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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種籽領袖培育暨
社區營造技術課程

新住民二代多元智慧培力
暨親職增能計畫

主題課程以團隊合作任務體驗和自我探索為
主， 透過學員投入在任務中的互動、分享與覺
察，進一步強化八大優勢能力，並協助建立學
員之間的團隊向心力。讓我們一起學習團隊合
作溝通、體驗公益服務精神吧!

A.主題課程
☞參加對象：國中一年級至高中三年級，例年舊生
(原青春期、領袖班)及 111 年新生。
☞招生人數：35 人(額滿為止)
☞上課時間：週六 09:30~16:30(供餐)。(含 B 社區課程)
☞課程地點：暫定萬華區，實際地點會於課前通知。
☞主題課程日期：111 年 3/12(全天)、3/19(全天)、
4/16、5/7、6/18、10/1、11/19、11/26，共計 10
次課程；12/04(日)—成果發表會。
*111 年 5/7、9/3 下午另有安排職涯探索課程

為了展現愛生活！也愛環境的精神！我們將
引導學員們透過合作學習的方式，共同進入
“社區營造”的魔鏡，透過“社群經營”嘗
試將彼此的經驗融合，並發掘更多環境的潛
能！及“木工改造”等再生資源的無限魅
力！快來加入我們，與我們一起重新窺探這
世界吧！

B.社區營造技術課程
☞課程日期：111 年 4/16、6/18、8/6(全天) 、
9/3、10/1、11/19、11/26，共計八次課程；

主辦單位

12/04(日)—成果發表會。
*111 年 5/7、9/3 下午另有安排職涯探索課程。
☞上課時間：週六 09:30~16:30(供餐)。
(含 A 主題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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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報名表
姓名
學校
名稱

國小／國中

年級；

高中／高職

年級；

_____________大學_________科系/

出生

身分

年月

家長
姓名

父：

1.傳真報名：填寫完報名表及肖像權及個人資料使用同

父：

國籍
母：

母：

聯絡

手機

電話

號碼

意書後，傳真至(02)2230-0559。

年級

(保險用途)

證字號

日

◎報名方式：

通訊
地址

(包含鄰里詳細資料)

報名

青年種籽領袖培育暨社區營造技術課程，

項目

(A+B)共計 18 堂課。

●職涯探索課程：

2.電話報名：(02)2230-0339 洽詢黃老師、王老師。

☞課程日期：111 年 5/7、9/3；共計 2 堂課。
☞上課時間：週六下午 13:30~16:30。
☞課程地點：台北市萬華新移民會館

◎報名費用：全程免費。

(台北市萬華區長沙街二段 171 號)
●反毒宣導課程：

【二代培力課程皆為免費課程，請家長、學員珍惜資
源，報名後無故缺席，將列入黑名單】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1 年 3 月 11 日(五)。
(本中心將依學員招生狀況，提前或延後結束報名流程)

☞參加對象：青年種籽領袖培育班學員
☞課程日期：111 年 7 月 2 日(六)
☞上課時間：下午 13:30~16:30
☞課程地點：台北市萬華新移民會館
(台北市萬華區長沙街二段 171 號)

◎報名規定：
1.青年種籽領袖培育班學員須參與社會公益服務：依課
堂表現及所提交之服務計畫書，由社工督導選出至多
20 名學員參加 7/11-7/15 的「新二代青年服務學習體
驗工作坊」
、8/11-8/13 三天兩夜的「團隊合作工作坊」
隊輔志工服務及 11/5「2022 樹造幸福伊起傳愛愛心義

＊以上資料請務必填寫清楚，以利中心建檔及寄發課程相關通知使用

賣會」志工服務。

新住民二代多元智慧培力暨親職增能計畫課程

2.青年種籽領袖培育班之學員，須參與職涯探索及反毒

參與學員肖像權及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宣導課程。

本人(報名者之監護人)已了解「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
知暨同意書」上之相關條例與規範，以上所留的個人資料及課

*全勤資格說明：

堂攝錄影之肖像權，本人同意由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

1.青年種籽領袖培育班：主題課程+社區營造技術課程+

會、國泰慈善基金會、國泰世華銀行基金會、國泰建設文教基

職涯探索課程+反毒宣導課程，出席次數達八成以上，

金會等單位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除了做為此課程上課
通知使用，日後中心若舉辦各項課程、活動、及寄發期刊等，

共計 16 堂。
*圖為木工體驗課程

□同意 □不同意依此建檔資料進行電話邀請與郵寄。
本人同意上述內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

2.學校大型活動(家庭日、校慶、運動會、校外教學等，
需出示證明)或家庭重要事務請假者不認列缺勤。

青年種籽領袖培育暨
社區營造技術課程行事曆

3. 111 年度課程達全勤之學員，將於年底「成果發
表會」表揚外並可參加新二代學員摸彩活動。
(本中心保有最終修改、變更及取消本活動之權利)

青少年冒險
探索班

-多元文化戲劇班-

團隊合作能力問題解決能力

課程內容介紹>>>>>>>
模仿喜歡的角色人物是孩子與生俱來的能力，
透過戲劇課程培養學員欣賞世界的多元文化、
感受不同的情緒變化，並增強自我探索、身體
及聲音運用之潛能開發與創意表達能力。現

☞在，就讓我們帶著孩子一同前往戲劇世界，發
參加對象：國小一年級至三年級之新生
☞現更多面向的自己吧
招生人數：25 人(額滿為止)
!
☞☞參加對象：國小一年級至三年級之新生。
課程日期：111 年 3/19、4/16、5/14、
5/18、6/11、6/25、9/10、9/24、
☞招生人數：25 人(額滿為止)。
10/15、10/29、11/12、12/3(彩排)，共
☞課程日期：111 年 3/26、4/23、5/14、
計5/28、6/11、6/25、9/17、9/24、10/15、
12 次課程；12/04(日)—成果發表會

☞10/29、11/12、12/3(彩排)，共計
上課時間：週六上午 09:30~12:30
12 次課
☞程；12/04(日)—成果發表會。
課程地點：萬華新移民會館 4 樓大禮堂
(臺北市萬華區長沙街二段
☞課程時間：週六上午
09:30-12:30 171 號)
☞課程地點：臺北市萬華新移民會館
(台北市萬華區長沙街二段 171 號)
☞上課時間：週六上午 09:30~12:30

☞課程地點：

你有多久沒有放下手機和朋友共同專注的完成一件事
情了？可能是破解任務，可能是團隊合作，也可能是探
索未知的新事物，在冒險體驗中發掘更多面向的自己，

新住民二代多元智慧培力
暨親職增能計畫

並提升個人溝通表達能力及團隊合作之向心力！
準備好了嗎？快來與我們搭上青春列車，一起出發囉～

突破自我

溝通能力

☞參加對象：國小四年級至六年級曾參加戲劇班或未曾
參加過課程之新二代學員為主。
☞招生人數：25 人(額滿為止)。
☞課程日期：111 年 3/26、4/23、5/28、6/25、

主辦單位

7/23(全天)、9/24、10/22(全天)、11/12，共計 10 次
課程。
☞課程時間： 週六下午 13:30-16:30
週六全天 09:30-16:30(7/23、10/22)
☞課程地點：臺北市萬華新移民會館
(台北市萬華區長沙街二段 17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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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金融理財課程：
報名表
姓名
學校名稱

國小

出生

身分

年月日

證字號

家長姓名

父：
母：

報名項目

(保險用途)
父：
母：

3.學校大型活動(家庭日、校慶、運動會、校外教學等

課程學員之親子家庭。

，需出示證明)或家庭重要事務請假者不認列缺勤。

☞課程日期：111 年 7 月 2 日(六)

4.111 年度課程達全勤之學員，將於年底「成果發表會」

☞上課時間：上午 09:30~12:30

表揚外並可參加新二代學員摸彩活動。(本中心保有最終

☞課程地點：台北市萬華新移民會館

修改、變更及取消本活動之權利)

(台北市萬華區長沙街二段 171 號)

手機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國籍

年級

☞參加對象：多元文化戲劇班及青少年冒險探索班

注意事項

號碼
(包含鄰里詳細資料)

□多元文化戲劇班，共計 12 堂課。
□青少年冒險探索班，共計 10 堂課。

＊以上資料請務必填寫清楚，以利中心建檔及寄發課程相關通知使用

新住民二代多元智慧培力暨親職增能計畫課程
參與學員肖像權及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報名方式：
1.傳真報名：填寫完報名表及肖像權及個人資料使用
同意書後，傳真至(02)2230-0559。
2.電話報名：(02)2230-0339 洽詢黃老師、王老師。

☞報名費用：全程免費。
【二代培力課程皆為免費課程，請家長學員珍惜資
源，報名後無故缺席，將列入黑名單】
。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1 年 3 月 11 日(五)。

本人(報名者之監護人)已了解「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

(本中心將依學員招生狀況，提前或延後結束報名流程)

知暨同意書」上之相關條例與規範，以上所留的個人資料及課

☞報名規定：

堂攝錄影之肖像權，本人同意由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1.多元文化戲劇班及青少年冒險探索班學員可優先報名

國泰慈善基金會、國泰世華銀行基金會、國泰建設文教基金會

參加暑期 8/11(四)-8/13(六)為期三天兩夜的「團隊合

等單位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除了做為此課程上課通知
使用，日後中心若舉辦各項課程、活動、及寄發期刊等，

□同意 □不同意依此建檔資料進行電話邀請與郵寄。
本人同意上述內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

團隊合作工作坊花絮

作工作坊」
；名額僅 50 位，額滿將列為候補名單。
2.多元文化戲劇班及青少年冒險探索班之學員，須參與
親子理財課程。

*全勤資格說明：
1.多元文化戲劇班：戲劇課程+理財課程，出席次數達
八成以上，共 10 堂。
2.青少年冒險探索班:冒險探索課程+理財課程，出席次
數達八成以上，共 8 堂。

戲劇班課程行事曆

冒險班課程行事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