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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服務學習及社會關懷活動成果統計表（107 學年度） 

時間 活動名稱 參與人數 地點 

107/08/15-08/21 蒙古海外服務學習場勘 5 蒙古國 

107/10/06-10/07 2018 雲南成果發表暨招生 50 活動組會議室 

107/10/06-10/07 無米樂拾穗營 100 後壁鄉 

107/10/09-10/11 2019 蒙古海外服務學習成員甄選 40 活動組會議室 

107/10/22 社員大會-蒙古計畫 16 活動組會議室 

107/12/16 培訓-PA 團隊課程 14 活動組會議室 

108/03/11 培訓-閱讀過去展望未來 14 活動組會議室 

108/03/11 專題演講-VYA 海外志工分享 50 學生活動中心第一會議室 

108/03/18 培訓-服務學習概論 14 活動組會議室 

108/03/22 培訓-海外志工與 SDGs 說明會 7 國立高雄大學 

108/03/25 培訓-紀錄片攝影與訪談 14 活動組會議室 

108/04/27-04/28 文化部青年志工培訓營 3 文化部蒙藏文化館 

108/05/05 培訓-一日工作坊 15 活動組會議室 

108/05/27 培訓-團隊動力 14 活動組會議室 

108/06/03 培訓-運動防護傷害課程 14 活動組會議室 

108/06/22 培訓-一日工作坊 15 活動組會議室 

108/07/23 培訓-一日工作坊 15 活動組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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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上學期開課情況： 

課程名稱 授課老師 修課學生人數 

成功登大人 陳鈞宜  173 

慈幼與服務學習 周士琦 13 

校園淨塑活動 邵揮洲 21 

國際服務學習 林呈鳳 9 

關懷與美善 林呈鳳 6 

 

107 學年度下學期開課情況： 

課程名稱	 授課老師	 修課學生人數	

榕鳳形象大使服務 鄭匡佑 14 

慈幼與服務學習 羅丞巖 12 

畢典服務與反思 陳鈞宜 29 

校園裡的聽打員 鄭淑惠 12 

校園淨塑活動 邵揮洲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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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服務學習及社會關懷活動成果統計表（106 學年度） 

時間 活動名稱 參與人數 地點 

106/10/19 2017 雲南成果發表暨招生說明 50 活動組會議室 

106/10/30-106/11/09 2018 雲南海外服務學習成員甄選 60 活動組會議室 

106/10/26、12/14 進階反思種子培訓 8 活動組會議室 

106/11/10、11/17、12/21、

12/23 
反思種子培訓－雲南計畫 20 活動組會議室 

106/11/17 
專題演講－ 

《服務學習與社會企業靈感結合》 
40 成大社科院 

106/11/25 社會企業參訪 45 高雄匠愛共生家園 

106/12/18 
專題演講－ 

《台南海廢現況紀實》 
100 國際會議廳第三演講室 

106/12/23 社區服務－淨灘活動 30 四草海岸 

107/01/04 反思種子培訓－雲南計畫 20 活動組會議室 

107/01/25-01/26 寒假環保營隊 50 彰化縣南州國小 

107/01/04、03/15、3/24、

4/12、5/3、6/14、6/29 
反思種子培訓－雲南計畫 20 活動組會議室 

107/3/10 反思種子培訓－雲南計畫 20 南科樹谷園區 

107/03/16、3/23、4/13、

4/20 
進階反思種子培訓 8 活動組會議室 

107/05/06 
兒福中心義賣會 

《愛與希望園遊會》 
100 台南市兒童福利中心 

107/07/02-07/15 2018 雲南海外服務學習計畫 19 中國雲南大理自治州小麥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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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上學期開課情況： 

課程名稱 授課老師 修課學生人數 

成功登大人 陳鈞宜  155 

慈幼與服務學習 周士琦 10 

校園淨塑活動 邵揮洲 38 

關心不卡關 陳高欽 14 

校園生活學習 朱朝煌 13 

國際服務學習 洪菁霞 15 

交通安全服務 林朝良 19 

關懷與美善 林呈鳳 11 

 

106 學年度下學期開課情況： 

課程名稱	 授課老師	 修課學生人數	

榕鳳形象大使服務 鄭匡佑 12 

慈幼與服務學習 周士琦 8 

畢典服務與反思 陳鈞宜 96 

關懷與美善 林呈鳳 5 

交通安全服務 林朝良 12 

校園裡的聽打員 鄭淑惠 10 

校園淨塑活動 邵揮洲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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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服務學習及社會關懷活動成果統計表（105 學年度） 

時間 活動名稱 參與人數 地點 

105/09/09 反思種子培訓課程 20 課指組會議室 

105/9/21-22 社團博覽會招生 千餘人 活動中心前廣場 

105/10/5 雲南成果發表及招生說明會 43 課指組會議室 

105/10/07 進階反思種子培訓課程 10 課指組會議室 

105/10/28、11/17 反思種子培訓課程 15 課指組會議室 

105/11/06 社區關懷服務 13 悠然山莊 

105/11/06 馬拉威計畫交流 35 台北/台非交流協會 

105/11/26、11/30、

12/10、12/17 
社區關懷服務 275 

成功大學國際會議廳/安平周

邊海灘 

105/11/27 社會企業參訪 75 高雄共生家園 

105/12/04 社區關懷服務 18 台南關廟區天宮育幼院 

105/12/11 社區關懷服務 13 悠然山莊 

105/12/17 
4 的 N 次方無國界創新服務計畫-

單車接力環島服務檢討會 
60 中興大學 

105/12/19 反思種子培訓課程 21 課指組會議室 

106/1/14-1/24 2016 成南一加一服務學習計畫 13 
大陸天津南開大學/天津第一

養老公寓 

106/03/02-03/03 社團博覽會招生 千餘人 成功大學博物館前廣場 

106/03/13 馬拉威服務學習計畫說明會 40 課指組會議室 

106/03/20、4/27、

05/07、05/10、05/18、

06/04 

反思種子培訓課程-雲南計畫 16 課指組會議室 

106/04/26、106/05/03、 反思種子培訓課程-馬拉威計畫 10 課指組會議室 

106/04/22 社區服務-淨灘活動 100 四草海岸 

106/04/22、04/23 台南市兒福中心活動 40 台南市兒福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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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5/07 台南市兒福中心活動 16 台南市兒福中心 

106/07/03-07/16 2017 雲南海外服務學習計畫 16 中國雲南大理自治州溫泉村 

106/07/07-08/03 2017 馬拉威服務學習計畫 8 非洲馬拉威姆祖祖市 

105 學年度上學期開課情況： 

課程名稱 授課老師 修課學生人數 

成功登大人 蔡慧珍 159 

愛，從我開始 陳鈞宜 19 

慈幼與服務學習 周士琦  16 

分享愛‧愛分享 徐碧真  12 

性福/服務學習 徐珊惠 14 

校園生活學習 朱朝煌 18 

校園淨塑活動 邵揮洲  28 

府城平安居─賃居服務學習 陳國彬 5 

關心不卡關 陳高欽  8 

國際服務學習 董旭英  16 

關懷與美善 林呈鳳 13 

交通安全服務 蔡慧珍  29 

 

105 學年度下學期開課情況： 

課程名稱	 授課老師	 修課學生人數	

榕鳳形象大使服務 鄭匡佑 18 

慈幼與服務學習  周士琦 23 

畢典服務與反思  周士琦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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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從我開始 陳鈞宜  26 

校園裡的聽打員 鄭淑惠  11 

校園淨塑活動 邵揮洲 49 

關懷與美善 林呈鳳  1 

分享愛‧愛分享 徐碧真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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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服務學習及社會關懷活動成果統計表（104 學年度） 

時間 活動名稱 參與人數 地點 

104/7/26-8/09 
第四屆成功南開一加一服務學習計畫

(暑期) 
24 台南成功大學/玉井區希望之家 

104/9/10 進階反思種子培訓課程 12 成功大學課指組會議室 

104/10/05 進階反思種子培訓課程 20 建築系討論空間 

104/10/07 雲南成果發表及招生說明會 51 成功大學課指組會議室 

104/11/07 社區關懷服務 52 台灣歷史博物館/南瀛天文館 

104/11/08 身障日系列活動-專題演講 110 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104/11/15 校慶系列活動-心 0 距離 800 餘人 成功大學博物館前廣場 

104/11/21 身障日系列活動-專題演講 - 國際會議廳第三演講室 

104/12/06 
4 的 N 次方無國界創新服務計畫成果

交流分享 
120 台中中興大學 

105/1/05-1/14 
「成耘˙冬藏」社區參與服務學習暨

社會實踐課程期末成果發表週 
100 

成功大學學生活動中心/多功能

廳 

105/1/19-1/31 成功南開一加一服務學習計畫-寒期 24 天津/南開大學 

105/3/16 
成功南開一加一服務學習計畫成果發

表分享暨說明會 
40 課指組會議室 

105/3/17、4/28、4/30、

5/01 
進階反思種子培訓課程 60 課指組會議室 

105/4/09 社區關懷服務 53 台南玉井-希望之家 

105/5/07-5/08 跨校交流分享會 30 台北/台灣科技大學 

105/6/27-7/08 
4 的 N 次方無國界創新服務計畫-單

車接力環島服務 
120 環台一周 

105/7/15-7/28 2016 雲南海外服務學習計畫 19 
中國雲南大理自治州甸中村 

 

105/7/30-8/09 2016 成南服務學習計畫 16 成功大學/台南玉井希望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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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上學期開課情況： 

課程名稱 授課老師 修課學生人數 

成功登大人 林志峯 170 

愛，從我開始 陳鈞宜 13 

慈幼與服務學習 周士琦 16 

分享愛‧愛分享 徐碧真 6 

性福/服務學習 徐珊惠 15 

校園生活學習 朱朝煌 23 

鋼琴音樂營 朱朝煌 22 

運用遠距課輔關懷偏鄉弱勢 徐之昇 16 

國際服務學習 杜怡萱 20 

交通安全服務 陳國彬 37 

關懷與美善 林呈鳳 14 

  

104 學年度下學期開課情況： 

課程名稱	 授課老師	 修課學生人數	

運用遠距課輔關懷偏鄉弱勢學

童 
徐之昇 3 

榕鳳形象大使服務 湯 堯 9 

慈幼與服務學習 周士琦 13 

畢典服務與反思 周士琦 49 

愛，從我開始 陳鈞宜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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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禮賓大使 王筱雯 21 

府城平安居─賃居服務學習 陳國彬 10 

校園無障礙 鄭淑惠 34 

性福/服務學習 徐珊惠 15 

分享愛‧愛分享 徐碧真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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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服務學習及社會關懷活動成果統計表（103 學年度） 

時間 活動名稱 參與人數 地點 

103/10/15-103/12/03 「輪你坐坐看」輪椅體驗活動 50 成大校園 

104/1/26-104/2/09 
2014 年第三屆成功南開一加一服

務學習計畫(寒期) 
15 

大陸大連兒童村/天津南開大

學 

104/5/04、5/24 
服學周-服務學習成果分享系列活

動 
133 

國立成功大學/台南市左鎮區

公館社區 

103/4/11、6/14 希望之家社區服務活動 108 臺南玉井 

104/7/02-104/7/15 第六屆雲南暑期服務學習計畫 23 中國雲南 

104/7/26-104/8/09 
2015 年第四屆成功南開一加一服

務學習計畫(暑期) 
24 國立成功大學、臺南玉井 

 

103 學年度上學期開課情況： 

課程名稱 授課老師 修課學生人數 

校園環境知覺 朱朝煌 12 

鋼琴音樂營 朱朝煌 29 

愛從我開始 周士琦 13 

慈幼與服務學習 周士琦 20 

協愛與服務學習 林呈鳳 11 

健康管理 呂宗學 76 

校園無障礙 鄭淑惠 10 

課輔志工 董旭英 36 

交通安全服務 林志峯 21 

分享愛愛分享 徐碧真 12 

國際服務學習 朱朝煌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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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下學期開課情況： 

課程名稱 授課老師 修課學生人數 

榕鳳形象大使服務學習 湯堯 20 

慈幼與服務學習 周士琦 16 

畢典服務與反思 蔡慧珍 51 

關懷與美善 林呈鳳 9 

校園無障礙 鄭淑惠 20 

課輔志工 董旭英 8 

分享愛愛分享 徐碧真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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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服務學習及社會關懷活動成果統計表（102 學年度） 

時間 活動名稱 參與人數 地點 

102/08/03-102/08/17 
2013 年成功南開希望之家服務學

習計畫 
20 臺南玉井 

102/10/26、11/2、11/9、

11/16 

2013 年新加坡德輝苑服務學習計

畫 
10 新加坡 

102/10/21-102/10/23 
2013 年成功南開一加一服務學習

計畫 
18 中國大陸遼寧大連市 

103/01/18-103/01/27 
2014 年成功南開一加一服務學習

計畫 
15 中國大陸遼寧大連市 

103/01/19-103/01/27 
2014 年新加坡德輝苑服務學習計

畫 
11 新加坡 

103/03/24 
從鏡頭看見力量-服務學習成果分

享會 
110 國立成功大學 

103/04/18、103/05/24 
成南及雲南團隊希望之家服務學

習計畫 
30 臺南玉井 

103/06/28-103/07/11 第五屆雲南暑期服務學習計畫 11 中國雲南 

103/07/20-103/08/03 
2014 年成功南開一加一服務學習

計畫 
10 國立成功大學、臺南玉井 

 

102 學年度上學期開課情況： 

課程名稱 授課老師 修課學生人數 

課輔志工 王翔郁 20 

慈幼與服務學習 蔡慧珍 3 

分享愛愛分享 徐碧真 11 

交通安全服務 林志峯 30 

校園無障礙 鄭淑惠 10 

協愛與服務學習 林呈鳳 12 

校園環境知覺 朱朝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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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管理 呂宗學 76 

鋼琴音樂營 朱朝煌 14 

愛從我開始 馮業達 16 

 

102 學年度下學期開課情況： 

課程名稱 授課老師 修課學生人數 

社團領導與服務 朱朝煌 16 

榕鳳形象大使服務學習 鄭匡佑 14 

慈幼與服務學習 周士琦 31 

畢典服務與反思 蔡慧珍 34 

協愛與服務學習 林呈鳳 11 

健康管理 呂宗學 73 

課輔志工 王翔郁 16 

關懷都市原住民兒少 何漣漪 9 

分享愛愛分享 徐碧真 7 

國際服務學習 鄭匡佑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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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服務學習及社會關懷活動成果統計表（101 學年度） 

時間 活動名稱 參與人數 地點 

101.05.05-06 新加坡管理大學服務交流 30 人 台中市家扶中心 

101.05.23 服務學習計劃說明會 30 人 課指組會議室 

101.06.03-101.06.16 
第三屆服務學習反思種子培訓

課程 
15 人 課指組會議室 

101.06.04-06 
龍光煥發-服務學習成果發表

系列活動 
280 人 國際會議廳 

101.06.28-07.11 雲南海外服務學習計畫 15 人 
雲南大理州南澗縣小鐵窯

村 

101.07.18-08.01 成南一加一暑期服務學習計畫 20 人 
成功大學、台南市玉井區

希望之家 

101.09.18-19 
社團招生博覽會-服務學習宣

傳擺攤 
近千餘人 光復校區-雲平大道 

101.09.28 服務學習叩門分享會 80 人 奇美咖啡館 

101.10 月-12 月 服務學習中心-種子培訓課程 13 人 課指組會議室 

101.10.14 社區服務活動-樂齡團隊 10 人 老吾老養護中心 

101.10.26-27 社區服務活動-雲南團隊 20 人 台南市玉井區希望之家 

101.12.15 社區服務活動-服學中心 60 人 安平/七股海灘 

  

101 學年度上學期開課情況： 

課程名稱 授課老師 修課學生人數 

志工家教 王翔郁 41 

慈幼與服務學習-閱讀組 蔡慧珍 21 

住宿與服務學習 蔡慧珍 48 

校園無障礙 鄭淑惠 39 

協愛與服務學習 林呈鳳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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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管理 呂宗學 79 

國際服務學習 鄭匡佑 11 

穿梭繪本花園 鄭淑惠 11 

  

101 學年度下學期開課情況： 

課程名稱 授課老師 修課學生人數 

慈幼與服務學習-閱讀組 蔡慧珍 12 

校園無障礙 鄭淑惠 9 

協愛與服務學習 林呈鳳 10 

健康管理 呂宗學 74 

課輔志工 王翔郁 32 

國際服務學習 鄭匡佑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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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服務學習及社會關懷活動成果統計表（100 學年度） 

時間 活動名稱 參與人數 地點 

100.9.19-20 服務學習宣傳擺攤活動 近千餘人 雲平大道 

100.09.30 

服務學習叩門分享會 -「雲南服務學習團

隊、成功清華暑期服務學習營」成果發表

會 
80 奇美咖啡館 

100.10.17 服務學習反思種子招生說明會 22 
活動中心二樓課

指組會議室 

100.1024,1107,1121,1205,1219 服務學習反思種子培訓系列課程 31 
活動中心二樓課

指組會議室 

101.0504-0506 新加坡管理大學服務學習交流 21 台中市家扶中心 

101.0603,0610,0614,0615,0616 
服務學習反思種子訓練課程暨雲南行前準

備 
15 

活動中心二樓課

指組會議室 

101.06.04-06 
「龍光煥發服務學習成果發表系列活動」

包含課程分享、專題演講 
260 成功大學 

101.0628-0711 雲南國際服務學習 14 
雲南省南澗縣小

鐵窯村 

101.0718-0801 成功南開暑期服務學習營 20 
台南縣玉井區縣

希望之家 

  

100 學年度上學期開課情況： 

課程名稱 修課學生人數 授課老師 

志工家教 61 王翔郁 

扶根與服務學習 10 張權發 

慈幼與服務學習 34 蔡慧珍 

住宿與服務學習 36 蔡慧珍 

校園無障礙 38 鄭淑惠 

協愛與服務學習 10 林呈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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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生命服務學習 28 王毓正 

健康飲食服務學習 79 呂宗學 

法庭觀察 6 李佳玟 

志工與助人技巧 8 鄭淑惠 

校園導覽服務學習 57 林啟禎 

  

100 學年度下學期開課情況： 

課程名稱 修課學生人數 授課老師 

志工家教 32 王翔郁 

扶根與服務學習 20 張權發 

慈幼與服務學習 16 蔡慧珍 

校園無障礙 36 鄭淑惠 

協愛與服務學習 13 林呈鳳 

飲食健康管理 78 呂宗學 

穿梭繪本花園 19 鄭淑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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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服務學習及社會關懷活動成果統計表（99 學年度） 

時間 活動名稱 參與人數 地點 

99.11.12 
服務學習叩門分享會 - [ 雲南、成華暑期服務

學習團隊 ] 
50 奇美咖啡館 

99.11.27 服務學習課程體驗營 15 活動中心第二會議室 

99.12.17 
服務學習叩門分享會 - [ 社會關懷國際化及跨

領域之服務學習 ] 
100 奇美咖啡館 

100.01.11 服務學習課程研討暨成果發表會 142 
國際會議廳第三演講

室 

100.03-06 服務學習反思種子培訓課程 ( 共計 36 小時 ) 15 課指組會議室 

100.06.10-24 
「服學一百成果發表系列活動」包含課程分

享、專題演講 
268 成功大學 

100.0630-0713 雲南國際服務學習 14 雲南大里市雲峰村 

100.0725-0814 成大清華暑期服務學習營 20 
屏東縣獅子鄉楓林國

小 

  

99 學年度上學期開課情況： 

課程名稱 修課學生人數 授課老師 

志工家教 63 董旭英 

扶根與服務學習 30 張權發 

關懷與服務學習 20 徐畢卿 

慈幼與服務學習 36 韓世偉 

住宿與服務學習 178 韓世偉 

宿舍樂活心體驗 45 黃庭淞 

福智與服務學習 24 邵揮洲 

筆電上的打字員 11 鄭淑惠 

協愛與服務學習 31 林呈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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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生命服務學習 27 王毓正 

健康飲食服務學習 78 呂宗學 

休閒運動服務學習 12 徐珊惠 

  

99 學年度下學期開課情況： 

課程名稱 修課學生人數 授課老師 

志工家教 37 董旭英 

扶根與服務學習 20 張權發 

慈幼與服務學習 48 韓世偉 

住宿與服務學習 19 蔡慧珍 

福智與服務學習 30 邵揮洲 

筆電上的打字員 36 鄭淑惠 

協愛與服務學習 17 林呈鳳 

飲食健康管理 80 呂宗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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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服務學習及社會關懷活動成果統計表（98 學年度） 

時間 活動名稱 參與人數 地點 

98/9/16~17 社團迎新服務學習擺攤 近千餘 光復校區雲平大道 

98/10/17~18 服務學習工作坊 50 國際會議廳第三演講室 

98/12/4 南區學務長會議靜態展示 100 國際會議廳第三演講室 

98/12/18 叩門分享會 60 奇美咖啡館 

  

98 學年度上學期開課情況： 

課程名稱 修課學生人數 地點 

志工家教 99 

文賢國中  

成功國中  

延平國中 

扶根與服務學習 40 

協進國小  

復興國中  

東光國小 

關懷與服務學習 20 台東救星教養院 

慈幼與服務學習 - 育幼組 18 台南私立仁愛之家 

慈幼與服務學習 - 閱讀組 15 建功國小 

住宿與服務學習 181 國立成功大學住宿服務組 

筆電上的打字員 13 國立成功大學資源教室 

協愛與服務學習 27 

新國視障按摩中心  

台南市新興國小極重度班  

台南市海佃國小資源班  

成大資訊系多重障礙學生  

成大物理系肢體障礙職員  

台南縣脊髓損傷協會常務理事 

關懷生命服務學習 27 台南縣關懷流浪動物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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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運動服務學習 7 YMCA 老人養護中心 - 德輝苑 

  

98 學年度下學期開課情況： 

課程名稱 修課學生人數 地點 

志工家教 50 

文賢國中  

成功國中  

延平國中 

扶根與服務學習 11 

協進國小  

復興國中  

東光國小 

關懷與服務學習 24 台東救星教養院 

慈幼與服務學習 - 育幼組 18 台南私立仁愛之家 

慈幼與服務學習 - 閱讀組 15 台南縣立竹埔國小 

住宿與服務學習 13 國立成功大學住宿服務組 

福智與服務學習 42 國立成功大學生活輔導組 

筆電上的打字員 18 國立成功大學資源教室 

協愛與服務學習 7 

新國視障按摩中心  

台南市新興國小極重度班  

台南市海佃國小資源班  

成大資訊系多重障礙學生  

成大物理系肢體障礙職員  

台南縣脊髓損傷協會常務理事 

休閒運動服務學習 10 YMCA 老人養護中心 - 德輝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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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服務學習及社會關懷活動成果統計表（97 學年度） 

時間 名稱 參與人數 地點 

97.09 ～ 98.01 

課程 [ 志工家教 ] 

56 博愛國小  

文賢國中  

成功國中  

延平國中 
98.02 ～ 98.06 24 

97.09 ～ 98.02 
課程 [ 關懷與服務學習 ] 

15 
台東救星教養院 

98.02 ～ 98.07 26 

97.09 ～ 98.01 
課程 [ 扶根與服務學習 ] 

50 協進國小  

復興國中  

東光國小 98.02 ～ 98.06 5 

97.09 ～ 98.01 
課程 [ 慈幼與服務學習 ] 

36 台南私立仁愛之家 

建功國小 98.02 ～ 98.06 39 

98.02 ～ 98.06 課程 [ 筆電上的助聽器 ] 1 台南地檢署 

98.02 ～ 98.06 課程 [ 協愛與服務學習 ] 15 
海佃國小、開元國小資源班 

新興國小、復興國中極重度班 

98.02 ～ 98.06 課程 [ 關懷生命服務學習 ] 13 台南市動物防疫所 

98.02 ～ 98.06 課程 [ 休閒運動服務學習 ] 4 台南市崇學國小棒球校隊 

97.10.31 服務學習叩門分享會 60 奇美咖啡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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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服務學習及社會關懷活動成果統計表（96 學年度） 

時間 名稱 參與人數 地點 

96.09 ～ 96.12 課程 [ 志工家教 ] 58 

博愛國小 

文賢國中 

成功國中 

延平國中 

96.12.01 關懷服務 15 
松林國小  

豐德教養院 

96.12.21 成大叩門 ecko - 咖啡時間 志工家教座談會 80 奇美咖啡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