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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08年度教育業務志工基礎暨特殊教育訓練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志願服務法。 

二、新北市政府推行志願服務實施計畫。 

貳、目的： 

一、落實志工教育訓練，宣導服務觀念。 

二、促進「志願服務紀錄冊」發放，達到管理、運用、輔導、考核之整體運作。 

三、明確了解志願服務學習概念、精神與內涵。 

四、提昇學校親職志工服務意願與效能，建立融合進步的學校團隊及社區意識。 

五、協助志工取得志願服務證，並與全國志工接軌，成為全國性志工服務員。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新北市政府 

二、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新北市林口區新林國民小學（新北市林口區三民路 101號） 

          新北市永和區頂溪國民小學（新北市永和區文化路 133號） 

伍、課程內容： 

一、 研習時間及地點： 

 

開放報名 課程名稱 課程時間 
預定收訓

人數 
研習地點 

108年 3月 13日

起至 3月 20日 

(額滿即提前截

止) 

志工基礎訓練 
108年 3月 23日(星期六)

上午 8:30至下午 3:30 
100 

新林國小 
教育類 

志工特殊訓練 

108年 3月 30日(星期六)

上午 8:30至下午 3:30 
100 

志工基礎訓練 
108年 3月 29日(星期五)

上午 8:30至下午 3:30 
120 

頂溪國小 
教育類 

志工特殊訓練 

108年 3月 30日(星期六)

上午 9:00至下午 4:00 
120 

 

二、 參加對象與預訂參與人數 

(一) 參加對象： 

(1)新北市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含高職)未曾接受過基礎訓練之志工、教育

類特殊訓練之志工。 

(2)有意加入教育類志工行列之教師與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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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與學校有合作關係之民間志願服務團體，且未曾接受過教育類特殊訓練之志

工。 

(二) 預定收訓人數：新林國小志工基礎訓練及特殊訓練各 100人、頂溪國小志工基

礎訓練及特殊訓練各 120人(除承辦學校外，每校各類限報 5名，依報名先後順

序錄取，額滿為止，請勿重復報名)。 

三、 報名日期：自 108年 3月 13日(星期三)上午 9:00起至 108年 3月 20日(星期三) 下

午 4:00截止(額滿即提前截止)。報名時間以 E-mail信箱時間為準，請勿提前報名，

凡提前報名者皆列為最後錄取人員。錄取結果於 108年 3月 21日後公告於各承辦學

校(新林國小、頂溪國小)網站，請自行上網確認。 

四、 報名方式： 

(一)本案由各校志工業務承辦人統一使用 E-mail報名，不接受個人自行報名，報名

請將報名表(附件 1)E-mail各承辦學校信箱，並請於 mail後以電話聯繫確認。 

1.新林國小場：aj5355@xles.ntpc.edu.tw 

2.頂溪國小場：th990720@mail.thps.ntpc.edu.tw 

(二)聯絡人： 

1.新林國小場：新北市林口區新林國民小學輔導處劉叔玫主任、特教組長王晨

薰組長，電話：26086521分機 840、842。 

2.頂溪國小場：新北市永和區頂溪國民小學輔導處陳麗如主任、特教組長張若

男組長，電話：29212058分機 6409、6402。 

五、 注意事項： 

(一)參加人員請自備環保杯，因本校停車位有限，將無法提供停車位置，請搭乘大眾

交通運輸工具。 

(二)本校可以提供代訂午餐服務。 

(三)參加教師得以公假方式登記出席，惟課務自理。 

陸、研習方式： 

一、 採統一講課、分組討論、經驗分享、評量問卷等方式實施。 

二、 請學校志工業務承辦人協助審核，已參加過課程之志工請勿報名，以免浪費資源。 

柒、研習內容： 

一、 基礎訓練，共 3課目 6小時。 

(一)志願服務內涵及倫理：2小時 

(二)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2小時 

(三)志願服務經驗分享：2小時 

二、 特殊訓練，共計 6小時。 

(一)新林國小 

1.校園健康促進與保健：2小時 

2.校園環境綠美化實作：2小時 

3.軟陶 DIY：2小時。 

(二)頂溪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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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閱讀志工同步行：3小時 

2.手工書 DIY製作：3小時 

捌、志工授證： 

一、 全程參與志工基礎、特殊訓練研習人員，核發志願服務志工基礎、特殊訓練研習證

書 6小時研習時數。 

二、 參加研習人員需接受志工基礎、特殊訓練研習各 6小時取得證明後，始得申請新北

市政府核發之「志願服務紀錄冊」，並享有其法定之權利。 

玖、預期效益 

一、強化志工從事社會服務心念，藉以推動社會參志願服務之風氣。 

二、透過訓練，藉以提升志願服務工作品質與成效。 

拾、經費來源：所需經費由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專款補助。 

拾貳、本計畫經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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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基礎訓練報名表 

 

服務單位： 

承辦人聯絡電話：（0）                     手機號碼： 

報名場次：□3/23新林國小    □3/29頂溪國小 

編號 志工姓名 生日 身份證字號 手機電話 代訂午餐調查 

1  年  月  日   葷（  ）素（  ） 

2    年  月  日   葷（  ）素（  ） 

3    年  月  日   葷（  ）素（  ） 

4    年  月  日   葷（  ）素（  ） 

5    年  月  日   葷（  ）素（  ）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首)長： 

 

 

 

 

 

------------------------------------------------------------------------------------------------------------------------ 

 

 

附件 1-2特殊訓練報名表 

 

服務單位： 

承辦人聯絡電話：（0）                     手機號碼：    

報名場次：□3/30新林國小    □3/30頂溪國小 

編號 志工姓名 生日 身份證字號 手機電話 代訂午餐調查 

1    年  月  日   葷（  ）素（  ） 

2    年  月  日   葷（  ）素（  ） 

3    年  月  日   葷（  ）素（  ） 

4  年  月  日   葷（  ）素（  ） 

5    年  月  日   葷（  ）素（  ）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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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新北市 108年度教育業務志工基礎暨特殊教育訓練(新林國小)課程表 

 

一、基礎訓練 

時程 課程內容 主持人/講師 

08：00～08：20 報到 工作團隊 

08：20～08：30 致歡迎詞 特教科 

08：30～10：30 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 講師：陳冠宇 

10：30～12：30 志願服務經驗分享 講師：許曉英 

12：30～13：30 午餐交流 工作團隊 

13：30～15：30 志願服務內涵及倫理 講師：蘇玫瑾 

15：30～ 賦歸 工作團隊 

 

二、特殊訓練 

時程 課程內容 主持人/講師 

08：00～08：20 報到 工作團隊 

08：20～08：30 致歡迎詞 特教科 

08：30～10：30 校園健康促進與保健 講師：邱鈴鳳 

10：30～12：30 校園環境綠美化實作 講師：謝燦霖 

12：30～13：30 午餐交流 工作團隊 

13：30～15：30 軟陶 DIY 講師：黃俊程 

15：30～ 賦歸 工作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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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08年度教育業務志工基礎暨特殊教育訓練(頂溪國小)課程表 

 

一、基礎訓練 

時程 課程內容 主持人/講師 

8：00～08：20 報到 工作團隊 

08：20～8：30 致歡迎詞 特教科 

8：30～10：30 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 講師：劉香梅顧問 

10：30～12：30 志願服務內涵及倫理 講師：林興訓秘書長 

12：30～13：30 午餐交流 工作團隊 

13：30～15：30 志願服務經驗分享 
講師：陳芝茵志工、

胡文斌志工 

15：30～ 賦歸 工作團隊 

 

二、特殊訓練 

時程 課程內容 主持人/講師 

8：00～08：20 報到 工作團隊 

08：20～8：30 致歡迎詞 特教科 

9：00～12：00 閱讀志工同步行 
講師：蔡麗鳳退休校

長 

12：00～13：00 午餐交流 工作團隊 

13：00～16：00 手工書 DIY製作 講師：王淑芬老師 

16：00～ 賦歸 工作團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