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會服務活動 

持續性志工服務 

社區區服務隊 

南 投 仁 愛 鄉

(1994-2020) 
28 屆武界社區服務隊。 

國際志工 

越南 

(2007-2010) 

「攜手計畫─台灣囝仔在越南」2007 臺灣青年國際志工服務活動。 

「台越幼兒緣-分享愛與文化」2008 大專校院學生國際志工服務活動。 

「台越幼兒緣-分享愛與文化 Part 2」2009 大專校院學生國際志工服務活動。

「台越幼兒緣-深耕愛與文化學習」2010 大專校院學生國際志工服務活動。

「台越國際美麗新視界志工服務」2010 大專校院學生國際志工服務活動。

泰國 

(2011-2019) 

「泰北阿卡國際志工服務」2011 大專校院學生國際志工服務活動。 

「泰北阿卡國際志工服務」2012 大專校院學生國際志工服務活動。 

「泰北阿卡國際志工服務-築夢阿卡，愛為啟程」2013 大專校院學生國際志

工服務活動。 

「泰北阿卡國際志工服務-偕行阿卡，愛無止境」2014 大專校院學生國際志

工服務活動。 

「泰北阿卡國際志工服務-偕行阿卡，愛無止境」2015 大專校院學生國際志

工服務活動 。 

「愛在阿卡‧你我「偕」行」2016 大專校院學生國際志工服務活動。 

「偕開愛，飛向阿卡」2017 大專校院學生國際志工服務活動。 

「偕開愛．飛向阿卡」2018 大專校院學生國際志工服務活動。 

「阿卡之愛，偕續傳愛」2019 大專校院學生國際志工服務活動。 

 

國際志工(非持續性) 

2007 「攜手計畫─尼泊爾行腳」2007 臺灣青年國際志工服務活動。 

2011 
「潔牙偕班人─蒙古國際青年志工服務隊」(入圍青輔會 100 年區域和平志

工團(健康服務)績優團隊) 。 

2012 
「馬偕潔牙偕班人─尼泊爾國際青年志工服務隊」(青輔會 101 年區域和平

志工團績優團隊全國競賽活動健康服務類第三名) 。 



2013 
「馬偕潔牙偕班人─尼泊爾國際青年志工服務隊」(青輔會 102 年區域和平

志工團績優團隊全國競賽活動健康服務類第二名) 。 

其他服務志工 

護理科  

2015 健康瘦吃-談肥胖與苗條及代謝症候群宣導衛教 

2017 社區健康促進活動研習體驗營 

2017 幼兒健康促進系列活動-洗手篇 

2017 幼兒健康促進系列活動-健康飲食篇 

2017 視力保健團體衛教活動 

2017 健康夏日趣 1-方塊踏步健康 GO 

2017 健康夏日趣 2-手工皂禮盒 DIY 

2017 你運動我陪伴系列活動-基礎篇 

2017 你運動我陪伴系列活動-初級篇 

2017 你運動我陪伴系列活動-中級篇 

2017 你運動我陪伴系列活動-中高級篇 

2017 你運動我陪伴系列活動-綜合篇 

2018 社區關懷服務-教師社區關懷-熟齡極球及健康促進知能研習講座 

2018 社區關懷服務-教師社區關懷社區健康促進活動研習體驗營 

2018 高齡友善服務體驗營 

2018 長者肌力訓練及認知引導 

2019 社區關懷服務-「怡動怡靜 燦爛 10 月」社區服務實作 

2019 社區關懷服務-「怡動怡靜 燦爛 10 月」關懷社區講座 

2019 衛生教育 1420 在水一方 

2019 怡動怡靜 燦爛 10 月長者健康促進活動-光復我出馬 

2019 怡動怡靜 燦爛 10 月長者健康促進活動-砲轟流感  

2019 怡動怡靜 燦爛 10 月長者健康促進活動-環境安全 

2019 怡動怡靜 燦爛 10 月長者健康促進活動-怡動怡靜光輝 10 月 

2019 怡靜怡動 燦爛 10 月長者健康促進活度-團康動起來，預防登革熱 

2019 怡動怡靜 燦爛 10 月長者健康促進活動-怡日蔬食健康百分 

2019 健康促進系列活動 

2019 機動性志工服務 

2020 憶起來玩桌遊 

2020 泰北阿卡國際志工服務隊八里療養院「父親」節感恩卡片製作與伊甸園 

2020 泰北阿卡國際志工服務隊淡水教會「父親」節與伊甸園 



2020 憶起當年，音你而樂 

2020 北投區健康服務中心防疫志工服務: 協助中心測量體溫、口罩代售業務、

文書工作 

2020 淡水衛生所防疫志工服務: 協助測量體溫、口罩代售業務、文書工作 

2020 關渡里辦公處志工服務: 里上維護工作、公園清潔 

2020 淡水區公所民政課防疫志工關懷電話服務: 撥打居家防疫關懷電話或其他

庶務工作 

2020 關渡自然公園志工服務: 量測體溫、簡單擦藥、驗票、環境整理、文書行

政等相關工作 

2020 社區藝術治療關懷服務活動:淡水基督教會長者 

2020 社區健康篩檢服務:竹圍地區民眾 

幼兒保育科  

2009-2015 
與馬偕醫院、台灣氣喘衛教學會合作辦理「過敏氣喘親子體驗服務學習活

動」 

2014-2020 
與三芝幼兒園、三芝國小附幼合作辦理「幼兒園創意律動健康活力服務學

習活動」 

2012-2020 
與第一兒童發展中心、愛兒兒童發展中心、愛智兒童發展中心合作辦理「兒

童發展中心服務學習活動」 

2016-2017 
與淡海公共托育中心、八里公共托育中心合作辦理 

「小豆芽親子服務學習活動」 

2016-2018 與大稻埕大福服務中心合作辦理「大稻埕兒童週末英語」 

2016-2019 與台北和平基督長老教會合作辦理「主日學系列服務學習活動」 

2016-2019 與天使心家族合作辦理「336 愛奇兒服務學習活動」 

2016 105 年度教育部徵選原住民家庭教育計畫-南澳原鄉愛無限(精神獎) 

2018 106 年度教育部徵選原住民家庭教育計畫-幼愛寒溪 以進大同(特優) 

2016-2019 萬華親子館服務學習 

2019 
107 年度教育部徵選原住民家庭教育計畫-幼愛寒溪 以進大同第二篇幸福

家庭(特優) 

2018-2020 與馬偕醫院兒童病房合作-馬偕珍愛繪本故事屋服務 

2018-2020 與中華兒童與家庭促進協會合辦「社區宣導活動親子園遊會」 

餐飲管理科  

2014 與北投健康中心「103 年老手牽小手祖孫同樂做壽桃」活動。 

2014 與北投健康中心「祖孫 DIY 做月餅」和「DIY 做壽桃和送餐到府服務」。

2015 「陪伴長者，摺紙同樂」活動 。 

2015 協助新北市三芝區分別辦理「田園茭饗趣」、活動，應用茭白筍製作中西式



料理和雞尾酒飲料。 

2016 

至南投仁愛鄉武界社區，關懷當地原住民，辦理餐飲研習活動。 

協助新北市三芝區分別辦理「春風獻櫻情」和「三芝茭遊去」活動，應用

茭白筍和櫻花在地食材，製作中西式料理和雞尾酒飲料。 

餐管科學會至(桃園市私立育德兒童之家育幼院)關懷兒少。 

餐管科協辦台灣觀光協會舉辦美食競賽 

2017 

至南投仁愛鄉武界社區，關懷當地原住民，辦理 Buffet 自助餐餐會。 

協助新北市三芝區分別辦理「茭饗新食尚」茭白筍節活動，應用茭白筍在

地食材，製作料理。 

餐管科協辦台灣觀光協會舉辦美食競賽。 

餐管科學會至(台北市私立體惠育幼院)關懷院童服務學習。 

2018 

107/9/21 淡水忠山國小合作承辦高齡親子供餐活動。 

107/9/14~107/11/30 北投健康中心合作承辦養身藥膳料理課程。 

107/10/27~107/10/28 三芝區中所合作承辦新北市三芝筊白筍節比賽活動。

107/12/18 北投健康中心合作承辦健康城市暨高齡友善安全社區聯合成果

展。 

2019 

108/4/11~108/12/27 辦理北投林泉里中心新村社區高齡共餐活動。 

108/4/15~108/9/27 與台北市銀髮族協會合作，辦理信義區、松山區關懷據

點社區高齡共餐活動。 

108/10/17~108/12/27 與三芝區衛生所合作，辦理三芝區古庄里熱帶嶼關懷

據點社區高齡共餐活動。 

108/9/11~108/12/27 辦理家扶中心台北青角社區青少年共餐活動。 

108/4/30 台灣星奇兒創藝協會，協辦「小星星變奏曲」國際公益音樂繪本

發表會。 

108/5/11 與家扶中心台北青角合作承辦餐飲美食料理教學。 

108/6/11 新北市淡水農會合作餐與全國大南瓜競賽推廣會。 

108/6/26~108/7/24 新北市三芝關懷社區協會合作承辦農村輕食共餐研習課

程。 

108/9/22~11/2 北投奇岩社區發展協會合作辦理北投特色食農共學堂。 

2020 

109/07/~109/12/24 與三芝區公所合作，辦理三芝關懷據點課程規劃活動。

109/9/12~110/01/09 辦理家扶中心台北青角社區青少年課程規劃共餐活動。

109/09/27 台北青角家扶中心技藝教育來校體驗親子營 

109/10/24 協助新北市三芝區分別辦理「茭饗新食尚」茭白筍節活動，應用

茭白筍在地食材，製作料理。 



應用外語科  

2008 起 每年持續到三芝國小進行英語教學服務 

2016-2017 應科會到三芝圖書館服務 

2018 應科會到老梅社區服務 

2018 應科會到新北市石門白沙灣淨灘 

2019 應科會支援社團法人 IPOWER 培力學社志工活動：淺水灣萬盛踩街 

2019 應科會支援社團法人 IPOWER 培力學社志工活動：三芝白沙灣淨灘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 

2014 課程內涵-淡江中學服務學習活動 

2015 課程內涵-關渡樂齡中心 104 年度歲末聯歡會服務學習活動 

2016 

社區服務關懷系列活動-養老院服務-溪美老人公托服務學習活動 

課程內涵--仁濟安養院服務學習活動、柏安養老院服務學習活動、淡江中學

服務學習活動、鬧熱關渡踩街服務學習活動、銘傳大學服務學習活動 

2017 

社區服務關懷系列活動-養老院服務-關渡醫院、溪美老人公托、柏安養老

院、淡水動物之家服務學習活動 

大學社會責任計畫-台北市障協會服務學習 

課程內涵-銘傳大學服務學習活動、淡江中學服務學習活動 

2018 

社區服務關懷系列活動-養老院服務-溪美老人公托、柏安養老院服務學習

活動 

課程內涵-節慶彩繪活動、柏安養老院服務學習、鬧熱關渡節關懷社區活動

2019 
社區服務關懷系列活動-養老院服務-溪美老人公托、柏安養老院服務學習

活動、淡水環境藝術節-藝術踩街、鬧熱關渡節關懷社區活動 

2020 

社區服務關懷系列活動-溪美老人公托、柏安養老院服務學習活動、關渡醫

院、淺水灣淨灘活動 

淡水環境藝術節-藝術踩街、鬧熱關渡節關懷社區活動 

高齡服務事業科 

2015 新北市淡水北海岸公共托老中心戶外郊遊陪伴活動 

2018 新北市公共托老中心活動長者服務活動 

2018 新北市景安老人長照中心長者服務活動 

2018 新北市淡水北海岸公共托老中心活動長者服務活動 

2019 樂齡友善高齡服務 

2019 新北市義山公共托老中心長者服務活動 

2019 
參與從臨終關懷到後續支持：淡水馬偕安寧療護教育示範中心生命關懷實

踐 



2020 台北市北投桃源國中銀髮體適能社區服務活動 

2020 新北市義山公共托老中心活動長者服務活動 

視光學科  

2013 

2013/05/04 視光學科教職員在台北市蘭雅公園舉辦「母親節愛心園遊會」

舉辦之視光公益活動服務教友與需要的人，藉此公益活動運用專長服務人

群、回饋社會。 

2014 
「開啟靈魂新視窗視光公益活動」-在花蓮鳳信教會視光學科與得恩堂眼鏡

公司合作弱勢族群免費配鏡公益活動。 

2015 武界社區服務 

2015 2015/02/01「開啟靈魂新視窗，視光公益活動」-淡水教會 

2015 

2015/03/09「開啟靈魂新視窗，視光公益活動」，在淡水教會由視光學科教

職員、五專與在職專班學生共同參與，共計服務 180 位教友，藉此公益活

動讓學生運用專長服務人群、回饋社會，體驗並落實服務學習之精神。 

2015 

2015/03/12「開啟靈魂新視窗，視光公益活動」，在淡水教會由視光學科教

職員、五專與在職專班學生共同參與，藉此公益活動讓學生運用專長服務

人群、回饋社會，體驗並落實服務學習之精神。 

2015 

2015/04/24「開啟靈魂新視窗，視光公益活動」，在宜蘭冬山教會進行「開

啟靈魂新視窗 視光公益活動」，服務民眾 30 餘位。藉此公益活動讓學生運

用專長服務人群、回饋社會，體驗並落實服務學習之精神。 

2015 
2015/07/14 與新北市鐘錶眼鏡商業同業公會於淡水教會進行「守時護眼關

懷學童愛心活動」，服務社區弱勢學童配鏡。 

2015 
2015/10/02「磅空頂綠地落成慶祝暨社區服務活動」，進行視力篩檢與贈送

老花眼鏡服務，共服務 45 位社區民眾。 

2016 

2016/03/01 平等國小學生視力保健篩檢視光公益活動 

與「社團法人台灣視光保健學會」共同合作，於台北市士林區平等國小進

行「學生視力保健篩檢及預防」，服務學童。 

2016 

2016/03/23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羅東教會為馬偕博士於 1887 年所設立，亦為

本科進行之「開啟靈魂新視窗，視光公益活動」服務對象；視光學科前往

羅東教會服務，為該會松年大學學員進行視力篩檢、免費贈送老花眼鏡與

太陽眼鏡等活動，藉此公益活動運用專長服務長者、回饋社會，體驗並落

實服務學習之精神。 

2016 

2016/04/17 三一教會，由視光學科教職員、在職專班學生共同參與服務教

友，藉此公益活動讓學生運用專長服務人群、回饋社會，體驗並落實服務

學習之精神。 



2016 

2015/05/29 大稻埕教會，在台北市大稻埕教會進行視光公益活動，由視光

學科教職員、五專與在職專班學生共同參與服務教友，藉此公益活動讓學

生運用專長服務人群、回饋社會，體驗並落實服務學習之精神。 

2017 

2017/04/23 視光學科教職員、在職專班學生在「台北信愛長老教會」舉辦

視光公益活動，共 91 人參與本次活動，藉此公益活動讓學生運用專長服務

人群、回饋社會，體驗並落實服務學習之精神。 

2017 

2017/05/06 視光學科教職員在台北市蘭雅公園舉辦「母親節愛心園遊會」

舉辦之視光公益活動服務教友與需要的人，本次活動共 60 人參與，藉此公

益活動運用專長服務人群、回饋社會。 

2018 

2018/01/20-2018/01-22 阿里山來吉部落視光公益活動 

在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來吉教會進行視光公益活動，由視光學科教職員共

同服務教友與部落長者，本次活動共服務 47 人；此公益活動藉由教師專

長與學校資源服務人群、回饋社會，體驗並落實社會關切教育與服務偏鄉、

弱勢之精神。 

2018 2018/06/16 老梅社區活動中心「老梅社區衛教活動」衛教、視光公益活動

2018 2018/07/04-107/07/08 馬偕醫學院「兒童夏令營」衛教、視光公益活動 

2018 
2018/8/31 台北市士林區平等國民小學師生及社區家長視力精密篩檢視光

公益活動 

2018 2018/10/7 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士東教會銀髮族視力保健視光公益活動 

2018 2018/12/5 新北市三芝國民小學「Bang 出好視力」視光公益活動 

2018 
2018/12/21「友善高齡  好厝邊體驗活動」社區居民與長者視力篩檢視光公

益活動 

2019 2019/1/25 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信愛教會視光公益活動 

2019 
視光學科 

2019/2/11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石牌教會視光公益活動 

2019 2019/2/18 台北市士林區平等國小師生及社區家長視力精密篩檢 

2019 2019/2/27 新北市淡水區新市國民小學視力保健視光公益活動 

2019 2019/3/26 新竹縣五峰鄉桃山國小視力篩檢視光公益活動 

2019 2019/4/3 新北市淡水區新市國民小學視力保健視光公益活動 

2019 2019/5/8 台北市士林區平等國小視力保健衛教闖關視光公益活動 

2019 2019/5/22 臺北市內湖區潭美國小健康促進增能教職員工視力保健講座 

2019 2019/11/24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淡水教會進視光公益活動 

2019 2016/12/7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明德教會眼部檢測光公益活動 

2019 2019/12/14 新北市新市國小師生飲食 eye 均衡-視力保健、飲食均衡視光公



益活動 

2020 2020/3/16 台北市士林區平等國小師生及社區家長視力精密篩檢 

2020 2020/6/28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愛教會視光公益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