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大學紮根志工服務學習、推動志工人力銀行實施計畫
條文說明表
條

文

說

壹、實施緣由
一、一張身分證，代表是位國民；一張志工證，代表是位好國
民。
二、一張身分證，代表是哪一國人；一張志工證，代表是位國
際人。
三、本校辦學理念之一，旨在傳揚「愛及全人教育」，培養學
生具備高尚品格保持與優質人文素養，期能貢獻所長服務
社會。在教學卓越計畫中，更積極推動在地志工服務學習
教育，鼓勵學生針對附近鄉里社區推行社會服務工作，增
進學生關懷、認同、回饋社區的情操與服務精神，進而能
以全球化志工精神，參與服務人群，不分區域、國度的國
際志工服務。此外，為落實品德教育之成效，特設立「亞
洲大學服務學習之志工人力銀行」，肩負推動志工訓練及
志工服務學習之使命，「成為利他學生」，達成「人人皆
志工、個個有品樂」成為全國第一所名符其實的有品志工
大學之願景。
貳、實施願景
「服務學習，本為本校必修課程，雖為 0 學分，但卻是畢
業門檻」。為加強服務學習效能，提升推己及人的陽光利他精
神，本校全力推動每位同學皆能取得「志工證」的課程與訓練，
當為畢業時的基本核心能力之一。自 99 學年度新生起全面實
施，建構本校成為全國第一所『快樂志工人』的有品志工大學。
參、實施目標
一、設置志工人力銀行，健康心靈快樂情境。
二、整合志工運用單位，關懷志工服務成效。
三、積極推動志工訓練，創新志願服務精神。
四、建立志工服務規範，卓越青年志工信念。
五、善用師生人力資源，拓展志工培訓管道。
六、提供志工服務認證，獎勵志工優異表現。
肆、組織與人力結構
亞洲大學服務學習之志工人力銀行設置於學生事務處，由
服務學習委員會為業務諮詢與指導單位，服務學習組綜理業務
落實與執行，下設訓練認證、服務學習及媒合輔導等三組。由
學生事務長擔任執行長，綜理業務督導，服務學習組組長為執
行祕書，責付志工業務推動。下設助理 1 至 2 人，負責志工業
務執行與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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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學生事務處

亞洲大學
服務學習之志工人力銀行

訓練認證

服務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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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工作任務內容
一、志工訓練
(一) 設置志工人力銀行，達成志工大學實施願景。
(二) 建置志工人力網站，提供志工相關訓練訊息。
(三) 訂定志工培訓辦法，培養快樂志工人新希望。
(四) 規畫志工訓練課程，申請經費補助執行決算。
(五) 辦理志願服務訓練，核發志工證書服務手冊。
(六) 辦理志工成長研習，提升志工創新服務知能。
(七) 提供體驗反思課程，內化志願服務內涵精神。
二、志工認證
(一) 訂定志工認證要點，提供志工服務時數登錄。
(二) 建立全校志工名冊，務實登錄服務實習時數。
(三) 辦理校內志工表揚，砥礪優秀志工服務士氣。
(四) 推薦全國志工表揚，肯定志工服務學習成效。
(五) 辦理志工團隊觀摩，展現團隊動力服務成果。
(六) 綜理其他相關事物，發揮中心最大服務效益。
(七) 強化服務學習課程，發揮志工互助合作功能。
三、志工媒合
(一) 建置志工服務網站，提供志工服務相關訊息。
(二) 訂定志工服務要點，策動全校志工服務熱潮。
(三) 整合志工服務單位，創造學生志工服務機會。
(四) 協助成立單位志工，活絡志工服務基本精神。
(五) 綜合單位人力需求，安排志工人員駐點服務。
(六) 擬訂國際志工要點，拓展國際志工服務視野。
(七) 建立良好社區關係，推動在地社區服務成效。
(八) 關懷校友職場服務，追踨終身志工足跡成果。
陸、參加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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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必要參加對象：自 99 學年度起，大學日間部全體大一新
生。
二、自願參加對象：
(一) 98 學年度前入校學生。
(二) 大學進修部、碩博士研究生、教職員工等。
柒、志工訓練執行方式
本校大一學生得依服務學習之志工人力銀行規劃，參加志
工訓練及品德陶冶，取得訓練結業證書及志願服務紀錄冊。
一、基礎訓練：於每學年上學期擇定週六、日，辦理志工基礎
訓練；課程包含：志願服務發展趨勢、志願服務法規之認
識、志願服務的內涵、志願服務倫理、志願服務經驗分享、
自我了解及自我肯定等 12 小時。
二、志工服務學習：接受基礎訓練課程後另需配合服務學習課
程必修 30 小時實作課後始得參加特殊訓練。
三、特殊訓練：於下學期依服務類別擇定週六、日，辦理志工
特殊訓練 12 小時；課程包含：社會資源與志願服務、志
願服務運用單位業務簡介、人際關係、說話藝術、團康活
動以上課程三選一、志願服務工作內容說明、綜合討論集
思廣益論方法及事業單位自訂課程等 6 門課 12 小時。
四、服務承諾：自發性參與志工服務、實現「一日志工，終身
志工」之願景。
五、成長研習：每年辦理一至二次志工服務知能研習，以提升
志工服務素養。
六、社區服務：每年由服務學習之志工人力銀行媒介排定校內
外及國際服務學習機會，志工可報名參與。
捌、志工服務紀錄冊認證
本校大學日間部學生就學期間，參與校內外志工服務學習可認
證事項如下：
一、 協助各教學及行政單位業務所需之相關活動服務，均可由
各單位認證服務時數。
二、 辦理或協助校內認可之社團各項活動服務工作，均可由辦
理單位認證其志工服務時數。
三、 各單位行政人員及生活學習生(工讀生)，如因臨時交辦任
務，行政人員其加班未申請補休、生活學習生加班未支領
生活學習金之工作時數，得轉為志工服務時數，予以登錄
認證。
四、 各單位應核實登錄服務時數，以為公正考評之依據，更為
志工服務學習之良範。
玖、志工服務單位媒合
一、 掌握服務學習之志工人力銀行資源，協助校內外服務學習
機會。
二、 透過校內各單位之申請，提供志工服務供需之機會。
三、 透過志工相關網站連結，了解社區需求與服務管道。
四、 透過服務績效展露觸角，廣納事業單位服務之平台。
拾、志工考核及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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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成一日志工終身志工願景，本校學生自入學亞洲大學
至畢業就業，在校內外擔任志工服務，均可累計服務時數及獎
勵。
一、 志工服務認證累計 50 小時(含)以上，得具國際志工遴選資
格。
二、 志工服務認證累計 200 小時(含)以上，得免抽籤提供住宿
資格。
三、 志工服務認證累計 300 小時(含)以上，得免抽籤提供住宿
資格，並可優先擔任生活學習生之機會，另呈報頒發志工
榮譽卡獎勵(憑卡可免門票進入政府旅遊景點)。
四、 志工服務認證累計 500 小時(含)以上，獲獎勵記功乙次及
獎品以資鼓勵。
五、 志工服務認證累計 1,000 小時(含)以上，獲頒亞洲大學服
務學習之志工人力銀行銅質獎章並記功二次及獎品獎勵。
六、 志工服務認證累計 1,500 小時(含)以上，獲頒亞洲大學服
務學習之志工人力銀行銀質獎章並記大功乙次及獎品獎
勵。
七、 志工服務認證累計 2,000 小時(含)以上，獲頒亞洲大學服
務學習之志工人力銀行金質獎章並記大功二次及獎品獎
勵。
八、 志工服務認證累計 3,000、5,000、8,000 小時以上，推薦參
加內政部優良志工選拔並記大功二次及獎品獎勵。
拾壹、志工督導會議
為推動志工人力銀行相關業務，得不定期召開志工督導
會議，由主任委員擔任召集人，針對志工會務、訓練課程、
年度工作檢討及其他事項做討論。
拾貳、經費概算
一、志工人力銀行業務推展、訓練、督導、考核、表揚等經費，
申請政府單位、教學卓越計畫及本校經費等補助。
二、各單位所屬之志工服務所需之經費，由該單位於年度預算
中編列。

勵方式。

拾參、本計畫經處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改時
亦同。

明訂本計畫生效之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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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訂本計畫中志工督導會
議運作方式及內容。

明訂經費來源與籌措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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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紮根志工服務學習、推動志工人力銀行實施計畫
99.3.1 擬訂
99.03.16 98 學年度第 25 次處務會議通過
100.5.19 亞洲秘字第 1000006010 號函發布

壹、實施緣由
一、 一張身分證，代表是位國民；一張志工證，代表是位好國民。
二、 一張身分證，代表是哪一國人；一張志工證，代表是位國際人。
三、 本校辦學理念之一，旨在傳揚「愛及全人教育」，培養學生具備高尚品格保持與優質
人文素養，期能貢獻所長服務社會。在教學卓越計畫中，更積極推動在地志工服務學
習教育，鼓勵學生針對附近鄉里社區推行社會服務工作，增進學生關懷、認同、回饋
社區的情操與服務精神，進而能以全球化志工精神，參與服務人群，不分區域、國度
的國際志工服務。此外，為落實品德教育之成效，特設立「亞洲大學服務學習之志工
人力銀行」，肩負推動志工訓練及志工服務學習之使命，「成為利他學生」，達成「人
人皆志工、個個有品樂」成為全國第一所名符其實的有品志工大學之願景。
貳、實施願景
「服務學習，本為本校必修課程，雖為 0 學分，但卻是畢業門檻」。為加強服務學習效
能，提升推己及人的陽光利他精神，本校全力推動每位同學皆能取得「志工證」的課程與訓
練，當為畢業時的基本核心能力之一。自 99 學年度新生起全面實施，建構本校成為全國第
一所『快樂志工人』的有品志工大學。
參、實施目標
一、 設置志工人力銀行，健康心靈快樂情境。
二、 整合志工運用單位，關懷志工服務成效。
三、 積極推動志工訓練，創新志願服務精神。
四、 建立志工服務規範，卓越青年志工信念。
五、 善用師生人力資源，拓展志工培訓管道。
六、 提供志工服務認證，獎勵志工優異表現。
肆、組織與人力結構
亞洲大學服務學習之志工人力銀行設置於學生事務處，由服務學習委員會為業務諮詢與
指導單位，服務學習組綜理業務落實與執行，下設訓練認證、服務學習及媒合輔導等三組。
由學生事務長擔任執行長，綜理業務督導，服務學習組組長為執行祕書，責付志工業務推動。
下設助理 1 至 2 人，負責志工業務執行與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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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圖

亞洲大學學生事務處

亞洲大學
服務學習之志工人力銀行

訓練認證

服務學習

伍、工作任務內容
一、志工訓練
(一) 設置志工人力銀行，達成志工大學實施願景。
(二) 建置志工人力網站，提供志工相關訓練訊息。
(三) 訂定志工培訓辦法，培養快樂志工人新希望。
(四) 規畫志工訓練課程，申請經費補助執行決算。
(五) 辦理志願服務訓練，核發志工證書服務手冊。
(六) 辦理志工成長研習，提升志工創新服務知能。
(七) 提供體驗反思課程，內化志願服務內涵精神。
二、志工認證
(一) 訂定志工認證要點，提供志工服務時數登錄。
(二) 建立全校志工名冊，務實登錄服務實習時數。
(三) 辦理校內志工表揚，砥礪優秀志工服務士氣。
(四) 推薦全國志工表揚，肯定志工服務學習成效。
(五) 辦理志工團隊觀摩，展現團隊動力服務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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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綜理其他相關事物，發揮中心最大服務效益。
(七) 強化服務學習課程，發揮志工互助合作功能。
三、志工媒合
(一) 建置志工服務網站，提供志工服務相關訊息。
(二) 訂定志工服務要點，策動全校志工服務熱潮。
(三) 整合志工服務單位，創造學生志工服務機會。
(四) 協助成立單位志工，活絡志工服務基本精神。
(五) 綜合單位人力需求，安排志工人員駐點服務。
(六) 擬訂國際志工要點，拓展國際志工服務視野。
(七) 建立良好社區關係，推動在地社區服務成效。
(八) 關懷校友職場服務，追踨終身志工足跡成果。
陸、參加對象
一、必要參加對象：自 99 學年度起，大學日間部全體大一新生。
二、自願參加對象：
(一) 98 學年度前入校學生。
(二) 大學進修部、碩博士研究生、教職員工等。
柒、志工訓練執行方式
本校大一學生得依服務學習之志工人力銀行規劃，參加志工訓練及品德陶冶，取得訓練
結業證書及志願服務紀錄冊。
一、 基礎訓練：於每學年上學期擇定週六、日，辦理志工基礎訓練；課程包含：志願服務
發展趨勢、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志願服務的內涵、志願服務倫理、志願服務經驗分
享、自我了解及自我肯定等 12 小時。
二、 志工服務學習：接受基礎訓練課程後另需配合服務學習課程必修 30 小時實作課後始得
參加特殊訓練。
三、 特殊訓練：於下學期依服務類別擇定週六、日，辦理志工特殊訓練 12 小時；課程包含：
社會資源與志願服務、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業務簡介、人際關係、說話藝術、團康活動
以上課程三選一、志願服務工作內容說明、綜合討論集思廣益論方法及事業單位自訂
課程等 6 門課 12 小時。
四、 服務承諾：自發性參與志工服務、實現「一日志工，終身志工」之願景。
五、 成長研習：每年辦理一至二次志工服務知能研習，以提升志工服務素養。
六、 社區服務：每年由服務學習之志工人力銀行媒介排定校內外及國際服務學習機會，志
工可報名參與。

捌、志工服務紀錄冊認證
7

本校大學日間部學生就學期間，參與校內外志工服務學習可認證事項如下：
一、 協助各教學及行政單位業務所需之相關活動服務，均可由各單位認證服務時數。
二、 辦理或協助校內認可之社團各項活動服務工作，均可由辦理單位認證其志工服務時
數。
三、 各單位行政人員及生活學習生(工讀生)，如因臨時交辦任務，行政人員其加班未申請補
休、生活學習生加班未支領生活學習金之工作時數，得轉為志工服務時數，予以登錄
認證。
四、 各單位應核實登錄服務時數，以為公正考評之依據，更為志工服務學習之良範。
玖、志工服務單位媒合
一、 掌握服務學習之志工人力銀行資源，協助校內外服務學習機會。
二、 透過校內各單位之申請，提供志工服務供需之機會。
三、 透過志工相關網站連結，了解社區需求與服務管道。
四、 透過服務績效展露觸角，廣納事業單位服務之平台。
拾、志工考核及獎勵
為達成一日志工終身志工願景，本校學生自入學亞洲大學至畢業就業，在校內外擔任志
工服務，均可累計服務時數及獎勵。
一、 志工服務認證累計 50 小時(含)以上，得具國際志工遴選資格。
二、 志工服務認證累計 200 小時(含)以上，得免抽籤提供住宿資格。
三、 志工服務認證累計 300 小時(含)以上，得免抽籤提供住宿資格，並可優先擔任生活學習
生之機會，另呈報頒發志工榮譽卡獎勵(憑卡可免門票進入政府旅遊景點)。
四、 志工服務認證累計 500 小時(含)以上，獲獎勵記功乙次及獎品以資鼓勵。
五、 志工服務認證累計 1,000 小時(含)以上，獲頒亞洲大學服務學習之志工人力銀行銅質獎
章並記功二次及獎品獎勵。
六、 志工服務認證累計 1,500 小時(含)以上，獲頒亞洲大學服務學習之志工人力銀行銀質獎
章並記大功乙次及獎品獎勵。
七、 志工服務認證累計 2,000 小時(含)以上，獲頒亞洲大學服務學習之志工人力銀行金質獎
章並記大功二次及獎品獎勵。
八、 志工服務認證累計 3,000、5,000、8,000 小時以上，推薦參加內政部優良志工選拔並記
大功二次及獎品獎勵。
拾壹、志工督導會議
為推動志工人力銀行相關業務，得不定期召開志工督導會議，由主任委員擔任召集人，
針對志工會務、訓練課程、年度工作檢討及其他事項做討論。
拾貳、經費概算
一、 志工人力銀行業務推展、訓練、督導、考核、表揚等經費，申請政府單位、教學卓越
計畫及本校經費等補助。
8

二、 各單位所屬之志工服務所需之經費，由該單位於年度預算中編列。
拾參、本計畫經處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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