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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與服務課程說明會議

學務處 課外活動與服務學習中心



會議程序

Part. I

主席致詞

Part. II  

生活與服務課程說明

Part. III 

生活與服務APP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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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與服務」課程

• 適用對象：四技一年級至
二年級及二技三年級

• 大學部學生必修二學年零
學分

• 成績登錄於各學期成績單

• 每學期成績均應達六十分

• 總平均成績登錄於修課最
後一學期課程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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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與配分比
(日間部一年級)

• 勞作教育 (占40%)

• 社團活動 (占30%)

• 班級活動 (占15%) 

• 心靈美學 (占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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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與配分比
(四技部二年級、二技部三年級)

• 社區服務 (占25%)

• 社團活動 (占25%)

• 班級活動 (占25%) 

• 心靈美學 (占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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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與配分比
(進修推廣部四技一、二年級、

二技三年級)

• 服務學習 (占10%)

• 社團活動 (占25%)

• 學生事務輔導活動 (占
20%) 

• 心靈美學 (占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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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勞作教育
• 一年級新生須參加。

• 成績必須及格。

• 不及格者必須補修合格。

• 由學務處生輔組輔導。



社 團 活 動
(四技一年級)

• 學生需加入社團

• 參與社團辦理之活動

• 每次15分，最高分為一百分。

• 參與社團課程

• 每次給予8分，最高採計至40分(5次)

• 由學務處課服中心(學生會)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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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活動
(四技二年級、二技三年級)

• 參與學會、社團辦理之活動

• 每次15分，最高分為一百分。

• 參與社團課程

• 每次給予8分，最高採計至40分(5次)

• 由學務處課服中心(學生會)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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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服務
• 毎次25分

• 以校外場域（非營利機構或
社會福利團體）服務為主

• 實際參與並對民眾、弱勢族
群具有服務本質(純粹參訪、
旅遊、聚會、掃地、整理環
境、捐發票等性質不屬於)

• 由導師安排班級團體校外公
益服務或主題式服務（至多
2次），不限服務方式。

10



社區服務

•納入校內服務機制擴大校園
服務機會。

•學生參與行政、教學單位之
公共領域服務累計2小時後，
由服務單位認證乙次，每學期
以2次為限

•毎次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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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靈 美 學

• 每次25分

• 校內活動：天機講
座、行動講堂、經
典閱讀、悅音小棧、
藝文欣賞、展演、
心靈書坊、讀書會、
專題講座、研習…
等

• 由主辦單位認證。 12



心 靈 美 學
• 校外活動，如藝文欣

賞、展演、讀書會、
專題講座、研習…等
（不含電影）。

• 請先至課外活動與服
務學習中心網頁下載
校外活動認證卡，由
主辦單位認證或活動
票根等憑證，由導師
給予認證。 13



不及格學生
重補修方式

• 不及格者必須寒、暑假期間重修完畢。
(勞作教育不及格者，於次學期中補實施)

• 可依勞作教育、社團活動、社區服務、班
級活動、心靈美學等內容，依原評分標準
實施補作至及格，補作成績登錄於原「生
活與服務」護照上。

• 無法提供佐證者將累計每學期不足60分
部份，每3分折抵1小時愛校服務

• 修畢及格者請攜帶「生活與服務」護照至
課外活動與服務學習中心，檢核與更改成
績。

14



進修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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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班級活動(百分之二十)

1. 每學期擔任值日生一次40分。

2. 參加班級會議一次給基本分10分，每增加一次加10分，最高給60分。

(二)服務學習(百分之十)

每學期參加社區關懷或擔任班級、系學會、社團幹部、 志工及班級小老師者。

基本分100分：參加一次。

(三)學生事務輔導活動(百分之二十)

參加各系、系學會活動或學生事務輔導活動，週間(末)班學生於工作服務單位所舉辦之活動、研習，均
可認列。

1. 基本分60分 : 參加一次

2. 每增加一次加40分(參加二次以上滿分)

(四)心靈美學(百分之五十)

每學期參加一次藝文活動，週間(末)班學生因未能參加藝文活動得 由心得寫作替代之。

1. 基本分60分 : 參加一次

2. 每增加一次加40分(參加二次以上滿分)



成績考核與登錄

• 參加活動後，由指導老師或主辦單
位負責人以QR碼進行認證或以紙本
加蓋章戳認證。

• 期末請導師上網下載APP後台所統
計紀錄，經適當修正後，登錄校務
行政系統中 (第16週~第19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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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與服務
護照實施

煩請導師於班級
集會時多予宣導

協助與輔導學生
實施

感謝您的協助與
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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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與服務APP

導師作業手冊

Copy Right 2017



Part I 

教師端

電腦後台



電腦後台登入畫面

説明：

1. 連上網址

http://slc.frog.tw

登入畫面如圖示

2. 輸入導師代號和密碼

按登入後，進入首頁

頁面。



一、首頁

●畫面左側為操作選單共分為五大

項次

○ 首頁 – 回到本畫面

○ 活動管理 – 新增活動、査看活動

記錄

○ 班級管理 – 輸出一次性條碼、管

理一次性條碼認證、匯出班級成績

○ 帳號管理 – 修改個人密碼

○ 登出 – 使用完登出

●畫面右側為各選單之操作區域。

●頁面右上方為「帳號到期日」。

操作選單 操作區域



二、活動管理

新增活動
點選「活動管理」→ 「新增活動」選
項，依序輸入相關資訊。

注意事項：

1. 分數為該次活動您給學生的計分
(例如：班級經營預計進行4次，毎
次活動可給25分)

2. 活動簡稱為學生APP上呈現之活動
名稱

3. 活動起始結束日期時間請設定正確，
QR碼僅在活動期前30分鐘至活動結
束後30分鐘内有效。

4. 活動地址若不清楚請打入地標名稱
也可進行經緯度定位。

5. 若非公開性的活動(諸如班級活
動) ，建議勾選「非公開活動」。



活動認證碼下載

説明：

1. 點選新增活動後，頁面會

出現新增成功的提示。

2. 請點選下載QR碼pdf格式

檔案。

3. 可直接儲存後在活動進行

間以投影機投射畫面供學

生直接以手機程式掃描。

4. 也可列印為紙本，由您或

副班代提供給學生一一掃

描。



認證QR碼使用說明

●毎次新增活動將産生一張

QR碼供使用，「參加同

學」，毎次活動將重新産

生活動代碼

●使用時機

○參加同學：標準用途、掃

描時將鎖定時間與地點

○主辦單位：若學生忘了帶

手機時可利用主辦單位之

個人手機幫學生代為認證

(詳細說明如下頁)



三、活動認證

説明：

1. 認證方式計有社團活動、班級活動、社區
服務和心靈美學等四種。

2. 參加者必須依據不同的活動，選擇不同的
認證方式。



活動紀錄査詢

説明：

點選「活動管理」→ 「活
動紀錄」選項，可進行以

下操作

● 已參與名單：査詢已參

加者

● PDF檔案：活動QR碼下載

● 修改：修改活動內容

● 刪除：刪除已新增活動



活動紀錄-「已參與名單」

説明：

點選「已參與名單」，

即可下載EXCEL表格，查

看該活動參與者名單(如

圖示) 。



活動紀錄-修改活動

説明：

1. 點選「活動紀錄修改」
選項，進入修改活動
頁面

2. 修改的權限僅限於
「活動起始日」、
「活動結束日」、
「活動位置」、「負
責人姓名」和「連絡
電話」等五項。



四、一次性條碼

一次性條碼

● 點選「班級管理」→ 「一次性條碼」可産生多
張條碼供認證使用。

● 毎頁20張，毎次輸出之上限値為500張。

使用時機：心靈美學及社區服務

● 關於非校方舉辦之校外服務活動，均採用一次
性QR碼進行認證。

● 或參與校内服務機制，學生參與行政、教學單
位之公共領域服務累計2小時後，由服務單位於
社區服務認證乙次，毎學期以2次為限(占比例
50%)，擴大校園服務機會。

● 參加上述活動者，可先上「課外活動及服務學
習中心」網頁下載「校外活動認證卡」供承辦
單位蓋章，再持認證卡向班導師換發一次性QR
碼。

● 一次性QR碼只能掃描一次，不能重複掃描；如
參加校外兩個不同的活動，就必須掃描不同QR
碼。

● 掃描後由學生輸入活動類別、活動名稱和認證
學號。



編輯一次性認證紀錄

●點選「班級管理」的「編輯

一次性認證紀錄」選項

●選擇認證日期進行査詢

●更改：可由査詢結果進行

「活動類別」、「活動簡稱」

等更正後按「更改」鍵確認。

●退回：若學生一次性條碼認

證紀錄與事實不符(如以心

靈美學所換得之QR碼進行社

區服務認證)，可按退回。



輸出班級成績

●點選「班級管理」的
「輸出班級成績」選項，
按下輸出鍵，系統便會
自動下載CSV檔。

●儲存班級成績的EXCEL
檔。

●進行確認與補登(沒有
智慧手機的同學採紙本
認證)，上傳至學校第
三代校務成績系統



五、帳號管理

修改密碼：

1. 請第一次登入者立即
修改您的預設密碼

2. 點選「修改密碼」選
項，即可進行個人密
碼修改。



六、登出

説明：

使用完畢，請點選「登
出」選項，登出頁面。



Part II 

教師端

手機界面



生活與服務護照APP操作說明

一、手機登入畫面

説明：

1. 點入play商店。

2. 下載中臺生活與服務
護照。

3. 點選進入APP畫面後，
選擇主辦單位輸入帳
號與密碼即可進入
（如圖示）。



首頁

説明：

進入首頁後，即可進行以
下操作（如圖示）

1. 主辦活動：可看到目
前由您主辦之活動，

並進行參與學生認證。

2. 近期活動：査看公開
活動資訊。

3. 相關規定：本校生活
與服務課程之規定。



一、主辦活動-認證參與學生

1. 出現活動名稱，點選
「査看未傳送名單」出
現「我的活動」。

2. 點選「掃描」對學生進
行認證。

3. 點選「傳送」可將已掃
入名單上傳至系統。



認證成功

説明：

1. 凡認證成功者，就
會出示「已儲存
OOOO認證資訊」的
圖示。

2. 可繼續掃下一位同
學。

3. 完成後點選 X 符
號，自動回到前一
頁。

4. 點選傳送，將本次
參與人員資料上傳



二、近期活動

説明：

點選近期活動，可査詢
即將辦理之公開活動資
訊，包括活動類別、活
動名稱、活動時間、活
動地點（如圖示）。



活動内容介紹

説明：

點選活動類別，可査詢
活動資訊、活動類別、
活動開始日、活動結束
日、活動地點、主辦單
位、連絡電話（如圖
示）。



即時線上聯絡

說明：

可點選 撥出電話，
連絡活動的主辦單位
和負責人 (如圖示)。



Part III 

學生端

手機界面



學生端界面

■用途
• 供教師預覽學
生端界面

■學號
• T10501001

■班級
• TT2A



一、學生端操作-參與活動認證 (A)

■點選活動認證

■掃描主辦單位

提供之 QR-

CODE

■出現活動資料

畫面, 點選認

證



二、學生端操作-參與活動認證 (B)

■點選活動認證

■掃描主辦單位

提供之 QR-

CODE

■出現活動資料

畫面, 點選認

證



三、學生端操作-認證記錄

■點選認證記錄

■學生可看到四類別之目

前得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