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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彰化少年輔育院 1 0 5 學年度第 1 學期 

教 師 教 學 研 習 會 活 動 實 錄 

一、時間：105年 9月 10日(星期六) 上午 9至 10時 30分止 

二、地點：本院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 

三、宗旨： 

（一）、 加強新進教師對本院現況暨矯正法令之瞭解，提升教學品質，
促進行政效率，以瞭解本院文化、設備、行政組織，加速融入

本院教學運作。 

（二）、 透過介紹院務運作現況及學生概況等背景知識，讓新進教師及
早熟悉環境，並期許精進教學品質。 

（三）、 增進新進教師教學知能，提昇教學運作效能。 

四、籌備規劃經過： 

教務科簽擬會議相關計畫，奉鈞長核可後辦理。 

五、資源運用： 

會議由本科科長主持，會同政風室與訓導科協助辦理，場地佈置

及拍照工作由本科負責。 

六、活動內容： 

（一）、 本院院務方向與教學工作重點介紹。 
（二）、 教務、訓導、政風工作重點宣導。 

（三）、 矯正法令、教學相關應遵守事項宣導。 

（四）、 本院電腦設備之使用介紹。 

項次 會議程序 宣導人員 

1 院長致詞  

2 院務簡報播放 教務科 

3 戒護區淨化方案宣導 張隊長智明 

4 
教務科業務宣導(學籍/

資訊) 

學籍-楊導師雯瑜 

資訊-謝技師福星 

5 政風室相關案例宣導 蕭主任曉陽 

6 座談時間(Q&A) 教務科 

 

 

 

  



七、活動成果（剪影）： 

 

 

 

   

院長致詞  院務簡報播放 

   

 

 

 

   

戒護區淨化方案宣導  政風室相關案例宣導 

   

 

 

 

   

學籍業務宣導  座談時間(Q&A) 

 



彰化少年輔育院「心轉路就轉~談壓力調適與自殺防治」 

衛  教  活  動  實  錄 

一、時間：105年 9月 13日 下午 14:30~15:30 

二、地點：中正堂 

三、宗旨： 

        壓力是生活中看不見得無形殺手，每個人都有面臨壓力的     

    時候，如何面對及抒發，進而避免自傷、自殘甚或自殺行為之發 

    生，是需要學習的。 

        為強化學生壓力調適技巧及尋求正當協助管道，本院於 105 

     年 9月 13日邀請彰化醫院精神科梁孫源醫師蒞院假中正堂辦理 

   「心轉路就轉~談壓力調適與自殺防治」教育講座。參與活動師生 

    共 1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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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學生覺察自我情緒管理、減少自我傷害行為，辦理此 

衛生教育講座。 

   （三）由衛生科邀請部立彰化醫院精神科梁孫源醫師蒞院演講。 

五、資源運用： 

（一）此次活動，本院提供場地、投影設備、影音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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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介紹如何培養樂觀能力及面對恐懼。 

（二）活動中，講師介紹社會支持系統的尋求及解決問題的多種 

      方式。 

(三)活動最後，講師教導何謂看、聽、轉、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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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活動成果（剪影）： 

 

 

 
   

培養樂觀能力  培養樂觀能力 

   

 

 

 
   

面對壓力與恐懼  面對壓力與恐懼 

   

 

 

 
   

壓力調適方法  心轉念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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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矯正署彰化少年輔育院 

「105年度第 2梯次專案技能檢定學科測試」活動實錄 

一、時間：105年 9月 20日 上午 8時 00分至 12時止 

二、地點：本院技訓大樓電腦教室 

三、宗旨： 

為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培養正確的就業觀念與態度。規畫多職

類技能訓練教育，並落實學生技能實務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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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105 年 2 月份擬定機器腳踏車修護班及室內配線班訓練課程

計畫書一案，陳報矯正署核備。。 

（二）本次參加專案技能檢定學科測試學員為機器腳踏車修護班及

室內配線班 2 職類，共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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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學科測試費用由本院專案技能檢定經費項下負擔。 

（二）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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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審等學科測試事宜。 

六、活動內容： 

（一）本梯次為 105 年度第 2 梯次專案技能檢定學科測試作業，受

試考生為本院男技訓信班及義班受訓學員，測試職類共計 2

場：第 1 場次為機器腳踏車修護於 8 時 20 分開考，測試學

生共計 13 名，實際到考人 13 名；第二場為室內配線於 10

時 20 分開考，測試學生共計 17 名，實際到考人 15 名〈缺

考 2 名〉。本次實際參加學科測試共 28 名，全數皆通過測

試。 

（二）此次辦理機器腳踏車修護室及內配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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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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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活動成果（剪影）： 

  

 
   

院長鼓勵學測學員  監場老師考前講解應注意事項 

   

  

 

   

監場老師考前講解模擬試題        機器腳踏車修護學測學員認真作答 

   

 

 

 
   

室內配線學測學員認真作答  完成作答準備交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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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矯正署彰化少年輔育院「105年度第 2梯次專案技能檢

定機器腳踏車修護術科測試」活動實錄 

一、時間：105年 9月 21日 上午 7時 30分至 12:00時止 

二、地點：本院技訓中心機器腳踏車修護教室  

三、宗旨： 

本院技能訓練核心發展使命落實技訓策略，授予謀生技能，培養

學生自信和積極健康的心態，快樂成長。積極規劃配合新課程，

使院生有更多選擇的機會，適性發展。今年新開機器腳踏車修護

丙級檢定訓練班，本意在調整學生心性，同時兼顧學理與技能，

使其學以致用，俾利學生出院都能具有機器腳踏車修護丙級證

照。讓其藉以謀生、自立更生，增添改過向善之機會。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105 年 2 月份擬定機器腳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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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腳踏車修護班應考學

員 13 名，於 105 年 9 月 20 日為一場次 8:30-12:00 完成測

試。 

五、資源運用： 

（一）此次術科考場於本院技訓大樓機器腳踏車修護教室之設備及

材料完成丙級專案技能檢定。 

（二）本科規畫此次術科測試相關應備器材、資料、用品及拍照工

作與遴聘 6名監評評審術科測試事宜。 

六、活動內容： 

（一）本次男技訓信班機器腳踏車修護專案技能術科檢定共 13 名

參加應考，全數通過測試，合格率百分百成效斐然。 

（二）機器腳踏車修護職類丙級術科測試依檢查與調整引擎、綜合

保養、使用量具及更換煞車、車輪、引擎、電系系統相關構

件等共需應考 6 站試題，學生依平時所學熟練的實際操作，

且於 3 小時測試時間內完成，通過測試後，心情喜悅，導師

期許學生選擇未來適合的就業訓練資訊，以建立個人專業技

能，期能投入相關就業市場，減少學生再犯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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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活動成果（剪影）： 

 

 

 
   

監評委員開協調會議  應檢代表會同評審長公開抽籤 

   

 

 

 
   

應檢人領取考題準備入場應考         應檢人至應考站報到簽名 

   

 

 

 

   

術科測試實務操作  測試完畢彙整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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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矯正署彰化少年輔育院「105年度第 2梯次 

專案技能檢定室內配線術科測試」活動實錄 

一、時間：105年 9月 22日 上午 8時 00分至 13:20時止 

二、地點：本院技訓中心室內配線教室  

三、宗旨： 

學生可塑性高，為能因勢利導，培養刻苦、勤奮、熱誠之服務精

神。在室內配線班教師熱心指導下，讓室內配線班學生習得一技

之長，培養其能依配線圖計算材料，從事各類房舍及工廠低壓室

內配線裝置及維護工作，使其程度達到丙級技術士之技能標準。

讓其藉以謀生、自立更生，增添改過向善之機會。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105 年 3 月份擬定室內配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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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配線班，應考學員共

17 名，實際到考學員 15 名〈缺考 2 名〉，於 105 年 9 月 22

日分為一場次測試於 9時 11分至 12時 31分完成測試。 

五、資源運用： 

（一）此次術科考場於本院技訓大樓室內配線教室之設備及材料完

成丙級專案技能檢定。 

（二）本科規畫此次術科測試相關應備器材、資料、用品及拍照工

作與遴聘 3名監評評審術科測試事宜。 

六、活動內容： 

（一）本次男技訓義班室內配線術科測試共 15 名參加，丙級室內

配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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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配線職類丙級術科測試依單線圖、控制電路圖及器具位

置圖所示，並依據現場所繪之器具及管線基準線完成配管配

線。學生依所學熟練的實際操作，且於 3 小時測試時間內完

成，通過測試後，心情喜悅，導師期許學生選擇未來適合的

就業訓練資訊，以建立個人專業技能，期能投入相關就業市

場，減少學生再犯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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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活動成果（剪影）： 

 

 

    

杜院長蒞臨試場勉勵學員  應檢代表會同評審長公開抽籤考題 

   

 

 

 

   

評審長考前講解應注意事項         考前依考題分配工作崗位 

   

 

 

 

   

室內配線術科測試實際操作  監評委員至各崗位實地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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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