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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衛生科 

彰化少年輔育院 

「世界因你而改變~壓力調適與自殺防治」衛生教育講座活動實錄 

一、時間：106年 4月 11日 下午 14:00~15:00 

二、地點：本院中正堂 

三、宗旨： 

本院收容對象為青少年，而矯正機構青少年的情緒調適較薄弱，

為教導學生如何面對壓力及管理、抒發情緒，進而避免自傷、自殺或

攻擊行為產生。本院於 106年 4月 11日經彰化縣衛生局邀請彰化基督

教醫院黃耀庭心理師蒞院演講「世界因你而改變~壓力調適與自殺防

治」衛教宣導活動。參與活動師生共 84人。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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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本院師生學習對於壓力的調適與轉念的想法，進而降低自傷或

自殘的機會，辦理此衛教活動。 

 (三) 彰化基督教醫院黃耀庭心理師蒞院演講「世界因你而改變~壓力調

適與自殺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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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活動講師由彰化縣衛生局邀請彰化基督教醫院黃耀庭心理師

入院宣導。 

六、活動內容： 

（一）活動開始，講師利用詢問方式~你能改變世界嗎?你的人生只有這

樣嗎?引導學生思考，自己的存在價值與意義。 

（二）活動第二部份，講師藉由讚美列車活動的進行，引導學生思考自

己與別人的優點並學習讚美及鼓勵他人。 

 (三) 活動最後，講師藉由分組討論引導學生看見別人的好並鼓勵他

人，將自我的負向思考轉念，進而降低自傷或自殘的想法並可於

需要時幫助他人。 
 

 

 

 

 

  



七、活動成果（剪影）： 

 

 

 
   

你的人生只有這樣嗎?  引導學生思考 

   

 

 

 
   

誰限制了你?  讚美列車 

   

 

 

 

   

讚美列車  小組分享 

 



彰化少年輔育院性評審查會議活動實錄 

一、時間：106年 4月 19日(星期三) 10時 30分至 12時 00分止 

二、地點：本院三樓會議室 

三、宗旨： 

依據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20條之一及法務部 101年 2月 1日法
授矯字第 1010600020號函規定，辦理受感化教育性侵害犯罪少

年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業務。針對法院來函指示須個別身心治療

者，則安排團隊進行輔導治療、成效評估及出院轉銜等事宜，重
新建立其守法、守紀、尊重、自律之教育意涵，降低是類學生再

犯之危險、維護公共利益及社會安全之目的。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 每季彙整法院來函指示因妨害性自主案別需個別身心治療者名

冊。 

（二） 輔導治療為期 6個月，12次個別輔導、12次團體輔導及 1次身
心科醫師會談。 

（三） 輔導過程會談資料彙整。 

（四） 開會通知邀請相關單位與會。 
 

五、資源運用： 
會議由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精神科丁主任主持，邀請南投地

方法院主任觀護人、更生團契主委、治療心理師及各科主管、導
師出席擔任委員，場地佈置及拍照工作由本科負責。 

 

六、活動內容： 

（一） 主席致詞會議開始 

（二） 訓導科導師報告學生在院表現 

（三） 個輔心理師、團輔心理師報告治療成果 
（四） 丁主任報告會談診斷 

（五） 問題提出與討論 

（六） 各委員決議圈選 
（七） 本科報告圈選結果 

 

 

  



七、活動成果（剪影）： 

 

 

 
   

導師報告學生在校狀況  心理師報告治療成效 

   

 

 

 
   

醫師會談報告  資料審查 

   

 

 

 
   

問題提出與討論  各委員決議圈選 

 



貳、 教務科 

彰化少年輔育院 
「106年度第 1 梯次專案技能檢定學科測試」活動實錄 

一、時間：106年 4月 17日 上午 8時 20分至下午 15時止 

二、地點：本院技訓大樓電腦教室 
三、宗旨： 

本院積極參與職業訓練，開設課程配合產業界的趨勢潮流，積極輔

導學生考取證照，讓結業的學生能有立即就業的能力，這也是課程
之創設宗旨。使學生獲得正向肯定及鼓舞，協助其順利復歸社本院

的願景，時刻把學生放在第一位，關懷幫助他們，用家庭氛圍感染

薰陶他們，培養學生自信和積極健康的心態，快樂學習成長。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105年 8月份擬定汽車修護班及女子美髮班訓練課程計畫書；

105年 11月份擬定烘焙食品班課程訓練計畫書。 
（二）本次參加技能學科測試學員為汽車修護班、女子美髮班及烘焙

食品班 3職類，共計 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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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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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學科測試事宜。 

六、活動內容： 

（一）本梯次為 106 年度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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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技訓義班及女技訓智班受訓學

員，測試職類共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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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名〈缺考 1名〉；第

2 場為女子美髮於 10 時 20 分開考，測試學生共計 24 名，實

際到考人 24名；第 3場為烘焙食品於 13時 20分開考，測試

學生共計 14名，實際到考人 13名〈缺考 1名〉。本次實際參
加學科測試共 54名，全數皆通過測試。  

（二）本院 106年第 1梯次辦理汽車修護班、女子美髮班及烘焙食品

班丙級學科專案技能檢定合格率百分百，成效斐然。 
（三）學生在參訓期間在名師施予嚴格訓練之下，學科採用集中講

授、及分組研討，並配合各種教學器材，以增加教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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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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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前學員練習模擬試題  監場老師考前講解應注意事項 

   

 

 

 
   

汽車修護學科測試學員認真作答        女子美髮學科測試學員認真作答 

   

 

 

 
   

監場老師確認考生及核對資料  同學學科完成作答舉手準備交卷 

 



法務部矯正署彰化少年輔育院 
106年第 1梯次烘焙食品-麵包職類丙級術科技能檢定活動實錄 

一、時間：106年 4月 18日 上午 8:00至 16:00時止 

二、地點：本院技訓中心烘焙食品教室 
三、宗旨： 

為強調落實技職教育「務實致用」之精神，以致力推動烘焙食品班的

教學策略之技能訓練，以培育學生具備烘焙食品製作之技術人才為目
標，並且培養學生具備餐旅群共同核心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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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輔導學生考取烘焙食品-麵包丙級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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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11 月份擬定烘焙食品班訓練課程計畫書一案，專業學科
80小時、專業術科 550小時，合計總授課 630小時。 

（二）本次參加專案技能術科測試學員為烘焙食品班應考學員共 13

名，於 106 年 4 月 18 日分為二場次測試；第一場次：考生 8 名
8:00-13:00 完成測試；第二場次：考生 5 名 11:00-16:00 完成

測試。     

五、資源運用： 
（一）此次術科考場於本院技訓大樓烘焙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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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用品及拍照工作與遴聘上
午 3名監評、下午 3名監評，評審術科測試事宜。 

六、活動內容： 

（一）本次男技訓信班烘焙食品-麵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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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焙食品-麵包職類丙級術科測試，應檢題目為:Ａ題：山形白土

司 Ｂ題：布丁餡甜麵包 Ｃ題：橄欖形餐包 Ｄ題：圓頂葡萄乾
土司 Ｅ題：圓頂奶油土司 Ｆ題：紅豆甜麵包 Ｇ題：奶酥甜麵

包，測驗產品組合麵包類項：(1) AB (2) DB (3) EG (4) AF (5) 

DG (6) EF (7) E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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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檢人計算麵包配方表  應檢人代表會同監評長公開抽題 

   

 

 

 
   

考生至各應檢站準備應考材料  考生至各站簽到實際操作 

   

 

 

 
   

考生所做之成品  術科測試監評成績總評審 



彰化少年輔育院 106年第 1梯汽車修護職類丙級術科技能檢定活動實錄 

一、時間：106年 4月 19日 上午 8:30至 1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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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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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名，

於 106 年 4 月 19 日分為二場次測試；第一場次：考生 12 名

8:30-12:00完成測試；第二場次：考生 5名 13:30-1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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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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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男技訓義班汽車修護專案技能術科檢定共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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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確實公開抽題  應檢代表人會同監評長公開抽題 

   

 

 

 
   

考生至各應檢站準備應考材料  考生至各站簽到實際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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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少年輔育院國教署參訪活動實錄 

一、時間：106年 4月 19日(星期三) 下午 15：00至 17：00時止 

二、地點：全院 

三、宗旨： 

國教署為協助本院技職教育相關資源整合並協助收容學生適性就

學與生涯探索，希冀提供學生相關生涯輔導及性向探索以利學生在院

適性就學及後續學籍轉銜順利。 

本次由國教署副署長帶領並邀集彰化縣政府、彰化縣學生輔導諮

商中心及達德商工進行實地訪視並假本院召開「研商彰化少年輔育院

學生適性學習及生涯探索會議」。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 由教務科承辦人與國教署、彰化縣政府及達德商工聯繫參訪時間與

參訪流程。 

（二） 會議資料及紀錄由國教署負責。 

五、資源運用： 

（一） 總務科協助籌備 3樓會議室相關場地整理及外賓接待工作。 

（二） 訓導科協助安排學生表演、拍照、司儀等工作。 

（三） 教務科技訓承辦人協助安排烘焙、中餐班準備餐點招待外賓。 

六、活動內容： 

（一） 參訪來賓至中正堂觀賞女生班口琴及薩克斯風表演。 

（二） 院長陪同國教署副署長及參訪來賓至本院技訓工廠及授課教室實

地參訪。 

（三） 參訪來賓品嚐中餐烹調及烘焙班同學精心製作的餐點並詢問同學

學習心得。 

（四） 由國教署副署長主持「研商彰化少年輔育院學生適性學習及生涯探

索會議」，討論如何由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協助本院學生進行

職涯與性向探索。 

 

 



七、活動成果（剪影）： 

 

 

 

   

院長帶領來賓參觀  觀賞女生班口琴及薩克斯風表演 

   

 

 

 

   

參觀汽車修護班  中餐烹調班課程實況 

   

 

 

 

   

來賓品嚐學生中餐班學生成品  國教署戴副署長主持會議 

 



法務部矯正署彰化少年輔育院 
「106年更生受保護人就促研習活動」第 1場就促輔導講座活動實錄 

一、時間：106年 4月 28日 下午 14時 00分至 15時 30分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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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3 月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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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就促輔導講座活動以男技訓信、義 2班為單位，共計 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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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R 職涯管理顧問工作室負責人陳浩正老師對學生講解溝通方

面的技巧、觀察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使學生更能貼近企業脈動，

增進在職場上溝通的能力。 

（二）本次活動透過投影片講授與說明，讓同學更能了解人與人之間溝

通方式的深層涵義，老師的投影片中包含許多心智圖的呈現以及

表格化的陳述，幫助同學可以清晰理解肢體動作的意義，過程中

老師還邀請在場同學上台做肢體互動，從各種不同的握手姿勢來

看出一個人的內心想法、地位高低等等，令同學們感到趣味十足。 

 (三) 希望本次活動能帶給同學們幫助，讓他們在未來的路上能更順利

地與人溝通，進入職場後也能鶴立雞群，邁向光彩奪目的康莊大

道。  
  



七、活動成果（剪影）： 

 

 

    

陳老師開場  本次活動主題 

   

 

 

 
   

陳講師利用投影片講解人的自卑心理  現場同學認真聽講 

   

 

 

 
   

陳講師與同學互動  員林就業中心張老師勉勵同學 

 



參、總務科 

彰化少年輔育院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及樓梯間天花板粉刷活動實錄 

一、時間： 106年 4月 

二、地點：行政大樓三樓 

三、宗旨： 

本院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及樓梯間天花板因年久油漆剝落，為求舒適 

會議環境俾利行政效率提升，故洽商辦理天花板粉刷工程。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於 3月底詢廠商報價承作。 

（二）於 4月 1、2日周末兩天施工。 

五、資源運用： 

因會議室牆面有若干水痕（牆面不在報價承作範圍內），商請廠商協 

助一併補漆。 

六、活動內容： 

（一）106年 4月 1日廠商於三樓樓梯間施工。 

（二）106年 4月 2日於三樓會議室施工粉刷、補漆，完工。 

 



七、活動成果（剪影）： 

 

 

 

   

樓梯間施工前  樓梯間施工後 

  

 

 

   
會議室牆面施工前  會議室牆面施工後 

 

 

 

   
會議室天花板施工前  會議室天花板施工後 



彰 化 少 年 輔 育 院 炊 場 冷 藏 庫 地 面 鋼 板 更 換 活 動 實 錄 

一、時間： 106年 4月 

二、地點：炊場冷藏庫 

三、宗旨： 

本院炊場冷藏庫地面鋼板因年久鏽蝕，為提供收容人乾淨衛生、堅固 

之食物冷藏空間，洽商更換冷藏庫地面鋼板工程。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3月 15日詢廠商報價。 

（二）3 月 24 日邀報價較低之廠商來院議價、定 案，並定履約期限為 4

月 3日。 

五、資源運用：商請訓導科人力協助戒護。 

六、活動內容：於 3月 30日開工、並於 4月 3日期限內完工。 
 

 

 

 

 

 

 

 

 

 

 

 

 

 

 

 

 

 

 

 

 

 

 



七、活動成果（剪影）： 

 

 

 

   
施工前  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完成) 

 

  



參、 訓導科 

彰化少年輔育院國是司法改革委員蒞院參訪活動實錄 

一、時間：4月 13日上午 8:00-12:00 

二、地點：本院 

三、宗旨： 

    透過與會委員參訪本院環境及綜合座談之提問討論，探討、釐清有關

收容少年各項處遇措施，尋求更合適之處遇以符合收容少年需求。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訓導科依所擬訂之會議時程、實施流程，參與對象、勤務分配

等相關事項，奉核後立即著手辦理。 

（二）即時更新與會人員名單、公務車接送及借用中型巴士等事宜，

俾利活動之進行並確實掌控與會人數。 

五、資源運用： 

(一) 訓導科負責本次參訪相關戒護及拍照等事宜。 

(二) 總務科負責綜合座談場地準備事宜。 

 

六、活動內容： 

（一）法務部陳政務次長明堂、矯正署郭副署長鴻文、彰化地檢署黃

檢察長玉垣及國是會議司法改革委員蒞院實地訪查院務，對於

本院辦理新收入院生活、教學處遇、違規考核管理及學籍轉銜

準備等各項業務均詳加瞭解，藉由此次實地訪查貴賓進一步了

解院內對於辦理少年矯正業務各項業務的推動不遺餘力。 

（二）與會國是會議司法改革委員對於少年處遇現況分別提出各項問

題及建議，本院杜院長聰典針對委員之提問逐一詳盡答覆，同

時就業務現況充份溝通、共同釐清，研討以更適合、更有效的

處遇方案及教學作為精進少年矯正業務，以全面提升行政品質

及效率，本次參訪活動尾聲在綜合座談中劃下圓滿句點。 

 

 



七、活動成果(剪影) 

 

 

 

   

貴賓入院參訪  委員品嚐學生烹飪成品 

   

 

 

 

   

陳政務次長明堂及郭副署長鴻文 

品嚐學生烘焙班學生之點心成品 

                參觀學生舍房 

   

 

 

 

   

中正堂欣賞女生班表演  綜合座談會議 

 



彰化少年輔育院「活出生命的色彩」關懷義演活動實錄 

一、時間： 106年 4月 21日 
二、地點：本院中正堂 

三、宗旨： 

（一）藉由引進社會團體關懷少年力量，讓收容學生於母親節前夕特別
感受社會大眾人情温暖。 

（二）透過活動進行温情感召，促使學生導正人生觀、增加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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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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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迎接感恩温馨五月，同時讓院生感受社會外界濃濃温情，本院

於 106年 4月 21日邀請臺灣尋德慈善會蒞院辦理「活出生命的

色彩」關懷義演活動，本次活動總計有 86名學生參加。 
（二）本院代表人員致詞時表示，感謝所有參與演出團體不辭辛勞遠道

而來，為了關懷院生無私奉獻愛心的精神令人感動，義演活動表

演非常多元、豐富，勉勵在座各位院生知福惜福飲水思源，期待
院生未來努力向上，當自己有能力時能記取此刻曾經感受過的温

暖，伸出援手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三）一開始由快樂伙伴表演「弄獅」舞蹈為活動揭開熱鬧序幕，緊接
著表演節目一一上場，舞蹈、相聲、魔術、手語、歌唱劇、趣味

魔術、扯鈴秀、人生劇場每一演場出莫不精采絕倫、觸動人心，

坐在臺下聚精會神的學生時而歡喜時而感動，隨著表演內容不同
轉換內心情緒彷彿在空中激盪著，當阿義兄演唱「阿母的恩情」

時，只見院生忍不住紅了眼眶，想必是佳節前夕憶起自己最敬愛

的母親有感而發吧！接著由朱理事長愛的分享，鼓勵院生記取教
訓，重新出發永不放棄，創造屬於自己生命的色彩，活動最後在

温馨帶動唱中依依不捨劃下圓滿句點。 

 

 

 

 

  



七、活動成果（剪影）： 

 

 

    

開場弄獅  手語表演 

   

 

 

 

   

歌唱表演  扯鈴表演 

   

 

 

 

   

魔術表演  舞蹈表演 



彰化少年輔育院「法律諮詢及法治教育講座」文康活動實錄 

一、時間： 106年 4月 25-27日 

二、地點：本院中正堂 

三、宗旨： 

（一）藉由辦理法律諮詢及法治教育講座，讓收容學生了解法律進而遵

守法律。 

（二）透過講座宣導活動，學習如何在尊重別人前題下同時也保障自己

法律權益。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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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由班導師辦理參與人數統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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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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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建立學生對於人權法治社會認知及規範之遵守，本院於 106年

4月 25、26及 27日一連 3天，邀請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彰

化分會入院辦理法律諮詢及法治教育講座，本次活動共計 13班

375名學生參加。 

（二）活動一開始，由本院代表感謝法律扶助基金會彰化分會律師蒞院

辦理法治教育專題演講，同時勉勵學生當個守法的人，當情緒起

伏時，想想家人的期待，退一步海濶天空，要愛惜自己身體更要

尊重別人生命，講座由林一哲、蕭佩芬及郭沛諭律師分別針對校

園霸凌、毒品犯罪問題、卡債問題解決、親子監護問題及妨害性

自主相關法律問題，透過影片、照片及實際案例解析深入淺出介

紹法律知識，引述法律規則，提醒學生勿觸法網，接著帶領學生

進一步探討如何在法治社會中保障自己法律權益，經由知識分享

引導學生知法、懂法進而守法，在學生與講座互動中更加深了守

法觀念。 

（三）最後，講座勉勵學生在院期間遵守院方規定，與同學和睦相處建

立良好友誼，接受師長教導及關心，積極上進學習，為迎接出院

的日子做好準備，整個活動在温馨氣氛中圓滿結束。 
  



七、活動成果（剪影）： 

 

 

 

   

法律諮詢與法治教育講座- 

蕭律師談卡債解決及霸凌相關法律常識 
 林律師談法律程序及霸凌法律相關問題 

   

 

 

 

   

蕭律師談親子監護法律常識  林律師談毒品相關法律問題 

   

 

 

 

   

郭律師談校園霸凌法律常識  郭律師談妨害性自主法律問題 

 



彰化少年輔育院「母親節卡片寫作比賽」文康活動實錄 

一、時間： 106年 4月 27日 

二、地點：本院中正堂 

三、宗旨： 

（一）藉由辦理母親節卡片寫作比賽，讓收容學生於佳節前夕表達對母

親思念感恩之情。 

（二）透過活動進行温情感召，促使學生導正人生觀、增加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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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核後立即著手辦理。 

（二）由班導師辦理內部評選報名參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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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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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母親節即將來臨，為讓學生在感恩的季節裡透過文字內

容感謝偉大的母親，本院特於 106年 4月 27日舉辦『母親節卡

片寫作比賽』文康活動，比賽類組分國中及高中組，由各班先進

行母親卡內文寫作初賽，優取前 5名參加決賽，共計 69名學生

參與比賽。 

（二）參與評審老師看到作品內容無不驚喜讚嘆，院生年紀雖輕對母親

感謝敬愛之情竟可表達得如此深刻動人！可見學生內心都是温

暖善良的，只是一時迷網誤入歧途，相信透過在院師長教導、學

習加以結合家庭親情連繫給予愛的力量，必定能讓這群學生重新

在人生中綻放、屹立不搖。 

（三）比賽結果揭曉，高中組由德班學生榮獲第一、三名，勤班則名列

第二名；國中組由女生樸班奪得一至三名，得獎學生將於母親節

懇親會上公開頒獎表揚，讓學生與家人一起分享感恩、喜悅心情，

全院學生作品將於懇親會中由學生親手送給「天下最偉大的母親」

聊表為人子女一片孝心。 

 
  



七、活動成果（剪影）： 

 

 

 

   

母親節卡片寫作比賽-評審專注的神情  學生參賽作品 

   

 

 

 

   

國中組得獎作品  高中組得獎作品 

   

 

 

 

   

高中組得獎作品  高中組得獎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