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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第 1學期班級公益股長期初講習會議紀錄 

  講習時間：107年 9月 14日（星期五）中午 12時 20分 

  講習地點：綜合教學大樓 3樓 E32教室 

  主辦單位：課外活動指導組 

 

  講習會議內容 

壹、 指導老師致詞 

非常感謝同學擔任本學期公益股長之職務，若有

與課指組業務相關之問題，都歡迎同學至課指組

詢問，而大家手上之書籍，是上學期舉辦之ㄧ些

活動，誠摯鼓勵同學多參與社團活動，祝大家新

學期皆能事事順心。 

  貳、工作報告 

一、 公益股長工作要項說明 

（一）負責班級旅遊、畢業旅行、文康性活動（含競賽）及服務學習協調、規

劃與執行。 

（二）擔任課外活動指導組、學生自治組織及學生社團之聯絡人。 

（三）與體育股長互為代理人。 

（四）班級活動所需器材之商借與保管。 

（五）協助班級志願服務紀錄冊申請及發放、服務時數回報。 

（六）臨時交辦事項。 

二、 活動宣導及要求配合事項 

（一）本組所承辦的業務包含社團輔導、學輔經費、學輔設備、大專優秀青年

甄選、競賽及社團達人座談、熱心公益獎金申請及審查、教學卓越計畫

專案、親善大使勤務、國際志工及服務學習課程等業務。 

（二）學生事務重要訊息均會刊登於「學務搶鮮報」及學校網頁重要消息，        

請公益股長依時閱讀，並提醒同學關注與自身權益相關之事項。 

（三）本學期（107-1）「熱心公益優秀學生獎金」申請，即日起至 11月 30（星

期五）止，請向本組提出申請，逾期不受理，相關訊息可至學務處課外

活動指導組網頁查詢。 

（四）課指組設有班級公益股長抽屜櫃，請每週抽空前往領取活動資料。 

（五）為製作志願服務紀錄冊，大學部一年級班級每位同學均需繳交一吋個        

人照片一張，尚未繳交者請公益股長協助收齊後繳交至課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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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07 學年度致理人成年禮活動，參加成年禮班級為四國 1、四企 1、   

四會 1、四英 1、四英 2、四金 1 ）。 

（七）本組訂於 10 月 29 日（一）至 11 月 2 日（五）進行全校志願服務時數

普查作業，請各班公益股長協助統計班級志願服務時數並回報，詳細流

程在 10月 26日（五）於學校首頁/最新消息公告。 

（八）志願服務媒合活動將於每月公告於綜合教學大樓 1樓電梯口前，並同步

公告於翻轉世代志工服務平台，歡迎各位同學多加使用。 

（九）自 102-1 學期起，學務處提供五專部 1-3 年級班級青年世紀月刊 5 本，

請公益股長酌參並關心此事，將刊物中校外活動提供同學參與，請至公

益股長抽屜櫃領取。 

（十）「導生時間」活動問卷回條，請公益股長交由各班導師酌參安排後，於

9月 28日(五)交回課指組（分機 1214），以利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十一）為提倡服務學習精神，11 月 2 日（五）特別辦理志願服務特殊訓練課

程，完成課程者可獲得志願服務紀錄冊及研習時數證明課程限額 50名，

歡迎尚未取得或想提前取得紀錄冊的同學至本組網頁查詢報名資訊。 

（十二）圓夢計劃-課輔計畫、長青輔導陪伴員開始招募，本學期服務

期間為 107 年 9 月至 108 年 2 月，歡迎學生踴躍報名參加。報

名表單請掃描右圖  

（十三）親善大使團員招募計畫開跑，歡迎學生踴躍報名參加，意者可洽課指

組。 

（十四）校園記者團熱烈招募中，歡迎學生踴躍報名參加。報名表單

請掃描右圖 

（十五）由慈青社一同協辦之永和新芽身心輔導計畫－歡迎志工報名。

報名表單請掃描右圖 

（十六）107/12/11(二)由慈青社舉辦之捐血活動，歡迎志工報名。至課指組報名。 

（十七）「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大宗團購優惠票卷方案，詳細方案內容

可至學校官網查閱，官網連結：https://goo.gl/Cm4rzY。 

 

三、 學生會結合 11系學會及各社團辦理多項校園活動，懇請支持，並鼓勵班

上同學熱情參與。 

時程 活動名稱 地點 辦理單位 

9月 13日 

（星期四） 

12:30~13:30 

圓夢計畫-課業輔導員

招生說明會暨培訓 

綜合教學大樓

B1-E09教室 

課指組 

豔陽國際志工社 

https://goo.gl/Cm4r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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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程 活動名稱 地點 辦理單位 

9月 27日 

(星期四) 

12：10~13：10 

敬師餐會 

(活動對象非學生) 
誠信館 學生會 

10月 8日 

(星期一) 

五專部 

12：10~13：10 

大學部 

15：30~17：30 

新生盃創意歌唱比賽 誠信館 
課指組 

學生會 

10月 15日至 

10月 26日止 

(星期一至五) 

9：00~17：10 

泰北國際志工成果展 
圖書館 1樓 

藝文中心 

課指組 

豔陽國際志工社 

10月 17日 

(星期三) 

15：30~17：30 

海外志工成果分享會

(泰北、尼泊爾、緬甸團) 

綜合教學大樓 

1樓表演廳 

課指組 

豔陽國際志工社 

10月 24日 

(星期三) 

12：10~17：30 

五專部成年禮 觀音山 

課指組 

學生會等 

相關社團 

10月 29日至 

11月 2日止 

(星期一至五) 

12：30~17：30 

社團聯合活動週 

(含社團之夜活動) 
校園 學生會暨社團 

11月 11日 

(星期日) 

11：00~17：00 

校慶園遊會、鬼屋 校園 
學生會暨 

11系學會 

11月 28日 

（星期三） 

16：00~21：00 

校慶演唱會 誠信館 學生會 

12月 17日 

(星期一) 
聖誕節活動 校園 學生會 

參、課外活動指導組（位於綜合教學大樓地下 2樓）聯絡電話：分機 1514、1214 

肆、意見交流與提問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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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第 1學期「導生時間」活動參考問卷 

課指組 107.9.14 

一、活動說明 

（一）課指組規劃多項「品德教育」及「友善校園」活動，敬請導師卓參，期藉 

      此協助導師班級經營，提升導生時間設計之多元性與活潑化。 

（二）活動項目如下表說明，請導師勾選，並督導貴班公益股長主動與本組聯繫 

，以維後續規劃與安排。 

二、本學期系列活動（※者為派員到班說明） 

代號 活動名稱 說明 

A※ 
誠信商店參觀選購及圓

夢計畫志工簡介 

1. 誠信商店營運方式說明與營運所得悉捐至本校「致理之愛

基金」，以扶助校內生。 

2. 圓夢計畫─國小教學實習與長青樂齡趣志工服務活動簡

介與分享。 

B 國際志工經驗分享 由泰北及尼泊爾國際志工隊進行分享 

C※ 
校內外志工服務 

活動簡介 

以大學部 2 至 4 年級班級為主，協助同學累積志願服務時數

（服務滿 300小時可申請榮譽卡） 

D※ 學生社團簡介 由學生會暨 11系學會及社團派員到班說明 

三、祝福導師帶班愉快。 

 

 

………………………………請延虛線撕下並於 9月 28 日繳回課指組…………………… 

 

107學年度第 1學期「導生時間」活動參考問卷回條 

班級：      班級教室：      

公益股長簽名：           聯絡電話：             導師簽名確認：           

請勾選 活動名稱 請填寫預定日程 班級或導師建議 

 
A. 「圓夢計畫」志工說明及

誠信商店參觀選購 

日期：        

到班時間：      

地點：        

 

 
B. 國際志工經驗分享 

(海外志工成果分享會) 

□10/17（三）下午 15：30 

□12/03（一）下午 15：30 

地點：綜合大樓 1樓表演廳 

 

 
C. 校內外志工服務 

活動簡介 

日期：        

到班時間：      

地點：        

 

 D. 學生社團簡介 

日期：        

到班時間：      

地點：        

 

※欲申請之班級，請公益股長將本表於 9月 28日（週五）中午前擲交課指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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