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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 102 學年度第 2 次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會議紀錄 

 
時    間：103 年 2 月 25 日(二)上午 10 時 
地    點：雲平大樓東棟 4 樓第五會議室 
 
出 席 者：林啟禎學務長(課指組鄭匡佑組長代)、通識教育中心陸偉明主任(兼副教務

長)、文學院賴麗娟助理教授、理學院陳燕華副教授、工學院謝旻甫教授(林
宇銜助理教授代)、電機資訊學院楊慶隆副教授、管理學院周信輝助理教授、
社會科學院龔俊嘉助理教授、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邱慈暉助理教授、教育研
究所董旭英教授、台灣文學系陳立欣同學(生科系黃欣瑋同學代)、機械學系
許博凱同學 

列 席 者：學務處：課指組郭昊侖小姐、林慧姿小姐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曾淑芬主任(徐麗雅小姐代)、課務組呂秋玉組長 

請    假：黃正亮總務長、規劃與設計學院陳世明副教授、醫學院薛尊仁教授、台南應

用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經營系暨國際貿易科張同廟副教授 
主 持 人：林清河教務長                              紀錄：劉青欣 

壹、報告本校 102 學年度第 1 次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會議決議案執行情形(如附件)  

貳、主席報告：本次會議主要討論 103 學年服務學習課程經費補助，請委員提供意見。 

參、業務單位報告：  

  一、課程推動組：(教務處課務組) 
   (一)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課程補助經費執行說明及執行成果 
      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共審查通過 23 門課程(其中 1 門「服務學習(三)-程式設計

強化輔導」無經費補助)，補助 22 門課程經費共計$407,151 元整，補助經費由 102
年度頂尖大學計畫教學組經費項下支應。依實際選課人數比例計算之補助經費調

整(實際選課人數在 12 人以上者，不扣減其補助金額)後，22 門課程共需$368,209
元，實支為$334,057 元，執行率 90. 7%，各補助案執行成果檢核表，(詳如議程資

料)。      

   (二)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服務學習課程開課及補助情形 

      1.102 學年第 2 學期全校開設服務學習課程情形說明 
        102 學年第 2 學期各學系開設服務學習(二)58 門，服務學習(三)課程 24 門，其

中 16 門由行政單位開設，融入服務學習內涵之專業課程 8 門，開課情形如議

程資料。 
      2.102 學年第 2 學期課程補助說明   

102 學年第 2 學期共審查通過 22 門課程，補助 22 門課程經費共計$422,480 元

整，補助經費已專簽奉校長核定由校務基金支應。將於選課作業截止後，依選

課人數比例計算調整補助經費。  
(三)102 學年第 1 學期融入服務學習之專業課程創新教學設計徵選活動  

為鼓勵各系所開設融入服務學習之專業課程，辦理教學設計徵件活動，以教師

為對象，收件日期至 102 年 10 月 18 日截止，共 17 系所教師參與本次活動，請

校外學者專家依據創新性、整體性、實用性、主體性及可行性進行評選，選出首

獎 1 名、貳獎 3 名及佳作 1 名，預定於 102 學年第 2 學期服務學習相關會議中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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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獎狀及禮券，得獎名單如議程資料。 

二、活動推動組：(學務處課指組) 

102 學年度第 1學期 

102.08.03-08.16 成南一加一服務學習計畫參與人數 24 人，由成功大學與大陸南開大

學兩校同學組成，於暑假期間至台南市希望之家進行中輟生服務。透過陪

伴、接觸不同領域的生活體驗，讓希望之家的學員們有多元的學習經驗。過

程中兩校大學生透過服務學習的過程進行深入的交流學習，分享彼此的思考

與文化，建立深厚的團隊情感。 

102.09.24-25 社團博覽會宣導擺攤參與人數千餘人，社團招生博覽會在雲平大道熱烈

展開，進行服務學習中心-成南計畫、雲南計劃、樂齡計畫宣傳擺攤活動。 

102.09.27 服務學習中心舉辦招生說明會參與人數 36 人，服務學習中心三項主軸計畫

-雲南、成南及樂齡團隊介紹及招生，透過學長姊的經驗分享了解 Service 

Learning 是結合「服務」與「學習」兩種元素，透過服務他人去反思自身，

從中自我成長、累積豐富的實務經驗並學習團隊合作。 

102.10-12 服務學習中心培訓系列課程參與人數約 28 人，由服務學習中心樂齡團隊及

雲南團隊共同進行服務學習基礎理論課程（如.反思技巧，團隊建設…等），

並針對各團隊需求進行專長課程培訓(如.老人互動)。 

102.11/02、11/16、11/30、12/14、12/28 服務學習中心社區服務-樂齡計畫，參與人

次累計約 60 人，由服務學習中心樂齡團隊成員規畫進行，從與長輩們的相

處中學習如何傾聽與溝通，試圖了解長者的需求，給予陪伴。藉由老人服務，

讓青年得以提早接觸生命的原貌，思索生命的意義。在每次服務後，進行開

放性的反思對話，由每個人的觀點和看法激盪出思想的火花，強化個人思維

的深度與廣度。希望透過老人服務，使弱勢長者受到照顧，讓青年志工獲得

對高齡者之照護經驗，並培養大愛與服務精神，增進青年志工之自我認知與

成長，推廣社會關懷。 

102.12/07、12/14、12/21、12/28 服務學習中心社區服務-全成瘋淨灘參與人數共 253

人，由服務學習中心與綠腳趾社團合作，至七股曾文溪口進行為期一個月的

淨灘活動，共 253 人次參與，其中 71%的人是第一次參與淨灘，四梯次的淨

灘，總共拾獲了：玻璃瓶 6182 個，保麗龍 15136 片，塑膠製品(含碎片)2336

片，鞋子 1785 隻，打火機 237 個。 

102.12.28 服務學習中心社區服務參與人數共 40 人，由服務學習中心與希望之家合作

一同前往七股進行淨灘服務，透過被服務者轉換為服務者的腳色，重新讓學

員認識自己，並為大地盡一份心力。 

  三、資源規劃組：(學務處課指組) 
 至 102 年 12 月底共計建置 7 大類（身心障礙、婦幼、課輔、行政、老人、科技、

環保）共 44 筆志工媒合資訊，並持續更新中。   

 四、課程培訓組：(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一)教師培訓 

102 學年第 1 學期於 11 月 21 日辦理 2 場次服務學習教師培訓課程，分別由輔

仁大學企業管理學系楊百川教授主講「從情意啟動學生專業學習」及本校老年

研究所劉立凡教授主講「健康老化之路: 個案管理與社區照護專業服務學習」，

本場次共 55 人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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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學助理培訓 
     102 學年第 1 學期服務學習教學助理培訓課程於 10 月 25 日辦理，講題為「服務

學習基礎教育」，由臺南應用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經營系暨國際貿易科張同廟副教

授主講，共 120 人報名參加。  

肆、討論事項：                                                                    
  案由：有關本校103學年度服務學習課程補助案，提請討論。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說明： 
    一、依本校服務學習課程補助及獎勵要點(如議程資料)辦理，規定摘要如下： 
      (一)補助及獎勵之標準如下： 
          1.經課程推動小組審查，符合前點要件者，每門課程授課鐘點數加計0.5小

時；融入服務學習內涵之專業課程，每門課程授課鐘點數加計1 小時。 
          2.課程推動小組得視經費預算就申請之課程擇優補助，補助金額每門課程以

不超過新臺幣2萬元為原則。但經課程推動小組審查通過具有特色課程者，

不在此限。 
          3.課程推動小組得視經費預算情形，就服務學習課程及表現績優之教職員與

學生，評審出數名，由校方於適當場合公開獎勵，以資鼓勵。 
      (二)上開要點補助經費項目限鐘點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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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上開要點所需經費，由「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推動總中心」經費或校務基金項

下支應。 
    二、102年10月18日召開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審查核定補助102學年第2學期22門

課程共$422,480元，擬以103年頂尖計畫經費支應，但依102年10月21日本校邁

向頂尖大學計畫推動總中心，審理頂尖103年經費會議紀錄略以：「統籌計劃

大部分為延續計畫…服務學習等統籌計畫，應由校務基金支應。」(如議程附

件)故專簽由校長核定後准予以校務基金支應所需費用。 
    三、循往例，估計103學年第1學期服務學習課程所需相關經費包括：課程補助(約50

萬元)、教學卷宗審查(遴選服務學習課程優良教師，約1萬8600元)及心得徵文(約
2萬7320元)共需54萬5920元整。經專簽奉校長核定：「103學年第1學期所需經

費由教務處預算分配經費內調整支應，若確實無法調整支應，請專案簽准後由

校控留款項下支應。」(如議程附件) 
    四、經檢視103年度教務處預算，總金額未提高，然教務處103年度預算同前一年度，

尚需支應原由頂尖計畫支出之全校講座及特聘教授審查費等項，實已無法調整

以支應服務學習課程補助經費。 
        研擬方案如下： 
        甲案：續依「本校服務學習課程補助及獎勵要點」辦理，惟以每學期補助總額

度不超過25萬元，每學年教學卷宗審查(遴選服務學習課程優良教師)及
學生心得徵文經費5萬元，合計103年尚需30萬元整，再次專簽請校長准

予由校務基金補助。   

         



4 
 

        乙案：修訂本校服務學習課程補助及獎勵要點規定，修改要點名稱並改以鐘點

加計方式鼓勵。通過後請秘書室法制組協助修正，再提教務會議討論，

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議：若停止經費補助，學生除繳交學分費可能需要額外負擔至校外服務相關費用，

為減輕學生負擔並提高其修課意願，以達本校關懷社會之教育目標，全體委員

無異議通過採用甲案並修正為每學期補助課程總額度至少25萬元，視課程特色

擇優補助，而每學年教學卷宗審查(遴選服務學習課程優良教師)與學生心得徵

文經費及服務學習成果發表會約需10萬元，每學年服務學習課程補助及相關活

動所需費用合計共60萬元，再次專簽請校長准予由校務基金補助。 

   
伍、臨時動議：無 

 
陸、散會： 上午 11 時 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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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年度第 1 次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會議決議案執行情形 

案次 決議摘要 執行情形 
提案或 
執行單位

業務

報告

主席

裁示 

一、有關服務學習資源規劃媒合平台網

頁，連結於本校網頁首頁，請業務單

位與計網中心協調。 
二、教發中心所辦理之服務學習相關培

訓課程及專家學者演講之影片，應連

結於本校服務學習網頁，供全校師生

瀏覽；另請協調服務學習課程獲獎教

師，對該課程能以說故事方式簡述其

感動與心得。 

學務處課指組： 
由於學校首頁將於 3 月 11 日進行改版，

因此原定放置於成大總覽/校園資訊/服
務校園之連結將被取消，但服務學習網

頁，在分眾資訊/在校學生/連結內可直

接點選外，將於分眾資訊/一般民眾/ 增
加服務學習媒合平台網頁，可供一般民

眾直接點選。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1.服務學習相關培訓課程及專家學者演

講之影片，已連結於本校服務學習網

頁。 
2.將請服務學習課程獲獎教師提供課程

中感動故事或心得感言，於 103 年 6
月底前彙整完成。 

課指組/ 
教學發展

中心 

一 

案由：擬修訂本校「國立成功大學從事

志工志願服務事前暨課程抵免申

請表」，提請討論。 
決議：修正通過，發函轉知本校各學系、

學位學程及行政單位，並置於本校

服務學習網頁。 

教務處課務組： 
申請表已於 102 年 11 月 12 日發函各學

系、學位學程及行政單位，並將表格放

置於本校服務學習網頁之「檔案下載」

處。 

課務組 

二 

案由：審議 102 學年第 2 學期申請開設

與補助之服務學習課程計畫書(含
經費表)，提請討論。 

決議：  
一、本次申請共計 22 案，經推動小組審

議後同意開課及補助經費共計新臺

幣$422,480 元整，經費補助來源為邁

向頂尖大學計畫，各申請案請依審查

意見修正計畫相關內容如會議紀錄

附件。 
二、核定之補助案應依審核意見、核定

金額及相關辦法執行。 

教務處課務組： 
1.102 學年第 2 學期目前開課之核定課

程共 22 門，補助經費共計新臺幣

$422,480 元整已專簽奉校長核定由校

務基金支應。將於選課作業完成後，

依選課人數比例計算調整補助經費。

2.依決議辦理。 

課務組 

臨時

動議 

案由：為使課程順利的推動及執行，有

關已核定補助金額之課程，若因選

課人數減少，須扣減其補助金額

時，建議作適度調整。 
決議：補助金額依選課人數調整之原

則，修正為：經核定補助之課程，

若實際選課人數在於 12 人以上

者，則不扣減其補助金額。 

教務處課務組： 
依決議辦理。 

董旭英委

員  

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