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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服務學習委員會紀錄 
 

時  間：107 年 1 月 10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地    點：蘭潭校區行政中心 2 樓第 1 會議室 
主    席：艾副校長群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記錄：江汶儒 

壹、主席致詞(略) 

貳、工作報告 

一、105 學年度本校大一及大二辦理校外服務學習總共 13 場次，參與人次達

1,359 人，社團辦理場次共 22 場，參與人次達 3,626 人。 
二、本校「106 學年度服務學習成果發表會」於 106 年 11 月 29 日於民雄校區

大學館演講廳辦理，會中邀請 105 學年度服務學習競賽特優團隊特殊教

育學系、漱音國樂社及國際志工社學生分享服務經驗及傳承，更邀請到

優等團隊指導老師電子物理學系蘇炯武老師擔任專題講座講師，分享服

務學習課程教案及經驗。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案由：擬修正本校學生服務學習競賽施行細則第 4 點，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國立嘉義大學學生服務學習競賽施行細則」第 9 點規定，本細則

經服務學習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二、為更妥善規劃服務學習競賽辦理時間，擬修正本校學生服務學習競賽施

行細則第 4點，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如附件一，頁 3-6）。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案由：擬於 106 學年度服務學習委員會委員中推選 5 位委員擔任 106 年度服務

學習競賽評審委員，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國立嘉義大學學生服務學習競賽施行細則」第 6 點：「評審委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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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長、教務長、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及民雄學務組組長為當然委

員，另由服務學習委員會委員中教師及學生代表委員推選 5 人，其中教

師及學生委員各至少 1 人，共計 9 人擔任評審委員」。 
二、檢附 106 學年度服務學習委員會委員名單（如附件二，頁 7）。 

決議：以無記名方式票選，教師及學生委員代表中共選出 5 人擔任 106 年度      
服務學習競賽評審委員，分別為農藝學系侯金日老師（5 票）、數位學習

設計與管理學習李佩倫老師（5 票）、外國語言學系柯俞臻同學（5 票）、

電機工程學系林靖哲同學（4 票）、食品科學系王羿程同學（4 票）。 

提案三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案由：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多元服務學習活動計畫書複審，共 15 案，提請

審核。 
說明： 

一、依據「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多元服務學習計畫審核施行細則」第 3 點辦理。 
二、本次共有 15 案提送複審，案件一覽表如附件三（頁 8）。 

決議：共有 14 案審議通過，另請教務處綜合行政組一案(編號：105-2-2002)盡快

補件。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論 

一、申請單位計畫中如有預期 KPI 值，可呈現該單位達成情形、計畫特色及

承辦單位初審結果。 
二、申請單位未於期限內繳交計畫成果者，於補件完畢前暫不予受理新案件

申請。 
陸、散會（上午 9 時 3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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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學生服務學習競賽施行細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四、競賽時間 
(一)每年度辦理 1 場次。 

(二)當年度未及參加服務學習

競賽之團體，可於 下年度

參加。 

四、競賽時間 

(一)每學年 5 月份辦理。 

(二)當學年度未及參加服務學

習競賽之團體，可於下學

年度參加。 

調整辦理時間及

修正部分文字。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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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學生服務學習競賽施行細則(修正草案) 

96 年 1 月 3 日 95 學年度學生事務會議訂定 
97 年 11 月 25 日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修訂 

98 年 1 月 10 日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服務學習委員會修訂 
99 年 5 月 18 日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修訂 

100 年 1 月 4 日服務學習委員會審議通過 
102 年 1 月 8 日服務學習委員會審議通過 

102 年 6 月 14 日服務學習委員會審議通過 
103 年 1 月 9 日服務學習委員會審議通過 

104 年 1 月 13 日服務學習委員會審議通過 
104 年 9 月 16 日服務學習委員會審議通過 

107 年 1 月 10 日修正草案 
 

一、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獎勵服務學習表現優異之團體，依據「國

立嘉義大學學生服務學習實施要點」第十條之規定，訂定「國立嘉義大學

學生服務學習競賽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二、參加對象：本校所有實施服務學習活動之班級、社團、系學會、自治組織

或其他團體皆可參加。 
三、競賽內容 

當學年度從事校內外服務學習之計畫書、成果報告、學生學習心得及經驗

分享等資料。資料內容得包括：文字資料、獎盃、錦旗、照片、圖表、電

腦資料及其他相關可供評比之資料。 

四、競賽時間 
(一)每年度辦理 1 場次。 

(二)當年度 未及參加服務學習競賽之團體，可於 下年度 參加。 

五、評分項目及配分（如附表） 

(一)準備階段，佔總分 30%，就服務理念、事前準備、計畫書撰寫、服務內容

訓練等辦理情形評比。 

(二)服務階段，佔總分 40%，就結合專業創新、品德涵養、多元文化素養等服

務內容及效益評比。 

(三)反思及慶賀階段，佔總分 30%，就心得報告、分享及檢討等辦理情形評比。 

六、評審委員以學生事務長、教務長、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民雄校區學務組

組長為當然委員，另由服務學習委員會委員中教師及學生代表委員推選 5

人，其中教師及學生委員各至少 1 人，共計 9 人擔任評審委員。 

七、獎勵方式 

(一) 特優：至多 3 隊，頒發獎狀及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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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優等：至多 5 隊，頒發獎狀及獎金。 

(三) 績優：至多 5 隊，頒發獎狀。 

經出席半數以上之評審委員同意通過，獎項可從缺。 

得獎團隊指導老師得推薦至多 2 人予以敘獎。 

八、獎金由本校服務學習委員會決議；得獎名單送請校長核定後於公開場合表

揚。獎金由學生事務處訓輔經費及其他補助經費支應。 

九、本細則經服務學習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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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服務學習競賽評分標準表 

 

團隊名稱： 

評分項目 
評分重點 配分

比重 得分 實施

階段 
辦理 
項目 

準備 
(30%) 

服務理念 
□服務計畫是否符合社區服務、品德教育、生命教育、

愛心及環保等教育政策宗旨。 

□符合院、系所專業基本知能與專業之核心知能。 
5% 

 

事前準備 
□計畫規劃前充分瞭解在地人文與自然環境。 

□確實設計符合被服務對象需求之活動。 

□與受服務單位之溝通聯繫是否完善。 

10% 
 

計畫書撰寫 □詳述活動計畫之目標、對象、地點時間、實施方式。 

□任務編組分工明確。 
10% 

 

服務內容訓練 □召開行前會議充分說明服務內容。 

□服務相關技能及知能之訓練或演練。 
5% 

 

服務
(40%) 

結合專業創新 □服務內容結合專業知能或創新作為。 

□服務過程提升自我專業能力。 
10% 

 

品德涵養 

□服務過程中自我反思。 

□同學溝通及主動積極參與之團隊精神。 

□服務中之態度。 

□展現人文關懷情操。 

□設置專人統籌活動計畫之執行，確保服務活動進行

完備、周詳，提升學生統合領導能力。 

10% 

 

多元文化素養 □是否包容、關懷多元族群或文化。 

□是否透過服務過程更瞭解多元文化並與之互動。 
10% 

 

服務效益 □協助社區/民眾解決及改善問題。 

□受服務單位回饋。 
10% 

 

反思

慶賀 
(30%) 

心得報告 
□反思日誌(我聞、我見、我學、我思)內容豐富度。 

□是否符合做中學、學中做精神，學生確實獲得助益。 
□服務學習對同學生活影響之廣度及深度。 

10% 
 

分享 
□歷屆服務經驗分享及傳承。 

□召開經驗傳承分享會議討論或上台展示服務成果。 

□將服務歷程資料及照片製成檔案存查。 

5% 
 

檢討 
□召開檢討會議檢討優缺點。 

□提出改善與建議方案。 

□是否實施問卷回饋分析。 

10% 
 

慶賀 □辦理慶賀活動。 

□相關人員頒發感謝狀、謝卡、徽章及證明等。 
5% 

 

總分 評審委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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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服務學習委員會委員名單 

委員別 單位/學院 職稱/系別 姓名 

召集人 副校長室 學術副校長 艾  群 

當然委員 教務處 教務長 劉玉雯 

當然委員 學生事務處 學生事務長 陳明聰 

當然委員 總務處 總務長 陳瑞祥 

教師代表 農學院 農藝學系 侯金日 

教師代表 生命科學學院 水生生物科學系 郭建賢 

教師代表 理工學院 應用化學系 黃正良 

教師代表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 許明峰 

教師代表 人文藝術學院 應用歷史學系 吳建昇 

教師代表 師範學院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李佩倫 

教師代表 獸醫學院 獸醫學系 張耿瑞 

學生代表 生命科學學院 食品科學系 王羿程 

學生代表 理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林靖哲 

學生代表 理工學院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程進銘 

學生代表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黃俊傑 

學生代表 人文藝術學院 外國語言學系 李依雯 

學生代表 人文藝術學院 外國語言學系 柯俞臻 

學生代表 獸醫學院 獸醫學系 潘麗文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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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多元服務學習複審案件一覽表 

案件編號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執行期程 志工

人數 
成果繳交 
日期 

105-2-1001 
學務處 

民雄學務組 
國立嘉義大學 105 學年度

全校合唱比賽活動 
106.5.1~106.5.10 12 106.5.17 

105-2-1002 秘書室 
106 年度電話禮貌測試服

務學習活動 
106.5.1~106.10.31 6 106.6.20 

105-2-1003 語言中心 前進東南亞語言培訓計畫 106.2.1~106.7.31 10~15 106.8.15 

105-2-1004 語言中心 
對外華語推廣課程服務學

習 
106.2.1~106.7.31 2 106.8.15 

105-2-1005 國際處 
105 學年度國際處境外服

務青年大使 
106.2.1~106.7.31 10 106.8.8 

105-2-1006 
教務處綜合

行政組 

教育部 106 年度補助嘉義

大學弱勢學生起飛計畫「校

外實習學生學習輔導實施

計畫」 

106.1.1~106.7.31 100 107.1.9 

105-2-1007 
國際學生事

務組 

僑務委員會補助 106 年 1
月至 6 月在學僑生工讀金

及學習扶助金(含補充保

費) 

106.2.1~106.6.30 10 106.7.15 

105-2-1008 國際處 2017 國際電影節 106.4.25~4.27 15 106.5.15 

105-2-1009 國際處 大手牽小手 
106.5.9 
106.5.25 

8 
4 

106.6.22 

105-2-1010 
語言中心華

語組 
華語 FUN 學趣 106.2.1~106.7.31 5~6 106.8.15 

105-2-1011 
師資培育中

心 
106 學年度教育學程甄選

考試活動 
106.5.15~106.6.29 33 106.7.15 

105-2-1013 
學務處課活

組 
謝師恩專刊活動 106.6.1~106.6.30 1 106.7.29 

105-2-2001 
財務金融學

系 
財務金融實驗室與資料庫

維護 
106.2.20~106.6.30 3 106.7.29 

105-2-2002 

生命科學院

各系 
人文藝術學

院各系 

人山文海城鄉共榮計畫 105.8.1~106.7.31 1 尚未繳交 

105-2-2003 
應用歷史學

系 
2017 年第八屆區域史地暨

應用史學學術研討會 
106.3.1~106.6.6 30 106.7.1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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