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 111 年度社會福利及綜合類志願服務第 1 次聯繫會報紀錄 

一、時    間：111 年 4 月 14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二、地    點：臺中市政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4 樓集會堂 

三、主     席：陳副局長仲良代 

四、出(列)席人員：詳簽到表                            紀錄：劉欣怡               

五、主席致詞：略                                    

六、前次會議列管事項辦理情形：無 

七、社會局業務報告：略 

八、志願服務推廣中心業務報告：略 

九、提案討論： 

案   由：有關志工服務時數認列標準與表揚的機制，針對特殊狀況的志工能 

         否保有彈性作法？提請討論(提案單位：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 

         會)。 

說   明：由於資深志工過去未受訓社福類特殊訓練課程，現今表揚制度強調 

         以有上過基礎特殊訓練後的時數才能認列並申請相關表揚，連帶影 

         響到志工後續申請志工榮譽卡等福利事宜；在鼓勵志工補上訓練後 

         ，過去的服務時數能否有彈性作為認列，以認同志工過去辛苦的投入 

         付出，志工在服務的感受上也會較好。 

業務單位意見： 

一、依志願服務法第 9條第 1項規定、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管理辦法第 

    2條及衛生福利部 103年 11月 3日衛部救字第 1030128451號函，志工 

    參與志願服務，須先完成基礎及特殊訓練，並由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發給 

    志工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自領冊後才可計算服務時數。 

二、本局 107年 10月 24日第 2次社福類聯繫會報臨時動議決議，有關志工 

    服務認列標準，仍應依志願服務法之規定，民眾未完成基礎訓練與特殊 

    訓練前，不得追溯受訓前服務時數。 

三、志願服務獎勵主要鼓勵志工提供長期且連續性之服務，以鼓勵志工連 

    續服務之精神，其服務時數認列標準，皆依志願服務法之規定辦理， 



    請各運用單位持續宣導並協助志工完成基礎訓練及特殊訓練（含跨類 

    別特殊訓練），並登錄志工訓練及服務時數，以享有志願服務法權利。 

決    議：依業務單位意見辦理。 

十、臨時動議：無 

十一、與會單位 QA(詳如附件) 

十二、散會：中午 12 時 

 

 

 

 

 

 

 

 

 

 

 

 

 

 

 

 

 

 

 

 

 

 



與會單位 QA 

編號 提問內容/單位 本局回應 

1 是否會執行志工時

數銀行？(提案單

位：社團法人台中

市婦女發展協會) 

1.以瑞士的時間銀行為例，係因該國志工人

力少，而長照服務費用高，因時間無法量化成

客觀的金錢價值，時間銀行的作法仍屬試辦

中，其試辦之初步結果仍屬理念上所強調「人

跟人之間的互助關係」，供各單位參考。 

2.目前衛福部推動多元時間銀行培力促進計

畫是以時間銀行的概念由地方政府補助經費

進行研習會或研討會之形式，或是在範圍較

小的村里社區中進行「時間交換(辦理單位

少)」，便是以時間銀行之概念做延伸，各運用

單位若有意願嘗試可以申請，未來因地制宜，

可以由社區式相關協會進行實際運作。 

2 110 年因為疫情導

致志工服務暫停、

志工服務時數減

少，是否可以調整

榮譽卡申請之年資

與服務時數？(提

案單位：臺中市元

保宮) 

本局於今年 5月全國志願服務聯繫會議提案，

建議中央因應疫情關係調整申請榮譽卡之年

資與服務時數條件。 

 

3 收到市府發函轉知

衛福部時間銀行計

畫提報計畫書的截

稿時間為收文當

天，是否未來在發

本局會請同仁注意轉發公文時，能預留運用

單位作業時間，若時間太趕，也會向衛福部爭

取是否可以延後收件時間。 

 

附件        
 
 
     



類似公文能夠提早

發文？(提案單位：

臺中市清水區南社

社區發展協會) 

4 申請保險補助於每

年 4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並規定前一

年度服務時數為 30

個小時，去年因疫

情影響，申請限制

是否可放寬？(提

案單位：臺中市海

納國際同濟會) 

去年因疫情影響，眾多運用單位志工服務時

數確實有降低，本局會採納此提案來修正保

險補助申請條件，同時也希望各運用單位能

夠提升保險率，待保險補助辦法確認後會再

另行公告。 

5 不同的服務類別之

特殊訓練課程內容

相似度有 60%、70%

時，是否可以通

用？(提案單位：臺

中市大肚區社腳社

區發展協會) 

不同目的事業之特殊訓練有不同的課程訂

定，雖課程名稱相似，但因不同類別課程內容

亦有所差異，目前並沒有統一認證的機制，鼓

勵志工夥伴多學習不同領域的知識。 

6 全台中有 8 百多隊

的志工隊，是否可

以成立 Line群組或

通訊軟體，讓各志

工隊可以相互交流

認識並互通資訊？

(提案單位：社團法

人台灣陽光婦女協

以目前的交流確實是單向居多，未來可以拓

展成共同的平台提供志工隊互相交流。 



會) 

7 社區內守望相助隊

的服務是否能算入

志工服務時數？

(提案單位：臺中市

神岡區神洲社區發

展協會) 

1.志願服務法第 3條第 3款明定：「志願服務

運用單位：運用志工之機關、機構、學校、法

人或經政府立案團體。」，合先敘明。 

2.志願服務法第 20條第 3項之規定：依其他

法律規定之民防、義警、義交…等志願服務組

織編組成員，其服務年資滿三年，服務時數達

三百小時以上者，得申請志願服務榮譽卡，予

以半價優待，而守望相助隊之服 

務時數則由主管機關警察局予以核發時數。 

3.104 年 6 月 24 日本府民政局曾函文各地方

區公所，詢問轄下之區里守望相助隊是否有

要加入民防編組整編事宜，若村(里)社區守

望隊員未加入依民防法整編之村(里)社區守

望相助巡守大隊，雖其服務年資、時數已達上

開規定，依規定仍無法請領志願服務榮譽卡。  

4.本府曾函文建請修改相關法律規定，使未

納入民防編組之守望相助隊隊員亦能統計服

務時數，申請志願服務榮譽卡案，依據衛福部

105 年 9 月 23 日函釋，亦請本府依民防法規

定，予以納編，自得準用志願服務法第 20條

規定。 

5.故仍請各社區內守望相助隊亦加入民防編

組，俾能核計時數及享有志願服務榮譽卡之

福利。 

8 因社區位處偏鄉、

資訊不足，社區內

關懷據點有些長輩

中央對於志工從事志願服務強制施打疫苗，

且應尊重志工個人意願，因此目前仍以各單

位的規範為主。 



尚未施打疫苗，單

位是否可以拒絕未

施打疫苗的長輩進

入，或是可以由社

會局統一公告參加

據點必須施打疫

苗？ 

(提案單位：臺中市

龍井區龍津社區發

展協會) 

9 服務時數登錄的計

算基礎以 0.5 小時

為最低單位，想請

問是否可修改以分

鐘為最小單位以利

更精準計算志工服

務時數？(提案單

位：財團法人伽耶

山基金會) 

目前依 108 年全國志願服務聯繫會議決議志

工服務時數登錄以 0.5 小時為最小單位，故

目前現行志工服務時數登錄計算仍比對中央

決議辦理。 

10 宗教團體進行宗教

活動、學生志工上

教育訓練等，這些

是否可以算為志工

服務時數？ (提案

單位：中華非營利

組織發展協會) 

1.依志願服務法規定志願服務為有計畫性的

運用志工並具備公益性，依據 

內政部 103.07.30函釋：內政部以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立場，判斷傳教弘法活動不符合

「公眾利益」，……，故除非其所從事之活動

係屬公益慈善或社會教化事業，否則尚不宜

由政府予以獎勵。至於宗教團體所申請之志

願服務計畫，如係從事公益慈善或社會教化

事業，則相關計畫應逕向各該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提出。 

2.依據衛福部 106.01.20函釋：「依據志願服

務證及服務紀錄冊管理辦法 

第 9 條第 2 款服務時數係指實際提供服務之

時數，不含往返時間。爰出席會議或研習時數

自不得納入服務時數計算與登錄。」故學生志

工上教育訓練，自不得納入服務時數。 

11 過往志工保險有 24

小時意外險，後來

因投保率過低而取

消，是否可以重新

辦理讓志工能夠投

保 24小時意外險？

(提案單位：中華正

仁書院人文發展協

會) 

會再向衛福部反映，今年底志工保險重新招

標時是否可以提供 24小時意外險的選項。 

 

12 發公文時是否可以

條列式說明，以便

志工夥伴能夠理

解?(提案單位：中

華正仁書院人文發

展協會) 

會再請同仁在撰寫公文時多加留意，讓志工

團隊能夠更清楚公文內容，力求簡淺、明確，

以利完整傳達公文的重點內容。 

13 志工服務時數的認

定模糊，有些不合

理的服務時數單位

是否要做過濾或照

單全收？(提案單

位：臺中市心馨慈

要再麻煩志工運用單位的承辦人在核發時數

時多加把關，以維持志工時數開立之公平性。 

 



  

 

善會) 

14 是否有一個 NPO 大

樓，讓新成立單位

可以進駐共同交

流、辦公，同時也有

類似志推中心的單

位在內協助。(提案

單位：臺中市正讚

書院文教協會) 

社群平台的設立主要目的就是傳達訊息和交

流互動，若是要以交流互動確實讓各志工團

隊加入一個群組來做交流是可以達到目的，

若是要交流則不是每個人都需要進入群組，

能夠正確即時傳達和收到訊息訊息並轉知單

位才是重點，而成立如 NPO 大樓讓各單位進

駐並交流，我們也會持續規劃如何達到更好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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