辦理事項

使用效益

1. 主題:108年大專校院學生會傳承與發展研
習營
2. 補助對象:第18屆學生會
1. 主題:彩繪和豐
2. 補助對象:美術社
3. 場次、時間:108/01/21-108/01/23 和豐社
1. 主題:大專學生社團負責人研習會(歲寒三
友會)
2. 補助對象:學生會、學生議會
1. 主題:大專學生社團負責人研習會
2. 補助對象：學生會
3. 場次、時間:108/7/23-108/7/28 金山青年
1.主題:投資暨網路創業體驗營
2.補助對象:行銷系與財金系系學會
3.場次時間:108/07/24 開301 電商中心
1. 主題:2019餐旅學系服務學習-淨山活動
2. 補助對象:餐旅系學會
3. 場次、時間:108/10/26-10/27 台中市東勢
1.主題: 2019萬聖節 oh！麥尬有鬼活動
2.補助對象:10系聯合辦理
3.場次:時間:108/10/31 明道大學湖光堂
1.主題:三系聯合迎新(財金、行銷、景環)
2. 補助對象:財金系、行銷系、景環系
3. 場次、時間:108/10/19-108/10/20 九族文

1.補助項目:住宿費(部分補助)
2.成效:為促進各大專院校學生會發展，增進新任學生會幹部所
需知能、建立各校學生會緊密的聯繫溝通網絡，以培育學生會領
1.補助項目:顏料、保險、印刷費
2.成效:大多數居民都喜歡本次活動，紛紛詢問甚麼時候會畫其
他牆面等問題，本社認為只要有好評就都算有達到預期成效
1.補助項目:報名費
2.成效:(1)舞會-發揮團隊創意編舞、演戲，利用飯後及晚上休
息的時間排練，並且一起製作道具，舞會時發表成果(2)社團發
1.補助項目：報名費
2.成效:(1)讓自己更了解優勢劣勢(2)團隊與非團隊的差別(3)接
納不同的意見與整合
1.補助項目:講師費、校外講師交通費
2.成效:(1)培育基礎的投資理財觀念(2)培育基礎的網路創業觀
念
1.補助項目:保險費、場地費、活動材料費
2.成效:使新生了解山林資源的可貴及環保的重要性
3.回饋分析:淨山活動可以讓我們感受到愛地球的重要，同意

辦理時間
108/10/5

108/1/21

108/1/22

108/7/23

108/7/24

108/10/26

1.補助項目:膳食費、印刷費、帆布
2.成效:(1)藉由宣傳的蝴蝶效應增加學校的曝光度，而此活動的規格是
108/10/31
前所未有的大型活動，不只是廣告效果也實質的活動，不會有金玉其
外、敗絮其中的感覺，也增加各系對學校的認同感、凝聚力。(2)藉由

1.補助項目:膳食費(部分補助)
2.成效:透過活動擴大學系同學情感，執行過程中因聯合辦理，
所以在互動上有進一步的交流。

108/10/19

使用單位及用途
使用單位：學生事務處
用途：補助學生會辦理校
外交流。
使用單位：學生事務處
用途：補助美術社辦理活
動。
使用單位：學生事務處
用途：補助學生會校外交
流使用。
使用單位：學生事務處
用途：補助學生會校外交
流使用。
使用單位：學生事務處
用途：補助行銷系與財金
系系學會辦理活動使用。
使用單位：學生事務處
用途：補助餐旅系系學會
辦理活動。
使用單位：學生事務處
用途：補助10系聯合辦理
活動使用。
使用單位：學生事務處
用途：補助財金系、行銷
系、景環系聯合辦理活動

108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獎補助款用於辦理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執行成效表
計畫項目

經費類別
經常門
經常門
經常門
經常門
經常門
經常門
經常門
經常門
經常門

小

經常門
經常門
經常門

小
總

辦理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
12,000
工作
辦理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
14,647
工作
辦理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
20,000
工作
辦理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
12,299
工作
辦理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
20,773
工作
辦理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
12,200
工作
辦理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
50,880
工作
辦理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
5,000
工作
辦理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
22,170
工作

計

經常門

具體辦理事項

1.主題:2019英語歌唱比賽
2.補助對象:英語系學會
3.場次、時間:108/11/11 霍普小劇場
1.春暉大手牽小手攜手反毒活動
2.補助對象:春暉社
3.時間、場次:108/11/13/寒梅105
1.主題:108年度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
2.補助對象:競技龍獅戰鼓社
3.場次、時間:108/11/17 /吳鳳科技大學
1.主題:田馬系遊體驗活動
2.補助對象:材料與能源工程學系
3.場次、時間:108/11/09/田中景松文化園區
1.主題:感恩節活動
2.補助對象:學生會
3.場次、時間:108/11/28/湖岸馬頭
1.主題:國際學生訪台南
2.補助對象:國際學生聯誼社
3.場次、時間:108/12/7/台南
1.主題:籃研社交流活動
2.補助對象:籃研社
3.場次、時間:108/12/4-12/12/義守大學
1.主題：社團領導人研習活動
2.補助對象:學生會
3.場次、時間:108/6/30-7/1；湖光堂
1.主題:彰雲嘉社團交流活動
2.補助對象:學生會、數位系、春暉社
3.場次、時間:108/12/06/中正大學

使用效益
1.補助項目:餐盒、音響租用、文具、印刷費
2.成效:讓參賽者有機會在舞台上表現自我，也讓觀眾評審玲美
妙的英語歌，另外在場也需要中英文主持翻譯介紹等，利用歌唱
1.補助項目:活動材料費、膳食費、印刷費
2.成效:藉由寓教於樂的方式，讓學員們更加了解毒品
3.回饋分析:藉由本活動明白毒品的危害性。同意100％、不同意
1.補助項目:交通車租用、布置費、印刷費、膳食費
2.成效:傳統南獅:大專組-冠軍/文陣戰鼓:大專組-特優/會獅雙
獅:大專組-優等
1.補助項目:交通車租用、活動材料、膳食費
2.成效:(1)學員了解到，辦理活動的事前準備需做確實(2)現場
的臨場反應要很好，需要隨時有被案的能力(3)對系上成員培養
1.補助項目：五金耗材、雜支、印刷費、文具、許願樹裝置
2.成效:藉由感恩節這個有意義的活動，邀請大家把自己的感恩
的話寫在感恩葉上，懷抱著感恩的心聚在一起，一邊享受各國的
1.補助項目:交通車租用、膳食費、印刷費
2.成效:帶領學生走出校園，實地走訪、文化體驗、辦理國際生
訪台南活動。訪風景名勝、增廣見聞，對台灣有更深的了解
1.補助項目:膳食費、住宿費(部分補助)、印刷費
2.成效:增加團隊情感、提升籃球技能
3.回饋分析: 活動整體的安排滿意度(非常滿意57.1%、滿意
1.補助項目:布條輸出
2.成效：藉由此次動靜態結合之課程，讓社團可以先行明白基本
的社團運作，利用課程激發學生的創造力及整合力，讓社團利用
1.補助項目：社團補助費、膳食費、保險費、交通車租用、雜
費、資料印製。
2.成效：【服務類】春暉社甲等獎；【自治、綜合性社團】數位

辦理時間
108/11/11

108/11/13

108/11/17

108/11/09

108/11/28

108/12/7

108/6/30

108/12/6

推廣本校學生社團活動績效，並懸掛至戶外，藉此推廣社團並增
加活潑校園氣氛之成效。
108/3/1

社團活動績效帆布

購置學生社團活動所需之
5,000
器材

告示牌.附繩/附夾銅哨.反光手肘腳腕帶

增購本校交通服務社所需安全器材，使交服社在服務同學之時，
108/8/1
也可以保護自己的安全。

購置學生社團活動所需之
5,230
器材

古琴社表演服

增購本校龍人古琴社所需之表演服裝，使古琴社表演更加完善，
108/8/1
以達第二專長之成效。

購置學生社團活動所需之
200
器材

計

使用單位及用途
使用單位：學生事務處
用途：補助英語系系學會
辦理活動使用。
使用單位：學生事務處
用途：補助春暉社辦理活
動使用。
使用單位：學生事務處
用途：補助競技龍獅戰鼓
社辦理活動使用。
使用單位：學生事務處
用途：補助材料系系學會
辦理活動使用。
使用單位：學生事務處
用途：補助學生會辦理活
動使用。
使用單位：學生事務處
用途：補助國聯社辦理活
動使用。
使用單位：學生事務處
用途：補助籃研社辦理活
動使用。
使用單位：學生事務處
用途：補助學生會辦理活
動使用。
使用單位：學生事務處
用途：補助學生社團參加
校外交流使用。

243,593

購置學生社團活動所需之
6,050
器材

計
合

金額

社團印章

增加本校學生社團標誌，以利辨識社團之效果。

16,480
393,200

※總計執行金額共佔該年度「教育部整體校務發展獎(補)助款」之比例為：1.5%

108/3/1

使用單位：學生事務處
用途：推廣學生社團活動
使用。
使用單位：學生事務處
用途：提供交通服務社使
用。
使用單位：學生事務處
用途：提供龍人古琴社社
課教學及表演使用。
使用單位：學生事務處
用途：標記學生社團名字
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