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光志願服務隊

110年度志工大會

日期：110.12.16



香光志願服務隊

快樂志工

有您真好



香光志願服務隊

實在有夠讚！

校園弘化 課務志工

庭園志工 總務志工



高雄市志願服務獎勵

~獲獎名單

組別 獲獎名單(7人)

銅質獎 李錦慧、鄭秀英、郭錦市(知賓)

銀質獎 李敏鋒(公務)

金質獎 程玉霞(社教)
謝宜耿(校園)
龔麗雲(知賓)



程玉霞(社教志工)

衛生福利志願服務獎勵
銅牌獎~獎勵名單



香光志願服務隊

110年志工大會報告

報告人：程建華

日 期：110/12/16

時 間：15分鐘



香光志願服務隊

110年度成果報告

報告人：吳秋蘭

日期：110.12.16



志工隊現況報告(組別)
組別 組員人數 基礎訓練 特殊訓練 服務紀錄冊 榮譽卡

校園弘化 58 57 57 55 24
兒少志工 24 24 23 23 10
6Q志工 22 22 22 22 1
教務志工 31 29 29 29 11
社教志工 10 10 10 10 6
圖書志工 65 65 65 65 33
課務志工 7 7 7 7 3

知賓.醫護.
交通.知客環保志工

75 74 74 74 25

庭園志工 35 33 33 33 7
公務志工 11 11 11 11 4
場務志工 84 84 82 82 24
總務.

環境維護志工
52 52 52 52 28

劇舞志工 14 14 14 14 2
合計 488 482 479 477 178

98.77% 98.15% 97.74% 36.47%



志工隊現況報告(年齡)

單位：人數

65歲以上197人
(佔40.37%)



110年高雄市志願服務獎勵獲獎統計

組別 金質獎 銀質獎 銅質獎 合計

校園弘化 1 1

社教志工 1 1

知賓志工 1 3 4

公務志工 1 1

合計 3 1 3 7

申請資格：1.銅質獎：從事志願服務工作，服務時數500小時以上
2.銀質獎：從事志願服務工作，服務時數1000小時以上
3.金質獎：從事志願服務工作，服務時數1250小時以上



110年衛服部志願服務獎勵獲獎統計

組別 金牌獎 銀牌獎 銅牌獎 合計

社教志工 1

合計 1 1

申請資格：

銅牌獎：從事志願服務工作，服務時數3000小時以上

銀牌獎：從事志願服務工作，服務時數5000小時以上

金牌獎：從事志願服務工作，服務時數8000小時以上



110年志工隊評鑑

特優獎



☆110年度執行財務報告

☆111年度預算書

志工隊財務報告



110年12月15日止

日期 摘要 收入 支出 結餘

110.01.03 110年隊費 32,700 53,451

110.02.05 110年隊費 100 53,551

110.02.08 志工保險費 25,652 27,899

110.02.26 110年隊費 10,400 38,299

110.04.09 110年隊費 700 38,999

110.05.21 110年隊費 600 39,599

110.07.30 110年隊費 300 39,899

110.09.23 志工保險費 131 39,768

110年收支一覽表



香光志願服務隊收支預算
中華民國111年01月01日至111年12月31日

科 目
上年度 本年度與上年度

說
明預算數 預算數 預算比較數

項 目 名 稱 增加 減少

本隊經費收入

一 隊費 46000 46000

二 捐助收入

總計 46000 46000

本隊經費支出

一 保險費 30000 36800 6800保費減少

二 志工獎勵 106年新
增獎勵要

點
1 禮品 5000 5000

2 獎狀 1000 1000

三 講師鐘點費 22400 22400

四 文具.影印.印刷 3000 3000

五 雜支 3000 3000

總計 64400 71200 6800



高齡志工志願服務計畫

香光志願服務隊65歲以上志工年齡層分布

年齡層 65-69 70-74 75-79 80歲以上 合計

人數 106 61 26 4 197

占比
65歲以上

52.53% 32.32% 13.13% 2.02% 100%

占比
全體志工

21.72% 12.50% 5.33% 0.82% 40.37%

☆65歲以上志工年齡層分布



高齡志工志願服務計畫

年度 志工總人數 高齡志工人數 高齡志工成長率 說明

105 434 104 ---

106 455 121 16.3%

107 442 127 5.0%

108 456 143 12.6%

109 480 146 2.10%

110 488 197 34.93%

☆推展目標達成狀況(目標成長3%)



高齡志工志願服務計畫
☆高齡志工眷屬滿意度調查結果

項目 滿意度

親人參與精舍志工服務，對其安全方面 91.30%

親人參與精舍志工服務，對其體力方面 90.43%

親人參與精舍志工服務，對於促進家庭和諧
90.43%

親人參與精舍志工服務，對其自我肯定方面
90.87%

親人參與精舍志工服務，對其歡喜心 91.30%

親人參與精舍志工服務，對其認同度 91.09%

整體滿意度
90.9%

較109年成長
0.5%



擬定111年度工作計畫初稿

111年度工作計畫



第四任幹部與窗口
幹部 名單

督導 程建華

隊長 吳秋蘭

副隊長 洪淑柑、翁桂容、李錦慧、劉大仁

組長 教學組 劉大仁 組訓組 洪淑柑 行政組 翁桂容

副組長 教學組 郭錦市 王惠娟 組訓組吳㛄蓁 行政組 童鳳鈴

候補幹部 李麗淑、詹麗守、蘇啟煌

聯絡窗口 校園弘化：許孃仁 兒少讀經班：蘇弘仁 兒少6Q：高春喜

教務志工：鄭宜榛 社教志工：藍美枝 圖書志工：童鳳鈴
課務志工：莊淑蕙 知賓志工：郭錦市 庭園志工：劉大仁
公務志工：周文彬 場務志工：范清惠 總務志工：陳惠珍

劇舞志工：王惠娟

行政志工 陳淑娥、涂瑛磬



☆1.111年重要行事日期：

(1)幹部會議:111/3/22(二)、111/9/20(二)

(2)志工大會:111/12/22(四)

(3)志工聯誼活動:4月(預定)一日遊

(4)新志工招募:新志工加入日期為

5/1~5/31及10/1~10/31二時段

(5)志工研習活動規畫辦理:5～6場次

111年重要行事



☆邀請志工們，參加總務組成長課，共讀《今生解脫》

☆香積組、打掃環境組、庭園公務交通組、樂齡志工、

(研)服務學長、影視史學、圖書館、綜合類。

☆向蔡信次學長報名。

☆時間：周五晚上7:30~9:30，每月1次

110/1/29、2/26、3/12、4/16、5/28、6/18、7/16、

8/20、9/17、10/15。

111年重要行事



Q & A

臨時動議



頒 獎



第十九屆金暉獎



香光志願服務隊獎勵要點

菩薩獎~獎勵名單
幹部 名單

督導 程建華

隊長 吳秋蘭

副隊長 李麗淑、洪淑柑、翁桂容、韓正派

組長 教學組 李麗淑 組訓組 洪淑柑 行政組 翁桂容

副組長 教學組 郭錦市 王惠娟 組訓組 詹麗守 行政組 童鳳鈴

候補幹部 吳㛄蓁 李錦慧 蘇啟煌

聯絡窗口 校園弘化：許孃仁 兒少志工：蘇弘仁 兒少6Q：高春喜

教務志工：鄭宜榛 社教志工：藍美枝 圖書志工：童鳳鈴
課務志工：莊淑蕙 知賓志工：郭錦市 庭園志工：劉大仁
公務志工：周文彬 場務志工：范清惠 總務志工：陳惠珍

劇舞志工：王惠娟

行政志工 陳淑娥、涂瑛磬



香光志願服務隊獎勵要點

績優獎~獎勵名單
組別 組員

兒少志工 蕭玉貞、林怡萱、陳秀月

社教志工 莊碧真

6Q志工 陳俊源

場務志工 陳張亮珠、劉雅娟、歐碧錦、陳昭郎、蔡徐菊梅、
柳登標

庭園志工 黃永坪、 劉月霞

課務志工 謝碧玉

圖書志工 周月華、林瑞玲

教務志工 吳芝蘭、王美玲、鄭素津、鄭素芬

1



監院自晟法師致詞

開示與鼓勵



大合照

香光志願服務隊



烏克麗麗表演

香光志願服務隊



柳登標（86歲）凌汝華 (83歲)

陳郭仁枝（81歲）

香光志願服務隊獎勵要點

長青獎~獎勵名單



香光志願服務隊獎勵要點

家族志工獎~獎勵名單

☆周碧玉(圖書)、周月華(圖書)

李茂騰(教務)

☆張惠琪(總務)、張惠玲(總務)

張惠珍(知賓)



香光志願服務隊獎勵要點

觀音獎~1

組別 組員 具體事蹟

校園弘化 張淑芳、許秀蓮、莊淑華、莊桂玲

陳季嫻、張淑瑛、王春鳳、謝文亮
林素惠、陳貞夙、何金記、潘銀市
謝瓊瑋、陳秋蜜、曾淑珍、黃文香

呂綺欣

擔任校園聯絡窗口，承擔總

務管理、資料彙整、團康籌
畫等行政工作，對增進校園
弘化各項推展，成效卓著。

兒少志工

讀經班

黃佳琪、賀明蕙、蔡雅珍、李沛穎、

盧金燕、林侑增

1.熱心參與精舍大型活動

2.擔任讀經班班導師
3.熱心參與志工研習課程

兒少志工

6Q

廖敏惠、陳淑貞、林麗卿、林惠慈、

莊金雀

認真教學、熱心參與各項活

動、搬運物品

1



香光志願服務隊獎勵要點

觀音獎~2

組別 組員 具體事蹟

教務志工 蔡信次、白艷好、林慈年、傅妍馨、邱

劉寶珠

1.國際志工日最佳掌旗手

2.熱心參與活動及志工研習課程

圖書志工 張翊甄、鍾佳里、 王碧凰、方麗霞 擔任研讀班高級班藏經、圖書館

讀者活動課程召集人與關主

知賓志工 張婉淑、柯昭英、楊怡華、董若玫

姚秀花、卓阿梅、方雪霞、陳王秀霞

徐美珠、黃秀琴、張秋妙

1.熱心參與活動及志工研習課程

2.讀書會課程導讀

課務志工 王岱夙 熱心參與活動及志工研習課程

社教志工

(含文史)

楊麗萍、黃秀惠 熱心參與活動及志工研習課程

2



香光志願服務隊獎勵要點

觀音獎~3
組別 組員 具體事蹟

庭園志工 黃永和、林昭榮、邱義堂、蔡良昌、

謝聖安、邱彩蓮、柯慧婷、廖玉玲

熱心參與活動及志工研習課

程

公務志工 陳駿耀、徐張源 熱心參與活動及志工研習課

程

場務志工 林貴媚、魏春蘭、陳虹蓉、梁玉梅、

洪崧育、顏美會、蘇幸雪、李育蘭、
陳麗囍、鄭錦綢、賴李香、吳麗敏、
王惠嫻、白佳蓉、黃英智

1.不畏風雨，每天晚上精舍

安板
2.不計時數，處理電腦文書
及列印

3.熱心參與活動及志工研習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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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光志願服務隊獎勵要點

觀音獎~4
組別 組員 具體事蹟

總務志工

(含環境維護)
張惠琪、楊鳳蘭、陳秀霞、郭梅桂

劉張秀珍、楊昌盛、黃玉蘭

陳炳宏、林語嬋、曾陳碧珠

周紋竹、林銀蘭、黃玉娟、張惠玲

張雅琴、柯恒成、張如華、施佳妙

鄭徐金來、吳蕭來香、高玉好

蔡月員、劉林美珍、江秀蘭

歐陳秀貴

1.熱心參與國際行善日

暨國際志工日
2.全程參與志工成長課

劇舞志工

(含合唱團)
蔡秀珍，王淑美 幫忙舞團的採購道具與

所有道具的管理及關照
舞團團員的練習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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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光志願服務隊獎勵要點

普賢獎
組別 組員 具體事蹟

綜合組 黃賢德、林采彤、楊每玉

楊月桂、陳香香、黃朝興

梁彩月、林慶健、蘇泰山

陳粉、魏敏秀、李慧娥

吳麗香、蔡淑貞、潘美琳

陳淑美、陳玉春、魏鏈馨

郭麵、林雲、梁篇、林阿娥

呂秀麗、郭林碧芬

熱心參與志工大會，

未獲任何獎項者



大合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