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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三好校園實踐學校【 健行科技大學 期末執行成果報告】 

執行項目 具體成效與回饋 
活動實施前後之差異 

（或學生、家長之回饋與意見） 

三好成長活動 

1. 活動簡介:本學年上學期(1071)健行教職員工的

成長活動主題是「情緒管理」(意即對「境」修

行)，教師的「境」是易引發負面情緒的課堂情

境，職員工的「境」是易引發負面情緒的行政

情境。每位參與成長活動教職員工分享自己面

對逆境的情緒管理成功或失敗經驗主題。下學

期(1072)開始由全校四個學院與教務處、學務

處、總務處、技合處等八個單位輪流主辦成長

活動，由八位主管研討活動核心主軸，但是活

動形式就由各單位創意規劃，1072 學期由學禮

書院、電資學院與學務處等三個單位分別辦理

「看待成為」、「星讀物語」、「以禮相對」等主

題的成長活動。 

2. 具體成效:1071 學期辦理相同主題的三場次成長

活動，分別 10/9 上午 10-12 時、11/15 上午 10-

12 時、12/5 下午 15-17 時，三場次合計報名 292

位教職員工師長，佔全校教職員工數(516 人)的

56.59%。1072 學期辦理不同主題的三場次成長

活動，分別於 3/20、5/1、6/5 下午 15-17 時，三

場次合計報名 251 位教職員工師長，佔全校教

職員工數(495 人)的 50.7%。 

1. 見賢思齊效果:教師們透過教學現場的情緒管理

成功經驗分享，以及行政同仁分享行政服務的情

緒管理經驗，讓參加的師長同仁們可以獲得見賢

思齊效果。例如:有師長分享類似奔公甲公案的當

下自我覺察，過去曾經因為學生上課使用手機不

聽規範而情緒失控的責備學生，現在藉由「看見

當下的自己」的隨時自我覺察練習，經由轉念後

而理性處理上課過程中引發負面情緒的狀況。 

2. 見不賢內自省效果:成長活動中許多師長分享了

情緒管理的失敗經驗，藉由師長同仁的「發露懺

悔」過程，不僅分享者本人達到自我修正效果，

同時許多失敗經驗也是其他師長同仁的共同經

驗，所以也獲得見不賢內自省的社會學習效果。 

3. 從言教到身教的改變:傳統上校園推動品德或者

生活教育，大部分的師長思考的是如何教導學生

做到，經由持續性的成長活動，大部分同仁已經

轉為思考自己如何做到，藉由自己的身教來影響

學生。 

4. 從看缺點到看優點的改變:教師在課堂上很容易

因為部分同學未專注學習(例如使用手機或睡覺)

而影響教學熱情，透過成長活動讓師長們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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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師長回饋:透過師長分享在自己工作崗位上實踐

三好的經驗，激發教育熱情，凝聚彼此情感，

建立全校教職員工「以身作則」的教育共識。 

其實每堂課都有非常認真的同學，儘量關注這些

學習態度良好的學生舉止，會讓自己深受感動而

維繫高度的教育熱情。 

三好志工團隊 

1. 志工團簡介:目前學校已經招募了約 30 位左右

的教師及行政同仁擔任志工，主要任務是，第

一、在各自服務單位擔任做好事、說好話、存

好心的三好代言人，達到同儕間以行為影響行

為的目標；第二，志工們依自己的時間擔任學

禮書院辦理各項活動時擔任協助的志工。第

三、志工擔任學生社團指導老師，引導志工從

事校內外服務學習活動；第四、辦理志工團的

成長學習活動，包括校內的禮儀學習課程以及

校外的志工服務。 

2. 具體成效:(1).志工團於 107 學年已經協助辦理六

場次的全校性成長活動，包括活動佈置、報名

報到以及行政後勤等；(2).志工團於 11/17 辦理

了桃園藻礁假日淨灘活動，大約 30 人次教職員

工前往海邊淨灘；(3).志工團於 12/20 及 4/11 辦

理教職員工的禮儀初、進階課程，以恢復傳統

禮儀來引導全校實踐存好心、做好事、說好話

的三好文化，二場禮儀成長課程總計有 107 人

次教職同仁熱情參與。(4).志工團成員大約三分

之一擔任學生社團指導老師，例如樂活青年社

辦理了兩個場次的效外服務學習。圖資社員協

1. 從本位主義到健行家族的改變:學校行政單位及

學術單位原本均扮演各自的功能性角色，除非大

型活動會協同辦理，平時業務推動難免會有各自

立場或本位主義，自從學校辦理志工團之後，逐

漸出現各單位同仁彼此協助其他單位的活動，不

僅業務推動更順暢，同仁的情感聯繫也更緊密，

LINE 也建立了全校性的健行大家族。更重要的事

情是，現在健行某行政單位辦理大型活動，都可

以獲得其他單位同仁撥出時間協助辦理。例如學

禮書院辦理期末成果分享會，就有來自圖書館、

計算機中心、技合處、總務處等各單位同仁的支

援，大家分工合作忙得非常高興。 

2. 從授業至上到傳道解惑的改變:傳統上大學以專

業教育的授業為主要任務，原本健行就是態度與

專業並重的教育理念，開始推動三好校園之後，

愈來愈重視傳道與解惑的教育功能。 

3. 從教他做到自己做的改變:健行師長志工團的建

立，師長們深刻體會傳道與解惑的生活教育，必

須以身教與境教才能落實，因此，健行師長從教

學生做轉變到自己做，用自己的做到來薰染學生

成為存好心、說好話、做好事的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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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圖書館藝文活動。樂社利用寒暑假到教育優

先區國小辦理了三天的環境教育營隊，同時，

在學務處指導下辦理上下學期「減塑園遊會」，

獲得國內各大電子媒體大幅報導。 

3. 志工回饋:無論是擔任學生社團指導老師引導學

生服務學習，或者自己親自參與志工活動，這

些師長都是自願報名的，師長們的共同回饋就

是，只有自己親自參與社會服務才能真實體驗

助人為快樂之本的真諦。 

4. 從環保認知到環保實踐的改變:健行科技大學原

本就是綠色大學，學校除了有綠能及綠建築專業

外，長年推動淨灘、愛護藻礁等環境教育。過去

是引導學生的環保認知，現在已經提升到全校師

生共同實踐「減塑校園」，讓存好心、說好話提升

到實際做好事。 

三好學生種子 

1. 方案簡介:健行的三好校園推動計畫，除了規劃

教職員工的以身作則之外，還規劃三好學生種子

幹部培訓的同儕影響方案，方案目標是輔導學生

成立實踐三好校園的學生社團。 

2. 具體成效:三好學生種子幹部營隊於 1071 學期完

成幹部的招募與甄選後，於 2019 年 1 月 16 日寒

假舉辦了共識營，同學們前往復興區利用山訓實

施團隊建立，同時決定 1072 學期開始推動成立

學生社團的相關事宜。1072 學期經過多次的社

團籌備會議，決定成立「觀社」，透過「內觀

心、外觀行」的反思學習，在學校擔任傳統倫理

價值的傳承者，社團成立案已經完成學務處的申

請與審核程序，預計 1081 學期開始運作。 

1. 從老師教學生到學生影響學生的改變:傳統上的

倫理教育多數是上對下的傳道，但是經常是言者

諄諄聽者藐藐，很容易被學生視為傳統價值是一

種落伍過時的不科學觀念。例如尊敬師長、孝順

父母的觀念，大部分是由老師教導學生。未來觀

社成立之後，學禮書院與社團幹部定期聚會，由

學禮書院提供活動經費支援，由觀社同學發揮創

意思考，規劃與執行全校性的教師節敬師活動與

母親節感恩活動。換言之，健行將透過翻轉校園

的概念，由學生自主學習環境教育及倫理教育，

發揮同儕影響同儕的水平影響力。 

2. 從行為學習內化到價值信念成長的學習改變:現

代教育受到西方文化影響甚鉅，學生先建立認知

再進入行為轉變。本方案將傳承華人老祖先的學

習成長模式，就是先行為改變再內化為價值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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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好課堂倫理 

1. 方案簡介:持續利用各種管道宣導師生要特別做

到的課堂倫理，邀請老師們主動以身作則引導

學生。健行依據「健行科技大學好學有禮獎勵

作業要點」，每學期末統計各單位評量成績及排

序，提交「健行科技大學好學有禮推行委員

會」審議後，簽請校長核定獎勵，並於每學期

初網站公告成績。 

2. 具體成效:1062 學期全校各學制(日間部、進修

部、研究所)的班級課堂倫理成績已經完成評量

且於 1071 學期頒獎，計 26 個班級分別獲得新

台幣 3,000 元團體獎金，總計 78,000 元(校內經

費)。1071 學期的評量結果已經於 1072 學期完

成頒獎，計 25 個班級分別獲得新台幣 3,000 元

團體獎金，總計 75,000 元(校內經費)。 

日間部由校長在全校性班級暨社團幹部座談會

頒獎，進修部由進修部主任於全校進修部幹部

會議中頒獎，以產生激勵作用與擴散效果。 

3. 學生回饋:課堂倫理表現團體獎勵在 1062 學期原

本計有 27 個班級，其中某班級認為課堂倫理表

現是應該的，故 1071 學期未領取學校獎金。顯

示，已經有學生逐漸認同藉由師生問好的課堂

倫理實踐原本就是美好課堂的現象。 

1. 從要學生問好到向學生問好:傳統的課堂中，為了

彰顯傳統師生倫理觀念，部分老師會要求同學上

課前向老師問好，但是經過教師成長活動建立共

識，以及課堂倫理實踐的團體獎勵，健行校園的

課堂呈現老師進教室主動先向同學問好(通知學

生老師已經進教室了)，用身教換取學生的問好回

應，所以，下課時則學生多數會謝謝老師，形成

溫馨的課堂倫理氛圍。 

2. 從垃圾留下到垃圾帶走:過去的大學教室，在學生

上完課之後經常留下垃圾，例如飲料罐、塑膠袋、

衛生紙等，推動課堂倫理實踐計畫之後，健行學

生會在上完課後主動檢查座位週邊有無垃圾，主

動帶走拿去垃圾桶丟棄或回收桶回收，並且不會

計較這些垃圾是否自己造成的，學校清潔阿姨的

反應很好。 

3. 從課堂減垃圾到校園減塑的改變:課堂倫理推動

後的教室垃圾問題幾乎消失，同學們轉而開始注

意海洋垃圾問題，因此開始推動校園減塑的活動，

印證了認知與行為改變的外延效果，同學的課堂

環保認知已經移轉到校園環保的實踐行動。 

三好雲端週記 

1. 方案簡介:學校網頁建立三好計畫專區，除了記

錄相關行政紀錄外，也記錄三好活動花絮。同

時，建置三好週記的雲端記錄系統，提供學生

1. 從檢討疏失到報導善行的改變:學校在 1071 學期

開始進行每週一信的溫馨溝通，原本每週一信內

容的撰寫方向是提醒大家尚未做到而需要大家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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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教職員工上傳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的影

音或文字記錄，每週發信給全校教職員及學

生，引導該週善行方向，鼓勵全校師生隨時利

用手機，到雲端週記記錄三好的影音記錄或文

字心得。 

2. 具體成效:(1).學校網站的三好計畫專區已經建置

完成；(2).學校電子化學習平台建置了三好週記

雲端記錄分享區。(3).健行已經於 1071 學期開

始，每週利用電子郵件信箱分別給全校教職員

工以及全校學生每人一信，引導全校當週共同

實踐的主題，例如電梯禮貌、購物禮貌等。(4).

健行於 1072 學期每週發信全校師生共同實踐一

件好事，並於三好雲端平台分享心得，邀請佛

光山桃園講堂的師兄姐共同參與 5 月 22 日的頒

獎與成果發表會。 

3. 職員回饋:部分行政同仁及教師回饋認為，每週

提醒全校教職員工生共同實踐一個中心主題是

很好的做法，例如會議守時、行政倫理等。 

同實踐的方向，後來轉變為分享校園中實踐做好

事、說好話、存好心的正向案例，盼望產生「見

賢思齊」效果。這個轉變，確實出現了比馬龍效

應的正向鼓勵作用。 

2. 三好週記的揚善效果:健行的雲端週記在 1072 學

期正式實施，三好週記對全校教職員工生沒有任

何強制性，而是提供每位健行師長同仁或同學分

享的平台，雖然，大部分人秉持「為善不欲人知」

的理念，不願意在平台上分享做好事的實踐紀錄

或心得，但是透過部分的人分享，大家都可以看

見其他人的善行記錄，透過從眾效應來影響大家

發自內心的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相信終能

營造三好校園的文化。 

執行問題及建議 
健行依據計畫進度執行，沒有困難問題。謝謝星雲大師基金提供三好校園實踐經費補助，相信正向力量

可以共創十善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