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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宗旨： 

    春暉社宗旨為「服務性健康促進」團隊，為全面性、全校性推廣

「拒菸、反毒、拒酒、拒檳榔、防愛滋」，春暉社結合學校107學

年度第2學期慶典活動，採全面性、隨機性、服務性宣傳「春暉

五反與防制學生藥物濫用運動」，以設攤定點宣導，設計闖關遊

戲，輔以海報、旗幟、標語等情境，達到全校人人具備「拒菸反

毒」意識，淨化萬能為「健康、活力、前瞻、卓越」之校園。 

二、活動內容： 

    春暉五反運動，以「闖關遊戲」，輔以海報、旗幟、標語等情境

布置，達到全校人人具備「拒菸反毒」與「紫錐花運動」意識，

淨化萬能為「健康、活力、前瞻、卓越」之校園。 

三、活動日期：108年3月23日(星期六)  

四、活動時間：上午08:30-16:40 (校慶園遊會活動) 

五、活動地點：中山堂前廣場(設攤) 

六、活動對象：春暉社幹部與社員、全校師生 

七、活動人數：春暉社30人(工作人員)、校慶園遊會活動2000人(參 

與人員) 

八、主辦社團(學會)：春暉社 

九、協辦社團(學會)：無 

十、活動流程： 

 

時間 時程(分) 程     序 說明 

08:00-08:30 30分 
春暉社於文宣站(攤位)布
置 

集合地點：0800春暉社社
屋 

08:30-12:30 240分 
著背心於文宣站進行聯署
簽名、愛滋匿篩等活動 

地點:文宣站 

12:30-13:30 60分 
春暉社所有工作人員午餐
時間 

地點:文宣站 

13:30-16:30 180分 
著背心於文宣站進行聯署
簽名、愛滋匿篩等活動 

地點:文宣站 

16:30-16:40 10分 活動結束場地復原 地點:文宣站及社屋 

16:4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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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工作分配表： 

組別 姓名 工作內容 

總召(春暉社長) 呂至剛 
擔任執行長統籌規劃調度人員分工，負責拒菸反毒

全校之宣傳。 

副總召(副社長) 陳宥誠 
協助總召之工作籌備進度控管，召開研討活動企劃

書綱要擬定。 

總務組長 黃治堯 
採購準備本次活動所有道具、裝備、物品、預算編

列請款核銷。 

活動組長 胡翔崴 
依據活動企劃書擬訂活動全程行動概要，掌握時間

節奏與流程。 

文宣組長 蕭智宇 
負責活動全程之會議召開、記錄、文宣海報與製作

成果書備查。 

攝影組長 蔣平凡 
負責全程攝錄影製作相片、錄影檔案備查及上傳萬

能春暉社FB。 

 

十二、效益評估(預期效果)： 

  (一)以拒菸反毒配合全校校慶活動，展現健康活力促進友善無毒無菸 

校園。 

  (二)提升全校師生對春暉五反認知，了解春暉社服務宗旨意義與參與 

意願。 

  (三)增進學生對拒菸反毒認知意識，從自身做起正向影響同儕之拒菸 

反毒。 

  (四)以定點方式宣導服務拒菸反毒，使全校師生了解珍愛生命與促 

進健康。 

  (五)使有參與活動被服務宣導師生，了解拒菸反毒意義認同與實踐之 

能力。 
  (六)抽樣調查學生填寫問卷意見表，使能反思與回饋據以精進春暉 

社活動。 

十三、學輔經費預算表 

工作項目 
(請選) 

□A1各系學會特色活動 

□A2健全社團制度(社團嘉年華) 

■A3特色社團多元化發展活動(園遊會) 

□A4社團傳承 

□C6運動性社團活動 

□C7康樂聯誼性社團休閒健康活動 

□D6宿舍座談會及活動 

□D7畢業生系列活動 

□E1校園演唱會 

□E2歌唱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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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社團聯合成果展 

□E4學藝服務性社團各項藝文活動 

□F2學生自治團體之輔導與運作 

□G1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 

□G2社團進行社會服務工作 

□G3國小品格營 

□H3社團評選 

□H4全國社團評選 

經費來源(請選) □教育部補助款 ■學校配合款 

品 名 數量 單位 單價 金額 用途說明 

1.關東旗 6 面 650 3900 60*150cm含旗桿旗座 

2.布條 1 面 1000 1000 270*45cm 

3.工作人員餐盒 30 盒 80 2400 宣導工作人員餐費 

4.雜支(奇異筆) 20 支 20 400 
奇異筆、立可帶、膠水、膠

帶…等等 

合  計 7700  

課指組審核 ■申請經費與學輔經費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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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能科技大學社團活動成果書(1) 

活動名稱 校慶園遊會拒菸反毒宣導 活動地點 中山堂前廣場 

主辦單位 春暉社 協辦單位 無 

本校參與人數 

教

師 

工作 

人員 

參與 

人員 
被服務對象 

(服務學習活

動填寫) 

校慶園遊會參與師生 

1 

男 女 男 女 

12 18 1000 1000 如 : 育 幼 院 兒

童、XX 國小、

社區居民 

 2030人 

合計共 2030  人 

活動負責人 春暉社長 呂至剛 
會議記錄

及簽到 
■有，如附件 

活動期間 自108年3月23日08時30分 至 108年3月23日16時40分 止  

檢討事項 

優  點 

一、老師指導社團幹部說明活動內容與指導計畫撰擬妥善。 

二、社團幹部自治分工且能依時完成各項呈報工作。 

三、行前準備工作妥善。 

四、社員參與熱烈且廣邀同儕擔任志工。 

五、活動期間與服務對象互動良好。 

缺  點 

一、 活動必須儘早規劃及完成計劃書陳核，社員之主動性應再 

加強。 

二、參加人員時間觀念需再加強。 

三、活動場地布置過於單調。 

改  善 

方  法 

一、每學期期末會議應規劃下學期活動，期初會議應確認分

工。 

二、活動日前兩週需完成計劃簽核。 

三、行前教育應再加強紀律之要求。 

活動參與率 
預計參與

人數 
2030人 

實際參與 

人數 
2030人 參與率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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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能科技大學社團活動成果書(2) 

活動 

回饋 

問卷 

分析 

一、本次活動發放工作人員問卷30份，參與宣導活動問卷40份，總計回收70份達100

％。  

二、工作人員(30人)對本次拒菸反毒文宣服務活動滿意程度：  

(一)對自製文宣喜好：尚可以上為75％，不滿意為25％，尚有進步空間。  

(二)對文宣設站妥當：尚可以上為85％，不滿意為15％，尚有進步空間。  

(三)對餐點之喜好度：尚可以上為80％，不滿意為20％，尚有進步空間。  

(四)服務認同接受度：尚可以上為80％，不滿意為20％，尚有進步空間。 

  

  

三、參與園遊會活動人員（40人）對本次拒菸反毒文宣服務活動滿意程度：  

(一)對文宣海報接受度：尚可以上為80％，不滿意為20％，尚有進步空間。  

(二)對文宣設站滿意度：尚可以上為80％，不滿意為20％，尚有進步空間。  

(三)對服務人員熱情度：尚可以上為82％，不滿意為18％，尚有進步空間。  

(四)對宣導活動認同度：尚可以上為88％，不滿意為12％，尚有進步空間。  

  

  

建議事項:  

一、希望能讓多數參與園遊會同學能認同春暉志工同學服務與宣導。 

二、希望更多同學參與春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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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能科技大學社團活動成果書(3) 

活動照片集錦（至少6張照片） 

活動內容 

照片 

（一） 

 

活動名稱 校慶園遊會拒菸反毒宣導 

社團名稱 春暉社 內容說明 活動前集合 

活動時間 108.3.23(星期六) 活動地點 中山堂前廣場 

活動內容 

照片 

（二） 

 

活動名稱 校慶園遊會拒菸反毒宣導 

社團名稱 春暉社 內容說明 宣導活動 

活動時間 108.3.23(星期六) 活動地點 中山堂前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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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能科技大學社團活動成果書(3) 
活動照片集錦（至少6張照片） 

活動內容 

照片 

（三） 

 

活動名稱 校慶園遊會拒菸反毒宣導 

社團名稱 春暉社 內容說明 宣導活動 

活動時間 108.3.23(星期六) 活動地點 中山堂前廣場 

活動內容 

照片 

（四） 

 

活動名稱 校慶園遊會拒菸反毒宣導 

社團名稱 春暉社 內容說明 宣導活動 

活動時間 108.3.23(星期六) 活動地點 中山堂前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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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能科技大學社團活動成果書(3) 
活動照片集錦（至少6張照片） 

活動內容 

照片 

（五） 

 

活動名稱 校慶園遊會拒菸反毒宣導 

社團名稱 春暉社 內容說明 宣導活動 

活動時間 108.3.23(星期六) 活動地點 中山堂前廣場 

活動內容 

照片 

（六） 

 

活動名稱 校慶園遊會拒菸反毒宣導 

社團名稱 春暉社 內容說明 宣導活動 

活動時間 108.3.23(星期六) 活動地點 中山堂前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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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能科技大學社團活動成果書(3) 
活動照片集錦（至少6張照片） 

活動內容 

照片 

（七） 

 

活動名稱 校慶園遊會拒菸反毒宣導 

社團名稱 春暉社 內容說明 宣導活動 

活動時間 108.3.23(星期六) 活動地點 中山堂前廣場 

活動內容 

照片 

（八） 

 

活動名稱 校慶園遊會拒菸反毒宣導 

社團名稱 春暉社 內容說明 宣導活動 

活動時間 108.3.23(星期六) 活動地點 中山堂前廣場 



12 

 

 

萬能科技大學社團活動成果書(4) 
活動經費 

收

支

決

算

表 

編號 項目 
預算 

金額 

實際支出 

金額 
差額 

1 關東旗 3900 3900 0 

2 布條 1000 1000 0 

3 工作人員餐盒 2400 2400 0 

4 雜支(奇異筆) 400 400 0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合   計 ＄ 7700    元 ＄   7700  元 ＄0元 

經

費

來

源

明

細 

編號 項目 實際收入金額 備註 

1 學輔經費 ＄元  

2 參加人員報名費   

3 社費   

4 其他：                 

    

    

    

    

    

合   計 ＄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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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能科技大學社團活動成果書(5) 

參與活動心得 

活動心得 

呂至剛(活動總召): 

    本次辦理服務支援性質的校慶拒菸反毒宣導活動，誠如本社的

宗旨為「服務性健康促進」團隊，為全面性、全校性推廣「拒菸、

反毒、拒酒、拒檳榔、防愛滋」，結合全校校慶活動，設置文宣站

與發送拒菸反毒面紙、結合衛保組進行闖關有獎徵答活動，輔以海

報、旗幟、標語情境，達到全校人人具備「拒菸反毒」與「紫錐花

運動」意識，淨化萬能為「健康、活力、前瞻、卓越」之校園。 

 

陳宥誠(活動副召) 

今天的宣導活動雖然天氣炎熱，但同學們仍揮汗熱鬧的進行

著，我們支援衛保組進行闖關活動，也挺著炎熱的天氣為他們這些

熱情的老師學生們發放衛生紙，更希望這些參加園遊會的老師學生

們瞭解生活的壓力，絕不可以依靠毒品或是抽菸、喝酒來釋放自己

生活上的壓力跟痛苦，而是讓他們感受藉由運動抒發生活的壓力，

我們也很開心這次的活動能順利舉行。 

 

胡君宜(工作人員) 

    這次結合校慶的拒菸反毒活動，是我第一次主辦規劃的社團活

動，也讓我知道籌辦活動的甘苦，尤其是在人力的尋找更是很大的

挑戰，不過這樣深具意義的活動英號召更多人參與，推廣大眾拒絕

煙毒，讓所有人都知道這些東西的危害性。 

蔣平凡(工作人員) 

    這次活動流程完全由準備接任社團業務的學弟妹們規劃辦理，

在他們的熱心投入下，讓此次的活動能圓滿順利的完成，也感謝指

導老師的用心指導，籌備了很多宣導品及場地布置文宣，讓攤位生

色不少，希望未來的活動也能順利成功。 

 

蕭智宇(工作人員) 

藉由舉辦這次拒菸反毒員遊會宣導的活動，可以讓更多人知道吸

毒、吸菸對人體的影響有多大，毒品和菸品都不要碰；上週與教官

共同參與了中原大學辦理的藥物濫用防制宣導的研習，也習得了宣

導的技巧，希望能在寓教於樂中將菸毒危害及防制的知識傳達於每

一位參與的師生的心中。 

 

林易攸(工作人員) 

    真的很開心有這個機會可以參與反菸戒毒的校慶園遊會活動，

當天天公作美，艷陽高照，參加活動的老師同學都揮汗熱情參與闖

關活動，此次活動也讓我學習了許多工作的經驗，馬上就要接下學

長姐的棒子了，希望未來類似的活動能有更多同學可以參與，讓拒

菸反毒的種子能深植在師生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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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能科技大學社團活動成果書(6) 

服務學習活動、帶動中小學反思紀錄表 

反思心得 

活動中遇到什麼問題?如那些困難再次出現，我將會如何處理? 

社長(總召呂至剛): 

    此次活動申請的過程有些倉促，教官在學期初及交代這次的活

動，可是因為課務及工作未能掌握申請流程的時效。活動中遇到的

困難諸如活動計畫的撰寫、活動內容的安排、遊戲內容的排練、遊

戲道具的製作及與協辦單位的聯繫，這都是我難得的經驗。儘管過

程問題重重，但是在社團集會時社員擁躍提出具體可行的建言及指

導老師耐心的指導下，問題漸漸的迎刃而解，而且信心大增。有了

此次的寶貴經驗後，相信下次辦活動，我一定會更有把握把活動流

程辦理的更順暢、更完美。 

我與他人的合作上有什麼改善之處？從中學到了什麼及有何新看 

法？ 

副社長(副總召陳宥誠): 

    本人擔任副社長，負責協助劉怡秀社長辦理春暉社的社務。在

活動的辦理當中，負責和韓雯軒共同合作，帶園遊會活動的同學進

行有獎徵答及互動小遊戲。在歷次的活動排練中，經常與雯軒在表

達內容有意見，總覺得她的內容安排上與我的無法配合，以致經常

在言語上有針鋒相對的時刻。有時甚至害怕雯軒的表達方式會勝過

我，以致得失心相對的非常重。但事後經指導老師的輔導，我漸漸

的了解，雯軒和我都非常的盡心盡力執行這次的活動，不管是那一

位的傑出表現，都是春暉社的成就。果然在我釋懷後，此次的任

務，非常的圓滿成功，參與活動的同學都很開心，也滿足了我的小

小成就感。 

我的活動目標達成嗎？在下一次服務活動中，我需要作何方面的 

改進？我對服務活動的感覺 

組員(呂欣儒): 

   參加此次的活動後，感覺同學及老師、來賓參與非常踴躍，禮品

到中午就發完了，真的覺得很開心，其實活動的規劃、場地的布置

真的很重要，社團指導老師也非常用心的籌備各項宣導文宣品，尤

其準備接班的學弟妹們更是積極投入各項工作，在全體社員團結合

作下讓此次活動圓滿順利完成；但是個人檢討一下，自己還是有進

步的空間，像在計畫階段就沒有掌握時效，校慶活動早已是既定行

程，應在學期初就應該上申請單，但是還是在老師的提醒下才驚覺

時限將屆，此經驗會在社務銜接時利入交代事項，以讓後續活動更

加順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