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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彰化少年輔育院全院師生「流感疫苗接種」活動實錄 

一、時間：105年 3月 14日 上午 9時 30分至 12時止 

二、地點：本院中正堂 

三、宗旨： 

近來流感肆虐，感染及重症死亡人數皆創新高。本院為照護學生

及同仁健康，降低機構內流感群聚發生機率，院長特向彰化縣衛

生局爭取免費施打流感疫苗。於 105 年 3 月 14 日上午由彰化縣

衛生局疾管科吳科長帶領相關醫護人員共 6 名，蒞院實施接種評

估及注射。本次活動，師生共計施打疫苗 461劑。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105 年度流感肆虐，院長特向彰化縣衛生局爭取流感疫苗免

費施打。學生經訓導科協助取得家長同意後施打，衛生科安

排活動相關流程規劃。 

（二）本院為人口密集機構，收容來自全台各地學生且為團體生

活，如有感染個案發生容易引發群聚效應。為照護本院師生

健康，降低流感群聚發生率，辦理此活動。 

（三）本院邀請彰化縣衛生局蒞院施打流感疫苗。 

五、資源運用： 

（一）此次活動，本院提供場地、投影設備及影音器材。 

（二）此次活動獲彰化縣衛生局熱心響應，無償提供疫苗並協助入

院評估、施打。 

六、活動內容： 

（一）活動開始，由衛生科人員逐一核對施打者名冊並予體溫測

量。  

（二）活動第二部份，由醫師逐一對施打者進行身體評估，確認是

否可接受疫苗施打。經評估可接受施打疫苗者，進入注射區

接受疫苗注射，醫護人員並予相關衛教。 

（三）活動最後，師生於疫苗接種完成後，於觀察區內休息，無不

適後，原班帶回班級。 
 



 

七、活動成果（剪影）： 
 

 

 

   

體溫測量  注射後觀察 

   

   

   

男生部-等候評估  男生部-疫苗注射 

   
   

  

   

女生部-等候評估  女生部-疫苗注射 



貳、彰化少年輔育院『張秀萍鋼琴獨奏會』文康活動實錄 

一、時間：105年 3月 1日下午 14時至 16時止 

二、地點：中正堂。 

三、宗旨： 

（一）以音樂陶冶學生健康身心，涵養其德性，進而洗滌學生之

身心靈。 

（二）誘發學生的興趣，導入正向學習機制，並借此培養積極、

正確之人生態度。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訓導科請示長官本計畫之可行性，經評估後擬定計畫陳核

後奉准辦理，並公告周知。 

（二）上網蒐集相關資料，依本院收容屬性及戒護人力，分配各

項勤務。 

五、資源運用： 

（一）惠請總務科協助本活動鋼琴送修調音，所需經費由合作社 

捐贈款項下支付。 

（二）訓導科自行佈置此次文康活動演奏場地及拍照工作。 

六、活動內容： 

（一）音樂向來能陶冶身心、涵養德性，為此本院特地邀請留德 

         音樂家張秀萍老師，蒞臨本院舉辦鋼琴獨奏會，以優美的 

         旋律來洗滌學生之身心靈。 

（二）演奏會開始時，張老師先介紹曲目的源由，讓學生對要聆 

         聽樂曲有基本的瞭解，緊接著優美的旋律聲撼動了在場學 

         生的心靈，伴隨老師對意境的解說下，讓人彷彿身處在當 

         年的時空之下，令在場的學生十分感動。 

（三）會後在開放提問下，學生從老師身上獲得很多對於音樂發 

展的寶貴經驗，讓學生對音樂這條路充滿美好的憧憬， 

也在學生的心中種下了一顆名為希望的種子，最後獨奏會 

就在優美的旋律下，緩緩的落幕了。 
 



 

七、活動成果（剪影）： 

 

 

 
   

活動前滿心期待的學生們  張老師介紹曲目的源由 

   

 

 

 
   

張老師演奏美妙的旋律感動人心  張老師講解音樂的意境 

   

 

 

 
   

學生踴躍提問  院長致贈張老師感謝狀 



叁、彰化少年輔育院女子美髮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場地及

機具設備遷移評鑑活動實錄 

一、時間：105年 3月 18日 上午 10時至 12時止 

二、地點：本院淑德樓 1樓女子美髮教室  

三、宗旨： 

女子美髮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場地及機具設備原設於技能訓

練中心 2 樓。為提供女技訓班學員更優質環境及適宜的美髮學習

場所，規劃辦理場地及機具設備遷移至淑德樓 1 樓計畫，俾利學

生多元職涯發展，增進學生學習成效，使學生更了解及學習職場

技巧，透過專業美髮教學及實習演練，提升學生的自信及應對能

力。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104 年 11 月份擬予女子美髮班開訓期間籌備規劃，將工作

台、美髮機具設備、材料等遷移及冷氣、洗手台水電配置與

安裝。 

（二）依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申請承辦「女子美

髮」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場地及機具設備遷移評鑑。依

自評表內試題規定，並配合測試崗位、動線配置機具設備、

材料、工具建置完成後，檢附檢定崗位配置圖等項目辦理。 

五、資源運用： 

（一）本案訂於本（105）年 3 月 18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整，

辦理「女子美髮」職類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場地及

機具設備實地評鑑，將依規定佈置及擺設所需機具等設備，

並配合辦理相關事宜。 

（二）本科規畫此次術科測試相關應備資料、設備、材料及拍照工

作與配合監評人員指示事宜。 

六、活動內容： 

評鑑中，監評人員當場逐一核對場地、設備、材料及崗位數是否

與試題或自評表規定相符，如有不符規定，立即通知本單位改善

處理，本單位均依規定辦理，俟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

心審核文件後，將核發場地評鑑合格證書。 
 



 

七、活動成果（剪影）： 

 

 

 
   

監評核對滅火器有效日期   監評核對桌子長、寬、高 

   

 

 

 
   

監評核對鏡子長、寬      監評核對第三試場剪髮、吹髮器具 

   

 

 

 
   

衛生監評核對消毒器材  衛生監評核對使用器具及文具 



肆、彰化少年輔育院高中學籍合作學校協調會議活動實錄 

一、時間：105年 3月 14日 下午 14時 40分至 16時 30分止 

二、地點：本院行政大樓 3樓會議室 

三、宗旨： 

為協調 105 學年度彰化縣立田中高中接辦本院高中進修教育並自

同年度起終止與國立員林高中之合作關係所衍生之相關問題與辦

理細節，特召開此協調會。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 依 104年 11月 6日「法務部矯正署彰化少年輔育院與彰化 

   縣立田中高級中學合作辦理高中補習教育協調會」會議紀 

   錄，由田中高中研議申請成立進修部之相關計畫，陳報彰 

化縣政府核備。 

（二） 105 年 1 月 21 日簽請訓導科協助因應 105 學年度起技職、 

   技訓教育新設科別與職類及國中部改制日校等相關教育事 

項變革，預先規劃各教育階段班級數，並經 105 年 1 月 26 

日班級配置會議決議，依決議由本科會請國中分校規劃相 

關課程、師資與經費，並陳報矯正署增撥教育經費。 

（三） 105 年 1 月 26 日彰輔教字第 1050410029 號函，函請田中 

高中附設國中補校分校規劃 105 學年度國、高中合併後之 

相關教育事宜。 

五、資源運用： 

總務科協助場地佈置與餐點採買。 

六、活動內容： 

（一） 由院長主持，國教署、彰化縣教育處、員林高中、田中高

中、本院國、高中分校均派員與會。 

（二） 決議： 

1、 員林高中進修學校分校停辦後，含教師回任本校與學籍轉置

田中高中等問題已無疑義。 

2、 請田中高中儘速修訂相關細節後，再送新計畫書予縣府，俾

利辦理後續經費申請及教師招聘事宜。 
  

 

 



 
七、活動成果（剪影）： 

 

 

 
   

協調會議  院長致詞 

   

 

 

 
   

國教署與彰化縣政府教育處  員林高中 

   

 

 

 

   

田中高中  彰化少輔院人員 



伍、彰化少年輔育院『慈濟-靜思語木匾致贈』頒獎暨演講 

活動實錄 

一、時間： 105年 3月 10日下午 14時至 15時 30分止 

二、地點： 中正堂。 

三、宗旨： 

（一）藉由靜思語錄教導學生積極面對，回顧過錯，以達自我改善

教誨教育之功效。 

（二）導入學生正向價值觀，並培養積極、正確之生活態度。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訓導科請示長官本計畫之可行性，經評估後擬定計畫陳核後

奉准辦理，並公告周知。 

（二）上網蒐集相關資料，依本院收容屬性及戒護人力，分配工

作。 

五、資源運用： 

無。 

六、活動內容： 

（一）本院於 3 月 10 日在中正堂舉行慈濟-致贈靜思語木匾活動，

藉由靜思語錄提倡品德教育及推廣靜思語智慧學，來導正價

值觀使學生能積極面對，回顧過錯，以達自我改善教誨教育

之功效。 

（二）活動開始首先由本院院長帶領師生行問訊禮，隨後由慈濟上

人開釋靜思語錄之真諦，緊接由眾師兄姐帶領師生朗讀與演

譯「靜思語錄」，教導靜思語之義涵，最後帶領大眾回顧台

灣過往的傷痛，並一同為台灣、為世界祈禱，活動就在莊嚴

隆重的氣氛下，緩緩落幕了。 
 



 

七、活動成果（剪影）： 

 

 

 
   

院長帶領師生行問訊禮  慈濟上人開釋 

   

 

 

 
   

「讀靜思語」  致贈「靜思與木匾」 

   

 

 

 
   

手語演譯-「感謝天感謝地」  全體合掌-為世界祈禱 



陸、彰化少年輔育院垃圾暫存區自動灑水系統設置及綠美化環

境活動實錄 

一、時間：105年 3月 1日至 31日  

二、地點：車檢站內側垃圾暫存區外圍隔離網上 

三、宗旨： 

為打造更舒適美好且綠化環保之生活與工作環境，奉院長指示，

本院於車檢站內側垃圾暫存區隔離網上裝置點綠色盆栽，並設置

自動灑水系統澆灌植栽，使垃圾暫存區不僅發揮垃圾集中分類之

效果，同時兼具美觀、綠化、美化環境之功能。 

四、籌備規劃經過： 

總務科提出需求、並由總務科斟酌實際需求與場地客觀環境， 自

行規劃並委請廠商設置。 

五、資源運用： 

機關業務費支應。 

六、活動內容： 

 (一) 垃圾處理是當今矯正機關重要的環保課題，長期以來，垃圾

與髒亂對等的觀念仍深植人心，本院雖於車檢站設置垃圾暫

存區，但成堆經分類後之回收資源物品，仍有礙觀瞻，倘若

多用點心思加強綠美化，可讓環境與視覺更加整潔舒適。 

 (二) 近日奉院長指示，除加強對本院學生環境教育、資源回收觀

念之加強外，並加強垃圾暫存區之管理及環境綠美化。 

 (三) 充份利用車檢站垃圾暫存區隔離網既有範圍內予以規劃，使

其空間靈活應用，發揮效用。 

（四）於垃圾暫存區外圍隔離網上以學生園藝盆栽之吊掛裝飾、綠

化並美化該設施，讓該場地不僅發揮垃圾分類集中之功效，

同時亦成為本院美化設施之一。 
 



 

七、活動成果（剪影）： 

 

 

 
   

改善前隔離網絲毫未具有遮醜效果  改善前成堆分類後資源仍有礙觀瞻 

   

 

 

 
   

以學生園藝盆栽綠化美化  裁剪自動灑水系統施工所需材料 

   

 

 

 
   

施工中  兼具垃圾集中功效及美觀的垃圾暫存區 



柒、彰化少年輔育院 105年度學生籃球『神射手』競賽活動實

錄 

一、時間： 105年 3月 14日至 3月 25日 

二、地點：男生於立德樓前籃球場進行，女生於女生班籃球場進行。 

三、宗旨： 

（一）提倡運動風氣、充實學生團體康樂活動。 

（二）培養規律運動習慣，促進學生運動生活化。  

（三）發掘本院運動人才暨培養學生良好運動習慣。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請示長官本計畫之可行性，經評估後擬定計畫陳核後奉准辦

理，並公告周知。 

（二）上網蒐集相關資料，依本院收容屬性及戒護人力，訂定比賽

規則及比賽方式。 

（三）本次競賽方式以個人為單位每班派出三位學生，共計三十九

人參賽，依序進行實測。 

五、資源運用： 

（一）惠請總務科協助購買本活動獎品，所需經費獎品，由合作社

捐贈款項下支付。 

（二）訓導科準備競賽所需之各項器材及規畫佈置競賽場地。 

六、活動內容： 

（一）活動一開始，首先由技職 A 班派出 3 名選手進行實地測量，

選手們在有限的投球數下，個個展現精準的投籃技巧，令在

場的其他選手感到壓力十足。 

（二）隨後出場的選手，都以小心謹慎的態度投出手中的每一球，

務求每投必中，實測的結果因為同分選手相當多，所以進行

了第二次的實地測量，比賽最後以些微的差距分出了結果，

在場的選手們一同以掌聲恭喜勝出的選手，活動就在恭賀的

掌聲中落幕了。 
 



 
七、活動成果（剪影）： 

 

 

 

   

男生班-神射手比賽（一）  男生班-神射手比賽（二） 

   

 

 

 

   

師生同樂-神射手比賽   男生班-神射手比賽（三） 

   

 

 

 

   

女生班-神射手比賽（一）  女生班-神射手比賽（二） 



捌、彰化少年輔育院「季節性疾病防治與保健」衛生教育講座

活動實錄 

一、時間：105年 3月 8日 下午 14時 30分至 15時 30分止 

二、地點：本院中正堂 

三、宗旨： 

鑑於近來流感肆虐，感染及重症死亡人數皆創新高。本院為人口

密集機構，收容來自全台各地學生且為團體生活，如有感染個案

發生容易引發群聚效應。為提升本院師生對於流感的正確認知、

加強個人衛生保健、強化呼吸道衛生禮節宣導，本院於 105 年 3

月 8 日邀請慶昇醫院莊孟郡主任蒞院演講「季節性疾病防治與保

健」衛教宣導活動。參與活動師生共計 182人。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105 年度收容學生衛生教育活動，衛生科擬訂計劃陳核後奉

准辦理。 

（二）本院為人口密集機構，收容來自全台各地學生且為團體生

活，如有感染個案發生容易引發群聚效應。為提升本院師生

對於流感的正確認知、加強個人衛生保健、降低群聚發生

率，辦理此衛教活動。 

（三）本院邀請慶昇醫院莊孟郡主任蒞院演講「季節性疾病防治與

保健」。 

五、資源運用： 

（一）此次衛教活動，本院提供場地、投影設備及影音器材。 

（二）此次活動獲慶昇醫院莊孟郡主任熱心響應，無償入院宣導 

。 

六、活動內容： 

（一）活動開始，講師介紹常見季節性疾病，流感與一般感冒的不

同、哪些病毒可引起流行 

（二）活動第二部份，講師藉由近來氣候異常變化，如:極低溫造

成心血管不適症狀、流感肆虐導致重症，教導師生日常自我

保健方式與防護措施。 

（三）活動最後，講師強調個人衛生禮節及規律生活、運動的重

要，加深學生對於流感的正確認知及良好呼吸道衛生禮節等

觀念。 
 



 

七、活動成果（剪影）： 

 

 

 

   

介紹引起流感的病毒  說明流感與感冒的不同 

   

   

   

講述低溫造成心血管不適  教導日常保健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