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彰化少年輔育院女口琴班榮獲「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彰化 

縣初賽口琴合奏類組」優等第二名活動實錄 

一、時間：104年 12月 8日 

二、地點：彰化市民生國小 

三、宗旨： 

藉由參加院外比賽，提升學生音樂素養，增進表演經驗，展現 

學習成果。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由女國中口琴才藝班參加比賽，以取得代表彰化縣參加全

國學生音樂比賽參賽資格。 

（二）積極關注報名資訊及比賽規定，掌握先機。 

五、資源運用： 

（一）商請寶島口琴樂團創團團長、台中市中華口琴學會理事等

陳法澄老師指導及教授口琴才藝班學生。 

（二）運用捐贈款購置及維修口琴相關裝備，於賽前保持最佳狀

態。 

（三）商請本院烏克麗麗黃秀玉老師、舞蹈班謝賢儒老師指導鋼

琴伴奏及舞蹈動作。 

六、活動內容： 

本次依比賽辦法演出指定曲「再會吧!牙買加」及自選曲「信. 

給 15 歲的你」共 2 首。當比賽進行到自選曲的時候，原本觀眾 

席上零零散散的觀眾頓時聚精會神了起來，並被隨後口琴班學 

生清澈的歌聲吸引，其用生命吟唱的歌聲傳達了對未來的期 

許，也以動人的弦律紀念 15 歲的自己，全場為之動容。 

比賽結果出爐，得到優等第二名，雖然礙於比賽規定無法代表 

彰化縣參加決賽，但全力以赴換來的結果，不僅讓外界刮目相 

看，也讓學生發現了不一樣的自己，達到教育的功能。 
 



 

七、活動成果（剪影）： 

 

 

 
   

比賽過程（一）  比賽過程（二） 

   

 

 

 
   

比賽過程（三）  比賽過程（四） 

   

 

 

 
   

比賽過程（五）  全體合影 



貳、彰化少年輔育院 104年「與阿基師有約—名師講堂系列-

如何做好自己貴人」活動實錄 

一、時間：104年 12月 17日 下午 14時 45分至 17時止 

二、地點：本院中正堂 

三、宗旨： 

本院甫於 11 月 27 日辦理餐飲證照類職業訓練『 中餐烹調暨丙

級證照班 』結業成果發表會。該次活動中結訓學員表達期望能

效法阿基師，靠手藝走出自己的成功之路。活動經由媒體登載

報導後，深獲阿基師認同，對於院內辦理技能訓練的用心，及

同學努力向上的決心，表示讚賞與肯定。於 12 月 17 日蒞臨本

院藉由親身經歷，現身說法來給院內的同學加油打氣，經由演 

講及互動探討的方式來讓同學知道努力的方向。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104年 12月 5日，本科擬訂計劃陳核後奉准辦理。 

（二）本次活動製作活動企劃書、新聞稿、活動程序、工作分配

及感謝狀等籌備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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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琴班參加口琴演出展現才藝。 

（二）教務科規畫此次活動為中餐班成果影片觀賞、頒發中餐烹

調丙級學生技術士證照及相關戒護及錄影、拍照等工作事

宜。 

六、 活動內容： 

（一）本次活動先由杜院長開場致詞，感謝阿基師蒞臨鼓勵並指

導中餐班學生，同時也讓全院同學學習到阿基師的努力奮

鬥與堅持到底的精神。同時邀請阿基師頒發結業同學中餐

烹調丙級技術士證照，讓結業的同學留下深刻且溫馨的回

憶。會中並由本院甫獲得彰化縣音樂比賽口琴組優等第二

名的口琴班演奏比賽歌曲，讓會場充滿喜悅與感恩的氣

氛。 

（二）辦理「與阿基師有約」名師講堂系列-如何做自己的貴人講

座活動。邀請福容飯店行政總主廚阿基師(鄭衍基)，期望

能藉由阿基師親身經歷，幫院內的同學加油打氣，並指導

同學廚藝技巧，以及傳授做菜的小撇步經由演講及互動探

討的方式來讓同學知道努力的方向。 
 



七、活動成果（剪影）： 

 

 

 
   

杜院長開場致詞  杜院長致贈感謝狀 

   

 

 

 
   

阿基師頒發中餐丙級技術士證照        女國中班參加口琴演出展現才藝 

   

 

 

 
 

 

 

阿基師演講實錄 阿基師與學生互動問答 

 



叁、彰化少年輔育院「琴聲藝動-獻給 15歲的自己」感恩音

樂會活動實錄 

一、時間：104年 12月 24日 上午 10時至 12時止 

二、地點：本院中正堂 

三、宗旨： 

本院女口琴班自 102 年成立以來，承蒙陳法澄老師的耐心          

指導，以及各級長官的支持與愛護，在結合各界的資源以          

及排除種種的困難之下，連續三年參加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屢獲佳績，去年更挑戰高中組得到中區決賽優等第二名的          

殊榮，實屬可貴。在這歲末之際，藉由舉辦音樂會的活           

動，邀請所有的師長與會，除了見證學生平日的展現，也          

共同分享這得來不易的成果。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奉院長指示舉辦此次活動，並比照技訓班成果展模式辦

理，活動內容簽呈院長，奉核示後著手進行。 

（二）確定邀請人員名單，寄發邀請卡及回函，並請鈞長分配工

作內容。 

五、資源運用： 

（一）活動餐點由本院第一期中餐烹調丙級班師生製作提供。 

（二）園藝班老師帶領學生精心布置會場。 

六、活動內容： 

本次活動佳賓如雲，少年法官、保護官以及學生家長幾乎撥冗

出席，齊聚一堂、好不熱鬧。活動開始，由本院烏克麗麗班演

奏曲子「你是唯一」揭開序幕，悠揚輕快的樂聲為接下來的感

恩音樂會開啟了暖暖的心意。大家長杜院長在致詞時，特別感

謝口琴班陳法澄老師多年來不辭辛勞的付出愛心與耐心，指導

這群毫無基礎的學生，在短時間內從不會到會，更以優異的成

績，讓社會大眾刮目相看，全體師生有目共睹，特頒贈感謝狀

予陳老師，感謝他的無私奉獻。接著口琴班就在陳老師的帶領

下，站上舞台重現本次比賽的實況，當在演奏「信.獻給 15 歲

的你」的時候，兩位女學生清唱著「我們要相信自己，永遠要

相信，來到這個世上不是沒有意義」時，台下的師長無不為之

動容，流下了感動的淚水。整場感恩音樂會就在溫馨感人的氣

氛下圓滿結束。 
 



 

七、活動成果（剪影）： 

 

 

 
   

烏克麗麗表演  院長致詞 

   

 

 

 
   

院長頒發感謝狀感謝陳法澄老師  與會來賓 

   

 

 

 
   

口琴班演奏  鋼琴獨奏 



肆、彰化少年輔育院改善辦公室提供優質辦公環境活動實錄 

一、時間：104年 12月間  

二、地點：訓導科、教務科、高中分校、國中（小）分校等辦公室、

訓導科備勤人員用餐室 

三、宗旨： 

於立德樓耐震補強工程完工前後，奉院長指示，為照顧同仁上

班的效率與舒適考量，宜改善並提供優質的辦公環境及備勤人

員用餐環境，更換老舊不堪使用之家具，規劃舒適且完善的辦

公環境及用餐環境，提升同仁工作效能。 

四、籌備規劃經過： 

由訓導科、教務科、高中分校、國中（小）分校提出辦公室需

求，委請廠商規劃。 

五、資源運用： 

由機關業務費支應。 

六、活動內容： 

（一）除了訓導科、教務科較大規模之更換外，另外秘書室、政

風室、人事室、高中及國中分校採購辦公椅，更換老舊不

符辦公室整體規畫需求之設備。 

（二）充份利用舊有辦公場地重新予以規劃，使其室內辦公空間

更加能靈活應用，發揮效用。 

（三）打造兼具美感、質感的辦公空間規劃，擁有最佳動線、完

美視覺呈現。 

（四）改善中央台備勤人員用餐環境，設置用餐區。 
 



 

七、活動成果（剪影）： 

 

 

 
   

訓導科辦公室規劃前  教務科辦公室規劃前 

   

 

 

 

   

訓導科辦公室規劃後空間更顯明亮整潔  教務科辦公室規劃後擺設動線更有效律 

   

 

 

 

   

改善訓導科辦公空間不足，設置科長室  改善中央台備勤人員用餐環境，設置用餐區 



伍、彰化縣私立大慶高級商工進修學校分校 104 學年度 

高級中等學校新增（設）科別追蹤輔導蒞院訪視活動實錄 

一、時間：104年 12月 10日 上午 9至 10時止 

二、地點：本院女生時尚造型班 

三、宗旨： 

為保障學生權益，國教署針對 103、104 學年度報經教育部核定

新增（設）科別之高級中等學校進行實地訪視，以了解各校是否

已依規定完成相關設施設備建置及教師延聘。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 由學籍合作學校彰化縣私立大慶商工本校研擬「104學年度高

級中等學校新增科別/學程及班級數」輔導訪視流程表。 

（二） 本院配合時尚造型科一般教室整理佈置、專業教室空間設施及

設備規劃設計。 

五、資源運用： 

（一） 教務科及女生班時尚造型班佈置場地，大慶商工協助進行相關

設備之確認。 

（二） 教務科辦理外賓接待及拍照工作。 

六、活動內容： 

（一） 由院長陪同大慶商工蔡校長、分校主任及教師及國教署輔導訪

視委員蒞院至時尚造型班進行授課場地實地訪視。 

（二） 3 位輔導訪視委員分別與 9 位時尚造型班學生進行一對一訪

談。 

（三） 訪視委員對本院所辦理的技職教育及技訓課程均給予非常正

向的評價。 
 

 

 

 

 

 

 

 

 

 



七、活動成果（剪影）： 

 

 

 
   

院長陪同委員訪視  委員評鑑專業教室 

   

 

 

 

   

一般課程實況  專業課程實況 

   

 

 

 
   

訪視委員訪談學生（一）  訪視委員訪談學生（二） 

 



陸、彰化少年輔育院「預防蟲蟲危機-皮膚大篩檢」活動實錄 

一、時間：104年 12月 11日 下午 14時 30分至 16時止 

二、地點：本院衛生科 

三、宗旨： 

冬天為疥瘡好發之季節且此皮膚傳染病容易引發群聚感染。本

院為人口密集機構，收容來自各地學生且為團體生活，為有效

預防機構內感染，強化全院師生衛生保健觀念及疥瘡照護相關

注意事項，本院於 104 年 12 月 11 日邀請彰化基督教醫院皮膚

科莊燿年醫師蒞院辦理「預防蟲蟲危機-皮膚大篩檢」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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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免學生感染及預防散播，降低群聚感

染機率，故辦理此篩檢活動。 

（三）衛生科邀請彰化基督教醫院皮膚科莊燿年醫師蒞院協助皮

膚篩檢。 

五、資源運用： 

（一）此次篩檢活動，本院提供場地、篩檢所需相關耗材及醫師

費用。 

（二）此次篩檢活動醫師由彰化基督教醫院協助支援。 

六、活動內容： 

（一）活動開始，醫師簡介疥瘡相關疾病資訊及治療與預防方式 

（二）篩檢開始，各班學生依序排隊進入衛生科，進入圍簾、脫

除衣物，由醫師視診學生雙手、腋下、肚臍周圍、生殖器

皮膚及皺摺處，檢視完畢後，穿上衣物離去。 

（三）篩檢後將疑似患者隔離治療並予藥物塗抹，避免散佈。 
 



 

七、活動成果（剪影）： 

 

 

 
   

疥瘡簡介  皮膚篩檢 – 手部 

   

   

   

皮膚篩檢 – 腋下  皮膚篩檢 – 生殖器 



柒、彰化少年輔育院「院區綠化、花卉栽植計畫」活動實錄 

一、時間： 104年 11月至 12月間  

二、地點： 本院院區內 

三、宗旨： 

藉由院區綠化、花卉栽植等活動提升環境品質，俾讓學生在親

植花草之過程中體驗生命之美好，實為生命教育之一環，並培

養學生藝術氣質，並展現園藝課程之學習成果。 

四、籌備規劃經過： 

（一）由訓導科及教務科遴選具園藝興趣且自願美化院區之園藝

班學生 6 名，由特聘之園藝專家-謝沛晏老師帶領一系列美

化院區活動，並由謝老師提具建議，購置適合本院地質及

氣候型態之花草植物，於 104 年 11 月至 12 月間展開本次

活動。 

（二）積極關注學生學習過程，並由師生共同規劃工作進度。 

五、資源運用： 

（一）運用本院技能訓練用經費採購多種花卉(如四季海棠、孔雀

草)及草坪(如臺北草)等，並購置專業用花肥，以維持植物

最佳成長狀況。 

（二）由謝老師全程指導及親自栽植，展現園藝課程活潑且實務

性之教學。 

六、活動內容： 

 (一) 本次「院區綠化、花卉栽植計畫」係依謝老師之指導，區

分為「草坪栽植」及「花卉栽植」兩部分。 

 (二) 104 年 11 月以「草坪栽植」活動為主軸，先後完成行政大

樓前草坪及中正堂前草坪之栽植工作，使院區煥然一新、

綠意盎然。 

 (三) 104 年 12 月以「花卉栽植」為主軸，已陸續完成本院訓導

科及教務科前之花卉栽植工作，原先該區之花圃由於設施

履遭破壞、雜草叢生、缺乏照顧等因素，故呈現枯竭雜亂

現象，如今經過本次活動後，已呈現花木扶疏、今非昔比

之成效。 

 (四) 本活動將持續進行整體院區之綠化及栽植工作，相信在謝

老師及 6 名園藝班同學認真努力下，將使本院環境煥然一

新，爾後蒞院參訪者必定刮目相看，也讓本院學生培養藝

術氣息，達到教育的功能。 
 



 

七、活動成果（剪影）： 

 

 

 
   

草坪栽植過程  綠意盎然的草坪 

   

 

 

 
   

調整栽植順序  老師的細心指導.學生努力學習 

   

 

 

 
   

栽植過程(完成 30%)  燦爛奪目的完工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