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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夥拚公益】公益服務的集體力量 

講師：黃淑芬 秘書長 

台灣志願服務國際交流協會 

講師學經歷  

 美國奧克拉荷馬市立大學 教育學碩士 

 台灣志願服務國際交流協會 秘書長 

 國際志工協會  國家代表暨全球董事  

 安益國際展覽集團高雄分公司 總監  

 嘉義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 外部督導 

 行政院勞委會南區職訓局會議展覽專班 講師  

 城市治理知識管理顧問(股)公司 執行董事  

 2018 台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志工規劃委託計畫 計畫主持人 

 2016JCI 國際青商亞太年會、全球港灣城市論壇志工計畫 專案負責人   

 2013APCS 亞太城市高峰會議 專案總監 

 2011 嘉義市國際管樂節翻譯志工 培訓顧問 

 2010 台北花卉博覽會志工專案 諮詢顧問 

 2009 世界運動會志工資源整合運用計畫 專案負責人 

 南華大學非營利事業管理研究所 兼任助理教授 

 國立第一科技大學外語學院 兼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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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撼青春】專題演講暨座談：青年公益創新 

主講人：吳致寧創辦人 

One-Forty 

 

講師學經歷 

 台灣大學工管系 

 One-Forty 共同創辦人 

(法人名稱：社團法人台灣四十分之一移工教育文化協會) 

 

與談人：黃舒燕 主任 

 花蓮縣青少年公益組織協會/好人會館 

 正修科技大學 

 

 

與談人：李志強 共同創辦人 

 社團法人中華組織發展協會 理事 

 光原社會企業 共同創辦人 

 清華大學 化學系 

與談人：劉信志 創辦人 

 海底漫步 SEA WALK 擔任海洋領隊 

 曾在 ARB 101、行雲旅行社 工作 

 元培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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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服務與兒童保護】 

翻轉生命框架 用愛打造一個家 

講師：王玥好副執行長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講師學經歷  

 國立陽明大學衛生福利政策研究所碩士 

 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副執行長 

 專長 

兒少、婦女保護工作之預防宣導、個案工作及議題管理、心理諮商輔導 

 單位簡介： 

勵馨使命 

勵馨本著基督精神，以追求公義與愛的決心和勇氣，預防及消弭性侵害、性

剥削及家庭暴力對婦女與兒少的傷害，並致力於社會改造，創造對婦女及兒

少的友善環境。 

勵馨創立 

1986 年，傳教士高愛琪與梁望惠女士等一群基督徒，因為上帝的愛關心台灣

不幸少女，致力創設中途之家「勵馨園」，首開國內民間機構收容不幸少女的

先鋒，讓她們的生命也能如盛開的花朵，漫溢馨香。並於 1988 年創設台北

市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2001 年正式登記升級為全國性的「財

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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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服務與兒童保護】 

課程內容：公益服務與兒童保護 

協力單位：兒童福利聯盟 

單位簡介： 

緣起 

有鑑於民國 62 年公布施行的兒童福利法已不適於現

今的社會，79 年底由林志嘉等數位立委及關心兒童的各界人士、相關團體， 

共同組成「兒童福利聯盟」，著手進行修法工作。歷經三個月二十一次會議於

80 年 3 月提出「兒童福利聯盟兒童福利法修正案」，送交審議。在進行修 法

的過程中，各方均認為應成立一永久性組織，以長期致力於兒童福 利工作的

推展：「兒童福利聯盟 文教基金會」於 80 年 12 月誕生。 

兒童福利聯盟是一公益性的組織，非以營利為目標。自成立以來一直致

力於兒童福利工作的推展，除持續法令政策的修訂與倡導之外，亦因應社會

變遷與問題，開展了許多新興的直接服務方案，包括收出養服務、失蹤兒童

協尋服務、棄兒保護服務、 托育諮詢服務等，兒盟秉持為兒童謀取最佳福利

的宗旨，由專業的社工人員一方 面為特殊際遇兒童提供相關保護工作，同時

也 為一般性家庭建構完整的支持網絡。 

兒童福利聯盟從 3 個工作人員，到至今台灣頭到台灣尾都有我們的工作

據點，兒福聯盟成立二十多年以來始終堅持「給孩子一個更好的世界」的 成

立初衷，致力讓每個孩子都能獲得愛、關懷和瞭解。 

願景 

 給孩子一個更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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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公益札根】 

課程內容：新住民的翻轉 

協力單位：新住民文化民俗技藝推展協會 

使命 

希望協助外籍配偶了解我國日常生活習慣、民俗風情，並推展及傳承新

住民語言文化、民俗技藝為宗旨，本協會成立實屬不易，更難得的是由外籍

配偶一手創辦。伸出雙手擁抱新住民文化，讓台灣成為新住民溫暖的娘家。

希望能陪伴更多的外籍配偶在新故鄉學習成長，盡快熟悉我們的生活，一起

共創溫馨和諧多元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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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範社區經營】 

課程內容：健康生活銀髮樂活 

協力單位：新竹市港北社區發展協會 

使命 

1. 成立之初，係為配合政府政策而成立社區發展協會。 

2. 以環保掃街及淨灘活動聯絡社區居民情感，帶動社區活動起來。  

3. 以老人照顧活動逐漸凝聚社區共識。  

4. 現在已開始尋根，尋找未來要走的道路。 

5. 提供並發展社福醫療、環境景觀、及環保生態 ！ 

社區關懷 

老人相關活動以不收費為原則，結合農村再生及環境保護，鼓勵長者走出

戶外，融入大自然，雖是長者，也是志工，以自護、互護、他互來照顧長

者，把社區融合為一個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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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行銷工作坊】公益好點子 

輔導業師：陳柏守執行長 

城市創意發展顧問公司 

 

講師學經歷 

 樹德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研究所碩士 

 城市創意發展顧問有限公司  執行長 

 Fair on Line 社會企業平台專案負責人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擔任文創系兼任講師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擔任兼任講師 

 台灣連署平台 營運經理 

 城市治理知識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2014 犢南青春創業講堂 合辦單位與執行 

 「103 年青年社區參與行動計畫」走入工–2014 社企之歌大賽 講師 

 2013 亞太城市高峰會(APCS) 青年社會企業論壇雲端服務開發 

 2013 社會企業與城市經濟系列講座企劃執行 

 2012-2014 年「兩岸青年志願服務工作研習營」計畫平台維運 

 2012 年經濟部中小企業創新服務憑證補(捐)助計畫：結合公平貿易巧克

力與台灣有機鳳梨之文創新意小西點研發計劃主持人 

 2011 年高雄市政府地方型 sbir：雲端展品行動導覽平台建置研發計畫

主持人 

 2010 經濟部服務業創新研發計劃(ASSTD)Good Trade 公善交易產業聚

落商務整合計劃平台開發 

 2010 提升網路連署平台公民參與度之研究 

 2009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區域型文化資產

入口網維運計劃主持人 

 2009 高雄市 SBIR - EZMICE 會展電子商務整合平台開發維運 

 2008-2009 世界運動會運動項目行銷創意競賽計畫執行 

 2007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南區研訓中心南方文創學堂專案經理 

 2006 國際事務人才培訓專案資訊管理專員 

 2006 高雄市政府人力投資評量研究計畫資訊管理研究 

 2005 高雄市國際青年文化交流協會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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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公益行銷競賽】 

講評老師：黃柏菁總監 

5% Design 社計行動股份有限公司 

專業領域 

設計專案管理、國際設計行銷與推廣、介面設計與管理 

 

 

講評老師：張有恆助理教授  

朝陽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學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現職 

朝陽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助理教授 

朝陽科技大學國際暨兩岸合作處 校長助理 

※專業領域  

國際志工、服務學習、學生發展、探索教育、社團經營 

 

※專業證照  

Nitrox Diver、Advanced Open Water Diver、外語領隊人員（英語）、華語導

遊人員、社團經營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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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資訊  

劍潭海外青年活動中心簡介及交通 

（依教育部臺教授青部字第 1030000094B號令訂定發布施行之「青年活動中心住宿設施

管理及安全維護辦法」規定） 

劍潭海外青年活動中心座落臺北市劍潭西

隅基隆河畔，可供 1000人食宿，不僅為

救國團容量最大之研習訓練中心，亦為臺

北市區綜合功能最完整之教育訓練場地。 

住宿安排： 

床型：溫馨四人套房 

設備：32吋液晶螢幕、乾溼分離衛浴、

衛浴用品、吹風機、迎賓礦泉水、咖啡、

茶包 

捷運劍潭站近在咫尺，極負盛名之士林夜

市、士林官邸、陽明山國家公園、淡水風

景區等在捷運淡水線通 車後，更吸引大

批人潮，使本中心成為旅遊必經之路。 

※交通資訊 

公車 

【劍潭站下車】 

 ●203、218、220、260、267、277、280、285、279、308、310、606、

612、646、665、685、902、紅 3 

【劍潭國小下車】 

● 26、41、250、266、280、288、290、303、529、616、618 

捷運 

● 搭乘捷運淡水線至劍潭站下車，由二號出口出站步行約 10 分鐘即可

抵達本中心。 

 

※參訪服務交通安排 

承辦單位將安排 2 台大型巴士進行接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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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新竹福華大飯店 

新竹福華大飯店為大新竹地區唯一四星級飯

店，坐落於新竹市中心的精華商圈，擁有絕

佳便利的交通位置。入住新竹福華體驗豪華

客房的放鬆舒適，徒步享受城區週邊的道地

美食。 

Howard Hotels 飯店擁有 165 間精緻客房和

套房，以精緻家具建置品味獨具的起居空間，打造極致舒適的高品質住

宿，完善的休閒設施，提供身心徹底放鬆，俱樂部備有室內游泳池、SPA

水療池、桑拿三溫暖、及各式健身設施，隨時享受樂活運動的無限樂

趣。 

※房間安排：四人房 

房間設施：     

免費無線上網/液晶電視/冷藏冰箱/置衣櫃熱

水壺/免費礦泉水、茶包、咖啡包/乾溼分離

浴室/衛浴盥洗用具/吹風機 

※交通資訊： 

新竹福華大飯店位居新竹市中心，位於新竹市政府旁中正路上，距離新

竹火車站車程約 5 分鐘、Ubike 車程約 8 分鐘(中正北大路口站)，飯店緊

鄰著名景點-城隍廟、文化中心及演藝廳，便利的交通位置，提供最便捷

的住宿選擇。 

 

※參訪服務交通安排 

承辦單位將安排 2 台大型巴士進行接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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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介紹 

※士林夜市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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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區文化美食地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