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9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會成果觀摩活動實施計畫
壹、計畫緣起
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要求各校輔導成立由全校學生選舉產生之學生會及其他
相關自治組織，並提供其必要協助，以增進學生在校學習效果及自治能力，希望
能結合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會交流活動，具體實踐公民權概念的落實。
貳、活動目的：落實學生對於公民行動的重視與關懷，結合課程展現學生參與公眾事
務與學生行動的教學活動，提供各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會透過相互觀摩，
自我檢視組織發展狀況，進而促進組織健全發展。
參、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承辦單位：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三、 協辦單位：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縣(市)政府。
肆、參加對象：
一、 小組方式報名(以校為單位，限定學生會幹部)：
(一)全國各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之學生會幹部(含指導老師)。
(二)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之學生會幹部(含指導老師)。
二、 現場觀摩學生：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之學生、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含未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取
得學籍者)之學生，以學生會或其他自治組織幹部為優先。
伍、活動人數：
一、採小組方式報名，每校以1組為限，每組人數2～5人(含指導老師)，預計錄
取30組，依各校學生會特色與區域均衡狀況決定錄取學校，額滿為止。
二、現場觀摩學生，預計錄取150位，每校至多2位，額滿為止。
陸、活動日期：預定109年10月30日(星期五)。
柒、活動地點：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臺南市東區民族路一段一號)。
捌、活動內容：
一、 活動日程，詳如附件一。
二、 辦理5個場次討論活動，收集近期高中學生會運行常遇見問題，將有興趣參
與問題討論學生聚集，由引言人帶領學生討論60分鐘，再由專家作最後總結
說明。
玖、報名期間：
一、 109年9月14日(星期一)中午12：30～9月28日(星期一)12：30開放網路
google 表單以學校小組為單位報名。
二、 109年9月30日(星期三)中午12：30～10月12日(星期一)12：30開放網路
google 表單供現場觀摩學生報名。
三、 增加各校響應能量，擴大認識及參與的機會，鼓勵各校透過觀摩他人經驗，
累積創意構想，發揮自主學習能力，提供以下活動獎項。
(一)攤位人氣獎：各組至服務處領取創新人氣獎選票貼紙4張，利用攤位說
明時間至各展區觀摩他組作品，選出心目中攤位人氣獎，將選票貼紙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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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人氣獎榜單上，各區(五區)至少選出人氣第一名學校，依照各區報名
狀況總數可增額兩名)，頒發禮卷2000元。
(二)闖關獎：參加人員經報到後領取攤位闖關卡，到各攤位完整瞭解各校學
生會運作與年度活動，可在闖關卡蓋上一個戳章，完成闖關卡25個戳章
任務前50名者即可獲得獎品一份。
壹拾、 報名程序：
一、 小組報名：
(一)109年9月14日(星期一)中午12：30公布訊息於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事務資訊暨活動網站首頁，或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首頁之「計畫執行 學生會成果觀摩
活 動 」 ， 並 進 入 報 名 專 區 google 表 單
(https://forms.gle/ApJuATkKXVFoiqGJ9)報名。
(二)依照學生會運作特色、區域均衡狀況決定錄取學校，預計109年9月30日
(星期三)公布錄取正(備)取結果，公告於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級
中等學校學生事務資訊暨活動網站首頁，或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網站
首頁，併行通知。
(三)正取學校請於109年10月07日(星期三)完成以下報名程序：
1. 將紙本報名表(附件二)免備文掛號寄至「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學
務處」(地址：臺南市東區民族路一段1號)，信封上請註明「109學
年度高級中等學校成果觀摩活動報名」（郵戳為憑）。依報名表繳交
狀況辦理備取相關事宜。
2. 上網填寫錄取 google 表單，內容有「參加人員資料、交通方式、交
通費預估、學生會成立宗旨暨簡介、學生歷年重要運作、特色摘要
（106~108）
、學生會幹部團體照」。
二、 個人報名(現場觀摩學生)：
(一)109年9月30日(星期三)中午12：30公布訊息於教育部國民
及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事務資訊暨活動首頁，或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首頁之「計畫執行 學生會成果觀摩
活 動 」 ， 並 進 入 報 名 專 區 google 表 單
(https://forms.gle/LrunYsjhxAsdxRtx9)報名。
(二)預計錄取150名，各校至多錄取2名(如總人數不足150人，
則各校增額錄取)。預計於109年10月14日(星期三)公布現場觀摩學生錄
取名單。
三、 已報名之學生因故無法出席者，應於活動前一週通知承辦學校，以利作業。
壹拾壹、 經費補助：
一、 交通住宿補助：
為鼓勵學生參加，小組報名階段錄取之30組學校，預估補助交通及住宿部分
費用，請於109年10月07日(星期三)前回傳報名表(紙本、網路兩者皆要)。
(一)北部地區(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新竹縣及新竹市)補助同學
及指導老師高鐵來回交通費用。
(二)東部地區(宜蘭縣、花蓮縣及臺東縣)補助同學及指導老師來回臺鐵交通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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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2晚住宿費(住宿1600元/人)。
(三)離島地區(澎湖縣、金門縣及連江縣) 補助同學及指導老師來回飛機經濟艙
交通費及2晚住宿費(住宿1600元/人)。
(四)中部地區(苗栗縣、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及雲林縣)補助同學及指導老
師高鐵來回交通費用。
(五)南部地區(嘉義縣、嘉義市、臺南市、高雄市及屏東縣)補助同學及指導老
師臺鐵來回交通費用。
二、 攤位布置補助：小組報名階段錄取之30組學校，補助攤位布置費用3000元，
可支用於印刷費及雜支等。
三、 有關本案經費補助各組學校事宜說明如下：
(一)核撥：經通知後請申請學校掣據請款。
(二)核銷：申請學校得於支用範圍內自行勻支。
(三)結報：本案請確依核定金額及「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
作業要點」等相關規定辦理，並於109年11月30日(星期一)前檢附下列
資料函報承辦學校辦理核結。
1. 109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會成果觀摩活動各校成果報告書(附件三)：請
提供活動照片（當日攤位照片、學生參與活動等）2到4張等資料。
2. 教育部委辦經費收支結算表。
3. 如有結餘款請繳回。公立學校採就地審計，私立學校請將原始支出憑證造
冊繳回承辦學校。
四、 現場觀摩學生：不另行補助，請各校自行依規定支應。
壹拾貳、 建議攤位展示重點，學生攤位展示應同時呈現以下兩大重點，相關展示參
考資料如附件四。
一、 學生會之「行政部門運作」、「立法部門運作」、「選舉制度」、「財物制度」、
「學生權益」
、
「活動績效」，及「整體性表現」等 7 大項目。
二、 學生會之「學生會特色活動」。
壹拾參、 承辦學校聯絡方式：
一、 臺南第一高級中學學務處
詹濠先老師(訓育組長)
聯絡電話：06-2371206轉310
E-mail：disci@gm.tnfsh.tn.edu.tw
陳文賢老師(學務主任)
聯絡電話：06-2371206轉300
E-mail：studentadm@gm.tnfsh.tn.edu.tw
二、 傳真號碼：06-2364467
壹拾肆、 防疫相關注意事項：
一、 因應疫情，請參與學生配合相關防疫措施，若為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認定
之居家隔離、居家檢疫、健康追蹤及自主健康管理者，不得參加。
二、 搭車時間訂於上午8時30分至8時50分，8點50分準時發車，為配合測量體溫
等防疫措施，請提早抵達搭車定點。並於報到時繳交「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健康聲明書」(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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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搭乘接駁專車者，上車前需配戴口罩、測量額溫及手部酒精消毒，額溫37.5
度(含)以上禁止上車。
四、 參加者需測量額溫及手部酒精消毒後方能進入會場，額溫37.5度(含)以上禁
止入場。
五、 如有呼吸道症狀，請自備並配戴口罩。活動期間將配合進行體溫檢測及健康
監測，詳實記錄體溫若有任何不適症狀、配合防疫規定並落實衛生清潔。
六、 活動期間若有任何不適，請立即主動通報工作人員及戴口罩，依工作人員指
示即刻就醫治療。
七、 另因應疫情相關防治措施等考量，本次活動將隨時視疫情狀況調整辦理方式，
並將最新訊息公告於承辦學校首頁。
八、 相關疫情防治訊息請詳見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頁(衛福部疾病管制署網
址：https://www.cdc.gov.tw/）。
九、 本活動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之「『COVID(武漢
肺炎)』因應指引:公眾集會」、「
『COVID(武漢肺炎)』因應指引: 社交距離注
意事項」、「『COVID-19』因應指引：大眾運輸」及防疫新生活運動新聞稿等
相關規範辦理。
壹拾伍、 交通資訊
一、 高鐵建議搭乘：搭乘高鐵至臺南高鐵站，接駁專車搭乘處為高鐵臺南站【第
2出口】(如下圖所示) ，由承辦學校學生會引導。搭車時間為109年10月30
日(星期五)08：30～08：50，08：50準時發車。
二、 搭乘臺鐵：請於臺鐵臺南站下車，由後站出站後右轉，沿前鋒路直行，遇民
族路左轉即可抵達臺南一中民族路門口。亦可於上午08:50在臺南火車站

【後站出口】集合，由承辦學校教官統一引導至研習地點。
三、 搭乘高鐵轉乘臺鐵：請於高鐵臺南站下車，轉乘臺鐵沙崙支線，抵達臺鐵臺
南站下車，由後站出站後右轉，沿前鋒路直行，遇民族路左轉即可抵達臺南
一中民族路門口。
四、 教師自行開車：
(一)北上：請行駛國道一號中山高速公路，於仁德交流道下，左轉東門路後
直行，遇東門城圓環右轉進入勝利路後直行，左轉東寧路西段(不要進
入地下道)走右側，右轉民族一街直行到底，可抵達臺南一中民族路門
口。
(二)南下：請行駛國道一號中山高速公路，於仁德交流道下，右轉東門路後
直行，遇東門城圓環右轉進入勝利路後直行，左轉東寧路西段(不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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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地下道)走右側，右轉民族一街直行到底，可抵達臺南一中民族路門
口。
五、 學校地圖如附件六。
壹拾陸、 經費：本活動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辦經費支應。
壹拾柒、 參與證明：活動結束後，頒發設置攤位之學生活動參與證明。
壹拾捌、 獎勵：本計畫執行績優人員，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承辦學校依權
責予以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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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9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會成果觀摩活動期程表
時間

內容

備註
國教署長官
臺南一中廖財固校長
國教署長官
臺南一中廖財固校長

09：00~09：40 報到
09：40~10：00 開幕式
10：00~10：30 教育部推動學生自治議題之介紹

經驗分享分組講座第一組 講題：學生會運作組織架構
第二組 講題：活動拉贊助 停！看！聽！
第三組 講題：晚會活動與講座經驗分享
第四組 講題：建立和學校溝通的良性橋梁
10：30~12：00
第五組 講題：跨校合作心得
每攤位提供 1張展示板(長180公
分*高180公分)、1 張桌子(長180
公分*寬60公分*高74公分)、5張
椅子及1個插座。

攤位布置
12：00~13：00
13：00~15：10

休息、攤位準備時間
學生會運作成果分享

由10間學校學生會分享108學年度
學生會運作心得。

各校學生會觀摩交流時間

在各攤位進行交流、攤位評分

15：10~16：00 有獎徵答

臺南一中團隊
國教署長官
臺南一中廖財固校長
國教署長官
臺南一中廖財固校長

16：00~16：30 綜合座談
16：30~17：00 閉幕式
17：00

賦歸

臺南一中團隊

6

附件二：109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會成果觀摩活動報名表1
參加109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會成果觀摩活動人員名單

生日

民國

年

月

日

□新任(109學年)
擔 任 幹 □原任(108學年)
部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生日

民國

年

月

日

□新任(109學年)
擔 任 幹 □原任(108學年)
部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生日

民國

年

月

日

□新任(109學年)
擔 任 幹 □原任(108學年)
部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生日

民國

年

月

日

□新任(109學年)
擔 任 幹 □原任(108學年)
部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生日

性別：＿
＿

□葷
□素

來回交通費：
預 估 申 □臺鐵□高鐵□飛機
請費用 ____________________元
住宿費：____________元
性別：＿
身分證
＿
字號

□葷
□素

身分證
字號

姓名

民國

年

月

日

□新任(109學年)
擔 任 幹 □原任(108學年)
部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e-mail
來回交通費：
預 估 申 □臺鐵□高鐵□飛機
請費用 ____________________元
住宿費：____________元
性別：＿
身分證
＿
字號

□葷
□素

e-mail
來回交通費：
預 估 申 □臺鐵□高鐵□飛機
請費用 ____________________元
住宿費：____________元
性別：＿
身分證
＿
字號

□葷
□素

e-mail
來回交通費：
預 估 申 □臺鐵□高鐵□飛機
請費用 ____________________元
住宿費：____________元
性別：＿
身分證
＿
字號

□葷
□素

e-mail
來回交通費：
預 估 申 □臺鐵□高鐵□飛機
請費用 ____________________元
住宿費：____________元

為鼓勵學生參加，小組報名階段錄取之30組學校，預估補助交通及住宿部分費用，請
於10月07日(星期三)前回傳報名表(紙本、網路兩者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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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會成果觀摩活動報名表2
所 屬
縣市

學校

地址
現任學生會
會長姓名

年級

Email

電話
(字數限制250字)

學生會
成立宗旨
暨簡介
（建議可採條列式，字數限制350字）
歷年重要
運作特色摘要
（106~108）

參加109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會成果觀摩活動人員
□自行到達活動會場
到達活動會場
□搭乘至高鐵臺南站，由接駁車到活動會場
交通接駁方式
□搭乘到臺鐵臺南後站，步行至活動會場(5分鐘)
填表者

單位組長

單位主任

校長

備註：
1. 本人同意將報名參與輔導員遴選所填載之個人資料（包含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
號、就讀學校或任職單位、通訊（戶籍）地址、聯絡電話、手機號碼、E-mail 信箱及相關資
訊等），無償提供教育部國教署蒐集、儲存、分析及運用，以辦理活動相關作業。
2.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機關必須明確告知對您權益的影響，如您未
於填表者簽名欄中簽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將不會審核您的資料；如未錄取，亦恕不退
件及通知。
3. 本表由學校學生會報名成員填寫，並請於109年9月22日(星期二)前將報名表免備文以掛號寄至
臺南市東區民族路一段1號（郵戳為憑）
，並註明「109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會成果觀摩活
動報名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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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109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會成果觀摩活動各校成果報告書
所屬
縣市

學校

地址
現任學生會
會長姓名

年級

Email

電話
(字數限制250字)

學生會
成立宗旨
暨簡介
（建議可採條列式，字數限制350字）
歷年重要
運作特色摘
要
（106~108）

填表者

(照片)

單位組長

單位主任

活動成果照片(展示海報呈現、當日活動照片)
(照片)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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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

附件四
學生會成果觀摩活動展示參考資料(參考大專校院學生會資訊交流平台)
(一) 行政部門運作
1. 行政部門是否有組織運作之法源依據？是否依此法源依據運作？
2. 學生會員與行政部門組織幹部溝通管道是否順暢或有資訊平臺？
3. 行政部門是否與校內其他學生團體建立溝通平臺？
4. 行政部門是否定期召開行政或幹部會議？各次會議之出席狀況？
5. 行政部門交接是否完備？是否辦理幹部教育訓練與經驗傳承？
6. 行政部門是否舉辦或參加財物稽核、民主法治等訓練？
7. 行政部門是否有進行跨校性的交流活動？
(二) 立法部門運作
1. 立法部門是否有組織運作之法源依據？是否依此法源依據運作？
2. 立法部門訂定各項學生會法規是否完備？
3. 立法部門是否制定及適時修訂適用之各類法規？
4. 立法部門訂定各項學生會法規會議之議程、各項會議紀錄是否詳實？
5. 立法部門是否有修訂各項法規之前、後內容說明？各次修正時間是否詳實記載於各項法規名稱
之下方？
6. 立法部門是否定期召開會議及訂定提案流程？
7. 是否有行政部門幹部出席立法部門會議報告施政情形與備詢之制度？
8. 是否建立行政與立法部門的溝通平臺與協商機制？
9. 立法部門是否舉辦或參加議事規則、法規常識、財物稽核、民主法治等訓練？
10. 立法部門是否有進行跨校性的交流活動？
11. 立法部門交接是否完備？是否辦理幹部教育訓練與經驗傳承？
(三) 選舉制度
1. 學生會是否設置選舉委員會？其執行是否獨立運作？
2. 學生會會長、正副議長及議員是否依民主選舉方式產生，是否訂定程序及相關結果資料？產生
方式及程序是否符合規定？
3. 學生會會長、正副議長及議員是否有補選機制（未過門檻、出缺額）？產生方式及程序是否符
合規定？
4. 是否訂定有關選舉委員會運作及選舉相關法規？
5. 是否有舉辦或參加有關選舉制度訓練？
(四)財物制度
1. 學生會預算、決算、結算之審核程序是否公開透明？是否有各類預算書、決算書及其審查紀
錄？
2. 學生會是否訂定預算使用規劃？（如是否保障給予議會使用之預算比例？）
3. 學生會經費來源、使用原則及運作情形是否符合規定？是否訂定財務管理辦法？是否有完整的
財務支領、核銷及稽核流程？
4. 學生會經費是否設立專戶(非私人帳戶)，且由專人專帳負責管理或公開徵信？學生會經費帳戶
之簿冊與印章是否分別由專人保管？
5. 學生會各行政及立法部門年度經費收支情形是否登錄於帳冊並清楚詳載？各項贊助及捐款是否
確實入帳？是否有各項活動及年度總預決算表？
6. 各項經費收支單據是否確實整理？核銷憑證是否加蓋稽核印章？正本與影本(說明原因)的黏貼
與核銷程序是否顯示清楚？
7. 學生會器材、設備之財產清冊是否清楚？是否有使用或借用、維修及盤點記錄？器材、設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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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有圖片為證？
8. 學生會是否訂定明確的保管制度以及採購、報廢流程(辦法或方式)？
9. 學生會是否有訂定相關的財物交接流程？
(五) 學生權益（校務參與）
1. 學生會代表是否依照規定出席與學生學業、生活及訂定獎懲有關規章之會議？前項會議之出席
人數及比例為何？
2. 學生會代表參與校務會議及其他與學生學業、生活及訂定獎懲有關規章會議之表現與出席率？
3. 學生會代表出席校務會議及其他與學生學業、生活及訂定獎懲有關規章之會議，是否主動提出
與學生有關之事項？是否將各項會議決議傳達給學校學生知道？
4. 學生會是否主動蒐集或積極反映學生之意見？（請列舉相關辦法及案例）
5. 學生會是否積極參與校園議題的討論？（請列舉相關案例）
6. 學生會是否積極促進師生之間的相互溝通與理解？（可提出具體方式如辦理座談會、議題討論
會議，辦理相關活動等等）
7. 學生會是否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並關心公共議題？（請列舉相關案例）
(六) 活動績效
1. 學生會各項活動企劃、執行與考核評估？活動辦理成效如何？
2. 各項活動是否依核定計畫執行？是否召開檢討會？活動紀錄是否詳實完整？是否實施問卷回饋
分析？
3. 學生會是否協助舉辦校內各項活動？
4. 學生會是否舉辦或參與跨校性的各項活動？
5. 學生會具傳統或特色之活動為何？
(七) 整體性表現
1. 學生會組織章程是否明確、清楚？例如具有學生會宗旨、組織架構、幹部權責、會員的權利義
務、會費的收取、退費方式、選舉罷免、停權等相關規範？
2. 組織章程是否適時修訂？是否有原條文與修訂條文之對照說明與理由？各次修正時間是否詳實
記載於組織章程？是否經由正式會議通過及記錄？
3. 學生會組織是否健全？權責分工是否明確？是否明定行政、立法的分權機制？
4. 學生會是否有獨立自主的功能？（學生會年度計畫、經費自主、選舉機制、校務參與等）
5. 學生會是否訂定年度計畫？(含活動行事曆)
6. 學生會年度計畫是否符合學生會成立宗旨及階段性發展計畫？內容是否包含目標、實施策略、
具體項目、經費需求、資源管道及預期效益等？
7. 學生會年度計畫之執行率？是否有活動執行成效表？
8. 學生會各項資料及成果保存是否完整？
9. 學生會各項會議紀錄是否詳實？
10. 學生會幹部、輔導老師及繳費會員資料是否完備？是否完整保存卸任幹部之聯絡方式？
11. 學生會檔案資料是否電子化？是否有專屬網頁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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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健康聲明書

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健康聲明書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為保障活動參與人員的健康，請確認下列事項，保證確實了解
相關事項，無隱匿病情，並簽署同意書配合自主健康管理。

學校

姓名

性別

身分證號

聯絡電話
手機: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市內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過去 14 天內是否有發燒、咳嗽、呼吸急促、嗅味覺異常或不明原因腹瀉症狀?（已服藥者亦需
勾選是」
）
□是：□發燒

□咳嗽

□呼吸急促 □嗅、味覺異常 □不明原因腹瀉

□否
2.過去14天與您共同生活者是否有出現前項症狀?
□是
□否

3.請問您過去14天是否有出國(含轉機)?
□是：返國日期_____________、國家為_______________。
□否

參加者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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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活動總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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