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樹德科技大學志願服務計畫 

壹、 緣起與依據 

為整合本校人力資源，使願意投入志願服務工作之教、職、員、工與學生力量做最有效

之運用，並以成為『志工大學』為目標，定期推動校內及社會之服務，並依據「志願服

務法」第七條之規定，訂定「樹德科技大學志願服務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貳、 適用對象 

凡本校學生及教職員工均得依本計畫申請為志願服務者(以下簡稱志工)。 

參、 辦理期程 

106 年 8 月 1 日至 107 年 7 月 31 日 

肆、 主辦單位 

本校由學務處課外活動暨服務學習組(以下簡稱課服組)負責有關志工之權利、義務、招

募、教育訓練、獎勵表揚、福利、保障、宣導與申訴之規劃及辦理。 

伍、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 

本校以各行政與教學單位，為志願服務運用之單位。 

陸、 志工招募、訓練、輔導與志工福利及保障 

一、 志工招募 
(一) 課服組應於每學年度擬訂志工招募計畫，並提學務會議通過後，據以推動，並報

請教育部備案。 
(二) 各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均得視需要，校內單位依本計畫所制訂『樹德科技大學志願

服務運用計劃表』(如附件一)，校外單位簽訂『樹德科技大學/非營利機構 「服

務領導教育課程 – 校外服務實作」合約書』(如附件二)，由課服組辦理招募、

登記與分派。 
(三) 本校志工須參與校內舉辦之志工教育訓練課程，使能參與志願服務。 
(四) 具專門執業證照之服務工作，應由具證照之志工為之。 

二、 志工訓練 
為提昇志願服務工作品質，保障受服務者之權益，本校對志工辦理下列教育訓練：  
(一) 基礎、特殊訓練課程。 

「基礎訓練課程」藉由台北 e 大 E 化課程完成後，經檢核通過，自行列印正式

通過證明書，送交課服組，即完成上學期基礎訓之課程。「特殊訓練課程」則

視服務運用單位之服務性質訂定之，「特殊訓練課程」將以教育類課程為主，

由課服組於下學期開學時，公告課程時間梯次並辦理之，並採線上報名上課。 
(二) 基礎訓練課程配合台北 e 大課程安排、特殊訓練課程時程表： 

志工基礎訓練課程內容包括 - 

一、「基礎訓練課程」藉由台北 e 大 E 化課程完成後，經檢核通過，自行列印 



正式通過證明書，送交課服組，即完成上學期基礎訓之課程。 

二、基礎訓練課程配合台北 e 大課程安排。 
三、上課期間內，上線時間滿 576 分鐘，達成測驗成績 80 分以上，核發學習時 

數認證 12 小時。 

特殊訓練課程內容包括 - 

一、社會福利與社會資源：二小時 

二、情緒管理與人際溝通：二小時 

三、破冰分組與促進互動之團康技巧：二小時 

四、銀髮關懷與溝通技巧：二小時 

五、兒少關懷與溝通技巧：二小時 

六、志願服務實作工作：二小時 
以上共計十二小時 

 
三、 志工輔導 

(一)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依照志工之工作內容與特點，確保志工在符合安全及衛生之

適當環境下進行服務。 
(二)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提供志工必要之資訊，並指定專人負責志工之督導。 
(三) 志工依志願服務運用單位之指示進行志願服務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

利者，由志願服務運用單位負責損害賠償責任。 
(四) 前項情形，志工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賠償之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對之有求償權。 

 
四、 志工福利及保障 

對於校外服務之志工，本校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為其辦理意外事故保險，必要時，

並得補助交通、誤餐及特殊保險等經費。 

柒、 志工運用與志工服務項目 

一、 志工運用 
(一)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依『樹德科技大學志願服務運用計劃表』(如附件一)、『樹

德科技大學/非營利機構 「服務領導教育課程 – 校外服務實作」合約書』(如
附件二)所載，運用志工。 

(二)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於志願服務運用結束後一個月內，將志願服務計畫辦理情形

送學務處課服組，辦理志工登記相關事宜。 
(三) 學務處課服組應於每學年結束後，彙整該學年志願服務運用計畫執行情形，報請

教育部備查。 
二、 志工服務項目 

本校認可之志工服務項目包括校內及校外兩類。 
(一) 校內志工服務包括下列各項： 

1. 校園美化服務。 



2. 校園專業技能服務。 
3. 校園活動服務。 
4. 校園公共事務服務。 

(二) 校外志工服務包括下列各項： 
1. 配合各級政府機關、民間機構與社福團體辦理之各項志工服務。 
2. 本校推動之專業技能服務。 
3. 本校推動之社區服務。 
4. 本校推動參加校外相關活動之服務。 
5. 其他符合「志願服務法」規定之社會服務。 

捌、 志工管理與考核 

一、 志工管理 
凡參與「基礎訓練課程」「特殊訓練課程」合格之志工，由課服組發給志願服務證

及服務記錄冊，並依下列要點辦理： 
(一) 志願服務證作為志工服務識別之用，不作其他用途使用。 
(二) 服務紀錄冊為志工服務之總登錄。 
(三) 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由志工使用及保管，不得轉借、冒用或不當使用；有轉借、

冒用或不當使用情事者，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予糾正並註記，其服務紀錄不予

採計。 
(四) 志工轉換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時，服務紀錄冊應繼續使用。 
(五) 服務紀錄冊有損壞或遺失情事者，志工得請求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申請發給服務紀

錄冊。 
(六) 服務紀錄冊之登錄，由課服組指定人員辦理，並應注意下列規定： 

1. 記載服務項目應依實際狀況填寫，服務內容應詳細填列。 
2. 服務時數指實際提供服務之時數，不含往返時間。 
3. 加蓋登錄人姓名並簽章。 

(七)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對不適任之志工，得收回服務證，並註銷證號。 
(八)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建立志工之個人服務檔案，以建立完整服務資訊。 
(九) 課服組得隨時抽檢服務證及紀錄冊之使用情形。 

二、 志工考核 
(一) 課服組應於每學年結束後一個月內，將志願服務之服務績效考核結果提學務會議

報告。 
(二) 本校由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於每學年結束後一個月內，對於志願服務個人及

團隊之服務績效進行考核，並對各志願服務運用單位進行評鑑。考核及評鑑結

果成績優良者予以獎勵。 
(三) 對於參與服務成績良好之志工，其志工服務年資滿一年，服務時數達 150 小時以

上者，因升學、進修、就業或其他原因需志願服務績效證明者，應檢附志願服

務紀錄冊及相關證明文件，向課服組申請發給服務績效證明書(如附件三)。課

服組於受理前項申請後，經業務相關承辦人、志工督導及負責人覈實審查後，



於七日內發給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 
(四) 本校對於完成 12 小時之志工基礎訓練，且完成特殊訓練，並持有志願服務績效

證明書者，經考核成績優良之志工，得依下列標準予以獎勵： 
1. 連續服務滿 150、200、300 小時以上，頒給「志願服務績優證明書」乙紙，

並登錄時數於志願服務紀錄冊。 
2. 連續服務滿 3000 小時以上者，課服組得依「志願服務獎勵辦法」辦理之。 

(五) 志工符合前項規定者，得填具申請獎勵事蹟表(如附件四)，檢具相關證明文件，

於每學年結束時送課服組。課服組於受理後應審查並造冊彙辦完成(如附件

五)，於學年結束後送教育部備查，並於公開集會場合予以表揚。 

玖、 其他事宜 

一、 課服組得編列預算或結合本校資源，推動及辦理志願服務。 
二、 本計畫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並報請教育部備案，修正

時亦同。 



附件一 

 

 



附件二 
 

樹德科技大學/非營利機構 

「服務領導教育課程 – 校外服務實作」合約書 

 

    茲因樹德科技大學為推動『樹德科技大學志願服務計畫』，邀請非營利機構共同合

作，並為使學生及接受服務之機構或對象均能彼此受惠，雙方同意合作條件如下： 

第一條 合作內容 

樹德科技大學部分(以下簡稱甲方) ： 

1. 安排專人與乙方溝通相關服務事項，包括服務內容、服務時段、需求人數。 

2. 提供學生關於服務機構之相關資訊，協助學生了解服務機構與被服務對象之服務目標

與需求。 

3. 安排專人與乙方確認學生前往服務之時段及人數。 

4. 安排專人帶領學生出隊並協助乙方管理及進行服務實作等相關事項。 

5. 服務期間，若有任何問題願意與乙方進行相關溝通與聯繫。 

6. 除因天災地變等不可抗力之情形外，若無法於約定時間進行服務，須在服務時間一週

前告知乙方業務負責人，並提供替代時間。 

7. 接受乙方之督導，在彼此尊重、平等、合作基礎上，從事服務，並儘速瞭解服務機構

與被服務對象之問題與目標，嚴尊機構之相關規定，及對所接觸資料應具備之保密責

任。 

 

非營利機構部分(以下簡稱乙方) ： 

1. 安排專人與甲方溝通相關服務事項，包括服務內容、服務時段、需求人數。 

2. 提供甲方機構及服務對象之相關資訊。 

3. 安排專人與甲方確認學生前往服務之時段及人數。 

4. 督導甲方服務學生進行服務，乙方得視甲方情況提供服務前訓練、防護措施與說明

後，始可安排甲方服務學生直接接觸被服務對象之服務工作。 

5. 服務期間，若有任何問題願意與甲方進行相關溝通與聯繫。 

6. 除因天災地變等不可抗力之情形外，若無法於約定時間進行服務，須在服務時間一週

前告知乙方業務負責人，並提供替代時間。 

7. 請乙方擔任服務學生之督導，並於最後一次服務時，協助評量服務學生之成績，並將

評分成績資料給予甲方專人。 

 

第二條 合約生效、終止及修訂 

合約生效日自簽約日起算，預定終止日期為民國       年       月     日止，如有任

何變更、修改、未定事宜或解釋疑惑等，由雙方以善意共同協議之。 



 

第三條 善意原則 

本合約內容條款解釋產生疑義或其他未盡事宜，雙方應本善意之原則協調之。 

 

第四條 未盡事宜 

本合約如有未盡事宜，悉依附於本合約書之特別規定事項。 

 

第五條 合約方式 

本合約一式兩份，由簽訂後，由乙、丙兩方各執正本乙份為存。 

 

 

 

 

 

 

 

 

 

立合約人 

甲方：樹德科技大學 

代表人： 

地址： 

電話： 

E-mail： 

 

乙方： 

代表人： 

地址： 

電話： 

E-mail：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 

志 願 服 務 績 效 證 明 書 
項 目 內 容 

志工基本 

資 料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住(居)所地址：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護照號碼)： 

服務績效 

一、服務起迄時間： 

二、服務項目及時數： 

三、服務內容： 

四、特殊績效： 

志願服務

運用單位 

一、 名稱： 

二、 評語： 

負責人：（簽章） 

志工督導：（簽章） 

承辦人：（簽章） 

發證單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四 
 申請日期： 

 志願服務申請獎勵事蹟表 

申 請 人 
（簽名蓋章）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基

本

資

料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護照號碼）： 
 
住（居）所地址： 
 
聯絡電話： 

重要事蹟 
１ 服務時數   時 
２ 主要績效（詳附服務績效證明書） 

志願服務 
運用單位意見 

 負責人 
核章  

審查機關 
意見 

 首長 
核章  



附件五 
 

志願服務申請獎勵名冊 

編 

號 

申 

請 

等 

次 

服務 

時數 

中文 

姓名 

英文 

姓名 

性 

別 

出 

生 

年 

月 

日 

身分證統

一編號(或

護照號碼) 

住(居)所地址 
電 

話 

志願 

服務 

運用 

單位 

審查 

機關 

備 

註 

  
(範例) 羅貴英 LO,KUEI-YING 

        

             

             

             

             

             

             

             

             

附註：「英文姓名」建議應與其所持護照或英文畢業證書上所載名字拼音相同，以利日後出國

就學或就業使用。無護照或英文畢業證書者，請逕依中英拼音翻譯。 



附件六 

 

志願服務紀錄冊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