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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彰化少年輔育院 105年度『彰化縣街頭藝人認證考試』活

動實錄 

一、時間：105年 6月 21日。 

二、地點：本院中正堂。 

三、宗旨： 

（一）藉由街頭藝人認證考試，促進院生自我信心成長，並培養人

際間互動能力及出院後謀生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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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院長與彰化縣政府文化局共同協商，促成彰化縣政府文

化局蒞院辦理本次街頭藝人認證考照活動。 

（二）訓導科簽呈擬定時程、實施流程計畫，參與考照學生等相關

細節後陳核辦理。 

五、資源運用： 

（一）教務科協助購買本次活動用品及佈置場地，活動所需經費由

義德寺贈款項下支付。 

（二）本次活動由本院與彰化縣政府文化局共同辦理。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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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為促進院生自我信心成長，並培養人際間互動能力及出

院後謀生技能，特邀請彰化縣政府文化局於 105 年 6 月 21

日蒞院舉辦街頭藝人認證考試活動。 

（二）活動首先由本院院長杜聰典致詞及介紹蒞院來賓及評審，緊

接由彰化縣文化局長吳蘭梅及彰化縣議員張雪如致詞，勉勵

參加認證考試的學生給予加油打氣，並祝福在場考證的考生

們皆能順利通過認證考試。 

（三）本次參加認證考試的學生共計 15 組 38 名，首先由男學生表

演薩克斯風獨奏揭開序幕，認證過程中考生們無不使出渾身

解數，展現出最精湛的一面，令在場的評審、來賓及長官們

為之驚艷。而在眾多考生當中又以自由特區組，最為亮眼不

但獲得評審們一致的好評，更引起在場學生們的共鳴一同歡

唱、同樂，這正是街頭藝人的目的，把歡樂帶給人群。活動

最後，在評審的解說與讚賞聲中完美劃下句點。 

 



 
七、活動成果（剪影）： 

 

 

 

   

街頭藝人認證考試-杜院長聰典致詞  街頭藝人認證考試-張議員雪如致詞 

   

 

 

 

   

街頭藝人認證考試-嚕啦啦組表演  街頭藝人認證考試-自由特區組表演 

   

 

 

 

   

街頭藝人認證考試-15歲的我們組表演  街頭藝人認證考試-評審講評 



貳、彰化少年輔育院「105年更生受保護人就促研習活動」第

2場就促輔導講座活動實錄 

一、時間：105年 06月 16日 14時至 16時止 

二、地點：本院中正堂 

三、宗旨： 

為提升收容人及更生受保護人就業競爭力，本院與勞動部勞動力

發展署中彰投分署規劃辦理就促輔導講座活動，藉由瞭解其學生

就業輔導實際需求，並妥善規劃相關資源之整合及運用。使院生

對就業職場有更進一步之了解與認識，增加收容少年對就業資訊

了解，改善就業觀念偏低及自信心不足等因素。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105 年度與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研擬辦理方式，

教務科擬訂計劃陳核後奉准辦理。 

（二）本次講座活動以男技訓班為單位，共計 57名學生參加。 
五、資源運用： 

（一）此次就促輔導講座活動專業講師之聘請及費用均由勞動部勞

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負責。 

（二）本科規畫此次活動相關戒護及拍照等事宜。 
六、活動內容： 

（一）本次就業輔導講座活動，先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

署邀請龍嚴股份有限公司資深禮儀師曾志中老師對學生講解

喪葬事業的企業趨勢，求職面試技巧、職業價值觀與就業態

度，使學生更能貼近企業脈動，了解職場環境。 

（二）活動透過影片講授與說明，讓同學清楚瞭解殯葬產業的專業

技能及傳統殯葬文化慎終追遠的深層涵義，而為提昇就業之

知能、協助就業力導入正確禮儀服務觀念，培養優良禮儀服

務人員。從基礎的就業態度、產業概況出發，再從就業技

巧、創業知識為基礎，教導學員正確的求職觀念及殯葬禮俗

智能及服務精神，養成殯葬禮儀的專業知識與流程，培養學

員正確的職場倫理概念、職業道德、積極的人生觀與工作態

度。97 年起丙級技術士考試增類喪禮服務職類，因此培訓

專業人才並提升殯葬產業服務品質，期勉學員加強自我培

訓，增強自我就業能力，讓學員收益良多。 



 

七、活動成果（剪影）： 

 

 

 
   

員林就業服務中心張老師就業服務宣導  曾講師鼓勵學生強化技能與提升就業能力 

   

 

 

 
   

講解喪葬事業的企業趨勢與就業職場       提供影片帶領同學探討職涯規劃 

   

 

 

 
   

講師與技訓 A學員合影  講師與技訓B學員合影 



叁、彰化少年輔育院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畢(結)業典禮活動實錄 

一、時間：105年 6月 27日 上午 9至 10時止 

二、地點：本院中正堂 

三、宗旨： 

為加強學生知識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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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業及畢業典禮，使同學對學校生活更有認同

感。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教務科擬訂畢（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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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科自行佈置場地並請園藝老師及環保隊協助，訓導科協助典禮

當日燈光音響操作事宜。 

六、活動內容： 

（一）典禮由田中高中潘校長主持，參加人員有各分校校長、授課教

師及本院師生等。本（104）年度畢業生計 38 名，由潘校長頒

發 104 學年度畢業生畢業證書及畢業總成績優異獎外，各分校

校長也頒發本學期學習進步獎，另有會考作文成績達 5 級分的

潘同學也獲頒院長獎殊榮。 

（二）此外各分校校長及本院院長也給予同學們殷切的勉勵，鼓勵畢

業同學邁向另一個學習的里程碑，高中部同學也可利用在院時

間多考取證照以利日後投入就業市場。 

（三）典禮最後由院長贈送感謝紀念品給協助本院辦理高中教育達 25

年的員林高中及到院服務達 18年的邱慶華主任，感謝他們長期

的付出與辛勞， 由員林高中游校長及邱主任本人受贈，氣氛溫

馨感人。 

 

  



七、活動成果（剪影）： 

 

 

    

104學年度畢結業典禮  結業典禮會場情形 

   

 

 

 
   

頒發畢業證書  頒發院長獎 

   

 

 

 
   

致贈員林高中感謝紀念品  致贈邱慶華主任感謝紀念品 

 



肆、彰化少年輔育院 105年度學生『生命教育繪本創作比賽』

活動實錄 

一、時間： 105年 6月 29日下午 14時至 15時 30分止 

二、地點：本院中正堂 

三、宗旨： 

（一）藉由學生抒發情感，發揮巧思，提昇美學及美感設計及創作

能力。 

（二）藉由作品之展現，凝聚與家庭連結，促進學生間正向情感及

和睦相處。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訓導科簽呈擬定比賽時程、實施計畫流程，參與學生班級等

相關規定後陳核辦理。 

（二）由班導師統計參加人數，俾利活動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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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科協助購買本活動獎品，所需獎品經費由興毅基金會贈

款項下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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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依法務部矯正署「105 年度矯正機關收容人生命教育繪

本創作比賽實施計劃」，辦理本次繪本創作比賽，藉由學生

發揮創意與巧思，以抒發情感，促進學生間正向思考，進而

凝聚與他人、家人、社會之連結。 

（二）繪本創作比賽活動共計 26 組 52 人參賽，開幕時，學生們個

個信心十足，對於參賽的主題、內容構思等都了然於胸，創

作過程中學生們一筆一劃，勾劃出細緻神韻，令人驚嘆。 

（三）評分時，評審們對於學生參賽作品之創作巧思、構圖細緻、

情感流露等表現，讚譽有加，可見學生參賽用心程度值得肯

定。 

（四）比賽結果由女高中班榮獲團體組第一名佳績，個人組則由女

技訓班取得第一名成績，活動在學生們歡天喜地的氣氛下劃

下句點。 
 



 
七、活動成果（剪影）： 

 

 

 

   

生命教育繪本創作賽-個人組創作情形  生命教育繪本創作賽-團體組創作情形 

   

 

 

 

   

生命教育繪本創作賽-評審評分（一）  生命教育繪本創作賽-評審評分（二） 

   

 

 

 

   

生命教育繪本創作賽-團體組獲獎學生  生命教育繪本創作賽-個人組獲獎學生 



伍、彰化少年輔育院「珍愛自己~女孩必修課 II~常見婦女疾

病及自我照護」衛教活動實錄 

一、時間：105年 6月 7日 下午 14時 30分至 15時 30分止 

二、地點：中正堂 

三、宗旨： 

婦女常見疾病的介紹含月經相關問題、婦科腫瘤、感染性疾病、

性傳染病…等，皆與女孩本身息息相關，疾病的認識就得先認識

自己的身體構造，進而了解疾病的成因及自我照護。本院於 105

年 6 月 7 日下午 14 時 30 分至 15 時 30 分辦理「珍愛自己~女孩

必修課 II~常見婦女疾病及自我照護」衛生教育活動，邀請衛生

福利部彰化醫院婦產科醫師-田怡文主任蒞院演講。本次活動，

參與活動師生共計 85人。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為提升本院女性收容學生，正確衛生保健及自我照護觀念 

，奉院長指示辦理一系列女性衛生常識教育課程。 

（二）本院洽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邀請專業講師蒞院演講。 

五、資源運用： 

（一）此次活動，本院提供場地、投影設備、影音器材及講師費。 

（二）此次活動講師部分由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協助安排。 

六、活動內容： 

（一）活動開始，醫師講解女性的身體構造及月經週期。 

（二）活動第二部份，醫師介紹婦科腫瘤、感染性疾病、性傳染 

      病等疾病成因與治療及預防方式。 

（三）活動最後，醫師強調許多性傳染病都容易導致女性身體的不

適，如何珍惜與愛惜自己，從做好防護措施開始，才能降低

感染機率。 
 



 

七、活動成果（剪影）： 
 

 

 

   

認識自己~身體構造  認識自己~月經週期 

   

   

   

婦科疾病介紹  性傳染病介紹 

   
   

   

生理症狀介紹  愛滋病介紹 



陸、彰化少年輔育院 105 年度第 2 季戒毒班家庭日活動實錄 

一、時間：105年 6月 28日下午 14時至 17時止  
二、地點：本院中正堂 

三、宗旨：家庭關係修復團體及家庭輔導。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依法務部矯正署 105 年 03 月 10 日法矯署醫字 10506000450

號函辦理，及本院毒品施用者輔導計畫及家庭支持方案。 

（二）本活動結合每季所辦理之物質濫用諮商團體，分別於團體結

束後辦理，每季辦理 1 次，共計 4 次，本次為第 2 季家庭日

活動，活動時間為 6月 28日下午 14時至 17時止。 

（三）訓導科簽呈擬定時程、實施計畫流程，參與學生班級等相關

規定後陳核辦理。 

（四）由班導師統計參加人數，俾利活動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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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福部彰化醫院臨床心理師帶領，授課鐘點費用申請矯正署

補助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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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階段：影音短片播放: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臨床心理師解說， 

影片內容為毒品違害方式及反毒、拒毒技巧等內容。 

第二階段:家庭關係修復團體活動部分： 

（一）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臨床心理師擔任團體領導者，班級導師

為協同領導者，以組成修復團體（共 3個團體）。 

（二） 討論內容為影片觀賞後心得分享、家庭倫理的探索、信任關

係之修復、家庭成員間之支持等。 

（三） 相關文件資料或團體活動引導技巧等由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臨床心理師或班級導師自行設計或由衛生科提供。 

第三階段：家庭輔導日活動： 

（一） 由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臨床心理師擔任團體領導者，班級導

師為協同領導者帶領家屬與學生進行家庭互動、親子活動、

溝通技巧的學習、親職教育，以協助學生出院後之家庭良性

溝通及正向互動為目的。 

（二） 相關文件資料或團體活動引導技巧等由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臨床心理師或班級導師自行設計或由衛生科提供。 



第四階段：衛教知識宣導： 

（一）由全體家屬及學生就原觀賞影片位置就座。 

（二）由衛生科主辦，衛生福利部臨床心理師協辦宣導毒品危害、

戒毒求助資訊、家屬提問解說及文宣發給等。 

第五階段：家屬與學生個別面對面懇親晤談交流時間。 

比照辦理懇親會方式，家屬與學生面對面晤談，班級導

師及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臨床心理師從旁協助。 
 



 
七、活動成果（剪影）： 

 

 

 

   

戒毒班家庭日活動-影音短片播放  戒毒班家庭日活動-家庭關係修復團體活動 

   

 

 

 

   

戒毒班家庭日活動-家庭輔導日活動  戒毒班家庭日活動-衛教知識宣導 

   

 

 

 

   

戒毒班家庭日活動-懇親晤談交流時間  戒毒班家庭日活動-懇親晤談交流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