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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科技大學第十一屆服務學習學術研討會 

實施計畫 

 

一、宗旨： 

明新科技大學自 98 年起，連續辦理第一屆至第四屆全國服務學習學術研討

會，自 102年起，改以校際聯盟方式，由明新科技大學、臺北醫學大學及聖約翰

科技大學三校共同輪流辦理，於 105年則加入新血大同大學，四校聯盟共同為服

務學習的推動持續努力。 

承繼先前的豐碩成果，108 年將由明新科技大學辦理「第十一屆服務學習學

術研討會」，藉由圓桌論壇、學術研討及實務分享等方式，廣納各界理念與見解，

促進跨領域交流，及精選優質論文或課程，期盼能持續發展並充實國內服務學習

領域的理論與實務，以提升服務學習方案的推行成效，並豐富學生學習的深度與

廣度，進而落實促進大學生發展暨大學社會責任之目的。 

二、研討會時間：108年 06 月 21日（星期五）。 

三、研討會地點：明新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一號）。 

四、主辦單位：明新科技大學 學務處服務學習中心 

五、協辦單位： 

臺北醫學大學 學務處服務學習中心 

聖約翰科技大學 學務處服務學習中心 

大同大學 學務處導師室 

社團法人臺灣服務學習學會 

六、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8年 06月 14日（星期五），參與人數 120人。 

七、報名網址：https://goo.gl/kRCwk6。 

 

  

https://goo.gl/kRCwk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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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研討會議程： 

時間 活動項目 議程內容 地點 

08：30-09：00 報到 與會人員報到 
管理學院一

樓大廳 

09：00-09：10 開幕式 
開幕式 

主持人：明新科技大學林啟瑞校長 

管理學院

104 

哈佛講堂 

09：10-09：20 揭幕式 

明新科技大學彭政雄學務長 

臺北醫學大學張秀如學務長 

聖約翰科技大學黃振紅學務長 

大同大學魏哲弘學務長 

臺灣服務學習學會楊昌裕監事、前秘書長 

中華學生社團教育學會簡信男理事長 

09：20-09：30 茶敘 交流時間與大合照 

09：30-11：30 圓桌論壇 

主題：服務學習+ 

主持人：林惟鐘/臺北科技大學學務長 

與談人： 

服務學習+ 

楊昌裕/遠東科技大學行政副校長 

服務學習+USR 

簡志峰/中原大學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服務學習+CSR 

羅檍晴/富邦人壽客戶關係管理部資深專

案副理 

服務學習+在地創生 

陳文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

策學系助理教授 

11：30-13：00 午餐 海報論文發表 

管理學院

101展覽室

及一樓大廳 

13：00-14：30 
論文發表 

第一場 

A1場 

管理學院

104 

哈佛講堂 

主持人：劉若蘭/臺灣師範大學公領系副教授兼全 

              人教育中心主任 

評論人：徐  明/康寧大學幼保系助理教授 

主  題：幼保系科學志工團隊之執行經驗與成效 

發表人：陳麗媜/明新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副教授 

主  題：服務學習對代間印象轉變及學習成效之

影響：以社會團體工作課程為例 

發表人：隗振琪/明新科技大學樂齡服務產業管理 

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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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活動項目 議程內容 地點 

主  題：大專校院教師參與服務學習與社區連結

動機之質性研究 

發表人：邱筱琪/明新科技大學社會科學教學中心

助理教授兼服務學習中心主任 

13：00-14：30 
論文發表 

第一場 

B1場 

管理學院

107教室 

主持人：劉鎔毓/中華科技大學學務長 

評論人：林秋松/逢甲大學領導知能與服務學習中 

              心主任 

主  題：以社區為基礎的服務-學習課程－以中華

科技大學專業融入服務-學習課程為例 

發表人：吳建隆/中華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 

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 

主  題：彩色服務學習－以明新科技大學通識課

程為例 

發表人：郭益悅/明新科技大學人文藝術教學中心 

副教授 

主  題：PBL 問題導向學習融入實務課程教學設

計－以明新科大運動管理系專業倫理

課程為例 

發表人：向薇潔/明新科技大學運動管理系副教授 

14：30-15：00 茶敘 交流時間 
管理學院

101展覽室 

15：00-16：30 
論文發表 

第二場 

A2場 

管理學院

104 

哈佛講堂 

主持人：魏哲弘/大同大學學務長 

評論人：王美鴻/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主  題：國際志工推動之現況－以 2020 年日本

東京奧運・帕運為例 

發表人：曾興發/明新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 

助理教授 

主  題：Promoting the CARE Model in 

Service-Learning Education 

發表人：楊惠筠/明新科技大學服務產業暨管理研

究所、語言教學中心副教授 

主  題：服務學習：來去鄉下住一晚 

發表人：邱添丁/中原大學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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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活動項目 議程內容 地點 

論文發表 

第二場 

B2場 

管理學院

107教室 

主持人：黃振紅/聖約翰科技大學學務長 

評論人：吳建隆/中華科技大學課外活動指導組組 

              長 

主  題：亮亮亮團隊的服務學習 

發表人：黎淑慧/明新科技大學多元族群文化中心

副教授 

主  題：服務學習課程之規劃與模式—以北部某

科大財金系為例 

發表人：熊漢琳/康寧大學視光科助理教授 

管理學院

107教室 

主  題：現今社團多元服務學習實作與師生合作

關係之改變－以德明財經科技大學為

例 

發表人：洪維倫/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學務處課外活

動指導組社團與服務學習輔導

老師 

16：30-17：00 閉幕式 
閉幕式及綜合座談 

主持人：明新科技大學彭政雄學務長 

管理學院

104 

哈佛講堂 

 

九、論文海報發表明細表： 

No. 論文題目 作者/單位名稱/職稱 

1 
運用服務學習教材教案設計於社區健康促

進 

趙櫻花/元培醫事科技大學護理系助理教授 

汪惠芬/元培醫事科技大學護理系助理教授 

2 運用渥太華五大行動綱領於社區健康照護 
趙櫻花/元培醫事科技大學護理系助理教授 

汪惠芬/元培醫事科技大學護理系助理教授 

3 
服務學習融入專業課程：輔英科技大學綠色

科技導論－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陳誌偉/輔英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暨生物技

術研究所助理教授 

林安然、林楷翰、陳訓祥/輔英科技大學生物

科技系學生 

4 
從文書歷練走到自我肯定－參與以文書處

理為主之服務學習模式 

張家臻/聖約翰科技大學老人服務事業系助

理教授 

連佳華、陳盛傑/聖約翰科技大學老人服務事

業系學生 

5 
Effectiveness of Integrating Service Learning 

Strategies into Basic Clinical Nursing 

陳宣佑/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學生事務處

課外活動暨服務學習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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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um 劉虹妙/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學生事務處

課外活動暨服務學習組組員 

李莅蒂/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學生事務處

課外活動暨服務學習組組員 

6 「用愛灌溉台灣」幫弱勢整屋修繕計畫 
陳建成/明新科技大學土木工程與環境資源

管理系助理教授 

 

十、聯絡方式： 

（一）聯絡人：明新科技大學服務學習中心 邱筱琪主任、吳毓君小姐。 

（二）聯絡電話：聯絡電話：03-5593142轉 2325、2326。 

（三）傳真電話：03-5591472。 

（四）E-mail：hcc@must.edu.tw、happiness52093@must.edu.tw。 

 

 

十一、其他： 

（一）全程參與本研討會者，將核發研習證明。 

（二）與會者請自備環保餐具及環保杯。 

（三）研討會相關訊息將隨時更新並公告於「明新科技大學服務學習中心」網

站（網址：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42/）。 

（四）明新科技大學交通路線圖： 

mailto:hcc@must.edu.tw、happiness52093@m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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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行開車： 

（1） 中山高湖口交流道下（83.8公里出口），往湖口、新豐方向

行駛，遇士林電機（丁字路口）右轉 400 公尺後，再左轉走

新興路（省道台一線），經新豐火車站約 900公尺，抵達明

新科技大學。 

（2） 中山高竹北交流道下（91.0公里出口），往竹北市區方向行

駛，走光明六路，遇中華路（省道台一線）右轉往新豐方向，

經竹北派出所後約 4公里即可抵達明新科技大學。 

2. 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1） 火車：搭電車至新豐火車站，出車站大門左轉，步行約 15分

鐘即可抵達本校。 

（2） 巴士：可選擇搭乘新竹客運或中壢客運至本校。 

a. 搭乘新竹客運班車，路線可選擇「新竹-湖口」、「新竹-

中壢（經新豐）以及「新竹-新庄子（經新豐）」，於新竹、

中壢火車站附近上車，明新科技大學下車。 

b. 搭乘中壢客運班車，路線為「中壢-新竹」，可於新竹、中

壢火車站附近上車，明新科技大學下車。 

3. 搭乘專車：請於 108 年 06月 21日（五）上午 08:00~08:15於高鐵新

竹站 4號出口集合，08:15準時發車。回程於 17:00將有專車接送至

高鐵新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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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明新科技大學校園平面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