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 教育部獎助私立大專校院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特色主題計畫經費支用明細表
填表人/聯絡人
申請單位

特色主題名稱

亞洲大學

「亞洲大學服務學習志工人力銀行」

姓名

羅淑真

e-mail

shu@asia.edu.tw

電話

04-233234563290

傳真

04-23321028

地址

台中市霧峰區柳豐路 500 號

申請主題分類

公民實踐及品德教育

本部核定補助金額 (A)：

本部補助款金額占總經費比例(%)：80%

560,000 元
經費來源及總經費比例
學校提列配合款金額(B)：

學校提列配合款占總經費比例(%)：20%

140,000 元
總金額(A + B)

700,000 元
經費明細表
概算金額

計畫內容
本部獎助款
願

具體措施

參加對象及人數

辦理時間及地點

計算說明

1.辦理服務學習志工基

本校學生，約 500 人

民國 101 年 2 月至 12 月， 1.辦理服務學習志工基

學校配合款

景：三、培養具良好品德的社會公民

工作目標：3-2 培育熱愛鄉土及具有世界觀之社會公民
成為快樂志工人

90,000

20,000

礎訓練。 2.辦理服務學

校內場地

習志工特殊訓練。

礎訓練： (1) 鐘點費(校
外)：1,600 元×6 時＝
9,600 元 (2) 鐘點費(校
內)：800 元×6 時＝4,800
元 (3) 餐費：80 元×250
人＝20,000 元 (4) 印製
費：60 元×200 份＝12,000
元 (5) 場地佈置費：
2,000 元 (6) 講師交通
費：1,500 元*3 人=4,500
元 (7) 雜支：2,100 元
2.辦理服務學習志工特
殊訓練： (1) 鐘點費(校
外)：1,600 元×6 時＝
9,600 元 (2) 鐘點費(校
內)：800 元×6 時＝4,800
元 (3) 餐費：80 元×250
人＝20,000 元 (4) 印製
費：60 元×200 份＝12,000
元 (5) 場地佈置費：
2,000 元 (6) 講師交通
費：1,500 元*3 人=4,500
元 (7) 雜支：2,100 元

願

景：三、培養具良好品德的社會公民

工作目標：3-2 培育熱愛鄉土及具有世界觀之社會公民
快樂志工樂學習

120,000

30,000

1.辦理各項服務學習志

本校青年服務學習志

工服務知能講座。 2.辦 工，約 150 人

民國 101 年 2 月至 12 月， 1.辦理各項服務學習志
校內場地

工服務知能講座： (1)

理服務學習志工團幹部

鐘點費(校外)：1,600 元×

學習活動。

2 時×5 次＝16,000 元 (2)
鐘點費(校內)：800 元×2
時×5 次＝8,000 元 (3)
講師交通費：1,500 元×5
人=7,500 元 (4) 餐費：
80 元×120 人×5 次＝
48,000 元 (5) 印製費：
50 元×600 份＝30,000 元
(6) 場地佈置費：3,000
元 (7) 雜支：1,000 元

2.辦理服務學習志工團
幹部學習活動： (1) 鐘
點費(校外)：1,600 元×6
時×2 課程＝19,200 元
(2) 講師交通費：1,500
元×2 人=3,000 元 (3) 餐
費：70 元×30 人×2 堂×2
課程＝8,400 元 (4) 印
製費：50 元×60 份＝3,000
元 (5) 場地佈置費：
2,600 元 (6) 雜支：300
元
願

景：三、培養具良好品德的社會公民

工作目標：3-2 培育熱愛鄉土及具有世界觀之社會公民
體驗實踐志工趣(一)

130,000

30,000

辦理新移民關懷系列活

本校服務學習青年志

民國 101 年 2 月至 12 月， (1) 鐘點費(校內)：800

動。

工，約 100 人

校內外各社區

元×2 人×16 時＝25,600 元
(2) 鐘點費(校外)：
1,600 元×2 人×4 時＝
12,800 元 (3) 車資：
12000 元×3 輛＝36,000 元
(4) 保險費：33 元×100
人＝3,300 元 (5) 餐
費：200 元*2 次*100 人
=40,000 元 (6)教材費：
100 元×100 份×2 次
=20,000 元 (7)活動場地
費：150 元×100 人=15,000
元 (8) 印製費：50 元×
100 本=5,000 元 (9) 雜
支：2,300 元(含場佈等)

願

景：三、培養具良好品德的社會公民

工作目標：3-2 培育熱愛鄉土及具有世界觀之社會公民
體驗實踐志工趣(二)

130,000

30,000

辦理原住民關懷系列活

本校服務學習青年志

民國 101 年 2 月至 12 月， (1) 鐘點費(校內)：800

動。

工，約 40 人

校內外各社區

元×2 人×8 時＝12,800 元
(2) 鐘點費(校外)：
1,600 元×2 人×4 時＝
12,800 元 (3) 車資：
10,000 元×3 輛＝30,000
元 (4) 保險費：30 元×
100 人＝3,000 元 (5) 餐
費：200 元*2 次*100 人
=40,000 元 (6) 住宿
費：450 元×100 人＝
45,000 元 (7) 教材費：
100 元×100 份=10,000 元
(8) 印製費：50 元×100
本=5,000 元 (9) 雜支：
1,400 元

願

景：三、培養具良好品德的社會公民

工作目標：3-2 培育熱愛鄉土及具有世界觀之社會公民
反思慶賀齊分享

90,000

30,000

1.辦理人人皆志工、志工 本校青年服務學習志工

民國 101 年 2 月至 12 月， (1) 鐘點費(校外)：

齊躍動成果展示活動。

與各區域和平志工，約

校內外各社區

2.跨校服務學習志工聯

300 人

誼焦點活動。

1,600 元×10 人×2 時＝
32,000 元 (2) 鐘點費
(校內)：800 元×9 人×2 時
＝14,400 元 (3) 講師交
通費：1,000 元×10 人
=10,000 元 (4) 車資：
10,000 元×2 輛＝20,000
元 (5) 場地佈置費：
4,000 元 (6) 印製費：50

元×300 本=15,000 元 (7)
餐費：80 元×300 人＝
24,000 元 (8) 雜支：
600 元
全部工作項目金額總計

560,000

14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