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南大學服務學習課程(三)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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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 

一、課程基本資訊 課程序號  

課程名稱 療癒書法 本課程開設次數 首次開設 

開課單位 通識教育中心 課程屬性 
共同議題(社區)融入服

務學習內涵之通識或專

業課群 
 

任課老師 職稱 系所 聯絡電話 e-mail 

簡月娟 兼任 

副教授 

通識教育 

中心 

06-2133111#192 crjpf@gm2.nutn.edu.tw 

教學助理 職稱 系所 聯絡電話 e-mail 

王艾亭 學生 國語文學

系 

0956990519 bebe.5319@gmail.com 

開課年級 一至四年級 必/選修 選修 

學分數/時 數 2 是否配置教學助

理 

是 

修課人數 50人為上限 是否辦理保險 是 

每學期服務次數 8+1 服務單位如何擇

定 

教師擇定 

每次服務時數 2小時 服務時段 週五10：00-12:00(本學期) 

是否要求進行服務 是 是否有固定服務

時間 

是 

二、課程目標 

1. 透過人體實證的療癒書法範字作為教材，培育書法保健之跨領域人才。 

2. 學生透過行動學習療癒書法之專業知識與技能。 

3. 學生能夠主動關懷社會，瞭解服務學習之重要性且身體力行。 

4. 培養學生負責與合作態度、專業知能融入生活實踐，進而落實社會參與。 

 

三、課程內容 

 本課程內容以療癒書法的保健作用為核心，包含理論與實作兩大階段，課程單元安排依序

如下：  

1）說明書法人體試驗的理論與成果。 

2）依據不同社區特性擬定療癒書法課程，例如本學期服務對象為本校樂齡大學學員、下學

期為長照單位悠然綠園成員。以期落實學生服務與社會參與的精神。 

3) 帶領學生學習療癒書法保健相關教學技能。 

4）相關機構服務學習與活動成效檢討與分享。 
 

四、教學策略 

本課程教學策略如下： 

本課程區分為療癒書法學理、字帖實作技能、社區的課程服務和成果回饋與分享四階段。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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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如下： 

1. 書法人體試驗與八週教學模組的專業學理。 

2. 《療癒系書法描紅本(一)》實作技能。 

3. 結合適當機構進行社區服務。 

4. 期末進行學習反省與同樂分享。 

課程設計的核心精神先奠定學理基礎，透過社區現況議題加深學生參與社會實踐的意願。透過

《療癒系書法描紅本(一)》教導實作技能，藉由跟課學習落實社區服務。最後透過問卷與專家

反饋，歸納學理與實踐之間的落實程度，以期掌握學生對於療癒書法的社會實踐能力和服務態

度。  

本課為「共同議題(社區)融入服務學習內涵之通識或專業課群」，課堂講授佔40%，實作練習佔

10%，社區服務佔50%。服務學習預計於課間進行，為期連續8週，每次2小時，共16 小時。在

此八週課程之前先舉行說明會以招募學員，計2小時。上述服務學習共計18小時。  

五、各階段工作及各週流程 

準備 準備階段工作

規劃內容一：

基礎學理 

次數

(週次) 

內容 時數 

1(1) 課程簡介 2 

1(2) 書法人體試驗說明 2 

1(3) 書體演進說明 2 

準備階段工

作規劃內容

二：基本操

作技能與開

課準備  
 

1(4) 療癒系書法之字形、字音、字義演變1說明與練習 2 

1(5) 療癒系書法之字形、字音、字義演變2說明與練習 2 

1(6) 招募學員說明會 2 

1(7) 書法描紅本與課室教學說明 2 

服務與 

反思 

服務階段規

劃內容：以

教學助理的

角色跟課服

務。 

反思：撰寫

服務與觀課

日誌(心得) 

1(8) 跟課進行服務學習1（療癒系書法教材說明、書法

範字描紅1-4）觀課心得撰寫 

2 

1(9) 跟課進行服務學習2（療癒書法介紹、書法範字描

紅5-8）觀課心得撰寫 

2 

1(10) 跟課進行服務學習3（文房用具說明、書法範字描

紅9-12）觀課心得撰寫 

2 

1(11) 跟課進行服務學習4（執筆法、書法範字描紅）觀

課心得撰寫 

2 

1(12) 跟課進行服務學習5（臨、摹與描紅說明、書法範

字描紅17-20）觀課心得撰寫 

2 

1(13) 跟課進行服務學習6(書體說明、書法範字描紅21-

24) 觀課心得撰寫 

2 

1(14) 跟課進行服務學習7(筆順說明、書法範字描紅25-

28) 觀課心得撰寫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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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跟課進行服務學習8(字形說明、書法範字描紅29-

32) 觀課心得撰寫 

2 

反思與 

慶賀 

觀課心得同

樂分享、綜

合討論、問

卷反饋、專

家講評 

1(16) 綜合討論1（服務學習心得分享） 2 

1(17) 綜合討論2（服務學習心得分享） 2 

1(18) 期末考(包括問卷反饋) 2 

六、合作機構 

合作機構 機構聯絡人 機構電話 e-mail 機構地址 

國立臺南大學

樂齡大學

(109-1) 

邱美雀 06-

2133111-

245 

meich@mail.nutn.

edu.tw 

70005台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33號 

 

 七、講習訓練與服務進行方式 

(一) 講習訓練(此部份於課程中一併完成） 
 

項目 日期 地點 內容 講師 時間 

招募學員說

明會 

上課第六週 授課教室(或

合作機構) 

書法人體試驗與療癒書法

課程進行方式、授課地點

說明 

本課程授課教師 表定授課時

間 

書法描紅本

與課室教學

說明 

上課第七週 授課教室 1.《療癒系書法描紅本

(一)》使用說明、示範與

實作。 

2.未來八週療癒書法課程

課室教學注意事項說明。 

本課程授課教師 表定授課時

間 

(二) 服務進行方式 

針對學員特性以教學助理與試教講員方式進行。 

服務工作乃一對一進行教學助理的服務。服務總次數依修課人數與學員人數而訂。(假設本學

期有樂齡大學24位學員，修習｢療癒書法｣通識課程學生48人，則分兩組擔任一對一教學助理，

隔週輪流上場。亦即24位擔任助理進行服務，另24位觀課撰寫心得，交替進行。) 

八、評量方式 

項目 分數百分比( %) 

課堂參與(服務學習與出席狀況) 50% 

心得撰寫 20% 

口頭報告與分享 10% 

書法描紅(教材)實作 10% 

期末考(包括問卷反饋) 10% 

九、預期效益 

mailto:meich@mail.nutn.edu.tw
mailto:meich@mail.nutn.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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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量化方面 

預計修課人數：50人 

提供服務人次：50人 

接受服務人次：以每人觸及 20人計算，共 1000人次左右 

 

2.質化方面 

學生運用療癒書法學理及技能於實務操作，達到理論與實務兼具的學習效果。 

在服務過程中深化個人對於身心保健議題的認知與關注。  

被服務社區民眾可促進身心健康，銀髮族方面甚至可能降低國家長照經費負擔。 

十、 延續性規劃及具體作法 

  1. ｢療癒書法｣乃八週為一期的保健課程，學生服務學習以後，合作機構可能繼續開第二期。 
2.本課程預定每學期開設一次，藉由每次課程與社區相關機構連結，將可透過更多療癒書法 

課程，為更多民眾促進身心健康。 

3.本課程表現優異的學生有機會留任該機構講師或是擔任相關機構講師。 

4.累積日後教學資源以及長期合作單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