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機關學校名稱 服務單位 服務地址 需求人數 服務內容 服務時間 條件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備註

1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秘書室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61

號11樓
30人

本局東西側服務臺協助服

務洽公民眾

上午：8：00-11：00(10人)

中午：11：00-14：00(10人)

下午：14：00-17：00(10人)

1.具有服務熱忱

2.身心健康

3.年滿18歲

秘書室蘇任

瑜
29603456#7221

2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秘書室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61

號11樓
10人

本局閱覽室協助服務洽公

民眾

上午：9：00-12：00(5人)

下午：13：30-16：30(5人)

1.具有服務熱忱

2.身心健康

3.年滿18歲

秘書室蘇任

瑜
29603456#7221

3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身心障礙福利科
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61號1

樓

2人

(上午1

人、下午1

人)

櫃台行政業務
上午：8：30-12：00

下午：13：30-17：00
1.具簡易電腦操作能力 李婉婷 29603456#3648

4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土城社會福利服

務中心

新北市土城區中正路18號

5樓
不限

1.社區關懷。

2.實物銀行業務協助。

3.協助整理社福資料建立檔

案。

週一至週五

8:30-11:30、13:30-16:30

1.熟悉基本電腦文書作業。

2.有興趣之志工需先進行面

談。

3.領有志願服務紀錄冊。

陳慧姍 22656069#27

5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新泰社會福利服

務中心

新北市新莊區福營路277

號4樓
不限

1.溫心天使志工。

2.機動服務組。

週一至週五

8:30-11:30、13:30-16:30

1.熟悉基本電腦文書作業。

2.有興趣之志工需先進行面

談。

3.領有志願服務紀錄冊。

曹喜寧 29067980#14

6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七星社會福利服

務中心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1

段268號7樓
5人 社區個案關懷。 不定時

1.需接受基礎與特殊(溫心志

工)訓練。

2.對人有高度興趣、熱忱與同

理心。

3.具備基礎的會談技巧與知

識。

4.具團隊合作能力。

鍾佳陵 26470855#12

7 新北市立八里愛心教養院
新北市立八里愛

心教養院
新北市八里區華富山37號 10人

協助院生照顧，如:餵食、

課程協助、社區適應活動

協助等。

週一至週五

8:00-12:00、13:30-16:30

另依照各服務項目可彈性安排時

段

1.16歲以上。

2.具有服務熱誠、身心健全、

無不良服務紀錄。

3.可配合本中心相關規定。

4.能穩定服務者尤佳。

5.每次服務至少2小時。

6.男女不拘具耐心。

莊瑞彰 26106677#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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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新北市立八里愛心教養院
三重日間托育中

心

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1段

76號(捷運先嗇宮站步行

10分鐘)

5人

1.本中心收容對象為2-6歲

身心障礙或發展遲緩幼兒

，提供日間托育服務。

2.服務內容為陪伴、餵食、

課堂活動協助、環境清潔

整理。

週一至週五

9:30-12:30、14:00-16:00

1.16歲以上。

2.具有服務熱誠、身心健全、

無不良服務紀錄。

3.可配合本中心相關規定。

4.能穩定服務者尤佳。

5.每次服務至少2小時。

6.男女不拘具耐心。

林芮芳 85124112#11

9 新北市立八里愛心教養院
三峽日間托育中

心

新北巿三峽區光明路71號

7樓
5人

1.本中心收容對象為2-6歲

身心障礙或發展遲緩幼兒

，提供日間托育服務。

2.服務內容為陪伴、餵食、

課堂活動協助、環境清潔

整理。

週一至週五

9:30-12:30、14:00~16:00

1.16歲以上。

2.具有服務熱誠、身心健全、

無不良服務紀錄。

3.可配合本中心相關規定。

4.能穩定服務者尤佳。

5.每次服務至少2小時。

6.男女不拘具耐心。

張祐甄 26733523#126

10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勞工育樂科
新北市五股區五工六路9

號1樓 （五股校本部）
5人 櫃檯行政

早班：9：00-12：00

午班：13：30-16：30

晚班：18：30-21：30(含假日，

假日無晚班)

無 葉小姐 22983639#121

11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勞工育樂科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1

段9號7樓至10樓（三重分

校）

2人 櫃檯行政

早班：9：00-12：00

午班：13：30-16：30

晚班：18：30-21：30(含假日，

假日無晚班)

無 張先生 29816127#14

12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外勞服務科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

161號7樓
1人

支援離境驗證櫃台之驗證

業務

13：30-16：30(或14：00-17：

00)

(平日)

基本電腦輸入及打字 郭品妤 29603456#6400

13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外勞服務科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

161號7樓
1人

支援離境驗證櫃台之驗證

業務
9：00-12：00(平日) 基本電腦輸入及打字 郭品妤 29603456#6400

14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文化局
國定古蹟林本源園邸

(新北市板橋區西門街9號)
5人

夜間開放遊客安全引導指

引
18:00-21:00(預計)

1.年滿18歲

2.身心健康、無不良嗜好

3.有服務熱忱

4.能配合夜間服勤時間

楊小姐 29603456#4498

15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文化局

新北大都會公園

(新北市三重區疏洪東路一

段)

每日

各20人
綠生活音樂節 9/19(六)、9/20(日)11:00-20:00 耐熱耐曬 章家綺 29603456#4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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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文化局

新北市政府多功能集會堂

（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

3樓）

10人 2020愛傳承關懷演唱會 8/20（四）14:00-18:00 服務身心障礙民眾進出場 宋育成 29603456#4525

17 新北市政府動物保護防疫處 板橋動物之家
新北市板橋區板城路28-1

號
8人

協助遛狗､清潔狗舍､攝影

及照片上傳社群媒體提高

認養率及其他協助園區事

宜

週二到週五/上午：10：00-12：

00/下午：14：00-16：00

1.喜歡小動物

2.有服務熱忱

3.年滿18歲

4.具有志願服務記錄冊

蕭小姐 89662158
活動期間為平

日

18 新北市政府動物保護防疫處 新店動物之家
新北市新店區安泰路235

號
8人

協助遛狗､清潔狗舍､攝影

及照片上傳社群媒體提高

認養率及其他協助園區事

宜

週二到週五/上午：10：00-12：

00/下午：14：00-16：00

1.喜歡小動物

2.有服務熱忱

3.年滿18歲

4.具有志願服務記錄冊

陳小姐 22159462
活動期間為平

日

19 新北市政府動物保護防疫處 五股動物之家
新北市五股區外寮路9-9

號
8人

協助遛狗､清潔狗舍､攝影

及照片上傳社群媒體提高

認養率及其他協助園區事

宜

週二到週五/上午：10：00-12：

00/下午：14：00-16：00

1.喜歡小動物

2.有服務熱忱

3.年滿18歲

4.具有志願服務記錄冊

洪先生 82925265
活動期間為平

日

20 新北市政府動物保護防疫處 瑞芳動物之家

新北市瑞芳區靜安路四段

(106縣道74.5K清潔隊場

區內)

8人

協助遛狗､清潔狗舍､攝影

及照片上傳社群媒體提高

認養率及其他協助園區事

宜

週二到週五/上午：10：00-12：

00/下午：14：00-16：00

1.喜歡小動物

2.有服務熱忱

3.年滿18歲

4.具有志願服務記錄冊

王先生 24063481
活動期間為平

日

21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 營運推廣組
新北市八里區博物館路

200號
10人

導覽解說、展場駐點、節

慶活動支援及其他交辦事

項。

週一至週日，上午班9：00-13：

00、下午班13：00-17：00

1.年滿十八歲，身心健康，具

主動服務熱忱，表達能力佳

者

2.服務期間至少滿一年，並能

全程參加志工基礎與特殊訓

練課程者

謝志杰 26191313#315

22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營運行銷組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28巷

1號
5人

1.協助現場參觀遊客安全維

護與諮詢問答

2.協助古蹟與展示場安全維

護

3.導覽解說古蹟歷史

每月第一個週一休館。其餘週一

到週日上午9：30-12：30、下

午13：30-16：30每天兩時段供

選擇排班

1.成為正式志工後，至少可服

務1年以上

2.每年最低值勤時數為90小

時

陳柏升 26212830#233

值勤地點位於

坡地，有意面

試者請考量自

身體力。

23 新北市立圖書館 推廣課
新北市板橋區貴興路139

號

每組預計

招募20人

中文組故事志工、英文組

故事志工及新住民故事組

志工

依活動時間事前排班。

1.有服務熱忱

2.年滿16歲

3.能服務滿一年以上

4.本次招募擅長除中文外，能

以第二語言(如英語、韓語、

日語、客語、原住民等語言)

解說故事者

5.新住民故事組需具新住民身

分及中文溝通能力者

簡小姐 29537868#8011

1.須經面談及

培訓完成方能

成為正式志

工。

2.本館各地分

館接受民眾個

別洽詢報名服

務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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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院

區)
候診區、大廳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

段3號
5-10人

衛生政策推廣小組(協助本

院在院內向就醫民眾推廣

預立醫療決定、安寧緩和

醫療及器官捐贈等配合政

府衛生相關政策之宣導。)

週一~週五上午8:30-11:30，下

午13:30-16:30

(註：每週至少服務3小時，每年

服務時數需滿100小時以上。)

1.具服務熱忱且積極負責

2.不害怕面對民眾說明政策推

動，推廣ACP、安寧、器官

等相關政策

3.情緒穩定反應佳

4.可每週固定服務

林先生 29829111#3100

25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院

區)
急診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

段3號
3-5人

1.病患就醫諮詢、環境引導

2.關懷、安撫病患及家屬情

緒

3.協助病患輪椅借用

4.協助醫護人員領用病患尿

布、衣物

5.協助無家屬病患批價、領

藥

6.陪伴無家屬病患購買日用

品、餐點

週六、日上午8:30-11:30，下午

13:30-16:30，晚上18:00-21:00

 (註：每週至少服務3小時，每年

服務時數需滿100小時以上。)

1.具服務熱忱且積極負責

2.無法定傳染疾病

3.可接受急診室工作環境

4.情緒穩定反應佳

5.可每週固定服務

林先生 29829111#3100

26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板橋院

區)

一般服務(本院

1-3樓)

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198

號
2-6人

1.院內環境指引服務

2.提供血壓測量服務

3.提供民眾各項表單索取服

務

4.提供就醫及電話諮詢服務

5.協助民眾書寫與文具用品

之提供

6.輔具借用及維持輪椅擺放

之整齊

7.支援本院各項院內、外篩

檢活動

1-3樓每兩個月輪調一次職務，

每次服務須滿3小時。

(週一至週五上午8：00-12：00

，下午12：00-17：00)

1.18歲以上、識字、具國台

語溝通能力

2.對醫療服務有熱忱，每週至

少服務三小時並能持續服務

一年以上

3.做事認真負責、主動積極，

具有團隊互助合作的精神

4.可配合志工值班的輪調方式

5.能配合支援本院各項活動

6.不具法定傳染性疾病

林小姐 22575151#2128
實際需求時間

依單位安排

27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板橋院

區)
護理之家

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198

號
1-3人

1.協助長者至門診、洗腎、

復健之就醫服務

2.協助長者就醫後的掛號、

批價服務

3.協助長者散步、讀報之陪

伴服務

上午8：30至11：30，下午13：

00-16：00

1.具服務熱忱且積極負責、對

長輩有興趣

2.可每週固定服務3小時

林小姐 22575151#2128
週二下午可服

務者佳

28 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 秘書室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

266號1樓
1人 協助一樓櫃台行政工作

星期四早上9:00~12:00或下午

13:30~16:30
年滿20歲，且有服務熱忱 林先生 29506206#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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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新北市政府交通

事件裁決處

新北市樹林區中正路248

巷7號A棟(新北市政府交

通事件裁決處樹林辦公室)

8人

1.協助民眾臨櫃申辦交通違

規罰鍰繳付、交通違規陳

情申訴、交通事故鑑定申

請、行政訴訟裁決書開立

及強制執行業務諮詢等

2.協助民眾抽取號碼牌及引

導就坐等候

3.提供交通裁決業務諮詢服

務

1.週一:11:30-14:00、14:00-

17:00

2.週二:8:30-11:30、11:30-

14:00

3.週三:8:30-11:30

4.週五:11:30-14:00、14:00-

17:00

1.年滿20歲者

2.身心健康、具服務熱忱、溝

通能力及積極學習或稍具基

本法律素養者

3.領有志願服務紀錄冊者

黃淑惠 89786101#604

30 新北市板橋戶政事務所 所本部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6號 1人 走動引導及諮詢服務
週一下午17:00至晚間22:00或週

四上午8:00至上午11:00
具服務熱忱、有耐心 倪鈺婷 29655656#206

31 新北市板橋戶政事務所 海山辦事處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

195之1號
1人 走動引導及諮詢服務

週一下午5:00至晚間8:00或週四

上午8:00至上午11:00
具服務熱忱、有耐心 倪鈺婷 29655656#206

32 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 登記課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一段

3號
2人

1.地政士志工：協助服務中

心受理民眾法令諮詢。

2.愛心志工：引導服務第一

線各項工作。

機關上班日之上午8：00至12：

00或下午13：30至17：30等時

段，於排定輪值時段擇3小時提

供服務。

1.地政士志工：領有地政士合

格證書，並在本市地政士公

會辦竣開業登記者

2.愛心志工：年滿16歲以上

，具有服務熱忱者

張琇媚 22779245#105

33 新北市泰山區衛生所 泰山區衛生所
新北市泰山區全興路212

號3樓
2人

量體溫血壓,資料KEYIN,協

助整癌活動引導工作
上午：8：30分至11：30

具服務熱忱，如有電腦打字

技能尤佳

護理師兼護

理長陳貴滿
29099921#102

34 新北市三重區公所 民政課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

段11號2樓
4人 閱覽室管理

上午：8:30~13:00

下午：13:00~17:00

晚上：17:00~21:00

1.有服務熱忱

2.年滿20歲
陳建銘 29862345#133

永豐閱覽室1

名

慈愛閱覽室1

名

五華閱覽室2

35 新北市中和區公所 人文課 新北市中和區轄區內 1人 協助中輟生家訪 上午8：00至下午18：00
1.須備有機車駕照

2.如有輔導中輟相關經驗尤佳
許仲儒 22482688#312

36 新北市新店區公所
新店區調解委員

會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一段

92號2樓
1人

引導民眾並向民眾說明法

律諮詢流程及辦理方式

1.每週一、週五：上午8：30至

11：30

2.每週二、週三：下午13：30至

16：30

1.具服務熱忱

2.年滿30歲

3.具有志願服務紀錄冊

4.曾接受法律服務專業志工訓

練者優

吳陳靜雯 29112281#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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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新北市新店區公所 經建課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二段

128號5樓
2人 導覽解說 上午9：00至12：00

1.有服務熱忱

2.年滿18歲

3.具有志願服務紀錄冊

鄭小姐 29112281#2201

38 新北市新店區公所 秘書室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二段

128號5樓
1人 引導服務 每週三上午9：00至12：00

領有志願服務紀錄冊並能配

合班表準時值班者優先錄用
容小姐 29112281#1110

39 新北市汐止區公所 社會人文課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

段268號
5人 獨居老人關懷 配合小組時間 年滿20歲，有服務熱忱 林先生 26411111#125

40 新北市石碇區公所 人事室
新北市石碇區碇坪路1段

37號2樓
1人

電話接聽，人事服務，關

懷諮詢
上班時間或自由選定服務時間

需可電腦輸入，略懂文書處

理
李耀彬 26631080#216

41 新北市立蘆洲幼兒園 蘆洲幼兒園
新北市蘆洲區永平街1號2

樓
1-2人 協助園所孩童相關事宜 8：00-16：00 無 劉錦秀 82852747

42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國民小學 學務處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100

號
20人 交通導護 上午7:20-7:50 輔導新志工參加志工訓練 陳立中 22492550#253

43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國民小學 學務處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路一段

135巷24號
4人

協助維護學童上下學之交

通安全

上午7：20-7：50，下午15：

50-16：20

年滿20且品性端正無不良紀

錄

輔導處資料

組長
29422349#844

44 新北市坪林區坪林國民小學 輔導室
新北市坪林區坪林街114

號
20人

教育文化、交通安全、環

境保護、簡易行政業務、

電話聯繫、協辦活動…等

上課期間、上下學期間、或配合

本校實際需求時間
國中以上畢業 劉國楨 26656213＃55

45 新北市三重區永福國民小學 人事室 新北市三重區永福街66號 1人

協助人事相關業務,傳遞開

會通知單,代理教師甄選作

業

週一~週五 不拘 陳伶禎 22876716#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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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新北市立達觀國民中小學 輔導處 新北市新店區僑信路1號 3人 校園導護志工

上午6:50-7:50，下午15:50-

16:20及下午16:45-17:15(擇一時

段即可)

身體健康，反應靈敏 陳盈秀 22159013#161

47 新北市立五峰國民中學 教務處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一段

253號
1-2人

1.借閱書籍

2.整理漂書站、圖書室

上午8：00至12：00或下午13：

00至16：00

1.基礎電腦文書處理

2.能夠搬書箱
朱主任 29112005#217

48 新北市立五峰國民中學 幼兒園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一段

253號
3人

1.說故事、陪孩子操作玩具

2.協助量體溫
上午上課時間

幼教相關科系畢業或具備相

關專業知能
顏主任 29112005#226

49 新北市立坪林國民中學 本校校區 新北市坪林區國中路4號 10人

教育文化、交通安全、環

境保護、簡易行政業務、

電話聯繫、協辦活動…等

上課期間、上下學期間、或配合

本校實際需求時間
國中以上 畢業 劉國楨 26656210＃44

50 新北市立福和國民中學

學務處生教組、

健康中心、衛生

組

新北市永和區永利路71號 10人
交通導護、健康中心、資

源回收
每週一至週五，擇方便時段 無 蔣佳琳 29289493#253

51 新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總務處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188巷56號
5人 維護校園環境美化 星期一上午8：00-11：00 略懂花藝 陳乃瑛 22508250#243

52 新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學務處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188巷56號
10人 學生放學交通導護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下午3：50-4：30、下午4：50-

5：30

已完成交通導護特殊訓練 陳乃瑛 22508250#243

53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學務處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205

號
4人 環保清潔

每週一及週四上午8：00至9：

00
熱心服務 黃如敏 22319670#220

54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

學校
人事室

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一段

241號
2人 協助資料整理 上午或下午均可 無 林篤誠 2261248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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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

學校
總務處

新北市鶯歌區中正三路

154號
2人 協助校園環境綠化整理 不拘 不拘 郭主任 2677504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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