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務學習教育簡介

報告人：服學組組長 康筆舜

僑光科技大學



111學年度服務學習教育
包含服務學習課程及勞作教育課程

服務學習課程與勞作教育課程採上

下學期對開方式，上學期修習服務學習

課程學生，須於下學期修習勞作教育課

程；上學期修習勞作教育課程學生，須

於下學期修習服務學習課程。



111第2學期修習勞作教育課程班級：

企一忠、國亞一忠、國歐一忠、財一忠、財一孝、
法一忠、法一孝、科一忠、科一孝、多一忠、多

一孝、創一忠

勞作教育課程簡介及實作選填說明會

合併第1.2週課程於2/22日5.6節由任課教師
實施班級授課。請TA於2/14日

(二)12:00~13:10到明誠樓012會議室研習。



千禧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是在2000年
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上提出的8項國際發展目標，並在聯合國千年宣
言中正式做出的㇐項承諾。所有189個聯合國成員國（現為193個）
以及至少23個國際組織承諾將幫助在2015年前實現以下發展目標

1.消滅極端貧窮和飢餓

2.實現普及初等教育

3.促進性別平等並賦予婦女權力

4.降低兒童死亡率

5.改善產婦保健

6.與愛滋病毒/愛滋病、瘧疾以及其他疾病對抗

7.確保環境的永續性

8.全球合作促進發展



3 分鐘瞭解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oyHomebdOM



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接替「千禧年發展目標」（MDGs）的「全球永續發展目標」(SDGs)











服務學習教育緣起
志願服務在全球已普遍成為公民參與和實踐公民責任

的新策略，在大學校園中結合社區服務和學習目標的

服務學習方案，已推展多年，近年更積極推展「大學

社會責任(USR)」是當前服務學習的重要理念。

台灣極早就已有勞作教育或類似服務教育之做法，但運

用服務學習之概念推動教育並進而成為一種新的教學法，

其歷史尚屬年輕，但隨著社會對高等教育的期望提高，

各大學一直朝向在地深耕、民主深化、地方創生，大學

與社區合作的方向前進，號召公民參與為目的。
這是20張真人真事且充滿正向力量的感人照片，當你陷入低潮，或缺乏動力的時候，

打開來看看吧，尤其是最後那幾張…

http://i.eqxiu.com/s/AQYisGQB?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服務學習教育的意義
• 服務學習應是一種經驗教育的模式，透過有計

劃安排的社會服務活動與結構化設計的反思過

程，以完成被服務者的目標需求，並促進服務

者的學習與發展。--（Jacoby, 1996）

• 其中的社會服務的「社會」可以是學校、社區、

社會、國家或全球。而結構化設計的「反思」

過程可在課內，也可以在課外由服務者與被服

務者一起進行反思。



服務與學習的各種不同關係

美國學者西格蒙(Sigmon)
– 課程實習類似第一種型態，以學習為主；

– 志願服務、社區服務類似第二種型態，以服務
為主；

– 勞作服務則似第三種型態，純粹是服務；

– 服務學習則屬於第四種型態，服務與學習等量
齊觀



勞作教育的推動

勞作教育目的：體驗群體互助的行為，為自身生活
環境提供當盡之義務，如協助校園美化環境，盡己
之力，為團體服務。

勞作教育是很多學校於大一學生所規定修習的「必
修」課程，實施重點在於清潔校園，學生安排於早
上或中午非上課時段，進行固定區域的清潔。本校
採滾動式檢討與永續發展目標連結，從中學到永續、
環境及生態、文化等素養導向培育。

實施規劃：一學期，必修，1學分，每週一小時。



勞作教育課程實施對象

四技一年級學生及轉學生(入學第一年)

均須接受服務學習教育，未及格者必須

重修。

身心障礙或特殊狀況之學生，可於規定

時間內(開學後一週內)附相關文件證明，

向本組提出申請，其服務實作依實際情

況適當調整之。



課程實施方式

課程規劃實施分課堂學習、服務實作與課程

討論反思及慶賀活動三部份。

–課堂學習教育：內容實施方式循往例辦理，課程

部分加強永續發展目標SDGs概念(線上學習)及大

學社會責任推動，分析校內外實作場域特性，請

鼓勵學生選填校外機構服務。

–服務體驗實作：實作內容分為勞作教育與服務學

習課程採上下學期對開方式，上學期修習服務學

習課程學生，須於下學期修習勞作教育課程；下

學期修習服務學習課程學生，須於上學期修習勞

作教育課程。



課程實施方式
課程討論反思及慶賀：
– 課程討論反思分享活動，期望能以課堂所學的理
論為自己在服務中所看到的問題提出解決方法，
引導了解與省思其服務經驗與感受，澄清服務經
驗背後所隱含的意義與價值。

– 而慶賀為一分享過程，讓學生、單位（機構）或
被服務對象、以及教師一起分享彼此的學習與成
長，透過角色的扮演、自我分析反省的反思歷程，
有助於學生價值觀之澄清與建立，學生也可藉此
看見自己的服務成效，建立自信心，慶賀更有助
於關懷文化的建立。

服務實作中隨時留下紀錄（相片、攝影、服
務週誌），以利服務結束時服務心得製作。



課程實施方式
反思學習活動是服務學習達成教育目標最重
要的因素，是服務學習與社區服務最大不同
的地方，可設計結構化的反省活動，如：撰
寫服務日誌、研讀與服務對象有關的專書、
小組討論、研究報告等。

把握經驗學習週期：
– What？(我做了哪些服務？)
– So What？(這些服務帶給我的意義與學習？)
– Now What？(未來我將如何運用所學？)

沒有反思就沒有學習，「反思」是
服務學習的靈魂。



結語

在勞作教育過程中必須做的事情，
就是將所見所為與所學連結再一起
，我們服務的當下，可能並不了解
自己學到了甚麼，但是當你把它們
串連在一起，並認真思考時，就能
深切體認發生了甚麼改變。



服務學習組

網址位置：僑光首頁（行政組織）
→學務處→服務學習組

網址：https://service.ocu.edu.tw/app/index.php

辦公室位置：明誠樓017辦公室
電 話 分 機：1320、1325
主 要 業 務：服務學習教育

專業課程融入服務學習





就是這裡



推展
服務
學習
教育

專業
課程
融入
服務
學習

服務學習的特色
注重反思
從做中學
促進學生應用所學知能去服務他人
培養學生關懷弱勢、服務社會情操
強調從服務中獲取知識，並藉由服
務的過程中去學習

首頁





勞作教育「選填」注意事項：

勞作教育選填調查表於112年2月13日上網公告。
勞作教育實作預定於112年2月15日19：00至2
月17日15：00時開放同學上網選填服務之區域；
並於2月22日前將考評表繳回服學組(無法列印
者請於期限前到本組處理，逾時繳回加服務1
小時)，並自第3週起(2月27日)分兩階段擇一
依選填時段開始服務，至112年6月9日前需完
成應服務時數7小時。敬請於公告期限內上網
選填，逾時未服務及未完成服務時數者需補做，
以免成績不及格。



勞作教育「選填」注意事項：

上網選填志願送出後，請確認是否有
衝堂問題(選下午時段第8節、選星期
五第1節不能有課，否則取消服務資
格)，在選填期間如欲更改請親自至
服學組辦理，選填截止後不再接受更
改，未選上服務區域者，服務成績以
零分計，如有問題請於上班時間至本
組洽詢（27016855＃1320）。



勞作教育選填流程：服
務學習組首頁→線上選
填系統→勞作教育課程
選填系統→輸入學號及
密碼→選取區域→送出。

勞作教育線上選填系統



「勞作教育課程」頁面
選填前請先查看可供選
填之「時段區域」



「勞作教育課程」頁面
選填前請先查看可供選填之
「時段區域」



勞作教育實作區域劃分

早中時段(07:40-08:10及12:10-12:40)
兩個時段；一個區域~早中打掃同一區域
一般公用教室：51間

下午時段(16:30-17:30)
一個時段；兩個區域~兩間教室：29區

(16:30-17:00先打掃相對應走廊，17:00-17:30
打掃教室)



就是這裡



就是這裡

請假 補做申請



「推展e化系統」- 勞作教育課程

1.先至服務學習組網站首頁
，點取「勞作教育課程選
填系統」。

2.進入選填首頁後，填上帳
號(學號)及密碼(生日)，
再登入。

3.進入系統後，先瀏覽學生
想要選取之單位，確定選
擇單位後，再按其後方的
「選取」。

4.系統會確認您所選擇單位
，若確認請按「確認送
出」，即是您此學期需完
成服務的單位。



選填前請先上網測試，未看到此畫面表示系
統無資料，請儘速至服學組加入，未加入無
法選填自行負責。(只有第一次看得到)







就是這裡



就是這裡



就是這裡 1

2

3



確記：看到
這個才算選填
成功



1.先修改基本資料後再下載「工作考評
表」列印繳交

2.要開始印考評表的請轉知先上網看清
楚格式,因電腦版本不同,列印前請先查
看,是否為一頁,表格有無跑掉
https://adm01.ocu.edu.tw/var/file/27/1027/img/999/750018973.pdf

1

2



勞作教育實作時間（第3週開始）
一、為配合學校政策，勞作教育以支援校園環境清潔為首需，本

組已規劃每日兩個時段：1.「07:40-08:10及12:10-12:40」與2.
「16:30-17:30」供同學上網選填。

二、112年2月15日至2月17日自行上網選填，並於2月22日前將考
評表繳回服學組(逾時繳回加服務1小時)，並自第3週起(2月27日)
分2階段依選填時段開始服務，至112年6月9日前需完成應服務
時數7小時。敬請於公告期限內上網選填，逾時未服務及未完成
服務時數者需補做，以免成績不及格。

三、請依選填時段服務，未依選填時段服務超過4次者，則取消原
時段服務資格需重修。因故不能服務者需事先向本組請假(不扣
分)，並完成補作(以4次為限)，請確時依選填時段及範圍服務，
如有欠缺時數者請於前後㇐週內補作完畢，逾時不能補作。

四技一年級修習「勞作教育」課程注意事項：



勞作教育實作時間（第3週開始）
四、服務實作成績評定：以缺曠次數、實作態度、守時、

配合度、認真度、主動性、工作效率等作為評量基準。
五、選填下午16:30-17:30時段打掃教室，16:30-17:00先打

掃相對應走廊，17:00-17:30打掃教室。
六、每次服務前需先至本組取用小水桶及抹布（使用
後清洗乾淨帶回本組放置），並依規定時間到服務
地點取用打掃工具至分配教室及區域整理。

七、每次服務完畢，打掃用具整理乾淨放回原處後，
務必立即至服學組簽章，否則服務時數不予採記登
錄。嚴禁代替簽章，一經發現依校規處理並取消服
務資格。





成績評訂方式
依「學生學籍規則」辦理。

服務學習成績評定係依據學生平時應到
/實到/缺曠次數及請假次數(包含事假、
病假、公假、喪假)及實作態度、守時
性、工作效率、愛惜公物、配合度、主
動、心得報告及其他之加權總和評定學
期總成績。服務實作評分表格，請參閱
服務學生「單位服務評核表」、「校園
美化評核表」。



成績考評項目

課堂學習、課程討論反思分享（出
席率及心得報告）由授課教師規定
評核。專題講座心得及服務實作心
得由教學助理收齊送任課教師評量，
佔總成績30% 。

上網授課(6小時)佔學期總成績30%。
(期中考成績)

勞作實作佔總成績40%，受服務單位
督導依評核表項目考核。



「服務學習」教育期末實作心得實施與評量規定

(一)依據：本校學生服務學習實施要點辦理。
(二)目的：藉完成校園及週邊社區環境美化、校內行政及教學單位、

校外社服機構、社區國中小學校與醫院等服務後，抒發個人心得，
除讓學生再次深入思考服務的精神和價值，並體驗生命的美好外，
學校亦可瞭解學生服務的過程與體認，並作為執行評估與未來政
策規劃的參考。

(三)實施方式(本項成績【含課程討論反思、心得分享】佔服務學
習成績總分20％以上)

1.對象：凡參加「服務學習」課程同學皆須繳交。
2.內容：敘述須包括服務機構、地點、對象、人數、服務工作內容

以及服務過程中的感受和收穫(如實作心得表單)。除文字撰寫感
想外，需附上服務相片或短片，亦可以製作ppt檔簡報處理。

3.繳交方式：請同學於15週上網撰寫勞作教育實作心得一篇後，本
組訂於112年5月26日匯出繳至任課教師評量，未於期限前上網撰
寫儲存者以零分計。

4.評分：以100分為上限，未交者以0分計算，逾期繳交者予以扣分
5.獎勵：每學期各班取績優作品數篇送至服務學習組彙整後，經聘

請評審人員評選前三名及佳作者予以頒發獎狀乙幀，獎品乙份。



「服務學習」教育期末實作心得實施與評量規定

(四)一般規定：
1.一律上網撰寫儲存並不得低於五百字，以A4式紙張
下載印出；凡未依規定格式製作者，得拒絕接受。

2.任課教師完成批改後，將服務心得成績與績優作品
送至學務處服務學習組彙整與登錄成績總表。

3.心得報告不得抄襲或侵犯著作權之情事，若有糾紛
悉由當事人負全責，並取消送審資格，另該部份成
績不予計分。

4.各班績優服務心得(書面＋電子檔)若經獲選，學校
有權修改及永久免償使用，並公告於網頁、刊物及
張貼於校園公佈欄，以擴大宣教效果。

(五)經費：由學輔經費或學校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六)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者，得隨時補充修訂之。



「服務學習」教育期末實作心得參考大綱
本篇心得報告要幫助你將這一學期有關校內外服務參與予以分析、反思與統
整。報告包括下列內容：

(1)服務學習期間，我做了什麼?看見了什麼?聽到了什麼?接觸了什麼?

(2)我的所見所聞帶給我什麼感想與思考?學習到什麼?對我有何意義?感觸最
深刻的是什麼？

(3)服務學習期間，遇到哪些困難或問題？你如何面對或解決？

(4)這些經驗對我看事情、看世界、看自己有什麼改變?對自我認知有什麼改
變?我能做什麼?

(5)你從課堂與服務參與中，發現有哪些新問題與論點？

(6)如果﹝服務學習﹞不是必修課，你會選修嗎？如果你不會選修，那麼你
認為你會得到這門課的學習與成長嗎？

(7)為了改善課程，你對﹝服務學習﹞校外機構及相關課程有何建議？

(8)未來如果有機會你是否還會參與志願服務的行列？如果是，又是哪一類
工作？

(9)附件--服務實作中的照片或拍攝短片、ppt檔簡報。

備註：上網電腦打字，務必於期限內繳交資料，另績優作品需再以電子檔
【最好附服務學習照片或短片】傳送給任課教師。

內頁【撰寫參考注意
事項】僅供參考，不
用一定按此條列式撰
寫，112年5月26日前
從這裡上網撰寫500字
以上儲存





內頁【撰寫參考注意
事項】僅供參考，不
用一定按此條列式撰
寫，112年5月26日前
從這裡上網撰寫500字
以上儲存

http://w3.ocu.edu.tw/admin2/st07/course2/login.php 

為響應環保不用再下載
列印



請同學於15週上網撰寫勞作教育實
作心得一篇後，本組訂於112年5月
29日匯出繳至任課教師評量，未於
期限前上網撰寫儲存者以零分計。
(期末時間緊迫，逾時或未上網撰寫
者沒有成績自行負責)，未交者以零
分計。網址：
http://w3.ocu.edu.tw/admin2/st07/course/lo
gin.php

撰寫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