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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0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服務學習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105 年 1月 6日（星期三）下午 1時 30 分

地 點：蘭潭校區行政中心 2樓第 1會議室

主 持 人：艾副校長群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列 席 者：詳如簽到表

記 錄：林組員芝旭

壹、主席致詞

貳、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決議：洽悉，同意備查。

叁、工作報告

一、本學期執行「第 3 期區域教學資源整合分享計畫─教學增能計畫第 2 階段

(104 年度至 105 年度)」及「弱勢起飛計畫」，辦理服務學習相關講座、活

動或成果發表會共計 18 場次，總計參與人數約 1,200 人，活動一覽表如附

件一。

二、本校 104 學年度服務學習競賽預定於 105 年 5月 13 日(星期五)辦理，將推

薦競賽成績優良之學生團體參加 105 年 10 月雲嘉南地區服務學習競賽。

三、學務長補充說明：104 學年第 1學期共計 39 案申請多元服務學習計畫，其

中 7 案因經費來源以學務處學生公費及獎勵金項下支應辦理行政庶務，應

屬勞動型生活學習生，不予通過或不予受理，另有 1案自行撤案，餘 31 案

經委員審查通過。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本校申請 104 年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服務學習獎勵計畫一案，請准予備查。

說明：

一、本校 104 年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服務學習獎勵計畫共計申請「績優學校」

及「績優教師」兩項，其中績優教師部分推薦教育學系陳美瑩老師。

二、相關備審資料分別以 104 年 9 月 18 日嘉大學字第 1049004517 號及 104

年 9月 24 日嘉大學字第 1049004623 號函提送教育部在案，請准予備查。

決議：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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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案由：多元服務學習計畫書委員審核流程，提請討論。

說明：

一、現行多元服務學習計畫書審核流程摘述如下：

(一)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以下簡稱課外組)收到各單位計畫書(紙
本)，進行初步檢核，資料不齊者退件補正，計畫宗旨不符服務學習精神
者不予受理，其餘按件編碼。

(二) 依學生事務長推薦之委員順序，將提案審核表(紙本)分送第一位及第二位
委員審核。若其中一位委員審核不通過時，再送第三位委員審核。課外

組彙整委員審核意見，發送審核結果通知(紙本)。

二、據統計，104 學年第 1 學期共計 39 案申請，平均每案審核時間(自收件

日至發送審核結果通知)約為 10 個工作日，分析其原因常為紙本公文跨

校區傳遞、轉請系辦轉交時遺漏或延誤。

三、為避免紙本傳遞之疏漏、響應節能減碳，並考量各委員已熟悉審核流程，

建議爾後審核方式採用半電子化，各案計畫書及審核表由課外組以電子

郵件寄發至各委員信箱，委員只需印出審核表並核章或簽名，以掃描電

子檔或紙本公文傳遞送回課外組。

決議：同意採用半電子化審查，並請課外活動指導組研議線上審查軟體之應用

或與電算中心研議電子化審查相關事宜。

提案三

案由：104 學年度第 1學期多元服務學習計畫複審，共 6案，請審議。

說明：

一、截至本會議開會日，已辦理完畢之計畫共 10 案。依規定各計畫應於結束

1 個月內提送成果報告並備齊志工聲明書，提送本委員會審議，否則視

為審核不通過。

二、已備齊資料並於期限內提送複審之案件如下：104-1-2008 財務金融學系

「財務金融實驗室與資料庫維護」、104-1-2010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服

務學習體驗」、104-1-1018 學生事務處「96 周年校慶典禮活動」、

104-1-1004 學生事務處「教育部補助情感教育課程計畫-無礙懂曖享受

愛」、104-1-2018 食品科學系「產品研發」、104-1-1017 台文中心「第

11 屆嘉義研究暨嘉義市城隍廟建廟三百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複審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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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覽表如附件二，請審議。

決議：6案均審議通過。另請各單位爾後留意成果報告提送時限，並注意各計畫

應於活動前提送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方可據以執行。

伍、臨時動議

臨時提案一

案由：有關大一服務學習分數評量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校大一服務學習評量方式自本學年度起改為分數評量，惟現行服務時

數登錄表之表現評比欄位為質化指標(優、良、尚可、待加強)，建議修

改為分數評比，以利大一導師評分時參考。

二、雖服務學習需填寫反思及問卷，但難以確保學生填答率，建議服務學習

輔導長加強稽催或可全班統一至電腦教室填答。

決議：服務時數登錄表之表現評比欄位配合修改為分數評量，下學期重新發放

時加強宣導，並請課外活動指導組加強辦理服務學習輔導長之培訓及督

導功能。

陸、散會

下午 14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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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年度服務學習相關活動一覽表

類別 日期 活動名稱 人數

服務學習

講座

104.9.22 蘭潭服務學習輔導座談會 50

104.9.23 民雄服務學習輔導座談會 22

104.10.28 服務學習講座（一）：我所看到的舊鞋救命 80

104.11.25 服務學習講座（二）：大手小手醫起來 73

104.12.10 服務學習講座（三）：愛樂喜樂的服務樂趣 70

104.12.15 服務學習講座（四）：服務學習的態度及分享 63

健康運動

講座

104.11.4 健康運動知能講座：瑜珈體驗 90

104.11.26 健康運動知能講座：蘭潭後山健走 55

104.12.8 健康運動知能講座：肌力有氧 40

104.12.18 健康運動知能講座：拳擊有氧 40

禮賓大使

訓練活動

104.7.4 禮賓大使暑期訓練 43

104.12.5 禮賓大使體驗營 81

身障生志

工座談

104.10.28 輔導學伴工作說明會(一) 25

104.10.29 輔導學伴工作說明會(二) 25

104.11.4 輔導學伴工作說明會(三) 11

知能講座

實作訓練

104.9.23 CPR+AED 急救實作訓練 55

104.12.2 CPR+AED 急救實作訓練 224

其他 104.9.30 103 學年度服務學習競賽暨成果發表會 154

合計 1,201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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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服務學習複審案件一覽表

案件

編號
辦理單位 計畫名稱 期程

志工

(人)

報告繳交

日期

104-1

-2008
財務金融學系

財務金融實驗室與資

料庫維護

104.10.1~

104.12.31
4 104.12.10

104-1

-2010

生物農業科技

學系
服務學習體驗 104.11.7 10 104.12.17

104-1

-1018
學生事務處 96 周年校慶典禮活動

104.11.2~

104.11.7
25 104.12.7

104-1

-1004
學生事務處

教育部補助情感教育

課程計畫-無礙懂曖

享受愛

104.10.1~

104.12.31
57 104.12.16

104-1

-2018
食品科學系 產品研發

104.9.1~

104.12.10
15 104.12.18

104-1

-1017
台文中心

第11屆嘉義研究暨嘉

義市城隍廟建廟三百

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104.4.1~

104.11.30
20 104.12.31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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