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務學習發展中心相關業務 Q&A（109/02/03 修訂版）
總類
Q1、 什麼是中大護照？為什麼要有中大護照？
Q2、 如何獲得時數認證？如何查詢時數？
Q3、 哪些活動可申請認證？
Q4、 「學生學習護照認證申請單（團體）」及「簽到單」繳交的規定？
Q5、 如何申請團體單位帳號及密碼？遺失活動申請帳號及密碼？
Q6、 我上禮拜參加了 OOO 團體活動，但是在服務學習資訊網個人時數頁面沒有看到？
Q7、 各學年度入學之學生，學生學習護照畢業門檻有甚麼不一樣？
Q8、 我是降轉生，適用的畢業門檻為何？
Q9、 何謂預審（警）制度？發布預審（警）時間及管道為何？
Q10、 金、銀質獎得獎標準為何？要如何申請？
Q11、 應屆畢業生最晚何時要完成學生學習護照時數認證？
Q12、 學生學習護照時數多久更新？
Q13、 我已達學生學習護照畢業門檻，為甚麼在畢審系統仍顯示未通過？
Q14、 「學生學習護照活動認證申請單回覆聯」領取期程為何？

服務學習類
Q15、 轉（復）學生如何辦理服務學習課程學分抵免（第一學期課號 SC0003，第二學期課號 SC0004）？
Q16、 怎麼做，才能獲得校外服務的服務學習時數呢？
Q17、 怎麼樣的服務才算是「校外服務」？
Q18、 聽說我選修了「有學分的服學課」就可以不用再修這些「必修 0 學分」的服務學習課？哪些課，是所謂的「有
學分的服學課程」呢？

生活知能類
Q19、 生活知能基本時數未滿，活動卻歸類到高階時數？
Q20、 大一週會活動規定為何？
Q21、 大一週會及院週會參加次數及時數？
Q22、 大一週會若是線上報名已額滿，是否還可以參加？
Q23、 可否參加他院的院週會？
Q24、 院週會可否抵免大一週會？
Q25、 大一週會需補交個人認證心得期限為何？
Q26、 我已經參加 CPR 課程，卻還沒看到時數？
Q27、 營隊活動之行前籌備會議及輔員訓練有甚麼特別規定？

人文藝術類
Q28、 人文藝術定義為何？
Q29、 哪些活動可以核可為人文藝術學習時數？
Q30、 人文藝術學習時數申請所需資料？
Q31、 關於校外時數藝文展覽？

國際視野類
Q32、 國際視野類有甚麼特別規定？

總類
Q1、 什麼是中大護照？為什麼要有中大護照？
Ａ：
為了讓每位學生獲得專業課業以外的學習、體驗、感受及成長，協助學生清楚規劃專屬個人的學習藍
圖，建構學生領導統御、團隊合作與溝通能力的核心價值，評估自己的學習方向，特別設計以「中央大學
學生學習護照」（簡稱「中大護照」）完整的學習紀錄，循序漸進地在學習生涯中自我發展，開創個人自
我實現建立自信心，激發活力與創意潛能，培養積極負責的態度，進而發掘自我、尊重生命、關懷社會。
中大護照之理念植基於建構熱誠、正直 、系統（以學習、創新為基礎）、專業、承諾之價值體系。由學務
處統合各單位組織功能，鏈結校內外資源，藉中大護照之學習認證，彰顯學生學習成效及人格特質養成。
自 96 學年度起，每一位大學部學生畢業前須修習滿 100 個小時的認證時數。「中大護照」分基本
護照（100 認證時數）與高階護照（銀質進階護照 200 認證時數、金質榮譽護照 300 認證時數）；97 學
年度後（含）入學之大學部新生，完成基本護照 100 認證時數列為畢業審查條件。基本護照規劃為學生四
年學習的畢業門檻，高階護照則採學生自主參與及自我提升。護照認證內涵以「服務學習、生活知能學習、
人文藝術學習」三大類為指標性活動，並於 106 學年度起增列第四大類「國際視野學習」。凡符合此內涵
之校內活動，皆可向服務學習發展中心提出數認證申請，經審定後核給認證時數。
Q2、 如何獲得時數認證？如何查詢時數？
Ａ：
（1） 報名：登入中大服務學習資訊網站，可由最新認證活動中，查詢欲參加的活動類別，系統將會詳列出目
前可參加的講座或活動清單，以及各項講座與活動所承認的認證時數、聯絡人及聯絡方式等資訊。
（2） 參加活動：學生全程參加完活動後，主辦單位會提供活動簽到單給服務學習發展中心，以將認證紀錄登
錄在服務學習資訊網站。同學也可自行參加校外的服務或活動後，備妥服務證明（服務單位提出）或參
加證明（如票根、照片等），於網站表單下載「[個人] 國立中央大學學生「服務」與「學習」認證申請
表」，填寫完成後，交至服務學習發展中心申請個人認證時數。
（3） 查詢活動認證紀錄：學生隨時以 Portal 學號登入服務學習資訊網，查詢個人目前已核可之各類時數。
Q3、 哪些活動可申請認證？
Ａ：凡校內各行政單位、教學單位或社團，需於活動五個工作天前提出申請。審核通過後，請於活動結束五個
工作天內將簽到單送回服務學習發展中心：
（1） 服務學習類：培養學生具有同理心，願意主動發揮愛心，展現服務奉獻的精神，學習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的能力。修畢兩學期服務習課程可認證 30 小時；凡「到校外進行服務」或「在校內服務校外人士」具有
促進公共利益，協助非營利組織發起之相關公益活動，皆可提具服務證明（向服務合作單位索取）及個
人時數申請表（學生本人填寫）申請基本時數認證，基本時數認證才是同學畢業門檻所採計的必審條件，
最高可認證 10 小時，超過部分則認列為高階時數。若服務內涵為中大愛校服務或中大校內行政服務，則
直接認列為高階時數。
（2） 生活知能類：指能建立正確價值觀、促進人格發展、豐富生活或增進學習經驗的活動；包含學生安全與
生活教育、公民與法治教育、領導才能團隊合作教育、心理成長課程等。共分為自我學習、週會、大一
CPR、自我探索與生涯規劃及國際視野（105 學年度入學之國際視野仍屬於生活知能子類別），各項子
類別超過部分則認列為高階時數。
（3） 人文藝術類：提升學生深度、平和、優雅之氣質，啟發學生之創造力，培養文化、藝術欣賞之態度涵養。
如：心靈美學藝術教育、人文藝術相關研討（習）講演講座、鄉土與歷史文物古蹟活動。單一事件最高
可認證 20 小時，超過部分則認列為高階時數。
（4） 國際視野類：106 學年度起，增列學生學習護照第四大類。指能提升國際移動能力與國際觀的活動；包

含國際志工、國際移地學習、兩岸交流學習、校園國際化活動、國際學術交流活動、境外交換學生、境
外短期學術參訪、校內外舉辦之全外文或國際學術研討會、擔任校內海外來訪國際學生接待、其他有關
國際視野學習活動等。單一事件最高可認證 5 小時，超過部分則認列為高階時數。
Q4、 「學生學習護照認證申請單（團體）」及「簽到單」繳交的規定？
Ａ：規定如下：
（1） 「學生學習護照認證申請單」需於活動至少五個工作天前申請；「簽到單」則需於活動結束後五個工作
天內，交回服務學習發展中心，以利後續時數登錄。
（2） 「學生學習護照認證申請單」請以線上申請，若不知帳號密碼，可至服務學習發展中心填寫「服務學習
網線上帳號申請表」；簽到單請至服務學習資訊網－＞表單下載－＞學生學習護照認證專用簽到單。
（3） 逾期繳交者，本中心將會記點，記點三次則該學期不再受理申請。
Q5、 如何申請團體單位帳號及密碼？遺失活動申請帳號及密碼？
Ａ：
（1） 請至服務學習發展中心填寫「服務學習資訊網線上帳號申請表」，擲回本中心申請。
（2） 遺失帳號密碼，請至服務學習發展中心洽詢。
（3） 帳號一年以上若未線上申請活動，將刪除帳號。
Q6、 我上禮拜參加了 OOO 團體活動，但是在服務學習資訊網個人時數頁面沒有看到？
Ａ：依規定活動承辦單位須於活動結束後五個工作天內繳交簽到單後，本中心於五個工作天內完成登錄，敬請
給予本中心行政作業時間。若有疑問，請提供活動類別、活動日期、活動名稱、學號，以利後續作業查詢。
Q7、 各學年度入學之學生，學生學習護照畢業門檻有甚麼不一樣？
Ａ：請至服務學習資訊網「相關辦法」－＞「三（四）大學習領域認證時數分配表」查詢。
Q8、 我是降轉生，適用的畢業門檻為何？
Ａ：本中心將會另案處理。
Q9、 何謂預審（警）制度？發布預審（警）時間及管道為何？
Ａ：
學生服務學習 100 認證時數預警分為三階段：
（1） 第一次預警：服務學習發展中心於學生大三下學期（六月中旬）仍未完成基本 100 學習認證時數者，將
以 E-Mail 通知學生，並轉知所屬科系。
（2） 第二次預警：上述造冊列管之學生，於大四上學期（十一月中旬），仍未通過基本 100 學習認證時數者，
本中心除了以 E-Mail 通知學生，並轉知所屬科系。
（3） 第三次預警：上述造冊列管之學生，於大四下學期（隔年三月中旬），仍未通過基本 100 學習認證時數
者，本中心仍以 E-Mail 通知學生，並轉知所屬科系。
（4） 畢業生未通過學生學習護照基本 100 學習認證時數者，本中心於每年五月十五日前完成作業，並協調由
教務處依規定實施畢業資格審查。
發布管道：除了服務學習資訊網公告外，也會透過本中心粉絲專頁、發文公告。各系亦可從服務學習資訊網登
錄帳密，即可了解系上所屬之預審（警）名單。
本中心另會透過教務處 LMS 協助發布，若已通過畢業門檻，則可忽略此訊息。

Q10、 金、銀質獎得獎標準為何？要如何申請？
Ａ：除了基本時數須達到畢業門檻 100 小時外，符合金、銀質獎門檻如下～
106 學年度以前：
（1）銀質獎須達到各大類高階時數 30 小時以上，合計共 100 小時，即符合銀質獎得獎標準。
（2）金質獎須達到各大類高階時數 60 小時以上，合計共 200 小時，即符合金質獎得獎標準。
106 學年度（含）以後：
（1）銀質獎須達到各大類高階時數 25 小時以上，合計共 100 小時，即符合銀質獎得獎標準。
（2）金質獎須達到各大類高階時數 50 小時以上，合計共 200 小時，即符合金質獎得獎標準。
由本中心於每年三月公告金、銀質獎學習時數計算截止時間，學生本人不需申請；已達到獲獎標準之學生，
本中心會以 Mail 通知得獎學生。
Q11、 應屆畢業生最晚何時要完成學生學習護照時數認證？
Ａ：七月三日前，遇例假日則延後一天。
Q12、 學生學習護照時數多久更新？
Ａ：即時更新。
Q13、 我已達學生學習護照畢業門檻，為甚麼在畢審系統仍顯示未通過？
Ａ：由於更新時程的關係，會有資料不同步的問題，故請以服務學習資訊網資料為主。若需辦理離校，請至本
中心領取相關證明至註冊組辦理離校手續。
Q14、 「學生學習護照活動認證申請單回覆聯」領取期程為何？
Ａ：請於核可公告後一個禮拜內至服務學習發展中心領取「學生學習護照活動認證申請單回覆聯」；逾期者，
為保護個資安全，將會統一於當學學期末進行銷毀（上學期為隔年 1/31 止；下學期為 7/31 止）。

服務學習類
Q15、 轉（復）學生如何辦理服務學習課程學分抵免（第一學期課號 SC0003，第二學期課號 SC0004）？
Ａ：轉（復）學生之服務學習課程抵免，依據中大校曆之課程抵免或學分抵修辦理期限，填妥「國立中央大學
學生學分抵免申請表」並攜帶「原就讀學校之成績單正本」，於上班時間到服務學習發展中心辦理，其餘
時段不予受理。相關問題請洽 03-4227151 分機 57228。
Q16、 怎麼做，才能獲得校外服務的服務學習時數呢？
Ａ：申請步驟有兩種：
團體申請：線上填寫認證申請單➔確認填寫內容➔印出紙本表單➔單位主管簽核➔活動前 5 日送達服務學
習發展中心，交給櫃檯的志工同學蓋妥收件日期戳章，服務學習發展中心就會依照同學們所提
供的各項資料，確定該件服務活動究竟可以獲得多少學習時數。
個人申請：下載個人申請表➔填寫服務反思心得➔印出紙本表單後面附上服務證明（服務合作單位提供）
➔送達服務學習發展中心，交給櫃檯的志工同學蓋妥收件日期戳章，服務學習發展中心就會依
照同學們所提供的各項資料，確定該件服務活動究竟可以獲得多少學習時數。
注意：
（1） 雖然服務反思心得自述並無嚴格限制，但是卻希望同學能寫出三個反思層次，而不是只紀錄流水帳。
（2） 如果 7 個工作天後，登入服務學習資訊網，線上依然無法看見自己的服務紀錄與時數，就要麻煩您
儘快撥空來電或是到服務學習發展中心詢問。

（3） 三個反思層次：
A. What-今天的服務工作內容印象最深的是？看見了什麼？聽到了什麼？接觸了什麼？
B. So What-在服務過程中，帶給我什麼感想與思考？學到什麼？對我有何意義？
C. Now What-這些經驗對我看事情、看世界、看自己有什麼改變？對自我認知有什麼改變？我能做
什麼？
Q17、 怎麼樣的服務才算是「校外服務」？
Ａ：同學除了可以在「學生學習護照認證時數細目表」以及「認證時數分類分配表」中看到校外服務認證的相
關依據，在「學生學習護照活動認證申請表(個人)」當中，也有明確列出校外服務的合作屬性。目前學生申
請校外服務時數，大約可分成下列兩大服務方案類型：
服務方案一：參加本校學生社團校外公益服務活動。
服務方案二：自主發起公益社會服務、社區服務，或協助 NPO 非營利組織及公益團體辦理無薪、無酬之自
願服務工作。
服務學習發展中心特別要提醒各位同學，校外服務學習的機會林林種種不勝枚舉，但絕不是打著「OOO
服務志工」、「XXX 志願服務」的名稱就鐵定符合校外服務學習的內涵！請同學在參加之前一定要事前做
好功課，徹底了解自己的合作對象，除了保護自己之外，更要確定這是一個「非營利的」組織和活動，並
且具有「公益性質」的服務內涵，才能夠認證學習護照的校外服務時數。千萬小心！不要落入廣告文宣的
陷阱。
Q18、 聽說我選修了「有學分的服學課」就可以不用再修這些「必修 0 學分」的服務學習課？哪些課，是所謂的「有
學分的服學課程」呢？
Ａ：是的。本校具有服務學習或社會參與內涵之服務學習課程，經「服務學習指導委員會議」審議通過，且完
成校內開課行政程序，則修習該課程之同學，只要成績及格，每門課得直接免修一學期之「必修 0 學分」
服務學習課程。免修「必修 0 學分」服務學習課程清單詳列如下：
一、 選修服務學習課程：6 個班
1. 資工系「資訊與社會服務 I_吳穎沺」。
2. 資工系「資訊與社會服務 II_劉晨鐘」。
3. 資工系「資訊與社會服務 III_吳穎沺」。
4. 生醫系「藥物濫用與服務學習_蘇立仁」。
5. 企管系「公益行銷電影實務專題_沈建文」。
6. 企管系「數位行銷與社會影響力攝影專題_杜秉叡」。
二、 通過服學課程免修提案申請之社會參與學程課程共計 2 門：
1. 通識課程「社會參與之導航探索_蔡錫錚、吳忻怡、賴守誠、鄭揚宜」。
2. 通識課程「創意、傳播與社會參與_蔡錫錚、吳忻怡、賴守誠、鄭揚宜」。

生活知能類
Q19、 生活知能基本時數未滿，活動卻歸類到高階時數？
Ａ：生活知能基本時數內含 8 小時大一週會、4 小時院週會（自 104 學年度起）、5 小時大一 CPR（自 105 學
年度起）、10 小時自我探索與生涯規劃（自 105 學年度起）、5 小時國際視野（只限 105 學度），以及自
主學習（其餘生活知能學習）；若生活知能基本時數任一子項目已達畢業門檻，則該子項目多出時數將新
增至高階時數。

Q20、 大一週會活動規定為何？
Ａ：規定如下：
09:30～10:00

開放網路報名之同學刷卡進場，並採取「認證不認人」，以上網路報名的同學，請務必
攜帶學生證。未報名（含未帶學生證）之同學，將安排至場外依序排隊。

10:00～10:10

開放現場報名（為考量現場安全，我們將會視情況決定開放現場入場人數），

10:10～

不再開放進入會場。

 演講結束後，請依序刷退；若未攜帶學生證，請至服務學習資訊網下載「學生學習護照活動認證申請表
(個人)」表單，填寫個人心得後，繳交至服務學習發展中心，審核通過後始可認證。
 請勿穿著拖鞋入場及禁止飲食。
 其他相關規定，請參照報名系統注意事項。
Q21、 大一週會及院週會參加次數及時數？
Ａ：依據 103.11.18 修正之「國立中央大學學生服務學習實施細則」，自 104 學年度起，大一週會為服務學
習護照必選時數，學生需於畢業前完成 4 場次大一週會，並參加各學院舉辦之院週會 2 場次，始可完成
所有大一週會時數。由學務處規劃大一週會，並協調各學院於每學期舉辦一場院週會，提供學生參與。相
關問題，請洽服務學習發展中心或來電 03-4227151 分機 57236。
Q22、 大一週會若是線上報名已額滿，是否還可以參加？
Ａ：可至現場排隊，主辦單位將會視會場情況決定開放入場人數。
Q23、 可否參加他院的院週會？
Ａ：可以。
Q24、 院週會可否抵免大一週會？
Ａ：不可以！大一週會和院週會是不同的活動，學生需於畢業前完成 4 場次大一週會，並參加各學院舉辦之院
週會 2 場次，共參加 4 場大一週會及 2 場院週會，始可完成所有大一週會時數，故兩者不可抵免。
Q25、 大一週會需補交個人認證心得期限為何？
Ａ：有兩種狀況：
（1） 因無攜帶學生證而需補交個人認證心得者（須有紙本簽到），補交期限為當學期期末前（上學期為
隔年 1/31 止；下學期為 7/31 止）；逾期不候！
（2） 若因時數未被登錄，經本中心個案處理同意後，需另繳交心得及切結書。以上亦需於當學期期末前
完成。
Q26、 我已經參加 CPR 課程，卻還沒看到時數？
Ａ：所有的 CPR 課程通過名單都是由衛保組於每學期期末時，才會彙整送至本中心登錄。
Q27、 營隊活動之行前籌備會議及輔員訓練有甚麼特別規定？
Ａ：
（1） 籌備會議不論次數，只需填寫一份申請單，並於每一次的會議填寫「行前籌備會議紀錄表」，最後
統一繳交至本中心，由本中心端視內容酌予認證時數。
（2） 輔員訓練需填寫「學生輔訓反思紀錄表」，由本中心端視內容酌予認證時數。

人文藝術類
Q28、 人文藝術定義為何？
Ａ：舉凡符合人文科學或人文知識定義之內容。
Q29、 哪些活動可以核可為人文藝術學習時數？
Ａ：藝文講座、主題性展覽（校外觀展時數以 2 小時為上限）、讀書會、影片欣賞暨座談、藝文演出、社課、
其他。
Q30、 人文藝術學習時數申請所需資料？
Ａ：欲申請人文藝術活動請附上活動內容說明、活動流程（詳細時程）或活動企畫書（團體），以利負責專員
了解活動內容是否符合人文藝術學習內涵。聯誼性質、娛樂性質為主之活動，不得申請人文藝術時數。
Q31、 關於校外時數藝文展覽？
Ａ：同一校外藝文展覽時數申請，如美術館的展覽、音樂會等，以 2 小時為上限。若票根上有清楚時程，如表
演時間 19:00-22:00，則可調整為 3 小時。大型美術館，如國外藝術美術館（如羅浮宮、烏菲茲美術館），
展場可能需要更多時間觀覽，則依學習心得內容等，適情況核准時數，不以 2 小時為限。

國際視野類
Q32、 國際視野類有甚麼特別規定？
Ａ：不論是團體認證或個人認證，只要是國際志工、國際移地學習等在國外進行活動，或在國內針對某特定國
際相關議題舉辦之工作坊、討論會、交流會…等活動，均需填寫個人心得並附上其他輔佐資料（如照片、
活動文宣、折頁 DM），並依心得內容酌予時數（一天以 8 小時為上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