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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臺南市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運用單位聯繫會報實施計畫 

一、目的 

為增加本市各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運用單位資源業務交流，並促使跨領

域之志願服務聯繫，本次安排文化單位參訪行程，激發運用單位思考志

願服務社會福利與文化結合之可能性，以符合志願服務發展之新脈動。 

二、計畫依據 

    依據「志願服務法」第五條辦理。 

三、主辦單位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四、協辦單位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五、會報日期 

    102年 12月 10日(星期二)下午 1時 30分 

六、會報地點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階梯教室(臺南市安南區長和路 1段 250號) 

七、參加對象及人數 

    臺南市各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志工承辦人員/督導，約 80名。 

八、活動流程： 

時間 流程 

13：00－13：20 報到(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8號門旁邊樓梯往上) 

13：20－13：25 長官致詞 

13：25－14：30 1. 社會局及本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進行年度

工作報告 

2. 社會局各科社會福利資源介紹----- 

   身心障礙福利科、社會救助科 

3. 社會福利類祥和小隊運作/管理分享(邀請

社團法人台南市新世代社會福利關懷協會

進行 15分鐘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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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14：45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志工隊運用簡介 

14：45－15：00 綜合座談及意見交流 

15：00－15：40 分組參訪 

1. 常設展:斯土斯民-臺灣的故事 

2. 當期特展:逆轉勝-臺灣棒球特展 

3. 當期特展:王爺展 

以上將由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志工進行導覽

解說 

15：40－16：40 志願服務公民意識(暫定) 

台南市社區大學  吳茂成執行長 

16：40 散會 

    *實際參訪時間依照流程變化，由主辦單位彈性調動 

九、預期效益： 

    1.提供社福類志願服務團隊交流的機會，並連結多方資源與需求，成為

資源共享的平臺。 

    2.藉由參訪讓 80名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承辦或志工幹部了解文化志工之

運用及服務，認識多元的志願服務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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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社會局推展志願服務工作報告 

一、目前志願服務團隊情形 

        臺南市志願服務業務社會局統籌，依據服務類別分屬15個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分別為衛生局、警察局、觀光旅遊局、經濟發展局、民

政局、稅務局、農業局、地政局、教育局、消防局、勞工局、文化局、

環境保護局、政風處及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截至102年10月底前共

計有42,625位志工。 

        社會局以社會福利類及祥和計畫志願服務隊為主，設立374個「照

顧關懷據點」，運用志工人數約6,000人，志工年齡層以65歲以上之長

者為主；祥和計畫志願服務隊目前有144隊，志工人數為6733人，102

年新加入祥和計畫志願服務隊分別為財團法人朝陽文化藝術基金會及

臺南市關懷慈善愛心會、主要從事身心障礙、老人、婦女、少年、兒

童、諮商、家庭、社區及綜合等服務；另外本年度社會福利類備案單

位有社團法人台南市基督教家庭協談協會、臺南市十方心愛心協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向陽關懷協會及財團法人大亞電纜美麗家園基金

會。 

二、本年度辦理志願服務工作項目 

    (一)單一網站平台—臺南市志願服務網站( http://vt.tainan.gov.tw/ ) 

        1.定期整合調查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志工職缺及市民擔任志工之需

求，並提供個人及運用單位線上登錄，資訊公開化，依各運用

單位之職缺開發及媒合志工，志工招募運用單位計402筆，我

要當志工人數計29筆。 

        2.102年度共計核發3320本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紀錄冊，申請條

件及具備文件請參閱紀錄冊專區。 

        3.志工服務年資滿3年，服務時數達300小時(不分服務費別)即可

向社會局申請志願服務榮譽卡，本年度已核發2460張，申請具

備文件及相關資訊請參閱榮譽卡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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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志工教育訓練 

        1.基礎及社會福利類特殊課程: 

         有關基礎課程請至臺北 e大學網站進行線上學習  

( https://elearning.taipei.gov.tw/ )，社會福利類特殊訓練課程定期

公告於志願服務網站；各單位如欲自行辦理基礎及特殊訓練課

程，請檢送訓練課程計畫至社會局備查。 

        2.志工新知與知能訓練: 

          本年度共辦理8場次志工新知與知能訓練，另外也開辦5場次

志工團隊在職訓練。 

        有關上開志願服務教育訓練課程時間表及報名表請逕自臺南市志

願服務網( http://vt.tainan.gov.tw) /頭版課程訊息下載。 

     (三)志工媒合及諮詢單一平台---「臺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 

        本中心辦公室設置臺南市社會福利綜合大樓5樓辦公室，專人專

線服務，專線電話:06-2986649，中心功能有媒合、諮詢、宣導、

培訓、研發及整合等功能 

     (四)「志願服務獎勵辦法」申請辦理： 

        鑒於102年內政部與衛生署合併為「衛生福利部」，原訂定之「內

政業務志願服務獎勵辦法」刻正修訂獎勵內容，103年度該獎勵

俟衛生福利部正式公告獎勵辦法後再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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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各單位配合事項 

   （一）請各單位鼓勵未領冊之志工完成訓練課程，課程請自網站下載。 

   （二）有關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請有意願進行線上登錄

志工管理資訊之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填具帳號申請表後，社會局將

開通該隊網站管理人員使用權限，方可使用，帳號申請表請至志

願服務網站/下載專區下載。 

   （三）為確實掌握本市社會福利類志工人數，請填具「臺南市社會局下

半年推展志願服務概況表」部分，請於103年1月 6日（星期

二）下班前以 email回傳至社會局人民團體科彙整；如對填寫報

表有任何疑問，請先參閱填表說明。 

四、聯絡窗口 

    （一）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業務聯絡人：游世玲、曾惠怡  

          電話：06-6322231*6526(民治)  06-2979373(永華)          

          傳真：06-2982548               

          電子信箱:huiyi@mail.tainan.gov.tw 

（二）臺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 

      社工員:蕭伃芳、謝幸真、韓瑜 

          辦公室：臺南市安平區中華西路2段315號5樓 

          電話:06-2986649 ;傳真號碼:06-298467 

          電子信箱: tncvs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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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社會福利類團隊 0 0 0 0

　加入祥和計畫之志工團隊 0 0 0 0

　未加入祥和計畫之志工團隊 0 0 0 0

綜合類團隊 0 0 0 0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人次 時數 人次 時數 人次 時數

社會福利類團隊 0 0 0

　加入祥和計畫之志工團隊 0 0 0

　未加入祥和計畫之志工團隊 0 0 0

綜合類團隊 0 0 0

接受

服務

人次

提供

服務

時數

接受

服務

人次

提供

服務

時數

接受

服務

人次

提供

服務

時數

接受

服務

人次

提供

服務

時數

接受

服務

人次

提供

服務

時數

接受

服務

人次

提供

服務

時數

接受

服務

人次

提供

服務

時數

接受

服務

人次

提供

服務

時數

接受

服務

人次

提供

服務

時數

接受

服務

人次

提供

服務

時數

社會福利類團隊 0 0

　加入祥和計畫之志工團隊 0 0

　未加入祥和計畫之志工團隊 0 0

綜合類團隊 0 0

備　　　　　註

1.有顏色欄位之數值,不用填寫,電腦會自動加總.俟填完其他欄位後,即會顯現該欄位數值.

2.合計欄位所標示顏色代表如右: 淺黃色欄位為男女合計之人數 淺藍色欄位為男性之人數

機關機構團體負責人:

按服務年資分

期底志願服務志工基本資料 本期訓練情形

(人次、時)

玫瑰紅色欄位為女性之人數

3.本表送出前，請檢查:

志工隊填表編號:

運用單位名稱:

填表日期:

資料來源：依據  貴單位在本市轄區內之志願服務實際組訓人力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

聯絡電話: 填表人: 審核:

1至

未滿

3年

社區福利 綜合福利服

特殊訓練 在職訓練

領有志願服

務冊人數其他 合計

婦女福利 少年福利老人福利

3至

未滿

5年

本期志工服務成果

家庭管理
合計

退休人員1年

以下

10年

以上

基礎訓練公教員工

合計

按年齡別分

　　　　　　        分類別

團隊別

諮商福利 家庭福利兒童福利合計 身心障礙

高中(職) 國中及以下
隊數

(隊)

按性別分

　　　　　　        分類別

團隊別

　　　　　　        分類別

 

團隊別

工商界人士5至未

滿10

年

年底志願服務志工基本資料

未滿12歲 12-17歲 18-29歲 30-49歲

臺南市社會局推展志願服務概況
中華民國102年下半年 ( 7月至12月 )

50-54歲 55-64歲
男 女

具原住民

身分

學生

按身分別分 參加志工平

安保險人數

65歲以上

按教育程度分

研究所 大專合計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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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社會局推展志願服務概況表填表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由臺南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本局)主管並依據志願服務法相關規定參與志願服務工作之社會大眾，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上半年以 1至 6月、下半年以 7至 12月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橫項依「團隊別」分；縱項依「基本資料」、「訓練情形」及「服務成果」分。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社會福利類團隊：由本局主管，其服務性質為社會福利類別。 

 1.加入祥和計畫之志工團隊：凡申請並經直轄市、縣(市)政府編隊加入祥和計畫之志願服務團隊。 

 2.未加入祥和計畫之志工團隊：凡未加入祥和計畫且從事社會福利服務工作為主之志願服務團隊。 

(二)綜合類團隊：由本局主管，但其服務性質非以社會福利為主類別，且服務工作可能跨越不同領域或無法歸屬、無法協調者。 

1.未加入祥和計畫之志工團隊：凡未加入祥和計畫且從事非以社會福利服務工作為主之志願服務團隊。 

(三)年齡：按實足年齡計算。 

(四)性別之加總要一致。 

(五)教育程度：按「中華民國教育程度標準分類」辦法。 

(六)服務年資：依該志工在該運用單位之實際服務年資填列。 

(七)身分：按工商界人士、公教員工、退休人員、家庭管理、學生、其他別分。 

(八)參加志工平安保險人數：指所轄志工有加保意外事故保險人數。 

(九)領有志願服務紀錄冊人數：指所轄志工領有志願服務紀錄冊人數。 

(十)接受服務人次：指資料期間內接受志工服務之總人次(如屬活動性質請以實際參加人數計算人次)。 

(十一)提供服務時數：指志工於資料期間內根據志願服務紀錄冊所登錄之總時數。(均以四捨五入、不含小數點計算)。 

(十二)服務項目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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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身心障礙福利服務:協助社政機關及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或團體推展身心障礙福利有關服務事宜。 

      2.老人福利服務:協助社政機關及老人福利機構或團體推展老人福利有關服務事宜。 

      3.婦女福利服務:協助社政機關及婦女福利機構或團體推展婦女福利有關服務事宜。 

      4.少年福利服務:協助社政機關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團體推展少年福利有關服務事宜。 

      5.兒童福利服務:協助社政機關及兒童福利機構或團體推展兒童福利有關服務事宜。 

      6.諮商輔導服務:協助社政機關及諮商輔導機構或團體推展諮商輔導有關服務事宜。 

      7.家庭福利服務:協助社政機關及家庭福利機構或團體推展家庭福利有關服務事宜。 

      8.社區福利服務:協助社政機關及社區福利機構或團體推展社區福利有關服務事宜。 

      9.綜合福利服務:協助社政機關及社會福利機構或團體提供資料整理、建檔、列管或資訊服務有關事宜。 

  (十三)基礎訓練：依「志工基礎教育訓練課程」規定辦理者，總時數為 12小時。 

(十四)特殊訓練：依「(社會福利類志工)特殊教育訓練課程」規定辦理者，總時數為 12小時。 

(十五)在職訓練：除以上訓練外，志工於擔任服務工作後所接受之訓練。 

(十六)訓練時數的填寫以「人 X上課時數」計算，例如：2人受訓，上課 6小時，則為 2X6=12。 

(十七)訓練人次的填寫以實際上課人次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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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 

102年度執行成果報告 

執行期間：102/04/11-102/11/30 

 

報告人：蕭伃芳    社工員 

臺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主任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助理教授 

1 

計畫概況 

1、總實施期程：102年4月11日至102年11月30日。 

2、辦公室設於永華行政中心之社會福利綜合大樓五樓。 

3、目前依社會局規定社工員3人，本校並由社會工作系
盧禹璁助理教授擔任本中心計畫主持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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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服務統計 

項目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合計 備註 

1.我需要志工 0 2 3 37 362 5 1 3 413 (團隊數) 

2.我要當志工人數 1 4 7 18 22 16 14 23 105 含線上及非線上  

3.志工媒合成功數 0 0 0 1 8 1 3 6 19   

4.電話諮詢人次 11 55 137 174 509 445 781 586 2,698 (課程報名確認、
行政諮詢、聯繫) 

5.建置志工專長人力
數 

0 4 22 201 83 15 235 18 578   

6.教育訓練場次 0 0 0 4 2 2 2 2 12 7場新知、5場在職 

7.教育訓練參加人次 0 0 0 140 129 66 80 40 455   

8.中心DM發放數 0 70 110 320 810 875 1,945 760 4,890  (5,000份) 

9.志工入門DM發放 0 0 0 0 530 930 1,975 510 3,945  (4,000份) 

10.志工進階手冊發
放 

0 0 0 0 0 35 323 130 488  (600份) 

                 

壹、志願服務諮詢媒合單一平台 

一 、供需媒合服務建置。於網站資訊平台上建置志工需求調
查表(我需要志工)及志工人力資料調查表(我要當志工)，提供
個人及運用單位線上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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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服務網 
vt.tainan.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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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當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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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工需求平台 

10 

壹、志願服務諮詢 

媒合單一平台(續) 
二、志願服務諮詢專線服務。截至102年11月30日為止，共提
供2,698人次志願服務相關諮詢。基本資料統計，分為電話類
型、服務方式、性別、個案來源、問題類型、介入方式。 

 

2、截至102年11月30日為止，撥出高於撥入人次；服務方式
以電話多於面談、函件；性別則以女性高於男性；個案來源人
次量依序為社區相關單位、個人、政府部門、祥和小隊、民間
團體、學校、親友代問、轉介；問題類型人次量則依序為志工
媒合(供、需)、課程活動相關資訊、行政聯繫、志工團隊輔導
訪視、紀錄冊、志工類型、申請祥和小隊、榮譽卡、師資提供
、志願服務法規、機構拜會、其他；介入方式人次量依序為問
題諮詢、聯繫、中心活動宣傳、媒合、資源連結、照會、服務
宣導、機構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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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壹、志願服務諮詢媒合單一平台(續) 

三、志願服務網站建置與管理。進行網站架構調整建置
、網站版面規劃設計、志工媒合平台、志工需求(我要當
志工)、志工招募(我要找志工)、志工媒合表列、志工專
長資料庫、祥和小隊查詢/資料匯入；上傳電子報刊物、
課程、活動等訊息。 

 

 

貳、志工人力資源開發及素質提升 

一、志工人力專長調查。依志工專長類型等屬性針對現有志工
進行盤點。 

 

 

二、整合課程訊息 

1、整合本市志願服務教育訓練資源，收集本市各項志願服務
訓練課程訊息，以便市民了解及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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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合計 

專長人數 4 22 201 83 15 235 18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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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志工人力資源開發及素質提升(續) 

13 

2、5月份在志願服務網站上傳3個場次；6月份上傳3個場
次，除基礎訓練及社福類特殊訓練外，其中1場次為農業類
特殊訓練；7月份上傳3場次，其中為社福類及衛生類特殊
訓練；8月份已上傳2場次，為社福類特殊訓練及成長暨領
導訓練；9月份已上傳2場次外單位課程訓練；10月份已上
傳1場次外單位課程訓練；11月已上傳1場次年度撰寫計畫
工作坊課程本中心辦理之課程「志工新知與知能訓練」已
在網路上刊登14則訊息，「創造雙贏志工團隊在職訓練」
相關消息則已上傳8則。 

 

貳、志工人力資源開發及素質提升(續) 

三、志工新知與知能訓練 

1、各運用單位之志工業務承辦人、志工幹部、志工督導及志
工管理者為主，並採分區辦理8場次，每場次6小時，於安平
區、新營區、永康區、東區、仁德區、玉井區及佳里區辦理
。目前已辦理達7場次。 

 

2、課程內容包括個資法、管理表格及申請榮譽卡事宜、拍照
攝影技巧及管理困境等主題，提供志工幹部、志工督導多元
化研習進修，提高志願服務效能，志工管理知能類群與志工
發展趨勢類群將依照機關與各運用單位之需求與協調之後訂
定課程標準與講師講授方向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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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新知與知能研習課程 

貳、志工人力資源開發及素質提升(續) 

四、 志工團隊在職訓練 

1、依照全市不分類志工團隊提供志工資深志工、幹部在團
隊建立與凝聚、團隊經營與領導等課程，採團體互動方式進
行，每場次至多為30人參與，每一個場次為6小時，分區開
設5場次，目前5場次皆已辦理完畢。 

 

2、課程內容包括增進志工管理人員在志工運用過程知能與
技巧，提昇志工團隊的向心力與溝通力，強化團隊組織間合
作默契與共識，以利提昇社會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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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雙贏- 
志工團隊在職訓練課程 

貳、志工人力資源開發及素質提升(續) 

五、本中心宣導 

1、至102年11月30日為止，共計74場次。 

2、配合活動擺攤宣導進行宣導，共7場次。 

3、本市各項訓練課程進行宣導，共39場次。 

4、拜會社區、祥和小隊及志工運用單位進行宣導，共26場次。 

5、各項活動與會議進行宣導，共2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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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志願服務創意方案 

一、志願服務專刊 

目標：本市志願服務宣導與精神傳遞工具。 

內容：本市各項志工訊息、各運用單位介紹報導、志工服
務感動故事、志工隊大小事、志工法令與政策等、各國與
各縣市志工發展。 

1、第一期專欄主題為「青年服務學習」，內文主題為社會
局評鑑志願服務績優前五名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勞工局、
稅務局、警察局、衛生局、民政局）、中心活動花絮、下
半年度專刊徵稿訊息…等。 

 

目前進度：專刊已印製完成，並發送於各縣市志願服務推
廣中心、本市志願服務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運用單位、
志工及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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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志願服務創意方案(續) 

2、第二期專刊主題為銀髮志工。邀請學者與實務工作者
撰稿，論述老人社會參與與志願服務，將此精神、理念傳
達於各運用單位、全市市民，並討論臺南市目前銀髮達人
志工的服務狀況。另在內文部分報導臺南市運用老人志願
服務的特色社區，並將社區以都市與鄉村作為分類，分別
為南區金華社區以及玉井區天埔社區，以城鄉對比介紹不
同的運用狀況。 

 

目前進度：目前專刊廠商已編排完畢，送機關陳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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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志願服務創意方案(續) 

二、出版志願服務實用手冊 

1、入門篇。針對一般市民、尚未擔任志工或有意願擔
任志工之市民朋友製作一份說明志願服務意涵及參與
志願服務工作前該有之心態及準備，已編製完成並上
傳至資訊網站，另將入門篇進行普及性廣發。 

 

2、進階篇。針對剛加入或已加入志工行列之市民，編
輯民眾電話諮詢經常詢問之議題，分類為紀錄冊、榮
譽卡、教育訓練…等，以口語化方式呈現，已印製完
成並上傳至網站供民眾瀏覽，亦寄送至各祥和志工運
用團隊。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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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志願服務相關刊物 

中心簡章 

入門單張 
每月還有志願服務電子報喔!!!!!!!!!!!!! 

志工進階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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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志願服務創意方案(續) 

三、創意行銷 

1、溫馨志工。採訪本市具有特色之志工，每月各類別志工
溫馨報導見報於各大報至少一則，集結成冊撰寫志工感人服
務故事並編輯出版「溫馨志工」乙冊。手冊呈現將編纂為行
事曆形式，將不同的志願服務溫馨感人故事穿插於不同月份
。行事曆是以月曆形式作為呈現方式，共12個月份、12個
單元，每一單元大約有6頁，前2頁為月曆，後4頁採圖文並
茂方式，其中照片附有感動、溫馨的意涵，並輔以短文敘述
，並有筆記頁以供書寫，總頁數約在100頁內。 

 

目前進度：志工皆已採訪完成，完成稿件並與志工確認完畢
，目前已送至廠商編排中。 25 

2、志願服務標語競賽。活動已於102年7月28日截止，8月5

日公告競賽結果。本次競賽初選由三位評審各自篩選出20件
作品進入決選，合計達24件作品，再次經過決選產生前三名
作品，另21件作品列為佳作。 

 

3、志願服務宣傳短劇。藉由手指短劇拍攝方式呈現，片長
達2分47秒，以利民眾瞭解志願服務參與過程及諮詢管道。
網站連結http://www.youtube.com/watch?v=rlZX0JzDZ-8 

 

4、連結大學青年於11月17日大東夜市歲末有愛嘉年華公益
活動進行短劇演出，將於12月8日結合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
課程進行宣導演出，短劇內容依志願服務法規定進行編劇。 

26 

參、志願服務創意方案(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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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輔導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運用單位 

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訪視 

1、本中心協同社會局人員於102年7月起進行本市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訪視，已於8月22日完成計15個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訪視。 

 

2、相關問題已統整後提供機關，並於10月25日各目的主
管機關聯繫會議上協調合宜處理方式。 

27 

二、訪視志願服務運用單位 

1、邀請專家學者組成訪視輔導團隊。(10月21日已召開訪
視輔導行前會) 

 

2、透過電訪瞭解全市祥和志工團隊運作困境，並視單位
意願安排委員提供實地輔導。(已完成訪視7小隊) 

 

3、預計12月9日辦理全市不分類別志工團隊管理幹部之
志願服務實務分享焦點座談。(預計15個團隊參與) 

 

 

 

28 

肆、輔導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運用單位(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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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訪視 

30 

肆、輔導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運用單位(續) 

進行訪視問題整理後，訂於12月9日進行焦點座談會，
議題如下： 

(1)對於志工線上招募平台使用之需求及招募之期待 

(2)激勵團隊成員永續服務及成長改變方法 

(3)結合學生服務學習之志工運用單位之注意及準備 

(4)其他相關志願服務運用問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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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服務運用單位訪視 

三、整合本市中央志願服務運用單位 

1、透過訪視了解中央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志工運用情形、中
央挹注資源情形、未來是否有資源交流之可能性…等。 

 

2、已完成拜訪國立臺灣文學館、台灣鐵路台南火車站、內
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臺南市第一服務站、國立臺灣歷史博
物館。 

 

3、透過連結進行志願服務專刊特色志工採訪報導。 

32 

肆、輔導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運用單位(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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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志願服務 
運用單位訪視 

伍、資源整合與運用 

一、彙整本市資源網絡資料庫 

1、整合本市志願服務教育訓練資源，辦理單位、場次、內
容等，並公告於本市志願服務資訊網。 

 

2、收集需要招募志工單位訊息並公告於資訊網站。 

 

3、提供想要當志工之民眾一資訊平台，透過線上登錄資料
由中心協助提供媒合資訊。 

 

4、彙整目前老人福利科提供之銀髮達人及祥和小隊之志工
人力專長於網站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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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積極開發資源網絡及結合民間資源 

1、偕同機關人員與中心人員至國立臺灣文學館、國立臺灣
歷史博物館進行參訪。並主動積極拜會聯繫台江國家公園
及邀約課程參與。 

 

2、為因應12年國教政策，中心積極與教育部青年發展署青
年志工中心聯繫及拜訪，期給予有需求之學生更多更廣的
服務學習資訊。 

 

3、搭配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訪視整合各窗口聯繫資訊，並
積極與本市祥和小隊夥伴進行聯繫確認資料，除建構相關
資料外，亦邀約參與中心課程及各單位宣導。 35 

伍、資源整合與運用(續) 

4、民間資源則是透過外聘督導邱汝娜老師引薦超級阿嬤李金
娥，中心積極與超級阿嬤聯繫後，主動拜訪討論未來合作之
可能性及方向。 

 

5、連結台南市公教退休協會進行相關活動宣導，鼓勵退休人
員加入志工行列。 

 

三、志願服務獎勵資訊 

1、彙整各類別志願服務獎勵訊息並提供連結至資訊網站，以
利志工及志工運用單位以利申請。 

 

2、整理各項志願服務獎勵資訊將放置資訊網站，計12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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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資源整合與運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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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媒體露出 

1、102年6月14日：臺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竭誠為您服務  

http://tainandaily.tw/?p=15501 

2、102年7月11日：臺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邀你一起『志
』由發揮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129760.aspx 

3、溫馨志工 

(1)102年9月17日：方更新張金寸 同心做志工 

http://www.cdns.com.tw/20130921/news/nsxw/T9001100

2013091719250160.htm 

(2)102年10月2日：王淑娟 當志工療傷 

http://www.cdns.com.tw/20131006/news/nxyzh/T9001100

2013091319134586.htm 

 

 

37 

伍、資源整合與運用(續) 

4、課程訊息 

(1)102年7月18日：臺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辦理拍照課程
：「它」抓得住我，也抓得住你！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130105.aspx#.U

nHH1fmmhZs 

(2)102年9月12日：臺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教你把握好人
才-就是要「你」愛上「我」！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133065.aspx#.U

nHIIfmmhZ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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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資源整合與運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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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敬請指導 

臺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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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溫暖大臺南~ 
實物愛心銀行」說明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救助科 

 

什麼是實(食)物愛心銀行? 

29



實物  V.S  食物  

實物  V.S  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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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實物愛心銀行推動策略： 

撙節預算經費，有效結
合民間資源 

策略一： 

結合有意願配合並願意提供金錢或
物資的民間慈善單位或宗教團體，
以不編列公部門採購物資預算的方

式，創造資源運用可近性及便利性，

以濟助本市弱勢及急難家庭。 

策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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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二： 建構本市的物資整合平台  

策略二： 

盤點、媒合及開發本市各區可
提供實物或經濟扶助之資源，
將可提供物資的單位進行調查
及盤點，以利資源適當分配及
有效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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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臺南地區各實物銀行據點 

一、臺南市政府社會局(永華、民治) 
二、臺南市7個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三、臺南市各區區公所 

四、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基金會 
 

(請參閱附件資料) 

18個區有宗教寺廟及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等共計52個團體願意加入實物銀行專案 

大臺南地區資源 

18個行政區 

21個宗教寺廟團體 31個社會福利慈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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