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觀光志工隊 函 
 

   聯絡人：總幹事洪文義  

   電話：0939749566 

受文者：如正副本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年 7月 30日 

發文字號：108中市觀志字第 1080730-01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108年度觀光志工隊第三次幹部會議」紀錄 1份，請查照。 

正本：隊長王仁癸、副隊長廖釆珠 

第 1小隊隊長邵湘凱、第 1小隊副隊長林玉玲、第 2小隊隊長

蘇碧珠、第 2小隊副隊長周志成、第 3小隊隊長陳香珍、第 3

小隊副隊長陳宗堂、第 4小隊隊長陳冠伶、第 4小隊副隊長劉

佳芬、總幹事洪文義、副總幹事陳淑慧 

副本：本局觀光企劃科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108 年度觀光旅遊局觀光志工隊第 3次幹部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108年 7月 2 8 日星期日 

              9時 30分至 11 點(準時結束) 

貳、 開會地點：臺中市政府陽明大樓第 1會議室 

             台中市豐原區陽明街 36號 

參、 主席 : 王隊長仁癸                 記錄 : 洪文義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 : 詳如簽到單 

伍、 主席致詞 : 略 

陸、 貴賓致詞 : 略 

柒、 討論及建議 

討論提案 

一、 案由：精進手機版「志工管理系統」，以利志工排班申請使用，請討論。 

說明：現行志工管理系統版本，於電腦與手機使用時，電腦使用正常，惟使

用手機(安卓、ios系統)及其他行動裝置登入，僅能查詢自已小隊排班

且上午班若有人登記即無法查詢、申請、登記下午班，以致失去排班

機會，建議修改程式，俾使行動裝置皆能正常使用志工管理系統，以

利志工登錄排班及提升小隊值勤出勤率，以上建議。 

決議：照案通過(請觀光旅遊局要求系統廠商儘速處理)。 

二、  案由：建請勸阻腳踏車出租業者減少電動車出租，請討論。 

說明：第 2小隊林素綢夥伴建議觀旅局向東豐鐵馬道周邊出租業者，考量承

租遊客年齡層，並減少電動腳踏車出租，因出事率很高。 

決議：照案通過(觀光旅遊局表示目前業已試辦潭雅神自行車道禁止電動自行

車行駛，俟辦理成果，再陸續將東豐鐵馬道等自行車道納入)。 

三、 案由：石岡旅遊中心廁所改建工期太冗長，造成遊客不便，建請加速施工，

縮短工期。 

決議：照案通過(觀光旅遊局表示將會辦觀光工程科，請施工廠商儘速完

工)。 

四、 案由：請補充石岡值勤點防蚊液、定點醫藥品，請討論。 

說明：石岡值勤點防蚊液使用期限已逾期，建請汰換，另定點放置醫藥箱已

遭偷竊，遊客騎車跌摔傷只能再騎回遊客中心處理傷口。 

決議：建議觀旅局拆除芒果樹下醫藥箱，另旅客服務中心之醫藥箱及防蚊液

等將汰換補足。 

捌、 臨時動議 



一、 案由：「臺中志工之夜」108年 9月 7日觀光旅遊局報名「妝點我的

燈」2組及設攤 1組，志工需求 24人，擬請 1-4小隊各隊支援設攤志工

1名及妝點我的燈志工 5名，後補 3名，請討論。 

說明：因活動需要請提供報名志工基本資料於 108年 8月 16日前送交總幹

事，以利彙整。(詳附件一) 

決議：照案通過。 

二、 案由：第 1小隊服勤點建請增加為每次服勤志工 2人，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自 108年 8月至 12月，將請觀光旅遊局要求系統廠商配

合修改) 

三、 案由：有關花博志工證書及贈品(吉祥物)請儘速發送，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請觀光旅遊局儘速處理)。 

四、 案由：有關 108年新進志工名單尚未公佈，建請儘速公布，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請觀光旅遊局儘速處理)。 

五、 案由：有關 108年志工服勤時數，建請儘速公佈，以利志工知悉自己

服勤時數。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請觀光旅遊局儘速處理)。 

玖、 散會 

附件一 

108年臺中市志願服務大型宣導活動 

「臺中志工之夜」報名簡章 

1、 活動緣起： 

   108年預計以志工本身為主體辦理「臺中志工之夜」志願服務宣導活動，除了安排志工隊上台秀

活力，展現志願服務團隊熱情與活潑形象，並佈置星光大道紅地毯邀請志工團隊展現自我，透過一

系列活動讓志工成為活動目光主角；為結合 2020年燈會在臺中除主視覺設計增添燈會在臺中之意

象，並提供妝點燈籠宣導品，讓志工能夠共同響應提燈樂趣，為 2020年燈會點燈讓志工伙伴們持續

展現志工活力、志工分享、互助的志願服務精神，進而達成「有您當志工，幸福在臺中」。 

2、 活動邀請對象:臺中市志願服務團隊志工團隊及夥伴。 

3、 活動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8年 8月 9日(五)截止。 

4、 報名回覆方式 

   *電子信箱：tcvsc.asia@gmail.com 

   *傳真：（04）2436-7034 

   *聯絡電話：（04）2437-5973分機 20 

   *聯絡人：柯憶芬社工員，請夥伴大家務必電話確認是否報名成功 

5、 本大型宣導活動「臺中志工之夜」定於 108年 9月 7日(六)15:30-18:10辦理。 

6、 辦理地點:臺中市西區市民廣場(403台中市西區公益路 163-1號) 

7、 活動內容: 活動名額報名額滿為止。 

1、 『志工星光秀』 

(1) 志工隊報名表演 3分鐘共 10組。 



(2) 針對錄取團隊會事先寄送大型彩繪燈籠，請單位為燈籠彩飾，秀出與眾不同燈籠進場。 

(3) 以星光紅毯進場方式，讓志工以隆重氣勢滂沱出場展現志氣風發。 

(4) 設定表演主題運用志工或宣導明年臺灣燈會在臺中等主題,訂定比賽主題，加強宣傳效應。 

2、 『妝點我的燈』  

(1) 提供 80組報名，每組 10人，提供報一人一燈及闖關券，妝點你我燈並共同與現場活動。 

(2) 現場設置燈籠 DIY區，創造同樂場合。 

(3) 活動最後亮點，邀請長官和所有志工伙伴們一同點亮燈籠。 

3、  『有志一童趣活動』 

(1) 廣邀各目的局處及社會福利類志工團隊報名設攤，共計 50攤，攤位活動結合志工隊特色，鼓勵

民眾一起參與，可增加宣導之效應。 

(2) 結合各目的特色方案或是各目的之活動宣導，讓民眾及小隊更加了解各目的志工隊。 

(3) 規劃闖三關，可兌換摸彩券及精美小禮物之活動，提高志工及民眾參與意願度。 

8、 活動流程 

       項目 

時間 

『有志一童趣』/『志工星光秀』/『妝點我的燈』 

14:00-15:30 

工作人員場地佈置 

15:30-16:00 

報到 

16:00-16:30 

組隊闖關、或與民眾同歡及宣導 

表演團隊彩排走位 

妝點區裝飾 

16:30-16:40 

主持人開場 

16:40-17:40 

組隊闖關、或與民眾同歡及宣導 

星光大道進場、星光秀 

座位休息區、妝點區裝飾 

17:40-17:50貴賓致詞 

17:50-17:55貴賓共同點亮燈籠 

17:55-18:10摸彩活動 

18:10-18:30散場、賦歸 

18:30-20:00場地復原 

9、 活動獎勵辦法: 

對象說明鼓勵措施備註 

志工星光秀 

提供全市志工隊 10小隊報名，欲報名表演團隊，可以音樂或舞蹈形式呈現團隊特色與活力。 

提供每一表演團體 1,000元園遊券及每人一張摸彩券。 

事前參加行前說明會。 

妝點我的燈 

提供 80組，由志工隊自由報名參加，每 10人為一個單位(組)。 

參與團隊每人可獲妝點燈籠組合包一組及闖關券一張。  

有志一童趣活動 

提供 50個攤位，設置童玩、闖關趣味，讓各目的局處及小隊報名設攤。建議擺攤以志願服務宣導、

政令宣導、各目的志工隊服務項目及成果。 

參與擺攤團隊，每單位補助 500元園遊券設攤補助。 

1. 場地無提供電力、明火。 

2. 事前參加行前說明會。  



 

108年臺中市志願服務大型宣導活動 

「臺中志工之夜」報名簡章單位基本資料 

主管機關                局(處) 

單位名稱  

聯絡人   

聯絡電話 

辦公室： 

行動電話：                 (請務必留下當天聯絡人手機)  

郵寄地址  

Email信箱  

單位簡介 

(請簡短說明)  

選項 1 

報名舞台表演 

□參加        人、□不參加(以下表演資訊免填) 

表演團體名稱 

表演節目名稱 

表演內容/形式 

表演團體特色介紹 

注意事項 

1、舞台表演取 10組表演團體，依主辦單位需求安排 

2、表演時間以 3分鐘為限 

3、可提供器材：麥克風、CD播放、音響等 

4、並提供單位表演影片或網址供評選參考，預計 8/13公布錄取名單。 

選項 2 

妝點我的燈 

□參加        人、□不參加 

選項 3 

是否有參加 

有志一童趣£是£否，（以下資訊免填） 

 是否販售物品 

£是 :＿＿＿＿＿＿＿＿＿＿（請說明品項及售價）  £否，單純趣味活動 

 趣味活動 

關卡說明 

(200字以內)  

●注意事項:為響應環保，請自行攜帶環保杯。 

＊＊注意事項 

1、 志工熱力秀： 

(1) 共錄取 10組上台表演，表演時間以 3分鐘為限。 

(2) 108年 8月 9日報名截止後，同時請將表演節目影片檔案傳至臺中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信箱；

舞台表演取 10組表演團體，依主辦單位視節目需求作安排，請見諒。 

(3) 錄取後，表演團隊將請務必參加行前說明會 8月 16日，領回燈籠並回單位妝點大燈籠，活動當

天入場展示。 

2、 妝點我的燈 

(1) 每 10人可組隊報名一組，提供 80組，由志工隊自由報名參加；現場提供 100個小燈籠，讓現

場民眾報名參加。 

(2) 報到時，由志工隊派人統一領取，報名者主辦單會會提供燈籠妝點組一組及闖關券一張。 

3、 有志一童趣活動 

(1) 設置 50個攤位，邀請本市各局處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志工隊及社福類志工隊，攤位活動結合志



工隊特色，鼓勵民眾一起參與，可增加宣導之效應。 

(2) 設攤團隊請務必準備活動讓闖關民眾參與，並協助核闖關章。 

(3) 擺設攤位須配合場地規定，場地無提供電力且無法使用明火。 

(4) 攤位園遊券兌換，所得將會涉及到簽領問題，故請單位務必配合 8月 16日前行會，如無法參加

請提前告知並在擇日至志推中心，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