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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家庭」是社會組成的最小單位，鼓勵家庭成員攜手參與社會服

務，使志願服務精神深入家庭，除深化家庭內部互動外，更能將正向

的內部關係轉化為對外的服務量能，以凝聚單位力量創造更大的社會

服務價值，共同發揚志願服務的美德；又本所志工性別存有差異比例，

提升弱勢性別比例，平衡性別差異，亦為今年度志願服務計畫重點，

故本所今年度以「攜手一起做服務，共同發揚力與愛」為志願服務主

軸，發展家庭志工並邀集弱勢性別志工一同加入本所志工團隊，與本

所志工合作，持續精進地政為民服務品質。 

二、 依據 

(一) 志願服務法第 7條 

(二) 新北市政府推行志願服務實施計畫 

三、 志工招募、管理、服務項目、終止服務與資格保留 

(一) 志工招募 

凡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得填具申請書申請擔任本所志工： 

1. 具服務熱忱者。 

2. 本所志工之家屬優先列入招募。 

3. 依志工性別之組成，以弱勢性別者優先列入招募。 

4. 地政、稅務、戶政機關退休人員或地政從業人員優先列入招



募。 

5. 六十五歲以上之銀髮長者優先列入招募。 

6. 能流利使用它種語言（非中文）溝通者。 

7. 曾任本所志工者優先列入招募。 

本所依照志工人數編列預算，由本所自行招募或配合新北市

政府聯合招募。 

(二) 志工輪值工作管理 

1. 由已領有地政士證書之地政士志工義務服務輪駐本所，提供

民眾登記法令之諮詢，其餘之時間，另由本所志工排定輪

值。 

2. 編排到所輪駐服務之志工，應按時駐所，並應於輪駐簽到簿

簽註到所值勤及結束值勤時間，無法駐所值勤應以電話告知

本所志工督導員，以便另安排其他志工代值。 

3. 輪駐服務時應穿戴本所製訂之志工服務證及背心制服，工作

位置設於本所聯合服務中心。 

4.輪駐服務之志工時應將當日為民服務事項與內容填載於

「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志工駐所服務紀錄簿」(附件 1)，

並於當日輪駐完畢時送交主任核閱。 

(三) 志工服務項目 

志工依服務性質不同，得區分為一般志工及特殊專業志工，

服務項目分別如下： 

1. 一般志工（包含愛心志工、家庭志工、多語言志工及高齡志

工等）： 

(1) 協助民眾各項業務申辦手續。 

(2) 協助行動不便及年老長者。 

(3) 指導民眾使用影印機。 

(4) 本所舉辦活動時之支援服務。 

(5) 多語言志工則另為提供預約協助翻譯溝通服務。 



(6) 其他。 

2. 地政士志工： 

(1) 協助或指導民眾填寫各類申請書表。 

(2) 代為換算土地、建物面積。 

(3) 查告登記案件辦理情形。 

(4) 接受民眾相關法令及問題諮詢。 

(5) 本所舉辦活動時之支援服務。 

(6) 其他。 

(四) 志工終止服務 

為建立本所志願服務團隊運作機制，有下列情形之志工，即

依退場機制離隊： 

1. 服務態度不佳、對內及對外散佈不實謠言或不利本所言論

者，經查證屬實。 

2. 無法配合輪值時間按時執勤於 1年內次數達 3次以上，且無

正當理由者。 

3. 連續請假達 6個月者；惟志工本身因病或其他因素暫時無法

繼續值班者除外。 

4. 義務服務之地政士志工如有利用輪駐本所服務機會，從事本

身土地登記代理業務或假借本所名義對外招攬客戶等不當情

事者，經查證屬實後即予解除地政士志工身分。 

5. 志工因故無法繼續志願服務者，得於最近 1次執勤前 1個月

前提出「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志工離隊申請書」(附件

2)，並繳回志願服務證與志工背心後完成離隊程序。 

6. 其他重大違失事項經簽請核可終止志工身份者。 

(五) 志工資格之保留 

志工正式服務滿一年後，如遇下列原因之一者，得申請志工

保留資格： 

1. 服兵役者，得保留志工資格一年。 

2. 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得保留志工資格一年（男女性志工皆



得申請）；懷孕者得保留志工資格一年。 

3. 因公出國、外派工作或進修者，得保留志工資格一年。 

4. 因傷、病無法服務者，得保留志工資格一年。 

5. 其他不可抗力之情事、重大變故或情形特殊者，得保留志工

資格一年。 

四、 提升志工服務品質 

(一) 每年辦理志工服務及心靈成長之教育訓練，以提升志工服務

品質。 

(二) 暢通溝通管道，凝聚志工團隊，每年定期辦理志工座談會，

宣導地政相關業務，並進行服務經驗分享，及提供本所建

言，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三) 集合本所志工同仁，加入樹林地政志工 Line群組，讓志工同

仁互通訊息，經驗交流，藉以提升地政業務推動及政府政策

施行。 

五、  加強志工專業素養 

(一) 製作申請登記應附文件之手冊：有鑒於本所志工服務之項

目，僅引導民眾洽辦申請之櫃檯及謄本簡易案件之填寫，製

作申請登記應附文件之手冊供本所志工服務值勤時參閱，提

升志工專業知識，發揮志願服務最大功用。 

(二) 設置法令專冊放置於服務中心及辦理志工在職教育訓練：每

年辦理志工在職教育訓練，加強志工專業素養，同時製作法

令專冊提供志工參閱。  

(三) 配合宣導新北市政府社會局發行之志工季刊「志在新北市」， 

將各期志工季刊放置於書報架供民眾參閱。另外，本所得選

擇適當文章透過本所 Line群組發布周知，提升政令宣導成

效。 

(四) 志工參與課程： 



1. 基礎訓練：依衛生福利部規定之課程辦理 6小時志工基礎

訓練。 

2. 特殊訓練：辦理 6小時志工特殊訓練，並得依實際需要自

行規劃訓練形式或延長時數，課程規範如下： 

(1) 地政事務所各項業務及相關法規簡介(2小時)。 

(2) 便民服務內容簡介(2小時)。 

(3) 地政志工引導與諮詢服務實習等相關課程(2小

時)。 

3. 在職訓練：視服務需求辦理志工在職訓練，時數以 8到 10

小時為原則。 

六、 志願服務宣導 

    在所內張貼與播放相關招募志工文宣，使有意願人士可加入本

所志工行列。 

七、 志工福利及待遇 

(一) 每年為志工辦理志工意外傷害保險。 

(二) 每月自年度預算中支出志工交通誤餐費。 

(三) 每年舉辦志工教育訓練。 

(四) 參加他機關舉辦之志工教育訓練。 

(五) 預約地政專業諮詢服務。 

(六) 每年舉辦志工座談會。 

(七) 志工及其眷屬得自費參加本所舉辦之員工自強活動。 

(八) 本所評定之年度績優志工，於召開志工座談會時予以公開表

揚。 

(九) 每年依志願服務實施獎勵計畫提報符合資格之績優志工及各  

項服務獎勵；輪駐之地政士志工服務時，如有舉發虛偽之土

地登記案件，防止犯罪行為，保障人民產權，或襄助革新土



地登記之研究，有重大貢獻、推行地政業務成績卓著者，得

依地政士法第 42條規定，報請上級機關獎勵，以資勉勵。 

八、 經費來源 

本所辦理志工業務所需經費，由年度預算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九、 例行年度工作期程表 

編號 工作項目 預定期程 

1 辦理志工保險 每年 1月 

2 提報當年度志願服務聯繫會報(社會局主辦) 每年 1月、7月 

3 提報符合「內政業務志願服務獎勵辦法」之志

工 

每年 3月 

4 配合市府辦理當年度志願服務工作評鑑 每年 4月 

5 提報符合「新北市志願服務獎勵辦法」之志工 每年 5月 

6 提報符合「志願服務獎勵辦法」之志工 每年 7月 

7 提報符合「新北市政府績優地政志工獎勵要

點」之志工 

每年 8月 

8 提報當年度志願服務工作會報(地政局主辦) 每年 12月 

9 志工教育訓練 每年 2次 

十、 附則 

本計畫依志願服務法、內政業務志願服務獎勵辦法、新北市志

願服務獎勵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如有未盡事宜，本所得隨時修

訂。



新 北 市 樹 林 地 政 事 務 所 志 工 駐 所 服 務 紀 錄 簿 

                                                                 日期:   年  月   日(星期    ) 

輪值志工 
輪值 

時間 

人

/ 

時

數 

服務項目 考核項目 

特殊服

務具體

事蹟 

考評

情形 

A協

助民

眾各

項業

務申

辦手

續 

 

B協

助行

動不

便及

年老

長者 

 

C指

導民

眾使

用影

印機 

 

 

D本

所舉

辦活

動時

之支

援服

務 

E多

語言

志工

則另

為提

供預

約協

助翻

譯服

務 

F協

助或

指導

民眾

填寫

各類

申請

書表 

G代

為換

算土

地建

物面

積 

H查

告登

記案

件辦

理情

形 

I接

受民

眾相

關法

令及

問題

諮詢 

J

其

他 

A未使用地政系統電腦資料 

B利用志工關係拓展個人業務 

C遵守志工倫理 

D主動熱心服務民眾指導案件 

E語氣態度儀容合宜 

F與本所配合各項活動 

G其它項目： 

      

 

           考核結果   

□是 □否, 

不符□A □B □C □D □E 

                考核結果   

□是     □否, 

不符□A □B □C □D □E 

             考核結果   

□是     □否, 

不符□A □B □C □D □E 

             考核結果   

□是     □否, 

不符□A □B □C □D □E 

         課長                                 秘書                                   主任 

附件 1 



附件 2   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志工離隊申請書 

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志工離隊申請書 

 

  本人_________________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無法繼續於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志工團隊執勤服務，爰申請自

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起停止志願服務工作，並繳回志願

服務證及志工背心。 

 

 

申請人： 

統一編號： 

連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承 辦 人 □申請人已繳回志願服務證及志工背心 

督導人員  

主 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