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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彰化少年輔育院學生 105年度『口琴班、薩克斯風班演奏

會』活動實錄 

一、時間：105年 5月３日 

二、地點：彰化地方法院禮堂 

三、宗旨： 

藉由參加院外表演，提升學生音樂素養，增進表演經驗，展現 

學習成果，增加學生自信心並自我肯定，進而穩定心性，以達 

教化教誨之成效。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彰化地方法院紀院長文勝及來函邀請本院口琴班、薩克斯風班

蒞院表演。 

（二）訓導科簽呈擬定表演時程、實施計畫、實施流程，參與學生資

格等相關規定，陳核院長核准並陳報矯正署奉核後實施辦理。 

（三）訓導科派員實地勘查，研擬行車、戒護動線規劃。 

（四）由班導師統計該班人數並造冊，俾利活動進行，活動前若有異

動，立即由班導師通知訓導科，確實掌控人數及資訊更新。 

五、資源運用： 

（一）惠請總務科協助加保學生旅行平安險，以及購置 2 箱飲料供行

車時飲用。 

（二）活動車資費用由彰化縣兒童少年關懷協會贊助支應。 

六、活動內容： 

（一）本院受彰化地方法院邀請於 105 年 5 月３日至彰化地方法院禮

堂舉辦彰化少年輔育院院生『口琴班、薩克斯風班演奏會』。 

（二）活動開幕由彰化地方法院紀院長文勝介紹本次活動目的，讓在

地方法院受輔導的保護少年們體會，即便是到了輔育院的學

生，也是努力不懈的積極在學習，為的是證明只要有心也能做

到自我改變，同時也讓地方法院的司法同仁們，能瞭解少輔院

在輔導、教育方面的用心。 

（三）接著由本院杜院長聰典介紹，感化教育的少年們在輔育院如何

去學習各項才藝、技訓等相關知能，努力翻轉自己的人生。 

（四）表演活動，首先由薩克斯風班進行開場，在多重的合音、優美

的旋律下，深深震撼觀眾的心靈，贏得在場觀眾的喝采，接著

口琴班演出，獨特合奏加上自創表演隊形的變換更是聽覺、視

覺上雙重享受，隨後在兩位指導老師說明下，大家才知道學生

們能有今天這樣精湛的演出，並非先天天資聰穎、亦非後天原



生家庭的栽培，而是來到彰化少年輔育院後努力不懈學習的成

果。 

（五）活動最後紀院長文勝勉勵學生們要繼續努力學習，因為所學到

的一切都將成為自己人生中重要的資產，並借此鼓勵在地方法

院受輔導的保護少年們，更應積極上進，活動尾聲在院長的教

誨與掌聲中落幕了。 
 



 

七、活動成果（剪影）： 

 

 

 

   

彰化地方法院紀院長文勝致詞  本院杜院長聰典介紹音樂班 

   

 

 

 

   

薩克斯風班演奏表演情況  口琴班演奏表演情況 

   

 

 

 

   

口琴班演奏表演隊形變換  完美演出後口琴班、薩克斯風班大合照 



貳、彰化少年輔育院申請台中監獄外役分監雇工活動實錄 

一、時間：105年 5月 24日  

二、地點：本院院區 

三、宗旨： 

因本院經管之土地面積遼闊，礙於協助整理環境之易服勞動作業

人力之不足，無法妥善整理及維護院區環境整潔與美觀，另本院

收容對象俱是受感化教育少年，平日應以上課為重心，且避免收

容少年承做環境清理工作造成損傷，基於戒護安全之考量且兼具

保持本院整潔生活環境，奉院長指示辦理本案。 

四、籌備規劃經過： 

由本科提出需求並斟酌實際需求與場地客觀環境，規劃並以勞務

委外方式向台中監獄外役分監申請雇工，每月 2 次台中監獄外役

分監 6至 10名以雇工方式至本院整理院區環境。 

五、資源運用： 

由機關業務費支應。 

六、活動內容： 

（一）擁有清新、舒適、整潔的生活與工作環境是院內員工與院生

共同的期望。本院囿於幅員廣大、作業勞動人力不足，且收

容員額俱為少年，平時無法妥善清理及維護院區整潔與美

觀。 

（二）奉院長指示，為避免收容少年因承做環境清理工作遭受損

傷，造成戒護事故及保障學生之上課受教，應以勞務委外方

式，向台中監獄申請外役雇工，期能藉由外役雇工之施行，

解決本院環境維護人力不足與清理問題，更能促使外役監收

容人增加收入並提早適應社會生活之機會。本院派員於四月

下旬至台中監獄參加評價會議後，擬簽奉核後實施，每月 2

次台中監獄外役分監 6 至 10 名以雇工方式至本院整理院區

環境。 

（三）5 月 24 日台中監獄外役分監一行 10 人，首次依約前來本

院，即著手院內環境整理工作，舉凡修剪樹木、拔草、整理

環境等工作，態度認真，動作熟稔，展現具體成效。 

（四）在台中監獄外役分監辛勤努力之下，院區四周環境，呈現出

樹有形、草無蹤、垃圾無所遁形的新景象，使原本即優美的

景緻更顯秀麗清爽，在此美好的環境中上課、工作，恰似時

時擁抱一座花園般的幸福感受。 
 



 

七、活動成果（剪影）： 

 

 

 
   

未整理前雜草叢生  未整理前枝枒橫生 

   

 

 

 
   

台中監獄外役分監雇工首次至本院整理  樹木修剪中 

   

 

 

 
   

除草環境整理中  整理後展現美化的院區景觀 



叁、彰化少年輔育院舉行「105年彰化區國中教育會考」活動

實錄 

一、時間：105年 5月 14日至 15日 

二、地點：本院女生班教室 

三、宗旨： 

為使國中部畢業生能如一般學校學生參加相關教育會考，又毋需

承受外界異樣眼光，於民國 92學年度積極爭取於院內設置國中教

育會考試場，因成效良好，自 99學年度起每年均於本院設置常態

性考場至今。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教務科函請 105 年國中教育會考承辦學校國立彰化高中爰往 

例於本院設置男、女考場各一。 

（二）彰化高中指派彰化縣私立文興高中至本院設試務中心並負責 

監考事宜。 

五、資源運用： 

教務科自行佈置試場，女國中班協助場地清潔，訓導科協助考試

當日學生戒護工作。 

六、活動內容： 

（一）今年國中會考共有男生 14名、女生 12名，合計 26名受感化

教育之國中應屆畢業生應試，考生全程遵守試場規定，秩序

良好。 

（二）田中高中潘福來校長與授課師長們也到場鼓勵考生，潘校長

勉勵考生要好好讀書，因為知識是擺脫貧窮的捷徑；同學們

年紀都還小，要把重心放在求學上，加強自身的能力日後仍

有大好前途。校長以「英雄不怕出身低」勉勵同學，並舉自

己為例，要給自己更多的肯定和自信心，出院後展開新的生

活。 

 

  



七、活動成果（剪影）： 

 

 

    

教育會考試場  教育會考試場 

   

 

 

 
   

男考生聆聽考場規則  女考生聆聽考場規則 

   

 

 

 
   

潘校長勉勵考生  師長合影 

 



肆、彰化少年輔育院『105 年度學生母親節面對面懇親會』 

活動實錄 

一、時間：105年 5月 4日至 5月 6日每日下午 14時至 16時止 

二、地點：本院中正堂。 

三、宗旨： 

（一）依法務部 82 年 6 月 21 日法 82 監字第 12615 號函辦理，希

藉由懇親活動的辦理，增進親子交流、凝聚親情，展示平日

學習成果。 

（二）並促進親師之間相互溝通，以達教誨教育之成效。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訓導科簽呈擬定懇親時程、實施計畫、實施流程，參與學生

資格等相關規定，陳核院長奉核後辦理。 

（二）由各班導師統計該班人數並造冊，俾利活動進行，活動前若

有異動，立即由班導師通知訓導科，確實掌控人數及資訊更

新。 

五、資源運用： 

（一）惠請總務科協助購買本活動慰問零食，分發給未參加懇親會

學生，撫慰其落寞心情，所需經費獎品金額參仟元，由合作

社捐贈款項下支付。 

（二）邀請彰化地方法院、彰化縣兒童少年關懷協會共同辦理母親

節懇親活動。 

（三）政風室配合活動期間，實施廉政倫理規範宣導。 

六、活動內容： 

（一）本次活動特邀請彰化地方法院、彰化縣兒童少年關懷協會共

同舉辦，懇親活動預計每日 2小時。 

（二）5 月 4 日為女生班懇親會，活動開幕時先請女學生將感謝卡

獻給要感謝的家人讓在場的母親、家人深感窩心，接著頒發

文康活動母親卡製作比賽獲獎學生，並邀請家長共同上台領

獎，一同體驗榮耀的時刻。 

（三）5 月 5 日及 6 日為男學生懇親會，或許是文化賦予男性的衿

持有淚不輕彈，懇親會當日雖然不同女學生淚流滿面，但在

懇親會結束離別時依然是紅了眼眶，不捨家人離去。 

（四）本次懇親會活動就在歡笑、窩心、不捨的氣氛中結束。 
 



 

七、活動成果（剪影）： 

 

 

 
   

母親節懇親會-活動開幕  母親節懇親會-邀請家長與女學生共同領獎 

   

 

 

 
   

母親節懇親會-師生與親子間互動  母親節懇親會-離別的不捨 

   

 

 

 
   

母親節懇親會 -邀請家長與男學生共同領獎  母親節懇親會-三代同樂 



伍、彰化少年輔育院 105年度第 1梯專案技能檢定學科測試活

動實錄 

一、時間：105年 5月 17日 上午 8時 20分至 12時止 

二、地點：本院技訓大樓電腦教室 

三、宗旨： 

技能訓練核心發展使命在落實技訓策略，充實技訓知能、涵養道

德及培育健全之初級技術人才，促進多元職涯發展為目的。本院

積極培訓學生參與汽車修護及女子美髮技能訓練，增進學生學習

成效，使學生更了解及學習職場技巧，掌握專業技術，透過專業

汽車修護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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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份擬定汽車修護班及女子美髮班訓練課計畫書一

案，陳報矯正署核備。 

（二）本次參加技能學科測試學員為汽車修護班及女子美髮班 2 職

類，共計 41 名學生參加；學科測試於本院技訓大         

樓電腦教室測試。 

五、資源運用： 

（一）此次學科測試本院專案技能檢定經費項下支應。 

（二）教務科規畫此次學科測試相關戒護及拍照工作與遴聘 2 名監

場評審學科測試事宜。 

六、活動內容： 

（一）本梯次為 105 年度第 1 梯次即測即評學科測試作業，受試考

生為本院男技訓 A 班及女技訓班受訓學員。測試職類共計 2

場：第 1 場次為汽車修護於 8 時 20 分開考，測試學生共計

18 名，實際到考人 18 名；第二場為女子美髮於 10 時 20 分

開考，測試學生共計 23 名，實際到考人 23 名。本次參加應

考學科測試共 41名，全數皆通過測試。 

（二）本院 105 年度第 1 梯次辦理汽車修護班及女子美髮班丙級學

科專案技能檢定合格率百分百，成效斐然。 

（三）學生參訓期間受名師施予嚴格訓練，學科採用集中講授、及

分組研討。學科測試前老師靈活運用導讀、講解、講義、實

習及考核五步驟教學法，提高學生學習品質與效率，習得純

熟的技能知識，使得丙級學科專案技能檢定時，皆能順利通

過考試。 
 



 

七、活動成果（剪影）： 

 

 

 
   

汽車修護班同學考前練習模擬試題  院長蒞臨學科考場鼓勵考生 

   

 

 

 
   

汽車修護班同學學科完成作答舉手準備交

卷 
 女子美髮班學科測試入場簽到 

   

 

 

    

監場老師考前講解應注意事項  
女子美髮班同學學科完成作答舉手準備交

卷 



陸、彰化少年輔育院 105年度第 1梯汽車修護職類丙級術科技

能檢定活動實錄 

一、時間：105年 5月 19日 上午 7時 30分至下午 17時止 

二、地點：本院技訓中心汽車修護教室 

三、宗旨： 

為強調落實技職教育「務實致用」之精神，以致力推動汽車修護

班的教學策略之技能訓練，以培育學生具備汽車裝配、檢驗、及

維修之技術人才為目標，並且培養學生具備動力機械群共同核心

能力，並為相關專業領域及專業知能之學習奠定基礎。本院擁有

寬敞的實習空間，讓學生有充足的實習場所得以發揮所長。積極

輔導學生考取汽車修護丙級技術士證，將會使學生因擁有豐富的

專業知識及技能，建立正確的人生觀。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104 年 10 月份擬定汽車修護班訓練課程計畫書一案，專業學

科 132小時、專業術科 588小時，合計總授課 720小時。 

（二）本次參加專案技能術科測試學員為汽車修護班應考學員共 18

名，於 105 年 5 月 19 日分為二場次測試；第一場次：考生

12 名 8 時 30 分至 12 時完成測試；第二場次：考生 6 名 13

時 30分至 17時完成測試。 

五、資源運用： 

（一）此次術科考場於本院技訓大樓汽車修護教室之設備及材料完

成丙級專案技能檢定。 

（二）教務科規畫此次術科測試相關應備資料、用品及拍照工作與

遴聘上午 5名監評、下午 4名監評，評審術科測試事宜。 

六、活動內容： 

（一）本次男技訓 A 班汽車修護專案技能術科檢定共 18 名參加應

考，全數通過測試，合格率百分百成效斐然。 

（二）汽車修護職類丙級術科測試，應檢項數共分 6 站，每站測試

一題，依汽車引擎、柴油引擎、汽車底盤、汽車電系、量具

使用及汽車定期保養等 6 站試題，學生依平時所學熟練的實

際操作，態度認真用心，且於測試時間內完成，全員通過術

科測試。導師期許學生建立個人專業技能，快樂學習、專業

加身，就業或升學皆大有可為。 



   

七、活動成果（剪影）： 

 

 

 
   

監評委員召開協調會議  應檢人代表會同監評長公開抽籤 

   

 

 

 
   

考生至各應檢站準備應考材料  考生至各應檢站簽到實際操作 

   

 

 

    

考生依平時所學熟練的實際操作  術科測試監評成績總評審 



柒、彰化少年輔育院 105年度第 1梯女子美髮職類丙級術科技

能檢定活動實錄 

一、時間：105年 5月 20日上午 8時 10分至 12時 10分止 

二、地點：本院淑德樓女子美髮教室  

三、宗旨： 

為培養學生專業技能，落實證照制度。並依其性向、興趣安排職

場成立女技訓女子美髮班，透過專業課程安排，使學生了解美髮

基本理論與概念，提高學生職業道德的認知，導正學生價值觀，

授予美髮之實用技能，以增進專業知識領域。學習就業技能擁有

一技之長，使其程度達到丙級技術士之技能標準，讓學生出院後

可以與業界直接接軌，並在職場上能發揮所學一展長才。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104 年 10 月份擬定女子美髮班訓練課程計畫書一案，專業學

科 80小時、專業術科 640小時，合計總授課 720小時。 

（二）本次參加專案技能術科測試學員為女子美髮班，應考學員共

23 名，於 105 年 5 月 20 日分為一場次測試；考生 23 名 8

時 10分至 12時 10分完成測試。 

五、資源運用： 

（一）此次術科考場於本院淑德樓女子美髮教室之設備及材料完成

丙級專案技能檢定。 

（二）教務科規畫此次術科測試相關應備資料、用品及拍照工作與

遴聘 7名監評、4名衛生監評，評審術科測試事宜。 

六、活動內容： 

（一）本次女技訓女子美髮班共 23 名參加，丙級女子美髮職類專

案技能術科測試全數通過測試，合格率百分百成效斐然。 

（二）女子美髮職類丙級術科測試共分為美髮技能與衛生技能，依

燙髮、整髮、染髮、剪髮、吹髮等技能實際操作，及化粧品

安全衛生、化學及物理消毒方法、洗手與手部消毒等之辨識

與操作。同學測試時雖心情緊張，但均能盡情發揮自我的潛

能，竭盡心力實際操作展現技能，堅持所學實現目標，全體

皆順利考取證照。學生滿懷感謝，深覺獲益良多。 
 



 

七、活動成果（剪影）： 

 

 

 
   

女子美髮術科測試燙髮技能操作  監評評審考生實際技能操作 

   

 

 

 
   

女子美髮術科測試染髮技能操作  女子美髮術科測試剪髮技能操作 

   

 

 

 
   

衛生技能：洗手與手部消毒實際操作  消毒液和消毒方法之變識及操作 



捌、彰化少年輔育院環保、防颱、確保戒護安全之樹木修剪活

動實錄 

一、時間：105年 5月 9日至 10日  

二、地點：本院宿舍區、女生班儲水區、炊場、品德、正德班曬衣場    

。 

三、宗旨： 

為確保本院院區樹木於颱風季節不受強風吹倒釀成危險，及部分

樹幹因枝葉茂密影響戒護視線，且為兼具美觀、綠化、防災及確

保戒護安全之功能，奉院長指示，洽商辦理修剪樹木事宜。 

四、籌備規劃經過： 

奉院長指示，應優先修剪過高樹木以為防颱準備，總務科立即洽

商辦理相關事宜，並斟酌實際需求與場地客觀環境，考量美觀並

規劃委請廠商處理。 

五、資源運用： 

機關業務費支應。 

六、活動內容： 

（一）擁有一個安全、舒適綠意盎然的工作環境是大家共同的願

景，然而高聳參天的樹木，每當颱風季節來臨，卻是危機四

伏。為避免樹倒屋坍、折損傷人、電線起火，抑或危害戒護

安全，修剪樹木防止類似情況發生。 

（二）奉院長指示，為預防夏季期間颱風造成損害，應加速辦理樹

木修剪工作。  

（三）修剪樹木是一門專門的技術，不僅需具備修剪的專門知識，

更需多種大型的器械，諸如：吊車、碾碎機、電鋸等機具配

合，始能相輔相成，完成修剪樹木之成效。 

（四）本院洽請專門修剪樹木之公司就本院宿舍區、女生班儲水

區、炊場、品德、正德班曬衣場等區林木做技術性修剪，期

能因修剪樹木使院區不僅環境優美更兼具防颱、防災、環保

與確保戒護安全之效能。 
 



 

七、活動成果（剪影）： 

 

 

 
   

修剪前高聳的樹木，糾結高壓電線  修剪前樹木高過並壓迫圍牆上蛇網 

   

 

 

 
   

修剪樹木之大型雲梯及測量修剪的高度  修剪下的枝幹及落葉殘枝 

   

 

 

 
   

修剪圍牆邊過高的樹木後確保戒護安全  修剪後清新的新景觀 



玖、彰化少年輔育院非鴉片類藥癮者團體治療活動實錄 

一、時間：105年 04月 27日 及 5月 12、19日下午 14時 30分至 16 

時 30分止 

二、地點：本院女生班 2樓教室 

三、宗旨： 

本活動由專業藥癮治療人員提供藥癮治療服務，協助藥者預防復

發，並降低對公共衛生與社會治安之危害。建立醫療機構與各級

學校之藥癮防治合作機制，早期發現濫用藥物學生，早期介入。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於 105 年 2 月與草屯療養院接洽合作辦理「非鴉片類藥癮者

團體治療」。 

（二）由各地方法院轉介毒品使用記錄之學生，將名冊提供予草屯

療養院由其承辦人彙整名單後通知本院。 

（三）由草屯療養院安排藥癮治療醫師、職能治療師與心理師，針

對本院學生日後可能藥癮復發之情形進行評估及團療，因此

“預防復發”為治療之重點。 

（四）本院安排團療場地、協助學生提帶與秩序維護、尿液採集 

。 

五、資源運用： 

（一）本案由草屯療養院醫師與心理師組成之醫療團隊負責，並由

衛福部補助相關經費，降低藥癮學生就醫經濟負擔，強化治

療意願。 

（二）團體治療、尿液檢驗等皆由草屯療養院提供。 

六、活動內容： 

（一）團體治療初期為個案建檔與介紹團療型態，並說明非鴉片類

物質對身心的影響、認識與評估目前的改變階段、學習分析

利與弊。 

（二）覺察了解憂鬱及焦慮與高危險情境(渴望與衝動)，如何以正

向思考與行為取而代之。辨識評估誘惑情境，強化避免再使

用的信心。 

（三）認識失足與復發的差異，設定改變目標與擬訂計畫。 

（四）團體治療結案前醫師與心理師將統整課程以增加自我效 

能，及提供可使用的社會資源。 
 



 

 

七、活動成果（剪影）： 

 

 

    

團體治療初評-說明  團體治療初評-問卷及資料填寫 

   

 

 

    

團體治療的課程說明  團體治療動機(時期) 

   

 

 

    

團體治療型態的問與答  思考與分享 



拾、彰化少年輔育院學生『生命曙光 105分享列車生命講座』

活動實錄 

一、時間：105年 5月 10日下午 14時 30分至 15時 30分止 

二、地點：本院中正堂 

三、宗旨： 

（一）提供偏差少年，借由邀請相同經歷或努力克服困境障礙的講

者，以生命教育分享的方式，強化其生命韌性，看見生命曙

光，發展不同的人生際遇。 

（二）並促進親師之間相互溝通，以達教誨教育之成效。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訓導科簽呈擬定講座時程、實施流程，參與學生班級等相關

規定，陳核院長奉核後辦理。 

（二）由各班導師統計人數，俾利活動進行，演講活動前若有異

動，由班導師通知訓導科，確實掌控人數及資訊更新。 

五、資源運用： 

（一）此次生命講座活動之專業講師聘請及費用由中華數位內容發

展協會負責支應。 

（二）訓導科規劃此次活動相關戒護及拍照等事宜。 

六、活動內容： 

（一）溝通是人與人之間的橋樑，而把話說到心坎裡 最容易和人

拉近距離，本院邀請更生人顏維勳講師，蒞院分享其生命際

遇，教導學生們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藉以拉進學生與社

會及家庭人際間的距離。 

（二）演講活動開幕，首先介紹顏講師過往負面的經歷，自幼打

架、翹家、逃學，國中畢業後的某次慶生會因為口角而失手

打死人，因此開始進出觀護所的人生，後來因發願行善，遇

到貴人獲得的轉機，進而改變了自己人生心態，並開始行善

之旅。 

（三）活動過程中，顏講師教導學生，人生只要轉個念就可以更加

美好，不要像自己一樣花了這麼多時間在錯的道路上打滾，

另外教導學生要尊敬長輩，喜愛與感謝家人，因為人生這條

路上家人永遠是自己的後盾會無條件關愛照顧自己。 

（四）活動尾聲在學生自我省思中與熱烈的掌聲中結束。 
 



 

七、活動成果（剪影）： 

 

 

 

   

生命曙光講座活動開場介紹  生命曙光講座重點摘要說明 

   

 

 

 

   

顏講師講述其生命經歷  顏講師教導學生正確人生觀、價值觀 

   

 

 

 

   

生命曙光講座活動過程（一）  生命曙光講座活動過程（二） 



拾壹、彰化少年輔育院「決擇-英雄或狗熊-拒絕菸霧瀰漫的人

生」衛教活動實錄 

一、時間：105年 5月 17日 下午 14時 30分至 15時 30分止 

二、地點：本院中正堂 

三、宗旨： 

據研究，台灣約有 489 萬的吸菸人口，每年約有 2 萬人死於吸菸

所導致相關疾病且國內九成以上的口腔癌患者有嚼檳榔的習慣。

為加強學生了解香菸及檳榔對身體的危害進而學習如何拒絕與戒

除。本院邀請彰化縣衛生局林巧絜講師於 105 年 5 月 17 日假中

正堂辦理「決擇-英雄或狗熊-拒絕菸霧瀰漫的人生」衛生教育講

座。參與活動師生共 1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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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學生了解香菸及檳榔對身體的危害進而學習如何拒絕

與戒除，辦理此衛教活動。 

（三）衛生科邀請彰化縣衛生局林巧絜講師蒞院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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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活動所需講師費用由彰化縣衛生局全額贊助。 

六、活動內容： 

（一）活動開始，講師提出每個人對於英雄與狗熊的認知觀點不

同，帶入對於拒絕香菸是需要勇氣。 

（二）活動中場，講師利用影片、罹病患者照片解說香菸對人體的

危害，及重新認識香菸所含的致癌物質。 

（三）活動最後，講師利用老鷹的故事表達戒菸是需要勇氣及毅 

      力，期許學生向菸品說不，重拾美好健康人生。  
 



 

七、活動成果（剪影）： 

 

 

 
   

拒菸宣導  說明菸害事實 

   

 

 

 
   

講解香菸成分  抽菸-付出的代價 

   

 

 

 
   

宣導戒菸的好處  鼓勵戒菸拒檳‧享受美好人生 



拾貳、彰化少年輔育院 105年度 5月學生『追趕跑跳碰比賽』

文康活動實錄 

一、時間： 105年 5月 24日及 5月 31日 

二、地點：本院立德樓操場，淑德班操場 

三、宗旨： 

（一）辦理文康活動比賽，以鍛鍊學生體識能及提升健康活力，並

培養學生運動家精神，達到身心靈成長。 

（二）導入正向學習機制，並培養積極、專注之生活態度。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訓導科簽呈擬定比賽時程、實施流程，參與學生班級等相關

規定，陳核院長奉核後實施辦理。 

（二）由各班導師統計該班人數，俾利活動進行，活動比賽前若有

異動，立即由班導師通知訓導科，確實掌控人數及資訊更

新。 

五、資源運用： 

（一）惠請總務科協助購買本活動獎品，所需經費獎品金肆仟壹佰

元(4100)，由興毅基金會贈款項下支應。 

（二）訓導科規劃此次活動相關戒護及拍照等事宜。 

六、活動內容： 

（一）本院為提升收容學生身心健康，並培養學生運動家精神及專

注之生活態度特於 105 年 5 月 24 日及 31 日舉辦『追趕跑跳

碰比賽』文康活動。 

（二）5 月 24 日舉辦男生組 100 公尺短跑、及 600 公尺接力賽，賽

前各班選手紛紛展現高昂士氣，意圖奪下冠軍的榮耀，比賽

首先舉行 100 公尺短跑，起跑哨聲響起後選手們無不卯盡全

力奔向終點，比賽結果由高一 B 的選手以 12 秒 63 的成績奪

得頭彩，緊接著 600 公尺接力賽，在學生同心協力下由技職

A奪得冠軍的榮耀。 

（三）5 月 31 日舉辦女生組雙人、及 6 人團體跳繩比賽，活動開始

時各班加油聲此起彼落，展現出巾幗不讓鬚眉的氣概，活動

比賽首先進行雙人組跳繩比賽，比賽成績僅以些微分數之差

由女技訓班取得優勝，隨後的 6 人團體賽，在女學生們同心

協力下由女技職 B班奪下冠軍的頭銜。 

（四）本次活動，就在學生們開心的歡樂聲中，圓滿化下句點。 
 



 

七、活動成果（剪影）： 

 

 

 

   

追趕跑跳碰比賽-男生組 100 公尺短跑  追趕跑跳碰比賽-男生組 600 公子接力賽 

   

 

 

 

   

追趕跑跳碰比賽-男生組頒獎  追趕跑跳碰比賽-女生雙人組跳繩 

   

 

 

 

   

追趕跑跳碰比賽-女生 6人組團體跳繩  追趕跑跳碰比賽-女生組頒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