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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彰化少年輔育院 104 年「藝氣飛揚、展夢人生—中 

餐烹調暨丙級證照班結業成果展」活動實錄 

一、時間：104年 11月 27日 上午 10時至 12時止 

二、地點：本院中正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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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本次活動特別邀請各地方法院少年

法庭保護官、法官及中餐班結業學員的家長暨彰化兒少關懷協

會，共同見證學生的轉變與成長。期盼藉由技訓成果展現，讓

本院學生獲得正向肯定及鼓舞，協助其順利復歸社會。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104年 10月 1日，本科擬訂計劃陳核後奉准辦理。 

（二）本次活動製作成果發表活動企劃書、新聞稿、成果影片製

作、活動程序、工作分配及邀請卡等籌備規劃；活動經報

署核准後辦理。 

五、資源運用： 

（一）本次活動由本院女國中班與女技職班參加口琴及薩克斯風

演出展現才藝。 

（二）本科規劃此次活動由 2 名優質中餐老師帶領中餐班 10 名學

員製作出 17道餐點及相關戒護及錄影、拍照等工作事宜。 

六、活動內容： 

（一）本次成果展活動，先由口琴班開幕表演分別是『再會啦！

牙買加』及『信，給 15 歲的你』。感謝女生口琴班所帶來

的口琴演奏，不僅有優美的琴聲，還有隊形變換，真是讓

人耳目一新！ 

（二）中餐烹調成果發表會上由中餐班 10 名學員穿著廚師制服，

顯現出製作餐點的專業性，紛紛使出看家本領，只為了將

所學的最好一面呈現出來，現場共製作了 17 道餐點，如彩

虹燒飯、河粉蒸蝦、枸杞銀絲盅等，每位學員透過精心創

作，將他們辛苦學來的好手藝，展示給與會來賓品味，希

望讓與會來賓感受到他們積極改變向上的努力。更期望能

效法阿基師或吳寶春，靠手藝走出自己的成功之路。 
 



 

七、活動成果（剪影）： 

 

 

 
   

中餐烹調成果展來賓蒞臨  中餐烹調成果展長官蒞臨 

   

 

 

 
   

女國中口琴班開幕表演  中餐老師帶領 10名學員製作出 17道餐點 

   

 

 

 
 

 

 

嘉賓共同品嚐佳餚 嘉賓參觀中餐烹調教師授課操作 

 



貳 、 彰 化 少 年 輔 育 院 1 0 4 年 1 1 月 份 文 康 活 動 

『彰輔歌喉讚』師生卡拉 OK流行歌曲比賽活動實錄 

一、時間： 104年 11月 24日下午 14時至 16時止 

二、地點：中正堂  

三、宗旨： 

（一）發掘學生歌唱表演天份，以提昇學生多元學習能力及培養 

         正向休閒娛樂及興趣。 

   （二）訓練學生上臺之台風、膽量及其儀態與表達能力的呈現。        

   （三）促進師生情誼，互動交流，寓教於樂。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104年 10月 29日簽呈檢附比賽實施計畫，奉核後辦理。 

（二）分配工作內容，並積極邀請職員共襄盛舉。 

五、資源運用： 

（一）由「唐龍科技企業社」無償協助視聽器材組裝及點唱機歌 

曲更新。 

（二）聘請「無尾熊音樂教室」黃秀玉老師及「田中淑雲歌唱研 

習營」蔡淑雲老師擔任本次比賽評審。 

六、活動內容： 

  本次活動共有學生組 15 隊，職員組 4 隊參賽，依比賽辦法由評 

審分別評比。比賽一開始先介紹評審，隨後恭請院長頒發感謝 

狀予兩位外聘評審，感謝評審撥冗指導，緊接著比賽就在眾人 

引頸期盼下隆重登場。果然高手一出手便知有沒有，首先上台 

的環保隊一曲「想厝的人」立即讓全場感到氣勢非凡的震撼效 

果，情不自禁的回以熱烈的掌聲及喝采，而男高一的一曲「四 

百龍銀」，情感真摯、餘音繞樑也讓全場如癡如醉。緊湊的比 

賽來到了高潮，平常諄諄教誨的師長拿起了麥克風引吭高歌， 

不僅有別於以往的刻板印象，更展現了為人師表的落落大方， 

達到師生情感的互動交流以及寓教於樂的效果。整場比賽活動 

就在熱烈的氣氛下圓滿結束，院長期勉全體再接再厲，期待在 

下次的活動看到不一樣的火花。 
 



 

七、活動成果（剪影）： 

 

 

 
   

比賽過程  比賽過程 

   

 

 

 
   

比賽過程  比賽過程 

   

 

 

 

   

院長與學生組得獎者合影  院長與老師組得獎者合影 



叁 、 彰 化 少 年 輔 育 院 中 央 門 等 候 區 改 善 工 程 實 錄 

一、時間：104年 11月 11日至 16日止 

二、地點：本院中央門 

三、宗旨： 

為因應中央門三道門等候區空間不足，且影響人員活動不便與

進出之秩序，奉院長指示予以重新規畫空間改善乙案。 

四、 籌備規劃經過： 

104 年 11 月 4 日奉院長指示，並依訓導科所需，進行整體規 

畫。 

五、資源運用： 

機關業務費支應。 

六、活動內容： 

（一）改善中央門三道門等候區因空間不足影響人員進出之既有

有動線，並整修增進本區之空間舒適感。 

（二）經工程改善後，使得整體進出門面闊增，所增加之區域另

購置物品櫃，提供進出人員有寄放物品之場所，並放置戶

外型桌椅，提供人員等候休憩之用。 
 



 

七、活動成果（剪影）： 

 

 

 
   

施工前(一)  施工前(二) 

   

 

 

 
   

施工中(一)  施工中(二) 

   

 

 

 
   

施工後(一)  施工後(二) 



肆、彰化少年輔育院與彰化縣立田中高中合作辦理高中補習 

教育協調會議活動實錄 

一、時間：104年 11月 6日 下午 14時 30分至 16時止 

二、地點：本院行政大樓 3F會議室 

三、宗旨： 

為因應增設技職教育及技能訓練類科衍生之高中部普通科學生

人數減少現象，簡化補習及進修學校教育行政程序，期整合相

關教育資源為目的。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 104 年 7 月 6 日彰輔教字第 10404101980 號函，陳報矯正 

  署相關改制計畫及效益分析。 

（二） 104 年 7 月 16 日法矯署教字第 10401690080 號函，矯正署 

轉請國教署同意該項計畫。國教署函復：逕洽彰化縣政府 

協商合作事宜，該署尊重雙方協商結果。 

（三） 104 年 10 月 1 日彰輔教字第 10404103230 號函，請彰化縣 

政府同意該項計畫。彰化縣政府函復：俟貴院邀集相關單 

位召開研商會議決議後，由田中高級中學將計畫報本府核 

備。 

（四） 104 年 11 月 5 日召開「補校分校及進修部兼職職務協調會 

議」，協調國、高中合併後之兼職人員編制與工作內容。 

五、資源運用：無。 

六、活動內容： 

（一） 由院長主持，國教署、彰化縣教育處、田中高中、本院國

中補校分校均派員參與協調、討論。 

（二） 決議：104 年 11 月 30 日前由彰化縣立田中高中研提進修

部申請計畫陳報彰化縣政府。 
  



 

七、活動成果（剪影）： 

 

 

 
   

協調會議情形（一）  協調會議情形（二） 

   

 

 

 
   

協調會議情形（三）  協調會議情形（四） 



伍、彰化少年輔育院「別再”傳”了~談常見傳染病防治」衛

生教育講座活動實錄 

一、時間：104年 11月 17日 下午 14時 30分至 16時止 

二、地點：本院中正堂 

三、宗旨： 

時序漸入深秋，許多傳染性疾病開始蠢蠢欲動，加以氣候變化

多，早晚溫差大，稍不留意，容易染病上身。本院為人口密集

機構，收容來自各地學生且為團體生活，如有傳染病發生易出

現群聚情形，有鑑於此，本院於 104 年 11 月 17 日邀請彰化秀

傳醫院吳麗鴻感控師蒞院演講「別再”傳”了~談常見傳染病防

治」衛生教育講座，強化收容學生對傳染性疾病正確認知，避

免感染及預防散播，降低群聚感染機率。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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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收容來自各地學生且為團體生活，如有傳染病發生易

出現群聚情形，為強化學生對傳染性疾病正確認知避免感

染及預防散播，降低群聚感染機率，故辦理此衛教活動。 

（三）本科經彰化縣衛生局邀請彰化秀傳醫院吳麗鴻感控師蒞院

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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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有獎徵答禮品由彰化縣衛生局全

額贊助。 

六、活動內容： 

（一）活動開始，感控師介紹傳染病相關知識，如：傳染病種

類、定義、通報的目的與法源依據 

（二）活動第二部份，感控師利用漫畫，介紹各式傳染病的傳染

方式、治療與預防方法，如：結核病、水痘、諾羅、腸病

毒、新型流感…等。 

（三）活動最後，感控師藉由有獎徵答活動，加深學生對於傳染

病的防治觀念，並落實正確洗手與呼吸衛生禮節。活動熱

鬧有趣。 
 



 

七、活動成果（剪影）： 

 

 

 

   

傳染病簡介  通報法源及目的 

   

   

   

呼吸道衛生禮節  疾病介紹 

   

 

  

   

有獎徵答（一）  有獎徵答（二） 



陸、彰化少年輔育院 104年第 3梯中餐烹調班及機器腳踏車

修護班學科技能檢定活動實錄 

一、時間：104年 11月 5日 上午 8時 30分至 16時止 

二、地點：本院技訓大樓電腦教室 

三、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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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樂成

長。目前本院開設有汽車修護班、室內配線班、女子美髮班、

美容班等 4 職類各一班。為順應時代潮流趨勢社會需求，積極規

劃配合新增 2 職類課程，全面輔導學生參加中餐烹調丙級檢

定、機器腳踏車修護丙級檢定，使得在院生有更多選擇機會，

適性發展。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104 年 6月份擬定中餐烹調班及機器腳踏車修護班訓練課程

計畫書一案。 

（二）本次參加技能學科測試學員為中餐烹調班及機器腳踏車修 

         護班 2職類，共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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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男技訓 B班中餐烹調班應考 15名；機器腳踏車修護班 

         應考 11 名，參加應考學科測試共 26 名，全數皆通過測

試。 

（二）本院 104 年第 3 梯次辦理中餐烹調班及機器腳踏車修護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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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餐烹調班學科測試學員認真作答   機器腳踏車修護班學科測試學員認真作答 

   

 

 

 

   

學科測試考前學員提出疑問  同學學科完成作答舉手準備交卷 



柒、彰化少年輔育院 104年第 3梯中餐烹調班術科技能檢定

活動實錄 

一、時間：104年 11月 10日 上午 8時至 16時 30分止 

二、地點：本院技訓中心中餐烹調教室  

三、宗旨： 

為矯正學習態度，養成正確的服務知能，培養正確的就業觀念

與態度，依其性向、興趣安排職場，所以今年新增成立中餐烹

調班，讓同學習得良好學習態度，培養專業餐飲服務基礎技能

與身段之相關知識，並傳授學科、廚房衛生常識、食材選購配

色運用、術科刀工、擺盤調味技巧等實際練習操作，使其程度

達到丙級技術士之技能標準，學習就業技能後期許未來能在餐

飲學習路上繼續精進，做出更多元的餐飲料理。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104 年 6 月份擬定中餐烹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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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餐烹調班應考學員 15

名，104 年 11 月 10 日分為二場次，於 8 時 00 分至 16 時

30分完成測試。 

五、資源運用： 

（一）此次術科考場於本院技訓大樓中餐烹調教室之設備及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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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名監評、1名衛生監評，評審術科測試事宜。 

六、活動內容： 

（一）本次男技訓 B 班中餐烹調葷食專案技能術科檢定共 15 名參

加應考，全數通過測試，合格率百分百成效斐然。 

（二）中餐烹調丙級術科測試檢定同時進行成果驗收，15 名學員

穿著廚師工作服顯現出製作餐點的專業性。依平時老師教

授的學習刀工、烹調技巧等，熟練學習九十道菜技能，均

能用心且竭盡心力實際操作展現技能。今日紛紛使出看家

本領做出檢定抽出的 6 道菜，只為了將所學的最好一面呈

現出來，希望能在證照取向的社會擁有一照在手，希望無

窮。 
 



 

七、活動成果（剪影）： 

 

 

 
   

中餐烹調有關餐飲衛生、安全等事項講解  中餐烹調術科考試應注意事項講解 

   

 

 

 
   

中餐烹調術科測驗（一）  中餐烹調術科測驗（二） 

   

 

 

 
   

中餐烹調術科檢定監評老師評分  監評老師為同學講解菜餚之優、缺點 



捌、彰化少年輔育院 104年第 3梯機器腳踏車修護班術科技

能檢定活動實錄 

一、時間：104年 11月 11日 上午 8時 30分至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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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來我們積極的

規劃配合新課程，使得在院生有更多選擇的機會，適性發展。

今年新開班機器腳踏車修護丙級檢定訓練班，技訓本意在調整

學生心性，同時兼顧學理與技能，使其學生學以致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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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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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名，104 年 11 月 11 日為一場次，於 8 時 30 分至

12時完成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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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班機器腳踏車修護專案技能術科檢定共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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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活動成果（剪影）： 

 

 

 
   

監評委員開協調會議  應檢人代表會同監評長公開抽籤 

   

 

 

 
   

第一站更換前輪避震器評審講解技能標準   更換引擎機油、齒輪油等評審講解技能標準 

   

 

 

 
   

機器腳踏車修護術科測試（一）  機器腳踏車修護術科測試（二） 



玖 、 彰 化 少 年 輔 育 院 院 區 綠 美 化 工 程 實 錄 

一、時間：104年 11月 23日~26日止 

二、地點：院區內外 

三、宗旨： 

最近，世界各國對於環境品質的認知及地球環境保護意識的提

昇，以環境的永續性、安全性及健康舒適性為考量，紛紛提出

「綠色校園環境規畫」與「永續校園生態規畫」的理念，考量

「健康建築」、「資源再生管理」、「生態循環」、「基地永

續規畫」及「校園空間安全管理」等概念，本院基於上述精

神，盡量採取綠色校園空間內之綠色建築教室、環境共生、低

負荷、多樣性的校園，並力行綠色採購與消費的行為，來做為

環境規劃與管理，讓本院同仁與院生擁有一個理想的生活環

境。 

四、籌備規劃經過：  

  奉院長指示，並商請園藝班老師協助提供規畫與採購。 

五、資源運用： 

（一）充份有效運用年度預算。 

（二）妥為利用社會資源。 

六、活動內容： 

（一）美化綠化本院環境，鼓勵師生共同參與，以落實校園美化 

綠化的推動。 

（二）綠化美化工作應顧及院區全面的均衡發展，並整體規劃設 

      計、分期實施。 

（三）整理原有紛雜之環境，於本院中正堂周圍、行政大樓前原 

有綠地廣植草皮，並於銅像四周與大門圓環旁擺設盆栽。 
 



 

七、活動成果（剪影）： 

 

 

 
   

未美化前(一)  綠美化後(一) 

   

 

 

 
   

未美化前(二)  綠美化後(二) 

   

 

 

 
   

綠美化後(三)  綠美化後(四) 



拾、彰化少年輔育院 104年「少年矯正工作圈」第 6場就業

輔導系列課程講座活動實錄 

一、時間：104年 11月 12日 下午 14時至 16時止 

二、地點：本院技訓大樓二樓會議室 

三、宗旨： 

為辦理「少年矯正工作圈」技能訓練與就業輔導活動，與勞動

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辦理就業輔導講座活動，藉由瞭解

其就業輔導實際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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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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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就業輔導講座活動以男技訓 B 班為單位，共計 26 名學

生參加。 

五、資源運用： 

（一）此次就業輔導講座活動之專業講師聘請及費用由勞動部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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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署邀請專業講師對參訪學生講解企業趨勢，讓學生更能

貼近企業脈動，了解職場環境。 

（二）提供職業心理測驗施測服務，協助國、高中（職）學生釐 

         清職業興趣，及早規劃職涯發展。 

（三）本次活動以活潑生動、高互動性之方式，解說職涯規劃、 

         認識工作世界、職業價值觀與就業態度、人際關係、求職 

         面試技巧、求職陷阱辨識及職場趨勢等，或其他能有效提 

         升就業準備及認知之講座相關活動。透過全球化變遷訊息 

         傳達及名人經驗分享，建立學生及早規劃意識，以提升就 

         業準備力，參訪預期能使學生選擇未來適合的就業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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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活動成果（剪影）： 

 

 

 

   

講師提供職業心理測驗施測服務  同學填寫最想參與的就業之職類 

   

 

 

 
   

講解就業職場面試技巧        建立學生提早職涯規劃之意識 

   

 

 

 
   

講師課程安排透過互動性之教學方式  解說職涯規劃、職業價值觀與就業態度 



拾壹、彰化少年輔育院 104 年度光籤網路埋管作業實錄 

一、時間：104年 10月 31日至 11月 2日 

二、地點：行政大樓前 

三、宗旨： 

光籤網路係本院重要業務線路，若斷裂將導致需依賴網路作業

之業務全面中斷，影響業務運作致大。故為免光籤網路因天災

導致斷線，故將原架空網路改為地下埋管。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教務科簽呈院長核准後辦理，並簽請總務科洽商辦理地下

管路埋設。 

（二）地下管路埋設完成後，由中華電信進行光籤線路經由埋管

連結至電腦機房。 

五、資源運用：無。 

六、活動內容： 

（一）總務科洽商於 104年 9月 16日完成地下管路埋設。 

（二）中華電信於 104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2 日完成原架空連結

之光籤網路拆除，並重新由大門外圍牆經由地下埋管佈置

光籤至電腦機房，教務科並配合完成線路測試成功。 



 

七、活動成果（剪影）： 

 

 

 

   

原架空線路狀況（一）  原架空線路狀況（二） 

   

 

 

 

   

原架空線路狀況（三）  地下埋管管路起點 

   

 

 

 

   

地下埋管管路終點  地下埋管地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