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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衛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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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 8月 1日 上午 09:30~10:30 

          106年 8月 8日 下午 14:00~15:00、15:10~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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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8 月 1 日及 8 月 8 日合計辦理 3

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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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醫院陳美齡課長、粘鈺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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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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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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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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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美齡課長、粘鈺雀護理師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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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0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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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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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活動成果（剪影）： 

 

 

 
   

哈姆立克急救法  CPR流程 

   

 

 

 

   

AED傻瓜電擊器介紹  生命之鍊介紹 

   

 

 

 

   

實地練習-CPR+AED  實地練習-CPR+A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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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少年輔育院「遠離菸霧瀰漫的人生」衛教活動實錄 

一、時間：106年 08月 03日 上午 09:30~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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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菸具有成癮性質為大多數毒品使用者最
早接觸之成癮物質。 

為加強學生了解香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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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08 月 03 日假中

正堂辦理「遠離菸霧瀰漫的人生」衛生教育講座。參與活動師生

共 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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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學生了解香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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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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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認識香菸所含的致癌物質以及介紹時下流行之電

子菸的相關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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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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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活動成果（剪影）： 

 

 

 
   

拒菸宣導  菸害事實 

   

 

 

 
   

菸害事實  抽菸的代價 

   

 

 

 

   

電子菸的危害  有獎徵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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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務科 

彰化少年輔育院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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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 08 月 03日 14：00時至 16：00時止 

二、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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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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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講座活動以女生勤樸德智 4 班為單位，共計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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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戒護及拍照等事宜。 

六、活動內容： 
（一）本次就業促進講座活動主題為「長大，跟你想得一樣

嗎?」，邀請人力資源專業諮商心理師王智誼講師，講授關

於職涯探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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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透過投影片與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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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清現實及自我了解與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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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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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活動成果（剪影）： 

 

 

    

陳秘書開場致詞  彰化縣政府賴秘書長致詞 

   

 

 

 
   

本次活動主題  講師利用影片讓同學了解職涯規劃 

   

 

 

 

   

同學們認真聽講  謝老師閉幕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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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少年輔育院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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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 08月 07日-08日 09：00時至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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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職場倫理觀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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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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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班計 12 名學生參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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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姿萱講師及輔導員等

共 2 名，活動將以小團體模式進行，學員在專業講師的引導
下，輔以卡片堆高的合作遊戲，啟發學員對團隊精神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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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中有數」活動透過教學、投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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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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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活動成果（剪影）： 

 

 

    

學生進行抽卡活動了解內心深層想法  老師耐心解說每張卡片代表的意義 

   

 

 

 
   

「超級犀牛」闖關活動成品  本次活動主題「薪中有數」 

   

 

 

 
   

同學們進行遊戲發揮團隊精神  同學模擬面試了解自己的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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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少年輔育院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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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 08月 10日 14：00時至 16：00時止 

二、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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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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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講座活動以男生忠孝仁愛 4 班為單位，共計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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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戒護及拍照等事宜。 

六、活動內容： 

（一）本次就業促進講座活動主題為「人生改寫-我的新未來」，邀
請 3C 職能講師張玉純講師，講授關於職涯探索、職業介紹及

興趣探索等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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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清現實及自我

了解與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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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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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活動成果（剪影）： 

 

 

    

演講開場前準備  老師認真演講 

   

 

 

 
   

本次活動主題  老師播放影片讓同學了解興趣探索 

   

 

 

 
   

同學們認真聽講  老師向同學介紹就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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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少年輔育院 
106年度第 2期「TQC電腦中英文認證」技能認證測試活動實錄 

一、時間：106年 8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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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中英文輸入認證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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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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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認證分 2 場次測試，第 1

場次為男仁班 28 名學員；第 2 場次為男愛班 21 名學員，共計
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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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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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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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字（含）者該科為合格，但錯

誤率必須小於 10%(不含 10%)。 
（三）第 1 場次男仁班於 09:00 開考，測試學生共計 28 名，實際到考

人 26 名，缺考 2 名。合格人數 24 名（中文實用級 C1：7 名；
中文進階級 C2：15 名；中文專業級 C3：2 名），2 名未通過測
試。 

（四）第 2 場次男愛班於 10:00 開考，測試學生共計 21 名，實際到考
人 20 名，缺考 1 名，合格人數 19 名（中文實用級 C1：8 名；
英文進階級 C2：1 名；中文進階級 C2：10 名），1 名未通過測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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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活動成果（剪影）： 

 

 

    

監場老師宣布應考規則  同學考前練習 

   

 

 

 
   

應考生認真進行測驗          應考前輸入測驗基本資料 

   

 

 

 

   

監場老師發送測驗題目  作答結束監場老師核對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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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少年輔育院「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學典禮」活動實錄 

一、時間：106年 8月 31日(星期四) 上午 9至 10時止 

二、地點：本院中正堂 

三、宗旨： 

  本院為加強學生之知識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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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學期期初與期末辦理始業及休業式，使同學對學校生

活更有認同感。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教務科擬訂開學典禮流程計畫後陳核辦理。 

（二）聯繫邀請田中國小、田中高中、達德商工等三校校長及師長

參與。 

五、資源運用： 

訓導科協助本科進行場地整理、節目主持、影音播放及拍照工

作，園藝班協助中正堂花木佈置。 

六、活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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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禮中除頒發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習態度

優良學生獎狀，各校校長及本院院長也給予同學們殷切的勉勵，

希望同學們能利用在院時間多充實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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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活動成果（剪影）：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學典禮  師生參與開學典禮 

   

 

 

 

   

田中國小校長頒獎  達德商工校長頒獎 

   

 

 

 
   

本院院長頒獎  主席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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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總務科 

彰化少年輔育院「個別諮商輔導室整修工程」活動實錄 

一、時間：106年 8 月 5日  

二、地點：本院個別諮商輔導室 
三、宗旨： 

    為提昇本院個別諮商輔導室功能，改善空間之通風及隔音，   

並符合「學校輔導工作場所設置基準」進行檢視及改善，朝向專  
業化邁進，以提供更舒適的輔導環境。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7月 14日詢廠商飛達土木包工業、景泰營造有限公司報價。 
（二）7 月 18 日邀報價較低之廠商達土木包工業來院議價、定案，

  並定履約期限為 8月 15日。 

五、資源運用： 
        本案相關經費由本院整修完成後，依相關程序陳報矯正署核 

銷勻支。 

六、活動內容： 
(一)廠商於 7月 19 日場勘，並預定材料 。 

(二) 7月 29日周末完成空調通風口工程。 

(三) 8月 5日周末將隔間上方縫隙填滿，以達隔音之效，並完工。 

 
 
 
 
 
 
 
 
 
 
 
 
 
 
 

 
 

 
 



  17   

 

七、活動成果（剪影）： 

 

 

 
   

隔音牆增高施工前  冷氣孔施工前 

   

 

 

 
   

隔音牆增高施工中  冷氣孔施工中 

   

 

 

 
   

隔音牆增高完成圖  冷氣孔施工完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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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少年輔育院「宿舍整修」活動實錄 

一、時間：106年 8月 23日  

二、地點：本院員工宿舍 111號及 125號  
三、宗旨： 

     本院成立至今已有 50 餘年，宿舍區之建築多為老舊建築，常

有漏水腐朽等問題叢生，影響同仁居住品質，對住戶之生命安全
亦是潛在威脅。 

四、籌備規劃經過： 

     由本科事先先請廠商來院實地探勘宿舍現狀，考量本院業務

費經費有限，經與廠商多次討論，以安全性、急迫性為考量，最

終選定單房間宿舍 125號 C室及 111 號多房間職務宿舍整修。 

五、資源運用： 
          聯繫本院合作廠商，請其依最實際之施工方案，經濟實惠處

理宿舍問題，另宿舍內部油漆、壁癌及環境清理部分，則委託本

院勞動役人員及台中外役雇工協助。 
六、活動內容： 

 (一) 106 年 7 月中針對院長指示關切同仁宿舍問題及居住品質，

請總務科針對現有宿舍問題總體檢。 
 (二) 106 年 8 月 8 日本科邀請合作廠商飛達來院會勘各宿舍損壞

情形，並開立估價單；經討論後 8 月 18 日再次修正施工項

目及報價單。 
 (三) 106 年 8 月 28 日邀請廠商至本院議價，連帶請廠商協助 133

號多房間宿舍門框更新。 

（四）本科於 8 月間多次派遣勞動役清理宿舍區環境及打掃，清除
周圍樹枝雜草，清理壁癌及油漆，提供同仁更舒適之生活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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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活動成果（剪影）： 

 

 

 
   

請廠商來院會勘  實地查勘損壞情形 

   

 

 

 
   

確認宿舍天花板及屋頂狀況  宿舍內部壁癌情形 

   

 

 

 
   

勞動役壁癌清除及油漆  勞動役環境打掃整理 



  20   

彰化少年輔育院「建築物耐震能力補強工程查核」活動實錄 

一、 時間：106 年 8月 31日 

二、 地點：正德樓、淑德樓 
三、 宗旨： 

    為提昇本院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工作成效，依法務部

矯正署「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列管之建築物，
辦理耐震能力補強工程，持續推動並落實維護本院人員之生命安

全。 

四、 籌備規劃經過： 

    （一）於 105 年 8 月 10 日起即辦理本案規劃設計前期作業，於同

年 10 月 12 日完成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採購案之開標與決

標，並於當年度 12 月 31 日即相續完成設計成果審查及工
程預算金額陳報。 

    （二）工程採購於 106 年 4 月 18 日完成開標決標，工期自 106 年 

4月 27日起至 106 年 9月 26日止共 152個日曆天。 
五、資源運用： 

        本工程經費來源，矯正署專案補助款，工程金額新臺幣

24,080,000元整。 
五、 活動內容：  

    （一）為提升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確保公共工程施工成果符合其設 

計及規範之品質要求。 
（二）確保工程的施工結果能符合設計及規範。 

 （三）瞭解工地現場實際執行狀況與履約情形。 

    （四）為有效防止缺失重複發生，依工程會函頒之查核結果品質缺
失懲罰性違約金機制，期全面提昇公共工程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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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活動成果（剪影）： 

 

 

 

   

工程查程主辦機關與承商工程簡報  正德樓工程現場會勘 

   

 

 

 

   

正德樓擴柱工程施作項目查核  淑德樓鋼構阻尼器工程施作查核 

   

 

 

 

   

工程文件查核  工程查核檢討與改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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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訓導科 

彰化少年輔育院 

「生命教育講座-把心拉近，從心開始」文康活動實錄 
一、時間：106年 8月 9日 
二、地點：本院中正堂 
三、宗旨： 

（一）藉由辦理生命教育講座豐富學生心靈，鼓勵學生於院內安心
認真學習，為出院未來人生做好準備。 

（二）透過活動進行開啟學生心靈環保，建立正確人生觀、增加自
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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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豐富學生心靈，提倡心靈環保，教導學生從「心」改變自
己，重新思考規劃未來人生，本院於 106 年 8月 9日邀請法
鼓山人文教育基金會許薰瑩董事蒞院辦理生命教育講座『把
心拉近，從心開始』，本次活動由男高中班共計 96名學生
參加。 

（二）活動一開始，由訓導科何科長致詞感謝法鼓山人文教育基金
會為本院學生開啟心靈環保，期盼學生透過本次的講座，學
習凡事秉持感恩與惜福，當自己心念的主人。接著，活動進
入主題，講師先以「靜心禪坐」、「正面解讀，逆向思
考」、「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及「時時感
恩，相信自己」等四個祝福送給院生，並引用聖嚴法師說：
「心能主宰我們的心情也能主宰我們的環境，只要自己心態
改變，環境也會跟著改變，世界上没有絶對的好與壞，只要
調整心念，毒藥變蓮花，陰晴皆自在」，講師同時於活動中
提倡心靈環保 S R E（Stop、Relex、Enjoy），試圖引導學
生靜心思考，找回良善初心。 

（三）許講師以江本勝博士水結晶形狀實驗結果，勉勵學生對人、
事、物抱持感恩祝福，更以 1992 年巴塞羅那奧運會，英國
400 米跑手雷德蒙為例，雖在比賽當下腿傷復發，仍堅持信
念永不放棄跑完賽程，她鼓勵學生：「戰勝對手只是生命的
贏家，戰勝自己才是生命的強者。」最後，講師帶領參與活
動學生一起合唱「逆風飛翔」，期盼所有院生找到人生方向
勇敢飛翔，從心活出新生命，活動在悠揚樂聲及院生充滿自
信、堅定眼神中圓滿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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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活動成果（剪影）： 

 

 

 

   

訓導科何科長致詞  講座主題:把心拉近，從心開始 

   

 

 

 

   

利用影片勉勵學生  心態改變，環境也會改變 

   

 

 

 

   

未來人生掌握在自己手上  講座勉勵學生要相信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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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少年輔育院 

「學生 4Q 夏令成長營」活動實錄 
一、時間：106年 8月 17-18日 
二、地點：本院中正堂 
三、宗旨： 

（一）藉由引進社會慈善團體，加化少年情緒及困境處理能力，充
實學生暑假生活。 

（二）透過活動進行，促使學生學習如何面對生活上遭遇到負面情
境妥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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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收容學生了解自己，學習在逆境中成長，本院於 106年
8月 17日至 18日與財團法人興毅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聯合
辦理學生 4Q 夏令成長營活動，本次活動由男高中班計有 93
人參加。 

（二）活動一開始由訓導科江科長代表本院致贈感謝狀，肯定與讚
揚興毅基金會長期對於本院學生付出關懷與無私的貢獻，江
科長同時也勉勵學生把握每一個重生契機，努力學習並充實
心靈，為將來美好人生預作準備。始業式由何明修典傳師帶
領所有志工老師及學員以「再出發」大合唱炒熱現場氣氛開
啟活動序幕，緊接著，講師們以心理測驗互動式課程，幫助
學生認識自己是獨一無二的存在，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鼓
勵學生勇敢逐夢踏實，接下來活動核心 4Q（AQ-逆境智商、
EQ-情緒智商、IQ-智力商數、MQ-道德智商）課程，教導學
生學習如何在逆境中調整心態，做自己情緒主人，同時提昇
學習成就，精進品德修養，院生與講師互動熱絡。 

（三）夏令成長營活動內容相當豐富，除了 4Q 課程外，講座以全
台灣最迷你陳攸華教授為例，鼓勵學生學習永不放棄的精
神；同時以被美國富比士雜誌選為亞洲行善英雄趙文正為
例，其行善助人值得效法，連續二天成長營活動，啟發學生
自我覺察能力，也推動學生向善動力，最後講師們鼓勵院
生：「樹的方向由風決定，人的方向由自己決定，做好自己
未來人生的主人。」活動在温馨的彼此祝福聲中劃下完滿句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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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活動成果（剪影）： 

 

 

 

   

本院訓導科江科長致贈感謝狀  興毅基金會何點傳師致詞 

   

 

 

 

   

談兩性及交友  百萬中學堂課程學生熱烈搶答 

   

 

 

 

   

班級比賽成績公布欄  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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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少年輔育院 

「法律諮詢及法治教育講座」宣導活動實錄 
一、時間：106年 8月 22日至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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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及規範之遵守，本院於 106年

8月 22日、23日及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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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班 3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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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自己的未來及家人的期待，忍一時之氣，風平浪靜，退

一步海濶天空，講座由陳振吉、陳昱瑄及蘇書峰律師分別針
對交通事故法律相關問題、校園常見法律問題及網路世界相

關法律常識為主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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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思考未來

人生，與同學和睦相處建立良好友誼，接受師長關心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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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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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活動成果（剪影）： 

 

 

 

   

陳振吉律師主講「青少年常見之犯罪行為及

其應有的法律常識」 
 講座以案例說明校園常法律問題 

   

 

 

 

   

講座宣導著作權法  陳昱瑄律師講述霸凌法律責任 

   

 

 

 

   

蘇書峰律師以「網路世界相關法律問題」為

主題宣導法律常識 
 講座以影片宣導提醒學生勿觸法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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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少年輔育院 

「我在彰少輔成長的點滴」壁報比賽活動實錄 
一、時間：106年 8月 23日 
二、地點：本院中正堂 

三、宗旨： 

（一）鼓勵學生發揮創意，增強院生認同感，教導學生學習包容、
尊重，及互助合作精神。  

（二）為美化本院接見室，助於收容學生家屬了解院生在院生活學

習狀況，舒緩家屬忐忑不安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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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學生發揮創意，以繪畫方式表現在院生活點滴，增強

院生認同感，藉由班級學生共同創作，教導學生學習包容、
尊重及互助合作精神，106 年 8月 23日結合本院消費合作

社辦理學生「我在彰少輔成長的點滴」創意壁報比賽，活動

共有 13個班級 65名學生參與。 
（二）比賽方式以全開壁報紙為素材，並手繪構圖呈現，由班級學

生組成參賽團隊，可自由選用各類色筆或水彩彩繪方式完成

創作，以主題內容、創意表現及美術構圖為評分標準，比賽
成績優取前 5名，給予獎品及累進處遇加分作為獎勵，參賽

班級團隊為爭取最高榮譽莫不使出渾身解數，以集思廣益方

式展現出最有創意的作品，有的以教化輔導為主題；有的以
技訓課程為主題；更有的以才藝學習為主題，紛紛展現出自

己的拿手絶活，也充份顯示各班在學習領域上獨有的特色。 

（三）評分過程難分軒輊，最後德班以「成長系列之旅」為主題，
象徵學生正朝未來理想方向努力而奪下冠軍寶座，勤班則以

Q 版創意方式表達院生各項學習及思念家人的情緒名列第二

名，智班、誠班及孝班分列第三、四、五名，比賽獲獎作品
將佈置於本院接見室，有助於收容學生家屬了解院生在院生

活學習狀況，舒緩家屬忐忑不安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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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活動成果（剪影）： 

 

 

 

   

評審評分  第一名作品 

   

 

 

 

   

第二名作品  第三名作品 

   

 

 

 

   

第四名作品  江科長頒發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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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少年輔育院 

「愛」關懷學生表演活動實錄 
一、時間：106年 8月 29日 
二、地點：本院中正堂 

三、宗旨： 

（一）藉由引進社會團體關懷青少年力量，讓收容學生於中秋節前夕
感受社會大眾人情温暖。 

（二）透過活動進行温情感召，促使學生去惡從善，導正人生觀，強

化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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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協助院生離惡向善，經由社會慈善團體成員經驗分享、關懷

接納，促使學生反思內省，觸動良善初心，讓院生感受社會大
眾滿滿温暖及關懷，本院特於 106 年 8月 29日邀請更生團契

彰化區會入院辦理「愛」關懷學生表演活動，本次活動共計 3

班 60名學生參加。 
（二）本院訓導科江科長致詞時勉勵學生，曾經犯錯並不可恥，知錯

能改才可貴，敞開心胸接受改變，打造一個全新有活力、肯上

進的自己。活動由台灣希望國際宣道事工協會成員以動感舞曲
炒熱現場氣氛，為多元活動內容掀開序幕，表演節目除了熱力

舞蹈外更有感動人心的詩歌演唱、發人省思的舞台劇及走過青

春的經驗分享等，看見臺上專業表演者精湛的演出，參與活動
的學生每每抱以熱烈掌聲予以回應，其中以小木偶舞台劇引發

學生深刻廣大共鳴，故事描述當剪去操控的小木偶以為從此得

以自由行動，離開了創造他，愛他的木匠，去追尋夢想中美麗
新世界，因未珍惜自由的可貴，誤入其崎途，經歷許多現實磨

難，心中早已被無形的枷鎖綑綁，幸而，愛他的木匠重新接納

他，用愛撫平温暖他的心，終於，趨走黑暗光明再度降臨。 
（三）宋牧師在活動中鼓勵學生，在院期間沉澱心靈，去除偽裝面具

找回真實，做一個謙讓善良的人，最後，宋牧師帶領大家一起

為本院師生祈福，希望師生能平安、健康和快樂，活動在温馨
充滿正面能量氛圍下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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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活動成果（剪影）： 

 

 

 

   

頒發感謝狀  訓導科江科長致詞 

   

 

 

 

   

熱力舞蹈  短劇-面具人生 

   

 

 

 

   

舞台劇-小木偶  分享及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