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仁大學醫學院醫學教育中心活動成果報告
103 學年度第一次『醫學院系所共同時間』活動
一、
活動說明
名稱：暑期服務學習分享
日期：民國 103 年 10 月 1 日(三) 13：30~15：30
地點：國璽樓二樓 MD227
參與人數：144 人
二、

活動側錄
為使醫學院學生除了追求真理、學習專業技巧外，以培養同理心及促進自我

成長與探索，達全方位之學習，自 102 學年度起開始實施
「醫學院系所共同時間」
，
由醫學教育中心主辦，安排於星期三 5、6 節導師時間，上學期 2 場；下學期 1
場，內容包括暑期服務學習分享、專題演講、醫學人文活動等。
『暑期服務學習分享』由參與醫學院營隊的同學分享，除了去年就有出席的
「坦尚尼亞醫療服務團」
、
「台東健康服務營」
、
「偏鄉真愛體驗營」
、
「醫學營」之
外，今年還新增了「台美暑期山地服務團」、「印尼服務團」，總計六個營隊。
醫教中心首次採用以學生證刷讀卡機的方式，促進簽到手續。活動流程為每
三組營隊分享完後，接著進行 Q&A 與抽獎，由各營隊的帶隊老師抽出參與聽講
的同學再贈送小禮物以茲鼓勵，活動最後再請帶隊老師頒獎，其獲獎同學因主要
參與營隊的規劃與執行，認真負責，讓營隊活動得以順利圓滿完成，並代表其他
參與同學領取服務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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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1

活動照片 2

照片 1 說明：以學生證刷卡簽到
活動照片 3

照片 2 說明：幸運抽中之參與學生領獎
活動照片 4

照片 3 說明：營隊學生分享情形

照片 4 說明：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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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調查分析
本次活動共有 102 位參與人員填寫意見回覆表。在問卷結果分析中，參與者
對本次活動各項問題回覆表示同意及非常同意者分析結果如下：
一、基本資料：
系所：護理系 31% 公衛系 35% 臨心系 1% 醫學系 4% 其他 29%
職稱：學生 100%
二、活動參與意見調查
活動意見

非常同意
百分比

同意
百分比

沒意見
百分比

不同意
百分比

非常不同意
百分比

1. 本次活動設計與內容規劃恰當

29%

54%

17%

0%

0%

2. 本次活動時間進行與掌控恰當

26%

39%

28%

7%

0%

3. 本次活動地點與設備安排恰當

47%

42%

10%

1%

0%

4. 『台東健康服務營』表現充實
且合宜

37%

51%

12%

0%

0%

5. 『台美暑期山地服務團』表現
充實且合宜

34%

52%

13%

1%

0%

6. 『醫學營』表現充實且合宜

36%

44%

17%

1%

2%

7. 『坦尚尼亞醫療服務團』表現
充實且合宜

55%

38%

7%

0%

0%

8. 『偏鄉真愛體驗營』表現充實
且合宜

45%

45%

9%

0%

1%

9. 『印尼服務團』表現充實且合
宜

55%

38%

7%

0%

0%

10. 整體而言，本次活動達到您預
期的學習目標

24%

57%

18%

1%

0%

11. 如果有類似活動，我樂意再次
參與

24%

48%

25%

1%

2%

三、您認為參與本次活動的最大收穫是什麼？
 學長姐台風都很好，很熱心的自願參加活動幫助偏遠地區的小孩
 收穫良多，很有建設性，了解很多沒有聽過的事
 收穫良多
 聽到很多不一樣的經驗
 可以聽到參與學生的坦白分享
 了解不同的服務學習、內容、流程
 認識許多不同醫學院的活動、覺得學長姐好厲害，十分仰慕
 我認為付出不需要回報，而是一個滿足的笑容就是最大的收穫
 無私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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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了很多關於營隊的知識
台東健康服務團
發現生命中更有意義的事
認識醫學院許多幫助偏遠地區人民的活動
了解各服務團的服務內容
得知消息
讓自己對於未來想做的事情有點概念
讓我了解到輔大眾多服務性營隊的內容與特色，聽到學長姐的心路歷程與辦
活動的艱辛過程覺得很感動、很佩服學長姐們
知道有哪些服務團可以參加
聽到很多去偏鄉或是去非洲還有印尼幫助需要的人的經驗和了解他們的生
活型態
能夠了解院上的交流及服務學習活動，並能夠在團員的分享中，更能體會分
享及付出的喜悅
分享部分很精彩
了解學長姐的辛苦與幫助人的快感
可以了解更多服務學習的心得，如果有機會我也想參加
了解到了營隊到外地服務在幹什麼，需要具備怎樣的條件
知道學長姐的經驗
可以了解更多服務學習的事情，了解到服務學習不僅可以幫助他人也可以獲
得經驗，希望有機會可以去服務學習
了解到營隊可以帶給許多人歡樂，可以幫助人
可以聽到很多參與服務的人的收穫
幫助就是福
知道學校有很多服務性社團
看到了一些志工活動
我對於營隊更加有熱忱
認識許多服務性質的營隊
對各團的服務內容有所了解，對偏鄉居民的健康狀況有所了解
了解學校各種服務團隊
了解到助人為快樂之本的道理
世界是這麼的大，我仍侷限在台灣。看著前輩們一個簡單的行李加上熱忱的
心前往偏鄉以及國外各地幫助人，了解理解他們，明白其實自己只要有心，
也能身體力行為人幫助
很棒的分享
了解各營隊的成行過程以及運作行程和他們的宗旨，也明白在這世界上還有
許多需要我們幫助的人，如果我們有能力，就應該去付出自己的力量，以幫
助別許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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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活動皆需要花許多時間準備，看台上只分享十五分鐘，但台下他們卻經
歷辛苦了「十年功」啊! 參加這樣的服務營，不僅自己成長也能帶給別人不
一樣的精彩
認識到很多不同的地方文化
得到很多不同的經驗
學到其實我們已經很幸福了，在其他區域還有很多人身處在不方便、物資匱
乏的區域
認識許多營隊
認識許多營隊，珍惜身邊物資充足的環境
1.得到服務弱勢團體，須探討他們的需求、做個人化、細緻化的服務(Ex：
配合老人家的生理狀態，須把食物打碎)
2.服務是用生命影響生命
3.讓自己明白自己是幸福的，而還有地許多地方需要幫助
知道許多醫療服務團隊，並認識其服務內容，學長姐體驗過後和我們分享他
們的感想
了解服務內容，感謝學長姐和我們分享他們的經驗
志工活動是促進社會進步的一大原因，許許多多的營隊的介紹，讓我認識更
多關於營隊內部的運作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都吸引我讓我學到很多
能夠多方了解不同地方的文化，原鄉服務也是個很有意義的活動
熱心助人
了解各種營隊的差異與其內部的運作、服務內容等
知道各地各國的醫療設備，覺得台灣的醫療很發達
聽了很多服務學習的心得，看見不一樣的世界還很需要我們的幫助，體悟施
比受更有福
可以了解與醫學院相關的各種不同活動，也可以發現我們擁有許多應多加珍
惜，也可以盡力幫助其他弱勢的人，增加自己的見識
覺得現在的我真的很幸福，生活品質相對良好，然而還有很多人需要我們去
幫助，所以我們應該懂得知足，並且對需要協助的人付出愛心與關心
聆聽完這次的活動後，從他們的心得與經驗中，感受到發自內心的感動。珍
惜所有，是這次最大的收穫
志工服務，不管是老師或學長姐，我覺得他們都很有奉獻的精神。他們分享
的服務過程有滿滿的內容，從 PPT 看來覺得「即使環境不佳，但犧牲奉獻
精神卻不滅」
是知道自己擁有的其實很多，也了解世上其實有更多需要幫助的人，也學到
施比受更有福！使自己獲益良多
更了解服務團體實際會做的事(但希望在未來分享時，可以收集一些被服務
者的感想)
服務別人是很開心的，可以去國外、偏鄉出自己一份力，使別人身體健康
得知學院舉辦各項活動，以及學長姐的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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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各營隊和學長姐的分享，讓我們了解服務學習的感動。從行前募款到學
習付出種種只能意會不能言傳的心路歷程，如果以後有機會，有餘力的話也
想參加類似的營隊
了解許多不同營隊的活動內容，透過台上的人，彷彿自己也去了那個地方，
大學不同於其他求學階段的地方在於自主、自動、自發，看到同學和學長姐
主動奉獻自己的時間精力，開始思考自己也能做些什麼
我了解到原來我們醫學院有那麼多服務學習的團隊值得參與和學習
1.面對完善物資的生活，要珍惜
2.能調立清楚的在台上發言，表達自己
了解到本校擁有很多可以去實踐所學的服務團
知道了各式各樣的活動，這些活動很有意義而且又充實
了解醫學院所辦的暑期服務學習活動
可以知道其他團隊遇到的問題及服務方式、內容，可以做為自己參與團隊的
參考
吸收別人的經驗，改善團隊努力的方向
認識服務學習
珍惜所擁有的，盡自己的能力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幫助別人，快樂自己，豐富人生，受益終生
了解營隊的活動目的和內容，讓我很有參與其中的衝動

四、如果要舉辦與本次主題類似的活動，您會期待什麼樣活動內容？
 可以再有趣一點，遊戲可以多一點，不會讓全場變冷
 也可以靜態展


















Q&A
醫學某專業主題(Ex：心血管疾病最新研究)、說明會、分享活動
照顧老年人
照顧老年人、服務小孩
服務小孩
醫學、慈善活動
醫療營
描述服務內容，非自身感受
都期待
我會比較希望能有紀錄活動內容的影片片段
這次的就可以了
去非洲幫助婦女和小孩，減少婦女並和傳染病的發生
除了服務心得分享外，可以有影片、紙本簡介供參閱
更國際化的活動
看影片
帶小孩玩遊戲，陪老人生活
更多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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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影片或攝下感動的瞬間
一起玩團康
國際交流
帶小孩、小學生
除了介紹活動內容外，可以增加平時活動的影片
體驗
活潑些
介紹更多校內外學生服務團隊
多點互動，聽分享有點想睡
義賣以及了解更多的服務內容，或是特珠從未料想到在當地經驗
能有過程中的影片可以更了解營隊(活動)的內容
多點時間分享每個活動，及留訪時間(個別或團體)
更多當地人們和服務團隊的互動
皆可，只要有關於醫學服務相關內容
有關醫學相關的皆可
1.介紹各地文化，如果日後有機會到各地服務可以參考，也避免誤觸當地禁
忌
2.能結合未來工作實際參考價值(Ex：服務的過程，反應哪些未來工作實際
演練)
和未來工作有關的分享
和未來工作相關的分享
介紹營隊更多有趣的事
歡樂、開心的原鄉服務
深入了解
海外服務學習得分享
希望有更多海外服務學習的經驗分享
除了照護外，衛教也可以多加融入，希望也有更多機會和其他學校或組織共
同舉辦活動
多一點分享影片和互動
今天分享的活動裡，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Tanzania 的活動。東非缺少很多在
台灣唾手可得的東西，學長姐能在那裡做志工服務，我覺得很了不起。希望
下次能多分享這樣的活動
期待有更多的影片，更多的心得
讓聽眾可與分享者有更多的互動(Ex：他們當時與被服務者的活動)
除了以 PPT 的方式呈現外，可以多以影片介紹
臨床經驗分享
介紹國際的服務團隊(Ex：紅字會)
希望可以有更多的類型志工來分享，抽獎的活動不錯可以保留
照片展覽，學習服務成果
具體諮詢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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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您對醫教中心之後舉辦師培活動有任何建議？
 名額希望可以多一點，讓更多人有機會去服務
 很好
 可以多跟台下聽眾互動，不然會有一點上下兩邊不同世界的感覺；可以多一
些問答；時間太趕了，其他都很棒
 座位不足
 可以舉辦一些講座關於醫學院的發展、現況，讓院上同學有更深入的了解






very good.
沒有，都辦的很好
表現很棒，希望能讓更多人知道和了解
沒有，地點和講師都很棒
希望可以讓更多人知道，並且參與













very good.
場地大一點，或是人少一點
時間的掌握
想聽各團更多的內容(時間有點少)
有點久
希望能控制人數，讓參與的人都有位子坐
醫學院各系可以互相交流，做朋友，不只聽演講也可以辦展覽
希望能多提供學生要如何報名的相關資訊
能清楚說明各個營隊的報名方法
希望能提供學生要如何報名的相關資訊
1.把關報告學生的上台方式，少數一兩組講述內容放錯重點(只講自己的不滿，
內容空洞)
2.時間的調配，要求學生重點分享
能讓學生發言，每組介紹時間能拉長
希望醫學人文活動可以開放給全醫學院參加(如「偏鄉真愛服務團僅供護理
系參加」)
對活動介紹可以更加詳盡以便理解如何選擇適合自己的活動也希望有管道
能得知相關資訊
可以多多舉辦這種活動！這個活動非常棒
讓聽眾可以與講者有更多互動
無，拭目以待
有許多分享真得很精彩、豐富，希望下次可以聽到更完整的分享
時間限制事前通知，以免報告急促
時間的調配不要過於緊密
希望各志工團的分享時間可以再多一些，十分鐘可能不太夠
這次的活動跟親善大使須參加甄選會衝時間，覺得遺憾，但幸好這個活動非
常精彩，如果時間掌握得更好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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