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 年度臺南市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小隊 

第 2 次聯繫會報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9年 12月 16日(星期三)上午 9：00 

會議地點：成大會館三樓會議廳(台南市東區大學路 2號) 

主    席：臺南市政府社會局顏副局長靚殷               記錄：林盈祥  

 

壹、主席致詞(略) 

貳、前次會議追蹤事項 

日期及會議 案由及決議事項 最新執行情形 主席裁示 

109/6/23 

(109年度

臺南市社福

類志願服務

小隊第 1次

聯繫會報) 

案由 1： 

    志工服務時數進行 E化整合部分，

未來是否可比照國外已施行之方式，將

擔任志工時數兌換未來被服務之時

數，進行時數扣抵的相關鼓勵措施。  

社會局意見： 

    將志工服務時數累積，兌換未來接

受服務時數，為時間銀行之概念，但現

階段在台灣執行仍有限制，與志願服務

法不求回報之精神相違，且加上長照法

的修法可能無法用時數兌換服務。 

    目前社會局在長青志工團部份，針

對加入長青志工團之運用單位，採以 E

化刷卡(市民卡)方式進行簽到及簽

退，將志工服務時數進行 E 化系統整

合，並運用既有福利措施讓志工得到立

即性回饋。 

決議：依社會局研議意見辦理。 

1. 現階段長青志

工團差勤系統

E化建置，截至

今年 11月底，

加入市府長青

志工團共計 41

隊，其中計 24

隊完成差勤系

統 E化之設定。 

2. 本案建議解除

列管。 

本案依社

會局規劃

辦理，解

除列管。 



案由 2： 

請問長青志工團之申請條件及服

務內容？參加此志工團需要額外訓練

嗎? 

社會局意見： 

    申請長青志工團需志工人數達 20

人以上，且半數成員年齡 65 歲以上，

服務內容配合原先小隊的服務工作，並

搭配市府活動支援。 

    有關志工團的訓練，倘有相關研習

及講座將發文告知加入長青志工團之

志工隊。 

決議：依社會局研議意見辦理。 

1. 截至今年 11月

底，加入市府

長青志工團共

計 41隊，邀請

各單位明年踴

躍加入本市長

青志工團，倘

有意願加入單

位請逕洽本局

業務科志工業

務承辦人。 

2. 本案建議解除

列管。 

本案依社

會局規劃

辦理，解

除列管。 

參、臺南市政府社會局工作報告 

一、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109年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績效評鑑」報告： 

（一）評鑑對象：107 年 1月 1日前，本市已備案之社福類志願服務運用單位。 

（二）評鑑過程： 

1.初審階段：初審成績達 10分者，共計 79 隊，得進入複審階段。 

2.複審階段：繳交評鑑書面資料 1 式 5 份，總計 28 個單位繳交資料，並

由評鑑小組委員透過受評單位所提供書面資料(核心與特色指標)進行

書面審查。 

3.績效評鑑成績： 

(1) 優等獎(共計 3 名)： 

人民團體組-社團法人中國青年救國團台南市團務指導委員會。 

社區發展協會組-台南市南區金華社區發展協會。 

公部門、學校與基金會組-臺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 

  心。 

(2) 甲等獎(共計 3 名)： 

人民團體組-社團法人大臺南熱蘭遮失智症協會、台南市生命線協 

  會。 



公部門、學校與基金會組-衛生福利部臺南教養院。 

(3) 特殊表現獎(共計 6名)： 

人民團體組-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得勝者教育協會、社團法人中華民 

  國道德重整協會、社團法人臺南市大臺南生命線協會。 

公部門、學校與基金會組-社會局社會工作及家庭福利科、財團法 

  人俊逸文教基金會、臺南市政府無障礙福利之家。 

    4.「109 年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績效評鑑獲獎名單」，已公告於臺南市志願

服務網（http://vt.tainan.gov.tw/）下載專區/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109

年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績效評鑑。獲獎單位請領禮券部分，本局將另函

檢送領據等相關資料。今年因疫情關係參加比賽的單位不多，鼓勵大家

未來多多參與。 

二、「109 年下半年(7-12 月)志願服務概況表」及「109 年度社會福利類志願

服務執行成果報告表」2 表之報送：請各單位於 109 年 12 月 28 日(星期

一)前，以備文(公文)向臺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報送。報表填報洽詢窗

口：臺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電話：06-2986649 傳真：06-2984671 

    地址：臺南市安平區中華西路 2段 315 號 5樓。 

三、110年度志工意外事故保險，重要相關事宜：請各單位確依志願服務法規

定為志工辦理意外事故保險，以確保志工執勤安全，倘運用單位未參加

社會局祥和小隊志工意外事故保險，仍應依法為志工辦理意外事故保險，

以保障志工權益，免生爭議。本局補助參加 109 年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

績效評鑑之祥和小隊領冊志工保險，共計 28個單位符合資格。單位於 109

年 12 月 10 日(星期四)前，以公文與電子郵件 2 方式報送有領冊志工名

冊。 

 (一)保險範圍及內容： 

  1.保險範圍-被保險人於執勤職務(含正當路途)時，因遭遇外來突發的意外

傷害事故。前項所述正當路途，係指被保險人於執勤職務前 2 小時及執

勤職務後 2小時之內，其非出於私人行為而直接往返於居住處所與工作



場所之途中。 

  2.保險內容-意外傷害致死亡，最高理賠新臺幣 100 萬元。意外住院治療，

日額新臺幣1,000元(最高90天)。意外事故所致請求醫療給付實支實付，

每次傷害醫療保險金限額最高新臺幣 3萬元整。 

 (二)加退保申請： 

  1.落實志工保險加退保-倘運用單位有新進(離隊)志工，即可申請加(退)保，

並非僅於年初或年底申請，請各運用單位落實辦理志工保險加退保，以

保障志工執勤安全。 

  2.申請方式-以電子郵件方式傳送本局：請於電子郵件主旨載明「110 年度

XXX(單位名稱)祥和小隊領冊志工保險加退保名單(第幾小隊)」，EMAIL 至

domybest@mail.tainan.gov.tw。 

 (三)未參加本局祥和小隊志工意外事故保險及未領冊志工保險，重要資訊如

下： 

  1.請各單位多加運用衛生福利部志工保險共同供應契約，以確實保障志工

之權益。公約得標廠商-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契約有效日期-自

109年 11月 6日起至 111年 11月 5日止；台南分公司窗口資訊-承辦人：

謝美蓮小姐，電話：06-2352346 分機 36，電子信箱：

c990102@mail.cki.com.tw，地址：臺南市東區東門路一段 358 號 12樓 

  2.兆豐產物保險申請所需文件：請各單位備齊保險公司規定文件，請逕自

向兆豐保險公司申請(免備文) 。 

  (1)志工保險投保- 

a.所需文件：兆豐產物志工意外團體傷害保險(執行勤務期間適用)要保書、

計畫書、被保險人名冊、志工隊備案函(倘核備公文遺失，請提供單位

志工隊備案證明，如截取臺南市志願服務網單位備案資訊畫面)。 

b.申請方式：先以電子郵件 MAIL窗口謝小姐審核，再郵寄紙本申請資料。 

  (2)志工保險加退保- 

a.所需文件：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志工意外團體保險志工加退保通

知書。 

mailto:c990102@mail.cki.com.tw


b.申請方式：以電子郵件 MAIL窗口謝小姐審核。 

  (3)志工保險理賠申請- 

a.所需文件：健康/傷害保險理賠申請書、個人資料處理或利用同意書、

志願服務人員執勤證明；另將依據理賠申請項目不同需檢附其他文件。 

b.申請方式：郵寄保險公司。 

  (4)保險申請所需文件，請逕自臺南市志願服務網 110年度祥和計畫志願服

務隊志工意外事故保險下載（http://vt.tainan.gov.tw/）。 

四、整合本市社會福利類災防志工人力資源，建置災防團隊志工資料庫： 

社會局為社福類志願服務地方主管機關，為因應災害發生時，提供

及時性救災支援服務，藉由建立本市災害防救志工人力資料庫，儲備社

福志工災害應變及處理能力，增進公部門與災害防救志工團隊間合作，

促進志工資源有效運用。 

 (一)社會局自 104年藉由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小隊聯繫會報調查本市災害防

救志工人力資源，請有意願加入災防工作的小隊填寫「重大災害民間單

位提供資源調查表」(附件四，P.41)。 

 (二)本市社福類救災團隊，服務範疇為物資管理與災民關懷服務等協助項目，

提供後端服務。當災害發生時，社會局將優先運用本市社福類災害防救

志工團隊，依據團隊可協助行政區、志工量能與實際能動員志工人力等，

聯繫團隊單一窗口，進行志工人力媒合。 

 (三)截至 109年 5月底，共計 14個運用單位加入本市災防團隊志工資料庫，

倘有其他運用單位有意願加入，或已加入單位窗口有異動，請填寫「重

大災害民間單位提供資源調查表」，以傳真、郵件或備文等方式至社會

局人民團體科。 

 (四)聯絡窗口 

單位 聯絡方式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人民團體科 

業務聯絡人：李琇瑛、曾惠亭 

電話：06-2979373 

      06-2991111分機 5927、5925 



傳真：06-2982548 

電子信箱：

et2213@mail.tainan.gov.tw         

domybest@mail.tainan.gov.tw 

臺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 

( 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 

臺南分事務所承接 ) 

業務聯絡人：林盈祥、張晴雯社工員 

電話：06-2986649 

傳真：06-2984671 

電子信箱：volunteer1216@gmail.com 

社會局補充：鼓勵各小隊踴躍加入防災志工隊。 

肆、臺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工作報告 

一、109年 1-11月工作成果報告： 

 (一)志願服務培力 

1.志願服務基礎訓練及社會福利類特殊訓練 

  本年度共計於溪北區及溪南區各辦理一梯次，場次如下： 

日期 課程名稱 地點 參與人數 

7月 8日(六) 基礎訓練 (溪北區) 

大宏王功社區活動中心 

45人 

7月 19日(日) 社福類特殊訓練 50人 

8月 15日(六) 基礎訓練 (溪南區) 

東區富強里活動中心 

111 人 

8月 16日(日) 社福類特殊訓練 116 人 

2.志工在職訓練 

  因應志工的需求，本年度特規劃辦理 10場次的訓練課程，開課場次如

下： 

日期 課程名稱 地點 參與人數 

5月 27日(三) 
志願服務資訊整合

系統實務(2場) 
救國團崇德社教中心 30人 

6月 18日(四) 
志願服務資訊整合

系統實務(2場) 
救國團崇德社教中心 2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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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3日(五) 
志工攝影及編輯 

實務之運用(6小時) 

臺南市立文化中心 

國際廳會議室 
40人 

11月 15日(日) 

探索教育在 

人際溝通上之運用

(6小時) 

臺南市立文化中心 

國際廳會議室 
26人 

11月 18日(三) 
志工情緒管理及 

紓壓實作(6小時) 

臺南市立文化中心 

國際廳會議室 
32人 

11月 19日(四) 
志願服務資訊整合

系統實務(2場) 

臺南市政府 

民治市政中心 
21人 

11月 22日(日) 
同理心在志工服務

上之運用(6小時) 

臺南市立文化中心 

國際廳會議室 
39人 

   3.志願服務小隊參訪觀摩學習之旅 

     日期：109 年 12 月 24日(四) 

     參訪單位：上午-嘉義市家庭教育中心 

               下午-新港文教基金會 

社會局補充：請於下次聯繫會報針對本觀摩進行專題報告，讓無法參與夥

伴也能了解嘉義家庭教育中心及新港文教基金會優點及志

工運作方式。 

 (二)志願服務行銷工作 

1.志願服務懶人包宣傳：因應疫情，本年分別於 4月及 11月製作發佈「志

工防疫大作戰」與「衛福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速學巧匯時數」懶

人包各 1份，提醒志工在疫情期間如何做好防疫，以及如何完成志願服

務時數線上匯入。 

2.志願服務電子報發送：本年分別於 9/29、11/26 發送，發送對象超過

2,000 人次。 

3.志願服務社區宣導工作： 

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1月 12日(日) 歸仁獅子會 2020 年愛心捐血嘉年華 新豐高中 



5月 9日(六) 臺南市政府 109年母親節感恩表揚活動 
臺南市政府 

永華市政中心 

8月 1日(六) 臺南市政府 109年父親節感恩表揚活動 
臺南市政府 

永華市政中心 

9月 5日(六) 
109 年「2020 心理健康家園~1925」 

心理健康月 
大內青果市場 

10月 10日(六) 2020臺南國慶焰火 焰火會場周邊 

10月 17日(六) 2020臺南性平月-彩虹多元市集 
臺南水交社工

藝聚落排練場 

11月 28日(六) 
109 年度「績優志工暨績優團隊表揚」 

活動 
勞工育樂中心 

4.影音宣傳： 

(1)國慶焰火志工招募： 

   今年國慶焰火在台南漁光島舉辦，這難得的盛事，讓臺南的志工動能

有機會大大的展現。影片設計透過臺南美食與志工招募並結合酷炫之音

效，以達成激發熱情的震撼效果。活動在大家熱情的支持下共招募近

500 位志工，感謝美國在台學校 POA國際志工服務團、「張老師」基金

會臺南分事務所、慈濟、財團法人一貫道崇正基金會台南辦事處、財團

法人天帝教、財團法人俊逸文教基金會、臺南市志和愛心會、臺南市傳

愛社會福利協會、嘉南藥理大學社會工作系、長榮大學東南亞文化與產

業學程、警察局義警、臺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志願服務

隊及臺南市政府社家科志工隊等單位志工伙伴的熱烈響應與參與，為此

次國慶焰火添加了許多美麗熱情的閃亮展現，也獲得眾多民眾的肯定。 

(2)「閃亮銀髮 志在臺南」影片製作： 

   邀請安平石門社區、華山基金會及「張老師」基金會台南分事務所等

單位銀髮志工為我們分享志工的熱情及服務堅持的理念及動能。3位超

過 70 歲以上的銀髮志工，展現出銀髮的活力與智慧，令人感動！影片

將製作成精美光碟禮盒致送各志工小隊。 

 (三)團隊能量提升 



1.輔導參加全國績優小隊選拔：本年度輔導「臺南市家庭暴力防治中心」

榮獲 109年全國績優志工團隊殊榮。 

2.輔導志願服務業務推展工作之單位如下： 

NO. 日期 單位名稱 

1 
5月 13、29日 

及 6月 5日 
臺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2 9月 21日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基督教女青年會協會台灣

省台南市支會 

3 9月 22日 社團法人台南市家庭關懷協會 

4 11月 5日 南區文南社區發協會 

5 11月 6日 安平區菩薩社區發展協會 

6 11月 6日 中西區萬壽社區發展協會 

7 11月 9日 安南區理想社區發展協會 

8 11月 9日 將軍區將軍社區發展協會 

9 11月 9日 將軍區將軍老人福利協進會 

 (四)其他 

1.資訊系統實務教學：邀請所有運用單位可多加善用 1對 1的實務教學管

道，如需預約，請至「臺南市志願服務網 http://vt.tainan.gov.tw/

下載專區/資訊整合系統下載預約表單。 

2.榮譽卡申辦：本年已完成超過 3,300 件的榮譽卡申請及換發。各小隊請

多鼓勵志工申辦，如有相關問題請記得聯絡本中心工作人員。 

二、志願服務推廣中心網路平台： 

 (一)志願服務網網址：http://vt.tainan.gov.tw/ 

 (二)臺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官方臉書(FB) 

 (三)臺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官方 LINE@ 

         

 我是 FB 我是

LINE@ 



伍、臨時動議：無 

陸、茶敘時間 

柒、績優評鑑表揚(社會局陳局長榮枝蒞臨頒獎) 

捌、專題分享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績優團隊服務特色分享) ：略 

  一、報告單位： 

   (一)社團法人大台南熱蘭遮失智症協會 

       報告人：陳麗琴督導 

   (二)臺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報告人：蔡晴晴組長 

玖、大合照 

拾、散會：同日上午 12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