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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07年「迎向春暉認輔志工」培訓實施計畫 

壹、依據： 

教育部 107年 1月 2日臺教學(五)字第 1060192196號書函「教育部迎向春暉

認輔志工實施要點」。 

貳、目的： 

強化認輔志工藥物濫用辨識與輔導能力，協助學校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工作之

推動。 

參、預期成效： 

透過不同背景之志工參與，藉由追蹤輔導、陪伴關懷，減少青少年藥物濫用

等問題，共同營造健康之友善校園，擴大本市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宣導成效。 

肆、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伍、培訓對象、條件及報名相關事項： 

一、培訓對象：(預計培訓新進志工 30人、原有志工得自由參加) 

具愛心與耐心之學生家長、志工、退休教師、退伍教官、社會人士、大專

院校學生等領有志工手冊人員(報名表如附表 1，尚未領有志工手冊人員需

先行至「臺北 E 大」完成線上志工基礎訓練，俟完成特殊訓練後，統一由

本局辦理志工手冊申請作業)。 

二、條件： 

(一)具有教育、法律、觀護、社工、心理、輔導、衛生、醫療等相關科系畢

業或專長背景經歷者，以及曾受過輔導諮商、志工服務等專業訓練之人

員為優先召募對象。 

(二)曾觸犯兒少保護、暴力相關犯罪行為人員及不適任教師登錄有案者，不

得擔任認輔志工。 

陸、春暉志工服務內容： 

一、協助辦理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宣導教育。 

二、協助辦理多元化活動。 

三、協助實施尿液篩檢及相關後勤、行政支援等工作。 

四、認輔藥物濫用學生、特定人員及高關懷學生。 



第 2頁，共 8頁 

五、協助對其他高關懷學生進行輔導。 

六、協助春暉小組輔導相關行政支援工作。 

七、配合本局辦理高關懷學生探索教育活動。 

八、陪伴藥物濫用學生就醫治療。 

九、協助與春暉志工服務相關後勤、行政支援等工作。 

柒、志工訓練與授證： 

一、凡參加本局辦理特殊訓練課程 12小時，成績合格者授與研習證明書。 

二、志工應完成基礎訓練 12 小時及特殊訓練 12 小時，並簽具保密切結書後，

由本局彙整相關資料後核發志工證及服務紀錄冊。 

捌、具體作法及預算：(研習、參訪時間暫訂，視實際狀況辦理) 

一、107年 7月 12、13日辦理防制藥物濫用特殊訓練 12 小時(課表如附表 2)。 

二、107年 4月 16日、5月 14日、9月 7日辦理志工增能研習(課表如附表 3)，

以提昇志工協助推動春暉工作專業能力，有效執行藥物濫用學生輔導工

作。 

三、107年 4月 11日、6月 1日、8月 24日、10月 26日、12月 14日分別辦理

志工慶生聯誼及參訪活動，強化溝通聯繫及志工團隊工作默契(活動流程如

附表 4、5)。 

四、志工認輔學生及協助本局辦理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宣導活動逾用餐時間，經

本局審認逾用餐時間得支給誤餐費用。 

五、年度內辦理有服務事實之志工意外險，以保障志工服務安全。 

玖、春暉志工運用與管理： 

一、凡完成本局訓練之志工，按其興趣、專長與能力，由本局統籌運用。 

二、由本局核予志工服務時數並協助登錄於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網。 

拾、志工之義務與資格撤銷： 

一、不得向受服務、認輔之個案及其家屬，收取任何報酬。 

二、對於因服務而取得或獲知之訊息，應予保密。 

三、接受服務工作派遣後，不遲到、早退；無法出勤時，應提前三天通知本局。 

四、服務期間不得吸菸、飲酒、嚼檳榔或其他有違公序良善之行為。 

五、服務期間發生突發事件，須立即以電話通知本局協處。 

六、本局春暉志工均應遵守內政部志願服務法中之志工倫理守則。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ahUKEwiArYKv_aPNAhVBFJQKHSVyCkQQFggaMAA&url=http%3A%2F%2Fvol.mohw.gov.tw%2F&usg=AFQjCNGT_bW7HchzslNj8yU4aqZxdZ4mxQ&sig2=goFokvuTgPFoN-qlWE4__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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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違反前六項義務者，視情節撤銷其志工資格並函知當事人及曾服務學校(單

位)。 

拾壹、志工之權益： 

一、執行志工服務期間之意外事故保險由本局辦理。 

二、參加本局辦理之志工相關研習及宣導活動。 

三、因升學、進修、就業或其他原因需志願服務績效證明者，得向本局申請發

給服務績效證明書。 

拾貳、志工之獎勵： 

一、領有志工服務紀錄冊且持續參與本市志願服務工作之志工，凡符合本市志

願服務獎勵資格者，得向本局提出申請後，由本局依規定辦理推薦。 

二、領有志工服務紀錄冊且實際從事春暉認輔志工服務工作之志工，凡符合教

育部春暉認輔志工績優評選標準資格者，由本局推薦參與評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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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附表 1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迎向春暉認輔志工報名表 

□具有志工證發給單位：   政府       局紀錄冊編號：     字第           號 

□學務處推薦 □輔導室推薦 □無志工證 (可複選) 

姓名︰ 身份證字號： 生日：___年___月___日 

請貼最近 6個月內

1吋正面半身脫帽

照片 1張 

性別：□男性 □女性 E-mail︰ 

住家電話： 手機： 

聯絡地址： 

教育情況：□在學  □畢業，經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畢業/就讀學校□研究所 □大專         _____________學校，______________系所 

參加社團名稱:_________ 擔任社團幹部:____________  

興趣專長 □團康活動 □美工設計 □音樂 □攝影 □寫作 □手語 其他：_____________ 

簡要自述 

1.您參加本室春暉志工召募之動機？(可複選) 

  □ 對反毒議題有興趣        □ 希望能夠自我成長  □ 可以運用空閒時間 

  □ 幫助藥物濫用高關懷學生  □ 社會回饋          □ 其他                  

2.簡述您對於「濫用藥物」學生的看法： 

3.對於校園「濫用藥物」現況的看法或對本志工工作的期許： 

願意服務之區域：□皆可 

    (可複選)    □板橋、樹林、土城 □雙和區 □新泰區 □三重、蘆洲 □五股、八里 

                □金山、萬里  □新店、坪林、烏來   □汐止  □石碇、深坑、雙溪 

                □淡水、三芝  □瑞芳、貢寮地區 □萬里、金山 □三峽、鶯歌地區 □林口 

可服務之時間： 

 □可彈性配合 

 □特定時段 

 (請在空格內打勾，可複選)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週日 

上午 9:00-12:00        

下午 2:00-5:00        

下午 5:00-6:30        

曾參加志工研習課程： 

 □志工基礎訓練 12小時  □其他志工特殊訓練名稱:________   時數:______ □未曾參加相關研習 

    本人自願參加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春暉志工，並恪遵志願服務工作倫理守則及各項規定，秉持熱忱

貢獻社會，不接受學校或服務對象之餽贈。對業務上所悉學生之個人資料及隱私，絕對保密。如有違

誤，願自負法律上責任。    此致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立切結書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我們無法做偉大的事，但我們可以用偉大的愛去做些小事，讓我們大手拉小手，把愛傳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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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07年春暉志工特殊訓練課程表 

7 月 12日(星期四)(暫訂) 

新北高工圖書館 4樓階梯教室 

時 間 課 程 內 容 主 持 人 

08:00-08:20 報到 主辦單位 

08:20-08:30 始業式 主辦單位 

08:30-10:00 
青少年常施用毒品類別、方式、成因與特徵、

輔導作為與求助管道(一) 

新北地方法院 

宋珍華少年調查官 

10:20-10:30 交流時間 主辦單位 

10:30-12:00 
青少年常施用毒品類別、方式、成因與特徵、

輔導作為與求助管道(二) 

新北地方法院 

宋珍華少年調查官 

12:00-13:00 中餐暨午間休息 主辦單位 

13:00-14:30 
父母親如何防治子女吸食毒品及相關法律責

任（含個案實例分享） 

懷仁全人發展中心講師 

呂筱薇 

14:30-14:40 交流時間 主辦單位 

14:40-16:10 
吸毒青少年的教養與壓力調適、有效溝通與

有效拒絕（含個案實例分享） 

法務部矯正署新店戒治所 

江琪彬兼任諮商心理師 

16:10- 滿載而歸  

7月13日(星期五)(暫訂) 

新北高工圖書館4樓階梯教室 

時 間 課 程 內 容 主 持 人 

08:20-08:30 報到 主辦單位 

08:30-10:00 
尿液篩檢流程與實務（含毒品辨識、藥物濫

用者特徵、紀錄與隱私權保護） 

私立恆毅高中 

葉文琪教官 

10:00-10:10 交流時間 主辦單位 

10:10-11:40 
認輔志工工作及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三級預防

及學校相關作法說明 

校園安全室 

覺志弘教官 

11:40-12:30 頒發研習證書、綜合座談 主辦單位 

12:30- 中餐、期待再相見！ 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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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07年春暉志工增能研習課程表 

(3場次，每場次半日/2節，共 6節) 

地點 新北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地下室會議室 

時間 程序 主持人、講座 

13:30-14:00 報到 主辦單位 

14:00-16:00 

日期 

(暫訂) 
課程 講師 

4月 16日 

藥物濫用學生輔導 

「教師手冊」個人版教材說明

與實境演練(一) 

積穗國中 

龍芝寧主任 

(教材編輯指導委員) 

5月 14日 

藥物濫用學生輔導 

「教師手冊」個人版教材說明

與實境演練(二) 

積穗國中 

龍芝寧主任 

(教材編輯指導委員) 

9月 7日 

春暉志工入校設攤宣導說明 主辦單位 

設攤宣導與陪伴輔導經驗分享 
本市春暉志工隊 

陳天興隊長 

16:00-16:30 交流時間 主辦單位 

16:30-18:30 春暉志工工作研討 主辦單位 

18:30- 賦歸，期待再相見 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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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07年春暉志工聯誼活動程序表 

地點 新北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地下室會議室 

時間 程序 主持人 

10:00-11:00 報到 主辦單位 

10:10-18:30 

日期 

(暫訂) 
活動內容 主持人 

4月 11日 

1.工作研討與意見交流 

2.慶生聯誼活動 

1.主辦單位 

2.春暉志工隊長 

6月 1日 

8月 24日 

10月 26日 

18:30- 賦歸，期待再相見 主辦單位 



第 8頁，共 8頁 

附表 5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07年春暉志工聯誼參訪活動 

地點 
法務部調查局(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 74 號) 

法務部矯正署新店戒治所(新北市新店區莒光路 42 號) 

日期 107年 12月 14日(暫訂) 

時間 流程 主持人、講座 

09:30 集合完畢出發 承辦單位 

09:30-10:00 出發至法務部調查局 承辦單位 

10:00-12:00 
業務介紹、反毒陳展館、展抱館、 

鑑識科學處導覽及參觀 
法務部調查局 

12:00-12:30 致贈感謝牌暨綜合座談 承辦單位 

12:30-13:30 用餐 承辦單位 

13:30-14:00 出發至法務部矯正署新店戒治所 承辦單位 

14:00-16:00 單位簡介、戒護區導覽及業務介紹 法務部矯正署新店戒治所 

16:00-16:30 致贈感謝牌暨綜合座談 承辦單位 

16:30-17:00 賦歸，期待再相見！ 承辦單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