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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彰化少年輔育院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學典禮活動實錄 

一、時間：105年 2月 17日上午 9時至 10時止 

二、地點：本院中正堂 

三、宗旨： 

為加強學生之知識教育，自 81 學年度起，於院內設置各級學校 

之進修學校及補校分校，實施補習教育，以提高學生學習意願； 

並於學期初與期末辦理始業及休業式，使同學對學校生活更有認 

同感。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教務科擬訂開學典禮流程計畫後陳核辦理。 

（二）邀請田中國小、田中高中、員林高中、大慶商工等四校校長

及分校師長參加。 

五、資源運用： 

教務科設計佈置場地，環保隊協助場地佈置，由訓導科協助拍照 

工作。 

六、活動內容： 

典禮由員林高中游校長主持，邀請各分校校長、授課教師及本院 

師生等與會參與。典禮中除頒發 104學年度第 1學期學期總成績 

優良學生獎狀，各校校長及院長也給予同學們殷切的勉勵。 

 

  



七、活動成果（剪影）： 

 

 

    

師生參與開學典禮  開學典禮情形 

   

 

 

 
   

員林高中游校長頒獎  田中國小許校長頒獎 

   

 

 

 

   

本院院長頒獎  田中高中潘校長致詞 

 



貳、彰化少年輔育院 105 年度春節慰問分監收容人活動實錄 

一、時間：105年 2月 3日  

二、地點：炊場 

三、宗旨： 

105 年春節將屆，為鼓勵並慰問分監成年收容人一年來的辛勞付

出，提供全院學生營養美味三餐及打掃整理院區的環境整潔，

深獲全院師生好評，院長指示，於春節期間，特贈送慰問品鼓

勵。 

四、籌備規劃經過： 

總務科提出需求、並斟酌費用情形，實際走訪量販店與水果攤

比價，挑選出最適當慰問品。 

五、資源運用： 

由合作社費用支應。 

六、活動內容： 

 (一) 分監收容人自 102 年成立至今，其設置目的在從事炊事、

打掃、環境清潔、學生被服整補、場合修繕、水電維護等

之視同作業事務。 

 (二) 分監成立的意義，從實際面可顯現出協助輔育院整體炊

事、打掃、環境清潔、修繕、水電等的維護改善，從隱藏

面不但擁有外役監的優點，解決學生需出公差缺點，使學

生安心上課，更解決炊事外包曾發生的各種缺失，且每年

節省經費達新臺幣 260萬元以上，成效斐然。 

 (三) 從成立至今，本院之分監不僅在輔育院發揮百分之百的功

效，分監收容人遵守院規保持戒護零事故，本院學生對於

伙食的滿意度給予相當高的肯定。 

（四）本案實施方式：由總務科承辦人至量販店、水果攤比價並

挑選出適當合宜之水果，於春節前院長親自慰問，由炊場

同學代表全分監收容人接受贈送水果，每位分監收容人兩

顆優質蘋果，以感謝分監收容人之辛勞，協助本院各項事

務順利進行，同時也藉由春節的到來，與收容人互動關

懷，並祝賀新春佳節愉快。 
 



 

七、活動成果（剪影）： 

 

 

 
   

採買、選購  檢驗、付款結帳 

   

 

 

 
   

院長慰問致贈（一）  院長慰問致贈（二） 

   

 

 

 
   

院長慰問致贈（三）  院長慰問致贈（四） 



叁、彰化少年輔育院設置自動販賣咖啡機及冷飲販賣機實錄 

一、時間：105年 2月 2日  

二、地點：中央台門前露台及戒護區內同仁用餐區 

三、宗旨： 

為照顧同仁上班環境與來院洽公來賓之便利，製造溫馨有效率

的工作環境，並斟酌考量社會流行風潮，院長指示，規畫為本

院裝設自動咖啡販賣機及冷飲販賣機。咖啡對有些人來說，是

提神不可或缺的飲品，有些人藉由一杯咖啡的時間，給自己一

點空間，休憩片刻，更是蓄積源源動力的來源，並為工作動力

再添能量。冷飲自動販售更是年輕役男夏季不可缺乏之飲品。

全新的智慧型咖啡販賣機及冷飲機可以直接販售多種咖啡飲品

及冰涼飲料，院長期待藉由咖啡自動販賣機及冷飲販賣機之設

置，使同仁保持工作戰鬥力，在品嚐冰涼的飲料及濃鬱咖啡香

中，身心靈得到最完美的放鬆。 

四、籌備規劃經過： 

院長指示，總務科提出需求，並斟酌費用使用，實際走訪多家

廠商比價後，擇定與統一速邁自財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除設置

咖啡自動販賣機及冷飲販賣機外，尚可收取場地租賃費用，逹

到活化國家不動產運用之效果。 

五、資源運用： 

院區中央台門前露台及戒護區內同仁用餐區之運用。 

六、活動內容： 

 (一) 在院內裝設咖啡自動販賣機、冷飲販賣機及增添薔薇復古

圖案小桌椅之創舉，由總務科籌畫及長官之支持，始能成

就今日芬香溫馨之工作環境，並為院檢來院洽公之同仁與

民眾提供戶外休息及等侯區，可謂一舉數得。 

 (二) 統一速邁自財股份有限公司於 105 年 2 月 2 日派員前來裝

置咖啡自動販賣機及冷飲販賣機。 

 (三) 同仁於休息時間，隨手來杯咖啡或冷飲，已成為生活中一

件很自然的事，可說是甜在口裡、溫暖在心裡，也是保持

工作戰鬥力的一種方式，更是最完美的放鬆方式。 

（四）全新的智慧型機種可以調配出義式、美式、卡布奇諾、拿

鐵咖啡等多樣咖啡飲品及販售多樣冷飲，只要一根手指頭

訧可輕易喝到喜愛的咖啡及冷飲，方便又省錢。 
 



 

七、活動成果（剪影）： 

 

 

 
    

統一速邁派員前來安裝  安裝冷飲販賣機 

   

 

 

 
   

安裝自動販賣咖啡機  涼在嘴裡溫暖在心裡 

   

 

 

    

喝杯咖啡休息片刻  咖啡獨有的香氣溫馨的氛圍工作戰鬥力再起 



肆、彰化少年輔育院「青春真美好，超越賀爾蒙」公益演講

活動實錄 

一、時間：105年 2月 1日上午 9時至 10時 30分止 

二、地點：本院中正堂 

三、宗旨： 

藉由辦理演講活動幫助學生瞭解自我現況，建立學生正確的價 

值人生觀，促使學生對過往錯誤自我反省，以達教誨教化之功 

效。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105 年 1 月 20 日透過旌旗教會，聯繫沐風關懷協會，邀請

羅丰苓老師蒞院辦理公益演講活動。 

（二）訓導科分配工作內容，並積極邀請本院職員共襄盛舉。 

五、資源運用： 

無 

六、活動內容： 

（一）為使青少年瞭解自己以及學會控制自己的衝動性,本院特邀

請羅丰苓老師於 2 月 1 日在中正堂，以「青春真美好，超

越賀爾蒙」為主題公益演講，希望讓本院學生能理解自己

的不理性行為以及如何面對自己的過錯，並自我反省。 

（二）演講開始羅老師首先介紹人類身體的構造、生命的產生，       

使學生瞭解自己的身心狀況，接著教導在場學生面對生命

的正確觀念，學習用愛去接納事物。而後引導學生們觀

看、理解不良的資訊所傳導的錯誤訊息，導正觀念。 

（三）最後藉由小活動帶領學生回顧自己過往的種種行為，明辨 

      對與錯，並且重新建立學生們正確的價值觀，活動最後在 

      學生們的反省中落下了活動句點。 
 



 

七、活動成果（剪影）： 

 

： 

 

 

 
   

開場主題介紹  生命的產生影片觀看 

   

 

 

 
   

如何面對新生命  解說社會傳達錯誤的訊息 

   

 

 

 
   

教導如何面對錯誤  演講結尾 



伍、彰化少年輔育院「擴大你的價值」公益演講活動實錄 

一、時間： 105年 2月 3日上午 9時至 10時 30分止 

二、地點： 本院中正堂 

三、宗旨： 

藉由演講活動降低學生過往負面標籤，對青少年的影響，並導 

正學生錯誤的觀念，協助學生適應出院後的生活，樹立正確人 

生楷模。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105 年 1 月 20 日透過旌旗教會，聯繫沐風關懷協會，邀請

中華幸福小棧社區關懷協會「王世欽」秘書長蒞院辦理公

益演講。 

（二）訓導科分配工作內容，並積極邀請本院職員共襄盛舉。 

五、資源運用： 

無 

六、活動內容： 

   （一）出院的青少年學生容易因為過往的錯誤習性,外界的標簽與

社會誘惑而陷入偏差行為的循環當中。本院特邀請王世欽

秘書長於 2 月 3 日蒞院，以「擴大你的價值」為主題公益

演講，希望建立本院學生正確的觀念，進而跳出偏差行為

的漩渦。 

   （二）演講開始王世欽秘書長首先說明自己過往與現在價值的差

異，引發學生高度的興趣，接著藉由自身過往的經歷，來

告訴本院學生，即便在困境中只要有正確的觀念、信念，

仍然能走出自己的一片天，隨後以小活動的方式讓學生相

互討論，再以提問的方式讓學生瞭解正確的觀念、信念以

及如何建立自信心。 

   （三）活動到了尾聲時，學生們依然熱烈的提問意猶未盡，最後 

在學生依依不捨情況下完美結束本次演講活動。 
 



 

七、活動成果（剪影）： 

 

 

： 

 

 

 

   

開場主題介紹  如何擴大自己價值解說 

   

 

 

 

   

教導正確觀念  有獎徵答小遊戲 

   

 

 

 

   

學生踴躍提問  演講結尾 



陸 、 彰 化 少 年 輔 育 院 學 生 佛 學 營 活 動 實 錄 

一、時間：105年 2月 5日上午 9時至下午 16時 30分止 

二、地點：本院中正堂、學生教室 

三、宗旨： 

藉由學習佛法，消除業障改變學生不良氣息，並教導學生禪 

定，調伏情緒，協助學生穩定心性，改悔向上。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105 年 1 月 25 日，聯繫義德寺，邀請正法學院法師蒞院辦

理寒假學生佛學營。 

（二）訓導科分配工作內容，並積極邀請本院職員共襄盛舉。 

五、資源運用： 

無 

六、活動內容： 

（一）本院邀請義德寺正法學院於 2 月 5 日在本院中正堂辦理寒

假學生佛學營，藉由理佛，學習佛法，協助學生學習調伏

自我情緒，改變不良氣息，穩定心性，改悔向上。 

（二）活動開始由法師帶領院生理佛、與講述佛法的智慧，接著 

         讓學生實際的學習佈施以領會當中的精神，消除貪念、消 

         除業障，最後宏揚佛法教導學習止觀精隨。 

（三）午後多位法師各別教導本院學生禪定工夫，學習調伏自我 

      情緒，並輔以電影教學導正學生不良習氣。 
 



 

七、活動成果（剪影）： 

 

 

： 

 

 

 

   

帶領學生理佛  佛法講解 

   

 

 

 

   

學習佈施  宏揚佛法-學習止觀 

   

 

 

 

   

教導禪定工夫-調伏情緒  電影教學-改變不良氣息 



柒、彰化少年輔育院 105 年度學生棋王爭霸賽活動實錄 

一、時間：105年 2月 25日下午 14時至 16時 30分止 

二、地點：本院中正堂 

三、宗旨： 

藉由辦理棋王爭霸賽文康活動，提升學生腦力、智力運用思考 

，以增進其運算、推理等益智能力；並加強學生學習專注力、 

與培養學生靜態及正向之課後休閒活動。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訓導科擬定計畫陳核鈞長奉准後辦理，並公告周知。 

（二）蒐集各項棋類競賽相關資料，依本院學生收容屬性，訂定

比賽規則及比賽方式。 

（三）本次比賽方式以班级為單位，共計十三個班级組隊參賽，

依序進行比賽。 

五、資源運用： 

總務科協助購買本次比賽活動獎品，獎品所需經費新臺幣叁仟 

元整，由合作社捐贈款項下支付。 
六、活動內容： 

（一）為助於本院學生身心健康狀況，本院於 2 月 25 日於中正堂 

      舉辦 105 年度學生「棋王爭霸」賽文康活動，除有助學生 

      調劑身心狀況，並加強學生學習思考判斷能力與增進學生 

      團隊合作之精神；擁有身心健康、懂得思考、且能與團體 

      相處融洽的學生，相信在接受感化教育時，能快速適應各 

      方面生活學習狀況，並且明瞭自己過往的荒唐行為與錯誤 

      ，自我反省改悔向上，建立正確人生價值觀。 

（二）本次比賽採班級單場淘汰賽，由獲勝班級進入複賽、決賽 

      ，現場的賽況相當激烈，各組參賽學生互不相讓，爭取各 

      類棋賽冠軍頭銜，就在此起彼落的棋藝聲中，比賽的結果 

      出爐了，敗陣的學生雖然心有不甘，但衷心以掌聲恭賀得 

      勝選手，展現出選手應有的風範，得獎學生也以鞠躬回敬 

      各位參賽選手，比賽就在歡喜和樂的掌聲中落幕。 
 



 

七、活動成果（剪影）： 

 

： 

 

 

 
   

比賽開幕  賽程表 

   

 

 

 

   

比賽實況  比賽全景 

   

 

 

 

   

獲獎學生  長官頒獎 



捌、彰化少年輔育院「革興中央管制門空間運用」活動實錄 

一、時間：105年 2月 18日至 2月 25日 

二、地點：本院中央管制門。 

三、宗旨： 

為有效利用中央管制門剩餘空間，隔間放置識別證及安檢物品 

，運用中央管制門空間最大效益。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訓導科規劃評估運用可行性，陳核鈞長核示後，以最少的

經費達到最大效益。 

（二）請三家廠商前來各別協助規劃評估，製作平面草圖，討論

施作方式、料件材質及所需費用數據。 

（三）規劃評估後以簡易方式製作隔間，內部空間再購買制式櫃 

子存放戒具、警棍及盾牌等器具。 

五、資源運用： 

（一）本院內營繕改善舊有鋁門門把及舊有電線拆除，便於往後 

施工隔間。  

（二）請優美傢俱協助製作平面圖供本院參考，且不收取機關任

何費用。 

六、活動內容： 

（一）本院中央管制門係出入口重要關卡，來賓及長官出入必經

之處，其門面觀瞻及動線順暢還有改善空間，經隔間後本

院識別證可放置妥善位置控管，便於存放。內部空間可規

劃為儲藏室，彌補中央台有限環境不足之處。戒具、警棍

及盾牌可置於隔間內並上鎖控管。 

（二）有關來賓、志工及施工廠商出入管制，本院列冊常態進出

戒護區之識別証有二百多張。為便於管理，應製作壓克力

格板，以抽屜式可拉出便於存取識別證，並編號排列節省

尋找識別證時間。 

（三）中央門西側原有鋁製門作區隔，考量颱風天該鋁門可防風

防雨。避免新置木質隔間板損壞，保留該門並粘貼玻璃反

光紙美化。 
 



 

七、活動成果（剪影）： 

 

 

 

   

中央管制門可利用之空間  廠商備料情形 

   

 

 

 
   

組裝櫃子  施工中 

   

 

 

 
   

可拉式識別證置放櫃  隔間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