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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看下去…… 

 

服務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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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著這一群小朋友由初來乍到的生

澀、靦腆，漸入佳境成了活潑、自動

自發的小志工，不管是服務臺主動協

助引導，製作瓶中信……等工作，也都

積極的參與，心裡有著滿滿的感動，

相信小志工們此行也是滿載而歸的，

南戶有你們真好！ 
  

【當廢五金遇見美】  南戶入口意象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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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天來到戶政事務所當志

工的時候，本來也很不願意，因

為剛好是在暑假，所以只想要每

天躺在沙發裡看電視。但是當我

真正進入這裡之，我才知道為民眾服

務是一件開心的事，而我也更加喜歡當志工了。來戶政事務

所，也讓我學到了很多，像是招呼民眾，以及危機處理等技

巧，這些經驗，不是哪裡都能體會到的，而且這些技巧也一

定對未來的職業上有所幫助。有時候要回答民眾的問題，例

如辦這個要帶什麼或那個是不是在這裡辦，如果我能回答就

盡量告訴他們，若是真的沒辦法，那就只好請教專業人員了。

短短的二十四小時，一下子就過去了，雖然還想繼續服務，

但礙於課業的壓力，也只好先就此告一段落了。希望以後還

有機會能夠再當志工，為廣大的民眾服務。  

【王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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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戶政事務所的第一天是又

高興又害怕，第一次從事這樣的

工作，超級開心的。但又害怕事

情做不好，還好有美珍阿姨和兩

位替代役哥哥的幫助下，讓我能快速

的熟悉事務所的環境。在第一次接觸掃描機時，其實還蠻有

趣的，前後算一算我和我的夥伴－張宜璟大概掃了三、四本

年報表了，雖然本來計畫好的羽球及籃球旅程因為颱風而取

消了，但在裏頭吹吹冷氣也好，雖然只有短短的一個禮拜，

但是還是要感謝美珍阿姨和替代役哥哥的幫助，也謝謝戶政

事務所讓我們有機會到裡頭服務。  

 

 

 

【李明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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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天的志工讓我第一次覺的暑

假好充實,在戶政所過的很開心也

學到很多,替代役哥哥對人很輕切.

在這 3 天我清楚學到了怎麼製作

瓶中信,如何掃描,而且以後如果要辦

證件,也大概知道是怎樣的流程了.在這次的志工,我算是踏出

了第一步吧,我能勇敢的跟不認識的人說話,還能用微笑回應

他們,這對我來說是個很大的突破,如果以後還有機會能在去

做志工,我會很高興的,最後祝蔡小姐身體健康.平安順利。 

PS1:我文筆不好不知道怎麼排版  

PS2:我了解到瓶中信裡面的紙有多難做,如果還有機會去,拜

託別讓我做那個紙,會瘋掉的...... 

 

 

【杜冠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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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來到戶政事務所，發現

四周整裡的乾淨，還有服務人員

親切的笑容，這些都有一種給人

舒服、像在家的感覺，這是來到

這裡它給我的第一印象。 

  當志工這一個禮拜多的日子裡，我體驗到一種快樂，那是

有別於到遊樂園玩的快樂，而是一種替人服務後，卻又不求

回報的喜悅，開心的是，只要聽到有人向你道聲謝謝就能夠

很滿足了。 

  社會上就是有很多這種人，他們不搶光采，也不出風頭，

只是本著「默默」的精神為大眾服務，他們雖然平凡，但卻

又很偉大…… 

 

 

【周曉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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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我在戶政事務所學到了登記戶

籍謄本,自然人憑證,和修改名字......等

都是要到戶政事務所來辦的,也讓本來

非常怕生的我克服了這個恐懼,還多認

識了很多人像是:蔡小姐,宗煒哥哥,周

曉斈......等,我也做了很多工作例如:掃描年

報表和月報表站在服務處幫來賓抽卡,修補記錄本......等,也遇

到了許多很不錯的拍擋和友善的志工媽媽和志工爸爸,最重

要的還是在戶政事務所學到的寶貴知識,我從剛報到甚麼都

不會到最後滿載而歸這都要歸功於這次來到戶政事務所做

志工,我覺得我很幸運可以在戶政事務所做志工,所以我希望

以後還有機會再度可以去戶政事務所做志工來替大家服務! 

 

 

【林明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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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剛開始去做志工的時候,由一

位很親切的小姐跟我介紹主要工

作內容及注意事項,他發給了我一

張紅色的單子,內容也是在說明志

工所要做的工作及必需尊守的規定。 

    第一天的工作是做結婚對瓶,它是種手工藝,對手工藝一

竅不通的我是一大挑戰,但從過程中確也覺的新鮮、有趣。之

後的工作就是少掃描或是站在櫃台指引民眾,掃描很簡單一

學就會,但站在櫃台指引民眾對我來說很難,因我不知道該如

何去面對不認識的人,甚至要主動去詢問他们,還好有一位小

姐解救了我,她說我不適合站櫃台,因此我的工作就以掃描居

多,結束了戶政的志工服務,我最大的收穫是學會了如何掃描,

以及了解到我必需要多學習如何與人相處,還有我認識了很

多志工朋友。 

【邵仕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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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馬振倫，我很高興能來當

戶政的暑期志工，在當志工的這

段期間，戶政裡的大哥哥大姐姐

們都對我很好，真是謝謝你們了，

做志工真的很有趣，尤其是完全投入

盡全力去做的時候，真是使人為之「怡然稱快」。但在做某

些工作的時候，還真是没那麼好做呢！像是在掃瞄時，總是

會讓我的鼻子不舒服，我想是因為那些紙比我還要老的關係

吧！真的很感謝戶政裡的大家，希望下次還有這個榮幸再來

當志工呢！ 

 

 

 

 

【馬振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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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當志工以來,我學習到很多

的愛與關懷,更重要的是抱著一顆

溫暖及熱情的心和笑容,在服務的

同時也能感受到許多的快樂,不管

是服務的人或是被服務的人,那個笑

容會令我感覺十分的開心。例如:在這幾天的掃描,做瓶中信,

站在服務台服務大家或者是還教了一位不會寫字的伯伯寫

字,教完之後站在伯伯旁邊的阿姨就笑笑的對我說謝謝,那種

感覺是多麼的開心。做完這幾件事後告訴我,原來做志工不只

能夠為他人帶來溫暖,更能改變一個人的想法,只要我還有能

力, 我一定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幫助及關懷人。其實每個人

的心中都存在著一顆溫暖的心,最重要的是如何發揮自己的

能力來幫助別人,讓別人感受到那顆暖活的心。 

 

【高畇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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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張宜璟，一開始來到南戶，

只知道要當志工而已，並沒有想

到會學這麼多，學會了接待的禮

儀，接觸了各式各樣的人客、後

來學會了掃描，也碰到很多老舊的資

料，好有趣喔。和搭檔李明濬哥哥也合作無間。顏毓麟和潘

宗煒兩位替代役哥哥和蔡美珍阿姨還有其他志工阿姨、叔叔

都對我們非常照顧呢！！最後一天的瓶中信也很可愛喔，廢

物利用的牛奶罐，裡頭再加上小熊娃娃和珠子的點綴，外頭

再纏上緞帶，好夢幻喔！！我都捨不得離開呢！謝謝大家的

照顧了！ 

 

 

 

【張宜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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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漫長暑假之逐漸接近尾聲，我

在南區戶政事務所擔任志工之時段亦

將告一段落，由於這是我第一次擔任

校外志工的工作，所以在 7 月 15 日

還未擔任志工前，我的心情是充滿緊

張與不安的，因為我很擔心無法勝任我

被指派的工作。很幸運的是我的顧慮都是

多餘的，因為事務所裡的阿姨、叔叔與志願役大哥哥們都是很親

切且有耐心的指導我該如何做好工作。 

  雖然只是幾次的志工服務，但每次看著進進出出的民眾們，

與在座位上不停處理公文的阿姨、叔叔們，這讓我瞭解了原來在

公家機關裡辦公是忙碌與辛苦的。而我的主要工作雖然只是幫忙

抽號碼牌與引導民眾至櫃台辦理事務，但也從中讓我學習了服務

民眾之應有態度與耐心。 

  非常感謝南區戶政事務所給我這次擔任志工的機會，除讓我

留下一段美好的記憶外，亦使我獲得一充實且寶貴的社會服務經

驗。 

 

【陳亭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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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興能在暑假期間做志工服

務，雖然起初只是為了高中作業，

但在服務他人的當下，我也沒想

這麼多，只覺得能夠服務別人是

一件令人感到愉悅的事。我的工作雖

然有 2、3 個，但我對站服務台的工作情有獨鍾，總覺得可

以將民眾引導到座位上是一件快樂的事，即使要一直走來走

去，這份工作依然使我樂在其中。 

    這次的志工經驗讓我受益良多，體會到幫助別人的快樂，

希望以後也可以有機會繼續幫忙。 

 

 

 

 

【陳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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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好幾日的志工，每天工作

做的蠻累人的，不是站服務台就

是掃描或是做瓶中信。站服務台

雖然腳會痠，但卻可以和民眾互

動。雖然會有一些挫折，但有些民眾

會給我ㄧ些鼓勵，讓我很感動，也讓我有動力繼續站下去。

然後就是掃描了，掃描是輕鬆的工作，但是久了手會痠、眼

睛也會不舒服，雖然有一些累，但可以忍受。最後就是瓶中

信，瓶中信不是我不想做，而是我之前做的時候，有摔破一

瓶，這就害叔叔、阿姨有了困擾，所以我就不敢做了。 

    謝謝替代役哥哥的指導，志工媽媽的教導，也謝謝櫃檯

的叔叔、阿姨們的鼓勵。 

 

 

【蔡弦錞】 
  



 

 

16 

這一次南區戶政事務所讓我有這一

個機會來到這裡做志工，雖然不一定

很喜歡每件要幫忙的事，但是決定要

來這哩，就一定要做好。 

    掃描真是一件頗費心的工作，因

為這些不是普通的紙啊！而是三、四十

年幾年的紙啊！比自己的年齡還大一倍多

啊！在掃的過程中，還得打開之後再放進去，打開之後再放進去，有

點麻煩，萬一不小心印錯了就功虧一簣了！ 

  還有做小熊放進玻璃瓶裡的時候，也是一件很費心神的工作（只

要認真做都會這樣《笑》），因為要拿捏好素材的樣子及份量，才不會

讓成品變的很奇怪。 

  引導民眾是一件很困難的工作，對於內向的我來說（欸你），因

為有時候民眾會問一些你無法招架的問題，所以說話的藝術是很重要

的（嗯）！ 

  感謝美珍阿姨，教導我們志工很多，也謝謝替代役哥哥們幫我們

很多，也讓我們不那麼緊張，謝謝南戶所有叔叔阿姨們，在我們遇到

問題時也會幫我們。十分感謝各位叔叔阿姨。 

（寫完啦！哈哈，收工啦！） 

【蔡旻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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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去做志工……有個哥哥帶我

和另一個人去認識環境，然後也了解

掃描機。第一次看到所以特別開心！

迫不及待的想試試！對了，還有那裏

的人好親切喔！一下子問那裡有電風

扇可以吹喔！一下子問還可以嗎？尤

其是那位哥哥，還有拿飲料給我喝，真是

太謝謝你了！！=”)就這樣來到了第二天，也是一樣的工作……第三天

一進去先簽到，然後再看看掃描機那個位子，已經有人坐了耶～～心

想那接下來要幹嘛咧？？然後蔡小姐就告訴我，今天就站櫃檯吧！根

志工媽媽一起。之後就學習志工媽媽開門時，要問他要來辦什麼！然

後抽號碼，請他到位子上坐一下等待。本來跟志工媽媽沒什麼話聊，

後來就跟她聊開了。知道他們家種好多好多水果，都不用買，甚至還

可以賣呢！！還有他們家也好多人耶～～孫子就有六個，整整是我家

的兩倍=^=還有認識了另一位替代役哥哥！！很高興認識你 XD 之後

呢！！哥哥帶我們去看打洞機！好酷咩～只可惜不能親手試試，不過

還是很 Happy 還有拍照好害羞>///<最後，我比較喜歡站櫃檯～

希望以後還可以站！我剩一天了！！那我們八月份再見囉～ㄅㄅ～

＊ 

【蔡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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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南區戶政事務所給我這個

志工的機會，雖然一開始只是為

了時數，不過做志工的其間也讓

我學到了新的東西，像是可以區

別辦理哪些事務該來戶政事務所辦理;

哪些又該到區公所去辦理。戶政事務所的志工媽媽和志願役

哥哥人也都很好。在廣播器壞掉的期間，還必須記住每個人

抽取的號碼牌的號碼，才能在輪到他們辦理的時候，將他們

帶到正確的櫃台。在做志工的這段期間，學到了很多新的東

西，所以，謝謝戶政事務所的各位，謝謝~~~ 

 

 

 

 

【顏紫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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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八天裡，給了我許多的知識，

和豐富的成果，我也學到了許多的東

西，我覺得無論身在何處，隨時隨地

做好份內的工作，發揮自己的專業知

識，提供給他人好的服務，秉持「人

生以服務為目的」的熱忱去做每一件事，

那麼事情也會愈來愈完美，獲得別人的讚

美與認同。每個接觸過志工服務的人，都希望自己可以能夠再做更多，

而不只是一個單純的過客，因此毅然投入。 

我覺得既然要服務社會大眾，那就要做好，要隨時保持樂觀，親切的

服務態度，協助老弱，殘障的人。 

結論： 

一個健全的國家如果沒有公共服務，必然會有負面的影響，國家必然

難以健全。民眾的服務是社會是否健全的必要條件，凡所有先進國家

皆行此事，只因公共服務是健全社會的基本要素。 

結語： 

生命的過程是相輔相成的，完善的社會體制能使國民安全，社會也就

容易健全，所以說基本的公共服務乃是治國要素。 

 

【魏汶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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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學生志工服務花絮 

  

曼彤與姿淇與戶政人員合影 

曼彤與姿淇協助愛心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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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學生志工服務花絮 
 

  

替代役從旁指導學生志工各項協助服務 

暑期學生志工服務開始啦！美珍悉心地介紹戶所環境 

掃描是件既要細心又要有耐心的工作，感謝學生志工的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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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學生志工服務花絮 
 
 
  

認識新同學，分享彼此服務的心得互相幫忙 

微笑之星與微笑志工 

小志工們的認真與祝福都放進每一瓶瓶中信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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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小小的背影， 

都蘊藏著大大的愛心。 

 

 

 

 

感謝每一位同學無怨無悔的付出。 

 

 

 

 

台南市南區戶政事務所  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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