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州科技大學 108年「生命教育」辦理績效 

資料彙整聯絡人 
姓名：江美琪 職稱：組員 

電話：04-8359000轉 1351 E-mail：coun1351@gm.ccut.edu.tw 

辦理情形概述 

辦理校園生命教育

多元活動，提供學生

生活化的生命體驗。 

 

 辦理課程及活動全年度共辦理有 32場次，參與 2200人次： 

日期 課程/活動名稱 
參與 

人數 
地點 

保健與諮商中心~「守護心健康」生命教育講座/活動 

108/04/24 
讓我，當你的陽光~談自殺防治

的關懷與陪伴(日間部場次) 
145  

沁明樓七樓 

國際會議廳 

108/04/24 
讓我，當你的陽光~談自殺防治

的關懷與陪伴(進修部場次) 
23 F103教室 

108/04/26 人際互動團體(I) 23  
保諮中心 

團諮室 

108/05/02 沉重的愛~談情緒勒索 41 F103教室 

108/05/03 
電影「心」視界 

從電影探討性別尊重 
31  F103教室 

108/06/12 人際互動團體(II) 23  
保諮中心 

團諮室 

108/09/30 
守護心健康─ 

諮商服務宣導與推廣 
111 體育館 

108/10/24 
開啟不一樣的視覺人生- 

背包客的旅遊經驗分享 
26 卓越廳 

108/10/13~ 

108/10/25 

守護心健康─新生適應評估暨

心理衛教宣導 
324  各班教室 

108/11/19 
愛自己照顧自己講座~ 

生命的求救─自我傷害 
85  O401會議廳 

108/11/21 
愛自己照顧自己講座~ 

人際圓舞曲 
73  B304教室  

108/10/18 
聆聽-身體的訴求~ 

綠拿鐵製作工作坊 
18 K308教室 

108/11/13 
聆聽-心內的話(畫) 

~工作坊 
17 韻律教室 

108/10/16 
輔導股長訓練~敏感度訓練、 

助人技巧訓練 
31 F103教室 

108/10/23 
輔導股長訓練~日月潭造筏 

探索教育體驗營 
32 日月潭 

108/12/11 
輔導股長訓練~ 

做個有效的同儕助人者 
26 F103教室 

資源教室~特教生生命教育冒險探索活動/六號夢想咖啡 



108/04/09 大甲媽遶境增能活動 31 
中州 

到西螺 

10/05/09 身障生校園融合教育體驗活動 187 
中州 

體育館 

108/05/11 
身障生愛心義賣 

捐款活動 
54 

埔里阿尼色弗

兒童之家 

108/06/25~ 

108/06/27 
2019 三天五嶽-攀越合歡群峰 30 合歡群峰 

108/9/25 
身心障礙學生： 

品味生活咖啡交流活動 
42 南華大學 

108/12/8 
資源教室學生社會融合活動-

家扶中心愛心義賣園遊會 
20 

彰師大 

寶山校區 

生輔組~師生有愛.生活無礙系列活動 

108/12/14 

歲末寒冬送暖捐物資 

中西飲食文化差異體驗 

交通安全闖關遊戲 

300 校內外 

學生社團生命教育相關活動 

108/11/21 
手作勾織~ 

義起關懷孤老寒冬送暖 
40 

圖書館 1F 

視廳欣賞區 

108/03/26 
帶動中小學~ 

『攜手共學趣』快樂營 
73 芬園文德國小 

108/04/02 
帶動中小學~ 

『兒童心‧青年心』快樂營 
61 田中內安國小 

108/05/25 小天使故事屋 31 永靖鄉立圖書館 

108/06/05 帶動中小學三品學習生活營 75 員林明湖國小 

服務學習~人文關懷系列 

108/04/03 
(107-2)人文關懷講座~ 

服務學習成果分享 
81 

沁明樓七樓 

國際會議廳 

108/10/03 
108年青年志工參與社區服務

計畫「青春伴銀 共度重陽」 
21 

芳苑鄉三合 

社區活動中心 

108/10/23 
(108-1)人文關懷講座~ 

服務學習成果分享 
100 

沁明樓七樓 

國際會議廳 

108/11/27 
「服務學習秋冬送暖、社會服

務有愛最美」計畫 
25 員林中東社區 

 



辦理教師、行政人員

及家長生命教育相

關議題 之知 能研

習、工作坊、成長團

體或讀書會。 

 

 辦理教職員研習/工作坊有 6場次，參與 257人次： 

日期 課程/活動名稱 
參與 

人數 
地點 

108/02/14 
(107-2)教師輔導知能研習~

正向心理學談生涯規劃 
58  

沁明樓七樓 

國際會議廳 

108/04/12 個案討論會(一) 12 
保諮中心 

團諮室 

108/06/19 

讓我，當你的陽光~談自殺防

治的關懷與陪伴 

(教師場次) 

75  
沁明樓七樓 

國際會議廳 

108/07/05 個案討論會(二) 6 
保諮中心 

團諮室 

108/09/03 
(108-1)教師輔導知能研習~

網路成癮辨識與輔導 
98  

沁明樓七樓 

國際會議廳 

108/11/15 個案討論會(一) 8 
保諮中心 

團諮室 
 

開設生命教育相關

通識課程 一、107學年度第 2 學期開課課程名稱/開課老師/修習人數，分別為： 

(一)幸福關係學/陳晉照老師/62人; 

(二)生命價值探索/陳盈妃/46人; 

(三)健康人生/李丙生/50人; 

(四)電影與人生/詹益錦/88人 

 

二、108 學年第 1學期開課課程名稱/開課老師/修習人數，分別為： 

(一)愛情關係學/陳晉照老師/68人; 

(二)紀錄人生談美學/林建志老師/88人; 

(三)生命價值探索/陳盈妃/57人; 



中州科技大學 辦理生命教育系列活動 佐証資料 

名稱：108-1【守護心健康】─諮商服務宣導與推廣 

時間：108/09/30 

 
活動開始前的布展，歡迎大家來認識諮商中心 

 
線上問卷填答快速又便利 

 
精美文宣品，讓你知道諮商中心最新活動 

 
電子問卷 

 
學生絡繹不絕的前來填答問卷 

 
志工到處移動找同學填問卷 

 
攤位前滿滿都是學生 

 
活動圓滿結束，來張大合照！ 



中州科技大學 辦理生命教育系列活動 佐証資料 

名稱：108-1【守護心健康】-新生適應評估暨心理衛教宣導 

時間：108/10/22 

 

學生認真地聽線上測驗如何操作 

 

心理師指導學生使用手機登錄並進行線上測驗 

 

老師與學生共同協助同學完成測驗 

 
來看看測驗結果喽！ 

 

心理師解釋測驗結果 

 

心理師介紹保健與諮商中心 

 



中州科技大學 辦理生命教育系列活動 佐証資料 

名稱：108-1【守護心健康】─愛自己照顧自己講座「生命的求救-自我傷害」 

時間：108/11/19 

(  

心理衛教講座開始搂~ 

 

學生坐在位置上認真的聽課 

 

心理師透過互動遊戲讓學生認識自傷的迷思 

 

學生熱絡的參與活動 

 

講師到台下和學生互動 

 

學習單，看看學生理解了多少 

 

  



中州科技大學 辦理生命教育系列活動 佐証資料 

 

  

名稱：108-1【守護心健康】─愛自己照顧自己講座 

日期：108/11/21(四) 上午 13:00~15:00 

 

講座開始瞜！ 

 

學生認真地填寫學習單 

 

心理師邀請學生分享學習單上的內容 

 

心理師邀請學生進行互動遊戲 

 

學生認真的聽課 

 

學生踴躍的發言 



中州科技大學 辦理生命教育系列活動 佐証資料 

名稱：輔導股長訓練系列之「日月潭造筏探索體驗營」 

時間：108/10/23 

  

 

 

 

 

 

 

 

 

  



中州科技大學 辦理生命教育系列活動 佐証資料 

名稱：2019 三天五嶽-攀越合歡群峰 

時間：108/06/25~06/27 

   

  

  

 

  



中州科技大學 辦理生命教育系列活動 佐証資料 

名稱：心內的話(畫)語 工作坊 

時間：108/11/13 

  

  

  

  



中州科技大學 辦理生命教育系列活動 佐証資料 

名稱：「服務學習秋冬送暖、社會服務有愛最美」實施計畫 

時間：108/1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