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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基本資訊一、課程基本資訊  Top
開課單位
Department/
Institute

(全)社會科學
學制別
Education
System

大學部

學年度
Academic
year

103 學期
Semester

□  第一學期(Fall) ■  第二學期(Spring)
□  全學年(Entire Year)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志工服務

選別
Required/
Elective

通識

擋修課程 無
學分數
Credits 2

課程語言 
Medium of
Instruction

中文

教材語言 
Language
for
materials

中文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沈淑芳

教師背景 
Background 兼任/講師

此課程是否
符合教師專
長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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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素養二、基本素養   Top

學科學習能力--關聯性

  1.中文[直接相關]
  2.英文[無關聯性]
  3.資訊[無關聯性]
  

三、核心能力三、核心能力    Top

核心能力-知識

  13.歷史與文化[無關聯性]
  14.傳播與媒體[無關聯性]
  15.教育與訓練[間接相關]
  16.心理學[無關聯性]
  17.社會學與人類學[間接相關]
  18.哲學與宗教[無關聯性]
  22.人力資源[間接相關]
  23.顧客與人群服務[直接相關]
  24.管理[無關聯性]
  25.銷售與行銷[無關聯性]
  26.經濟與會計[無關聯性]
  27.法律與政治[無關聯性]
  28.行政[無關聯性]
  30.地理與環境[無關聯性]
  

核心能力-技能與態度

  1.閱讀理解[間接相關]
  3.文字表達[間接相關]
  7.批判思考[間接相關]
  8.主動學習[直接相關]
  11.人際覺察[直接相關]
  12.合作[直接相關]
  16.服務導向[直接相關]
  17.解決複雜問題[間接相關]
  33.管理財務資源[無關聯性]
  35.管理人力資源[無關聯性]
  36.創意力[間接相關]
  38.彈性應變/適應[間接相關]
  39.壓力調適[間接相關]
  42.韌性堅持[間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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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與專門議題之關聯性四、課程與專門議題之關聯性    Top

課程學習融入下列議
題的程度
Immersing the
Following Issues

議題（Issues） 關聯性 議題（Issues） 關聯性

性別平等 間接相關 環境保護     間接相關

品德教育 直接相關 環境安全 無關聯性

生命教育 直接相關 智慧財產權 無關聯性

人權教育 間接相關 法制教育 無關聯性

服務學習 直接相關 生涯教育 間接相關

家政教育 無關聯性 資訊教育 無關聯性

海洋教育 無關聯性
本土教育(含多元文
化教育) 間接相關

生活防災教育 無關聯性  

五、課程學習目標五、課程學習目標   Top

課程學習目標

1.志工服務學習，培養個人的社會意識，表達社會關懷
2.實際體驗服務學習之實踐過程，勇於自我挑戰，促進個人成長，以培養獨立自主的精神
3.經由個人、小組、班級和服務機構之互動過程中，發展人際關係能力，拓展社會網絡
4.以青年志工為基礎，邁向國際志工和企業志工之發展

先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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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授課進度六、授課進度   Top

授課進度 Course Progress Outline

週
次Week 日期Date 主題Topic 單元主題Unit 備註Remark

1 02/23 春節年假放假 放假一日

2 03/02 課程說明 志工服務安排事項說明

3 03/09 志願服務概論(1) 志願服務之意涵與發展//同學志工
經驗分享

4 03/16 志願服務概論(2)
小組督導討論預分組

志願服務機構資源介紹//志工服務
準備說明
//國際志工經驗分享

5 03/23 參觀社會服務機構 校外教學活動//媒合志工服務機會

6 03/30 志願服務概論(3) 志工服務之原則與方法//小組督導
經驗分享

7 04/06 春假放假
iCAN繳交服務計劃書一篇 放假一日

8 04/13
實地志工服務準備//
小組活動
準備開始實地志工服務

再確認小組督導討論分組名單//和
小組督導相見歡

9 04/20 (期中考週)
開始實地志工服務 本週起開始自行進行實地志工服務

10 04/27 開始實地志工服務 自行運用時間進行實地志工服務

11 05/04 實地志工服務//
※各小組進行小組督導討論(1) 

各組分組討論//
自行進行實地志工服務

12 05/11
實地志工服務//
※各小組進行小組督導討論(2)
iCAN繳交服務日誌(I)一篇

各組分組討論//
自行進行實地志工服務

13 05/18 課堂小組口頭報告 跨組交流綜合討論//
自行進行實地志工服務

14 05/25 實地志工服務//
※各小組進行小組督導討論(3)

各組分組討論//
自行進行實地志工服務

15 06/01
實地志工服務// 
※各小組進行小組督導討論(4)
(本週完成全部規定服務時數)
iCAN繳交服務日誌(II)一篇

各組分組討論//
自行進行實地志工服務

16 06/08

小組服務成果發表會場次一(安排
三組簡報)
慶祝完成服務活動

繳交服務時數證明單正本 

志工服務心得回顧分享

17 06/15 小組服務成果發表會場次二(安排
三組簡報) 志工服務心得回顧分享//課程檢討

18 06/22 (期末考週) 本學期課程結束

七、教學方法七、教學方法   Top

教學方法
Pedagogical

Methods

方法Method 百分比 方法Method 百分比 方法Method 百分比

講述 30 影片欣賞 5 討論 15

個案研討 0 服務學習 20 問題導向學
習

0

競賽遊戲 0 專家演講 10 專題實作 15

電子教學 0 體驗教學 0 角色扮演實
境教學

0

競賽讀書會 0 產業實習 0 自主學習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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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教學法 0 樣本觀察 0 校外參訪 5

實作教學 0 個別指導 0 其他 0

說明：  
備註：  

八、課程教材八、課程教材   Top

課程教材 
Course
Material

◎志工服務資訊與召募資源
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服務網http://vol.mohw.gov.tw/vol/index.jsp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http://www.yda.gov.tw/ 
        區域和平志工團http://gysd.yda.gov.tw/        
        i Youth青少年國際交流資訊網(國際志工)http://iyouth.youthhub.tw/iyouth/
教育部服務學習網http://servicelearning.yda.gov.tw/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志願服務http://www.dosw.tcg.gov.tw/j/j0100.asp?l1_code=16
台北e大~志工教育訓練課程https://elearning.taipei.gov.tw/
新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含志工招募)http://vtc.org.tw/ch/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志工專區(含志工招募)http://volunteer.eden.org.tw/index.php
背包客棧志工旅行http://www.backpackers.com.tw/forum/forumdisplay.php?f=112
輔大：生命力新聞http://www.vita.tw/
       服務學習中心 http://slc.mission.fju.edu.tw/
       學生輔導中心義工園地http://www.scc.fju.edu.tw/news.html  
       聖言會使命特色發展室聖言志工http://svd.mission.fju.edu.tw/st2.htm
       國際夥伴學習推展中心(國際志工)http://www.ipbl.fju.edu.tw/  
台灣盲人重建院 http://www.ibt.org.tw/index.php    
惠光導盲犬教育基金會http://www.guidedog.tw/
104天使志工http://www.104.com.tw/area/volunteer/volunteer.cfm 
台灣公益資訊中心公益人力銀行志工招募http://www.npo.org.tw/job.asp  
微樂志工平台2014http://www.willo.tw/
台灣志願服務國際交流協會( IAVE Taiwan)(國際志工) http://www.iavetaiwan.org/
願景青年行動網協會http://www.vya.org.tw/
        國際工作營 http://www.volunteermatch.org.tw/IW/default.asp
以立國際志工服務http://www.elivtw.com/index.html
台灣微客公益行動協會 http://www.waker.org.tw/  
台中市基督教青年會(YMCA)國際服務學習中心 http://www.iccp.com.tw/paper/index.php?id=9&one=&two=
台灣國際青年文化交流協會(ICYE) http://www.icye.org.tw/index.aspx
國際經濟商管學生會台灣總會(AIESEC) 海外成長計畫 http://aiesec.org.tw

教科書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編(2010)。為生命點燈：青年志工培力教材。
徐明等(2008)。從服務中學習:跨領域服務學習理論與實務。台北:洪葉。
志工服務講義彙編

參考書目
Reference

青年夢想行動家在地扎根：跟我這樣愛台灣，2014今周刊特別號No.900。
40個超越自我的故事：成長與探索，2014天下雜誌特刊133號。
中央通訊社編(2012)。志工臺灣：創造臺灣價值  散發生命能量。台北：中央通訊社。
曾華源、曾騰光(2003)。志願服務概論。台北：揚智。
教育部(2007)。大專校院服務學習課程與活動參考手冊。
   志願服務法(2013)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D0050131&FL=
   衛生福利部志工倫理守則(2001)/祥和計畫(2001)  
http://vol.mohw.gov.tw/vol/home.jsp?
key=type25&serno=200805210012&mserno=200805210012&menudata=VolMenu&contlink=ap/policy.jsp&logintype=n
ull  

教學平台網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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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學習評量九、學習評量   Top

學習評量 
Learning

Evaluation

方法Method 百分比 方法Method 百分比 方法Method 百分比

課堂之前測 0 學生表現側
寫報告

0 個案分析報
告撰寫

0

專題發表 0 課堂上實作
演練

0 專業團體之
證照檢定

0

期中考 0 期末考 0 隨堂考（
小考）

0

書面報告(含
小組或個人) 10 課堂參與 20 心得或作業

撰寫
20

口頭報告 10 面試或口試 0 自評與小組
互評

15

參加競賽 0 展演 0 筆記 0

其他 25   

說明：

備註Remark

十、學習規範十、學習規範   Top

學習規範

修課基本要件
1.首要要件：個人同意在4-5月間可自行安排課餘時間，能自行完成實地志工服務至少12小時，每
週一次，每 次3小時，共進行四次(需分開不同日之四次)，最遲應於6/05全部完成，取得合格完
成服務之認定，並依次記錄在服務時數證明單，由機構簽章，準時繳交服務時數證明單正本，證明
單未完成者或遺失不補繳者或服務資料登載不實者(需完成正確登記與機構蓋章)，均視同未完成
服務，本課程不予計成績 
2.個人同意在課堂之上課和小組督導分組討論時，均正常出席，並完成課程之作業
3.自加退選結束，自該週起仍未出席到課者(以每週簽名記錄為準，若請假需有相關證明文件
為憑)，視同未修課，請同學在選課錯誤更正截止日前辦理退選，後續若仍在選課名單卻仍未到
課者，本課程均以零分記分　　
4.中途中斷修課：若已確定選課，卻在中途因故中斷修課，若未能完成實地志工服務之要件，以及
未繳交服務時數證明單者，本課程均不予記成績，以零分記分
5.學期間若有出席狀況不佳或作業繳交狀況不佳…..等，將通報學校期中預警系統，若有改善即撤
銷之  
6.學期成績要件：
(1)本課程學期成績是以收到合格之服務時數證明單正本後，才會計入成績，成績是否達及格標準
，就依同學上課之各項表現計分，相關成績項目及比例分配說明如后
(2)若個人因故影響服務時數證明單之繳交者，經老師之後續處置才完成者，本課程會依同學個別
狀況或情節輕重，在總成績部分酌予扣分，同學不得異議
(※若有上述第1、3、4項情事者，請於停修課程申請截止日前申請停修)
7.課程之報告繳交日期，遲交一週內扣10分，若超過一週以上不予計成績
  

十一、備註十一、備註   Top

備註Remark 本課程大綱若有修正，均以開學上課日之課程大綱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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