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雲林縣各戶政事務所 108年寒假學生志願服務計畫 

壹、目的： 

 一、配合政府推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重大政策，協助國中(含)以上學生透

過參與志願服務工作，增廣見聞及常識，了解自己的興趣和潛力，順利

在多元升學管道中，找到適合自己的路。 

 二、透過戶政事務所、學生與民眾之間的互動，培養熱心公益、奉獻社會的

美善風氣，同時深化學生對「戶政為庶政之母」的認識與了解，協助宣

導戶政法令。 

 三、響應政府推動志願服務制度，善用社會人力資源，挹注民間力量參與戶

政服務，擴大戶政服務層面，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貳、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叁、承辦單位：本縣各戶政事務所 

肆、召募對象條件及資格： 

  身心健康、品行良好，對社會服務有興趣、善於解說、具高度服務熱忱及

責任感之國中(含)以上在學學生。 

伍、召募名額： 

  由各戶政事務所依業務狀況及需求逕行評估決定。 

陸、辦理時程： 

 一、受理報名時間：108年1月2日至108年1月19日（額滿為止，各戶政事務所

得依召募需求及狀況延長） 

 二、服務時間：108年1月21日至108年2月1日（各戶政事務所得視業務及召募

狀況提早服務時間） 

柒、辦理方式： 

 一、志工甄選方式： 

   由本縣各戶政事務所公開召募國中（含）以上學生志願服務者（以下簡

稱學生志工）。（如附件一） 

 二、報名表索取： 

   108年1月2日至108年1月19日，週一至週五上班時間（上午8:00至下午

17:30）至意願服務戶政事務所索取報名表件。（如附件二） 

 三、報名程序： 

  （一）填寫學生志願服務報名表及家長同意書。（如附件三） 

  （二）採現場報名方式，由本人或親屬攜帶上述資料，於108年1月2日至 

     108年1月19日上班時間（上午8:00至下午17:30），至意願服務戶政

事務所報名。 

 



 四、錄取流程： 

  （一）學生志工選擇自己可配合服務時間報名參與，由戶政事務所依照報

名順序列冊，並依意願服務時段，安排服務日期及時段，錄取結果

另行通知。 

  （二）被通知錄取者無法服勤時，依名冊順序通知下一位遞補服勤。 

 五、學生志工服務項目與內容： 

  （一）服務時間：每週五天（週一至週五），每日分為上午時段(上午8時

至12時)及下午時段（下午1時30分至5時30分）共2個時

段（國定例假日除外）。 

  （二）服務時數： 

     1.每次服務時數最少為1小時。 

     2.於活動結束後，依實際出勤時數，給予志願服務時數證明書。 

  （三）服務地點：學生志工意願服務之戶政事務所。 

  （四）服務項目： 

     1.走動式導引民眾辦理各項申請案件。 

     2.協助奉茶。 

     3.協助各項法令宣導及資料之分送。 

     4.協助老弱婦孺或身心障礙者服務。 

     5.協助簡易環境清潔維護及美化。 

     6.其他服務性事務及臨時交辦事項。 

          考量學生志工尚未成年，其身心均未達成熟狀態，在交辦志願服務

工作時，應避免搬重物、處於危險環境或需要特定專業及技術性之

操作項目。 

 六、學生志工督導 

  （一）各戶政事務所應設置專人負責督導業務推展，若學生志工有任何問

題或困難，亦可尋求督導人員討論。 

  （二）為保護未成年學生志工在服務過程的安全性，學生志工督導應考量

未成年學生志工服務項目內容及執行流程是否具危險性及是否造成

心理不舒服，其督導內容如下： 

     1.志願服務期間，學生志工督導應評估及觀察學生志工服務情形。 

     2.服務內容篩選 

      （1）委以明確且具體的志願服務工作項目及內容，避免模糊不清

的指示及交辦。 

      （2）考量未成年學生志工之身心條件，不委以粗重、危險或頇特

定專業、技術性…等超出未成年學生志工能力範圍之工作。 

      （3）人身安全為最優先考量：未成年學生志工為執行志願服務工

作時，單位應以「不損害、不危及未成年學生志工之身心健

康及人身安全」為最高指導原則。 

      （4）服務前教育及服務中叮嚀。 



      （5）活動叮嚀：告知未成年學生志工於進行志願服務時，應以自

身安全為最優先考量，遇不了解之狀況應隨時向志工督導或

單位同仁報備及詢問，未確認安全的情況下切勿貿然行動。 

      （6）主動關懷：在未成年學生志工執行志願服務工作時，志工督

導或單位同仁主動關心詢問是否遇到服務困難或困惑之處， 

並再次叮嚀注意安全，有任何狀況或問題均可提問、告知。 

 七、服務規範頇知： 

  （一）遵守志工倫理守則之規定。 

  （二）學生志工協助推動戶政事務所為民服務工作，應受戶政事務所指導

與監督。 

  （三）應具主動服務精神，態度和善、有禮、親切。 

  （四）依規定時間準時到服務地點值勤，勿遲到或早退，值勤時勿外出辦

理私事。 

  （五）服務時間一經排定，不得任意調動，以維持服務品質，因事無法於

排定時間服務時，需事先向承辦人員告知。 

  （六）執勤時遇到疑難或事故，應立即與業務承辦人或單位主管連繫。 

  （七）服勤時段請勿以電話聊天、玩遊戲，勿於服勤地點聊天喧嘩或從事

其他危險動作，並應注意服務禮儀。 

  （八）不得有推銷商品或其他商業行為。 

  （九）服務民眾要恪遵法令，不可利用職務向民眾索取或收受酬勞或贈品

，亦不得假藉名義在外招搖或涉及不法情事。 

  （十）不得竊取或蒐集公務資料，對於因服務而取得或獲知之訊息，應保

守秘密。 

  （十一）學生志工請自行處理交通問題，並請家長注意交通往返方式與安

全。 

 八、職前知能訓練： 

   依學生意願分別辦理志工基礎訓練及特殊訓練或職前知能訓練： 

     (一) 志工基礎訓練及特殊訓練：依志願服務法規定辦理6小時基礎訓練(

臺北e 大線上研習)及本所辦理6小時戶政類特殊訓練，合計12小時，受

訓完成後發給志願服務紀錄冊。 

     (二) 由各志願服務運用戶政事務所辦理職前知能訓練2小時（列入服務時

數計算），介紹戶政事務所環境、基本概況、業務執行內容、志願服務

工作內容及服務規範頇知，以培養志工志願服務之基本知識、倫理、法

規與技巧。 

 九、考核管理： 

  （一）服務期間有無故缺席、遲到、早退、違反服務規範或其他不法情事

經查明屬實者，得撤銷服勤資格。 

  （二）本計畫志願服務為無給職，無交通費及誤餐費等補助。 

  （三）活動結束後由各戶政事務所提供參與服務學生志工名冊及服務時數



等資料，由本府於108年4月30日前統一發給服務時數證明書。 

捌、經費： 

  辦理本計畫發給服務時數證明書、保險費及相關雜支等費用，由本府民政

處108年度戶政業務經費項下勻支。 

玖、預期效應： 

 一、增加學生參與志願服務管道，協助學生自我成長、自我實現與社會肯定

的滿足。 

 二、透過學生志工協助，補充戶政事務所人力之不足，提供到戶政事務所辦

理戶籍登記民眾更貼心、完整的服務。 

 三、協助洽公民眾，發揮照顧鄉民、關懷社區之服務精神。 

 四、擴大戶政服務層面，加強便民服務品質，提升戶政事務所行政效能。 

 五、提昇民眾對公共事務的關注，誘發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之推展，凝聚社區

共識。 

拾、本計畫如有未盡之事宜，得隨時修正補充之。 

 

 

 

 

 

 

 

 

 

 
 

 

 

 

 

 

 

 

 

 



附件一 

雲林縣虎尾戶政事務所 

108年寒假學生志願服務召募簡章 

壹、目的： 
 一、配合政府推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重大政策，協助國中(含)以上學生透

過參與志願服務工作，增廣見聞及常識，了解自己的興趣和潛力，順利
在多元升學管道中，找到適合自己的路。 

 二、透過戶政事務所、學生與民眾之間的互動，培養熱心公益、奉獻社會的
美善風氣，同時深化學生對「戶政為庶政之母」的認識與了解，協助宣
導戶政法令。 

 三、響應政府推動志願服務制度，善用社會人力資源，挹注民間力量參與戶
政服務，擴大戶政服務層面，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貳、召募對象條件及資格： 
  身心健康、品行良好，對社會服務有興趣、善於解說、具高度服務熱忱及

責任感之國中(含)以上在學學生。 

叁、召募名額：召募  10   名(每天上午時段 1 名，下午時段 1 名)。 

肆、辦理時程： 
 一、受理報名時間：108年1月2日至108年1月19日（額滿為止，各戶政事務所

得依召募需求及狀況延長） 
 二、服務時間：108年1月21日至108年2月1日（各戶政事務所得視業務及召募

狀況提早服務時間） 

伍、報名表索取： 
   108年1月2日至108年1月19日，週一至週五上班時間(上午8:00至下午

17:30)至本所索取報名表件。 

陸、報名程序： 
 一、填寫學生志願服務報名表及家長同意書。  
 二、採現場報名方式，由本人或親屬攜帶上述資料，於108年1月2日至108年1

月19日上班時間(上午8:00至下午17:30)至本所報名。 

柒、錄取流程： 
 一、學生志工選擇自己可配合服務時間報名參與，本所依照報名順序列冊，

並依意願服務時段，安排服務日期及時段，錄取結果另行通知。 
 二、被通知錄取者無法服勤時，依名冊順序通知下一位遞補服勤。 

捌、學生志工服務項目與內容： 
 一、服務時間：108年1月21日至108年2月1日，每週五天(週一至週五)，每日

分為上午時段(上午8時至12時)及下午時段(下午1時30分至5
時30分)2個時段（國定例假日除外）。 

 二、服務時數： 
  (一)每次服務時數最少為1小時。 
  (二)於活動結束後，依實際出勤時數，給予志願服務時數證明書。 
 三、服務地點：本縣虎尾戶政事務所 
 四、服務項目： 
  (一)走動式導引民眾辦理各項申請案件。 
  (二)協助奉茶。 



  (三)協助各項法令宣導及資料之分送。 
  (四)協助提供老弱婦孺或身心障礙者服務。 
  (五)協助簡易環境清潔維護及美化。 
  (六)其他服務性事務及臨時交辦事項。 

玖、服務規範及頇知： 
 一、遵守志工倫理守則之規定。 
 二、學生志工協助本所為民服務工作，應受本所指導與監督。 
 三、應具主動服務精神，態度和善、有禮、親切。 
 四、依規定時間到服務地點值勤，勿遲到或早退，值勤時勿外出辦理私事。 
 五、服務時間一經排定，不得任意調動，以維持服務品質，因事無法於排定

時間服務時，需事先向承辦人員告知。 
 六、執勤時遇到疑難或事故，應立即與業務承辦人或單位主管連繫。 
 七、服勤時段請勿以電話聊天、玩遊戲，勿於服勤地點聊天喧嘩或從事其他

危險動作，並應注意服務禮儀。 
 八、不得有推銷商品或其他商業行為。 
 九、服務民眾要恪遵法令，不可利用職務向民眾索取或收受酬勞或贈品，亦

不得假藉名義在外招搖或涉及不法情事。 
 十、不得竊取或蒐集公務資料，對於因服務而取得或獲知之訊息，應保守秘

密。 
 十一、學生志工請自行處理交通問題，並請家長注意交通往返方式與安全。 
 十二、服務期間有無故缺席、遲到、早退、違反服務規範或其他不法情事經

查明屬實者，得撤銷服勤資格。 
 十三、本志願服務為無給職，無交通費及誤餐費等補助。 
 十四、活動結束後由本所提供參與服務學生志工名冊及服務時數等資料，送

雲林縣政府於108年4月30日前統一發給服務時數證明書。 

拾、職前知能訓練： 
    依學生意願分別辦理志工基礎訓練及特殊訓練或職前知能訓練： 
  一、志工基礎訓練及特殊訓練：依志願服務法規定辦理6小時基礎訓練(臺北e 

大線上研習)及本所辦理6小時戶政類特殊訓練，合計12小時，受訓完成
後發給志願服務紀錄冊。 

 二、職前知能：本所辦理職前知能訓練2小時(列入服務時數計算)，介紹戶政
事務所環境、基本概況、業務執行內容、志願服務工作內容及服務規範頇
知，以培養志工志願服務之基本知識、倫理、法規與技巧。 

 
 
 
 
 
 
 
 
 



 

附件二 

雲林縣虎尾戶政事務所 

108年寒假學生志願服務報名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報名序號：         

   (由戶政事務所填寫)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照片黏貼處 
身分證字

號 
 

生 日 
民國   年   月   

日 

就讀學校 
 就讀年

級  

電 話 (住宅) (手機) 

通訊地址 □□□ 

緊急聯絡
人  關 係  

緊急聯絡
電話 

 

個 性  語言能
力 

□國語 □台語 □英語 □  
語 

健康狀況 

□曾因____________疾病定期於醫院回診   □不耐久站
(3~4小時)      
□曾因___________疾病住院或開刀        □其他：
___________ 

 
志 願 服 務
日期 
及時段 
【請勾選】 
 
 
說明： 
每 天 分
上、下午2
個時段，每
時 段 服 務
時間4小時 

星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日期 1/21 1/22 1/23 1/24 1/25 

上午      

下午      

日期 1/28 1/29 1/30 1/31 2/1 

上午      

下午      

日期 2/4 2/5 2/6 2/7 2/8 

上午 春節 春節 春節 春節 春節 

下午 春節 春節 春節 春節 春節 

日期 2/11     

上午 開學     

下午 開學     

 
 
 

同意欄 
 
 
 

我參加貴所志工服務，願遵守貴所以下規定及服務倫理。 
1.遵守貴所志工服務規範。 
2.服務時段，按報名次序分發，但戶所擁有最終分配之權力。 
3.志願服務為無給職，無交通費及誤餐費等補助。 
4.時數證明於108年4月30日前發給，請妥善保管，若遺失恕不補發。 
5.服務期間有無故缺席、遲到、早退、違反服務規範或其他不法情事
經查明屬實者，得撤銷服勤資格。 

                    報名者親自簽名： 
 

已清楚上述各注意事項，具結人： 
（請由父或母或法定代理人具結） 

 



 

附件三 

雲林縣虎尾戶政事務所 

未成年子女參與 108年寒假學生志願服務家長同意書 

一、同意聲明： 

本人（法定代理人）           ，同意（學生志工）             

參加雲林縣    戶政事務所舉辦之「108年寒假學生志願服務

活動」，瞭解該志願服務內容及規範，並督促遵照規定及服務倫理，

服務期間願遵守貴所一切規定。 

二、特別健康情況：例如過敏、長期服藥、哮喘、心血管疾病、其它

罕見病例、重大疾病等。(請詳細說明貴子女健康狀況，應注意

事項、是否需服用藥物等) 

    ☐無任何重大疾病 

    ☐有(請家長詳盡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致       

               雲林縣虎尾戶政事務所 

 

 

 

                          志工姓名：        (簽章) 

             出生年月日：         

             法定代理人 :             （簽章） 

             住  址:                 

             聯絡電話:                   

         法定代理人與未成年志工關係：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