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華大學  109-111 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活動成果表單 
 

學年度 109 學年度   第 2 學期 

活動(競賽)名稱 應社實刻-南華大學 106級應用社會學系方案實習成果發表會 

主軸分項別 

B 分項：生命教育

與 環 境 永 續 並

進，深厚南華特色 

子計畫名稱 
B3 子計畫：聚焦身心靈平衡優勢，厚實產學合

作及研究 

舉辦日期  2021/04/27(二) 
舉 辦 地 點 雲水居國際會議廳 

舉辦時間  9 時 0 分至 16 時 0 分 

參加 

對象 

主辦學校參

加人數 
160 人 

他 校 參 加 

人 數 

學校名稱:無 00人 

學校名稱:無 00人 

學校名稱:無 00人 

活動內容 

此活動辦理是由應用社會學系社工組四年級學生，利用大四下學期課餘時

間或寒假期間進行系上的實地工作課程之實習活動，而時間為 80小時，希望

藉由實習來讓即將步入職場的學生，對於相關工作有更多的了解，而在實習結

束之後希望透過辦理成果發表會，讓參與會議的與會人員可以了解到，106級

學生在方案實習中所學習到的經驗及收穫到的專業知識，都是這次成果發表想

要傳達的。 

而這次活動人數為 160人，包含 46 位實習學生與工作人員，以及前來指

導的 7位老師及 8位與會貴賓，其他的人數便為前來參與活動的觀眾。 

這次的活動是將我們從方案實習的領域分為兩大領域，分別為兒少領域以及老

人領域，並依照方案組別進行分組共分為 7組，分別為展露鳳芒組(兒少領域)、

反毒反霸凌寒令營組(兒少領域)、感官樂活(老人領域)、春日部防衛隊組(兒少

領域)、福池話多力不多組(兒少領域)、逗陣銀向樂活動滋動組(老人領域)、重

遊慶典與歷史組(老人領域)，並為了能讓上下午場的觀眾都能聽到各領域組別

的報告，特地將組別平均分配，讓即使只來上午或是下午場的觀眾都能有所收

穫。 

7組報告組別分別統整摘要在實習中所收獲到的經驗、歷練、反思等，讓

前來參與的督導及老師更了解實習學生的收穫，也讓觀眾了解應用社會學系社

工組的實習內容及經驗談。 

除了各組的報告之外，在活動場外我們也有將本次實習成果報告書及各組

製作實習海報，為了就是能讓觀眾在除了報告上能有更多的收穫。 

透過這種形式來辦理這次的成果發表會議，除了將報告者自身實習經驗分

享給觀眾外，也希望即將要實習的學弟妹們可以透過成果發表會了解實習的注

意事項及意義。 

活動滿意度問卷結

果 

題號 題目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1 
您對本次活動安排

之動線滿意程度 
93.2% 6.8% 0% 

2 
您對本活動整體內

容設計滿意程度 
91.5% 8.5% 0% 



3 活動時間的安排 89.8% 10.2% 0% 

4 
活動會場(地點)的

安排 
95.8% 3.4% 1% 

5 餐點的安排 65.3% 31.4% 3.4% 

6 
其他建議/ 

想說的話 

1.辛苦學長姐們了，你們都好棒喔～ 

2.辛苦了真的收穫很多 

3.學長姐辛苦了~~~ 

4.學長姐認真的與我們分享，讓我們受益良

多～很棒呦 

5.學長姊辛苦啦！每一組的報告都非常棒~ 

6.報告中穿插著影片，很有趣也很用心我辛

苦學長姐了 

7.謝謝學長姐的分享！辛苦了 

8.辛苦學長姐們了！ 

9.學長姐加油～ 

10.這次有得到上次不一樣的收穫 喜歡透過

影片表達因為更清楚知道實際情況其實

是這個樣子的 

11.謝謝學長姐們，辛苦了 
 

改善措施 

1. 1.回饋時間要注意回答完老師的問題，才能結束報告。 

2.人力的分配，可以再平均一點。像是外場站牌，可以多安排人力，讓大家不

會太累。 

3.設備要謹慎，不然會拖到時間。 

4.電腦檔案可以分上下半場，避免電腦太當。 

5.音控一個人太少，需要有人一起幫忙，建議至少兩個。 

佐證資料  

1.檢附座談議程表（參附件一） 

2.檢附座談照片（參附件二，將講者、主題列為重點，讓圖片會說話） 

3.檢附簽到表（參附件三） 

4.檢附活動海報（參附件四） 

5.活動問卷(範本)(參附件五) 



附件一 活動議程 

南華大學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 

應用社會學系社工實習成果發表會 

活動議程 
 

活動緣由：106 級應用社會學系社工組同學，進行了 80 小時的社會工作

實務實習，期待透過辦理此次成果發表會，將實習前所需準

備資料及相關事宜，還有實習中曾遭遇到的困境與挫折、專

業知識、實務技巧、工作倫理、反思，以及其他寶貴的實習

經驗，分享給蒞臨參與成果發表會的學弟妹及師長們。藉此，

亦能使學弟妹們了解不同領域的實習內容，即早開始為自己

的實習生涯預作準備。 

1、 活動時間：4 月 27 日(二)，上午 9 點~下午 4 點 

2、 活動地點：雲水居國際會議廳  

3、 報名網址：逕自前往會場聆聽 

4、 人數上限：160 人 

5、 主辦單位：南華大學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社科院 B3 子計畫 

6、 承辦單位：南華大學社會科學院應用社會學系 

7、 經費來源：108-111 南華大學高教深耕計畫 

8、 連絡方式：社會科學院 S222 林妤如助理 分機 2342。 

 

時間 主題 主持人/講者 

9:00~9:30 簽到及入座時間 

9:30~9:55 長官來賓致詞 校長、系主任 

9:55~10:00 上半場說明時間 主持人 

10:00~10:40 展露鳳芒 實習學生 

10:40~11:20 反毒反霸凌寒令營 實習學生 

11:20~11:30 中場休息 主持人 

11:30~12:00 感官樂活 實習學生 



12:00~12:50 午休及用餐時間 

12:50~13:00 下半場說明時間 主持人 

13:00~13:40 春日部防衛隊 實習學生 

13:40~14:20 福池話多力不多 實習學生 

14:20~14:30 中場休息 主持人 

14:30~15:10 逗陣銀向樂活動滋動 實習學生 

15:10~15:50 重遊慶典與歷史 實習學生 

15:50~16:00 活動結尾、大合照(先合照) 

 

督導/來賓出席名單: 

單位 姓名 

逗陣社會企業有限公司 陳華宏 督導 

嘉義市西區垂楊國小 黃頌恩 老師 

嘉義市西區垂楊里 黃琮榮 里長 

嘉義市西區垂楊里 李春紅 理事長 

財團法人宜蘭縣私立天主教弘道仁愛之家 賴嵩旻 督導 

嘉義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林玉英 督導 

嘉義縣福池關懷協會 簡嘉良 總幹事 

嘉義縣福池關懷協會 陳其楙 社工組長 

嘉義市西區福民社區發展協會 葉維新 督導 

 



附件二 

活動照片 

所屬子項

目 
B3-22.提升教學實踐及學習檢視之特色活動 活動日期 110 年 04 月 27 日 

活動名稱 
應社實刻-南華大學106級應用社會學系方案

實習成果發表會 
地點 雲水居國際會議廳 

  

校長為活動開場致詞 機構督導為實習生報告給予回饋指導 

  

學校老師為實習生報告給予回饋指導 學弟妹為實習生報告給予回饋提問 

 
 

展露鳳芒組同學進行報告 實習生與長官、來賓、老師進行大合照 

照片大小：6*8 

照片格式：JPEG 圖片檔 



附件四：活動海報 

 



 

 



附件五：活動問卷 

106級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方案實習成果發表會  問卷回饋單 

 

 

 

 

 

 

一、基本資料 

1.性別：□男   □女 

2.身分：□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研究所    □其他         

 

二、活動內容設計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1.您對本次活動安排動線滿意程度                 □        □        □ 

2.您對本活動整體內容設計滿意程度                □        □        □ 

 

三、活動整體安排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1.活動時間的安排                                □        □        □ 

2.活動會場(地點)的安排                          □        □        □ 

3.餐點的安排                                    □        □        □ 

四、其他建議/想說的話？ 

 

 

各位與會的同學們，您好： 

非常感謝您今日參與本次「應社實刻-南華大學 106級應用社會學系方案實習成果

發表會」，希望本次精彩的實習經驗分享與活動內容設計，讓你大開眼界、收穫滿滿、

滿載而歸！為了使下次活動更完美，期盼您提出寶貴的意見，協助填寫此份問卷，以作

為日後舉辦相關活動之改進方向與參考依據，再次謝謝您！ 

 

106級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社工組成果發表會全體人員 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