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

106年「文化志工團隊重要幹部研訓」

實施計畫

一、宗旨：

    藉由本計畫的推動，讓全國文化機關（構）志工幹部感受回歸

志願服務的最初衷信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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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辦理106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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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對象：各文化志工運用及管理單位所轄之志工團隊幹部（副

隊長以上），課程參與人數東南區60人，北中區60人，總人數以

120名為上限。

四、辦理日期、地點及課程內容：

 (一)東南區

時間：106年 6月 15-16日(星期四、五)

參訪地點：霧台部落、五溝水社區

 (二) 北中區

時間：106年 6月 22-23日(星期四、五)

參訪地點：國立傳統藝術中心、林業文化園區、蘭陽博物館

講師： 

社團法人高雄市服務與學習發展協會督導-謝東宏、願景青年行

動網協會執行長-丁元亨、林聯章志工溝通技巧及情緒管理



五、報名方式：

填寫報名表後，採傳真或 E-MAIL報名，自即日起至 6月 8日(星

期四)下午17：00止(額滿則提前截止)。如有相關報名問題，請洽詢：

集思創意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電話：(02)8797-7333，傳真：

(02)8797-1777，Ｅ-mail：sandylin@arteck.com.tw。報名經錄取後

如因故無法參訓，請提早告知承辦或主辦單位取消報名。

六、參訓人員參加本研訓計畫期間之膳宿由主辦單位支應，往返所需

差旅費由參訓人員自理。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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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訊息將於本部官網公告，不另行通知。



辦理日期、地點及課程內容:

（一） 【第一梯次:東南區】

6/15東南區-第 1天

時間
區間

min.
行程內容 內容簡介 地點說明

10:00-10:30 30 集合報到

高鐵左營二樓大廳

處"Starbucks星巴

克"前集合 10：20發車

屏東火車站前戴爾美語

集合 10：40發車

10:30-12:00 90
文化體驗之旅

出發 
解說今日行程 前往用餐地點

12:00-13:30 90 午餐
享用豐年祭午餐

品味在地感動

霧台神山山莊(地址 :

屏東縣霧台村中山巷 58

號)

13:30-15:00 90

課程1-

談志願服務

及情緒管理

謝東宏

社團法人高雄市服

務與學習發展協會

督導

霧台神山山莊會議廳

15:00-15:30 30 交流與休息時間 品嚐神山愛玉

15:30-17:00 90

課程2-

志工管理

實務觀摩

身歷其境的實務導

覽技巧－

霧台部落導覽

部落導覽、魯凱文物館

17:00-18:20 80
交通接駁:

小憩片刻
提醒住宿事宜 前往晚餐地點

18:20-19:50 90 晚餐 新享天風味家常菜

新享天餐廳(地址：屏

東縣屏東市北興街 16

號)

19:50-20:00 10 交通接駁

20:00- -- 住宿

鮪魚家族飯店

屏東館(地址：屏東縣

屏東市民生路 255號)

6/16東南區-第 2天

時間 行程內容 內容簡介 備註

07:00-08:30 90 早餐 享用飯店早餐



08:30-09:10 40 交通接駁:車程 一日行程介紹

前往五溝水社區

(地址：屏東縣萬巒鄉五

溝村西盛路 59號)

09:10-12:30 200
課程3-

志工導覽技巧觀摩

全台第一個文化

資產法指定客家

聚落-老鎮翻新

的文創之旅

五溝水守護工作

站導覽

客家聚落導覽、

漂漂河體驗

12:30-14:00 90 午餐
道地客家社區的

傳統風味餐
五溝水社區活動中心

14:00-14:10 15 交通接駁 介紹下一景點

14:10-14:40 30

課程 4-

舊地活化

創意無限

萬巒吊橋 3D 彩

繪景點參訪

14:40 -- 賦歸
發車前往高鐵、

台鐵

16：00抵達高鐵左營站

15：30抵達屏東火車站



（二） 【第二梯次:北中區】

6/22北中區-第 1天

時間
區間

min
行程內容 內容簡介 地點說明

09:10-09:40 30 台北車站集合報到 集合接駁
台北火車站東三門集合

09:40發車

10:20-10:50 30 羅東車站集合報到 集合接駁
羅東火車站前站集合

10:50發車

09:40-11:00 80 交通接駁 解說今日行程

前往羅東林業園區(地

址：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北

路 118號)

11:00-12:00 60
課程1-

用故事導覽文化軌跡

羅東林業園區參

訪

12:00-12:10 10 步行前往用餐

12:10-13:30 80 午餐
金滿都餐廳(地址：宜蘭

縣羅東鎮倉前路 14號)

13:30-14:00 30 交通接駁，小憩片刻 說明下午課程 前往傳藝中心

14:00-15:30 90
課程2-

志願服務發展新趨

丁元亨 

願景青年行動網

協會執行長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地

址：宜蘭縣五結鄉季新村

五濱路二段 201號)

15:30-16:30 60
課程3-

職人駐園，活水文化
「傳習計畫」導覽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16:30-17:30 60 自由參訪

17:30-18:00 30 交通接駁
餐前小點-

宜蘭牛舌餅
前往三合院餐廳

18:00-19:30 90 晚餐

三合院古厝料理(地址：

宜蘭縣羅東鎮光榮路 82

號)

19:30-19:40 10 交通接駁
說明住房注意事

項
前往下榻處

19:40- 住宿

入住宜泰大飯店(地址：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 155

號)

6/23北中區-第 2天

時間 區間 行程內容 內容簡介 備註



min

07:00-08:30 90 早餐 享用飯店早餐

08:30-09:20 50 交通接駁 介紹今日課程

前往(地址：蘭陽博物館

宜蘭縣頭城鎮青雲路三

段 750號)

09:20-10:50 90 課程 4 

陳訓祥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

館館長 

蘭陽博物館

研習教室

10:50-12:00 40 參觀【蘭陽博物館】 蘭陽博物館

12:00-12:10 10 交通移動 前往午餐地點

12:10-14:00 120 午餐

一品客棧(地址：宜蘭縣

頭城鎮頭濱路三段 110

號)

14:00- 賦歸
14:50抵達羅東火車站

15:20抵達台北火車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