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

多元服務學習課程說明會

日期:111年02月18日

地點:服設館F001視聽教室

時間:上午10：00



 1.課程名稱：多元服務學習(二)。

2.開課單位：通識教育中心開設。

3.課程屬性：通識核心課程。

4.開課年級：(1)四技二年級(110學年度)。

(2)四技一年級、七技一年級。

5.必/選修 ：必修。

6.多元服務學習課程為學年課，每學期一

學分，每週上課一小時。

一、課程基本資訊：



 1.落實學校「全人教育」、教育部「生活即教

育」之理念，養成學生隨手服務及勤勞敬業

之良好習性。

2.從事服務學習動手實作之活動，並透過反思

讓學生具有新思維、新觀念、新行動，以促

進本身的社會與公民責任、服務技能、解決

問題的能力及在真實生活情境的學習能力。

3.引導同學們重視環境生態保護、資源永續及

尊重生命，並且樂於服務及實踐其核心價值

之能力。

二、課程目標：



1.環境教育:校園整潔、資源回收定向、環

境教育活動、講座及環保電影欣賞、校外

環境教育體驗。

2.健康教育:CPR+AED推廣訓練。

3.情感教育:情感的溝通與表達、情感關係

與處理、流行文化與情感教育、日常生活

的情感教育。

4.生活教育:交通安全宣導、防治藥物濫用、

校外租屋安全、校園安全宣導。

三、課程主題：



1.環境教育-校園整潔

(1)四技二年級整潔區域分配表：

編號 區 域
班級

上課時間
授課老師

1 服設館

1.服設館B1至6F兩側樓梯、手扶梯、手扶梯下平面（需
擦拭）。
2.服設館B1至6F教室前走廊、電梯前廣場(含各樓層之櫥
窗玻璃、牆壁上之作品及教室前欄杆之擦拭)。
3.建築物地面及樓梯要掃地及拖地。

四服二A
(一、1)
蔡宜錦

2 教育大樓

1.教育大樓1F至3F教室、辦公室的前、後走廊，2、3F走
廊旁欄杆及欄杆下平面（需擦拭），1樓走廊旁階梯。
2.教育大樓1F至3F的樓梯共五座，含樓梯間、樓梯，樓
梯扶手及扶手下方平面（需擦拭）。
3.建築物地面及樓梯要掃地及拖地。

四服二C
(一、2)
莊琹棉

3
第2校門口
汽車停車場

晴天區域：
1.第2校門口汽車停車場之停車位、走道、樹底下。
雨天區域：
1.幼稚園內教室前走廊及兩側樓梯1F至4F，走廊旁圍欄
平面、欄杆、樓梯扶手，欄杆及樓梯扶手下方平面（需
擦拭）。
2.幼稚園辦公室旁走道至幼稚園大門。
3.建築物地面及樓梯要掃地及拖地。

四養二A
(一、2)
賴美頴



(2)四技一年級、七技一年級整潔區域分配表:

集合地點
第1區

整潔區域
編號 時間 班級 授課老師

商學大樓前

廣場

1. 第1校門內、外廣場、電器

室前(含商學大樓前廣場、

樹下、停車場)至文創走廊

前之柏油路。

2. 商學大樓右側圍牆邊走道

至版畫教室右側吸菸區止。

3. 第1校門機車入口至通識中

心情境走廊前止之機車停

車場、走道、花圃、樹下。

1 星期一 四管一A 蔡登南

2 星期二 四管一B 陳姵臻

3 星期三 四商一B 盧定乾

4 星期四 四漫一A 大津留香織

5 星期五 四動一A 李明憲



(2)四技一年級、七技一年級整潔區域分配圖:



區域 掃區範圍
各區小組人員

第1區10人
美術系館前廣場、階梯、花圃、樹
下及磚塊走道。

36林○淮、37洪○詠、24曾○雪、
45吳○菁、46范○齊、03朱○毅、
04許○博、17陳○翰、18張○軒、
08郭○閤

第2區
3人

美術系館與電氣室之間的走道及水
溝、樹下。

29沈○誠、41戴○芸、43陳○君

第3區
8人

藝術中心廣場前、階梯、殘障步道
及磚塊走道。

15游○恩、22張○瑄、35劉○旻、
13李○珊

藝術中心廣場前柏油路（含來賓及
校長停車位置）。

42孫○玲、27劉○侑、28侯○綺、
44余梓豪

第4區
20人

中正大樓前至育樂館前面的馬路兩
側水孔上方水泥地走道、草地、殘
障坡道。

01黃○富、05陳○丞、07穆○銘、
09詹○星、11賴○霖、12徐○恆、
14鄭○通、16連○旭、19趙○涵、
20鄭○宇、23梁○蘋、26蔣○晟、
30戴○霖、31鍾○妘、32張○儀、
33林○潔、34鄭○元、38黃○慧、
39吳○駿、40張○靜

第5區
5人

乃建堂正門外廣場、兩側階梯、水
溝、花圃、磚道路

25黃○凱、10竇○倫、21陳○樺、
06吳○賢、02余○平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108學年度第1學期公共區域整潔分配表(星期一、四運一A)  46人

(2)區域分配表範例

https://labo-stud.tut.edu.tw/p/405-1040-19892,c1638.php?Lang=zh-tw




 *實施步驟：
(1)全班學生的集合地點：學務處住宿管理暨服務

學習組前廣場。
(2)由住宿管理暨服務學習組提供授課老師指定的

服務地點表。
(3)說明當日服務地點，並請授課老師將全班學生

進行分組，每組約1~3位，視班級人數以及當天
服務地點所需排定。

(4)各組學生至指定的服務地點進行資源回收定向
運動，請受服務單位職員在學習單蓋單位章確
認該組學生有完成此課程。

(5)回收物一律送回學務處住宿管理暨服務學習組過
磅登記公斤數，並現場實施分類及完成學習單。

1.環境教育-資源回收定向



*資源回收定向運動區域：
A區 B區 C區

美術系 總務處-出納組、文書組 文化創意設計研發中心

漫畫學士學位學程 會計室 研發處-學術暨產學合作組

會計資訊系 生活輔導組(一)        研發處-職業發展組

財務金融系 生活輔導組(二)                                    通識教育中心

國際企業經營系 秘書室 養生學程

企業管理系
教務處-註冊組、課務組、
招生組

研發處-國際交流組

管理學院
總務處-事務組、保管組、
營繕組、環安組

研發處-推廣教育中心

研發處-創新育成中心 人事室 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

設計學院 藝術學院 語文訓練中心

視覺傳達設計系 衛生保健組 服飾設計管理系

多媒體動畫系 學生輔導中心-資源教室 時尚設計系

商品設計系 課外活動指導組 師資培育中心

旅館管理系 舞蹈系 圖書館-讀者服務組

旅遊學院 美容造型設計系 圖書館-採編組

餐飲系 流行音樂學士學位學程 圖書館-視聽與資訊組

生科學院 室內設計系 應用英語系

生活服務產業系 運休系、體育室 資訊管理系

幼兒保育系 臺南市漢家幼兒園 網資中心

音樂系 秘書室-校友服務組



*環境教育定向運動學習單:





1.環境教育-環境教育講座及活動:

*辦理各項環境教育講座，以增進學生環保知能。
辦理各項環境教育體驗活動，讓學生在實際動
手學習的過程中，體驗到環境保護的重要性。



1.環境教育-環境教育講座及活動:

*辦理各項環境教育講座，以增進學生環保知能。
辦理各項環境教育體驗活動，讓學生在實際動
手學習的過程中，體驗到環境保護的重要性。



2.健康教育- CPR+AED推廣訓練:

*每班按照健康中心安排的時程表接受2小時基本

救命術（CPR）課程，上課地點在P101教室。



3.情感教育-情感的溝通與表達

*結合學輔中心辦理多元性別講座，探討性別刻

板印象和框架所造成的歧視與影響，上課地點

在原班級教室。



4.生活教育-交通安全宣導:

*提醒同學們要遵行各項交通法規 ，也現場示

範安全帽要如何戴才有保障。



4.生活教育-防治藥物濫用:

*透過健康促進概念，提供學生整體性與持續性的

預防輔導措施，以維護學生身心健康、社會適應

及適性發展。



四、課程注意事項：

1.開學前階段：依據班級整潔區域分配表，

並至整潔區域實地勘查範圍、掃具工具箱

的位置，再去分配學生的整潔工作。

2.第一週在班級教室上課:說明此課程上課

的內容、分配整潔工作及集合地點、學期

成績的比例。

3.探索整潔區域環境：第2週起至整潔區域

的指定位置集合，向學生說明整潔範圍、

掃具位置、進行動手實作的整潔服務、授

課老師檢查的方式等。



4.進行校園整潔服務時如果是下雨的天氣，
四技一年級、七技一年級改至班級教室
欣賞本組提供的影片。四技二年級請依照
分配表內的雨天區域，繼續實施校園整潔
服務。

5.四技二年級安排二週觀看環保影片（校外
教學班級除外），安排至圖書館L302或
L304觀看影片，可至本組借用影片或觀賞
本組網頁的影片。

6.多元服務學習課結合學務處各組辦理特色
課程，會有協同老師授課，請班級授課老
師務必準時到堂點名、管控現場。

https://labo-stud.tut.edu.tw/p/412-1040-1552.php?Lang=zh-tw
https://labo-stud.tut.edu.tw/p/405-1040-19893,c1638.php?Lang=zh-tw
https://labo-stud.tut.edu.tw/p/412-1040-1552.php?Lang=zh-tw


7.參與課程活動的班級，因授課時間只有

1小時，會以調課的方式進行，並請協助

填寫相關表單，如調課單、校外教學申

請表、學生保險、緊急聯絡人名單及成

果報告等事宜。

8.反思心得撰寫後不用列印，請學生直接

上傳電子檔至網路大學的作業區即可，

學期末下載全班的ZIP檔案後載上傳至本

組多元服務學習反思平台。

https://labo-stud.tut.edu.tw/var/file/40/1040/img/282/286736083.pdf
https://labo-stud.tut.edu.tw/p/423-1040-57.php?Lang=zh-tw


9.全校室內、外掃具工具箱(室)位置圖

10.此課程是正式課程，請勿利用中午學生用餐

休息的時間進行授課(含校園整潔服務)，另

外學生當週未到堂上課時直接登錄曠課，不

要給予補掃。

11.開學後學生要抵免多元服務學習課程學分時

，請宣導至住服組向侯曉雯小姐辦理。

12.進行校園整潔時，垃圾袋、抹布請於上課前

或前一天至住服組向陳采憶小姐領取，如果

掃區的掃具不足、損壞時，也一併告知。

https://labo-stud.tut.edu.tw/var/file/40/1040/img/282/371528799.pdf


五、成績考核：

（一）服務養成50％ ---- 期末成績

（二）學習精神30％ ---- 平時成績

（三）反思心得20％ ---- 期中成績

★本課程已列入術科項目，只要期末登錄平

時、期中、期末成績即可。



(一)成績考核-服務養成50％

★基本分數75分，每週依照學生在校園整潔

服務、CPR+AED救命術、資源回收定向運動

等實作的情形，而進行加減分數。

★缺課或點名後即離開者，服務養成基本分

數扣3分計算。

EX：1w=72，2w=69，3w=66，4w=63，5W=60

，6W=0。



(二)成績考核-學習精神30％

★基本分數75分。

★（1）遲到（10分鐘以內）：一節扣2分。

（2）曠課、病假、事假：一節扣3分

（3）公假、喪假：不扣分。

（4）全學期無缺席(含公、喪假)全勤者加

10分。

（5）主動協助其他同學未完成的工作：一

節加3分。



(三)成績考核-反思心得20％

★範本:

https://labo-stud.tut.edu.tw/p/405-1040-19900,c1638.php?Lang=zh-tw


★(1)同學們可從以上三大主軸中選出有興趣

的議題，並訂下主題，寫出600字閱讀

後心得報告(非轉貼摘要或文章)

(2)互相抄襲經授課老師退件後仍未改進的

同學，以0分計算。

(3)遲交的同學，授課老師可扣減分數。

(4)期末結束未繳交的同學，以0分計算。

(5)學生的反思心得用檔案的方式，上傳至

網路大學的作業管理區，不用列印紙本。



(四)反思問卷回饋:

★第18週進行，請學生至本組網頁之平台填

報區，點選多元服務學習課問卷填選並

提交。

網址： https://forms.gle/77D2Xw83czrYcHbt6

https://forms.gle/77D2Xw83czrYcHbt6


六、因疫情影響而實施彈性線上教學之因應措施:

1.如疫情嚴重導致班級或全校停止到校上課

二週或二週以上時，請於授課時間在網路

大學人員管理區或Google meet做線上上

課並點名後，再將缺曠記錄登入教師個人

任課系統內。這些記錄一樣當作平時成績

的給分依據。



2.請每位老師運用以上4大主題找30分鐘的影
片在Google meet讓學生欣賞，欣賞前請
老師在網路大學作業區出3-5題的題目讓學
生們回答並上傳繳交，學生每週的問題回
答可當成實作成績的加、減分之依據。

環境教育影片:
http://labo-stud.tut.edu.tw/p/412-1040-
1552.php?Lang=zh-tw

3.反思報告按照原來的規劃進行。

http://labo-stud.tut.edu.tw/p/412-1040-1552.php?Lang=zh-tw


謝謝聆聽，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