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 年文化志工團隊重要幹部研訓計畫 報名表

參加單位 單位職稱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性別 出生年月日

住址

E-mail

聯絡電話 (   ) 手機

※請勾選欲報名之梯次及接駁方式

□北東區 (9/4-9/5)

交通接駁：□臺鐵花蓮火車站        □自行前往   

接駁地點 集合時間 發車時間

來程 臺鐵花蓮車站 10:30 10:50

花蓮機場 10:30 10:50

回程 14:20

※自行前往之學員，請於 11:00 在花蓮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入口集合。

□中南區 (9/11-9/12) 

交通接駁： □高鐵臺中站    □臺鐵新烏日站     □自行前往

接駁地點 集合時間 發車時間

來程 高鐵臺中站 10:30 10:50

臺鐵新烏日站 10:30 10:50

回程 14:30

※自行前往之學員，請於 11:00 在國立臺灣交響樂團音樂文化園區入口集
合。

 餐飲選擇： □葷食                    □素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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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3年文化志工團隊重要幹部研訓計畫 

北東區課程表

第一天：9 月 4 日（星期四）

　　　課程

時間

活動內容 說明

10:30-10:50 交通接駁：臺鐵花蓮車站、花蓮機場

10:50-11:00 報到：花蓮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自行前往者直接

至園區集合報到

11:00-11:10 開業式 10 分鐘

11:10-12:00 【文化政策講座】 文化部代表

12:00-12:10 交通接駁：前往用餐地點

12:10-13:30 午餐

13:30-13:40 交通接駁：前往花蓮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13:40-14:00 交流與休息時間 20 分鐘

14:00-15:30 【研訓課程】志願服務與志工管理─

志工運用、管理與激勵

15:30-16:30 參觀【花蓮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安排導覽解說

16:30-16:45 交通接駁：前往阿迪克漂流木藝術創作工

作室

16:45-17:30 參觀【阿迪克漂流木藝術創作工作室】 安排導覽解說

17:30-17:40 交通接駁：前往用餐地點

17:40-18:50 晚餐 

18:50-19:00 交通接駁：前往住宿地點

第二天：9 月 5 日（星期五）

　　　課程

時間

活動內容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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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0-10:00 早餐 

10:00-10:15 交通接駁：住宿地點-石雕博物館

10:15-11:40 參觀【石雕博物館】 安排導覽解說

11:40-11:50 交通接駁：前往用餐地點

11:50-13:00 午餐

13:00-13:10 步行前往鐵道文化園區

13:00-14:00 參觀【鐵道文化園區】 安排導覽解說

14:00-14:20 交通接駁：前往台鐵花蓮站

14:2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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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文化志工團隊重要幹部研訓計畫

中南區課程表

第一天：9 月 11 日（星期四）

　　　課程

時間

活動內容 說明

10:30-10:50 交通接駁：高鐵臺中站/臺鐵新烏日站

10:50-11:00 報到：國立臺灣交響樂團音樂文化園區 自行前往者直接

至園區集合報到

11:00-11:10 開業式 10 分鐘

11:10-12:00 【文化政策講座】 文化部代表

12:00-12:10 交通接駁：前往用餐地點

12:10-13:30 午餐

13:30-13:40 交通接駁：前往國臺交音樂文化園區

13:40-14:00 交流與休息時間 20 分鐘

14:00-15:30 【研訓課程】志願服務與志工管理─

營造優質志工團隊的應行作為

15:30-16:30 參觀【國立臺灣交響樂團音樂文化園區】 安排導覽解說

16:30-17:00 交通接駁：前往范特喜微創

17:00-18:00 參觀【范特喜微創─綠光計畫】 安排導覽解說

18:00-18:10 交通接駁：前往用餐地點

18:10-19:10 晚餐

19:10-19:40 交通接駁：前往住宿地點（音樂世界旅

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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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9 月 12 日（星期五）

　　　課程

時間

活動內容 說明

09:30-10:00 早餐

10:00-10:20 交通接駁：住宿地點-楓樹腳文化發展協會

10:20-11:30 參觀【楓樹腳文化發展協會】 安排導覽解說

11:30-11:50 交通接駁：前往用餐地點

11:50-13:00 午餐

13:00-13:10 交通接駁：前往霧峰農會酒莊

13:00-14:00 參觀【霧峰農會酒莊】 安排導覽解說

14:00-14:30 交通接駁：前往高鐵台中站/台鐵新烏日站

14: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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