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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旅程：從服務學習到社會責任 

致理科技大學 2019 年服務學習暨大學社會責任研討會 

實施計畫  

壹、宗旨：  

服務學習是一種重視學習因素的服務，必須透過結構化的課程

設計，促進服務者的發展及滿足被服務者的需求。自 96 學年度起本

校即藉由「服務學習」之實作教育，結合專業、社團活動、服務與

學習，鼓勵學生參與各種活動，在活動中滿足社區的需求，培養學

生具有批判性與建設性的應變能力，營造具有全人教育、生命關懷、

服務學習之校園氛圍，進而達到大學善盡社會責任之目的。 

 

貳、 研討會時間：108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五） 

參、 研討會地點：致理科技大學綜合教學大樓 8 樓國際會議廳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 1 段 313 號） 

肆、 指導單位：教育部  

伍、 主辦單位：本校學務處 

陸、 協辦單位：本校應用英語系及課外活動指導組 

柒、 研討會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8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五）截止。 

捌、 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d7mrtpSEEZkK5hqo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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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研討會議程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09：30~10：00 報到 

綜合教學

大學 
8 樓國際會

議廳 

10：00~10：20 
開幕式 
主持人：陳珠龍/致理科技大學 校長 

10：20~11：50 
專題演講：待訂 
主持人：蕭晴惠/致理科技大學 學務長 
主講人：邱佳慧/臺北醫學大學 副教授 

11：50~13：30 午餐暨海報論文發表 
綜合教學

大學 
8 樓中庭 

13：30~14：50 

論文發表場次一 
主持人：關芳芳/致理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主任 

綜合教學

大學 
8 樓國際會

議廳 

主題：那瑪夏人才培育大學社會責任踐履之探討 
發表人：張松山/高雄醫學大學學務處 主任 
    周汎澔/高雄醫學大學學務處/護理學系      

        學務長/教授 

主題： 
國際經驗在地實踐：大學社會責任式之畢業專題計畫 
發表人：謝顥音/淡江大學蘭陽校園 

英美語言文化學系主任 副教授 

主題：資訊志工十年有成-從服務學習中發現自我價值 
發表人：雷立偉/致理科技大學國際貿易系 副教授 
    黃正芳/銘傳大學英語教學中心 助理教授  

主題：資訊志工服務偏鄉以萬里地區之案例 
發表人：曲莉莉/致理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助理教授 

14：50~15：00 休息 
綜合教學

大學 
8 樓中庭 

 
 

15：00~16：00 
 
 

論文發表場次二 
主持人：陳靜怡/致理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 副教授 

 
綜合教學

大學 
8 樓國際會

議廳 

主題：以策展作為在地實踐的敘事載具 
發表人：蔡郁焄 / 致理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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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15：00~16：00 

主題：兩岸技職校院電子商務課程導入服務學習的 

比較與思考 
發表人：鄭廣泉/國立中山大學行銷傳播管理研究所 

碩士生 

 
 
 
 

綜合教學

大學 
8 樓國際會

議廳 

主題：服務學習教學模式實踐-以度度客區塊鏈群眾 
募資平台實作為例 

發表人：鄭來宇/致理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助理

教授 
                邱馨慧/致理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學生 
主題：校園與社區服務之成效-以新北市板橋區、萬里

區為例 
發表人：曲莉莉/致理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助理教授 
                游蕋蔆、宋彩綾、吳振豪/致理科技大學資訊

管理系 學生 

16：00~16：30 
綜合座談 
主持人：蕭晴惠/致理科技大學 學務長 

綜合教學

大學 
8 樓國際會

議廳 

16：30 賦歸 

  
壹拾、 論文海報發表一覽表： 

序號 論文題目 作者/單位名稱/職稱 

1 
關愛社區—創新服務學

習課程之行動研究 

王麗菱/國立台中科技大學美容系 助理教授  
王玉玫/國立台中科技大學服務學習輔導組組

長  助理教授 

2 
學生參與服務學習之動

機、滿意度與社會責任

之研究 

謝松益/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助理教授           
劉尚銘/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副教授 

3 
大學生參與服務學習動

機、健康促進與成效評

估之探討 

謝松益/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助理教授           
劉尚銘/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副教授 

4 
從服務學習中找到自己

的價值 
陳筠蓁/致理科技大學國際貿易所 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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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壹、 聯絡方式：  

一、 聯絡人：本校課外活動組陳玟卉小姐 

應用英語系周靜婷老師 

二、 聯絡電話： (02)2256-5134；(02)2257-6167 分機 1514 或 2402 

三、 E-mail：c202@mail.chihlee.edu.tw；  

emilyc629@mail.chihlee.edu.tw  

壹拾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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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理科技大學課外活動

指導組」網站（網址：https://is.gd/67uGO4）。  

四、 口頭發表或海報發表，主辦單位依投稿件數，視情況調整之。 

 

五、 致理科技大學交通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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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行開車：  

（1） 高速公路國道一號（中山高）五股交流道下靠左直行，

接 64 號快速道路（東向），至板橋交流道（民生路）

出口方向下橋，直行至文化路，右轉文化路直行，即

可到達。 
（2） 高速公路國道三號（北二高）中和交流道下，往板橋

方向出口，接 64 號快速道路（西向），往萬板路出口

方向下橋，直行民生路至迴轉道迴轉往文化路方向，

右轉文化路直行，即可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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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台北市方向到校者： 
a. 經台北市華江橋，直走文化路 2 段、1 段，過民生

路口後至第一銀行右轉，即可到達。 
b. 經台北市光復橋，直走中山路至民生路口右轉，途

經民生大橋直行民生路至迴轉道，迴轉文化路方向，

右轉文化路直行，即可到達。 
c. 經台北市萬華區華翠大橋，往板橋車站方向直行至

終點下橋，往新莊方向右轉民生路直走，至迴轉道迴

轉往文化路方向，右轉文化路直行，即可到達。 
d. 經台北市萬華區萬板大橋，下橋直行萬板路至民生

路口右轉，直行民生路至迴轉道，迴轉往文化路方向，

右轉文化路直行，即可到達。 
（4） 由桃園方向到校者： 

a. 由省道台一線（縱貫線）經新海大橋，走新海路接

漢生西路至文化路口左轉，即可到達。 
b. 由省道台一線（縱貫線）經大漢橋，直走民生路至

文化路口右轉，即可到達。 
c. 由省道台一線（縱貫線）經新海大橋，走新海路接

漢生西路至文化路口左轉，即可到達。 
d. 由省道台一線（縱貫線）經大漢橋，直走民生路至

文化路口右轉，即可到達。 
 

2. 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1） 搭乘捷運板南線者，請至新埔站下車，往１號出口，

沿文化路一段直走至第一銀行後右轉，即可到達（步

行約 5 分鐘）。 
（2） 搭乘公車者，有 99、245、264、310、656、657、701、

702、806、813、910、920、1070、藍 33、藍 35...等。 
（3） 搭乘火車（高鐵）者，請至板橋站下車，由前站北 2

門出口右轉步行文化路 1 段，即可到達（步行約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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