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高雄市志願服務協會 

105 年度高雄地區「志願服務人員基礎&特殊訓練班」實施計畫 
  

一、目  的：為激勵社會大眾秉持「施比受更有福，予比取更快樂」的 

 理念，發揮「助人最樂~服務最榮」的精神；擁抱「志工 

 情」，展現「天使心」，踴躍投入志願服務行列，積極 

 散播志願服務種子，共同為協助拓展社會福利工作及增進 

 社會祥和而奉獻心力。 

 

二、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高雄市政府 

三、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社團法人高雄市志願服務協會 

四、協辦單位：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高雄市希望弱勢關懷協會 

五、舉辦時間：105 年 6 月 25.26.27 日(六、日、一)基礎&特殊訓練。 

六、研習地點：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地址：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 211 號 3F 會議室) 

 

七、參加對象：凡願運用餘暇參與志願服務之社會大眾、高雄市祥和計劃

團隊、各公益慈善社團之理監事及各目的事業任用志工團

隊新進志願服務人員。 

 

八、人  數：每梯次預計 200 名 

 

九、報 名 費：基礎與特殊訓練兩梯次酌收新台幣$500 元整。 

 

十、報名方式：採親自到協會或網路、電話報名。 

住址：80274 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三路 60 號 2 樓 

電話：761-1018          

傳真：761-1002 

報名官網：www.kva1205.org 

劃撥帳號：40982793     

戶名：社團法人高雄市志願服務協會 

 

 



十一、內  容： 課程內容依志願服務法相關規定辦理，以講座、互動方式 

     及分項綜合討論方式進行。特殊課程今年將以社會福利類 

     績優社服團體，分享其單位業務暨服務內容為要，讓各位 

     學員更加認識社會服務志工的服務學習參考。 

     （課程安排詳如附件） 

十二、成  效： 

1.  透過研習建立新進志工志願服務基本概念。 

2.  充實志願服務人員相關知能，培育優質志願服務人員，建正確志願 

  服務之價值觀。 

3.  透過專業講師指導，由淺入深，結合理論與實務相互印證，引導學 

  員在有限時間內學習精華，並加以運用。 

4.  藉由課程研習，認知各任用志工單位服務內容、業務目的暨讓志工 

  對志願服務與社會福利資源有更深入的了解，建立多元化的志願 

  服務管道。 

5.  培養志工專業的服務知能，提昇志願服務之使命與責任感。 

6.  本會為國際志工世界總會成員，凡依辦法完成研習者，均可獲得 

  國際認證之結業證明書。 

 

十三、經費來源： 

1. 衛生福利部補助 

2.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補助 

3. 本會自籌 

4. 學員酌予付費（包含學員茶水、餐費及研習手冊、學員識別證、結業 

證書、研習績優學員之獎勵、場地租借費、場地佈置費、講師費、郵 

電費、撰稿費、印刷費) 

 

十四、本計畫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 

十五、【交通方式】 

 

 *公車： R21(都會公園站)三號出口搭乘 29 號或 301 公車，至監理處站

 *捷運： 搭乘高雄捷運紅線至 R21 都會公園站  →  於 4 號出口出車站 

    往西北方人行道續行約 300 公尺 → 過德民路左轉沿人行道 

    西行約 800 公尺 →左側即為本校入口。 

 *腳踏車： R21(都會公園站)四號出口租借腳踏車，直騎至德民路左轉。 

 



附件 2 

 

社團法人高雄市志願服務協會 

105 年度高雄地區「志願服務人員基礎&特殊訓練班」課程表 

 

地點：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 211 號 3F 會議室) 

日期 授課時間 課程名稱 授課講座 備 註 

105 

年 

6 

月 

25 

日 

(六) 

07:30-08:00   ★學員辦理報到領取名牌與手冊~相見歡  

08:00-08:10 始 業 式 
社會局長 

理 事 長 

 姚局長 雨靜 

 莊理事長 月珠 

08:10-10:00  志願服務的內涵 

陳教授 政智 

 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師協會前理事長 

 高雄醫學大學醫社系教授 

 高雄市志工學苑、 

 高雄市志願服務協會、 

 公益慈善團體諮詢講座 

10:00-12:00  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 

12:00-13:00   ★午餐充電趣 

13:00-15:00  志願服務發展趨勢 沈副秘書長  

佳玉 

 中華民國志工總會副秘書長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高澎青年志工中心諮詢業師 15:00~17:00  自我了解與自我肯定 

17:00~  ★下課囉 ~ 咱們明天見！ 

105 

年 

6 

月 

26 

日 

(日) 

07:30-08:00  ★真好 ~ 又是新的一天開始了！ 

08:00-10:00  社會福利概述 
謝副局長 

琍琍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副局長 

10:00-12:00  志願服務經驗分享 
沈總經理  

美利 

 美樂美髮連鎖(企業志工) 總經理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校友會 

 第十八屆總會長 

12:00-13:00  ★享用午餐、補充好體力！ 

13:00-15:00 
 綜合討論 

集思廣益論方法 羅老師 淑真 

亞洲大學服務學習中心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青年志工中心 

 諮詢業師 15:00-17:00  團康活動 

17:00~  ★收穫滿滿快樂回家~ 



 

社團法人高雄市志願服務協會 

105 年度高雄地區「志願服務人員社會福利類基礎&特殊訓練班」課程表 

 

地點：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 211 號 3F 會議室) 

 

※如上述授課講座不克前來，擬請高雄市政府社會局推薦之。 

日期 授課時間 課程名稱 授課講座 備 註 

105 

年 

6 

月 

27 

日 

(一) 

07:30-08:00  ★早 安 您 好~ 

08:00~10:00 
志願服務內容 

說明及實習 

 
 許總幹事 惠美 
 
 吳理事長 秀珠 
 
 蔡董事長 成銘 
 
 
 郭主任   淑美 
 

 湛創會會長 秀英 

 
高雄市志願服務協會總幹事 
 
高雄市希望弱勢關懷協會 

  
 流木居工作坊(社會企業) 董事長 
 實務銀行鳳山站負責人 
 
南家扶中心主任 
 
高雄市新移民社會發展協會 

10:00~12:00 
志願服務運用 

單位業務簡介 

12:00~13:00  ★午餐時間~享用香噴噴的餐點囉~ 

13:00-15:00 社會服務倫理 莊理事長 月珠 
社團法人高雄市志願服務協會理事長 

三商美邦人壽集團總監 

15:00-17:00 社會資源與志願服務 鄭教授 讚源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系 

17:00~ 

結業式 
您的學習態度上課 

精神我們看得見！ 

莊理事長 月珠 
社團法人高雄市志願服務協會理事長 

三商美邦人壽集團總監 



附件 3                       
 
           社團法人高雄市志願服務協會 

105 年度高雄地區志願服務人員基礎&特殊訓練班 6/25~27 三天 

＊ 報  名  表 ＊【個人】 

*姓    名 
 英文姓名 

 

*身分證字號  性    別 □男    □女 

*西 元 生 日 年   月   日 職   業  

*電 話/ 手機  兩吋照片 □已繳交   □尚未繳交 

通訊地址  

E - m a i l  

服務單位名稱/地址 
（ 目前在哪裡當志工） 

 
 

□□□-□□ 
 

單位電話  單位傳真  

飲食習慣 □葷食   □素食 收據編號 
 

                  ＊本格請勿填寫 

備  註 

1. *註記，務必填寫正確! 

2. 請務必繳交兩吋大頭照 4 張，以利結業證書製作！ 

3. 報名費用：500 元（3 天的便當及手冊、講義） 

4. 英文拼英若未填寫，本會將以外交部公佈版本代填。 

會址：80274 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三路 60 號 2 樓 (燒滾滾自助餐樓上，從旁邊巷子走進) 

電話：07-7611018 傳真：07-7611002  

劃撥帳號：40982793 戶名：社團法人高雄市志願服務協會 

活動相關資訊，請至官網(www. kva1205.org)查詢 

※為鼓勵使用線上報名,即日起提前開放受理線上報名 

 

 



 

 

附件 4                              社團法人高雄市志願服務協會 

【105 年度高雄地區志願服務人員基礎&特殊訓練班(社會福利類)】 

6/25~27 三天 

 

                      報  名  表 ＊【團體】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 

(*必填)                              
  承辦人 

  

  

單位電話    收據 

編號 ＊本格請勿填寫 單位傳真  

編

號 
姓      名 

英文名字（大寫） 

（可上外交領事館查詢） 

*西元生日 

(*必填) 

*身份證字號 

(*必填) 
個人電話/手機 個人通訊地址 性別 E-mail 素 

2吋 

照片 

            
  

  
      

            
  

  
      

            
  

  
      

            
  

  
      

            
  

  
      

            
  

  
      

會址：80274 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三路 60 號 2 樓          電話：07-7611018       傳真：07-7611002   

戶名：社團法人高雄市志願服務協會  郵政劃撥帳號：40982793【劃撥收據請寫上姓名及電話→ 請務必傳真至協會，並來電確認!】 

E-MAIL:kva7611018@gmail.com   團體報名表電子檔請上協會網站下載：www.kva1205.org 

※為鼓勵使用線上報名,即日起提前開放受理線上報名 網址：http://goo.gl/GRJ6kl 
※開課前兩週恕不受理退費(或換梯) 

http://www.kva1205.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