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服務學習系列
一、本會志工服務學習
活動名稱

弱勢關懷
服務-台灣
天主教安
老院

實施內容/成果效益

服務對象
人次

活動照片

由志工分組設計每月份服務活動，
9-12 月因應安老院院區搬遷
陪伴安老院長輩渡過愉快的下午時
停止服務，總計全年辦理 6 安 老 院 長 者
光
場 次 八 里天 主教 安 老院 服 180 人次
務學習活動。

志工藉由簡單的體操帶領長輩活絡
筋骨
於 3/28 參與華山大安站老人
志 工 大 會 關懷訪視服務，認識華山基
師-大安庄 金會的理念與服務項目
本會志工 16
志工分為
3
小組，每組訪視
裡的三失
名、個案訪視
老人
2~3 個個案，並填寫訪視記 共 9 戶
錄，會後由志工分享心得、
進行反思回饋。
認識華山基金會

備妥物資準備出發

個案訪視

為答謝 2015 年志工們辛苦
的努力與付出，特於
12/19(六)舉辦志工年終聚餐
年 終 志 工 暨表揚大會。
本會志工及
表揚大會
親友共 30 名
活動內容包括：照片回顧、
參加
二 手 好 物義 賣、 桌 遊大 挑
戰、志工表揚大會及驚喜福
袋至罕見疾病基金會。

頒發年資獎的榮耀徽章給志工

感謝所有志工的參與及付出

二、青少年服務學習
活動名稱

實施內容/成果效益

1.

服務對象
人次

本計劃為期半年，歷經
隊伍報名徵選、2 次輔
導團隊培訓、全日工作
坊、4 天 2 夜公益旅行、
2 次反思討論會、1 次在
地成果發表會、12 次校
內成果發表會，1 次校
際成果發表會。活動期
間踏足平溪支線 7 個地
區包括嶺腳車站、石底

第六屆青少
年公益旅行

里、東勢里、嶺腳里、
薯榔里、新北市立平溪
國民中學、十分魅力商
圈協會及宜蘭南澳社
區，累積服務時數共
1,280 小時。
2.

活動照片

麗山之心小星星
關懷平溪地區獨居長輩

台北市 5 校
12 隊
共計 40 人

麗山星影隊在平溪區鐵道沿線訪問
遊客對於平溪的想法

本年度延續與平溪國中
合作，邀請平溪國中組
成三個團隊共同參與公
益旅行。

1.

2015 兒少服
務學習成果
發表會

2.

本會與 920 服務學習聯
盟夥伴共同發起的「青
少年服務學習聯合成果
發表」於 5 月份舉行，
已成為青少年服務學習
全台最大聯合成果發表
之舞台。
發表會中邀請芒草心、

聚集全國服務學習菁英學子，
彼此交流服務、分享學習

Give543 贈物網、FlyingV
等單位進行創新服務講
座，讓參與之青少年有
機會認識更多組織、社
會企業，瞭解其運作模
式，開拓其公益視野。

邀請芒草心協會社工與青少年分享
街友服務的過程，及街遊的發展

1.

2.

3.

4.
2015
青少年圓夢
計畫

今年度洗車服務方案，
總計 845 位志工參與，
750 台車主共襄盛舉， 台中場次：弘
總 募 款 金 額 達 到 文中學、崇友
實業台中分
309,816 元整。
贊助計劃：台北-福安國 公司、東海大
學國際服務
中「課後輔導、弱勢扶
學習團
助」計畫、中華民國聲
暉聯合會「2016 歡樂手 台北場次：福
語營計畫」計畫、高雄 安國中、實踐
台灣全人關懷照護服務 大學親善服
協會之「高雄市烏克麗 務隊、復興中
麗教學志工隊服務學習 學、延平中
學、建國中學
計畫」。

周邊宣傳的學生賣力宣傳，
希望可以募集到更多愛心

辦理 6 場反思討論會， 高雄場次：文
由學生分享彼此在服務
藻外語大
過程中的學習與成長。 學、樹德科技
8 小時洗車服務，學生熱情滿點
成果統計上 90％以上的 大學、高雄實
學生同意幫助人是很快 踐大學、輔英
科技大學、崇
樂的；90％的學生認為
友實業高雄
透過行前說明、服務、
分公司、大榮
反思討論，更認識服務 中學、中正高
學習；89％的學生同意 工、五甲國
服務經驗能增加未來繼 中、正修科技
續參與服務學習行動的 大學、立志中
學、明華國 感謝車主熱烈響應，洗車活動
意願。
中、南榮國
11 年來首見「人肉車」
中、美和中
學、獅甲國
中、福山國
中、鳳翔國
中、復華中
學、大仁科技
大學、義守大
學
共 27 個合作
台灣全人關懷服務照護協會所培力
單位，845 位
烏克麗麗志工隊-現場表演帶動活
志工參與
動氣氛

福安國中校長也加入洗車行列，與
學生站在同一陣線

感謝台灣大車隊協助活動宣傳，並
邀請旗下司機一同加入洗車行列
1.

於北、中、南共辦理 30
場公益夢想講座。

2.

邀請本會多位具豐富志
願服務經驗的青年講
師，藉由經驗分享，帶

17 所學校、
給高中生不一樣的反思 1 個跨校社團
與刺激。
參與人數
公益大聲公青年公益夢
想講座

3.

學校名稱：崇光女中、 6,414 人
育成高中、復興中學、

走入校園分享服務學習參與經驗，
讓服務不再只有掃地

國立陽明高中、達人女
中、育成高中、景文高
中、祐德高中、弘文中
學、文藻外語大學、和
平高中、福安國中、實
踐大學、青年領袖隊、
松山工農、松山高中、
麗山高中、華興中學

「曾經、現在、未來」達人講師逐
步實現自己的公益藍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