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志願服務業務
新手達人養成秘笈

終於可以離開新手村了…

臺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 陳玟霖 社工



前言

•志願服務是國際潮流，也是衡量國家進步之一，各
國政府莫不重視志工。
•志工是臺灣重要的社會資產與人力資源，面對高齡
化與少子女化，志工人力的開發與永續，益形重要。
•志願服務是公民社會的基石，展現 人類高貴的情操。
•政府、企業、民間、社區、家庭攜手推動，讓志願
服務的價值發光發熱，朝「志工深化、榮耀臺灣」
願景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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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利他助人 自我實現 公民參與 社會融合

志願服務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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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全台灣共設立21個
志願服務推廣中心

建置志工
基本資料

志願服務
統計查詢

志工培訓
及管理

志願服務
單位交流

志工媒合

3



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臺南分事務所

臺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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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全台灣共有幾個志願服
務推廣中心?

A:共有21個。

有獎徵答



志願服務作業，我們來罩你。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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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服務新手達人養成秘笈

志願服務概況表

志願服務紀錄冊

志願服務榮譽卡

志願服務各項獎勵辦法

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
系統

志願服務推廣中心LINE@平台

志願服務網媒合志工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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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服務紀錄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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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服務紀錄冊是什麼?－１

志願服務紀錄冊是衛生福利部所推行的
手冊，用來記錄志工志願服務及時數證
明，必須經過志工基礎及特殊訓練課程
後才可申請，手冊可以終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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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服務紀錄冊申請步驟－２

找尋自己所想服務的
志工類別單位

完成志工基礎課程與社
福類類特殊訓練

準備1吋、半身照片2張，背面註明姓
名、名單造冊，內容包括姓名、生
日、身份證號碼、教育訓練（基礎
訓練、特殊訓練）結業證書正反面

影本

單位函文向社會局申
請

社會局完成後將志願服務
紀錄冊寄回單位

發還給志工，開始服務

非社會福利類志工：
宗教類：民政局
教育類：教育局
文化類：文化局

小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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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服務紀錄冊之申請－3

新申
請使
用

遺失
申請
使用

路徑: 臺南市志願服務網/便民訊息/紀錄冊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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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服務紀錄冊時數登錄之注意事項－４

• 服務項目：應就實際服務內容填寫，如社會福利服務、文化服務等。

• 服務內容：具體填寫服務內容，內容記載應詳實正確。

• 服務日期、時數：

• 具體填寫服務起迄日期（包括年月日），每半年（或每年）統計
服務時數，並以整數（四捨五入到個位數）登錄為原則。

• 服務年資及時數之計算，基於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應自志願服
務法公布日（９０年１月２２日）起算。

• 各項訓練、研習、課程時數應請訓練單位登錄於紀錄冊中「訓練」
頁，不可登於「服務」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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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服務紀錄冊－５

社會福利 社區掃地、煮餐 108/1月-6月 90H
臺南市志願

服務推廣中心
職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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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志工如果要去其他類別的機構服務，那紀錄冊不同類別怎麼辦?

A:不需再申請新的志願服務紀錄冊，惟志工需接受跨領域之特

殊訓練後，始得合併計算其服務時數。

Q:未取得志願服務紀錄冊前的服務時數有效嗎？

A:無效，民眾在未完成志工基礎訓練課程及特殊訓練課程前所

進行的服務，不得計算服務時數，應從完成前面兩項課程並

取得志願服務紀錄冊後開始計算。

關於志願服務紀錄冊常見問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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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領取社福類志願服務紀
錄冊需經過哪兩個訓練?

A:基礎訓練及社福類特殊訓練

有獎徵答



志願服務榮譽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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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本與線上申請共同提醒：
1.兩者皆需填妥申請表，並發文至臺南市政府社會局申請。
2.申請表黏貼1吋、半身照片2張(若是大小不符合請先裁剪)。
3.榮譽卡到期申請換發，即卡片使用期限屆滿，運用單位可免繳回舊卡 (倘將舊卡連同申請書一倂寄回，
社會局將不寄回舊卡)。
4.若志工有任何疑問，請透過運用單位承辦人向社會局或是本中心洽詢。

志願服務榮譽卡
之申請－１

紙本申請

線上申請

檢附志願服務
紀錄冊封面及
內頁時數影本

登入系統填寫
完整資料

填妥申請表函
文檢送社會局

審核

14個工作天

7個工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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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服務榮譽卡之申請－２

•須由單位發文連同名冊為志工申請榮譽卡

•以下兩大原則缺一不可

•路徑: 臺南市志願服務網/便民訊息/榮譽卡專區

內容

•於志願服務紀錄冊顯示實際服務年資滿三年以上
3年

怎麼算?

•於志願服務紀錄冊顯示實際服務時數滿300小時以上
300小時
怎麼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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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服務榮譽卡－3

新申
請使
用

遺失
申請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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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志工可不可以直接申請榮譽卡?

A:無法，要透過運用單位申請喔。

Q:申請志願服務榮譽卡是否必須連續才可以申請?

Ａ:年資與時數無連續、中斷之規定，符合申請資格即可。

Q:榮譽卡有什麼用途呢?

A:志工本人憑志願服務榮譽卡進入收費之公立風景區、特

定之康樂場所及文教設施得以免費。詳細內容可上衛生福

利部志願服務資訊網/榮譽卡專區

關於志願服務榮譽卡常見問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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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志願服務榮譽卡需要滿
足哪兩項規定才可申請?

A:服務年資滿3年級服務時數
滿300小時

有獎徵答



志願服務概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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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服務概況表－１

 填寫對象：凡從事志願服務各項服務活動
社會福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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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未加入祥和計畫但從事社會福利服務工作
之志願服務團隊。

 繳交時間：
上半年1月-6月:每年7月初
下半年7月-12月:每年1月初

，實際依社會局公文所載日期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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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服務概況表之常見錯誤－２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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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服務概況表之常見錯誤－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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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服務概況表之常見問題－4

Q:要如何確認自己所算的數字是否正確

A:按性別分合計=按年齡別分合計=按教育別分合計

=按服務年資合計=按身分別合計

Q:關於本期訓練情形如何填寫?

A:舉例:若單位7-12月共有10人完成基礎、特殊訓練，則基礎、

特殊人次即分別填上10，而基礎、特殊時數分別為

10人*6小時=60(時數必須為6的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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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志願服務概況表每年須
繳交幾次?

A:共兩次(上下半年各一次)。

有獎徵答



志願服務
各項獎勵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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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服務各項獎勵辦法－1

2

1、中央獎項只要時數符合，即能申請，但每位志工只能申請該獎項一次。
2、本市獎勵由單位推薦，內部進行篩選，以50人為等次，若機構人數為101人，每個獎項即可申請三位志

工。0-50人各獎項1人、51-100人各獎項2人、101-150各獎項3人….以此類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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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服務各項獎勵辦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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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服務各項獎勵辦法－3

1

1、申請人要簽名與蓋章。

2

2、志工所提出之志願服務績效證明
書合計總服務時數應與申請獎勵
事蹟表所載服務時數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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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服務各項獎勵辦法－4

1、由志願服務運用單位開立(機關、
機構、學校、法人或經政府立案團
體)，如由村里辦公室、派出所、未
立案民間團體開立則無效。

2、服務年資滿1年，服務時數達150
小時才能開立此證明。

4

3、依志工於該單位內之服務情形
開立，如志工於其他運用單位服務，
則由其他運用單位開立。

3

4、請填寫發證單位全名並蓋上官章。
5

5、若承辦人與志工督導為同一人，
要蓋兩個章，不要合併蓋一個。

6、請勿修改格式(橫式勿改為直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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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中央志願服務獎勵辦法，規
定只要時數夠即給獎，每位志
工可領取幾次?

A:共1次。

有獎徵答



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
資訊整合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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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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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2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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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3

一、申請帳號與使用者綁在一起，若
更換系統使用者，則須重新填寫
申請單，申請系統專屬帳號。

二、異動資料說明:
(一)志工隊新備案:從來沒有使用過此

系統，適用為新備案志工小隊。
(二)其他管理員異動:單位更換志願服

務承辦人，則以備文需重新申請
系統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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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4

一、申請對象:
使用此系統有問題之承辦人

二、填表說明:
(一)可來電確認預約時段
(二)請自備單位筆電
(三)概略說明系統操作問題
(四)傳真或是MAIL至志願服務推廣中心

三、系統廠商:哈瑪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電話-高雄 : (07)536-4800 #515、511
客服電話-臺北 : (02)2388-9180 #25 32



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5

Q:要如何查詢志工的資料?
A:進入系統後，點選志工資料管理，再點選志工基本資料

維護，選擇單位勾選含下層單位，點選查詢後志工資
料才會都呈現出來。

Q:要如何一次將志工所有的服務時數輸入系統?
A:使用系統中的資料匯入匯出功能，將EXCEL表格下載，

依表格規定填寫完後，再匯入資料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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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
合系統帳號管理員申請單至哪
個平台下載?

A:臺南市志願服務網/下載專區

有獎徵答



志願服務推廣中心
LINE@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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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平台

一、最新消息:
刊登本中心所有志願服務最新資訊。

二、志願服務課程資訊分享平台:
歡迎各夥伴單位將您的課程活動傳送
給我們，可幫您放在此平台上。

三、線上諮詢:
有任何問題歡迎直接LINE我們，將由
專人為您服務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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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本中心LINE@提供什麼
功能?(舉一項即可)

A:最新消息/課程分享/線上諮詢

有獎徵答



志願服務網媒合志工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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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服務網招募志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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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服務網招募志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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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服務網招募志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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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志願服務網上媒合志工
平台有哪兩個功能?

A:我需要志工及志工職缺

有獎徵答



Q:請問志願服務推廣中心
服務專線幾號?

A:06-2986649

有獎徵答



謝謝聆聽，歡迎提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