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 

第27屆文化志工團隊重要幹部研訓實施計畫 

一、計畫宗旨： 

  希藉由本計畫的推動，讓全國文化機關(構)志工幹部，回歸志願服

務初衷的感動，並透過志工團隊幹部間的經驗交流，增進對志願服務之

信念，強化志工管理與領導知能，共同推動文化藝術工作，本館因而規

劃辦理109年「第27屆文化志工團隊重要幹部研訓」活動。 

二、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文化部  

(二)主辦單位：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 

(三)執行單位：小弧子創意有限公司 

三、參加對象： 

各文化志工運用及管理單位，所轄志工團隊幹部(隊長、副隊長、組長

等)。 

四、參加人數： 

幹部研訓含南區及北區研訓共二梯次，每梯次參與人數以60人為上限，

額滿為止；每1志工團隊的報名人數，以2人為限，並請依報名表所標示

的序位，填寫參加人員資料。 

五、活動梯次、日期、地點及課程內容： 

(一)第一梯次(南區)： 

1.日  期：109年6月16日(星期二)至17日(星期三)，合計2天。 

2.集合時間：依高鐵/臺鐵接駁點不同而區分，敬請掌握時間。 

  集合地點：09:15高鐵嘉義站  -大客車上客處(專人在出站前舉牌引導) 

       09:45高鐵嘉義站 -準時發車 

      09:30臺鐵嘉義車站-後站出口處(專人在出站前舉牌引導) 

      10:00臺鐵嘉義車站-準時發車 

3.研習地點：嘉義市勞工育樂中心 

4.參訪地點：嘉義檜意森活村、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 

5.研習講座：(共計安排2場講座，每場90分鐘) 

     ◆嘉南藥理大學社會工作系助理教授 盧禹璁老師 

     ◆高雄市志願服務資源中心社工督導 謝東宏老師 

 



(二)第二梯次(北區)： 

1.日  期：109年6月23日(星期二)至24日(星期三)，合計2天。 

2.集合時間：上午9時30分集合，上午10時準時發車 

  集合地點：臺北車站-東三門出口處(東三門現場安排專人舉牌引導) 

3.研習地點：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 

4.參訪地點：國立臺灣博物館、國立故宮博物院 

5.研習講座：(共計安排2場講座，每場90分鐘) 

     ◆願景青年行動網協會執行長  丁元亨老師 

     ◆財團法人董氏基金會終身志工 陳淑麗老師 

六、報名方式： 

(一)說  明：進入「全國績優文化志工表揚獎勵活動」主題網站，完成

線上報名表單之填寫及送出。 

(二)網  址：https://volunteer.chcsec.gov.tw/。 

(三)申請路徑：主題網站首頁>幹部研訓計畫>線上報名>我要報名。 

(四)授 權 書：下載「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書」並簽名或蓋章後，以傳

真或電子郵件方式寄回執行單位。 

七、報名期限：即日起至109年6月4日(星期四)下午5時止(以線上系統登錄時

間為憑)。 

八、錄取通知：最遲於109年6月8日(星期一)將錄取名單公告於全國績優文化

志工主題網站並依各志工團隊優先順序通知；超額時按各團

隊所提第1序位報名順序優先錄取，所餘名額，再依第2序位

報名順序，依序錄取至額滿為止。 

九、本項研訓計畫執行期間，參訓人員之膳宿，由主辦單位支應，往返所需

差旅費由參訓人員自理。 

十、注意事項 

(一)為響應節能減碳，建議自備環保杯、水壺及餐具。 

(二)夏天戶外蚊蟲多，建議自備個人防蚊用品或帽子、防曬外套。 

(三)防疫期間，請務必配戴口罩及配合現場體溫檢測，並自備個人清潔及

防護用品。 

(四)活動當天安排錄影錄音及拍照，紀錄美好回憶。 



(五)志工團隊重要幹部研訓參加對象為隊長、副隊長、組長等志工團隊幹

部。 

(六)同1單位的報名人數，以2人為限，並請依報名表所標示的序位，填入

參加人員資料。 

(七)總報名人數超額時，依報名收件順序之先後，按第1序位報名順序優

先錄取，所餘名額，再依第2序位報名順序，依序錄取至額滿為止。 

(八)防疫期間配合文化部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相關規定及防疫措施，

主辦單位保有異動時間、行程之權利。 

十一、洽詢窗口 

主辦單位：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 

執行單位：小弧子創意有限公司 王小姐。 

地  址：500彰化縣彰化市卦山路18號。 

電  話：04-7222729分機403。 

傳  真：04-72222824。 

電子信箱：報名資料請同時寄送至「a0917386187@gmail.com」及

「bfwave2@gmail.com」信箱。 

服務時段：周一至周五，上午9時至下午5時。 

十二、本實施計畫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留修改、終止、變更活動內容

細節之權力，修改訊息將於文化志工表揚獎勵主題網站及本館網站公

告，不另行通知。 

【附錄】活動相關網站網址如下：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資訊網：https://www.chcsec.gov.tw 

全國績優文化志工表揚獎勵活動主題網站：https://volunteer.chcsec.gov.tw/ 

全國績優文化志工表揚獎勵活動粉絲專頁：https://zh-tw.facebook.com/culture.volunteer/ 

  

mailto:a0917386187@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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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volunteer.chcsec.gov.tw/
https://zh-tw.facebook.com/culture.volunteer/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 

第27屆文化志工團隊重要幹部研訓計畫報名表 

收件序號 
（申請者免寫） 

 
收件日期 
及時間 
（申請者免寫） 

109年 月 日 時 分 

運用單位 
名稱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運用單位如為機關此欄免填) 

文化志工 
團隊名稱  報名序位 □第1序位 □第2序位 

姓名  職稱  

身分證字號  性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  ) 

手機號碼 (  ) 
E-Mail信
箱  

LINE ID  ※僅供成立群組、發布訊息和即時聯繫之用。 

餐飲需求 □葷食 □素食 是否住宿 □需住宿 □不需住宿 

交通接駁 
(請擇定1梯次及１處接駁

點) 

第一梯次(南區)：109年6月16日(二)起至6月17日(三)止 

□高鐵嘉義站  (上午9時15分於大客車上車處集合，10時準時發車) 
□臺鐵嘉義車站(上午9時30分於 後站出口處 集合，10時準時發車) 
□自行前往    (上午10時30分於檜意森活村集合，地址：600嘉義市林森

東路1號) 
第二梯次(北區)：109年6月23日(二)起至6月24日(三)止 
□臺北車站(上午9時30分於 東三門出口處 集合，10時準時發車) 
□自行前往(上午10時30分於國立臺灣博物館集合，地址：100臺北市中正

區襄陽路2號，二二八和平公園內) 
※非搭乘大眾交通工具，自行前往者，請由上述擇定的梯次及接駁點，搭
乘重要幹部研訓專車，參加本項活動。 

※報名期限  即日起至6月4日(星期四)下午5時止 

洽詢窗口：小弧子創意有限公司 王小姐。 

地  址：500彰化縣彰化市卦山路一段18號。 

電  話：04-7222729分機403。 

傳  真：04-72222824。 

電子信箱：報名資料請同時寄送至 a0917386187@gmail.com及 bfwave2@gmail.com信箱。 

服務時段：周一至周五，上午9時至下午5時。 

 
注意事項： 

(一)為響應節能減碳，建議自備環保杯、水壺及餐具。 

(二)夏天戶外蚊蟲多，建議自備個人防蚊用品或帽子、防曬外套。 
本表欄位僅供參考 

mailto:a0917386187@gmail.com
mailto:bfwave2@gmail.com


(三)防疫期間，請務必配戴口罩及配合現場體溫檢測，並自備個人清潔及防護用品。 
(四)活動當天安排錄影錄音及拍照，紀錄美好回憶。 

(五)志工團隊重要幹部研訓參加對象為隊長、副隊長、組長等志工團隊幹部。 

(六)同1單位的報名人數，以2人為限，並請依報名表所標示的序位，填入參加人員資

料。 

(七)總報名人數超額時，依報名收件順序之先後，按第1序位報名順序優先錄取，所餘名

額，再依第2序位報名順序，依序錄取至額滿為止。 

(八)防疫期間配合文化部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相關規定及防疫措施，主辦單位保有

異動時間、行程之權利。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 

第27屆全國績優文化志工表揚獎勵活動 

文化志工團隊重要幹部研訓活動 

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書 

本同意書係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以下簡稱主辦單位)及小弧子創意有

限公司(以下簡稱執行單位)依據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

之規範，說明將如何蒐集、處理及利用，並將妥善保護您的個人資料；當

您簽署本同意書時，表示已閱讀、瞭解相關規定並同意無條件提供您的個

人資料。 

一、基本資料內容： 

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因辦理第27屆全國績優文化志工表揚獎勵活動－

文化志工團隊重要幹部研訓活動所需，蒐集文化志工業務行政人員資料

內容說明如下： 

個人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單位職稱、聯絡方式(通

訊或戶籍地址、電話、電子信箱)等，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個人的

相關資訊。 

二、蒐集個人資料目的： 

僅供主辦及執行單位辦理第27屆全國績優文化志工表揚獎勵活動等相關

業務使用。 

三、「第27屆全國績優文化志工表揚獎勵活動」辦理「文化志工團隊重要幹部

研訓活動」，活動中須進行全程錄音、錄影、拍照，以電子形式儲存、製

作與利用，並已取得文化志工業務行政人員本人合法之授權。 

四、您已詳閱上述內容，並同意主辦及執行單位於合理範圍內處理及使用您

的個人資料，且同意主辦及執行單位留存本同意書，供日後查驗。 

立同意書人：                            (請務必由本人親自簽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  籍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一 ○ 九 年 ○ 月 ○ 日 

※本同意書務必請本人親自簽署※ 



109年文化志工團隊重要幹部研訓活動 

第一梯次(南區)活動行程表 

 

研習日期：109年6月16日(星期二)至17日(星期三)，合計2天。 

研習地點：嘉義市勞工育樂中心 

參訪地點：嘉義檜意森活村、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 

參與人數：以60人為上限 

 

第1天：109.06.16(二) 

時間 
區間 

(分鐘) 
行程 行程說明 備註 

09:15-09:45 

09:30-10:00 

30 

30 

集合及 

交通接駁 

 高鐵嘉義站-09:15集合 

09:45發車 

臺鐵嘉義車站-09:30集合 

10:00發車 

集合地點： 

高鐵嘉義站-大客車上車處 

臺鐵嘉義車站-後站出口 

(安排專人舉牌引導) 

10:30-12:00 90 課程(一) 嘉義檜意森活村 專人導覽 

12:00-13:10 70 午餐 小李子美食料理  

13:30-15:10 100 課程(二) 

講座1： 

嘉南藥理大學社會工作系 

助理教授 盧禹璁老師 

研習地點： 

嘉義市勞工育樂中心 

15:10-15:30 20 休息   

15:30-17:10 100 課程(三) 

講座2： 

高雄市志願服務資源中心

社工督導 謝東宏老師 

研習地點： 

嘉義市勞工育樂中心 

17:50-19:20 90 晚餐 船老大囍宴餐廳  

19:30- - 飯店 皇品國際酒店  

第2天：109.06.17(三) 

時間 
區間 

(分鐘) 
行程 行程說明 備註 

07:30-08:30 60 早餐 皇品國際酒店 08:40集合 



09:30-11:30 120 課程(四) 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 專人導覽 

12:10-14:00 110 午餐 滿福樓海宴餐廳  

14:30- - 賦歸 交通接駁 

下車地點： 

高鐵嘉義站 

臺鐵嘉義車站 



109年文化志工團隊重要幹部研訓活動 

第二梯次(北區)活動行程表 

 

研習日期：109年6月23日(星期二)至24日(星期三)，合計2天。 

研習地點：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 

參訪地點：國立臺灣博物館、國立故宮博物院 

參與人數：以60人為上限 

 

第1天：109.06.23(二) 

時間 
區間 

(分鐘) 
行程 行程說明 備註 

09:30-10:00 30 
集合及 

交通接駁 

臺北車站-09:30集合 

     09:45準時發車 

集合地點： 

臺北車站東三門 

(安排專人舉牌引導) 

10:30-12:00 90 課程(一) 國立臺灣博物館 專人導覽 

12:00-13:10 70 午餐 珍品小館  

13:30-15:10 100 課程(二) 

講座1 

願景青年行動網協會 

執行長 丁元亨老師 

研習地點： 

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 

15:10-15:30 20 休息   

15:30-17:10 100 課程(三) 

講座2 

財團法人董氏基金會 

終身志工 陳淑麗老師 

研習地點： 

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 

17:50-19:20 90 晚餐 逸鄉園餐廳  

19:30- - 飯店 康華大飯店  

第2天：109.06.24(三) 

時間 
區間 

(分鐘) 
行程 行程說明 備註 

07:30-08:30 60 早餐 康華大飯店 08:40集合 

09:30-11:30 120 課程(四) 國立故宮博物院 專人導覽 



12:10-14:00 110 午餐 小魏川菜餐廳  

14:30- - 賦歸 交通接駁 
下車地點： 

臺北車站東三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