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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少年輔育院 106年淑德樓、正德樓東、西棟耐震能力補

強前置作業(遴聘問專家)實錄 

一、 時間：105年 8月 1日至 8月 31日 

二、 地點：院區 

三、 宗旨：為因應本院 106 年度淑德樓及正德樓東、西棟建築物耐

震能力補強工程先期作業所需，依本科自定項目規劃表之執行進

度辦理。 

四、 籌備規劃經過： 

(一) 教室改善工程所需經費：技術服務費用(規劃設計及監

造)175,000 元，工程費用 2,323,865 元，合計 2,498,865

元整。 

(二) 機具設備費用：1,237,100元整 

五、 資源運用：自辦採購案 

六、 活動內容： 

(一). 本院 106 年度建築物耐震能力補強工程計有：淑德樓及正德

樓東、西二棟大樓。核定工程金額 1,823萬元。 

(二). 有關 106 年度本院建築物耐震能力補強工程 105 年度作業期

程，本科擬定如下： 

(三). 105年 8月份預定執行內容： 

1. 8 月 1 日至 20 日：遴聘專家學者為本案外聘顧問，協助審定

設計圖說、監造計畫及後續施工督導作業，以確保設計及施工

品質。目前已邀請台灣省結構技師公會常務理事陳純森先生擔

任乙職，未來視其需要另行增聘，有關顧問期問所需費用，已

另行簽文辦理。 

2. 8 月 21 日至 31 日：外聘顧問就本案現況會勘及協助審查詳評

報告書。 

3. 105年 9月份預定執行內容： 

（1）9月 1日至 14日：外聘顧問建議報告。 

（2）9 月 15 日至 31 日：辦理工程委託技術服務採購案招標

前置作業。 

4. 105年 10月份預定執行內容： 

（1）10 月 1 日至 31 日：公告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採購案

上網招標。 

（2）10 月 11 日至 31 日：106 年度工程辦理期間之前期各科

室協調會議。 



5. 105年 11月份預定執行內容： 

（1）辦理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採購案開標評選。 

（2）規劃設計、監造成果審查。 

6. 105年 12月份預定執行內容：106 年度辦理補強建築物工程預

算書（含規劃設計、監造及設計成果審查費用等）及工作項目

規劃表（或預定進度表）等資料函報。 
備註：一、記載項目可依實際實施情形需要予以增列或刪減。 

   二、活動成果請附相片 



備註：一、相片依上面表格以 A4 紙張列印（請用數位相機或掃描器處理，勿以相片黏貼）。 

   二、相片檔解析度請用 1600x1200（數位相機拍照時請注意解析度設定）。 

七、活動成果（剪影）： 

 

 

 

   

淑德樓、正德樓東、西棟耐震能力補強前置

作業第一次會議-聘任顧問專家介紹 
 
淑德樓、正德樓東、西棟耐震能力補強前置

作業第一次會議-簡報 

   

 

 

 

   

淑德樓-現場勘查(一)   淑德樓-現場勘查(二) 

   

 

 

 

   

正德樓東、西棟棟-現場勘查  104年度立德樓耐震能力工程施作介紹 



彰化少年輔育院烘焙班教室改善工程及機具採購案之實錄 

一、 時間：105年 6月 1日至 8月 8日止 

二、 地點：院區 

三、 宗旨：由整修教室規劃為技訓教學場地，降低本院大量收容學

生共處一室之擁擠感及緊張感，增加技訓種類選擇，健全學生發

展。 

四、 籌備規劃經過： 

(一) 教室改善工程所需經費：技術服務費用(規劃設計及監

造)175,000 元，工程費用 2,323,865 元，合計 2,498,865

元整。 

(二) 機具設備費用：1,237,100元整 

五、 資源運用：自辦採購案 

六、 活動內容：為因應就業環境及人才需求，並考量本院收容學生

能適性發展，能有多元化技訓職種可選擇，且考量未來引進職業

學程規劃，整修部分技訓教室變更為烘焙教室，希冀藉由烘焙教

室引進，提供學生良好的專業實習場地，並規劃檢定，使學生得

有充份的實務操作與練習機會增加技術精熟度。提升烘焙實習成

效，並規劃檢定輔導課程，輔導學生取得丙級證照，奠定學生未

來就業之基礎。 
備註：一、記載項目可依實際實施情形需要予以增列或刪減。 

   二、活動成果請附相片 



備註：一、相片依上面表格以 A4 紙張列印（請用數位相機或掃描器處理，勿以相片黏貼）。 

   二、相片檔解析度請用 1600x1200（數位相機拍照時請注意解析度設定）。 

七、活動成果（剪影）： 

 

 

 

   

烘焙班教室改善工程施作前  烘焙班教室施作前 

   

 

 

 

   

烘焙班教室改善工程施作中  烘焙班機具進廠中 

   

 

 

 

   

烘焙班教室改善工程施作後  烘焙班機具完成驗收後 



彰化少年輔育院「105年度第 2梯職涯探索成長團體活動」 

就業促進團體輔導活動實錄 

一、時間：105年 08月 1日 09：00時至 16：30時止 

二、地點：立德樓 2樓綜合教室 

三、宗旨： 

辦理就業職涯成長團體活動，協助學生職涯探索有效輔導及利用

就業實務技能的傳授與學習、職場倫理態度的建立及職場經驗分

享等，建立正確的職涯觀念。職涯規劃是很重要的議題，學生鮮

少對自己未來預先佈局，所以透過自我了解與肯定的歷程，積極

規劃以掌握未來成功契機是每位學生必備之功課。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105 年度與彰化縣政府勞工處及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

台中分事務所（彰化中心）研擬辦理方式，本科擬訂計劃

陳核後奉准辦理。 

（二）本次職涯探索成長團體活動由男技職 A 班計 16 名學生參

加，為第 2梯 3場次之團體活動。 

五、資源運用： 

（一）此次職涯探索成長團體活動專業輔導員之聘請及費用均由

彰化縣政府勞工處負責。 

（二）本科規畫此次活動相關場地、戒護及拍照等事宜。 

六、活動內容： 

（一）本次職涯探索成長團體活動辦理之目的： 

      1. 藉由課程協助學生更認識自己的價值觀、能力及興趣。 

      2.藉由課程使學生了解個人的情緒變化、團體動力的變化

與參與者的目前與未來皆有關聯。 

      3.促進學生職涯興趣探索與自我能力發展，以發展就業潛

能。 

      4.增強學生面對職場挑戰時，內在層面的心理建設，以健

全求職心態。 

      5. 透過團體活動，使學生自我反思與內省(Reflection)，

這是也是一種學習過程的關鍵要素。 

（二）期待透過就業職涯成長團體活動，運用專業的助人技巧帶

領、引導，協助學員透過就業團體分享、提升學生求職自

信心與職場競爭力，對職涯與職場有更深刻且更為豐富的

收穫。 



 

七、活動成果（剪影）： 

 

 

 
   

小團體課程使學生了解個人的情緒變化  輔導學員學習如何分工、溝通及協調 

   

 

 

 
   

生涯卡與自我探索職涯規劃      輔導學員利用圖片敘說故事及自我反思 

   

 

 

 
   

輔導員透過問卷引導學員的特質、內在價值          輔導員利用圖片解說職業的多元性   



彰化少年輔育院 

105年度法扶人權美學暨生命法制教育巡迴講座 

一、時間： 105年 8月 3日 

二、地點：本院中正堂 

三、宗旨： 

（一）藉由表演藝術，以美學方式呈現現代人生活中面臨的困境

與挑戰，再經由深入對談以引導學生與弱勢族群探索人

生，思考與他人共處之分際。 

（二）經由戲劇張力的感染，達到自我療育、自我尊重，與關懷

他人等建立人權法治社會所必須之蘊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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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核後立即著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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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由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板橋分會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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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動共 3 個班 40 位學生參加﹐活動首先由王講師依序

演員及介紹講座活動目的﹐揭開了序幕。 

（二）接著王講師向學生們講解﹐京劇的起源與後續的發展﹐及

示範戲劇各項的基本功夫﹐拓展了學生的眼界﹐隨後由法

扶基金會進行人權、法治社會觀念的宣導。 

（三）王講師接續帶領學生們﹐學習京劇的基本功﹐雖然學生很

用心學習﹐但是搞笑的動作倒是贏得滿堂笑聲。 

（四）緊接著由演員們進行專業表演﹐靈活的步伐、精湛的舞

姿﹐讓在場的學生們看得目瞪口呆﹐掌聲四起﹐活動最後

由演員們跟學生分享人生的心路歷程﹐並藉此勉勵學生應

當積極上進。 
 



備註：一、相片依上面表格以 A4紙張列印（請用數位相機或掃描器處理，勿以相片黏貼）。 

   二、相片檔解析度請用 1600x1200（數位相機拍照時請注意解析度設定）。 

七、活動成果（剪影）： 

 

 

 

   

法扶人權講座-來賓及活動介紹  法扶人權講座-京劇基本功講解 

   

 

 

 

   

法扶人權講座-法治人權宣導  法扶人權講座-學生京劇學習 

   

 

 

 

   

法扶人權講座-京劇表演  法扶人權講座-心路歷程分享 



彰化少年輔育院「常見急救常識與心肺復甦術介紹」 

衛  教  活  動  實  錄 

一、時間：105年 8月 3日 上午 09:30~10:30 

二、地點：中正堂 

三、宗旨： 

         為強化本院師生急救應變能力，於意外事故發生時能自救 

或救人，避免傷亡意外。本院於 105年 8月 3日辦理「常見急救 

常識與心肺復甦術介紹」衛生教育講座，邀請彰濱秀傳醫院急診 

部黃沛榆護理長、梁珮如護理師蒞院解說常見簡易急救處置及示 

範心肺復甦術施救技巧。本次活動，參與活動師生共計 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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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急救時間為心臟停止跳動後 4-6分鐘，學習急救術可 

以在黃金時間內救回需幫助的人，而這個人常常是自己最 

親近的人。為使本院師生具備相關急救觀念，降低意外傷 

亡機率，故辦理此衛教活動。 

   （三）由衛生科邀請彰濱秀傳醫院急診部黃沛榆護理長、梁珮如 

     護理師解說及示範心肺復甦術與急救常識。 

五、資源運用： 

（一）此次活動，本院提供場地、投影設備、影音器材。 

（二）此次活動獲彰濱秀傳醫院熱心公益，無償入院演講。 

六、活動內容： 

（一）活動開始，講師介紹學習急救術(BLS)的重要性及何謂生命

之鍊。 

（二）活動中，講師介紹 CPR的操作口訣、AED傻瓜電擊器的使 

      用方式及哈姆立克急救法。 

 (三)活動最後，講師邀請學生一起實地練習操作，增強熟悉度。 
備註：一、記載項目可依實際實施情形需要予以增列或刪減。 

   二、活動成果請附相片 



備註：一、相片依上面表格以 A4 紙張列印（請用數位相機或掃描器處理，勿以相片黏貼）。 

   二、相片檔解析度請用 1600x1200（數位相機拍照時請注意解析度設定）。 

七、活動成果（剪影）： 

 

 

 
   

生命之鍊介紹  CPR流程 

   

 

 

 
   

AED傻瓜電擊器介紹  哈姆立克急救法 

   

 

 

 
   

實地練習-CPR  實地練習-AED 



彰化少年輔育院 105年度資訊安全暨電子郵件社交工程防範教

育訓練活動實錄 

一、時間：105年 8月 5日(星期五)及 12日(星期五) 

二、地點：中正堂 

三、宗旨： 

（一）為避免機關內發生個人資料外洩事宜，並經由教育訓練強化

本院同仁資訊安全認知及提升同仁個人資料保護意識。 

（二）宣導同仁應具備的「電子郵件社交工程」防範概念以防制資

訊安全事件的發生。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由資訊人員簽辦活動日程及內容，請各科室宣導同仁參加。 

（二）活動經鈞長核可後公告於網站周知同仁。 

（三）資訊人員建置中正堂電腦之上課環境。 

五、資源運用： 

（一）中正堂個人電腦、投影機及音響系統。 

六、活動內容： 

（一）經由第一銀行 ATM 盜領案及其新聞影片，讓同仁了解駭客如

何透過社交工程電子郵件入侵機關或公司，並教導同仁如何

預防社交郵件的攻擊。 

（二）藉由播放中了勒索軟體的新聞事件，向同仁說明 1.何謂勒索

軟體？、2.臺灣受勒索軟體影響的程度、3.勒索軟體的感染

途徑、4.勒索軟體的特性、5.中了勒索軟體當下的處置、6.

如何預防勒索軟體。 

（三）播放使用公用 wifi風險的新聞影片，教導同仁謹慎使用公用

wifi。 

（四）重點說明法務部資訊安全作業基本認知。 

（五）宣導個人資料保護觀念，教導同仁如何掃描及加密個人資料

檔案。 

七、活動成果（剪影）： 



 

 

 

   

第一梯同仁上課狀況  第一梯同仁上課狀況 

   

 

 

 
   

院長親自參加課程  政風會同辦理資安宣導 

   

 

 

 

   

第二梯同仁上課狀況  第二梯同仁上課狀況 

備註：一、相片依上面表格以 A4 紙張列印（請用數位相機或掃描器處理，勿以相片黏貼）。 

   二、相片檔解析度請用 1600x1200（數位相機拍照時請注意解析度設定）。 



彰化少年輔育院「105年度協助青少年就業促進系列活動」

第 1場就業促進講座活動實錄 

一、時間：105年 08月 09日 14時至 16時止 

二、地點：本院中正堂 

三、宗旨： 

為增進受保護處分之青少年職涯探索、協助其了解認識自己、

發覺興趣所在，釐清職業性向與能力，及早思考未來的人生方

向，預做準備，同時建立正確的職場觀念，增加就業競爭力及

穩定度。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105 年度與彰化縣政府勞工處研擬委託彰化「張老師」中心

辦理，教務科擬訂計劃陳核後奉准辦理。 

（二）本次講座活動以淑德樓女生班為單位，共計 123 名學生參

加。 
五、資源運用： 

（一）此次就業促進講座活動專業講師之聘請及費用均由彰化縣

政府勞工處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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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就業促進講座活動，邀請人力資源專業諮商心理師王

智誼講師，講授關於求職面試技巧、職業介紹及提供就業

市場資訊等課程，針對產業簡介及未來發展加以分析，使

學生了解求職該具備之正確態度及能力。 

（二）活動透過故事影片與說明，讓同學清楚瞭解興趣雖然在生

涯規劃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並不是要你把你現在喜

歡做的事情，原封不動地擺到你未來的生涯藍圖中。總想

著如何將自己的平日興趣原封不動地塞進生涯藍圖中，反

而限縮了自己可以選擇的工作範圍。鼓勵同學重新塑造個

人自信心，定位方向及溝通能力，讓學生體驗內在自我與

未來職涯的關係，進一步培養學習與就業實力。 



 

七、活動成果（剪影）： 

 

 

 
   

教務科長正向鼓勵同學  就業促進講座邀請諮商心理師王智誼講師 

   

 

 

 
   

講授關於求職面試技巧       鼓勵同學重新塑造個人自信心 

   

 
 

 

 

   

透過故事影片釐清職業性向與能力   提供影片帶領同學探索職涯規劃 



彰化少年輔育院「吃出健康好身材~談均衡飲食健康減重」 

衛  教  活  動  實  錄 

一、時間：105年 8月 16日 下午 14:30~15:30 

二、地點：中正堂 

三、宗旨： 

         減重一直是許多女性的目標，但過度節食或不當飲食反而 

    容易造成身體危害。飲食習慣西化及含糖飲料風行則是造成學生  

    體重過重較高的原因之一。 

        為強化學生正確飲食與健康減重觀念，本科於 105年 8月 

    16日邀請彰化醫院營養部黃玉如主任蒞院假中正堂辦理「吃出 

    健康好身材~談均衡飲食健康減重」教育講座。參與活動師生共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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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強化學生正確飲食與健康減重觀念，辦理此衛生教育講 

      座。 

   （三）由衛生科邀請部立彰化醫院營養部黃玉如主任蒞院演講。 

五、資源運用： 

（一）此次活動，本院提供場地、投影設備、影音器材。 

（二）此次活動，講師部分由彰化醫院協助安排。 

六、活動內容： 

（一）活動開始，講師介紹過重與肥胖及肥胖併發症、如何計算

BMI。 

（二）活動中，講師介紹青少年營養與如何正確體重控制。 

(三)活動最後，講師教導均衡飲食方法與外食選擇技巧。 
備註：一、記載項目可依實際實施情形需要予以增列或刪減。 

   二、活動成果請附相片 



備註：一、相片依上面表格以 A4 紙張列印（請用數位相機或掃描器處理，勿以相片黏貼）。 

   二、相片檔解析度請用 1600x1200（數位相機拍照時請注意解析度設定）。 

七、活動成果（剪影）： 

 

 

 
   

吃出健康好身材  過重與肥胖 

   

 

 

 
   

肥胖所帶來的疾病  肥胖與死亡率 

   

 

 

 
   

每日飲食所需   外食選擇技巧 



彰化少年輔育院 

傳愛輔翼-送愛進少輔 

一、時間： 105年 8月 22日 

二、地點：本院中正堂 

三、宗旨： 

（一）中秋佳節將屆，為紓解學生思念親人之情懷，並藉由社會

人士共同關懷與愛心，釋放平日累積壓力，有助調劑身

心，趕走負面情緒，讓自己找到再出發的力量 

（二）藉由手語、舞蹈表演，傳達正確價值觀，學習感恩、感激

及導尊重他人，為人權法治社會所必須良好觀念。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由救國團彰化縣工商青年社會服務五隊、財團法人臺灣更

生保護會彰化分會、彰化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彰化少年

輔育院事前共同協商。 

（二）訓導科簽呈擬定活動時程、實施流程，參與學生班級等相

關規定，奉核後立即著手辦理。 

（三）由班導師統計人數並造冊，俾利活動進行，活動前若有異

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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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由救國團彰化縣工商青年社會服務五隊、財團法人

臺灣更生保護會彰化分會、彰化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共同

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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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前首先邀請來賓致詞，慰問在場學生及勉勵與加油打

氣，隨後由本院秘書證贈感謝狀，感謝社會慈善團體蒞院

舉辦中秋慰問活動。 

（二）活動首先由女國中班口琴表演進行暖場，接著由男高中班

帶來的烏克麗麗表演，輕快飛揚的旋律讓整天的疲備心情

瞬間紓解下來，隨後高亢宏亮的薩克斯風聯合演奏，激起

學生歡愉的情緒，紓解了平日累積壓力。 

（三）緊接著手語與舞蹈的表演，明確的傳達出為人處事應有感

恩、感激及導尊重他人，活動最後由楊炳松老師，歡樂帶

動唱，將整個氣氛帶到最高點，在場的學生、老師、志工

們無不一同歌舞歡唱，活動在滿談歡樂聲中閉幕。 



 

備註：一、相片依上面表格以 A4紙張列印（請用數位相機或掃描器處理，勿以相片黏貼）。 

七、活動成果（剪影）： 

 

 

 

   

傳愛輔翼-來賓致詞  傳愛輔翼-致贈感謝狀 

   

 

 

 

   

傳愛輔翼-口琴班表演  傳愛輔翼-薩克斯風合奏 

   

 

 

 

   

傳愛輔翼-手語表演  傳愛輔翼-舞蹈班表演 



   二、相片檔解析度請用 1600x1200（數位相機拍照時請注意解析度設定）。 



彰化少年輔育院「105年度協助青少年就業促進系列活動」

第 2場就業促進講座活動實錄 

一、時間：105年 08月 24日 14時至 16時止 

二、地點：本院中正堂 

三、宗旨： 

為增進青少年能對職場有更清楚的認識與了解，並提早備妥未

來就業的相關能力，進而降低學用落差協助其了解認識自己、

發覺興趣所在，以建立職涯發展願景，發揮專業敬業精神，有

效自律自制，深刻理解職場倫理及社會化意識。同時建立正確

的職場觀念，增加就業競爭力及穩定度。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105 年度與彰化縣政府勞工處研擬委託彰化「張老師」中心

辦理，教務科擬訂計劃陳核後奉准辦理。 

（二）本次講座活動由男高一 A、B 班、男高二班及男技職班等同

學參與，共計 128名學生參加。 
五、資源運用： 

（一）此次就業促進講座活動專業講師之聘請及費用均由彰化縣

政府勞工處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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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就業促進講座活動，邀請彰化「張老師」中心推廣講

師陳奕叡老師蒞院演講，以主題「許我一個美好未來」，

分享親身的職涯經驗，提供給同學們寶貴的意見，並以

「讓我們以最佳戰力啟動美好遠景」，期勉同學能配合興

趣充實專長，適性發展，及早掌握自己職涯的方向。 

（二）期藉由專業講座和資源介紹等相關課程的安排，協助帶領

同學探索自己與團體認同、問題解決、工作倫理、性向分

析、情緒管理與人際相處等，重新塑造個人自信心，讓學

生體驗內在自我與未來職涯的關係，協助同學就業或就

學，進一步培養學習與就業實力。 



 

七、活動成果（剪影）： 

 

 

 
   

教務科長正向鼓勵同學  推廣講師陳奕叡老師蒞院演講 

   

 

 

 
   

期勉同學重新塑造個人自信心       彰化縣政府賴秘書長蒞院鼓勵同學 

   

 
 

 

 

   

提供影片帶領同學探索職涯規劃   透過故事影片釐清職業性向與能力 



彰化少年輔育院「105年更生受保護人職涯探索團體活動」

第 2梯就促團體輔導活動實錄 

一、時間：105年 08月 25-26日 08：30時至 16時止 

二、地點：淑德樓綜合教室 

三、宗旨： 

為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本院與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

署規劃辦理「職涯探索團體活動」，協助學生求職面試技巧及

建立正確的職掌倫理觀念，規劃辦理職涯探索團體活動，以職

涯探索為主軸，經由互動式的教學模式，使學生在趣味中學習

適當之工作觀及態度，並掌握實踐理想職涯目標，在過程中找

到自己適合的位置，並且建立自己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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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擬訂計劃陳核後奉准辦理。 

（二）本次更生受保護人職涯探索團體活動由女高一班計 12 名學

生參加，為第 2梯 6場次之團體活動。 

五、資源運用： 

（一）此次職涯探索團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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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職涯探索團體活動聘請諮商心理師蘇琮琪講師及輔導

員等共 3 名，活動將以小團體模式進行，學員在專業講師

的引導下，輔以客觀的適性測驗量表施測，啟發團體成員

對自我探索之興趣，並進一步釐清生涯迷思，找到個人的

自我信念、價值與生涯定位；此外，藉由帶領者與學員間

之互動與分享討論，協助成員以系統化方式，做好生涯準

備，設定發展目標、建立行動方案，開展築夢踏實的生涯

旅程！ 

（二）「認識自己，規劃未來」活動透過故事、圖片及遊戲等課

程進行，啟發團體學員自我認識、自我探索，讓學員瞭解

自己的潛力，促使個人對其本身之需要、興趣、性向、價

值、工作角色及能力，培養責任感、提升受挫容忍力與增

加自信。並學習如何設定職涯的目標，培養所需之就業能

力、提前做好就業的準備，並提昇職場競爭力。。 



 

七、活動成果（剪影）： 

 

 

 
   

第 2梯就促團體輔導活動輔導員與學員  學員間之互動與分享討論 

   

 

 

 
   

與學員分享討論「認識自己，規劃未來」          客觀的適性測驗量表施測學員性向 

   

 

 

 
   

讓學員瞭解自己的潛力          生涯卡與自我探索職涯規劃  



彰化少年輔育院 105年度第 2期「TQC電腦中文認證」技能

認證測試活動實錄 

一、時間：105年 8月 26日 上午 9時 00分至 11時止 

二、地點：本院技訓大樓電腦教室 

三、宗旨： 

本課程輔導學生參加「TQC 電腦中文輸入認證班」考試，為配合

國內電腦證照風氣，辦理 TQC 電腦技能證照班之專業訓練課程，

其目的幫助學生學習電腦技能，取得專業證照，提升其專業能力

與就業競爭力。訓練電腦的基礎操作能力，以適應將來職場的需

要。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105 年 7 月份擬定「TQC 電腦中文認證」訓練課計畫書一

案，陳報鈞署核備。 

（二）本次參加「TQC電腦中文認證」分 2場次測試，第 1場次為

男技職班 29 學員；第 2 場次為高二班 22 學員，共計 51 名

學生參加，認證測試於本院技訓大樓電腦教室測試。 

五、資源運用： 

（一）此次認證測試予本院作業基金技能檢定經費項下負擔。 

（二）本科規畫此次認證測試相關戒護及拍照工作與遴聘 1 名監

場評審認證測試事宜。 

六、活動內容： 

（一）中文輸入認證每位考生均有二次輸入機會，每次十分鐘，

取較高者為成績，再依成績可區分下列認證等級： 

1.實用級 C1：每分鐘輸入達 15 字（含）者該科為合  

格，但錯誤率必須小於 10%(不含 10%)。 

2.進階級 C2：每分鐘輸入達 30 字（含）者該科為合格，

但錯誤率必須小於 10%(不含 10%)。 

3.專業級 C3：每分鐘輸入達 80 字（含）者該科為合格，

但錯誤率必須小於 10%(不含 10%)。 

（二）第 1 場次男技職班於 09:00 開考，測試學生共計 29 名，實

際到考人 29 名。合格人數 29 名（實用級 C1：7 名；進階

級 C2：21名；專業級 C3：1名），全數皆通過測試。 

（三）第 2 場次高二班於 10:00 開考，測試學生共計 22 名，實際

到考人 17 名，缺考 5 名。合格人數 17 名（實用級 C1：7

名；進階級 C2：9 名；專業級 C3：1 名），全數皆通過測

試。 



 

七、活動成果（剪影）： 

 

 

 
   

監場老師考前講解應注意事項  應考生認真進行測驗 

   

 

 

 

   

考長主任視察考場            高二班應考前核對人數 

   

 

 

 
   

應考生認真進行測驗  測驗結束監場老師核對成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