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國立成功大學服務學習課程計畫書 
 
一、課程基本資訊   課程序號 21 

課程名稱 無障礙智慧生活環境 本課程開設次數 
□首次開設       
非首次開設 

開課單位 通識中心 課程屬性 

□一般性服務學習 
融入服務學習內涵之通識

或專業課程 
□共同議題(社區)融入服務學

習內涵之專業課程 

任課老師 洪菁霞 
系所/職稱 物理治療學系/副教授 
聯絡電話 (06)2353535-5939 
e-mail z9308025@email.ncku.edu.tw 

教學助理 朱冠丞 
系所/職稱 物理治療學系 
聯絡電話 (06)2353535-5945 
e-mail ranger92902@hotmail.com 

開課年級 大學部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學分數 2 是否配置教學助理 是    □否 

每週上課 
時數 

2 是否辦理保險 □是    否 

預定修課 
人數 

50 服務單位如何擇定 
□學生  教師   
□學校安排 

每學期服務次

數 
8 服務時段 

□課堂   
課餘時間 

每次服務 
時數 

2~10 是否有固定服務時間 □是    否 

服務議題 
□課輔   □志工培育   弱勢關懷與陪伴    
□節能減碳/環保/保育   □醫療服務  其他 無障礙  

服務對象 
□新移民   老人     身心障礙  □兒童青少年  □國際服務 

成大校園 □社區經營 □機構     其他 弱勢  

二、課程目標 
1. 讓學生具備關於身障者的分級、輔具之正確使用方式、無障礙空間規定，以及顧慮輪椅使用者

時，在空間設計上須注意的基本知識。 2. 學生實際於成大校園內操作輪椅、撐拐等相關輔具，

以體驗校園內無障礙空間設計及規劃的方式對於相關輔具使用者而言是否友善。 3. 讓學生了解

如何設計 App，之後由學生規劃出適合輪椅使用者的校園行走路線。對於使用電動代步車或推嬰

兒車等行動不便者，也能受惠於此行動裝置 App 所提供的資訊。 4. 激發學生思考其他可以改良

或增加的公共設施或輪椅相關設備。 5. 培養未來潛在醫療照護使用者之新觀念，體驗智慧資訊

之便利性，推廣智慧生活環境之應用並思考更多面向之結合。 
三、課程內容及特色 
1. 在學校教育中，學生鮮少有機會了解並體驗輔具使用者的生活，本課程將實作融入跨領域課程

之中，課程設計讓學生了解並體驗醫療輔具使用者的日常活動與生活上可能遇到的問題，以實際

體驗、小組討論的方式激發學生創意思考，設計出適合輔具使用者的校園行走路線 App。 2. 由
建築系、物理治療系、傳播與科技系等不同領域的專業人士教導學生，尤其曾任教於交通大學傳

播與科技學系的林崇偉理事長已針對身心障礙者研發「台北好餐廳」App，獲得多項大獎，並以

此輔導學生創業。希望由成功案例的專家學者分享傳授，能激發不同領域、專長的學生去思考輪



椅或輔具使用者在校園中可能遇到的問題及如何提供他們協助，融合不同的專長以擴大能服務的

層面及提升創業的可能性，期望日後不同領域的學生，能共同合作，創造出更多無障礙智慧生活

環境之科技工具，造福身心障礙者。 
四、教學策略(例如：如何透過課堂專業學習達成社區服務之目的、安排課程及服務比重、如何培

養學生服務倫理，及服務所具備之專業能力說明…等) 
1. 教師課堂講習內容規劃具知識承載度且符合學生跨領域需求，包含介紹身障者、輔具、無障礙

空間、數位互動多媒體的製作、展示科技的設計與應用等，並邀請相關領域及業界專家蒞臨，傳

授學生相關知識及經驗分享，例如使用 App 使輪椅使用者的生活便利性提升。 2. 學生實地體驗

實做部分包含： (1) 探勘並記錄校園(成杏校區)內所有大大小小的無障礙設施位置 (2) 瞭解這些

無障礙設施之設計原因與安全正確的操作方式 (3) 使用皮尺測量這些無障礙設施，如升降梯、廁

所、斜坡空間…等，是否符合政府規定之無障礙空間 (4) 學生親自體驗如何使用輪椅等輔具於校

園中活動，使學生了解輪椅使用者在校園中可能碰到的問題 (5) 詳細繪製出平面與立體(包含各建

築物內各樓層)的校園無障礙環境地圖 (6) 規劃出的適合輪椅使用者的各式校園路線圖 (7) 設計

App 介面中所需的元素、索引介面、路徑設計與呈現方式…等 3. 學生分組進行討論，各組提出

輪椅使用者在校園中可能遇到的問題及需改善的校園設施、校園空間無障礙設施之優缺點與改善..
等。 4. 期中提出立體校園無障礙環境地圖。 5. 期末展示所設計出的 App 構想作品。 
五、各階段工作及各週流程(以每學期 18 週計算) 
準備階段工作規

劃內容： 
具備關於身障者

之定義、無障礙

設施、各式輔具

使用方式、App
設計方法等相關

知識 (一)學期前

聯繫校外合作單

位 -台南市政府

無 障 礙 福 利 之

家，確認服務時

間、服務病患人

數 與 工 作 內 容

(二)與無障礙之

家主任、社工組

長、護理長及物

理治療組長，進

行理念的溝通與

合作模式的建立

(三)蒐集相關資

料以製作授課資

料與講義 (四)進
行行前教育訓練 

次數 內容 總時數 

1 身障者之定義及分級 2 

2 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2 

3 探勘無障礙設施 2 

4 量測無障礙空間設施 2 

5 各式輔具及使用方式 2 

6 使用各式輔具於校園內各空間行動 2 

7 校園空間無障礙設施之優缺點與改善 2 

8 建築設計圖繪製法 2 

9 立體校園無障礙環境地圖 2 

10 規劃適合輪椅使用者的校園路線 2 

11 身障者之定義及分級 2 

12 產學合作---在資訊轟炸中脫穎而出 2 

13 數位多媒體---思維互動，生動活潑的互動科技 2 

14 行動裝置實戰---你一定要知道的系統開發需求 2 

15 展示科技---翻轉你與展示物的關係 2 

16 App 設計實做(一)  2 

17 App 設計實做(二) 2 

18 無障礙設施及軟體設計於國內外之應用 2 

服務階段工作規

劃內容： 
 

1 
探勘校園(成杏校區)內無障礙設施位置：分組找出校

園內之無障礙設施及位置 
2 

2 使用皮尺測量空間是否符合政府規定之無障礙空間 2 

3 
詳細繪製出平面與立體(包含建築物內各樓層)的校

園無障礙環境地圖 
2 



4 規劃適合輪椅使用者的校園路線 2 

5 
帶領並協助無障礙之家的身心障礙者們依規劃路線

認識校園，實際瞭解身心障礙者之不便與意見 
2 

6 修正適合輪椅使用者的校園路線 2 

7 
依照修正後的校園路線，再帶領並協助無障礙之家

的身心障礙者們於校園內活動，實際瞭解是否合適 
2 

8 
規劃符合輪椅或輔具使用者的無障礙校園路線圖

App 
10 

反思階段工作規

劃內容： 
每次服務後由授

課教師主持，並

依據「What」、「So
what 」、「 Now
what」帶領同學

反思。每位同學

並填寫繳交當次

之服務日誌。 

1 
校園內無障礙設施的所在位置是否合適、清楚易

見？ 
1 

2 無障礙設施是否符合規定? 規定是否合理可行? 1 

3 現在的校園環境對於輪椅使用者是否友善? 1 

4 現在的校園無障礙環境是否有需改善處？ 1 

5 與身心障礙者們互動後的反思 1 

6 
這些無障礙設施的設計，是否真能符合行動不便者

的需求？ 
1 

7 可增設那些設施以輔助輪椅使用者? 1 

8 如何能提供身心障礙者們更多更好的幫助? 1 

慶賀階段工作規

劃內容： 
服務學習成果發

表與展示；期末

表揚與頒獎。 

1 

1.學期末由教師帶領，邀請受服務單位社工組長及相

關人員一同來參與成果報告，學生以電腦簡報報告

整學期服務以來的心得與自我心靈成長，同時提出

書面報告整理整學期來的設計資料，並給開課單位

與機構改進的建議，讓課程更臻完善。 2.表揚並頒

獎予表現優良之同學與小組。 

2 

六、合作機構 
合作機構 機構聯絡人 機構電話 e-mail 機構地址 

台南市政府無

障礙福利之家 
鄭慧清 

(06)2005800

 #1115 

viviancheng_t

w@hotmail.co

m 

臺南市林森路 2 段 500 號 

七、講習訓練與服務進行方式(請具體說明服務時間、地點、執行方式、執行次數及活動內容) 
(一) 講習訓練 

項目 日期 地點 內容 講師 時間 

行前訓練講習

課程 
待定 教室 

輔具介紹與輪椅

使用技巧 

輔具資源中心 

林曉佳治療師 
2 

行前訓練 待定 校園內 

學生使用各式輔

具於校園內各空

間行動 

洪菁霞 2 

行前訓練 待定 教室 
與身心障礙者之

溝通方式 

無障礙福利之

家 鄭慧清督導 
2 

行前訓練 待定 校園內 
學生坐在輪椅

上，依所規劃之
洪菁霞 2 



校園路線實際體

驗 

講習課程 
待定 教室 

建築設計圖繪製

法 
黃一中建築師 

2 

講習課程 

待定 教室 

數位多媒體---思

維互動，生動活

潑的互動科技 

台灣智慧生活

科技促進協會

林崇偉理事長 

2 

講習課程 待定 教室 產學合作---在資

訊轟炸中脫穎而

出 

台灣智慧生活

科技促進協會

林崇偉理事長 

2 

(二) 服務進行方式 
1. 探勘並記錄校園(成杏校區)內所有大大小小的無障礙設施位置 2. 使用皮尺測量這些無障礙設

施，如升降梯、廁所、斜坡空間…等，是否符合政府規定之無障礙空間 3. 學生親自體驗如何使

用輪椅等輔具於校園中活動，將設計給予一項任務使其達成，例如使用輪椅由 A 地點至 B 地點(由
計算機與網路中心至總圖書館三樓。每位學生均嘗試實際坐著輪椅上下斜坡、上洗手間或參觀校

園景點、進出校園內之空間，到達指定目的地…等，使學生了解輪椅使用者在校園中可能碰到的

問題 4. 詳細繪製出平面與立體(包含各建築物內各樓層)的校園無障礙環境地圖 5. 規劃出的適合

輪椅使用者的各式校園路線圖，如由 A 教室到圖書館、由 B 教室到最近之無障礙廁所…等 6. 帶
領並協助無障礙之家的身心障礙者們依規劃路線認識校園，實際瞭解身心障礙者之不便與意見。

依照身心障礙者們的實際意見修正適合輪椅使用者的校園路線之後，再帶領身心障礙者們於校園

內活動，驗證是否合適。 7. 規劃符合輪椅或輔具使用者的無障礙校園路線圖 App 介面中所需的

元素、索引介面、路徑設計與呈現方式…等 8. 期末展示所設計出的無障礙校園路線圖 App 構想

作品。  
八、評量方式 

項目 分數百分比(%) 

期末口頭報告(含服務學習)  30 

作品展示 30 

課程參與度 10 

服務學習反思報告(含服務日誌) 20 

同儕互評與自評 10 

九、預期效益(預計修課人數、提供服務人次、接受服務人次、影響效益等) 
1. 預計修課人數：50 人。 2. 提供服務人次：50 人*8 次 = 400 人次。 3. 接受服務人次：身心障

礙者：約 40 人次*2 次 = 80 人次 4. 影響效益： i. 修課學生：對輪椅使用者的不便與感受有更深

一層的體認，以啟發學生思考輪椅使用者在日常生活上可能遭遇的困難。培養學生的同理心、關

懷社會弱勢族群、與身心障礙者的溝通技巧；另外，藉由小組團體活動，讓學生了解團隊如何互

相溝通、合作，最後成功達成預期目標。 ii. 身心障礙者：服務之身心障礙者，皆長期居住於機

構，機構內人員編制亦不足以提供每位身心障礙者健全的社交活動，使得個案長時間處於封閉的

生活範圍而容易出現情緒低落等問題。此課程的服務介入，提供他們到戶外活動散心的機會，並

認識成大校園。iii. 無障礙校園路線圖使用者：建立校園內無障礙場域資訊數位化，使輪椅或輔具

使用者之生活品質得以提升。對於使用電動代步車或推嬰兒車等行動不便者，也能受惠於此行動

裝置 App 所提供的資訊。 
十、延續性規劃及具體作法(自申請當學年起含二學年度內提升課程品質之遠景規劃) 

i. 對學生進行課程滿意度調查與學習成效調查，藉此瞭解學生的學習反應與收穫，並針對其課程

意見與期望進行課程改進計劃。 ii. 對機構進行合作單位對此課程之滿意度調查及服務成效調

查，以瞭解課程進行之具體成果，並依此及其課程意見改善課程進行方式。 iii. 目前大學校園及



提供服務時數 
(每人服務總時數*修課人數) 

600 

經費報支執行率 100% 

獲獎紀錄 1. 100 學年度上學期獲「服務學習課程教學優等

獎」  

2. 100 學年度下學期獲「服務學習課程教學傑出

獎」  

3. 102 學年度獲「服務學習課程教學傑出獎」  

4. 獲成功大學醫學院 102 學年度「勵人獎」 

5. 獲成功大學醫學院 103 學年度教學創新與教學

成果發表活動-成果個人組第三名 

6. 獲教育部「103 年服務學習獎勵計畫」大專校

院組績優教師 

7. 獲成功大學 103 學年度全校「教學特優教師」

註： 

1.經費之編列與核銷，悉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國內外出差旅費報支要點」暨相關辦法

執行之。 

2.每門課程補助項目，包含鐘點費（外聘、內聘專家）、印刷費、誤餐費、交通費、保險費、工讀金(補助對象為服務

學習教學助理)及雜支等必要之支出。雜支金額不得超過補助款20%。  

3.各經費項目計算方式說明 

 (1)外聘專家鐘點費每節課以1,600元為上限、內聘專家鐘點費每節課以800元為上限。 

 (2)誤餐費每人每次餐費以80元為上限。 

 (3)請各系所能依辦法規劃服務學習課程所需之助教，若仍需要申請工讀金，務必包含加保費用，工讀金120元/時計

算。 

       
      系所主管：                  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