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正大學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
第十九次會議記錄
時
間：104 年 09 月 22 日（星期二）12 時 30 分
地
點：共同教室大樓 121 會議室
主
席：梁主任贊全
出席人員：江委員舒欣、伍委員秀英、沈委員芯好、施委員慧玲、張委員秀蓉、陳委員浩
仁、陳委員毓璟、陳委員清榮、黃委員田穎、劉委員偉名、謝委員佩君、羅委員
俊瑋、蘇委員雅蕙（依姓氏筆劃排序）
列席人員：郭美香小姐、塗柏柔小姐

壹、主席報告：
貳、宣讀第十八次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會議紀錄
決 定：通過。
參、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案

由：103 年度 06 月至 09 月服務學習課程執行狀況報告。

說

明：

一、 學系服務學習課程部分：
（一） 設置「輔導員組長」一職，置 4 名資深輔導員擔任之。期能
即時協助輔導員進行學系服務學習之帶領，並按月定時向承
辦人匯報輔導情形。為確保輔導員組長貫徹服務學習理念，
併同社會服務學習助理一同培訓，同時達到雙向互通之意。
（二） 9/12(六)首次由輔導員組長擔綱辦理「學系服務學習輔導員
職前培訓活動」，說明服務學習理念、輔導員須知、帶領輔
導員反思討論。本次活動共計 29 位輔導員與助理參加。
（三） 104-1 學系服務學習課程共計開 36 班，開課老師計 34 位，
學系服務學習輔導員計 39 位。
二、 社會服務學習：
（一）社會服務學習課程情形：
1、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選修人次為 632 人，其中社團-學期型
36 人、社團-暑假型 60 人資料尚未到齊。
2、 其餘 536 人中，服務學習完成狀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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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人表明不需要服務學習時數故未完成、6 人申請延後服務。
※服務學習講座最晚可於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完成。
3、 服務學習系列講座辦理情形：104-1 擬開設 9 場講座，限
制每人至多報名兩場正取講座、登記一場候補，前一天公
佈進場名單，候補者得於講座開始補位。
（二）社會服務學習助理情形：
1、 104/06/27、28 辦理「103-2 助理第四次工作坊暨 104-1
新助理培訓」
，參與人次 29 人。
 認識助理所需知能，深入討論角色定位與分析。
 透過高齡趨勢及其衍伸議題，分享社會照顧法規及他
國借鑑，藉此練習換位思考。並在第二天安排實際走
訪長青村，進入倡導「老有所用」的場域，思考其中
可能會產生的問題。
 將服務學習連結社會企業與創新，鼓勵助理不畏懼於
自我挑戰、嘗試找到解決現況的最佳解。
2、 104/09/18 辦理 104-1 第一次助理工作坊「反思議題設計
討論」
，參與人次 23 人，每人先思考與自己單位相及的新
聞議題，據此練習制定全學期反思計畫，將服務學習計畫
的觀看角度帶入較宏觀的思維。
決

定：洽悉。建議加強教師與輔導員之間的連結，培訓活動開放教師

參與，使服務學習理念得以確實傳達，亦可視為諮詢資源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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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提案討論
提案討論一
案

由：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社會服務學習-校外合作單位服務活動執
行計畫，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依服務學習課程執行要點規定提交推動小組審查。
二、提出單位資料請見附件一，頁 14：
（一） 傳愛浸信會
（二） 崇禮文教基金會（嘉義區）
（三） 創世基金會（嘉義分院）
（四） 仁愛之家
（五） 得勝者教育協會（嘉義辦公室）
（六） 國家廣播文物館
（七） 紫荊生態藝術村

決

議：

一、 國家廣播文物館既已在課程中合作，建議提供方案所需服務內容予
課程選修學生參考討論，毋需另開計畫；紫荊生態藝術村建議調降
人數至 15 人，以減輕回饋與反思負擔；其餘單位照案通過。
二、 建議成果資料整理後並上網公開，以利同學選擇服務方案，同時呈
現本校服務方案的多樣化。
提案討論二
案

由：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社團服務學習活動執行計畫，提請 討
論。

說

明：
一、依服務學習課程執行要點規定提交推動小組審查。
二、社團服務學習活動請見附件二，學期型申請資料請見頁 44：
（一） AO 生命品格教育社
（二） 青綠社
（三） 臨界點工作室
三、社團服務學習活動（寒假型）申請資料請見頁 75：
（一） AO 生命品格教育社
（二） 十字軍急救服務社
（三） 中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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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北友會
（五） 竹友會
（六） 花友會
（七） 南友會
（八） 雄友會
（九） 彰友會
（十） 蘭友會
（十一） 雲嘉會
（十二） 桃聯會
（十三） 康輔社
（十四） 臨界點工作室
決

議：

一、 通過。
二、 學期型營隊中，建議青綠社之環保理念推廣可擴及校內。
三、 社團服務活動所提參與人數不宜過多，請各營隊忖量，將認證服務學習時
數之人員總量控制在服務對象人數 1/2 以下。
四、 務必確保各營隊帶領人受完整培訓，使活動得帶入服務學習內涵。
五、 建議可考慮辦理社團服務學習成果展，以強化社團之帶領。
提案討論三
案

由：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補行申請社團服務學習活動「4 的 n 次方
無國界創新服務計畫」，提請 討論。

說

明：本服務計畫由臺灣綜合大學系統（成功大學、中山大學、中正
大學、中興大學，以下簡稱「臺綜大」
）聯合提出，主要招募臺
綜大本地生及外籍生志工，一同進行國內之志工服務，詳細服
務方案內容請見附件三，頁 308。

決

議：通過。

提案討論四
案

由：修訂「國立中正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
，提請 討論。

說

明：依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第十八次會議決
議通過：重考生視同轉學生，如曾於他校完成服務學習相關課
程，得檢具證明文件申請抵免。又，根據本小組第六次會議決
議，學系服務學習一律不得申請抵免。以上修正案，詳見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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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對照表（附件四，頁 323。）
決

議：寫明「學系服務學習不得抵免」，修正後條文請見附件 A。

提案討論五
案

由：修訂「國立中正大學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設置要點」
，提請
討論。

說

明：因應本校組織規程業奉教育部 103 年 1 月 21 日臺教高（一）
字第 1030007689 號函核定 103 年 2 月 1 日生效，「國際交流事
務中心」更名為「國際事務處」
，爰修訂本要點相關文字。檢附
修正案條文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如附件五，頁 330。

決

議：通過。

提案討論六
案

由：為因應本校「學生兼任助理權益保障處理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之頒訂，學系服務學習及社會服務學習課程相關人員之
身份判定及經費核給方式，請 討論。

說

明：
一、 依教育部 104 年 6 月 17 日頒訂「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
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分為「學習型」（屬課程
學習或服務學習）或是「勞動型」（有對價的僱傭關係），本校
亦爰此訂定相關法規，並於 104 年 8 月 25 日第 420 次行政會
議討論通過。
二、 本校學生依身份類別不同，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一） 教學學習助理：依教務處「教學學習助理制度實施準
則」實施。適用對象為本校在學學生並實際擔任以課程學習
為主要目的之教學學習助理（以下簡稱「教學助理」）
，含括
一般課程、實驗課程、通識課程、英外語課程、遠距（數
位）課程等類別。
（二） 行政學習助理：依學生事務處「行政學習助理輔導準
則」實施。適用對象為本校學生有志參與學校公共事務之
「行政學習助理」，由行政學習輔導單位提出申請。僅為獲
取報酬而無學習意願者，不適用本準則。
（三） 勞僱型：適用具對價僱傭關係之學生，屬勞工身份，需
由用人單位提出勞動契約專簽申請，學生權利則依勞動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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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實施。其可能增加之相關經費（勞、健保、勞退金），由
各單位自行吸收。
三、 服務學習聘用之學生助理如列：
（一） 學系服務學習輔導員：帶領學系服務學習課程學生反
思、確保學生服務狀況，並按期填寫雙週誌。人員由教師指
派任用，通識中心統一培訓與核薪。
（二） 學系服務學習輔導員組長：自資深輔導員中遴聘，通識
中心培訓與核薪。協助關心輔導員帶領學生情形，整理各輔
導員雙週誌，另需舉辦一學期三次之輔導員職前訓練及工作
匯報、分配協助籌辦社會服務學習工作坊，併同社會服務學
習助理組長一同培訓。
（三） 社會服務學習助理：自修習過社會服務學習之學生公開
遴聘之。需洽談合作單位、撰寫計畫書、分組籌辦助理培訓
及協助社會服務學習相關事務，其中亦分別指派組長、跟課
大助教等不同職務，皆須按期填寫雙週誌。
（四） 社會服務學習兼任助理：由博士班或高年級學生研究生
兼任之。協助服務學習課程前後問卷施測、統計、報告，學
期間亦協助通識中心辦理培訓與回饋。
四、 服務學習各類學生助理之聘用擬以下幾種方式進行：
（一） 學系服務學習輔導員因隨班協助，擬由各系教師提出教
學學習助理申請、通識中心整理審核之。
（二） 學系服務學習輔導員組長擬申請為行政學習助理，由本
中心提出學習計畫申請之。
（三） 社會服務學習助理及社會服務學習兼任助理統一申請為
校定 0 學分課程「7000888 社會服務學習」之教學助理，其
中跟課大助教同步由授課教師向開課單位提出申請與審核。
五、 檢附相關表件如附件六，頁 333。
決

議：照案通過。

伍、散會：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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