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 年度服務學習成果報告
華夏科技大學服務學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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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服務學習暨勞作教育實作課程：
勞作教育
 目的：
1. 增進學生參與學校事務，以落實愛校精神並促進學生人際關係。
2. 培養學生勤勞美德與榮譽感、責任感，養成良好生活習慣，對校園環境提供應盡之
義務。

 對象：
日間部四技一年級學生，必須修習二學期，學生身體有肢障或特殊原因，依實際狀況，
作適當之調配，若狀況特殊由系主任同意並經院長核准者，得予免修；轉學生已於他校
修過勞作教育及格者得抵免。

 時間：
每週二小時，以班級為單位實施。每班上學期施作二次，下學期一次。

 工作範圍與規定：
1. 勞作區域：公共區 各系館週邊 校園環保其他勞作服務性之工作。
2. 勞作教育為共同必修課程「零學分」，通過者始得認證 6 小時。

認證，服務學習中心協助後端登入。
4. 凡學生因故不能出勤勞作教育者，得補做勞作教育時數。

 成果：
共 16 班，約 560 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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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每學期時數，依學生出席簽到退及繳交勞作教育反思表 1 篇。勞作教育成績由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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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融入服務學習概念之專業（通識）課程
 專業課程：體驗建築（建築系）
本課程讓學生學習體驗建築的基本專業知識及體驗建築的美，課程目標有三：1.使初入
建築專業領域的同學學習如何觀看，體會建築的美。2.學習建築設計的基本知識。3.學
習欣賞建築、空間設計。
藉由社區服務學習主軸為：
1.藉由社區環境體驗調查使學生發現社區環境的問題與特色,進而關心社區環境,認同社
區。
2.藉由研擬社區環境改造計畫與實作,使學生發展創意構想學以致用改善社區環境。

 對象：
日間部四技建築系一年級 A 班學生，約 38 人。

 時間：
每週四第三、四節課，2 小時。

 課程時數規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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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授 18 小時：服務活動 12 小時；其他 6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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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地點：
新北市中和區華新里。

 成果：

三、環保志工特殊訓練
 目的：
本校 105 學年度入學之日間部四技同學，已陸續完成志願服務基礎訓練（12 小時），
再以外聘專業之講師進階辦理環保志工之特殊訓練，並為完成前揭兩項教育訓練之同學
申請志願服務紀錄冊，增進本校志工培力訓練之成效。

 對象：
本校已完成志工基礎訓練之學生皆可參加。

 時間：
106 年 5 月 2 日、5 月 23 日，上午 08:00 至下午 13:00。

 課程內容：
時間

105 年 05 月 2 日(二)

時間

08:00-08:30

報到

08:00-08:30

報到

08:30-10:30

臺灣地區環境現況

08:30-10:30

生活環保：空氣品質

10:30-11:30

生活環保：生活如何節能省電

11:30-12:30

生活環保：生態保育／水資源

12:30-13:00

結業式

12:30-13:00

環保類志願服務之簡介

心得分享

 成果：
共 40 人通過特殊訓練，36 人取得志願服務紀錄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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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2:30

105 年 05 月 05 日(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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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團經營與服務種子青年人才培力營
 目的：
為提升學生社團經營與服務學習之能力並激發其創造力與實行力，本中心特以外聘專業
講師方式辦理「社團經營與服務種子青年人才培力營」，除了增進本校志工培力訓練及
社團組織之成效外，更期望能使服務學習融入青年生活，並培養青年於離開校園進入社
會後展現領導、組織長才，持續從事服務人群之工作。

 對象：
對組織社團與服務學習有興趣之本校學生皆可參加。

 時間：
106 年 5 月 15 日至 5 月 16 日，上午 08:30 至下午 17:30。

 課程內容：
1. 服務學習的意義與目標設定。
2. 如何組織服務團隊。
3. 團隊成員的責任與訓練。
4. 活動計畫書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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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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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11 名學生參與課程。

5. 團康活動的發想及帶領。
6. 溝通的技巧與說話藝術。
7. 領導能力的培養。
8. 服務回饋與工作檢討。

五、服務學習成果分享──實務探討及課程提升
 目的：
本校實施服務學習與勞作教育課程多年，成果豐碩，特邀請三位他校相關領域之老師前
來本校進行成果分享與交流，進行「服務學習實務分享」、「社會需求與服務學習的對
話」與「建構符合課程特色的服務學習方案」分享，以激盪出本校教師更多元的巧思與
創新，使課程更為盡善盡美。
此成果分享主要在於幫助教師規畫並完善課程內容，短期目標為提升學生學習及服務的
興致；長期目標則希望能讓學生將服務融入生活，於往後進入社會後能持續從事並推展
服務大眾的工作，乃為此課程之最大成效。

 對象：
全校教師。

 時間：
106 年 7 月 6 日，上午 08:00 至下午 16:30。

 課程內容：
[專題講座一] 服務學習實務分享

[專題講座三] 建構符合課程特色的服務學習方案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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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講座二] 社會需求與服務學習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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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服務學習暨勞作教育基礎訓練
 目的：
依本校規定，106 學年度入學之日間部四技一年級同學，服務學習為其畢業門檻。為使
同學能迅速了解志願服務暨服務學習/勞作教育之內涵與作法，擬遴聘專家學者蒞校演
講與經驗分享，以完成基礎訓練，俾利同學後續服務學習及勞作教育之實行。

 對象：
本校師生。

 時間：
106 年 9 月 6 日至 9 月 7 日，上午 10:00 至下午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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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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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106 年 09 月 06 日(三)

時間

106 年 09 月 07 日(四)

10:00-12:00

志願服務的內涵-洪禮錝

10:00-12:00

志願服務的倫理-鄭勝分

12:00-13:00

午餐休息時間

12:00-13:00

午餐休息時間

13:00-15:00

志願服務法規認識-鄭勝分

13:00-15:00

自我了解與肯定-張鴻安

15:00-17:00

志願服務發展趨勢-汪友蘭

15:00-17:00

志願服務經驗分享-張鴻安

17:00

明日再相會

17:00

結業式

 成果：
完成基礎訓練課程者，由新北連青年志工中心核發基礎訓練證書，共 348 人通過訓練。

七、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服務學習暨勞作教育實作課程：勞作教
育
 目的：
1. 增進學生參與學校事務，以落實愛校精神並促進學生人際關係。
2. 培養學生勤勞美德與榮譽感、責任感，養成良好生活習慣，對校園環境提供應盡之
義務。

 對象：
日間部四技一年級學生，必須修習二學期，學生身體有肢障或特殊原因，依實際狀況，
作適當之調配，若狀況特殊由系主任同意並經院長核准者，得予免修；轉學生已於他校
修過勞作教育及格者得抵免。

 時間：
每週二小時，以班級為單位實施。每班上學期施作二次，下學期一次。

 工作範圍與規定：
1. 勞作區域：公共區 各系館週邊 校園環保其他勞作服務性之工作。
2. 勞作教育為畢業門檻，通過者始得認證 6 小時。

認證，服務學習中心協助後端登入。
4. 凡學生因故不能出勤勞作教育者，得補做勞作教育時數。

 成果：
共 15 班，約 476 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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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每學期時數，依學生出席簽到退及繳交勞作教育反思表 1 篇。勞作教育成績由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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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融入服務學習概念之專業（通識）課程
 專業課程一：時尚服裝創意設計(一)（化妝品應用系）
將課堂上學習到的時尚與美學，色彩與人的搭配。也可增進學生去實踐服務的精神，與
如何照顧人。里民社區內有些環境區域，需要被美化與更新。學生們課堂上所學的時尚
與美學理論，將會運用到現實的服務環境。經過學生們的巧手佈置與改造，將使社區改
頭換面，會有新的視覺美學形象產生。里民看到社區被美化，會相當的開心。

 專業課程二：計算機概論（電機工程系）
老齡化的社會即將到來，很少人會想到要去關心年紀大老人的生活與心情。利用專業的
服務學習帶領學生去付出，給與社會灰暗角落的老人一絲燈光。選擇服務華新里的老人
家們，服務住在社區中的這些老人們。讓學生了解與熟悉資訊技術以及精通電腦相關品
質之觀念。希望學生透過所學探訪有需要人士，應用與做出種種對社區具意義的服務。

 服務地點：
新北市中和區華新里。

 通識課程二門：從服務中提升生命的教育、從服務中體驗生命的饗宴
本課程之開設主要是以創新的教學模式，透過非營利機構之服務，應用經驗教育的精神
與技巧於生命教育上，誘之以有趣的主題，連結學生既有經驗，使其立即體覺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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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趣味性與實用性，爆發學習動能，參與投入於教學活動中，不斷與教學目的相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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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達到潛移默化的學習效果。

 服務活動或單位：
2017 年第三屆飛龍盃烘爐地馬拉松、愛愛安養院。

 成果：
共 4 班，約 114 人參與。

九、青年志工特殊訓練（社福面向）
 目的：
本校 106 學年度入學之日間部四技同學，已陸續完成志願服務基礎訓練（12 小時），
擬再進階辦理青年志工特殊訓練，並為完成前揭兩項教育訓練之同學申請志願服務紀錄
冊，以增進本校志工培力訓練之成效。

 對象：
本校已完成志工基礎訓練之學生皆可參加。

 時間：
106 年 11 月 13 日、11 月 20 日，下午 12:30 至 17:30。

 課程內容：
106 年 11 月 13 日(一)

時間

12:30-13:00

報到

12:30-13:00

報到

13:00-15:00

社會福利概述

15:00-16:00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業務簡介

16:00-17:00

志願服務工作內容說明及實習

17:00-17:30

結業式

13:00-15:00 性別平等教育及性騷擾防治
15:00-17:00

17:00-17:30

家庭暴力防治
心得分享

 成果：
共 78 人通過特殊訓練，55 人取得志願服務紀錄冊。

106 年 11 月 20 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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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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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106 服務學習社校外淨山活動
 目的：
以愛護環境為本，從爬山訓練耐力，透過巡山員的帶領、體驗巡山員淨山之辛勞，並落
實服務學習的目標。

 對象：
本校對淨山服務有熱忱之學生皆可參加。

 時間：
106 年 11 月 27 日，上午 08:30 至下午 16:30。

 地點：
新北市八里觀音山林梢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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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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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行程內容

地點

08:00-08:10

集合

華夏科大正門

08:10-09:15

交通時間

華夏科大至觀音山

09:15-10:15

報到與工作說明

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10:15-12:45

巡檢環境

觀音山林梢步道

10:45-13:30

用餐

八里左岸

13:30-15:10

心得分享

八里老街

15:10-16:30

賦歸

觀音山至華夏科大

 成果：
共 10 名學生參與淨山服務。

十一、服務學習成果觀摩與分享
 目的：
藉由主動參與有系統的服務性學習經驗，將學習領域擴充至校園教室情境之外的社區，
促使學生在真實生活情境之中學習應用學校中所學的知能，學習參與社區事務、貢獻己
力、關懷他人，以符合社區真正的需求。既可為社區提供有意義的服務，同時亦可增進
學生個人有意義的學習。
本年度「服務-學習經驗分享活動」以外聘講師分享他校服務學習執行的方式與成果，
希冀促進本校師生對於服務學習業務之推動更具信心與期許，藉由推展服務學習實務經
驗分享，達到與會師生之共鳴。

 對象：
全校師生。

 時間：
106 年 12 月 14 日至 12 月 15 日，上午 09:00 至下午 17:30。

 活動內容：
[專題講座一] 服務學習的多元合作模式

[專題講座三] 服務學習經驗分享
靜態成果展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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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講座二] 服務學習發展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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