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救國團高雄市團委會 函 
                                        地    址：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 189 號 

                                        聯 絡 人：活動組 蔡孟璇 小姐 

                                        聯絡電話：(07)2013141 轉 405 

                                        傳    真：(07)2827300 

                                        電子信箱：190906＠cyc.tw 

 

受文者：高雄市各大專校院(課外活動指導組)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5 月 5 日 

發文字號：(111)高活字第 045 號 

速別： 

密等： 

附件：實施辦法 

 

主旨：檢送「青年參與・聚愛分享」救國團 111年暑期大專學生服務隊實

施辦法，敬請 惠予鼓勵 貴校服務性社團組隊，發揮青年關懷社會

及熱心服務之精神，請  查照。 

說明： 

一、 本活動係為鼓勵全國各大專校院社團籌組服務隊前往全國偏鄉或

社區服務，發揮青年關懷、熱心服務之精神 

二、 計畫申請於 111年 5月 25日(星期三)截止，請鼓勵 貴校服務性社

團踴躍提出申請，以郵戳為憑，逕送「高雄市救國團」辦理審查。                                                                                                      

三、 獲選隊伍將給予新台幣 1至 3萬元之補助，補助名單確定後上網公

告與發函通知。 

四、 業務承辦人：高雄市救國團活動組蔡小姐，聯絡電話 (07)201-3141

轉 405，電子信箱 190906@cyc.tw。 

 

 

正本：高雄市各大專校院(課外活動指導組)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

裝--------
--------------------

訂----------------------------

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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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參與・聚愛分享」救國團 111 年暑期大專學生服務隊 

實施辦法 

壹、宗旨 

    鼓勵全國各大專校院社團籌組服務隊前往全國偏鄉或社區做服務，發揮青年關懷、

熱心服務之精神。 

貳、主協辦單位： 

    一、中國青年救國團。 

    二、救國團各縣市團委會。 

    三、救國團愛心急難扶助基金。 

參、內容規劃 

  一、規劃原則： 

(一)提案主題：「青年參與・聚愛分享」為主題發想。 

(二)提案類別：衛生保健、關懷弱勢、品格教育、偏鄉教育、環境保護、多元文

化等服務。提案內容橫跨二項類別以上時，則以內容所占比例較

多者為主要提案類別。 

 (三)申請計畫隊名：「救國團 111年暑期(校名/縣市)大專學生服務隊」。 

 (四)每隊出隊人數：以 6人至 15人為宜。 

 (五)服務日期：111年 6月下旬至 9月中旬期間擇適當時段辦理，原則上服務天

數以每一地點每一梯次 3至 8天為宜，以落實服務效果。 

 (六)提案計畫須以「青年」為主導企劃、推動與執行者。 

(七)規劃內容：參考以下項目 

1.醫療服務(需有合格醫師隨行)及衛生保健、急救常識及宣導日常保健、掃

毒、反毒運動。 

2.國中、國小學生育樂營。(品格教育營、法律常識育樂營…等) 

3.古蹟巡禮、民俗采風、民俗藝術活動(如國畫、剪紙藝術、扯鈴等，並可於

活動期末展示成果)。 

4.日常生活禮儀介紹、多元文化教室、社區服務及民眾聯歡晚會。 

5.其他(如訪問育幼院、安養院、榮民之家…等)。 

 

(八)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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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村里社區及學校為單位，採固定地點服務。 

2.以家戶訪問、專長服務、文康社教活動與民眾建立感情，爭取民眾對服務

工作之信任與支持。 

3.每日服務工作之安排，應先與當地有關單位或人士充份溝通協調。 

4.鼓勵地方民眾共同參與服務，俾能更以群眾力量解決問題。 

5.本團將透過服務地點鄰近之救國團鄉鎮市區基層組織，邀請義工協助大專

服務隊之協調及提供支援服務事宜。 

 (九) 行前講習： 

1.校內訓練：請各組隊學校或縣市團委會輔導各隊訂定工作訓練步驟與計畫，

確實辦好工作講習以培養隊員工作默契，並提高服務精神與能

力，建立積極正確的服務觀念，以符服務工作之實際需要。  

2.行前工作講習暨授旗典禮：暫訂於六月下旬辦理各隊隊長、副隊長行前服

務觀摩講習暨授旗儀式，請各隊隊長、副隊長

務必參加，報到通知單另寄。 

        3.服務前協調會： 

    (1)各隊服務時如有工作需要可於行前工作講習會時，由本團邀集各有關縣

市團委會派員參與協調。 

        (2)協調內容為：瞭解服務地點之背景及服務需求、服務地點有關人士之聯

絡資訊，以及時服務宣傳有關之事宜。 

      (十)經費編列原則： 

1.本計畫經費由救國團暨急難扶助基金管理委員籌措提供。 

2.本計畫活動經費屬部分補助，不足部分請自行籌措。 

3.本計畫之補助經費應專款專用，不可支付工作人員薪資或加班費。 

  二、提案方式：(依籌組成員分提報申請單位。) 

申請單位 學校單位 救國團各縣市團委會 

籌組成員 同校性大專校學生或社團。 跨校性大專校學生或社團。 

申請方式 向所屬學校申請。 向預前往之服務地點所屬救國

團縣市團委會申請。 

應備文件 1. 檢附下列資料，A4裝訂成冊寄送紙本，並上傳電子檔。 

2. 申請單位公文一份(學校或救國團縣市團委會核章)。 

3. 計畫摘要表暨服務隊名冊乙份(格式如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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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案計畫書、預算書乙份(格式如附件二)。 

5. GOOGLE表單上傳報名資料、企劃書電子檔。 

(網址：https://forms.gle/y9spAGEMbBNqicEGA)。 

提案期限 

寄件地址

注意事項 

1. 即日起至 111年 5月 25日(三)前（郵戳為憑）親送或寄送至

801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 189號(高雄市救國團)，信封上

請標示「111年暑期(校名)大專學生服務隊實施計畫」，或是

寄送電子檔至 190906@cyc.tw。 

2. 每校提案件數不受限制，但至多以補助二案為原則。 

3. 送件時間逾期或所送資料不全或不符合規定者，不予受理；

未獲入選之計畫，計畫書及相關資料不另檢還。  

      肆、審查方式： 

     一、審查程序：分初審、複審、決審三階段，預計擇優入選 35至 40隊名額，每隊

給予新台幣 1萬元至 3萬元之經費補助，審查結果將公布於本團網

站(網址 http://www.cyc.org.tw/)審定入選隊伍後，將於 6月上旬

上網公告錄取名單並發函通知學校、隊長或計畫主持人。 

    二、入選隊伍須參加本團擬於 6月下旬辦理各隊隊長、副隊長之行前服務講習及

授旗典禮，期間之膳宿相關費用由主辦單位負擔並酌予補助交通費。 

三、審查標準：  

       說明 

項目 
具體內容 評分比例 

計畫目標及內容 

1. 計畫目標及實施內容是否符合服務主題與類別規

範之精神。 

2. 計畫前之籌備工作。 

35% 

計畫可行性 
1. 計畫可行性。 

2. 預算編列合理性。 
35% 

預期效益 

1. 對組隊服務之學校社團或學生助益。 

2. 對受協助單位或服務社區、民眾之幫助。 

3. 對未來可做深耕服務之項目或規劃。 

20% 

其他 曾參與類似活動服務經驗與證明。 10% 

總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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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經費核撥及結案事宜： 

  一、服務隊出隊期間：隊長或計畫主持人需依審定內容於辦理日期內完成計畫，並

紀錄辦理過程，提報本次活動最具代表性之教案與活動照片

張貼於臉書社團(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 

groups/188375574890579)撰寫工作日誌，以供成果提報。 

 二、服務隊結束出隊成果結案： 

申請單位 學校單位 救國團各縣市團委會 

核銷方式 1. 檢附公函(公文)。 

2. 憑領據請領撥款。 

3. 本團將逕撥學校指定之帳

戶，各服務隊請逕向學校申

領。 

1. 憑原始憑證，由縣市團委會

核章後，憑此撥款。 

2. 服務隊請逕向縣市團委會申

領。 

成果報告 1. 規格：WORD電子檔、A4直式，內文標準字體 14號字。 

2. 內容：(1)總經費收支明細表。 

(2)參與服務之學生名單。（包含姓名、聯絡電話、

e-mail；另標註總聯絡人）。 

(3)服務活動過程照片（至少 20張）。 

(4)服務心得至少一篇(1,000字以內)及圖說或照片， 

以便擇優選錄刊登本團相關刊物分享。 

3. 活動手冊或其他能突顯成果之資料。(媒體簡報或影音檔。) 

4. 成果影片 (約 1至 2分鐘)。 

成果繳交 1. 成果報告上傳至 Google表單。 

(網址：https://forms.gle/Z6dn14o35E2YX5TK6)。 

2. 公文、單據核銷請寄至高雄市團委會活動組蔡孟璇小姐收

(801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 189號)，俾便核銷彙辦。 

3. 截止核銷日期：111年 9月 23日(五)前。 

撥款日期 擬於 111年 10月底進行經費撥款。 

陸、其他注意事項 

 一、計畫執行期間須指派一位專責人員作為與本團聯繫之窗口，服務隊服務期間，

本團將請當地基層組織團委會協助協調及安排相關事宜。 

 二、服務計畫之執行期間應注意安全，全體服務隊員或參加活動之學員均需投保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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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並應視活動性質及法令規定，各隊自行投保意外險或醫療保險。 

 三、未依相關規定參與執行之計畫全部活動或部分因故未執行、變更計畫內容者，

請事先和本團縣市團委會協調。本團得視情況，酌予扣減贊助金額。 

 四、各服務隊申請計畫入選團隊所提供文字、圖片、影音檔，將無異議授予本團以

公開方式包含編輯、改作、重製、公開播送、公開傳輸等(不含個資)作為推動

相關業務之參考。 

 

柒、大專學生服務隊組隊計畫預定期程表 

年 月 日 內容 

111 

4 下旬 計畫公告並寄送各大專校院、縣市團委會徵求計畫提案 

5 25 申請計畫截止收件 

6 上旬 計畫審查遴選 

6 上旬 獲選之服務隊計畫公告並通知 

6 下旬 大專學生服務隊行前講習暨企劃書發表與授旗 

9 中旬 服務隊服務計畫執行結束並檢核相關成果資料 

9 30 計畫成果提報截止日 

10 30 補助經費核撥至各申請單位。 

本案相關聯絡事宜，請洽高雄市救國團活動組蔡孟璇小姐 

電話：（07）272-7229分機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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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青年參與・聚愛分享」救國團 111年暑期大專學生服務隊 

計畫摘要表暨服務隊名冊 

一、服務隊基本資料 

申請單位(全銜)  

社團(服務隊)名稱  

計畫名稱  

指導老師姓名  聯絡電話  

服務隊負責人姓名 

1.隊長 

2.副隊長 

1. 

2. 
聯絡 E-MAIL 

1. 

2. 

聯絡手機 
1. 

2. 

 

 

單位聯絡地址  

二、計畫內容摘要 

計畫類別 
□衛生保健；□關懷弱勢；□品格教育；□偏鄉教育；□環境

保護；□多元文化；  

服務日期 自民國 111年   月   日至民國 111年    月    日 

服務地點  

服務隊出隊人數  

服務人次  

三、服務隊名冊（1.第一人為隊長或計畫聯絡人。2.不足自行增列。） 

序 職稱 姓名 學校名稱 科系/年級 社團名稱 

1.  隊長     

2.  副隊長     

3.  隊員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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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青年參與・聚愛分享」救國團 111年暑期大專學生服務隊 

服務計畫書（格式） 

一、 計畫名稱： 

1.111年暑期○○○(校名)大專學生服務隊  

二、 計畫緣起： 

三、 計畫目標： 

四、 計畫內容： 

(一) 輔導單位 

(二) 主辦單位 

(三) 協辦單位 

(四) 辦理時間 

(五) 服務方式 

(六) 服務內容地點 

(七) 結合之資源 

(八) 預計參與人數 

(九) 服務隊隊員名冊 

(十) 計畫執行進度表 

(十一) 工作分工表 

(十二) 預期效益 

(十三) 經費概算表 

  備註：1. 計畫書內容(含附件)不得少於 8頁，採雙面列印，繕寫方向由左至右，並於各頁

下方中央位置加註頁碼，裝訂線在左側(膠裝或訂書針可，請勿使用其他特殊裝

訂方式)。 

        2. 無論入選與否，計畫書不另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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