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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立成功大學104學年度第1次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會議紀錄 
 
時    間：104 年 11 月 16 日(一)下午 1:30 
地    點：光復校區雲平大樓西棟四樓第二會議室 
主 持 人：賴明德教務長(王育民副教務長代) 
出 席 者：詹錢登總務長(劉芸愷組長代)、通識教育中心陸偉明主任、文學院高實玫副

教授、理學院陳燕華副教授、工學院蔡展榮副教授、電機資訊學院楊士德助
理教授、醫學院郭乃文副教授、社會科學院蔡群立副教授、生物科學與科技
學院邱慈暉助理教授、物理治療系洪菁霞副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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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系碩班吳奕鴻同學、環境工程系
呂宛慈同學 

列 席 者：人文社會科學中心：方雅慧博士後研究員、翁裕峰老師、朱俊彥先生 
          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郭昊侖小姐、朱朝煌助理教授 

 教務處：林秀璿小姐、課務組呂秋玉組長、林嘉惠小姐、劉青欣小姐  
請     假：董旭英學務長、規劃與設計學院張秀慈助理教授、管理學院胡守任副教授 

壹、報告本校 103 學年度第 2 次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會議決議案執行情形(如附件一，

p.7)  

貳、主席報告：感謝各位委員撥冗出席本次會議，請委員於本次會議協助提供寶貴之

審查意見。 

參、業務單位報告：  

  一、課程推動組：(教務處課務組) 
    (一)103 學年度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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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除「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

未申請經費補助外，其他 22 門課程共計補助 255,500 元，實際核銷為 238,567

元，執行率 93.37%。各補助案執行成果檢核表詳如議程資料。     
    (二)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服務學習課程開課及補助情形 
      1.104 學年第 1 學期全校開設服務學習課程情形說明 
        104 學年第 1 學期各單位開設服務學習 120 門，服務學習(一)課程 64 門、服務

學習(二)課程 1 門、服務學習(三)課程 43 門，其中 17 門由行政單位開設，融入

服務學習內涵之專業課程 12 門，開課情形如議程資料。 
      2.104 學年第 1 學期獲補助之服務學習課程開課情形   
        104 學年第 1 學期申請開課及經費補助共計 27 門課程，除「服務學習(三)—成

功登大人」及「服務學習及磨課師課程教學實習」2 門課程未申請補助外，其

餘 25 案依委員審查核定費用共計＄395,339 元，由校務基金補助 245,439 元、

教務處統籌款補助 149,900 元(104 學年第 1 學期獲補助課程列表，如議程資料。    
    (三)「服務學習自主行動方案徵件活動」 
        辦理「服務學習自主行動方案徵件活動」：以本校學生為參加對象，以臺南地

區為服務場域，經審查委員評審後，共有 3 組團隊獲得補助。首獎團隊 2 組：

「棒球之都台南-小小台灣之光養成計畫」、「偏鄉雙語生態學習營」。優選團

隊 1 組：「We’in 國中課後輔導組織」，最高執行方案補助金為 15,000 元。 
    (四)青年發展署「補助大專校院推動以社區為基礎的服務學習創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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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服務學習工作小組與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合作申請教育部青年發展署「補助

大專校院推動以社區為基礎的服務學習創新方案」，以「台南偏鄉學童教育與

社區可持續發展 1+1:啟動正向循環的系統性服務創新」計畫，以台南偏鄉社區

需求為主軸，規劃創新服務學習及實作課程，透過系列服務學習課程，將本校

師生專業知能及服務熱忱帶入偏鄉社區，提供可能滿足社區需求之服務方案，

獲補助新台幣 54 萬元整(104-106 年)。 
二、活動推動組：(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一)104/09/10 服務學習中心團隊安排進階服務學習反思種子培訓系列課程，針對服

務學習中心幹部及服務性社團幹部，帶領團隊建設與反思引導等課程。 
    (二)104/09/23-24 配合社團博覽會，在光復校區雲平大道進行服務學習中心活動宣導

與招生活動，參與人次近千餘人。 
    (三)104/10/07 雲南成果發表邀請贊助單位及有興趣的新生前來瞭解今年 7 月雲南服

學習計畫的活動過程及學習收穫並同時進行招生說明會。 
    (四)104/11/07 服務學習中心成員與協力機構台南玉井希望之家合作，帶領希望之家

學員前往台灣歷史博物館及南瀛天文館，透過長期的深耕與關懷，提升機構青

少年學習動機建立正向的人生態度。 
    (五)104/11/08 服務學習中心與朝興基金會合作，在本校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舉辦

幸福啟程-身障講座活動，邀請劉大潭(希望工程關懷協會發起人)演講主題：「用

創意創造快樂人生」，透過講者成功故事的分享使聽眾重新認識身心障礙。 
    (六)104/11/15 配合校慶系列活動，服務學習中心與資源教室共同舉辦心 0 距離體驗

活動，邀請台灣世界展望會、自強企業社、朝興社會福利基金會、社團法人罕

見疾病基金會、盲人福利協會、董事基金會、社團法人台南夢城自立協會、社

團法人中華小腦萎縮症病友協會、瑞復益智中心等非營利機構同來共襄盛舉，

於成大校慶園遊會當天擺設攤位，傳達各社團團體的公益理念、宣揚社會的價

值正義並實際參與輔具體驗活動，藉此讓當天參與活動的成大師生及社區民眾

經由互動式交流，縮短與身心障礙人士及罕見疾病患者的距離，進而讓台灣社

會更美好。 
    (七)104/11/21 服務學習中心與朝興基金會合作，在本校國際會議廳第三演講室舉辦

幸福啟程-身障講座活動，邀請李秉宏(法律扶助基金會律師)演講主題：「盲人

與法律人，我的成長之旅」。 
  三、資源規劃組：(學務處學生活動發展組) 

   (一)持續維持與台南市青年志工中心之聯結，提供本校師生台南週邊地區志工需

求資訊。 

   (二)配合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平台，由中正大學主導，進行服務學習主題相關培

訓、課程及跨校競賽活動，提升服務學習多元性。 
 四、課程培訓組：(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一)教師培訓工作坊 
1.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與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合辦服務學習教師培訓工作坊，分別於

8/12 舉辦激發公民力工作坊:參與式學習設計及帶領手法工作坊、10/19 樂施會

世界公民教育.體驗式學習工作坊。藉由工作坊之推動，使參與的教師學習如何

將互動、授權的融入課程並從旁帶領學生，讓服務學習成為參與社會與教育的

過程。 
後續擬於 12 月至 1 月偕同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合辦相關培訓工作坊及成果展。 

 (二)申請教育部「大專校院試辦創新轉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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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國際合作連結服務與學習為主軸，申請教育部「大專校院試辦創新轉型計畫」，

期與香港理工大學合作，重新檢視服務學習體系，改變服務學習=勞動服務之印

象。藉由服務學習創新帶來師生關係的改變，教師能融入各種人文、社會資源調

整授課方式，刺激學生成為主動學習之夥伴，激發學生學習動機及提升服務學習

的整體品質。 
 

肆、討論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  由：審議服務學習課程協助帶領反思具績效之行政人員敘獎初核名單。                 
  說  明： 
      一、服務學習課程之進行除開課教師外，部分行政人員亦扮演實質推動角色，為

鼓勵積極協助之行政人員，請開設服務學習課程之教學單位，推薦推動課程

有功之行政人員名單，由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初核通過總額三分之一之敘

獎人員，再提至「職員考績委員會」或「工友考核委員會」審議敘獎。 
      二、本次申請敘獎共6案9人，彙整表如議程附件。 
  決  議： 

      一、同意本次申請案將全數送至「職員考績委員會」或「工友考核委員會」審議

敘獎，但序號1-學務處軍訓室楊文英小姐，2-學務處衛生保健組楊月欽小姐，

及5-解剖學科暨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蔡怡青、魏璻珊小姐請再補充說明

具體事蹟，經課務組彙整後email請委員檢視。 
      二、下次敘獎提案時，請提案單位以條列方式說明具體事蹟(100字以內)，提供委

員參考依據。 

  第二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  由：審議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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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說  明： 

  一、依據「國立成功大學服務學習課程補助及獎勵要點」 辦理。 
  二、104 學年第 2 學期申請開課及補助計畫計 29 件(其中 1 門建築所課程未申請

經費補助)，可分為甲類：一般性服務學習課程，共 23 門課程提出，申請補

助費用為 450,591 元；乙類：與社區結合整合課程，共 6 門，申請補助費用

為 362,130 元，彙整表如議程附件。 
  三、經彙整委員之預審意見如議程附件 

  決  議： 
      一、本次申請開課及經費補助共計 29 案，各案經審查核定結果如下： 
        (一)甲類：一般性服務學習課程，共 20 門，核定補助費用為 248,000 元。 

        (二)乙類：與社區結合整合課程共 8 門，核定補助費用為 350,000 元，其中 4
門公舘社區課程計畫書(序號 26-29)須再請委員審閱，若無特別意見將依建

議核定金額補助。 
        (三)丙類：建築系鄭泰昇主任新開設之「服務學習專題討論(一)、(二)」未申

請經費，經委員審查後，建議補充所服務之機構名稱後同意開課。            
  二、依推動小組審核通過之補助案經費，簽請學校同意由校務基金給予補助，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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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核定後通知開課教師。 

      三、核定之補助案應依審核意見、核定金額及相關辦法執行之。 

 
第三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  由：擬修訂本校「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設置要點」第四及五點條文案，提請討

論。  
說  明： 

  一、本校服務學習工作小組與人文社會科學中心於本年度 5 月開始合作，共同推

動偏鄉社區服務學習計畫，為使計畫進行更為順利推展，擬將人文社會科學

中心納入工作小組之任務編組，並邀請中心主任擔任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

委員。 
  二、修訂條文對照表如下，原要點及修訂後要點之全文請見議程附件。 
    擬修訂條文對照表如下： 
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說明 

四、本小組置委員若干人，除

召集人外，其餘委員由學

務長、總務長、通識中心

主任、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主任、各院教師代表各一

名、學者專家二名及學生

代表二名組成，學者專家

由教務長遴聘。委員均為

無給職，除學生代表任期

一年外，其他委員任期二

年，連聘得連任。本小組

置秘書一人，襄助處理本

小組行政事務，由教務處

課務組組組長兼任之。 

四、本小組置委員若干人，除召

集人外，其餘委員由學務

長、總務長、通識中心主

任、各院教師代表各一名、

學者專家二名及學生代表

二名組成，學者專家由教務

長遴聘。委員均為無給職，

除學生代表任期一年外，其

他委員任期二年，連聘得連

任。本小組置秘書一人，襄

助處理本小組行政事務，由

教務處課務組組組長兼任

之。 

邀請人文社會科學中心主

任擔任服務學習課程推動

小組委員。 

五、本小組視運作採任務編

組，下設課程推動、課程

培訓、活動推動、資源規

劃與社區實踐等五組，各

組工作推動項目及負責執

行單位如下： 

(一)課程推動組：負責全校服

務學習之正規課程發展規

劃、獎勵及評鑑，由教務

處課務組執行。 

(二)課程培訓組：負責全校服

務學習課程師資與教學助

理培訓之規劃、訓練及教

學反應意見調查，由教務

處教學發展中心及人文社

五、本小組視運作採任務編組，

下設課程推動、課程培訓、

活動推動與資源規劃等四

組，各組工作推動項目及負

責執行單位如下： 

(一)課程推動組：負責全校服務

學習之正規課程發展規

劃、獎勵及評鑑，由教務處

執行。 

(二)課程培訓組：負責全校服務

學習課程師資與教學助理

培訓之規劃、訓練及教學反

應意見調查，由教務處執

行。 

 (三)活動推動組：負責課外活

一、服務學習工作小組與人

文社會科學中心於本

年度 5 月開始合作，共

同推動偏鄉社區服務

學習計畫，為使計畫進

行更為順利推展，擬將

人文社會科學中心納

入工作小組之任務編

組，組別名稱為社區實

踐組。 
二、為釐清工作小組各組負

責執行單位，擬增列各

任務編組之執行單位

名稱。 

三、擬增列社區實踐組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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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說明 

會科學中心執行。 

 (三)活動推動組：負責課外活

動業務整體規劃、執行，

以及支援、建立活動推廣

模式，由學務處學生活動

發展組執行。 

 (四)資源規劃組：負責校內可

投入服務學習資源之整

合，以及拓展校內外接受

服務之對象，由學務處學

生活動發展組執行。 

(五)社區實踐組：負責建構社

區服務網絡，深入探討社

區需求，建立社區共識，

並能結合本校系所專業知

能，活化社區持續發展能

力，由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執行。 

動業務整體規劃、執行，

以及支援、建立活動推廣

模式，由學務處執行。 

 (四)資源規劃組：負責校內可

投入服務學習資源之整

合，以及拓展校內外接受

服務之對象，由學務處執

行。 

  

作推動項目內容及負

責單位名稱。 

  決  議： 
      一、本校「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設置要點」第四點條文同意增列人文社會科學

中心主任為推動小組委員。 

      二、第五點條文仍維持課程推動、課程培訓、活動推動與資源規劃等四組，但「課

程培訓」組修正為「師資培訓」組。此外，「師資培訓組」增列人文社會科

學中心與原負責單位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共同執行；「資源規劃組」增列人

文社會科學中心與原負責單位學務處學生活動發展組共同執行。 

      三、原要點及修訂後要點之全文請見附件二，p.9。 
      四、本案續提教務會議討論，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伍、臨時動議： 

 案由一：為落實大學社會責任，擴大深植高等教育應培育能投入社會服務公民的可能

性，呈請學校同意積極且持續挹注經費支持服務學習之推動。(陳燕華委員、

蔡展榮委員) 

說  明：目前國際頂尖大學皆強調大學社會責任之重要性，而服務學習倡導社會弱勢

關懷與社會正義之實踐，豐富學生學習的對象、深度與廣度，也使得學生

學習成效從單純的理論知識提升到全人生命的發展，極具正面教育意義，

且服務學習是培育人文素養及社會關懷等基本素養之重要課程。但學校對

於此類課程之經費挹注與資源投入有限，除 98,99 學年度分別獲得教育部

110 萬及 120 萬元補助外，100 至 102 學年由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支應每年約

60-70 萬元，而 103 學年度起則改由校務基金每年補助服務學習課程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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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因經費緊縮，導致多項預定執行業務無法辦理，對於本校師生參與

服務學習之意願及成效影響甚鉅，建請學校同意以本校經費積極且持續支

持服務學習之推動。 

決  議：出席委員皆認同服務學習之重要性，為了讓本校具服務學習內涵課程更能

發展特色，且能與社區緊密結合，使本校師生能運用專業於真實環境脈絡，

與社區民眾共同解決所遭遇之問題，並從實際社區參與中學習同理、包容、

尊重多元、為弱勢族群增能發聲、學習公民參與、體現社會正義，建請學

校同意積極且持續挹注經費支持服務學習之推動。 

 案由二：為能讓申請開課或經費補助之課程，更具可執行性及持續性，建議修改課程

審查方式。(蔡展榮委員、王育民副教務長) 

說  明： 

    一、目前本委員會採用書面審查各門課程計畫書方式，決議是否同意開課或給予

經費補助，較難了解開課教師規劃課程之脈絡及其執行方式。 

    二、以香港理工大學為例，服務學習課程審查以從嚴方式辦理，邀請申請教師至

會中報告其課程計畫，審查委員可對於不清楚的部分，直接請教申請教師，

透過對話討論可更深入了解課程內容。 

    三、為使申請開課或經費補助之服務學習課程，更具可執行性及持續性，建議參

考理工大學方式進行課程審查。 

決  議：請承辦單位參考上述說明思考可行審查方式。 

 
陸、散會： 下午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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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年度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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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案  由：是否同意人文社會科學中心於本

(103)學年第 2 學期，所開設之

「生態、倫理與在地實踐」列為

融入服務學習內涵之專業課程，

提請討論。 
決  議：全數委員無異議通過。 

一、依決議辦理。 課務組

二 
 

案  由：審議 104 學年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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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申請開課及經費補助共計

25 案，甲類：一般性服務學習

課程，共 21 門，核定補助費用

為 300,339 元(其中 18 門由校務

基金補助 245,439 元、3 門由教

務處統籌款補助 54,900 元)；乙

類：與社區結合整合課程共 4
門，核定補助費用為 9,5000 元

(經費來源為教務處統籌款)，總

核定補助費用為 395,339 元

整，各案經審查核定結果如議

程附件，請申請教師依審查意

見修正計畫相關內容。 
    二、部分課程工讀生時數過低，請課

務組與老師確認是否有聘任工

讀生之必要性，如非必要可考慮

刪除。 
    三、下一學期發函請教師申請課程經

費補助時，於函文說明依本校服

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規定：各系

所規劃開設服務學習課程須安

排助教…故請各系所能依辦法

規劃服務學習課程所需之助

教。另外，有關行政單位開設服

務學習課程所需助教，是否納入

教務處研究生獎助學金名額，請

課務組與招生組討論可行性。 

 
 
 
 
一、104 學年第 1 學期申請開課及經費

補助共計 27 門課程，除「服務學

習(三)—成功登大人」及「服務學

習及磨課師課程教學實習」2 門課

程未申請補助外，其餘 25 案依委

員審查核定費用共計＄ 395,339
元，由校務基金補助 245,439 元、

教務處統籌款補助 149,900 元。。

並於 104.6.9.發函通知 104學年第 1
學期申請經費補助及開課教師。 

 
 
 
 
二、依決議辦理。 
 
 
 
三、 
  (一)依決議辦理 

  (二)104 學年第 1 學期由教務處開設

「服務學習及磨課師課程教學實

習」，修課學生可擔任服務學習

或磨課師課程教學助理，經費來

源由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支應。 
 

課務組

三 
案  由：目前由通識教育中心所開設具服

務學習內涵課程數有增加之趨

勢，為使修習融入服務學習內涵

一、依決議辦理。 
二、經 104 年 5 月 28 日 103 學年度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並經校長核

通識教育

中心陸偉

明主任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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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年度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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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通識課程學生亦可比照融入服

務學習內涵之專業課程免修服務

學習(二)或(三)課程，擬修改服

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相關條文內

容。 
決  議：同意提教務會議討論，通過後

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定後於 104 學年度起正式實施。 
三、已於 104 年 6 月 29 日發函通知本

校各教學與行政單位，並公告於服

務學習網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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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設置要點(原條文) 
98.06.23 九十七學年度第三次教務會議通過 

99.11.17 九十九學年度第一次教務會議通過 

 

一、國立成功大學（以下稱本校）為推動服務學習課程，依據本校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設本校服務

學習課程推動小組（以下稱本小組），以負責相關工作之策劃、推動等事宜。 

二、本小組任務： 

(一)訂定服務學習執行策略及相關法規。 

(二)審議服務學習相關課程。 

(三)規劃、辦理師資培訓及教學助理訓練。 

(四)規劃、辦理服務學習推廣活動。 

(五)檢討及評估服務學習執行成效，並提出改進策略。 

(六)評選服務學習成效優良之教師、學生及行政人員。 

 (七)規劃與整合校內外之相關資源，並開拓校內外接受服務之對象。 

三、本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教務長兼任之。 

四、本小組置委員若干人，除召集人外，其餘委員由學務長、總務長、通識中心主任、各院教師代表各

一名、學者專家二名及學生代表二名組成，學者專家由教務長遴聘。委員均為無給職，除學生代表

任期一年外，其他委員任期二年，連聘得連任。本小組置秘書一人，襄助處理本小組行政事務，由

教務處課務組組組長兼任之。 

五、本小組視運作採任務編組，下設課程推動、課程培訓、活動推動與資源規劃等四組，各組工作推動

項目及負責執行單位如下： 

(一)課程推動組：負責全校服務學習之正規課程發展規劃、獎勵及評鑑，由教務處執行。 

(二)課程培訓組：負責全校服務學習課程師資與教學助理培訓之規劃、訓練及教學反應意見調查，

由教務處執行。 

 (三)活動推動組：負責課外活動業務整體規劃、執行，以及支援、建立活動推廣模式，由學務處執

行。 

 (四)資源規劃組：負責校內可投入服務學習資源之整合，以及拓展校內外接受服務之對象，由學務

處執行。 

六、本小組委員會議由召集人召集，每學期至少召開乙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會議召開時，得邀

請有關單位人員列席。各學院代表及行政單位主管若因故無法出席會議時，得委請該院教師或該單

位二級主管代理出席會議。 

七、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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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設置要點(修訂草案) 
98.06.23 九十七學年度第三次教務會議通過 

99.11.17 九十九學年度第一次教務會議通過 

 

一、國立成功大學（以下稱本校）為推動服務學習課程，依據本校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設本校服務

學習課程推動小組（以下稱本小組），以負責相關工作之策劃、推動等事宜。 

二、本小組任務： 

(一)訂定服務學習執行策略及相關法規。 

(二)審議服務學習相關課程。 

(三)規劃、辦理師資培訓及教學助理訓練。 

(四)規劃、辦理服務學習推廣活動。 

(五)檢討及評估服務學習執行成效，並提出改進策略。 

(六)評選服務學習成效優良之教師、學生及行政人員。 

 (七)規劃與整合校內外之相關資源，並開拓校內外接受服務之對象。 

三、本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教務長兼任之。 

四、本小組置委員若干人，除召集人外，其餘委員由學務長、總務長、通識中心主任、人文社會科學中

心主任、各院教師代表各一名、學者專家二名及學生代表二名組成，學者專家由教務長遴聘。委員

均為無給職，除學生代表任期一年外，其他委員任期二年，連聘得連任。本小組置秘書一人，襄助

處理本小組行政事務，由教務處課務組組組長兼任之。 

五、本小組視運作採任務編組，下設課程推動、師資培訓、活動推動與資源規劃等四組，各組工作推動

項目及負責執行單位如下： 

(一)課程推動組：負責全校服務學習之正規課程發展規劃、獎勵及評鑑，由教務處課務組執行。 

(二)師資培訓組：負責全校服務學習課程師資與教學助理培訓之規劃、訓練及教學反應意見調查，

由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及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執行。 

 (三)活動推動組：負責課外活動業務整體規劃、執行，以及支援、建立活動推廣模式，由學務處學

生活動發展組執行。 

 (四)資源規劃組：負責校內可投入服務學習資源之整合，以及拓展校內外接受服務之對象，由學務

處學生活動發展組及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執行。 

六、本小組委員會議由召集人召集，每學期至少召開乙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會議召開時，得邀

請有關單位人員列席。各學院代表及行政單位主管若因故無法出席會議時，得委請該院教師或該單

位二級主管代理出席會議。 

七、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