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陽科技大學 108 年度 5 月份學生事務活動一覽表 

一、 全校性活動： 

活動名稱 參加對象 日期 星期 時間 地點 承辦單位 承辦人 聯絡分機 
師生關係調查 全校學生 4/29-5/29   學生資訊系統 學生發展中心 林彥光 5053 

慈善月開幕式 全校師生 5/1 三 12:30-14:30 設計禮堂 
課外活動組 
學生會 

詹雯雅 5023 

CY IDOL 初賽 全校師生 5/2 四 18:00-22:00 設計禮堂 
課外活動組 
學生會 

詹雯雅 5023 

三合一選舉 全校師生 5/6-5/10 一 08:00-17:00 校園 
課外活動組 
學生會 

詹雯雅 5023 

品德系列活動-【愛 X 無限

大】活動 
全校師生 5/6-5/11 一-六 08:00-17:00 

生輔組辦公室、

管理大樓門口、

行政大樓大廳、

惠明盲校 

生活輔導組 吳幸儒 5018 

《相愛容易相處難》從親

密關係經營中看見自我 
全校學生 5/7 二 15:30-17:20 T1-307 學生發展中心 林玉平 5054 

慈善月園遊會 全校師生 5/7-5/9 二-四 10:00-17:00 海豚廣場 
課外活動組 
學生會 

詹雯雅 5023 

特殊教育宣導週-知＂礙＂

行易、＂愛＂在接納。 
本校全體師生 5/7-5/9 二-四 10:30-13:30 海豚廣場 

學生發展中心 
（特教業務） 

黃佳媛 5058 

職涯講座- 
第一份工作的認知 

全校師生 5/8 三 18:30-21:00 美智廳 
課外活動組 

畢聯會 
吳鴻銘 5025 

聊傷心地圖，翻轉壞心情

－自傷防治講座 
全校學生 5/8 三 18:00-20:00 D202 學生發展中心 洪凱婷 5055 

『減速慢行、安全第一』 全校學生 5/9 四 11:30-13:30 青春廣場 生活輔導組 林文國 3075 



活動名稱 參加對象 日期 星期 時間 地點 承辦單位 承辦人 聯絡分機 
競賽活動 
《談分手心驚驚》危險情

人退散 
全校學生 5/14 二 15:30-17:20 T1-307 學生發展中心 林玉平 5054 

【導師輔導知能研習】學

生未來職場競爭力之涵養

與輔導 
全校師長 5/14 二 15:30-17:00 行政 3 樓簡報室 學生發展中心 謝念恩 5065 

心旅行－毛球異想世界 1 全校學生 5/16 四 18:00-20:00 第一宿舍交誼廳 學生發展中心 羅筠雅 5073 

慈善月-護理之家 全校師生 5/18-5/25 六 13:30-17:30 毓祥護理之家 
課外活動組 
學生會 

詹雯雅 5023 

初級急救員訓練班(第二梯

次) 
全校師生 5/18-5/19 六-日 08:00-17:00 T2-114 教室 衛生保健組 張琬婷 5035 

《我們，在第一支舞之後》

談愛情中的關係經營 
全校學生 5/20 一 18:00-20:00 D202 學生發展中心 林玉平 5054 

心旅行－毛球異想世界 2 全校學生 5/20 一 18:00-20:00 第一宿舍交誼廳 學生發展中心 羅筠雅 5073 
關係迷霧─《完美陌生人》

電影賞析 
全校學生 5/21 二 15:30-17:20 T1-307 學生發展中心 林玉平 5054 

品德系列活動-【擁抱自

然，勇敢日記】活動 
全校師生 5/22-5/26 三-日 05:00-18:00 

八通關山、大水

窟山、秀姑巒山 
生活輔導組 吳幸儒 5018 

心理成長活動：領航，與

樹學息－生命體驗營 
全校學生 5/25-5/26 六日 兩天一夜 

日月潭特色遊學

中心 
學生發展中心 李哲麟 5074 

校園緊急救護訓練活動 全校師生 5/25-5/26 六-日 8:00-17:00 
雄鷹探索體驗活

動園區(臺中市東

勢區) 
衛生保健組 林筱芸 5033 

慈善月-狗狗山 全校師生 5/26 日 12:30-18:00 霧峰狗狗山 
課外活動組 

學生會 
詹雯雅 5023 

慈善月閉幕典禮 全校師生 5/28 二 12:30-14:30 設計禮堂 課外活動組 詹雯雅 5023 



活動名稱 參加對象 日期 星期 時間 地點 承辦單位 承辦人 聯絡分機 
學生會 

108 年度中區學務工作創

新研討會 

全國各學務長

及學務工作夥

伴 
5/29 三 0900-1630 

行政大樓六樓會

議室 
服務學習組 孫玫芬 5043 

CYIDOL 複賽、決賽 全校師生 5/30 四 18:00-22:00 設計禮堂 
課外活動組 
學生會 

詹雯雅 5023 

二、社團及系學會活動： 

活動名稱 參加對象 日期 星期 時間 地點 承辦單位 承辦人 聯絡分機 

『新血緣關係』捐血暨
反詐騙宣導 全校師生 5/9 四 12:00～17:00 管理大樓門

口 
進修服務組 
進修部學聯會 楊子毅 4634 

校內社團評鑑 全校社團 5/31 五 09:00-18:00 
AC-113、
114、115 

課外活動組 詹雯雅 5023 

進修部社團評鑑 進修部社團幹部 5/31 五 18:30-21:30 
管理大樓師
生交誼廳、
104 演講廳 

進修服務組 辛雲光 4631 

三、會議活動： 

活動名稱 參加對象 日期 星期 時間 地點 承辦單位 承辦人 聯絡分機 
第三次團體勞作教育小

組長知能研習會議 
團體勞作教育小組長 5/7 二 18:00-20:00 第一宿舍交

誼廳 服務學習組 范育啟 5044 

基本勞作教育成績評定

會議 
基本勞作教育小組長 5/7 二 15:30-17:00 

服務學習組

辦公室 
服務學習組 施明仁 5042 

畢業生轉銜輔導座談會 特教需求學生 5/8 三 18:00-21:00 T1-203 
學生發展中心 
（特教業務） 

黃敬約 5079 

基本勞作教育棟長會議 基本勞作教育各棟棟長 5/14 二 15:30-17:00 
服務學習組

辦公室 
服務學習組 施明仁 5042 

107 學年度「幹部交流 日間大學部 1-4 年級班 5/14 二 12:15 -13:30 設計禮堂 生活輔導組 林碧月 5014 



活動名稱 參加對象 日期 星期 時間 地點 承辦單位 承辦人 聯絡分機 
座談會」 代、學生社團負責人 

特教推行委員會 
校長、學務長、學發中

心主任、各系委員、學

生代表、家長代表 
5/22 三 12:00-13:30 

行政大樓 
2 樓會議室 

學生發展中心 
（特教業務） 

曾旭稜 5078 

基本勞作教育知能研習

暨期中培訓 
基本勞作教育及實習小

組長 
5/25 六 08:00-17:00 波錠廳 服務學習組 施明仁 5042 

基本勞作教育棟長會議 基本勞作教育各棟棟長 5/28 二 15:30-17:00 
服務學習組

辦公室 
服務學習組 施明仁 5042 

第四次團體勞作教育小

組長知能研習會議 
團體勞作教育小組長 5/28 二 18:00-20:00 服務學習組 服務學習組 范育啟 5044 

四、其他學務活動： 
活動名稱 參加對象 日期 星期 時間 地點 承辦單位 承辦人 聯絡分機 

環管系升旗 環管系全體師生 5/1 三 08:00 操場 軍訓室 蔣碧貞教官 3077 
資工系升旗 資工系全體師生 5/2 四 08:00 操場 軍訓室 吳瑞源教官 3045 
職能診斷測驗 傳播 4B 5/2 四 13:30-15:20 T2-316 學生發展中心 洪凱婷 5055 

期中進補慶生聯誼會 特教需求學生 5/2 四 12:00-13:30 T1-205 
學生發展中心 
（特教業務） 

邱佩萱 5080 

志工培訓課程－同在的

溫度 
學輔志工、心輔股長 5/4 六 09:00-17:00 T1-106 學生發展中心 洪凱婷 5055 

傳播系升旗 傳播系全體師生 5/7 二 0:800 操場 軍訓室 蔡鳳芩教官 3074 
團體勞作教育第五次社

區服務 
修習團體勞作教育學生 5/7 二 15:30-17:00 校內外 服務學習組 范育啟 5044 

創新活動「我潮!我型!
創意『袋』著走-」 

住宿生暨賃居生 5/7 二 15:30-17:30 
第一宿舍

交誼廳 
住宿服務組 陳品希 5086 

UCAN 共通職能探索 本校學生 5/7 二 15:30-17:20 T1-207 學生發展中心 洪凱婷 5055 



活動名稱 參加對象 日期 星期 時間 地點 承辦單位 承辦人 聯絡分機 
特殊教育宣導週-知＂

礙＂行易、＂愛＂在接

納。 
資管系師生 5/7 二 15:30-17:20 T1-407 

學生發展中心 
（特教業務） 

黃佳媛 5058 

班級心理測驗-正向心

理健康量表 
傳播 2B 5/7 二 15:30-16:30 T1-405 學生發展中心 李哲麟 5074 

107-2 第 2 次「智慧財

產權宣導」講座 
會計系 1A、1B 
休閒系 1A、1B 

5/7 二 15:30-17:20 波錠廳 生活輔導組 林碧月 5014 

休閒系升旗 休閒系全體師生 5/8 三 08:00 操場 軍訓室 湯顯賀主任 3041 
會計系升旗 會計系全體師生 5/9 四 08:00 操場 軍訓室 周喜民主任 5011 
特殊教育宣導週-知＂

礙＂行易、＂愛＂在接

納。 
特教需求學生 513-5/17 一-五 18:00-21:00 T1-205 

學生發展中心 
（特教業務） 

黃佳媛 5058 

應化系升旗 應化系全體師生 5/14 二 08:00 操場 軍訓室 蔣碧貞教官 3077 
團體勞作教育第六次社

區服務 
修習團體勞作教育學生 5/14 二 15:30-17:00 校內外 服務學習組 范育啟 5044 

班級心理測驗-賴氏人

格測驗 1 
社工 1B 5/14 二 15:30-17:30 待確認 學生發展中心 李哲麟 5074 

幼保系升旗 幼保系全體師生 5/15 三 08:00 操場 軍訓室 吳瑞源教官 3045 
資管系升旗 資管系全體師生 5/16 四 08:00 操場 軍訓室 姜封胤教官 3076 
班級心理測驗-賴氏人

格測驗 2 
中教 1A 5/17 五 08:30-10:30 G-204 學生發展中心 李哲麟 5074 

境外學生台灣行腳-台
南十鼓一日遊 

境外生 5/18 六 09:00-17:00 
台南十

鼓、安平 

國際暨兩岸合

作處、陸生輔

導組 
黃淩軒 3127 

畢業送舊暨職場體驗 特教需求學生 5/18-19 六、日 08:00-21:00 嘉義、屏東 
學生發展中心 
（特教業務） 

曾旭稜 5078 



活動名稱 參加對象 日期 星期 時間 地點 承辦單位 承辦人 聯絡分機 
建築系升旗 建築系全體師生 5/21 二 08:00 操場 軍訓室 姜封胤教官 3076 
團體勞作教育第七次社

區服務 
修習團體勞作教育學生 5/21 二 15:30-17:00 校內外 服務學習組 范育啟 5044 

班級心理測驗-工作價

值觀量表 
社工 2A 5/21 二 15:40-16:40 G-105 學生發展中心 李哲麟 5074 

菸害防制講座第 2 場次 
財金系 1C、資管系 1A、

1B、1C 
5/21 二 15:30-17:20 時選廳 生活輔導組 江偉聖 3048 

防制藥物濫用講座第 2
場次 

保金系 1A、1B 
營建系 1A、1B 

5/21 二 15:30-17:20 天生廳 生活輔導組 簡光明 3042 

團體勞作教育第八次社

區服務 
修習團體勞作教育學生 5/28 二 15:30-17:00 校內外 服務學習組 范育啟 50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