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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日間部班級公益股長期初講習會議資料 

  壹、課指組組長致詞 

  貳、工作報告 

一、 公益股長工作要項說明 

（一）負責班級旅遊、畢業旅行、文康性活動（含競賽）及服務學習協調、規

劃與執行。 

（二）擔任課外活動指導組、學生自治組織及學生社團之聯絡人及資訊傳遞者。 

（三）與體育股長互為代理人。 

（四）班級活動所需器材之商借與保管。 

（五）協助班級志願服務紀錄冊申請及發放、服務時數回報。 

（六）臨時交辦事項。 

（七）請各位公益股長加入 LINE 110-2 公益股長群，以利學校迅    

速公告活動及重要資訊事宜。 

二、 活動宣導及要求配合事項 

（一） 本組所承辦之業務及活動如下： 

1. 社團輔導、成立、經費申請及設備借用等。 

2. 各項獎勵申請，如大專優秀青年甄選、校內志願服務獎勵、熱心公益獎

金申請及審查及校外競賽獎勵金申請等。 

3. 志工服務相關，如志願服務課程、志願服務紀錄冊申請、國際志工、服

務學習課程及服務時數登錄。 

4. 其它，如競賽達人座談、親善大使勤務、新生盃歌唱比賽、成年禮、校

慶活動等。 

（二） 有關學生事務之重要訊息，均會刊登於「學務搶鮮報」及學校網頁「最

新消息」處，以及公益股長 LINE 群組，請公益股長依時閱讀，並提醒

同學關注與自身權益相關之事項。 

（三） 為製作志願服務紀錄冊，大學部及五專部一年級班級，每位同學均需繳

交 A：「1 吋個人照片 1 張」、B：「志工基礎教育訓練」及 C：「社會福

利類志工特殊訓練(高齡志工版)-衛生福利部提供」各 6 小時課程之學

習證明影本 1 份，辦理在即，仍尚未繳交齊全者，請協助再行通知缺交

同學，盡速將資料繳交至課指組 (截止日期至 111 年 03 月 11 日)，缺

交名單請參考雲端檔案 https://reurl.cc/jkrLz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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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為製作志願服務紀錄冊，大學部及五專部二年級班級，尚缺 1 吋照片者

(背後請書寫班級、學號、姓名、手機)，請協助通知缺交同學，盡速將

資料繳交至課指組 (截止日期至 111 年 03 月 11 日)，缺交名單請參考

雲端檔案 https://reurl.cc/g0YK9N。 

（五） 每學期初，皆需統計上一學期參與服務同學之服務時數，攸關

同學權益，請所有公益股長務必請全班同學填寫 「志願服務時

數普查統計表」， (表單填寫截止日期至 111 年 03 月 28 日) ，

https://reurl.cc/8W9AmR 

（六） 111 年 5 月 30 日(一) 於綜合教學大樓 8 樓國際會議廳舉行「心善美志

工表揚典禮 (千人志工誓師大會)」，會中將頒發志工服務紀錄冊，請大

學部及五專部一年級班長及公益股長務必撥空出席 (不克參加請派代

表參與)。 

（七） 本學期即將舉辦「心善美金銀銅佳-獎勵計畫」，獎勵領有志願服務紀錄

冊者，並於在學期間服務滿 50 小時以上者，可申請獎狀一紙及相關獎

勵措施，攸關權益請把握申請，相關申請資料表單請詳見附件 1。 (申

請截止日期 111 年 03 月 31 日止)  

（八） 本學期（110-2）「熱心公益優秀學生獎金」申請，即日起至 3 月 18 日

（星期五）下午 5 時止，請向本組提出申請，逾期不受理，相關訊息可

至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網頁查詢。 

（九） 110 學年度致理人成年禮活動（五專部三年級），參加成

年禮班級為三企 1、三金 1、三會 1、三國 1、三英 1、三

英 2，請各班同學務必參加。時間為 5 月 2 日（一），屆

時會辦理行前會議，請公益股長及班級導師務必參加。 

（十） 課指組於綜合教學大樓 B2 學生議會辦公室外設有班級公益股長抽屜櫃，

請每二週 1 次定期抽空前往領取活動資料。 

（十一）課指組依往例訂購救國團青年世紀刊物，自 10 月起至明年 1 月止，

每月定期出刊。倘若班上同學有興趣想索取，請公益股長至課指組領

取，數量有限。 

 （十二）有關校外競賽獎勵金之申請，請提醒指導老師務必於比賽前 5 日至本

校競賽資訊系統登錄資料，以免獲獎後獎勵金被減半。 

（十三）惟 COVID-19 疫情尚未趨緩，請各位同學參與學校及社團所辦理之各

項活動請務必全程配戴口罩及務必遵守主辦單位防疫各項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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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學生會中央選舉委員會將於 5 月 5 日（四）辦理學生會、

系學會、系議員改選，歡迎關心學校公共事務，對學生權

益有熱誠的學生參選，詳細資料請於學生會中央選舉委員

會網站查詢。 

三、各項計畫宣導及招生 

重點計畫及招生，請導師協助鼓勵學生踴躍報名參加，意者請洽本組，說

明如下： 

（一）陪伴國小學童及關懷長者，其圓夢計劃課輔計畫及長青輔導陪伴員開

始召募，本學期服務期間為 111 年 3 月至 111 年 6 月。(提供誤餐費及

交通費) 

（二）對學習美姿美儀及國際禮儀有興趣者，歡迎加入親善大使團。 

（三）對於傳統漢字書法藝術、研究書法理論的同學歡迎加入崇晉書法社。 

（四）對於虛擬實境（VR）與擴增實境（AR）有熱血的同學歡迎加入 XR 時

竟共創研究社。 

（五）對於直播與新興科技、網路行銷熱血的同學歡迎加入拾剏直播社。 

（六）對於想了解原住民各種文化的同學歡迎加入 Tapang 塔霸社。 

（七）對於韓流舞蹈有興趣的同學，歡迎加入韓流舞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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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會結合 11 系學會、各社團及其他單位辦理多項校園活動，懇請支持，

並鼓勵班上同學熱情參與。 
註：主辦社團及校方屆時將視疫情發展滾動式調整，請密切關注各承辦社團之 Facebook 或

IG。 

時程 活動名稱 地點 辦理單位 

3 月 10 日（四） 捐血活動 圖書館前廣場 學生會 

3 月 18 日（五） 學藝性聯展 待定 
學生會暨學藝

屬性社團 

3 月 19 日（六） 服務性聯展 待定 
學生會暨服務

屬性社團 

3 月 23 日（三） 體育性聯展 操場 
學生會暨體育

屬性社團 

3 月 29 日（二） 康樂性聯展 
綜合大樓 1 樓 

表演廳 
學生會暨康樂

屬性社團 

5 月 2 日（一） 
五專部三年級 
成年禮活動 

(兩梯次) 

本校 
淡水第二校區 

課指組暨 
學生會 

5 月 5 日（四） 
三合一選舉 

(學生會正副會長、學生

議員及系學會正副會長) 
校園各地 

學生會暨 
各系學會 

5 月 9 日（一）

至 13 日（五） 
學權展 

綜大八樓國際

禮儀教室 
(暫定) 

學生會 

5 月 10 日（二） 名人講座 
綜大 1 樓 
表演廳 

學生會 

5 月 11 日（三） 電影同樂會 林蔭大道 學生會 

參、課外活動指導組（位於綜合教學大樓地下 2 樓） 

  聯絡電話：分機 1514、1214 

肆、意見交流與提問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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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致理科技大學校內志願服務獎勵申請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基本

資料 

班級 

資訊 
 學號  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出生 

年月日 
 

聯絡 

電話 
 

服務

事蹟

說明

(表格

可自

行增

加) 

序號 志工服務單位 服務內容說明 服務時數 職稱 

範例 〇〇協會/社團 舉辦偏鄉國小營 36 小時 總召 

     

     

     

     

     

     

     

     

     

     

     

     

服務時數條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服務時數合計：  小時 

應繳

資料

及說

明 

□志願服務紀錄冊影本(含所有封面頁及內頁)，紀錄冊證號：＿＿字第＿＿＿＿號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我了解在校期間只能申請乙次獎勵，本次要申請的獎勵為 

□「善耕金獎」、□「熱忱銀獎」、□「暖心銅獎」、□「溫馨佳獎」。 

備註 

1. 申請說明：本表為獎勵服務時數滿 50 小時以上同學，特由本校辦理獎勵，以茲鼓勵，

其個資收集做為申請資料使用。 
2. 申請資格：每年公告統一申請辦理，且每人在學期間中只能申請一次，本表以標楷體 12

號字自行填寫並列印後至課指組辦理。 
3. 獎勵說明如下： 
(1)「善耕金獎」－在學期間服務滿 300 小時，獎狀一紙及小功 2 次。 
(2)「熱忱銀獎」－在學期間服務滿 200 小時，獎狀一紙及小功 1 次。 
(3)「暖心銅獎」－在學期間服務滿 100 小時，獎狀一紙及嘉獎 2 次。 
(4) 「溫馨佳獎」－在學期間服務滿 50 小時，獎狀一紙及嘉獎 1 次。 
4. 如有問題請至綜合教學大樓 B2 課指組辦公室詢問或撥(02)2256-5134； 

(02)2257-6167 分機 1214 洽詢 
初審

意見 
□初審合格後續送件申請   □資格不符或補件後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