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政府社會局111年度新移民課程開課情形一覽表
辦理單位

課程種類
（名 稱）

招生對象

開課時間

開課地點

聯絡電話

3月至6月，共15次，含12
新移民樂學會--「歡" 109、110年新移民舞蹈團成員，
次/2小時專業訓練；團員
新"鼓舞」新移民舞蹈 並開放部分名額給新進團員，預
可彈性自主練習1小時，
團
計10名成員
並進行3次公益服務
新移民樂學會--「"新"
40歲以上中高齡新移民，部分名
花朵朵開 園藝一起
8月至10月辦理1梯次共8
額提供給社區民眾，預計至少招
來」中高齡新移民支持
次課程，每次2.5小時
收8位成員
團體
家庭百寶箱--「意"遊" 舊生為主，另招收部分新移民家 3月至7月，辦理1梯共9次
未盡」新移民親子桌遊 長及其就讀小五以上子女，中心 課程，含8次課程及1次公
團體
案家優先，預計6對親子、12人 益服務，每次2.5小時
二代培力--「美麗"新" 109、110年新二代課程舊生為主 7月至8月，辦理4次課程
視界」二代職涯探索課 ，及招收暑假後升國小五年級至 及2場次的職場體驗，每
程
國中三年級之新生，預計15位 次3小時
臺北市新移民 「繪出"新"視界」臺北
婦女暨家庭服 市海外歸國及跨國領養 8位國小五年級以上新二代
務中心
新移民二代支持團體
助人培力--「一心一"
譯"」多語通譯人員培
力工作坊
社區宣導暨資源整合會
議--「姊妹"新"力量」
婦女節歡慶活動
「寵愛媽咪好"食"光」
母親節歡慶活動
「"泰"平天"國"」泰國
水燈節體驗活動
難"移"忘懷-新移民烹
飪班
物換"新""藝"-新移民
手工藝班
家庭百寶箱--新移民學
齡前親子系列講座

臺北市新移民婦女暨家
1月至12月，辦理1梯共10 庭服務中心（臺北市大
同區迪化街一段21號7
次團體，每次2.5小時
樓）

2558-0133

招收聽說讀寫能力熟練中文及第
3月、4月，辦理1梯共2天
二外語之新移民，部分成員為中
，1天6小時，共計12小時
心通譯，預計共25人參與
新移民及一般婦女成員，預計共
3月，1場次3小時
25人參與
新移民及一般家庭，30人

5月，1場次3小時

新移民及一般家庭，30人

11月，1場次3小時

12位新移民及社區民眾參
16位新移民及社區民眾參與
10對新移民及一般家庭親子

辦理9次課程及1次公益服
務，每次3小時
辦理10次課程，每次2.5
小時
辦理3場次講座，每次2小
時

設籍或居住於臺北市之新移民及
「幸福生活講座」新移 其家庭成員、社會大眾，以東區 3月、6月及8月，3場次，
民知能培力講座
新移民家庭優先參加，每場預計 每次2小時
招生20人
設籍或實際居住於臺北市之新移
「書寫我的生命故事」 民與其家庭成員，以內湖、松 4月9至月，共計辦理6場
新移民成長團體
山、南港3區之新移民優先參加 次，每場次3小時
，10人
設籍或實際居住於臺北市之國小
「探索情緒百寶箱」兒
7月至8月，辦理3場次，
學生，以東區新移民二代為優先
童生活營
每場次4.5小時
，12人
臺北市之新移民及滿2歲至6歲學
「巧手藝術家」親子互 齡前親子，以設籍或實際居住在 9月10至月，進行1場次，
動活動
臺北市東區之新移民為優先，8 2小時課程
臺北市東區新
組親子，共計16人
移民社區關懷
設籍或實際居住在臺北市之新移
「快樂FUN心遊」家庭
據點
民及其家人，以東區成員優先參 5月
聯誼活動
加，共計38人

臺北市東區新移民社區
關懷據點（臺北市內湖
區康寧路3段189巷83弄
19號）

2631-7059

「展現自我，團結合
作」志願服務方案

新移民母國文化講師
「新力量無限大
infinity8」據點8週年
成果展
「我們都是好鄰居」開
幕茶會
婦女培力手作班
「銀髮新生活」年長新
移民團體
「小手拉大手」親子志
工培力訓練
婦女節活動
臺北市西區新
移民社區關懷 母親節慶祝活動
據點

（1）有服務意願之新移民
（2）一般民眾，年滿20歲，熱
心公益，願意從事新移民助人服
務者
設籍或居住於臺北市之新移民，
以東區志工隊優先參加，每次10
人訓練
設籍或居住於臺北市之新移民及
其家庭、志工及社區民眾，共計
40人
新移民及其家屬、社區民眾、公
私機關（構）等資源網絡單位，
預計共60人
凡設籍或實際居住在臺北市西區
之新移民及其家庭成員，每場15
人
臺北市之年長（60歲以上）之新
移民，以喪偶者為優先，每次招
募10人
設籍或實住本市西區之新移民及
其子女，二代須就讀國小以上，
預計8個家戶，至少15人
60歲以上臺北市西區之新移民及
其家庭成員或一般民眾，預計20
人

新移民

療心時光~家長自我照
中高齡新移民
顧團體
新移民
兒童心生活探險夏令營 新二代
臺北市南區新
與你「新」繫一起~家
移民社區關懷
新移民
長親職成長團體
據點
樂活心旅行-紓壓踏青 中高齡新移民
趣
新移民家庭
同「新」同心歲末茶會
新移民家庭
暨服務成果展
新藝樂體驗-社區互動
新移民/一般民眾
宣導
守護天使-志工培訓

4月至5月，共計辦理2場
訓練，每場3小時，共計6
小時
11月至12月，1場次

未定，1場次
1月至12月，預計辦理4場
次，每場次時間3小時
1月至12月，預計辦理4場
次，每場次時間2小時
1月至12月，預計辦理4場
次
3月9日，1場次
臺北市西區新移民社區
關懷據點（臺北市中正
區延平南路207號4樓）

2361-6577

暫定7月5日至8日，共4天 臺北市南區新移民社區
關懷據點（臺北市文山
暫定6月11、18日、7月23
區羅斯福路5段211巷23
日（星期六）
號1樓-近萬隆捷運站3
暫定10月22日（星期六） 號出口）

2931-2166

設籍或實際居住於臺北市西區之
新移民及其家庭成員為優先，一 5月，1場次
般民眾亦可報名，預計30人參與

臺北市中正、萬華、大同區之新
111年度家庭聯誼活動 移民弱勢家庭優先報名，預計38
人參與（含工作人員）
設籍或實際居住在臺北市西區之
親職教育方案
新移民及其家庭成員優先報名，
12人參與
設籍或實際居住於中正、萬華、
「為生活整理」收納課
大同3區新移民及其家人，預計
程
20人參與
設籍或居住於本市之新移民及其
新移民家庭聚會暨成果
家庭成員，以西區成員優先參加
展
，預計50人參與
文化講師教練
協力圈

3月至9月，4場訓練，每
場3小時，共計12小時。1
場志工聯誼活動

新移民/一般民眾

1月至12月，1場次

1月至12月，1場次
4月至5月，預計辦理4場
次
11月，1場次
暫定3月5、12、26日、8
月20日、9月17日（星期
六）
暫定3月19日、4月9日、5
月14、21、28日（星期
六）

暫定10月15日（星期六）
暫定4月至11月辦理5場次
暫定2月19日、4月23日（
星期六）

3月19日、4月16日、5月
21日、6月18日、7月16
日、8月20日、9月17日
除5月21日有2時段，分別
為從上午10：00至中午
12：00及下午1：00至4：
00外，其他皆為星期六上
午10：00至中午12：00

絵本屋
「吃」的一樣嗎？
士林街角你知道
「原」來住這裡？

臺北女路走訪大稻埕
植物歡樂頌
魔法綠手指
甜蜜泡泡
臺北市北區新
移民社區關懷 異國美食緬甸街半日遊
據點
居家水電工班
如何運用攝影展現自己
展珍新˙愛公益—志工
培訓
多元文化故事行銷
活動拍攝與側拍技巧
活動短視頻剪輯

設籍或居住於臺北市之新移民及
3月12日(暫定)
其家庭成員、一般社區大眾（以
7月(暫定)
北區新移民及其家庭成員優先）
4月30日(暫定)
(尚未排定，請洽主辦單
位)
(尚未排定，請洽主辦單
位)
(尚未排定，請洽主辦單
位)
(尚未排定，請洽主辦單
位)
3月5日(星期六)下午2：
00至5：00
4月9日(星期六)下午2：
有意願擔任據點志工的設籍或居 00至5：00
住於臺北市之新移民及其家庭成 5月14日(星期六)下午2：
員、社區大眾(展珍新志工團隊 00至5：00
成員優先)
4月21日(星期四)
5月5日(星期四)

展珍新˙愛公益—志工
服務
(1)復活節DIY
(2)母親節DIY
【備註】實際辦理情形以各單位公告為主

臺北市北區新移民社區
關懷據點（臺北市士林
區中山北路6段290巷7
弄5號1樓）

2504-03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