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天主教志工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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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宗旨 

 天主教志工團新竹教區大隊 (以下簡稱「本隊」) 結合新竹教區(桃、竹、苗)教會內及

教會外之人力資源，以福傳並實踐基督博愛精神為宗旨，凝聚教友向心力，以發揚志

願服務之美德，特制定本管理辦法。 

第二條、 願景 

「天主志工  主僕服務  愛人如己  福傳先鋒」。永續發展天主教志工，以作天主忠僕

之敬業態度貫徹天主訓諭，當愛人如己，廣傳福音，服務最小的弟兄、需要幫助的人。 

第三條、 適用範圍 

天主教新竹教區內，為醫院、社福機構、教育機構及堂區支隊、鐸區分隊而設立之志工

組織，均適用之。 

第四條、 名詞定義 

一、 志願服務：教友(或望教友)出於自由意志，非基於個人義務或法律責任，秉誠心

以知識、體能、勞力、經驗、技術、時間等貢獻社會，不以獲取報酬為目的，以

提高本教區公共事務效能及增進社會公益所為之各項輔助性服務。 

二、 志願服務者 (以下簡稱志工) ：對本教區提出志願服務者。 

三、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運用志工之教區中心、堂區、醫院、教育機構或社福機構。 

第二章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之職責 

 

第五條、 服務計畫報備 

一、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依志願服務計畫運用志願服務人員。 

二、 前項志願服務計畫應包括志願服務人員之召募、訓練、管理、運用、輔導、考核

及其服務項目。 

三、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於運用前，檢具志願服務計畫(如附錄一)，提送志工核心小組

及教區中心備查。 

四、 本教區所屬之醫院、學校、機構或社福團體，如運用志願服務人員應依「志願服

務法」第七條之規定，辦理下列事項： 

1. 志願服務運用者應於運用前，檢具志願服務計畫及立案登記證書影本，送政府

主管機關及該志願服務計畫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案，並應於運用結束後二個月

內，將志願服務計畫辦理情形函報主管機關及該志願服務計畫目的事業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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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備查；其運用期間在二年以上者，應於年度結束後二個月內，將辦理情形函

報主管機關及志願服務計畫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各教區志工隊運用單

位，可免立案登記證書等，該語與此條文，此處係指博愛基金會) 志願服務運

用單位應向本隊提出，由本隊知會博愛基金會，據以向政府主管機關提出年度

服務計劃。 

2. 志願服務運用者為志願服務運用者之章程所載存立目的與志願服務計畫相符

者，免於運用前申請備案。但應於年度結束後二個月內，將辦理情形函報主管

機關及該志願服務計畫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 

五、 各堂區由善會或教友自行志願排定之服務工作，暫免於運用前申請備案。非定期

或因特殊單一臨時需要之任務需求，可免除列入例行運用計畫中。 

第六條、 召募志工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得自行召募志工，召募後應將志工報名表(如附錄二)，送教區中心審

查。 

第七條、 安全、衛生及督導 

一、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依照志工之工作內容與特點，確保志工在符合安全及衛生之

適當環境下進行服務。 

二、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提供志工必要之資訊，並指定專人負責志願服務之督導。 

三、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將志工服務開始及停止日期之三個工作日前函報教區中心。 

四、 必須具專門執業證照之工作，應由具證照之志工為之。 

 

第三章 志工之權利及義務 

第八條、 志工應有之權利 

志工應遵守本管理辦法之所有規定及各級主管指示，善盡勤、慎、敬、信的義務，方

始能獲得應享之權利。 

一、 接受足以擔任所從事工作之教育訓練。 

二、 一視同仁，尊重其自由、尊嚴、隱私及信仰。 

三、 依據工作之性質與特點，確保在適當之安全與衛生條件下從事工作。 

四、 獲得從事服務之完整資訊。 

五、 得參與所從事之志願服務計畫之擬定、設計規劃、執行及評估。 

第九條、 志工應有以下之義務： 

一、 遵守倫理守則之規定。 

二、 遵守志願服務運用單位訂定之規章。 

三、 應參與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所提供之教育訓練。 

四、 依相關規定妥善使用志工服務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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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服務時，應尊重受服務者之意願與權利。 

六、 對因服務而取得或獲知之訊息，保守秘密。 

七、 嚴禁向受服務者收取報酬。 

八、 妥善保管運用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所提供之可利用資源。 

第十條、 工作目標 

接受本隊或各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指派，依照預先排定的時間，以專業、負責盡職的態度，

協助各志願服務運用單位進行各項志願服務工作，使福傳工作順利進行。 

第十一條、 工作調派 

本隊得對志工服務部門、工作地點及服務內容，保有合理調動及調整權力。 

各服務部門、服務內容等工作相關辦法，依照該服務部門規定辦理或另行辦法規定之。 

第十二條、 工作內容與請差假 

一、 依約定的服務時間與地點，準時上、下班，維護服務崗位環境整潔。 

二、 服務時注重服裝儀容整潔。如有志工服務證或志工制服，應予配戴志工識別證及穿

著制服。 

三、 服務態度親切主動，保持禮貌並面帶微笑，表示友善尊重，提供正確訊息。如詢問

內容有疑惑，請先與神父或服務單位工作人員討論後再回覆，或轉介相關單位工作

人員答覆。 

四、 遇事需暫離工作崗位時，請向神父或服務單位工作人員、志工督導報備，交代行蹤，

再行離去。 

五、 無特殊原因未請假而連續三次未到服務單位者，視同自動停止志願服務工作。志願

服務(志工)證、識別證及志工制服應即繳回，經催告未理，志工證將隨之作廢失效。 

六、 請假三個月以上者，請先辦理停止志願服務工作，俟繼續擔任志工後再行排班。 

七、 服務時不聚集喧嘩、高聲談笑、不與隊友商談私務及進行私人事務如：購物、探訪

客戶、與人聚餐等。 

八、 教友、服務對像或家屬對志工有不正當之要求或談話時，請隨時通知神父或服務單

位工作人員處理，必要時請警衛室協助處理。 

九、 請遵守本教區規定，並遵從神父或服務單位、幹部志工之指導。 

第十三條、 工作中止 

如有違反以下工作內容及道德規範，或在服務期間有心智、精神狀態、人格特質、疾病

影響致不適任者，本隊得隨時中止其志工服務。如有因而遭致任何損失者，本隊將依法

追訴。 

一、 志工未經本隊授權不得以本隊、教區或個人及其他任何名義，對外(尤指新聞媒體)

發表與本隊、教區或教友個案有關之任何言論，亦需遵守天主教會政策，不得對

本隊及教區內外發表任何違反天主教會政策之言論。 

二、 不得違反本隊及各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內部之隱私標準，對有關工作上之機密或處

理教友相關事宜之資訊應保守秘密，更不可做為談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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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得以本隊志工或受僱員工之名義為任何未經本隊授權之行為或簽署任何文

件，亦不得有任何違法或違反公序良俗之行為。 

四、 應嚴格遵守志工專業獨立原則，不得與教友或本教區員工同仁間有任何型式之財

務借貸、擔保或參與標會等行為。 

五、 不得有違反善良社會風俗之行為，或對同仁或服務對象有性騷擾或性侵害之行

為。教會受理性騷擾申訴之電話專線為(02)2371-7865。 

六、 不得對服務單位或教區各級傳教士、教友、員工或其他志工及其家屬實施暴行或

侮辱之行為，並不得造謠滋事。同時保留法律追訴權，必要時訴諸法辦。  

七、 不得偷竊同仁或本隊財物。不得於工作時間內喝酒、賭博，或與同事大聲嘻笑或

吵架。 

八、 勿穿著志工制服從事其既定服務內容以外的業務；勿假『志工身份』在志願服務

運用單位或其他志工，推銷商品或從事商業行為。 

九、 請勿接受教友或家屬的饋贈。(詳見第十六條 餽贈的處置) 

第十四條、 停止服務及預告 

志工因故需停止服務，有義務向志工運用單位提出聲明。 

          

第四章 促進志願服務之措施 

第十五條、 內容 

一、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可視情況為志工辦理意外事故保險，必要時，並得補助交通、

誤餐及特殊保險等經費。 

二、 服務滿 300 小時為內政部核准正式志工者，可申請志願服務榮譽卡。志工憑卡可

免費或優惠進入全國部分文教休閒場所、風景區。 

第五章 其它規定及附則 

第十六條、 餽贈的處置 

一、 志工不得私自接受來自供應商或供應商有關人員、教區所屬學校或幼稚園之學生

家長、中途之家或安養中心之任何服務個案之法定代理人或親屬、教友與教友親屬

(以下簡稱「贈與者」)的任何形式及名義之餽贈；墓園或喪禮相關情況得收取空白

紅包袋為原則；倘不便婉拒，應將捐贈金額匯入本隊銀行帳戶內，並將贈與者之資

料交由本隊統一製作收據。若贈與者不願具名，仍應以「主知名」登錄入帳。贈與

金額將作為志工服務基金。 

二、 若有贈與者堅持要餽贈，婉請其改以捐贈予本隊，由本隊統一分配。 

三、 任何形式之捐款或物資捐贈，均需立即開立『財團法人台灣省天主教會新竹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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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義之收據予贈與者，作為憑證和記錄。若贈與者不願具名，仍應以「主知名」抬

頭開立收據以為憑證。所有贈與金額將作為志工服務基金。 

以上規範如有違反，將導致立即終止志工服務。如有因而遭致教區任何損失者，本隊將

依法追訴。 

第十七條、 志願服務工作服務守則 

志工須瞭解本隊志願服務工作之規範，並同意遵守「志願服務工作」服務守則(如附錄

三)。 

第十八條、 管理辦法核准及修正 

本管理辦法經新竹教區主教核准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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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天主教志工團新竹教區志工大隊 

志願服務需求申請表 

申請單位  

服務項目 

□ (01)導覽福傳服務     □ (02)安養關懷服務  

□ (03)青少年關愛服務   □ (04)生態環保服務 

□ (05)文書作業服務     □ (06)其它……………… 

服務內容  

志工具備 

專長能力 

資格條件 

 

需求人數            人 是否需要協助媒合   □是    □否 

服務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服務時段 □上午  □下午  □夜間       時至      時 

服務週期 每週：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可複選)    

服務時數總計 ____小時(月) 
單位可提

供之補助 

□誤餐費      元/便當 

□交通      元□其他                   

運用單位之 

志工督導 
姓名  連絡電話  

申請單位承辦人 申請單位主管 總鐸區隊志工督導 志工大隊承辦人 

    

※紅框部分由志工大隊填寫 

登錄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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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教志工團-新竹教區大隊 報名表 

編  號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性 別  

照  片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電  話 
公：  宅： 

行動：  傳真： 

e - mail   

聯絡地址  

婚姻狀態 □ 單身 □ 已婚 宗教信仰 □     教 □天主教        堂 □ 無 

學  歷  現   職 
 

語  文 □ 國 □台 □客 □原住民 □英 □日；□手語 □ 其他 ___________ 

自有車輛 □ 機車□ 轎車□ 廂型車□ 卡車 駕 照 □機車□小自客車□大客車□貨車  

專長興趣 

管理：□財務會計 □專案企劃 □行銷服務 □教學訓練  □其他          

活動：□歌唱 □舞蹈 □影劇  □樂器演奏 □團康領導  □其他          

醫護：□醫藥護理 □婦幼護育 □心理諮商 □訪問協談  □其他          

美工：□美工設計 □文宣海報 □書法 □繪畫 □攝影   □其他          

電腦：□文書處理 □影像處理 □網頁編輯 □語言程式  □其他          

職技：□水電維修 □電腦維修 □土木裝潢 □汽車修護  □其他          

教育：□學識 □語言 □職訓 □藝文 □體育 □其他          

其他：□烹飪 □園藝 □裁縫 □美髮 □武術 □運動    □其他          

服務選項 

□ (01)導覽福傳服務 － 教區名勝景點、堂區文物擺飾介紹、教會禮儀說明。 

□ (02)安養關懷服務 － 醫院病患、安養機構長者訪視、慰問、團康。 

□ (03)青少年關愛服務 － 青少年關懷陪伴、活動帶領、課業輔導。 

□ (04)生態環保服務 －環境衛生、生態維護、環保觀念推廣力行。 

  □ (05)文書作業服務 － 協助相關檔案資料整理等。 

服務經歷 
 

備  註 
凡完成各 12 小時之基礎、特殊訓練；並實習滿 36 小時者，可成為正式志工。同時發予聘書、

志工證、服務登錄冊、背心。 

堂區主任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 

* 為建檔基本資料及保險投保必填             接續頁 

附錄二 志工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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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暨同意書(志工版) 

財團法人天主教博愛基金會 (以下簡稱本法人)，因辦理保險、社會服務或社會工作、志工管理、交
通費發放及其他業務執行所需，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本法)之相關規定，將對本法人運用
志工之當事人進行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利用事宜，是依本法告知相關事宜如下︰ 

一、 進行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等事項之機關名稱︰ 
(1). 『財團法人天主教博愛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法人）。 
(2). 本法人及財團法人台灣省天主教會新竹教區委託之人事管理顧問公司。 
(3). 財團法人台灣省天主教會新竹教區。 
(4). 本法人及財團法人台灣省天主教會新竹教區其相關所屬關係機構(如:醫院、學校、幼

兒園、社福機構)、所屬志工運用單位。 
二、 個人資料蒐集之目的︰為保險、社會服務或社會工作、交通費發放、宗教、非營利組織業務及

志工管理相關業務執行皆屬之。 
三、 個人資料之類別︰ 

符合本法人志工資格之當事人之個人資料，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類別』
代號︰C001辨識個人者、C002辨識財務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C011個人描述、C012
身體描述、C021家庭情形、C035休閒活動及興趣、C037慈善機構或其他團體之會員資格、C038
職業、C051學校紀錄、C052資格或技術、C120宗教信仰之個人資料。 

四、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 期間︰前述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及依相關法令就資料保存所訂保存年限。 
2. 地區︰中華民國境內。 
3. 對象及方式︰ 

(1). 對象︰ 
﹝1﹞ 受本法人及財團法人台灣省天主教會新竹教區委任基於上開蒐集目的處理事務

之第三人。 
﹝2﹞ 本法人及財團法人台灣省天主教會新竹教區。 
﹝3﹞ 金融機構。 
﹝4﹞ 依法令請求本法人提供資料之公務機關。 

(2). 方式︰ 
您之個人資料將以書面、電子、口頭或其他適當方式，基於上開蒐集目的而為利用。 

五、 當事人依本法第 3條規定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 
當事人得以書面方式向本法人申請查詢、閱覽其個人資料；亦得申請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
個人資料、刪除及要求對其個人資料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六、 當事人得自由選擇提供個人資料時，不提供將對其權益之影響︰ 
當事人倘不同意本法人蒐集、處理及利用其個人資料者，本法人將因無法投保、了解您的所長，
而無法給予您完善之相關服務與業務，尚祈見諒。 
 

本人已收到並閱讀暸解上述同意書之內容，且同意上述告知之內容。 

 

姓名﹕   簽名 : .  

    身分證字號：  日期 :    

 

財團法人台灣省天主教會新竹教區 
地址：30051 新竹市中正路 156-1 號     

電話：(03)525-4198(代表號)    

傳真：(03)524-6353 

財團法人天主教博愛基金會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 27 號 11 樓之 1 

志工 : (02)-2341-5262  

傳真 : (02)-2341-5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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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志願服務工作服務守則 

天 主 教 志 工 團 新 竹 教 區 大 隊  

「志願服務工作」服務守則 

 

天主教志工團新竹教區大隊 (以下簡稱「本隊」) 為使志願服務工作者(以下簡稱「志工」)，

能瞭解志願服務工作，特別規範如下： 

壹、 工作目標：  

接受本隊或各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指派，依照預先排定的時間，以專業、負責盡職的態度，

協助各項志願服務工作，以實踐志願服務之美德。 

貳、 工作調派 

本隊得對志工服務部門、工作地點及服務內容，保有合理調動及調整權力。 

各服務部門、服務內容等工作相關辦法，依照該服務部門規定辦理或另行辦法規定之。 

參、 志工應有之權利： 

志工應遵守本管理辦法之所有規定及各級主管指示，善盡勤、慎、敬、信的義務，方始

能獲得應享之權利。 

一、 接受足以擔任所從事工作之教育訓練。 

二、 一視同仁，尊重其自由、尊嚴、隱私及信仰。 

三、 依據工作之性質與特點，確保在適當之安全與衛生條件下從事工作。 

四、 獲得從事服務之完整資訊。 

五、 得參與所從事之志願服務計畫之擬定、設計規劃、執行及評估。 

肆、 志工應有以下之義務： 

一、 遵守倫理守則之規定。 

二、 遵守志願服務運用單位訂定之規章。 

三、 應參與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所提供之教育訓練。 

四、 依相關規定妥善使用志工服務證。 

五、 服務時，應尊重受服務者之意願與權利。 

六、 對因服務而取得或獲知之訊息，保守秘密。 

七、 嚴禁向受服務者收取報酬。 

八、 妥善保管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所提供之可利用資源。 

陸、 工作內容與請差假 

一、 依約定的服務時間與地點，準時上、下班，維護服務崗位環境整潔。 

二、 服務時注重服裝儀容整潔。如有志工服務證或志工制服，應予配戴志工識別證及穿

著制服。 

三、 服務態度親切主動，保持禮貌並面帶微笑，表示友善尊重，提供正確訊息。如詢問

內容有疑惑，請先與神父或服務單位工作人員討論後再回覆，或轉介相關單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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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答覆。 

四、 遇事需暫離工作崗位時，請向神父或服務單位工作人員、志工督導報備，交代行蹤，

再行離去。 

五、 無特殊原因未請假而連續三次未到服務單位者，視同自動停止志願服務工作。志願

服務(志工)證、識別證及志工制服應即繳回，經催告未理，志工證將隨之作廢失效。 

六、 請假三個月以上者，請先辦理停止志願服務工作，俟繼續擔任志工後再行排班。 

七、 服務時不聚集喧嘩、高聲談笑、不與隊友商談私務及進行私人事務如：購物、探訪

客戶、與人聚餐等。 

八、 教友、服務對像或家屬對志工有不正當之要求或談話時，請隨時通知神父或服務單位

工作職工處理，必要時得請警衛室協助處理。 

九、 請遵守本教區規定，並遵從神父或服務單位、幹部志工之指導。 

伍、 道德規範： 

一、 志工未經本隊授權不得以本隊、教區或個人及其他任何名義，對外(尤指新聞媒體)

發表與本隊、教區或教友個案有關之任何言論，亦需遵守天主教會政策，不得對本

隊及教區內外發表任何違反天主教會政策之言論。 

二、 不得違反本隊及各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內部之隱私標準，對有關工作上之機密或處理

教友相關事宜之資訊應保守秘密，更不可做為談笑資料。 

三、 不得以本隊志工或受僱員工之名義為任何未經本隊授權之行為或簽署任何文件，亦

不得有任何違法或違反公序良俗之行為。 

四、 應嚴格遵守志工專業獨立原則，不得與教友或本教區員工同仁間有任何型式之財務借

貸、擔保或參與標會等行為。 

五、 不得有違反善良社會風俗之行為，或對同仁或服務對象有性騷擾或性侵害之行為。

教會受理性騷擾申訴之電話專線為(02)2371-7865。  

六、 對教區各級神職人員、教友、員工或其他志工及其家屬實施暴行或侮辱之行為，並

不得造謠滋事。同時保留法律追訴權，必要時訴諸法辦。  

七、 不得偷竊同仁或本隊財物。不得於工作時間內喝酒、賭博，或與同事大聲嘻笑或吵架。 

八、 勿穿著志工制服從事其既定服務內容以外的業務；勿假『志工身份』在志願服務運

用單位或其他志工，推銷商品或從事商業行為。 

九、 請勿接受教友或家屬的餽贈。若有贈與者堅持要餽贈，婉請其改以捐贈予本隊。任何

形式之捐款或物資捐贈，均需立即開立『財團法人台灣省天主教會新竹教區』名義之收

據予贈與者，作為憑證和記錄。若贈與者不願具名，仍應以「主知名」抬頭開立收據以

為憑證。所有贈與金額將作為志工服務基金。 

 

如有違反以上工作內容及道德規範，或在服務期間有心智、精神狀態、人格特質、疾病影響

致不適任者，本隊得隨時中止其志工服務。如有因而遭致任何損失者，本隊將依法追訴。 

 

 

姓名 :   簽名 : .  

 

身分證字號 :                       日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