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計畫書 17：服務學習(三)--協愛與服務學習--林呈鳳副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服務學習課程計畫 

一、課程基本資訊   課程序號 139 

課程名稱 協愛與服務學習 本課程開設次數 非首次開課 

開課單位 學務處課指組 課程屬性 一般性服務學習  

任課老師 職稱 系所 聯絡電話 email 

林呈鳳 副教授 物治系 5721 connie@mail.ncku.edu.tw 

教學助理 職稱 系所 聯絡電話 email 

李琬晴 研究生 物治系 5721 onechie2001@gmail.com 

開課年級 一~四 必/選修 必修 

學分數 0 是否配置教學助理 是 

每週上課時數 2 是否辦理保險 否 

預定修課人數 15 服務單位如何擇定 教師  

每學期服務次

數 
5 服務時段 課餘時間 課堂  

每次服務時數 2~3 小時 是否有固定服務時間 否 

服務議題 弱勢關懷與陪伴  

服務對象 身心障礙  

二、課程目標 

(一)藉由服務學習的課程，讓一般生與身心障礙者彼此認識，培養同理心並互助學習、關懷。 (二)

本計畫可以促進一般學生對於身心障礙者的了解，並藉由實際的拜訪，知道身心障礙者在生活中所

可能面臨的問題以及環境空間對身心障礙者所造成的不便，進而提供相關協助。 (三)藉由理論與實

際練習課程的教導後，再到週遭的機構(如: 新國視障按摩中心、台南市崇美工作坊、自立生活協會)

進行實際勘察及服務，了解不同身心障礙者的不同需求，並同時提供適時的協助。 (四)藉由課程的

安排，了解環境設施上及與人相處上的重要性。並期待學生可以進一步將在此課程所學到的東西及

體驗，延伸到將來進入職場的環境及社會上。 

三、課程內容及特色 

(一)對象：本校大學部學生，不限科系。 (二)人數：4~6 人一組，共 3 組，限 15 人。 (三)時數：本

學期服務學習時數－18~20 小時 (講述性課程時數：4 小時；參訪性學習時數：4 小時；操作性服務

實習：至少 10~12 小時)。 (四)時間：星期五中午 12:10~14:00。 (五)地點：物理治療系館 B02 教

室、本校資源教室、新國視障按摩中心、台南市崇美工作坊、自立生活協會。 (六) 本服務學習課

程包含了講述性課程、參訪性學習課程、操作性服務實習課程。講述性課程者要由授課老師及專家

學者講授與此服務學習相關的內容，如: 不同的障礙類別及需求、如何與自閉症或多重障礙或視障

者或其他身心障礙者互動並適時提供協助。參訪性課程者要由授課老師帶領學生參觀即將要服務的

機構，了解機構生態及需求，也會同時勘查機構的無障礙設施。操作性服務實習課程則是實際到合

作機構進行服務，服務內容將視機構需要而做相關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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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一)具體做法如下列各週工作流程所提，將會一步一步帶領學生從基本認識、理論、體驗及經驗分

享到實際介入協助。 (二)此課程已在本學期實施，計畫繼續實施以推動學生對於身心障礙者的認識

與了解。同時，也可協助無障礙空間的推動。 (三)目前安排為講述性課程時數：4 小時（以專題演

講為主，以認識自閉症、身障者及視障者為主）；參訪性學習時數：4 小時(參觀了解將要服務的機

構)；操作性服務實習：至少 10~12 小時(實際介入服務)。 

五、各階段工作及各週流程 (以每學期 18 週計算) 

準備 

(一)開學前聯繫校外合作單位與 確認服務時間與

工作內容 (二)認識身障生及其需求 (三)聯絡與邀

請相關專家人員做專題演講以促進學生對於服務

對象的瞭解  

次數 內容 時數 

1 
(一)開學前聯繫校外合作單位與確

認服務時間與工作內容  
0 

2 (二)認識身障生及其需求 4 

3 

(三)聯絡與邀請相關專家人員做專

題演講以促進學生對於服務對象的

瞭解 

6 

 

服務 

從服務中瞭解身障生的需求與再次思考本身及社

會可以提供的協助以及實際提供協助 

次數 內容 時數 

5 
從服務中瞭解身障生的需求與再次

思考本身及社會可 
10 

 

反思 

定期參加課程並參與經驗分享與討論 

次數 內容 時數 

6 
定期參加課程並參與經驗分享與討

論 
6 

 

慶賀 

成果發表與展示 

次數 內容 時數 

1 成果發表與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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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國視障按摩

中心 
張國萍 06-2411367 無 

台南市東區林森路二段 500

號 
  

台南市自立生

活協會個人助

理 

蔡文欣 0980778905 無    

台南市崇美工

作坊 
張梅蘭 06-2082973 無 

台南市東區東門路二段 163

號 2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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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說明會 103 年 9 月 19 日 物治系館 身心障礙教育類別與 林呈鳳老 1.5 小時   



B02 教室 特教宣導 師 

行前訓練: 如

何與身心障礙

人士互動/如何

提供協助  

103 年 9 月 26 日 
物治系館 

B02 教室 

傳授與身心障礙者相

處及互動要訣、如何

適時的提供協助 

台南市崇

美工作坊 

張梅蘭老

師 

2 小時   

行前訓練: 如

何與視障者互

動 

103 年 10 月 3 日 
物治系館 

B02 教室 

介紹視障中心並了解

服務視障者技巧及其

注意事項 

新國視障

按摩中心 

張國萍理

事長 

1.5 小時   

服務時間 
在行前訓練及參訪後，

各組學生將會和服務機 

無障礙福利

之家-新國

視障中心及

台南市崇美

工作坊 

實際服務:服務需求視

機構不同而有不同，

主要協助機構人員對

身心障礙漲進行相關

活動或幫忙 

無 
每次約 2~3 小

時 
  

(二) 服務進行方式   

第一週 認識資源教室、身心障礙教育類別與特教宣導，課後反思與討論 第二週 專家演講/認識自

閉症、如何與自閉症相處、如何協助自閉症，課後反思與討論 第三週 專家演講/認識視障者、如何

與視障者相處、如何協助視障者，課後反思與討論 第四週 認識身心障礙者之正確姿勢擺位與科技

輔具，課後反思與討論 第五週 認識身心障礙者就業－視障按摩中心（參訪、實習），課後反思與討

論 第六週認識身心障礙就業評估/職業傷害評估 (參訪、實習），課後反思與討論 第七週 認識自閉

症患者/如何協助自閉症患者 (參訪、實習），課後反思與討論 第八週 談身心障礙者之自立生活

（參訪、實習），課後反思與討論 第九週校園無障礙設施勘查與體驗（實習） 第十週至十四週 學

生必須： (一)分別於服務單位規定之時間至服務單位參訪及協助（視服務對象而異; 可提供移位協

助、課業協助以及一般日常生活協助、學生的學習型態與方式、學習輔助器具） (二)進行小組討論

以及課後反思 服務：我要為他做什麼！ 反思：我可以為他做什麼？ 繳交服務日誌與製作期末報告

 成果發表會： 1.日期：待確定 2.地點：待確定 3.由授課老師主持，邀請被服務機構成員參加，由

同學分組簡報服務心得。  

  

八、評量方式   

項目 分數百分比(%)   

課程出席率 30   

課程參與及實習態度(實習紀錄) 40   

課程分享與回饋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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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預計修課人數：4~6 人一組，共 3 組，限 15 人。 二、提供服務人次：15 人*5 次*3 人=225 人

次三、接受服務人次： (一)各單位服務：15 人*5 次*3 人=225 人次 四、影響效益：本計畫可以促

進一般學生對於身心障礙者的了解，並藉由實際的身心障礙活動體驗，知道身心障礙者在生活中所

可能面臨的問題以及環境空間對身心障礙者所造成的不便，進而提供相關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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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進行課程滿意度調查與學習成效調查，以瞭解課程進行具體成果。 二、預計擴大招收服務學習

(三)的學生，經由具備經驗的學長姐帶領學弟妹進行經驗分享與活動督導。 三、將擴大辦理成果發

表會，邀請相同服務性質之課程一起分享服務成果，以達觀摩學習之效果。 四、保留目前服務模式

較健全單位並開發適合服務的單位，已促進學生對身心障 礙者的認識，並進一步提出適當的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