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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臺南市「志工基礎訓練暨社會福利類特殊訓練」 
 

報名簡章 
一、目    的： 

  (一）增進本市志願服務者有關志願服務之知能。  

 （二）提升志願服務的工作品質，保障受服務者之權益。 

  (三) 強化新進志工對社會服務參與之熱忱。 

二、指導單位：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張老師基金會臺南分事務所 

三、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志願服務推廣中心 

四、研習日期： 

（一）第一梯次： 基礎課程 109年 7月 18日(星期六) 09:30-17:10 

特殊課程 109年 7月 19日(星期日) 08:30-16:10 

（二）第二梯次： 基礎課程 109年 8月 15日(星期六) 09:30-17:10 

特殊課程 109年 8月 16日(星期日) 08:30-16:10 

五、研習地點： 

（一）第一梯次：新營區大宏王公社區活動中心 2樓文康中心 

      地    點：臺南市新營區民族路 21號 

（二）第二梯次：東區富強里活動中心 1樓集會堂 

      地    點：臺南市東區富強里裕農路 446巷 88號 

六、參加對象：13歲以上，尚未領志願服務紀錄冊之『社會福利類』志工。 

七、參加名額：每場次 80人 



 

八、研習內容：採取講述、雙向討論、案例研討方式進行。 

第一梯次：基礎訓練 109年 7月 18日 (星期六) 

時  間 內      容 講  師 

09:30-09:50 早安！報到！ 志推中心人員 

09:50-10:00 課務說明 志推中心人員 

10:00-12:00 志願服務內涵及倫理 洪碧涓老師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5:00 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 盧禹璁老師 

15:00-15:10 休息時間  

15:10-17:10 志願服務經驗分享 尤水菊老師 

17:10-00:00 簽退、領取結業證書、賦歸 志推中心人員 

 

 

第一梯次：社福類特殊訓練 109年 7月 19日(星期日) 

時  間 內      容 講  師 

08:30-09:00 早安！報到！ 志推中心人員 

09:00-11:00 社會福利概述 
蘇文彬老師 

11:00-12:00 社會資源與志願服務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5:00 運用單位業務簡介及工作內容說明 蘇培人老師 

15:00-15:10 休息時間  

15:10-16:10 綜合討論 蘇培人老師 

16:10-00:00 簽退：領取結業證明書、賦歸 志推中心人員 

 



 

第二梯次：基礎訓練 109年 8月 15日(星期六) 

時  間 內      容 講  師 

09:30-09:50 早安！報到！ 志推中心人員 

09:50-10:00 課務說明 志推中心人員 

10:00-12:00 志願服務內涵及倫理 洪碧涓老師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5:00 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 蘇培人老師 

15:00-15:10 休息時間  

15:10-17:10 志願服務經驗分享 尤水菊老師 

17:10-00:00 簽退：領取結業證明書、賦歸 志推中心人員 

 

第二梯次：社福類特殊訓練 109年 8月 16日(星期日) 

時  間 內      容 講  師 

08:30-09:00 早安！報到！ 志推中心人員 

09:00~11:00 社會福利概述 
蘇文彬老師 

11:00-12:00 社會資源與志願服務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5:00 運用單位業務簡介及工作內容說明 黃碧枝老師 

15:00-15:10 休息時間  

15:10-16:10 綜合討論 黃碧枝老師 

16:10-00:00 簽退：領取結業證明書、賦歸 志推中心人員 

☆本中心保留師資、活動順序、時間、場地等彈性變更之權利，若有調整異動 

  ，將主動函報主管機關臺南市政府核備。 

 



 

九、講師簡介： 

講 師 簡  介 

洪碧涓 
現職：財團法人俊逸文教基金會副執行長 

學歷：崑山科技大學公共傳播系畢業 

盧禹璁 
現職：嘉南藥理科技大學社工系助理教授 

學歷：中山大學中山學術所社會學組博士 

黃碧枝 
現職：社團法人台灣愛克曼兒童青少年體驗學習協會前理事長 

學歷：台南大學諮商與輔導所碩士 

尤水菊 

現職：麗新老人養護中心護理師 

      臺南張老師中心資深志工 

學歷：南台科大人力資源管理所碩士 

蘇文彬 
現職：長榮大學社工系助理教授 

學歷：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博士 

蘇培人 
現職：嘉南藥理大學社工系助理教授 

學歷：靜宜大學青兒福所碩士 

 

十、研習費用：免費，並提供午餐便當。 

十一、報名事項： 

  （一）報名方式： 

      1.由運用單位統一報名(已擔任志工者)。 

      2.請詳填報名表格後，擇一方式報名： 

        (1)傳真報名：傳真號碼：（06）2984671，並請來電確認。 

        (2)E-mail報名：E-mail網址：volunteer1216@gmail.com。 

  （二）報名時間：即日起至額滿為止。 

   (三) 報名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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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每週六、日恕不受理。 

       2.報名後請務必於上班時間來電確認， 如未來電確認者，則視同放棄。 

       3.恕不接受研習當天報名。 

十二、附則： 

  （一）請於上課當天攜帶 2吋照片 2張，於背面書寫姓名及身分證字號，課 

        程請務必全程參與，勿冒名頂替上課，並於上課開始前完成簽到手續， 

        無遲到早退者，結束後頒發結業證書。 

  （二）若有年幼子女陪同上課，因需維護學員上課品質，故請自行斟酌。 

  （三）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適時修訂之。 

 

 

 

 

 

 

 

 

 

 

 

 

 

 

 

 

 

 

 



 

109年臺南市「志工基礎訓練」報名表 

第一梯：109年 7月 18日(六) / 第二梯：109年 8月 15日(六) 

 

運用單位  連絡人  
連絡人 

手機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手機號碼 葷/素 梯次 
年 月 日 

1          

2          

3          

4          

5          

6          

注  意  事  項 

1.依據志願服務相關規定，參訓者完成課程時數並符合規定，辦理單位將發給  

  結業證書。請結訓者將結業證書繳交給個人所服務的志工單位，請單位協助 

  申請志願服務服務紀錄冊。 

2.因結業證書申請緣故，參與者之姓名(中、英文)、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 

  等欄位，務必填寫及資料正確(表格內，中、英文名字，請依照身分證或護照 

  上的書寫，字體以正楷為主，本活動所蒐集之個資等資訊，作為聯繫及辦理 

  登錄時數所需之用，不會將資訊用做其他用途)。 

3.結業證書，當天結訓簽退後領取。 

4.課程免費，提供午餐便當。(請自行準備環保杯、筷，主辦單位恕不提供) 

5.報名後請務必於上班時間來電確認，未來電確認者視同放棄。 

6.承辦人：林盈祥 先生，電話：06-2986649。 

傳真號碼：（06）2984671 / E-mail：volunteer1216@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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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臺南市「志工特殊訓練(社福類)」報名表 

第一梯：109年 7月 19日(日) / 第二梯：109年 8月 16日(日) 

 

運用單位  連絡人  
連絡人 

手機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手機號碼 葷/素 梯次 
年 月 日 

1          

2          

3          

4          

5          

6          

注  意  事  項 

1.依據志願服務相關規定，參訓者完成課程時數並符合規定，辦理單位將發給  

  結業證書。請結訓者將結業證書繳交給個人所服務的志工單位，請單位協助 

  申請志願服務服務紀錄冊。 

2.因結業證書申請緣故，參與者之姓名(中、英文)、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 

  等欄位，務必填寫及資料正確(表格內，中、英文名字，請依照身分證或護照 

  上的書寫，字體以正楷為主，本活動所蒐集之個資等資訊，作為聯繫及辦理 

  登錄時數所需之用，不會將資訊用做其他用途)。 

3.結業證書，當天結訓簽退後領取。 

4.課程免費，提供午餐便當。(請自行準備環保杯、筷，主辦單位恕不提供) 

5.報名後請務必於上班時間來電確認，未來電確認者視同放棄。 

6.承辦人：林盈祥 先生，電話：06-2986649。 

傳真號碼：（06）2984671 / E-mail：volunteer1216@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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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地點交通說明 

 

第一梯次：新營大宏王公社區活動中心 2樓(臺南市新營區民族路 21號) 

 

  

交通服務 

1.自行開車：新營交流道→復興路往鹽水（縣 172）→右轉民生路→左轉民治路→ 

            右轉民族路→新營大宏王公社區活動中心 

2.搭火車：新營火車站下→往三民路方向→右轉民族路→步行約 10分鐘 

第二梯次：東區富強里活動中心 1樓集會堂(臺南市東區富強里裕農路 446巷 88號) 

  

交通服務--自行開車： 

南下：大灣交流道→往南朝復興路/180 縣道前進→於裕農路向右轉→向左轉，繼 

      續沿裕農路前進→於裕農路 446巷向左轉→東區富強里活動中心 

北上：仁德交流道→往北走台南交流道→接著走裕農路→接著走裕德街→經過新泰 

      汽車修理廠有限公司 (位於右側) 後向左轉→接著走裕農路→向左轉， 

      繼續沿裕農路前進→於裕農路 446巷向左轉→東區富強里活動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