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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組 製作

學生精進勞作教育實作
E化系統操作研習

時間:112年3月22日12:10~14:00

地點:明誠樓012教室



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與發展，網際網路已深深影
響現代人的日常生活、工作休閒等，尤其是新㇐代的
年輕人，各個堪稱是飆網達人。既然學務工作之服務
對象為時下學子，則學務工作亦當不能免俗，配合 e 
世代學生學習所需，順應世界潮流，建立學務行政 e 
化之工作型態。

此㇐ e 化管理與服務之推動，不僅能減少冗⾧的
傳統人工作業流程，提高行政服務效率與品質。另㇐
方面亦能使學生享有更便捷的學務資訊、服務與學習，
加強資源共享，增進數位學習之效果，掌握時代脈動。

發展趨勢

ICT（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sTechnology，資訊通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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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lectronic

何謂E化-其實就是電子化
(electronic)，或稱數位化(或數碼
化digital)。

E化能做到的，是將傳統存放在紙本
上的資料，將之數位化，讓使用者
可以透過電腦有系統的找尋和處理
各種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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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mobilize

何謂M化-M化指的是"mobilize"，
即「行動化」之意。

M化則是讓使用者除了可以在電腦
前找尋和處理資料之外，能夠透過
各種可以帶著移動的裝置，隨時隨
地都能透過這些裝置找尋和處理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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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ubiquious
 何謂U化-Ubiquitous是相當流行的字眼，象

徵㇐個概念－無所不在，意思是藉由各種資
訊產品與網路，實現資訊無所不在的理想世
界。

 U化則是將各項已經E化的資料庫整合，並且
提供使用者各種可以隨時隨地接取這些資料
的裝置和環境，讓使用者需要資料的時候，
不再需要連上網路去找尋，而可以即時的透
過網路取得各式各樣和目前使用者周遭環境
相關的資料。(大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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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ubiquious
 U化是E化、M化之後的第三個階段(2007)。
 U化(網路化、網路行動化、網路無所不在)
 U化的最大意涵，就在於各種資訊的服務將

是跟著人走，使用者將不需要在茫茫的資訊
大海中找尋自己的可用的資訊，只需輕鬆的
點幾個按鈕，就能立刻看到自己需要的資訊。
當各個資料庫都整合在㇐起、基礎設施建置
完善，U化實現之後，也許我們不再需要上
網查資料，而是隨時隨地都能透過各種裝置
取得和自己所在地相關的各種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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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E化願景

經由系統獲得完整的學生事務相關
資訊，提供教師(導師)作為輔導學
生的參考。

學生可以得到即時、透明及便捷的
線上服務，強化行政效率。

學務處工作人員經由E化的完成，可
以有效管理及提供更便捷、多元的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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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E化服務中心
行政服務單㇐窗口
即到即辦、即問即答
提供迅速、確實、滿意的即時服務
整合跨處室校務行政系統
提供各項線上查詢、學習、諮詢等功能
全方位、精緻化資訊服務與諮詢
資源整合--強化網絡支持系統功能
積極主動--建構多重行政支援服務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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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E化服務項目

 學生工讀金管理
 學生獎懲操性管理
 學生差假管理
 學生宿舍管理
 就學減免與助學貸款
 獎助學金管理
 僑陸生輔導管理
 租屋資訊刊登與諮詢

 拾獲物與遺失物處理
 學生社團管理
 導師生互動系統
 衛生保健管理
 學生生活安全管理
 學生兵役管理
 師生諮商輔導
 服務學習教育



服務學習教育

服務學習課程歷經多年發展，制度、成果趨於成熟，惟本校以追求教學卓越、邁向頂尖為
目標，檢視過去制度並規劃嶄新的服務學習歷程與評量機制，將勞作教育與服務學習課程採對
開方式，充實服務學習教育內涵，藉以促進學生學習成效，提升基本核心素養，落實社會公民
責任感的提昇，達成「做中學、學中做」之目的。

工作理念

 鑑於生活教育的重要，期望透過勞作教育培養同學刻苦耐勞的工作態度及服務奉獻的精神，
讓同學透過參與校園環境的維護工作，建立『身體力行，勤勞務實，愛校惜福』的校園文化。

 透過跨院系、採取男女混和編組的方式， 可讓學生能接觸到不同科系、領域及異性的機會，
對於學習人際關係中該有的容忍與體諒會有幫助。並讓學生到不同的地點服務，藉此增進對
校園景物的瞭解，同時學習如何與人共事。

 對自己--希望透過勞作小組⾧的帶領，大㇐學生能夠察覺自身的想法、感受與行動，透過有
紀律的自我要求，達到個人成⾧；對他人--學習以他人的立場處理問題，培養出與人相處共
事的能力；對環境則學習瞭解與尊重環境，並發展出對僑園的情感。由內而外，全面關注學
生在勞作中的成⾧。

 發展全人化特色及愛與服務的精神，結合治學理念與明誠立信之校訓，主動關懷他人、熱心
服務之良好生活態度，將服務學習教育納入學習課程中，在服務的過程中體會生命的意義。

 從實際服務經驗中，學習與發展多元能力，藉此豐富學生學習與反思體驗，從學系、校園出
發，進而關懷社區與服務社會，培養學生熱心公益及服務社群之精神。

工作重點

服務學習課程 勞作教育課程



服務學習教育 服務學習課程 勞作教育課程



勞作實作---補做 學習課程

補做 請假 學習路徑1--原選填系統
按學號產生 按「Logout」再返回

補做 請假 學習 路徑2
掃描QR Code  輸入學號 密碼

http://cc2.ocu.edu.tw/ysp10
5s02/laravel/public_html/
勞作請假及補做區域查詢

補做 請假 學習路徑3--網
頁輸入學號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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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作教育線上學習注意事項
※上網授課(6小時)：內容以基礎志願服務、永續發展目標

SDGs大學社會責任(USR) 、人文素養教育。

1.由本組規畫課程內容，提供同學上網授課並撰寫心
得、感言、心語等儲存。

2.㇐律於4月14日完成線上學習，本組112年4月17日匯
出評量，未於期限前上網撰寫儲存者以零分計。

3.如欲取得學習時數請先登入系統後再觀看本影片。
4.每部影片觀看完畢，即可取得環教時數，重覆觀看之

影片，環教時數只計列㇐次。
3.請勿調整影片時間軸，以免學習時數無法正常列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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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作教育線上學習操作流程

請至服學組首頁「勞作教育課程選填系
統」，輸入學號、出生年月日登入。

如何線上學習?
以路徑1為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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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作教育線上學習操作流程

登入「勞作補做 請假 學習課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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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作教育線上學習操作流程

選擇「線上學習課程」

1 學生-線上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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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作教育線上學習操作流程

1

學生-線上學習

2

1.完成線上學習課程授課
2.撰寫心得、感言、心語等儲存。



勞作實作---補做 請假路徑

補做 請假路徑1--原選填系統
按學號產生 按「Logout」再返回

補做 請假路徑2
掃描QR Code  輸入學號 密碼

http://cc2.ocu.edu.tw/ysp10
5s02/laravel/public_html/
勞作請假及補做區域查詢

補做 請假路徑3--網頁
輸入學號 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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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組E化服務項目



請假類別分為兩種：
1.列入管制請假(不扣分)：最多4次，需事先上網請假

列入管制請假(個人事病假)：如未依選填時段服務超過5
次者，則取消原時段服務資格，如欲完成所有時數，爾
後則每次需改採上網申請補做選填服務。

2.不列入管制請假(不扣分)：需事先上網請假後到服學組核備
不列入管制請假：非個人因素且需出席為主，如迎
新、比賽、參訪、考試、住院、車禍、防疫假

請假期限說明：以「服務日」起兩週內，例如選填服學二同
學，服務日為3/14(二)，則當下可請假日為3/14(二)、
3/21(二)，以此類推。

※同學因故未到請務必上網請假，以免扣分恐影
響成績需重修。(無故未到每次扣實作成績3分)

勞作教育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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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作教育請假補做系統操作流程

請至服學組首頁「勞作教育課程選填系
統」，輸入學號、出生年月日登入。

如何申請請假?
以請假路徑1為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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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作教育補作系統操作流程

登入「勞作補做 請假」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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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作教育補作系統操作流程

選擇「請假申請」

1
學生-請假申請



學生-請假申請

點選請假日期及事由後送出



學生-請假申請



管理員-請假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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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作教育補做系統操作流程

勞作實作分「早中」及「下午」兩
個時段供同學上網選填服務。

 勞作生如因故未能依原選填時段服
務，則須上網請假及申請補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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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欲補做同學人數增多，減少同學排
隊時間，改採網路選填補做方式，敬請欲
補做同學上網申請。

二、「勞作教育補做系統操作流程」如下附圖，
開放補做選填申請時間為服務當日(含)起
算後3天內。

例如：預補做3月15日早中或下午時段，系統
開放申請時間為3月13日至15日止。

勞作教育補做選填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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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當日可補做「總缺額」為簽到表已「取消服務區
域(正取)」，加上當時段未到(含請假)同學餘缺
(備取)，各時段如欲補做同學，請自行估算是否
申請補做。

四、已申請補做，其順位為「正取名額」(選填早中補
作須於當日07:35前；選填下午補作須於當日
16:25前報到完畢)同學，如當時段無故未到或服
務前未請假者，將列入管制名單，需到辦公室說
明原委後，始再開放補做選填系統供申請。

五、補做安排順序採網路申請序號排定，欲補做請提
早利用網路申請以確保權益。



勞作實作---補做 請假路徑

補做 請假路徑1--原選填系統
按學號產生 按「Logout」再返回

補做 請假路徑2
掃描QR Code  輸入學號 密碼

http://cc2.ocu.edu.tw/ysp10
5s02/laravel/public_html/
勞作請假及補做區域查詢

補做 請假路徑3--網頁
輸入學號 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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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作教育補作系統操作流程

登入「勞作補做 請假」系統

如何申請補做?
以請假路徑1為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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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作教育補作系統操作流程

選擇「補做申請」

1
學生-補做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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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作教育補作系統操作流程

學生-補做申請

點選欲補做日期及時段後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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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作教育補作系統操作流程

2

選擇欲「補做日期時段」後送出資料

備註：此欄內容可供參考
「當時段可補做正、備取名額」

再次按「確定」
後才算選填成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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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作教育補作系統操作流程

注意：選填為「正取名額」者，未到會列入管制名單

「當時段可補做正備取名額」

選填後會顯示「目前補作未簽到」，須當日到服學組完成報到
※順位為「正取名額」同學(選早中補做須於07:35前；選下午補做
須於16:25前報到完畢)，無故未到或服務前未請假者，將列入管制
名單，需到辦公室說明後再開放選填補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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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中補做流程
服務時透過電視畫面與預先錄製廣播影音檔播送



37

服務學習組 製作

1 1 0 年 3 月 1 日

早中補做同學
(07:20~3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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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補做同學於07:20~35分間

2.掃描QR Code現
常等候安排服務
區域。

早中補做流程

http://cc2.ocu.edu.tw/ysp105s
02/laravel/public_html/
勞作請假及補做區域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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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組 製作

1 0 8年 1 2月 0 2日

管理者依據學生申請順位勾選完成報到。

管理員-早上排補做(勞作生報到)



管理員-下午排補做(勞作生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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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組 製作

1 0 8年 1 2月 0 2日

各組小組長實施點名及勾選「點名完畢」後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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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組 製作

1 0 8年 1 2月 0 2日

管理者透過電腦螢幕得知各小組長已完成點名及點選
「排補做」作業



管理員-排完補做

補做地點是
1.先進辦公室拿水桶、抹布，再到外面找該

組小組長查問區域位置(已知區域位置可自
行前往打掃)後服務。

2.服務完畢後依往例簽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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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中補做流程07:41完成排補做，補做學生即可透過電視畫面或手機
得知補做區域，系統亦可播放通知補做學生前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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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作教育補作系統操作流程

補做同學可查閱當時段補做區域
當時段本組排補做後，可立即自行掃描 QR Code  

或登入勞作網頁查閱補做區域

http://cc2.ocu.edu.tw/ysp105
s02/laravel/public_html/
勞作請假及補做區域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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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作教育補作系統操作流程

補做地點是
1.先進辦公室拿水桶、抹布，再到外面找該

組小組長查問區域位置(已知區域位置可自

行前往打掃)後服務。

2.服務完畢後依往例簽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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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排完補做網路查詢區域後
，請

，以免掃錯
區域。

早中補做流程



電視牆公告--顯示區域有排補做同學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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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8年 1 2月 0 2日

各組小組長亦可透過點名系統了解區域補做
同學實施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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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作教育補作系統操作流程

補做同學欲返回主頁面，請按學號
產生「Logout」再返回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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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8:00後，水桶、抹布清洗
乾淨帶回服學組，

至外面
始可簽退，將早上簽到欄
補簽，
。

早中補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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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午簽到後直接前往區域
服務，區域清理結束後，水
桶、抹布清洗乾淨帶 回服
學組，

至辦公室外面簽完考
評表，完成服務離開。

早中補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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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補做流程

服務時透過電視畫面與預先錄製廣播影音檔播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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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組 製作

下午補做同學
(16:15~25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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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15~25分間進入辦公
室拿水桶抹布完成報到。

2.掃描QR Code
現常等候安排
服務區域。

下午補作流程

http://cc2.ocu.edu.tw/ysp105s
02/laravel/public_html/
勞作請假及補做區域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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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排完補做網路查詢區
域後，

，以免掃錯區域。

下午補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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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30後水桶、抹布清
洗乾淨帶回服學組，抹
布掛好朝外擺放整齊後
至辦公室外面，始可簽
完考評表離開。

下午補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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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問題請於上班時
間、服務時段至本組或
來電洽詢（27016855
＃1320）。

說明完畢



管理員-查看學生成績



管理員-學生未到名單



管理員-學生預警名單



管理員-學生補做黑名單



管理員-學生取消原時段服務名單



每週星期五下午傳送當週出缺
席記錄給TA群組，請轉知班上
同學。







期末很多同學關心學期成績，本組於期初勞作
TA研習會說明，今再說明評量標準，請轉知同
學知悉，特別提醒服務時數不足扣重分，因此
完成所有服務時數是基本要件。

勞作教育課程學期成績分：
㇐、課堂學習、課程討論反思分享（出席率及心得報告）、

專題講座心得及服務實作心得由授課教師規定評評量，
佔學期總成績30%。

二、上網授課(6小時)佔學期總成績30%。
三、服務實作成績評定：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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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服務單位督導依評核表項
目考核，佔學期總成績40% 。



2.服務實作成績評定細項：基本90分
(1)未依選填時段服務超過5次;則取消原時段服務資

格。
(2)逾時選填或考評表遲交：減3分
(3)服務時老師反應、小組⾧檢查考核：加減1-5分
(4)依選填時段服務全勤無缺失(不含請假)：加5分
(5)選填時段服務遲到、缺席(未請假)者：減3分(次)
(6)服務時有缺失被要求回去加強或登記於簽到表、

考評表者減3分(次) ；服務時表現優異加3分(次)
(7)檢查不合格時數不登錄，缺失3次則算不合格1次。
(8)期末欠缺服務時數3(含)小時以內者：每缺1小
時減10分。



未來展望

未來我們將編寫APP，
讓使用線上服學系統的學生可
以更方便的在手機APP上操
作，管理員可以使用推播功能
來通知學生，並正式上架給服
務學習組使用。



謝
收
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