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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學生活動認證細則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權責單位： 

一、 活動申請核准之社團活動，

由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

導組（以下簡稱課指組）認

證。非上述活動，則由校內

主辦單位認證。 

二、 ……。 

三、 ……。 

第四條 權責單位： 

一、 活動申請核准之社團活動，

由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以下簡稱課指組）認證。

非上述活動，則由校內主辦

單位認證。 

二、 ……。 

三、 ……。 

單位名稱以全銜

顯示之。 

附表一 中原大學全人教育活動認

證領域暨標準表 

領域順序：志工服務、主(協)辦活

動、參與活動、參與各項競賽、領

導幹部 

志工服務 

1. ……。 

2. ……。 

主(協)辦活動 

1. 主(協)辦社團大型活動之工作

人員： 

(1) 全國性活動，如逐鹿中原、

大法盃球賽等。 

(2) 政府單位補助之活動，如

教育部「帶動中小學社團

發展活動」、教育優先區營

隊、青年署「志願服務隊」。 

(3) 政府立案之慈善公益團體

之活動，如伊甸基金會等。 

(4) 校際性活動，如元旦升旗、

四中五校等。 

(5) 全校或全院系之校內活

動，如迎新演唱會、聖誕舞

會、社團博覽會等。 

(6) 各社團舉辦之活動及訓

練，如社團幹部訓練營、研

習會、成果展、設計展、主

題週、系學會之夜、迎新宿

營及服務營等。 

2. 主(協)辦校內各單位之活動(以

附表一 中原大學全人教育活動認

證領域暨標準表 

領域順序：志工服務、領導幹部、

參與活動、主辦(協辦)活動、參與各

項競賽 

志工服務 

1. ...…。 

2. ...…。 

領導幹部 

1. ……。 

2. ……。 

3. ……。 

參與活動 

1. ……。 

2. ……。 

主辦(協辦)活動 

1. 主辦(協辦)社團大型活動之工

作人員： 

(1) 全國性活動，如逐鹿中原、

大法盃球賽…等。 

(2) 政府單位補助之活動，如

教育部「帶動中小學社團

發展活動」、教育優先區營

隊、青年署『志願服務隊』。 

(3) 政府立案之慈善公益團體

之活動，如伊甸基金會…

等。 

(4) 校際性活動，如元旦升旗、

四中五校…等。 

(5) 全校或全院系之校內活

1. 調整全人教育

活動認證領域

順序，以符合

「中原大學全

人教育活動認

證實施辦法」

第三條第二項

內容之順序。 

2. 將參與各項競

賽之認證標準

2「參與校隊

『訓練』者」

修正為「參與

校隊『對外比

賽』者」。 

3. 增刪劃線部份

文字。 

4. 修正標點符號

及刪除刪節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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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工讀生身份參與者不算)。 

參與活動 

1. ……。 

2. ……。 

參與各項競賽 

1. 參與系、院、校及校際之團體

競賽。 

2. 參與校隊對外比賽者(一個學

期認證一次)。 

領導幹部 

1. ……。 

2. ……。 

3. ……。 

動，如迎新演唱會、聖誕舞

會、社團博覽會…等。 

(6) 各社團舉辦之活動及訓

練，如社團幹部訓練營、研

習會、成果展、設計展、主

題週、系學會之夜、迎新宿

營及服務營等…。 

2. 主辦(協辦)校內各單位之活動

(以工讀生身份參與者不算)。 

參與各項競賽 

1. 參與系、院、校及校際之團體

競賽。 

2. 參與校隊訓練者(一個學期認

證一次)。 

附表二 中原大學全人教育活動各

級認定標準表 

畢業標準—甲級 

1. 志工服務時數累計達 300 小

時，其中校內服務時數應達 

200小時以上。 

2. 在主(協)辦活動、參與活動、參

與各項競賽、領導幹部等四大

領域中皆需涉獵，每個領域至

少需有一個認證章，且其總認

證章數需達十個以上。 

畢業標準—乙級 

1. 志工服務時數累計達 200 小

時，其中校內服務時數應達

100小時以上。 

2. 在主(協)辦活動、參與活動、參

與各項競賽、領導幹部等四大

領域中至少需涉獵三個領域之

活動，其總認證章數需達七個

以上。 

學年標準—甲級 

1. 每學年志工服務時數不得少於 

80 小時，其中校內服務時數應

達 54 小時(含)以上。 

2. 每學年在主(協)辦活動、參與

附表二 中原大學全人教育活動各

級認定標準表 

畢業標準—甲級 

1. 志工服務時數累計達 300 小

時，其中校內服務時數應達 

200小時以上。 

2. 在領導幹部、參與活動、主(協)

辦活動、參與各項競賽等四大

領域中皆需涉獵，每個領域至

少需有一個認證章，且其總認

證章數需達十個以上。 

畢業標準—乙級 

1. 志工服務時數累計達 200 小

時，其中校內服務時數應達

100小時以上。 

2. 在領導幹部、參與活動、主(協)

辦活動、參與各項競賽等四大

領域中至少需涉獵三個領域之

活動，其總認證章數需達七個

以上。 

學年標準—甲級 

1. 每學年志工服務時數不得少於 

80 小時，其中校內服務時數應

達 54 小時(含)以上。 

2. 每學年在領導幹部、參與活動、

調整全人教育活

動認證領域順

序，以符合「中原

大學全人教育活

動認證實施辦

法」第三條第二

項內容之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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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活動、參與各項競賽、領導幹

部等四大領域中至少需有任三

個以上之認證章。 

學年標準—乙級 

1. 每學年志工服務時數不得少於

50小時，其中校內服務時數應

達 25小時(含)以上。 

2. 每學年在主(協)辦活動、參與

活動、參與各項競賽、領導幹

部等四大領域中至少需有任二

個以上之認證章。 

備註： 

1. 全人認證五大領域：志工服務、

主(協)辦活動、參與活動、參與

各項競賽、領導幹部。 

2. 志工服務應事先向校內外相關

單位申請且報備核准後，方得

採認其服務時數；其校外志願

服務運用單位範圍，以運用志

工之機關、機構、學校、法人

或經政府立案團體為原則。惟

因課程要求之志工服務不列入

計算。 

3. 全人榮譽獎學年採認時間為：

申請學年度之前學年度 8 月 1

日至翌年 7月 31日。 

4. 領導幹部認證標準為必須擔任

各班幹部、各社團幹部或各校

隊幹部，累計達一年，方能符

合一個認證章資格。 

主(協)辦活動、參與各項競賽

等四大領域中至少需有任三個

以上之認證章。 

學年標準—乙級 

1. 每學年志工服務時數不得少於

50小時，其中校內服務時數應

達 25小時(含)以上。 

2. 每學年在領導幹部、參與活動、

主(協)辦活動、參與各項競賽

等四大領域中至少需有任二個

以上之認證章。 

備註： 

1. 全人認證五大領域：志工服務、

領導幹部、參與活動、主(協)辦

活動、參與各項競賽。 

2. 志工服務應事先向校內外相關

單位申請且報備核准後，方得

採認其服務時數；其校外志願

服務運用單位範圍，以運用志

工之機關、機構、學校、法人

或經政府立案團體為原則。惟

因課程要求之志工服務不列入

計算。 

3. 全人榮譽獎學年採認時間為：

申請學年度之前學年度 8 月 1

日至翌年 7月 31日。 

4. 領導幹部認證標準為必須擔任

各班幹部、各社團幹部或各校

隊幹部，累計達一年，方能符

合一個認證章資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