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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參與校外之社會服務情況與成效統計表（108 學年度） 

  
服務隊 服務對象 

隊數 社團數 志工 地點 人數 

寒 9 9 327 桃園、新竹、臺南、高雄 437 

暑 5 5 145 嘉義、臺南、高雄 204 

詳細的出隊情形如下表：  

(1) 109 年寒假服務隊 

社團及服務隊名稱 服務時間 服務對象 

成功景美聯合校友會* 109/2/5-2/8 臺南市七股區竹橋國中 

竹苗地區校友會* 109/2/3-2/5 新竹縣寶山鄉雙溪國小 

臺南地區校友會 109/1/23-1/25 臺南市仁德區仁和國小 

桃園地區聯合校友會* 109/1/21-1/23 桃園市新屋區永安國小 

救護團 109/1/19-1/22 臺南市新營區太子國中 

社會服務隊* 109/2/4-2/8 臺南市左鎮區左鎮國小 

慈幼社 109/1/18-1/21 高雄市美濃區東門國小 

服務團 109/2/4-2/8 臺南市麻豆區紀安國小 

醫療服務社* 109/2/11-2/14 

臺南市七股區獨居老

人、文華教養院、國小

學童 

  *因肺炎疫情取消或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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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09 年暑假服務隊 

社團及服務隊名稱 服務時間 服務對象 

救護團 109/8/3-8/7 臺南市南區喜樹國小 

慈幼社 109/7/15-7/19 嘉義縣竹崎鄉龍山國小 

社會服務隊 109/7/20-7/24 嘉義縣朴子市雙溪國小 

成大服務團 109/7/15-7/19 高雄市旗山區圓富國中 

醫療服務社 109/8/21-8/25 
臺南市七股區獨居老人、

文華教養院、國小學童 

 

(3) 109 年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服務隊  

營隊名稱 時 間 舉辦地點 主辦社團 

品德小太陽 109/3/1-109/12/31 臺南市大橋國小 濟命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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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參與校外之社會服務情況與成效統計表（107 學年度） 

  
服務隊 服務對象 

隊數 社團數 志工 地點 人數 

寒 8 8 327 
宜蘭、桃園、新竹、臺南、高

雄市 
317 

暑 6 6 131 雲林、嘉義、臺南 179 

詳細的出隊情形如下表：  

(1) 108 年寒假服務隊 

社團及服務隊名稱 服務時間 服務對象 

醫療服務社 108/1/20-1/23 
臺南市七股區老人與 

學甲文華教養院生 

救護團 108/1/21-1/25 臺南市將軍國中 

竹苗地區校友會 108/1/23-1/25 新竹縣雙溪國小 

社會服務隊 108/1/23-1/27 高雄市六龜新發國小 

桃園地區聯合校友會返鄉服務隊 108/1/23-1/25 桃園新屋區埔頂國小 

台南地區校友會 108/1/24-1/26 臺南市後壁區菁寮國小 

建北會 108/1/28-1/30 宜蘭力行國小 

成功景美校友會 108/1/29-2/01 臺南市竹橋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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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08 年暑假服務隊 

社團及服務隊名稱 服務時間 服務對象 

慈幼社:暑假樂活閱讀營 108/7/01-7/05 嘉義縣番路鄉黎明國小 

崇德青年社 108/7/04-7/05 臺南市新化正新國小 

服務團 108/7/08-7/12 雲林縣土庫鎮埤腳國小 

社會服務隊:暑假國小課輔營 108/7/09-7/13 臺南市後港國小 

救護團:2019 暑假快樂急救學習營 108/8/05-8/09 臺南市隆田國小 

醫療服務社 108/8/06-8/10 
三股國小臺南市七股區老

人與學甲文華教養院生 

 

(3) 108 年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服務隊  

營隊名稱 時 間 舉辦地點 主辦社團 

進學國小反哺 108/3/01-108/12/31 台南市進學國小 童軍社 

忠義國小反哺 108/3/01-108/12/31 台南市忠義國小 童軍社 

品德小太陽 108/3/01-108/12/31 台南市台大橋國小 濟命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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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參與校外之社會服務情況與成效統計表（106 學年度） 

  
服務隊 服務對象 

隊數 社團數 志工 地點 人數 

寒 11 11 404 
新北市、桃園、新竹、嘉義、

臺南、屏東 
425 

暑 6 6 131 臺南、嘉義 220 

詳細的出隊情形如下表：  

(1) 107 年寒假服務隊 

社團及服務隊名稱 服務時間 服務對象 

醫療服務社 107/1/22-1/26 臺南市七股區獨居老人 

服務學習中心 107/1/25-1/27 彰化縣南州國小 

竹苗地區校友會：竹友愛心返鄉服務冬

令營 
107/1/29/-1/31 新竹縣雙溪國小 

建北會：建北返鄉服務隊 107/1/29-1/31 新北市萬里國小 

桃園地區聯合校友會返鄉服務隊：叢叢

危機 
107/1/29-1/31 桃園新屋區東明國小 

慈幼社 107/1/29-2/1 屏東縣力里國小 

救護團：寒假快樂急救學習營 107/1/29-2/2 臺南市菁寮國中 

禪學社 107/1/31-2/2 臺南市新化國中 

台南地區校友會：寒假育樂營 107/2/1-2/3 臺南市官田區渡拔國小 

社會服務隊：寒假國小課輔營 107/2/1-2/5 嘉義大湖國小 

成功景美校友會：返鄉服務學習營 107/2/9-2/12 臺南市善化國中 

 (2) 107 年暑假服務隊 

社團及服務隊名稱 服務時間 服務對象 

國樂社 107/7/4-7/7 臺南市新營區土庫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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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隊：暑假國小課輔營 107/7/9-7/13 嘉義縣桃源國小 

慈幼社：暑假樂活閱讀營  107/7/9-7/13 高雄市內門區溝坪國小 

醫療服務社：衛教生活營  107/7/10-7/11 臺南市七股區大文國小 

服務團 107/7/15-7/18 高雄市路竹區竹滬國小 

救護團：2018 快樂急救學習營 107/7/23-7/27 臺南市關廟區關廟國小 

 

(3) 107 年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服務隊  

營隊名稱 時 間 舉辦地點 主辦社團 

學國小反哺 107/3/01-107/12/31 台南市進學國小 童軍社 

忠義國小反哺 107/3/01-107/12/31 台南市忠義國小 童軍社 

品德小太陽 107/3/01-107/12/31 台南市台大橋國小 濟命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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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參與校外之社會服務情況與成效統計表（105 學年度） 

  
服務隊 服務對象 

隊數 社團數 志工 地點 人數 

寒 7 7 243 臺南、桃園 380 

暑 8 7 239 臺南、嘉義 372 

詳細的出隊情形如下表：  

(1) 106 年寒假服務隊 

社團及服務隊名稱 服務時間 服務對象 

青年領袖研習社：2017 領袖生命成長營 106/1/15~1/22 臺南市新化國中 

康樂領導服務社：小小創意家 106/1/20-1/22 臺南市南區喜樹國小 

社會服務隊：寒假國小課輔營 106/1/22-1/25 臺南市後壁區新嘉國小 

救護團：快樂急救學習營 106//1/22-1/26 臺南市山上國中 

台南地區校友會：寒假育樂營 106/1/23-1/25 臺南市官田區渡拔國小 

桃園地區聯合校友會返鄉服務隊：叢叢

危機 
106/1/24-1/26 

桃園大溪福安國小國小

生 

成功景美校友會：快樂學習營 106/2/09-2/12 臺南市玉井國中 

 (2) 106 年暑假服務隊 

社團及服務隊名稱 服務時間 服務對象 

禪學社：2017 臺灣青年服務團 106/7/11-7/13 臺南市仁德區文賢國中 

救護團：快樂急救學習營 106/7/24-7/28 臺南市漚汪國小 

領袖社：領袖生命成長營 106/7/10-7/12 臺南市崇明國中 

領袖社：星光領袖生命成長營 106/7/11-7/13 臺南市文山國小 

醫療服務社：暑假大出隊 106/7/4-7/12 台南市竹橋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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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幼社 106/7/3-7/7 嘉義三江國小 

社會服務隊：暑假國小課輔營 106/7/3-7/7 嘉義縣布袋鎮新岑國小 

服務團 106/8/2-8/6 嘉義縣義竹鄉和順國小 

 

(3) 106 年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服務隊  

營隊名稱 時 間 舉辦地點 主辦社團 

進學國小反哺 106/3/01-106/12/31 台南市進學國小 童軍社 

忠義國小反哺 106/3/01-106/12/31 台南市忠義國小 童軍社 

巧手玩藝 106/3/01-106/12/31 台南市忠孝國中 中國結社 

品德小樹苗 106/3/01-106/12/31 台南市立大橋國小 濟命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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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參與校外之社會服務情況與成效統計表（104 學年度） 

  
服務隊 服務對象 

隊數 社團數 志工 地點 人數 

寒 8 8 203 桃園、苗栗、雲林、臺南、高雄 449 

暑 8 8 269 雲林、嘉義、臺南 408 

詳細的出隊情形如下表：  

(1) 105 年寒假服務隊 

社團及服務隊名稱 服務時間 服務對象 

慈幼社：寒假活力閱讀營 105/1/25-1/28 
高雄市大樹區興田國

小 

服務團：105 寒假育樂營 105/1/25-1/29 
雲林縣元長鄉忠孝國

小 

社會服務隊：霍格華茲-冬季成長育樂營  105/1/27-1/31 
臺南市東山區吉貝耍

國小 

台南地區校友會：寒假育樂營 105/1/29-2/01 
臺南市後壁區菁寮國

小 

康樂領導服務社：奇幻夢工廠 105/1/30-2/01 
臺南市西港區港東國

小 

救護團：快樂急救學習營 105/2/01-2/05 
臺南市山上區玉井國

中 

桃園地區聯合校友會返鄉服務隊：英雄傳

奇 
105/2/02-2/04 

桃園縣觀音區育仁國

小學生 

新竹苗栗地區校友會：返鄉服務冬令營 105/2/02-2/05 
苗栗縣竹南鎮大埔國

小 

  

(2) 105 年暑假服務隊 

社團及服務隊名稱 服務時間 服務對象 

社會服務隊：夏季成長育樂營 105/7/04-7/08 嘉義縣港墘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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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幼社：閱讀營 105/7/04-7/08 
臺南市七股區篤加

國小 

崇德青年社：臺南大 High 孝-百孝經 3 部曲 105/7/08~7/10 
臺南市北區開元國

小 

醫療服務社：衛教生活營 105/7/11~7/13 
臺南市七股區三股

國小 

禪學社：2016 領袖培訓生命教育營 105/7/11-7/13 
臺南市安平區金城

國中 

服務團：105 暑假育樂營 105/7/11-7/14 
雲林縣台西鄉尚德

國小 

救護團：2016 暑假快樂急救宣導營 105/7/25-7/29 
臺南市下營區下營

國小 

成大成功景美校友會、松山高中校友會：2016

學習成長營 
105/7/26-7/29 

臺南市下營區甲中

國小 

 

 

(3) 105 年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服務隊  

 

營隊名稱 時 間 舉辦地點 主辦社團 

105/1/01-105/12/31 進學國小反哺 臺南市進學國小 童軍社 

105/1/01-105/12/31 忠義國小反哺 臺南市忠義國小 童軍社 

105/1/01-105/12/31 巧手玩藝 臺南市忠孝國中 中國結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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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參與校外之社會服務情況與成效統計表（103 學年度） 

  
服務隊 服務對象 

隊數 社團數 志工 地點 人數 

寒 8 8 255 
桃園、苗栗、雲林、臺南、高

雄 
435 

暑 7 7 216 彰化、臺南、高雄、屏東 415 

 

詳細的出隊情形如下表：  

(1) 103 學年度寒假服務隊 

 社團及服務隊名稱 服務時間 服務對象 

社會服務隊：英雄出任務─冬季成長育樂營 
104/1/29-2/02 

臺南市七股區後港國小學

生 

台南地區校友會：南孩總動員 
104/1/31-2/03 

臺南市後壁區菁寮國小學

生 

慈幼社：寒假活力閱讀營 
104/2/02-2/05 

雲林縣西螺鎮大新國小學

生 

新竹苗栗地區校友會：愛心返鄉服務冬令營 104/2/02-2/06 苗栗苑裡鎮山腳國小學生 

服務團：104 寒假育樂營 
104/2/02-2/06 

高雄市內門區觀亭國小學

生 

救護團：2015 寒假快樂急救宣導營 
104/2/02-2/06 

臺南市山上區山上國中學

生 

康樂領導服務社：舊式愛童藝 平等教育文

化營 
104/2/09-2/11 

臺南市大內區大內國小學

生 

桃園地區聯合校友會：武壢桃返鄉服務隊 
104/2/13-2/15 

桃園縣大園鄉內海國小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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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3 學年度暑假服務隊 

社團及服務隊名稱 服務時間 服務對象 

鋼琴社：音樂體驗營 104/7/06~7/09 屏東縣屏東市民和國民小學 

崇德青年社: 臺南大 High 孝-百孝經 3 部曲 104/7/10~7/12 臺南市北區開元國小 

醫療服務社：衛教生活營 104/7/13~7/15 臺南市七股區大文國小 

社會服務隊：夏季成長育樂營 104/7/13-7/17 臺南市南化區   北寮國小 

服務團：104 暑假育樂營 104/7/13-7/17 高雄市杉林區月美國小 

慈幼社：閱讀營 104/7/13-7/17 彰化芳苑鄉草湖國小 

 

 

(3) 103 學年度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服務隊 

營隊名稱 時 間 舉辦地點 主辦社團 

104/01/01-104/12/31 進學國小反哺 臺南市進學國小 童軍社 

104/01/01-104/12/31 忠義國小反哺 臺南市忠義國小 童軍社 

104/01/01-104/12/31 希望樂讀 臺南市甲中國小 慈幼社 

104/01/01-104/12/31 巧手玩藝 臺南市忠孝國中 中國結社 

104/01/01-104/12/31 團康探索學院 臺南市聖功女中 康領服社 

 

 

 

 

 

 

 



第 13 頁，共 26 頁 

學生參與校外之社會服務情況與成效統計表（102 學年度） 

  
服務隊 服務對象 

隊數 社團數 志工 地點 人數 

暑假 8 8 253 教育優先區中小學 458 

寒假 6 6 151 教育優先區中小學 367 

 

詳細的出隊情形如下表：  

(1) 102 學年度暑假服務隊 

 社團及服務隊名稱 服務時間 服務對象 

社會服務隊 

動物星球冒險旅程夏季成長育樂營 
103/07/09-103/07/14 嘉義東石網寮國小 

服務團 

103 暑假育樂營 
103/07/07-103/07/12 臺南市月津國小 

崇德青年社 

臺南大 High 孝百孝經 2 部曲 
103/07/09-103/07/13 台南市開元國小 

鋼琴社 

勝利國小音樂營 
103/07/03-103/07/06 屏東勝利國小 

慈幼社 

閱讀營 
103/07/07-103/07/11 屏東內獅國小 

救護團 

2014 暑假快樂急救宣導營 
103/07/28-103/08/01 台南市竹橋國中 

醫療服務社 

醫療服務隊 
103/07/09-103/07/11 關廟區崇和國小 

康樂領導服務社 

自然環境生態營 
103/07/28-103/07/30 高雄市圓潭國小 

 

http://school.kh.edu.tw/view/index.php?WebID=222&MainType=101&SubType=0&MainMenuId=14430&SubMenuId=0&NowMainId=14430&NowSub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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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2 學年度寒假服務隊 

社團及服務隊名稱 服務時間 服務對象 

成大救護團 

2014 成大救護團寒假快樂急救學習營 
103/01/25-103/01/29 台南市後壁區後壁國中 

社會服務隊-志願工作分隊 

天空之城探索之旅-冬季成長育樂營 
103/02/06-103/02/10 嘉義縣義竹鄉過路國小 

成大服務團 

103 寒育 Shining!夢想遠征隊！ 
103/01/24-103/01/28 台南市柳營區新山國小 

慈幼社 

寒假崎異峰情樂活閱讀營 
103/01/23-103/01/26 屏東縣林邊鄉崎峰國小 

新竹苗栗地區校友會 

愛心返鄉服務冬令營 
103/01/25-103/01/28 新竹縣關西鎮石光國小 

康樂領導服務社 

康樂領導服務 
103/01/26-103/01/28 台南縣下營區東興國小 

 

 

(3) 102 學年度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服務隊 

營隊名稱 時 間 舉辦地點 主辦社團 

團康探索學院 103/03/01-103/11/30 台南市私立聖功女中 康領服社 

巧手玩藝 103/03/03-104/01/05 台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中國結社 

希望樂讀 103/03/23-103/12/13 台南市甲中、樹林國小 慈幼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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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參與校外之社會服務情況與成效統計表（101 學年度） 

  
服務隊 服務對象 

補助情形 
隊數 社團數 志工 地點 人數 

暑假 8 8 217 教育優先區中小學 425   

寒假 7 7 200 教育優先區中小學 381   

 

 詳細的出隊情形如下表： 

(1) 101 學年暑假服務隊 

社團及服務隊名稱 服務時間 服務對象 

康樂領導服務社：  

創‧新化戰紀 創意思考育樂營 
102/07/30~08/01 

台南市新化區 

新化國小 50 名 

醫療服務社：  

崇心出發旗開德勝-崇德國小夏令營 
102/07/16~07/18 

高雄市田寮區  

崇德國小 36 名 

成大救護團  

2012 暑假快樂急救學習營 
102/08/09~08/12 

高雄市杉林區  

杉林國中 50 人 

社會服務隊-志願工作分隊：  

非洲奇幻之旅暑期歡樂成長營 
102/07/10~07/15 

嘉義縣大埔鄉  

大埔國小 120 名 

成大服務團：  

OPEN!海洋大秘寶 
102/07/09~07/13 

高雄市美濃區  

福安國小 50 名 

慈幼社：  

暑期自在閱讀營 
102/08/21~08/25 

南投縣仁愛鄉  

合作國小 40 人 

中國結社：  

成功夏令營 
102/07/17~07/19 

台南市中西區  

成功國小 40 人 

鋼琴社：  

藝起田子-音樂體驗營 
102/07/01~07/04 

屏東縣高樹鄉 

田子國小 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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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1 學年寒假服務隊 

社團及服務隊名稱 服務時間 服務對象 

康樂領導服務社：  

藝童趣安順-傳統文化育樂營 
102/01/26~01/28 

台南市安南區 

安順國小  

50 名 

醫療服務社：  

深植田寮，青春不老 
102/02/03~02/07 

高雄市田寮區  

新興國小  

36 名 

成大救護團  

寒假快樂急救學習營 
102/01/29~02/01 

台南市山上區  

山上國中  

50 人 

社會服務隊-志願工作分隊：  

奇幻遊樂園探索之旅冬季溫暖育樂營 
102/02/01~02/05 

高雄市內門區  

木柵國小  

60 名 

成大服務團：  

102 寒育 Jump!魔幻森林奇遇記 
102/01/29~02/03 

台南市白河區  

內角國小  

95 名 

慈幼社：  

翻閱希望-寒假閱讀營隊 
102/01/29~02/01 

屏東縣林邊鄉  

崎峰國小  

40 人 

崇德青年社：  

鹿港大 High 孝 
102/01/26~01/27 

彰化縣鹿港鎮 

鹿港國中  

5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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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1 學年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服務隊 

營隊名稱 時 間 舉辦地點 主辦社團 

希望樂讀計畫 102/02/01-102/12/31 
台南市  

仁光國小 
慈幼社 

2013 進學國小反哺活動 102/02/01-102/12/31 
台南市  

進學國小 
童軍社 

2013 忠義國小反哺活動 102/02/01-102/12/31 
台南市  

忠義國小 
童軍社 

辯論社團指導計畫 102/02/01-102/12/31 
台南市  

港明高中 
滔滔社 

團康魔法學院 102/02/01-102/12/31 台南市私立聖功女中 康領服 

巧手玩藝 102/02/01-102/12/31 
台南市  

忠孝國中 
中國結社 

  

(4) 101 學年學產基金服務隊 

營隊名稱 時 間 舉辦地點 主辦社團 

深植田寮，青春不老 102.02.03-02.07 高雄市田寮區居民、新興國小 醫療服務隊 

育幼院課輔 102.10.07-12.13 台南市立仁愛之家附設育幼所 慈幼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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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參與校外之社會服務情況與成效統計表（100 學年度） 

  
服務隊 服務對象 

補助情形 
隊數 社團數 志工 地點 人數 

101 寒 9 7 194 教育優先區中小學 433   

101 暑 8 8 191 教育優先區中小學 416   

  

詳細的出隊情形如下表： 

( 1 ) 100 學年暑假服務隊 

營隊名稱 時 間 舉辦地點 主辦社團 

聽 ! 風車在唱歌 101/8/13-8/14 台南市山上區山上國小 禪學社 

暑假快樂急救學習營 101/8/16-8/19 高雄市甲仙區甲仙國中 救護團 

藝起田子 - 音樂體驗營 101/7/1-7/4 屏東縣高樹鄉田子國小 鋼琴社 

OPEN ! 海洋大秘寶 101/7/9-7/13 高雄市美濃區福安國小 服務團 

非洲奇幻之旅暑期歡樂成長營 101/7/10-7/15 嘉義縣大埔鄉大埔國小 
社會服務隊 - 志願工

作分隊 

崇心出發旗開德勝 - 崇德國小夏令營 101/7/16-7/18 高雄市田寮區崇德國小 醫療服務社 

成功夏令營 101/7/17-7/19 台南市中西區成功國小 中國結社 

創 ‧ 新化戰紀 創意思考育樂營 101/7/30-8/1 台南市新化區新化國小 康樂領導服務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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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100 學年寒假服務隊 

營隊名稱 時 間 舉辦地點 主辦社團 

生活實踐育樂營 101/01/18~01/20 台南市左鎮區左鎮國中 
社會服務隊 - 國中服務

分隊 

堅強茁壯的幼苗 - 七股國小隔

代教養學生寒假課輔 
101/01/30~02/02 台南市七股區七股國小 醫療服務社 

寒假活力閱讀營 101/01/31~02/03 屏東縣恆春鄉龍泉國小 慈幼社 

2012 救護團寒假快樂急救宣導

營 
101/02/01~02/04 台南市玉井區玉井國中 成大救護團 

魔法森林奇妙探險之旅冬季溫馨

成長營 
101/02/01~02/05 嘉義縣義竹鄉和順國小 

社會服務隊 - 志願工作

分隊 

忍者演藝 - 表演育樂營 101/02/02~02/04 台南市安南區安慶國小 康樂領導服務社 

101 寒育 Hero！太陽風暴！寒

假育樂營 
101/02/03~02/07 高雄市內門區西門國小 成大服務團 

飛翔吧！勇者之翼 101/02/05~02/06 台南市麻豆區安業國小 禪學社 

小燈籠的祝福 101/02/05~02/06 台南市麻豆區紀安國小 禪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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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100 學年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服務隊 

營隊名稱 時 間 舉辦地點 主辦社團 

團康遊戲學院 101.01.01-12.31 台南市私立聖功女中 康樂領導服務社 

育才計畫 101.01.01-12.31 私立慈濟高級中學 全球議題研究社 

希望閱讀計畫 101.01.01-12.31 台南市南興國小 慈幼社 

2012 金城國中反哺活動 101.01.01-12.31 台南市金城國中 童軍社 

2012 進學國小反哺活動 101.01.01-12.31 台南市進學國小 童軍社 

2012 忠義國小反哺活動 101.01.01-12.31 台南市忠義國小 童軍社 

巧手玩藝社 101.01.01-12.31 台南市忠孝國中 中國結社 

  

( 4 ) 100 學年學產基金服務隊 

營隊名稱 時 間 舉辦地點 主辦社團 

前進古亭 緊握感動 101.07.13-07.20 
高雄市田寮區以及星星兒的

家 
醫療服務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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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參與校外之社會服務情況與成效統計表（99 學年度） 

  
服務隊 服務對象 

補助情形 
隊數 社團數 志工 地點 人數 

100 寒 8 8 212 教育優先區中小學 405   

100 暑 8 8 198 教育優先區中小學 360   

  

詳細的出隊情形如下表： 

( 1 ) 99 學年暑假服務隊 

營隊名稱 時   間 舉辦地點 主辦社團 

三分子綠能營 100/07/11~07/15 台南市安南區各校國小 康樂領導服務社 

一閃一閃亮晶晶 - 新興國

小夏令營 
100/07/14~07/16 高雄市田寮區新興國小 醫療服務社 

成大救護團暑假快樂急救

學習營 
100/08/16~08/19 高雄市甲仙區甲仙國中 成大救護團 

官田國中生活育樂營 100/07/06~07/10 台南市官田區官田國中 
社會服務隊 - 國中服務分

隊 

小小牛仔西部探索之旅 - 

暑期歡樂成長營 
100/07/13~07/18 高雄市湖內區三侯國小 

社會服務隊 - 志願工作分

隊 

100 暑育 GuruGuru 滿福

吃飽堡暑假育樂營 
100/07/12~07/17 台南市下營區中營國小 成大服務團 

暑期創意閱讀體驗營 100/07/05~07/12 台東縣蘭嶼鄉東清國小 慈幼社 

聽 ! 風車在唱歌 100/08/13~08/14 台南市山上區山上國小 禪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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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99 學年寒假服務隊 

時   間 營隊名稱 舉辦地點 主辦社團 

100/01/24~01/27 2011 自我ㄊㄨˊ破生態營 台南市安南區各校國小 康樂領導服務社 

100/01/24~01/27 

在崎嶇的旅程上向前奔跑 - 

七股國小隔代教養學生寒假

課輔 

台南市七股區七股國小 醫療服務社 

100/01/25~01/28 
成大救護團寒假樂急救學習

營 
台南市關廟區關廟國中 成大救護團 

100/01/20~01/22 東原國中育樂生活營 台南市左鎮區左鎮國中 
社會服務隊 - 國中服

務分隊 

100/01/26~01/30 廣興國小冬季歡樂成長營 屏東縣高樹鄉廣興國小 
社會服務隊 - 志願工

作分隊 

100/01/24~01/29 
100 寒育 Miru 特快車寒假

育樂營 
高雄市內門區木柵國小 成大服務團 

100/01/24~01/27 生活智慧營 高雄市六龜區寶來國小 慈幼社 

100/01/28~01/29 小風箏，載著希望飛翔 台南市善化區善糖國小 禪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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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99 學年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服務隊 

營隊名稱 時   間 舉辦地點 主辦社團 

中華傳統節藝、手工藝帶動

計畫 
100.01.01-12.31 忠孝國中 中國結社 

帶動中小學象棋發展 100.01.01-12.31 長榮中學 象棋社 

2011 年進學國小反哺活動 100.01.01-12.31 進學國小 童軍社 

2011 年金城國中反哺活動 100.01.01-12.31 金城國中 童軍社 

2011 年忠義國小反哺活動 100.01.01-12.31 忠義國小 童軍社 

期中活動 100.01.01-12.31 長安國小 服務團 

團康魔法學院 100.01.01-12.31 聖功女中 康樂領導服務社 

希望閱讀計畫 100.01.01-12.31 通興國小 慈幼社 

  

( 4 ) 99 學年學產基金服務隊 

營隊名稱 時   間 舉辦地點 主辦社團 

榕園趣味競賽、希望閱讀 100.01.01-06.30 成功大學、通興國小 慈幼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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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參與校外之社會服務情況與成效統計表（98 學年度） 

  

服務隊 服務對象 

補助情形 
隊數 

社團

數 
志工 地點 人數 

寒暑假服務隊 12 8 228 國中小學 754 

98 寒期青輔會補助 6 萬 1,000 元  

98 暑期青輔會補助 5 萬 1,000 元  

奇菱科技補助 1 萬 5,000 元、  

校方補助遊覽車資 8 萬 4,650 元  

慰問金 4 萬 7,100 元 ( 自 98 年暑期

開始提高至 200 元 / 人 ) 

帶動中小學社團

發展服務隊 
8 5 78 國中小學 

5,074  
( 人次 ) 

98 年度教育部補助 10 萬元 

學產基金服務隊

出隊情形 
2 3 290 

慈暉班、  

育幼院、  

敬老所、  

瑞復益智

中心 

210 
98 年上半年教育部學產基金補助 2 萬 

5,000 元 

 

 詳細的出隊情形如下表： 

( 1 ) 98 學年暑假服務隊 

營隊名稱 時   間 舉辦地點 主辦社團 

東原國中人際生活體驗營 98/07/02 ~07/06 台南縣東原國中 
社會服務隊 ( 國服分

隊 ) 

98 暑育 Rainbow 熱氣球育

樂營 
98/07/06 ~07/11 高雄縣小坪國小 成大服務團 

新威國小暑期歡樂學習營 98/07/08 ~07/13 高雄縣新威國小 
社會服務隊 ( 志工分

隊 ) 

健康成長營 98/07/10 ~07/12 台南縣東原國中 醫療服務社 

2009 五心級生活體驗營 98/07/31 ~08/02 高雄縣寶來國小 成大童軍社 

2009 暑假國中急救宣導營 98/08/02 ~08/12 台南 / 高雄縣國一、二學生 成大救護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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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閱讀棒球育樂營 98/08/03 ~08/06 
台南縣南化鄉北寮國小 / 

瑞峰國小 
成大慈幼社 

  

( 2 ) 98 學年寒假服務隊 

營隊名稱 時   間 舉辦地點 主辦社團 

遊樂大冒險 - 活力康輔營 98/1/21~23 台南市安南區長安國小 康樂領導服務社 

98 寒育 Clover 不倒翁 98/2/2~6 高雄縣鳳雄國小 成大服務團 

左鎮國中聯想創意營 98/2/4~6 台南縣左鎮國中 社會服務隊 ( 國服分隊 ) 

新豐國小寒假感恩成長課輔營 98/2/4~8 屏東縣高樹鄉新豐國小 社會服務隊 ( 志工分隊 ) 

2008 快樂急救學習營 98/2/7~10 
高雄縣旗山鎮  

州國中 
成大救護團 

  

( 3 ) 98 學年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服務隊 

營隊名稱 時   間 舉辦地點 主辦社團 

帶動中小學象棋發展 98/1/1~12/31 長榮中學 象棋社 

2009 年金城國中反哺活動 98/1/1~12/31 長榮中學 童軍社 

2009 年進學國小反哺活動 98/1/1~12/31 進學國小 童軍社 

2009 年忠義國小反哺活動 98/1/1~12/31 忠義國小 童軍社 

2009 年大成國中反哺活動 98/1/1~12/31 大成國中 童軍社 

巧手玩藝術 98/2/23~12/21 忠孝國中 中國結社 

期中活動 98/3/21~11/22 西門國小 服務團 

團康魔法跑動跳 98/3/22~11/22 聖功女中 康樂領導服務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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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98 學年學產基金服務隊 

營隊名稱 時   間 舉辦地點 主辦社團 

慈暉班學生個別心理輔導 98/2/14~6/13 永仁高中國中部慈暉班 攜手社 

1. 身心障礙孩童營隊  

2. 醫院陪辦住院病童 
98/3/9~6/1 

成大醫院、瑞復啟智中心、德蘭

啟智中心 

社會服務隊 ( 醫服分

隊 )、慈幼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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