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學年上學期伊甸各服務中心可招收實習生人數一覽表(109.04.06更新)
實習職務

縣市別

單位名稱

基隆社資中心

基隆市

基隆職建中心

服務屬性

家暴多元處遇服務

參與家暴防治及家事事件服務。實習內
容以個案工作及活動辦理為主

職業重建服務

小作所(清潔、洗衣)、身心障礙者支持
性就業服務、職業輔導評量、庇護性就
業、視障生活重建方案服務

1.綜合服務中心
基隆市身心障礙福利服
2.24小時住宿服務機構
務中心
3.早期療育機構

興隆照顧中心

大龍養護中心

萬芳啟能中心

活泉之家暨真福方案

八德服務中心

實習生主要工作內容

社工員實習-個案工作、團體工作、社區
工作、方案設計、社會資源連結、調查
研究等直接服務項目實習及服務內容相
關之行政作業(如：服務報表整理、受服
務者相關資料整理。）

24小時住宿服務機構（肢
體障礙類）

1. 團體課程方案設計及執行
2. 家庭訪視見習 (家訪紀錄書寫)
3. 個案會談見習 (晤談紀錄書寫)
4. 個案陪伴及關係建立
5. ISP個案個別化服務目標擬訂與設立
6. 機構例行業務支援
7. 機構活動支援
8. 輔具認識及使用

24小時住宿服務機構（肢
體障礙及智能障礙類）

1.服務對象：18歲至65歲（原已於中心
接受服務者，如年齡已逾65歲，經中心
評估後仍可於中心接受服務者，不受65
歲之限制），設籍本市半年以上，且符
合以下資格之一者：
(1)持有身心障礙手冊之中度以上肢體障
礙、智能障礙者或合併肢體障礙、智能
障礙之多重障礙者。
(2)持有本市身心障礙證明障礙類別為第
一、七類且ICD診斷為註記【05】、
【06】者。
2.實習內容：個案工作、團體工作、資

身心障礙日間照顧機構

個案工作 、個案管理、帶領團體活動、
家庭訪視 、電話諮詢、機構安置（日
托)、個案各別陪伴及照顧、志工帶領、
機構參訪介紹、連結社會資源提供社區
融合、與大眾接觸並執行社區活動

精神障礙者福利服務中心

1.個案/團體/社區工作
2.精神障礙者會所模式(Clubhouse Model)
3.精神疾病照顧者專線

綜合福利中心

1.團體工作：規劃、執行、評估。
2.服務滿意度調查：設計、調查、統計
分析。
3.個案工作見習。
4.據點關懷服務。
5.輔具業務介紹。
6.其他事項支援。

可提供名額

資格限制

聯絡窗口

聯絡方式

社工員1-2名

1.背景限制：社會工作本科系、相關科系或45學分班皆可。
2.實習方式：學期期中實習或暑期實習皆可。
3.實習計劃書：需檢具
4.實習面談：需接受面談
5.實習申請時限：預計實習日前3個月

社資中心洪春蓮組長

社工員1-2名

1.背景限制：社會工作本科系、相關科系或45學分班皆可。
2.實習方式：學期期中實習或暑期實習皆可。
3.實習計劃書：需檢具
4.實習面談：需接受面談
5.實習申請時限：預計實習日前3個月

李曉玲主任

電話：(02) 2466-2355#269

社工員2-3名

1.背景限制：社會工作本科系或45學分班或相關科系。
2.實習方式：學期期中實習或暑期實習皆可。
3.實習計劃書：需檢具
4.實習面談：需接受面談
5.實習申請時限：預計實習日前3個月

鍾雅玲主任

電話：(02) 2466-2355#256

1名

1.背景限制：社會工作本科系或相關科系。
2.實習方式：學期期中實習或暑期實習皆可。
3.實習計劃書：需提供實習計畫書，計劃書內容依學校規定內容
為主
4.實習面談：需與實習單位主管面談
5.實習申請時限：學期期中實習請在實習前至少一個月前提出；
暑期實習請在每年四月底前
6.其他條件：實習生需自理食宿。

蔡慧美組長

電話：
(02) 2938-1841
(02) 2938-1825

0名

1.背景限制：社會工作相關科系之實習生。
2.實習方式：期中實習、暑期實習。
3.實習計劃書：需附計畫書。
4.實習面談：需面談。
5.實習申請時限：實習前2個月提出。
6.實習生需自理食宿。
7.錄取後需配合「身心障礙機構疑似性侵害事件處理原則第六點
修正規定」，於開始實習前二週填寫「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
到資料查閱申請書」。

洪維鍠主任

電話：(02) 2587-5879#21

1.背景限制：社會工作本科系。
2.實習方式：學期實習可，不開放暑期實習。
3.實習計劃書：需要提供實習計畫書，說明實習期待。
4.實習面談：實習前1個月接洽進行面談(109.07.31前)
5.實習申請時限：實習前兩個月需提出申請(109.06.30截止)
6.實習生需自理食宿。

周祥龍社工

電話：(02) 2239-5646#275

0名

1.背景限制：社會工作本科系、相關科系或社工40學分班學生皆
可。
2.實習方式：期中實習或暑期實習皆可。
3.實習計劃書：要
4.實習面談：要
5.實習申請時限：二個月前
6.其他條件：需在活泉之家(真福之家)擔任志工時數至少達16小
時以上(實習前二個月內志工時數不列入計算)。

劉俊緯督導

電話：
(02)8712-7717 (真福之家)
(02)22306670#6101(活泉之家)

期中實習上限2名
暑期實習上限2名

1.背景限制：社會工作本科系、相關科系學生。
2.實習方式：期中實習2名、暑期實習2名。
3.實習計劃書：申請學生提供實習計劃書，實習督導與學生共擬
實習計畫。
4.實習面談：需與實習督導進行面談，確認實習相關事項。
5.實習申請時限：實習前2-4個月提出。

盧家琪組長

電話：(02) 2570-2560*15

期中實習限制1名
不開放暑期實習

電話：(02) 24652171#1147-1149

109學年上學期伊甸各服務中心可招收實習生人數一覽表(109.04.06更新)
實習職務

縣市別

台北市

單位名稱

服務屬性

可提供名額

資格限制

聯絡窗口

0

1.背景限制：社會工作本科系、相關科系或社工40學分班學生皆
可。
2.實習方式：不拘，需配合週末方案的辦理。
3.實習計劃書：需提供實習計劃，計劃內容需與早療議題有關。
4.實習面談：需先進行實習面談。
5.實習申請時限：不拘

楊曉雲 督導

電話：(02) 2791-1806#107

期中實習上限1名
暑期實習上限1名

1.背景限制：社會工作本科系、相關科系或社工40學分班學生皆
可
2.實習方式：暑期實習1名、期中實習1名
3.實習計劃書：需提供實習計畫
4.實習面談：需面談
5.實習申請時限：不拘

王珮君主任

電話：(02) 2788-2656

台北居家式長照機構

老人社區照顧服務

2-3名

1.背景限制：限社會工作學系，相關科系之學生，且實習生須已
修習完畢相關必修課程（社會工作概論 、個案工作、 社區工作
、團體工作）。
2.實習方式：期中實習、暑期實習共2-3名。
3.實習計劃書：需附計劃書
4.實習面談：需面談
5.實習申請時限：期中申請時限不拘、暑期109.05.31

李維欣主任

電話：(02) 2821-0320#102

頤福社區式長照機構

1.社區型日照、老人活動據點業務、各
1.背景限制：社會工作本科系、相關科系或社工40學分班學生皆
專業角色認識及合作
2.個案工作:個案紀錄撰寫、資源連結、
可
2.需提供實習計畫並說明期待
服務諮詢、家屬支持、關懷陪伴、照顧
1名
(社區型)老人日間照顧機構
計畫擬定
(109年上半年度已額滿） 3.實習面談：需面談
4.實習申請時限：2個月前提出申請
3.活動帶領及操作包含活動設計、個別
活動陪伴
5.實習前二週需提供3個月內體檢報告
4.協助外展活動及個案社區適應

朱逸臻組長

電話：(02) 2821-8267轉105

2名

1.背景限制：社會工作本科系、相關科系或社工學分班學生皆
可。
2.實習方式：期中實習、暑期實習共1名。
3.實習計劃書：需附計劃書
4.實習面談：需面談
5.實習申請時限：不拘

張藝薰 組長

電話：(02) 2239-2826

2名

1.背景限制：社會工作本科系、相關科系或社工40學分班學生皆
可。
2.實習方式：暑期實習。
3.實習申請流程：書面審查後條件符合者通知面談。
4.實習申請時限：申請時間到每年05/31為止。
5.實習計劃書含：學校公文、自傳履歷、實習計畫(實習動機及期
待)、成績單正本。
6.實習費用：無 (往返實習辦公室之上下班交通、食宿均需自
理)。
7.實習地點：台北市文山區
8.實習週數：06/29~09/04期間，安排7~8週，每週5天 (起訖時間可
討論)。
9.其他須知：
(1) 無期中實習申請。

朱曉威主任

電話：(02)2230-7715#6121
e-mail：eden3550@eden.org.tw

松山內湖區早資中心

早期療育中心

實習生主要工作內容

主要為方案執行及個案工作，但仍以實
習計劃內容當面面談後調整。

1.弱勢就業服務：身障職重個管、身障
就業服務、經濟弱勢就業
經濟弱勢/身心障礙就業服
2.就業支持服務(A1俱樂部)、服務據點活
恩望人力資源服務中心
務
動
3.顧客電話追蹤、關懷服務

阿萬師清潔工作隊

庇護性就業服務

居家服務訪視及滿意度調查、老人活動
據點的活動規畫及帶領、活動宣導、家
托活動設計與帶領、A級單位個案服務
管理

1.支援現場就服員管理
2.協助庇護性就業者完成現場工作
3.認識身障系統

一、社會工作間接服務相關實習
(1) 活動企劃發想撰寫
(2) 部門的活動企劃執行

志工活動中心

社會工作間接服務實習

二、生命教育專案協助
(1) 身障體驗活動協助及帶領
(2) 生命講座觀摩及協助
三、志願服務專案協助
(1) 服務學習營隊專案-梯隊隊輔協助
(2) 服務學習營隊專案-相關行政協助
(3) 心旅行專案-行政協助
四、其他實習督導交辦之業務

聯絡方式

109學年上學期伊甸各服務中心可招收實習生人數一覽表(109.04.06更新)
實習職務

縣市別

單位名稱

象圈工程服務中心

台中市

象圈工程服務中心

新移民家庭成長中心

新移民家庭成長中心

三峽服務中心

新北居家式長照機構

服務屬性

花蓮台東地區兒少社區工
作

社區工作

新移民服務（婦幼服務）

新移民服務（婦幼服務）

綜合福利服務中心

居家照顧服務、長照個管
業務

實習生主要工作內容

1. 社區工作
2. 非營利組織合作
3. 社區培力
4. 社區訪視

1. 社區工作
2. 非營利組織合作
3. 社區培力
4. 社區訪視

可提供名額

1名

1名

資格限制
1. 背景限制：
(1) 公私立大專院校及宗教學院之社會工作、心理或輔導之相關
科系三年級以上在學學生。
(2) 已修畢「個案工作」、「團體工作」、「社區工作」課程為
佳。
(3) 符合前二項之資格者，對社區工作、原住民領域有興趣並具
學習動機者，方可向本會提出申請。
2. 實習方式：期中實習或暑期實習皆可。
3. 實習計畫書：包括實習動機、實習內容、實習期程、實習區域
等。
41. 實習面談：需面談。
背景限制：
(1) 公私立大專院校及宗教學院之社會工作、老人福利、復健諮
商、療、心理或輔導之相關科系三年級以上在學學生。
(2) 已修畢「個案工作」、「團體工作」、「社區工作」課程為
佳。
(3) 符合前二項之資格者，對社區工作領域有興趣並具學習動機
者，方可向本會提出申請。
2. 實習方式：期中實習或暑期實習皆可。
3. 實習計畫書：包括實習動機、實習內容、實習期程、實習區域
等。
4 實習面談：需面談。

聯絡窗口

劉郁均 專員

聯絡方式

電話：(02) 2230-7715 分機6135

電話：(04)22351115分機 : 21
呂麗娟 督導

1.背景限制：社會工作本科系、相關科系或社工40學分班學生皆
可。需修習過個案、團體、社區工作課程。
2.實習方式：期中實習或暑期實習皆可。
新北組：
協助新移民相關專案執行及個案服務，
上、下學期期中實習各1 3.實習計劃書：需附實習計畫書, 履歷, 自傳及學校成績單
包括個案工作、團體工作及社區工作
名、暑期實習1名
4.實習面談：需面談
5.實習申請時限：暑期實習03.01~04.30、上學期期中實習
05.01~06.30、下學期期中實習11.01~12.31，額滿提前截止。

新北組：曾玄鈺組長

新北組：台北市文山區萬美街一段55號1樓
電話：(02)2230-6670轉7202
e-mail：eden.img@gmail.com

1.背景限制：社會工作本科系、相關科系或社工40學分班學生皆
可。需修習過個案、團體、社區工作課程。
2.實習方式：期中實習或暑期實習皆可。
3.實習計劃書：需附實習計畫書, 履歷, 自傳及學校成績單
4.實習面談：需面談
5.實習申請時限：暑期實習03.01~03.31、上學習期中實習
03.01~03.31、下學習期中實習10.01~10.31

台北組：朱雅萍組長

台北組：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21號7樓
電話：(02)2558-0133轉16
e-mail：eden.tpnw@gmail.com

台北組：上下學期期中
協助新移民相關專案執行及個案服務， 實習各1名、暑期實習
包括個案工作、團體工作及社區工作
1名

一、社區組業務
1.關懷據點業務實習
2.福利宣導、社區交流活動
二、早療服務組
1.早療個管業務實習
2.社區療育業務實習
三、身障日照組
1.身障日間活動設計、帶領實習
2.服務對象輔導實習
(以上業務包含家訪、活動辦理以及相關
行政文書資料處理)

1.學習相關專業技巧、協助行政庶務、
支援辦理相關活動
2.居家服務業務實習
3.居家喘息業務實習
4.完成居家服務滿意度資料統計
5.長照個管業務

期中實習3名，
暑期實習3名。

期中實習1名，
暑期實習1名。

1.背景限制：社會工作本科系、相關科系或社工45學分班學生皆
可。
2.實習方式：期中實習或暑期實習皆可。
3.實習計劃書：需提供實習計劃，內容應包含基本資料、自傳、
實習計畫、實習動機、實習期待等。
4.實習面談：需與實習督導訪談，以確認實習與否及實習組別。
5.實習申請時限：中心收實習生月份為3月、7月、9月，報名收件
截止日為前兩個月月底如12/31、4/30、6/30，額滿即止。聯絡時
間周一至周五(08:00-17:00)。
6.其他條件：需自備交通工具
7.實習費用：1,000元
1.背景限制：社會工作本科系或老服系皆可。
2.實習方式：暑期實習或期中實習。
3.實習計劃書：實習動機、對自我與機構的期待、實習區域、實
習計畫等。
4.實習面談：需實習面談。
5.實習申請時限：中心收實習生月份為3月、7月、9月，報名收件
截止日為前兩個月月底如12/31、4/30、6/30，額滿即止。聯絡時
間周一至周五(08:00-17:00)。
6.其他條件：需自備交通工具。
7.實習費用：1,000元

蕭斯尹社工

電話：(02) 3501-2063#37

張琬雅組長

電話：(02) 8674-1338#103

109學年上學期伊甸各服務中心可招收實習生人數一覽表(109.04.06更新)
實習職務

縣市別

單位名稱

服務屬性

實習生主要工作內容

鶯歌大湖公共托老中心 老人日間照顧中心

1.日常業務實習或認識(含社工、護理、
照服員及其他專業)
2.會議參與：行政會議、個案研討會
3.活動設計與辦理：節慶活動設計 (如：
母親節、中秋節及慶生會)；輔療活動設
計與執行
4.家屬會談、家訪實習
5.銀髮俱樂部及社區關懷據點運作實習

三峽北大公共托老中心 老人日間照顧中心

1.日常業務實習或認識(含社工、護理、
照服員及其他專業)
2.會議參與：行政會議、個案研討會
3.活動設計與辦理：節慶活動設計 (如：
母親節、中秋節及慶生會)；輔療活動設
計與執行
4.家屬會談、家訪實習
5.銀髮俱樂部及社區關懷據點運作實習

中和身障家資中心

綜合福利服務中心

1.身心障礙者個案管理服務實習
2.身心障礙者生涯轉銜服務實習
3.個別化生活重建服務實習
4.心理及社會參與能力重建服務實習
5.關懷訪視暨電話問安實習
6.照顧者支持活動服務實習
7.身心障礙者社區居住與生活服務實習
8.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實習
9.福利諮詢服務實習
(以上業務包含家訪、活動辦理以及相關
行政文書資料處理)

汐止秀峰家園

1.身心障礙者社區居住與生活服務實
習。
2.個案工作：學習個案服務、家庭支持
服務等相關專業實務技巧，含關係建
身心障礙者-社區居住服務 立、個案紀錄撰寫等。
3.方案設計：訓練實習生依服務目標設
計、執行、評估服務方案。
4.其他：參與住民社區適應及融合活動
(含紀錄撰寫)、行政庶務協助...等。

愛德養護中心

全日型住宿服務機構
(以肢體障礙為主)

一、個案工作：學習個案服務、家庭支
持服務等相關專業實務技巧，含照顧服
務參與、關係建立、個案紀錄撰寫等。
二、方案設計：訓練實習生依服務目標
設計、執行、評估服務方案。
三、團體工作：學習身障團體帶領技巧
，引導成員在團體活動中互動、反思，
後續進行活動評估。
四、其他：協助社工行政工作、參與社
區適應及融合活動(含紀錄撰寫)、行政
庶務等。

愛滬發展中心

1.個案工作管理：建立關係、個案觀
察、建立基本資料、社工服務紀錄撰寫
2.專業服務：方案設計(活動計劃書撰
24小時住宿服務機構(以男 寫)、團體設計及帶領(團體計劃書撰寫
性肢體障礙為主)
及紀錄)、活動協助
3認識身障服務：身障權益保障法、ICF
分類系統、身障福利服務
4.其他

可提供名額

期中實習2名，
暑期實習2名。

資格限制
1.背景限制：社會工作、老人照顧本科系或相關科系皆可。
2.實習方式：期中實習或暑期實習皆可。
3.實習計劃書：需提供實習計劃，含實習期待等。
4.實習面談：需進行面談。
5.實習申請時限：實習前一個月即需提出申請。
7.其他條件：需自備交通工具。

聯絡窗口

聯絡方式

鄭玟芸社工

電話：02-2677-6759

呂佳歡社工

電話：02-86713217

期中實習1名
暑期實習1名

1.背景限制：社會工作本科系、相關科系或社工40學分班學生皆
可。
2.實習方式：以暑期實習為主，若需期中實習請親洽單位面議。
3.實習計劃書：需提供實習計劃，含實習期待等
4.實習面談：需與實習督導電話訪談，以確認實習組別。
5.實習申請時限：每年3-5月，額滿即止。
6.其他條件：需自備交通工具

杜佩穎組長

電話：(02)2948-0719*16

暑期實習1名

1.背景限制：社會工作本科系、相關科系或社工40學分班學生皆
可。
2.實習方式：以暑期實習為主，若需期中實習請親洽單位面議。
3.實習計劃書：需提供實習計劃，含實習期待等
4.實習面談：需與實習督導電話訪談，以確認實習目標與規劃是
否符合單位目標。
5.實習申請時限：期中實習需於2/1前送件申請；暑期實習需於6/1
前送件申請。
6.其他條件：
(1)需自備交通工具。
(2)社區家園之住民，平日白天多為外出工作，故實習時間以平日
晚上或週末為主。需自備交通工具

簡仲君組長

電話：(02)8691-0600
地址:新北市汐止區秀峰路138巷25號

期中及暑期實習各2名
團體實習4名

1.背景限制：社會工作本科系、相關科系或社工進修學分班學生
皆可。
2.實習方式：上、下學期及暑期實習。
3.實習計劃書：需要提供實習計畫書，說明實習期待。
4.實習面談：需要進行面談，經評估合宜才能錄取。(人數過多時
採先筆試後面試)
5.實習申請時限：實習前一個月即需提送計劃書至中心。
6.實習生可搭午餐每月300元，不提供住宿。

賈博翔 社工師

暑期實習2名

1.背景限制：社會工作本科系或相關科系。
2.實習方式：限暑期實習。
3.實習履歷：需檢附自傳、基本履歷資料。
4.實習計劃書：需提供實習計畫書，計劃書內容依學校規定內容
為主
5.實習面談：需與實習督導面談
6.實習申請時限：暑期實習請在每年四月底前提出。
7.其他條件：實習生需自理食宿或配合中心膳食(需付餐費)。

馬英傑

期中實習2名。
暑期實習2名。

新北市

1.背景限制：社會工作、老人照顧本科系或相關科系皆可。
2.實習方式：期中實習或暑期實習皆可。
3.實習計劃書：需提供實習計劃，含實習期待等。
4.實習面談：需進行面談。
5.實習申請時限：實習前一個月即需提出申請。
7.其他條件：需自備交通工具。

電話：(02) 2805-7694#668
地址：新北市淡水區沙崙路300號4-6樓

電話：(02)28052056*908
地址：新北市淡水區沙崙路300號9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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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職務

縣市別

單位名稱

服務屬性

實習生主要工作內容

淡水沙崙身心障礙者日
社區式身心障礙日間照顧
間照顧中心

一、個案工作管理
1.個案收案評估
2.個別暨家庭服務計畫撰寫及執行
3.資源評估及連結
二、.團體活動設計及帶領
1.權益課程
2.休閒暨美藝課程
3.社區適應活動
4.其他

汐止大同小作所

身心障礙者日間作業設施

一、個案工作管理
1.個案入所評估
2.個別暨家庭服務計畫撰寫及執行
3.資源評估及連結
二、.團體活動設計及帶領
1.權益課程
2.休閒暨美藝課程
3.社區適應活動
4.其他

身障、失能老人輔具服務

提供輔具諮詢、評估、租借、回收、維
修、展示、到宅輔具使用訓練等

金門縣輔具資源中心

愛明發展中心

視障重建中心(台北市
台北市
松山區)

桃園服務中心

身心障礙業務

1.身心障礙個案管理
2.生活重建專案
3.社會適應課程
4.表單撰寫
5.計畫書撰寫

綜合福利服務中心（視障
服務）

暑期實習
1.個案訪視及服務ISP撰寫
2.方案設計與實際執行
3.服務資源整體的實務應用

兒童早期療育服務

1.通報轉介中心工作實習
2.第一區早資中心工作實習
3.第二區早資中心工作實習
4.親子館工作實習

可提供名額

資格限制

聯絡窗口

2名

1.背景限制：社會工作本科系、相關科系或社工40學分班學生皆
可。
2.實習方式：期中實習或暑期實習皆可。
3.實習計劃書：需要提供實習計畫書，說明實習期待。
4.實習面談：需要進行面談
5.實習申請時限：實習前一個月即需提出申請。
6.實習生需自理食宿或配合中心膳食(需付餐費)。

盧郁雯組長

1名

1.背景限制：社會工作本科系、相關科系或社工40學分班學生皆
可。
2.實習方式：期中實習或暑期實習皆可。
3.實習計劃書：需要提供實習計畫書，說明實習期待。
4.實習面談：需要進行面談
5.實習申請時限：實習前一個月即需提出申請。
6.實習生需自理食宿。

吳怡嬅

4名

1.背景限制：社會工作本科系、相關科系或45學分班皆可。
2.實習方式：學期期中實習或暑期實習皆可。
3.實習計劃書：需要
4.實習面談：需接受面談
5.實習申請時限：預計實習日前3個月

1名

1.背景限制：社會工作本科系或相關科系皆可。
2.實習方式：期中實習或暑期實習皆可，六、日需可配合支援活
動。
3.實習計劃書：內容應包含實習動機、對自我與機構的期待、實
習區域、實習計畫，並檢附相關已修畢之學分、課程證明。
4.實習面談：需面談
5.實習申請時限：期中實習需於2/1前送件申請；暑期實習需於6/1
前送件申請。
6.其他條件：需自備交通工具。

暑期實習1名

幼教2名(實習地點大園)
社工4名(實習地點大園
或桃園)

許淑華督導

莊琇吟業務主管

聯絡方式

電話：(02) 2805-5731
地址：新北市淡水區沙崙路300號1樓

電話：(02) 2690-2278
地址：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240號9樓

電話：(082) 333-629
MAIL：kmcaat@gmail.com

電話：(02)2963-6866

1.背景限制：社工科系/空大及學分班亦可
2.實習方式：期中/暑期均可
3.實習計劃書：需檢附
4.實習面談：需進行面談
5.實習申請時限：需於實習開始前3個月申請

邱紹紘組長

電話：(02) 2577-5689#38

1.背景限制：幼教相關科系、社會工作本科系或符合社工師考照
資格學生皆可。
2.實習方式：
2-1暑期實習至少320小時實習
2-2期中實習：週一至週五，連續2個月以上或依學校規定。
3.實習計劃書:學校發公文時一併繳交(需附個人基本資料)
4.實習面談：要
5.實習申請時限：
5-1暑期實習每年3月提出書面申請,每年四月面試
5-2期中實習每年1月底以前提出申請
6.其他條件：
6-1學生於實習期間需投保平安險,中心收實習費每人1000元
6-2需自備交通工具，無提供住宿及膳食

李庭娟組長

電話：(03) 333-02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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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職務

縣市別

單位名稱

以樂服務中心
(107年新成立單位)

服務屬性

一、身心障礙者日間作業
設施-加樂工作坊
二、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日
間服務佈建

桃園市

加恩服務中心

▲個案管理服務
▲就業輔導服務
▲視障生活重建

實習社工員

新竹市

新竹市啟能生活照顧中 24小時住宿服務機構（心
智障礙類）
心

實習生主要工作內容

一、身心障礙者日間作業設施-加樂工作
坊
二、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日間服務佈建
(一)個案工作管理
1.個案入所評估
2.個別暨家庭服務計畫撰寫及執行
3.資源評估及連結
(二).團體活動設計及帶領
1.權益課程
2.休閒暨美藝課程
3.社區適應活動
4.其他

▲個案管理服務：
1.家訪、外訪、陪同
2.居家服務評估(初/複審)、送餐評估(初/
複審)
3.資源開拓與連結
4.方案執行
5.活動辦理
▲就業輔導服務：
1.支持性就業服務/穩定就業服務
2.個案評估/工作媒合
3.現場輔導/追蹤輔導
4.方案執行
5.活動辦理
▲視障生活重建:
1.個案管理
2.定向訓練、資訊課程等評估及安排
3.成長團體、休閒活動規畫暨辦理

24小時住宿服務（心智障礙者）
1.相關專業項目協助。
2.社工服務內容如：團體活動設計、協
助及紀錄、照顧服務、訪視、報表整
理、受服務者相關資料整理、電腦文書
等。

可提供名額

資格限制

2名

1.背景限制：社會工作本科系、相關科系或社工40學分班學生皆
可。
2.實習方式：
2-1暑期實習至少320小時實習
2-2期中實習：週一至週五，連續2個月以上或依學校規定。
3.實習計劃書:學校發公文時一併繳交(需附個人基本資料)
4.實習面談：要
5.實習申請時限：
5-1暑期實習每年3月提出書面申請,每年四月面試
5-2期中實習每年1月底以前提出申請
6.其他條件：
6-1需自備交通工具，無提供住宿及膳食

1-2名(暑期)

▲個案管理服務：
1.社會工作本科系/相關科系優先。
2.採暑期實習，至少320時或依學校規定。
3.實習計劃書:學校發公文時一併繳交(需附個人基本資料)
4.需面談:以電話約定時間
5.於3月底以前提出書面申請
6.個人交通、住宿、餐食自理/實習期間需投保平安險
7.中心收實習費每人1000元
▲就業輔導服務：
1.社會工作本科系/相關科系優先。
2.採暑期實習，至少240時或依學校規定。
3.需檢具實習計劃書
4.需面談
5.於3月底以前提出申請
6.需交通、住宿、餐食自理/具備學生保險，中心收實習費每人
1000元
▲視障生活重建：
1.社會工作本科系/相關科系優先。
2.採暑期實習，至少240時或依學校規定。
3.實習計劃書:學校發公文時一併繳交(需附個人基本資料)
4.需面談
5.於3月底以前提出申請
6.需交通、住宿、餐食自理/具備學生保險，中心收實習費每人
1000元
1.背景限制：專科以上社會、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等系所畢業或

2名(暑期)
1名(校外實習課程)

修畢社工40學分。
2.實習方式：學期期中實習(1名)或暑期實習(3名)皆可，但需週一
～五每日皆參與實習者。
3.實習計劃書：需提供實習計畫書，計劃書內容依學校規定內容
為主
4.實習面談：需與實習單位主管面談
5.實習申請時限：學期期中實習請在實習前至少二個月前提出；
暑期實習請在每年4月15日前
6.其他條件：實習生需自理食宿、中心收實習費每人1000元、實
習時數逾40小時應檢附健檢資料，檢查項目應包含血液、尿液、
胸部X光、A、B、C型肝炎抗原抗體及一週內之糞便檢查(桿菌性
痢疾、阿米巴痢疾、寄生蟲、傷寒)、暑假實習應檢附投保意外
險證明、。
7.另可依配合學校依『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開設校外實習課程作
業要點』提供實習場所，人數以1人為限

聯絡窗口

聯絡方式

加樂工作坊、身心障礙
桃園巿大園區中正東路97之2號2樓(日間佈建、
者社區式日間服務佈建加樂工作坊)
李如怡組長
電話：03-386-8935

張瑜珊 組長

地址：桃園市中壢區環西路83號
電話：(03) 494-7341#116
傳真：(03) 492-4524

李怡如組長

地址：新竹市竹蓮街6號4樓
電話：(03) 562-8848分機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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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職務

縣市別

新竹市

新竹市

苗栗縣

單位名稱

服務屬性

新竹市北區及香山區身
成人身心障礙者個案管理
心障礙者生涯轉銜通報
服務
暨個案管理服務

1.成人身心障礙個案及其家庭需求評估
(含陪同家訪、個案晤談)，並依需求提
供相關資源連結
2.社區資源盤點

以諾服務中心

早期療育-通報轉介服務

1.實習-早期療育通報服務，學習如何透
過電訪，向家長說明兒童發展與早期療
育服務
2.早療宣導活動辦理。
3.瞭解早療補助業務辦理方式

綜合服務中心

1.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個案管理中心
2.托育資源中心
3.刪除家庭支持服務中心業務

苗栗服務中心

中區服務中心

身心障礙者個案管理服務
身心障礙者支持服務

台中市居家式長期照顧
居家式/社區式照顧服務
機構

臺中市

實習生主要工作內容

1. 身心障礙個案管理(含家訪、個案晤
談)
2. 身心障礙資源連結(含身心障礙福利服
務認識)
3. 方案執行：設計團體方案、社區適應
4. 跨專業了解、團隊合作
5.服務成效統計/服務回饋整理及分析

一、社工
1.個案工作：學習個案服務、家庭支持
服務等相關專業實務技巧等。
2.方案設計：訓練實習生依服務目標設
計、執行、評估服務方案。
3.團體工作：學習身障者團體/課程帶領
技巧，引導成員在團體活動中互動。
4.其他：協助社工行政工作、社區宣
導、支援辦理相關活動等。
二、照服員
1.身障者日間照顧服務
2.社區活動設計

可提供名額

1名

資格限制
1.背景資格：符合社工師考照資格且為三年級以上之學生(涵蓋研
究生)。非上述科系者請依實習目的向聯絡人提出個案申請。
2.實習方式：暑期實習320小時為主。
3.實習申請資料：實習申請公文、履歷表及自傳、歷年在校成績
單影本、實習計畫書(內容應包含實習動機、對自我與機構的期
待、實習區域、實習計畫等)、兩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
4.實習面試：需進行實習面試。
5.實習申請期限：暑期實習-5/30前（額滿不再受理）。
6 實習費用：新台幣壹仟元整。

顏千雯社工督導

總計2名

1.背景限制：社會工作本科系或相關科系皆可。
2.實習方式：暑期、學期中實習
3.實習計劃書：實習動機、對自我與機構的期待、實習區域、實
習計畫等。
4.實習面談：需實習面談
5.實習申請時限：周一至周五(08:00-17:00)
6.其他條件：需自備交通工具。
7.實習費用：1,000元

代組長:王序瑋

(03)5339762分機23

1.背景限制：社會工作相關科系
2.實習方式：僅接受暑假實習
3.實習計劃書：實習計劃書、履歷及自傳、成績單
4.實習面談：需要面談，機構去電約定面談時間
5.實習申請時限：5月底截止申請
6.其他：需自備交通工具，無提供住宿及膳食

鍾雨錡社工師

電話：(037) 992825

2名(暑期實習)

聯絡窗口

聯絡方式

電子信箱：eden3950@eden.org.tw
公司電話：03-534-1078
公司地址：新竹市經國路一段343-1號4樓

3名

1.背景資格：符合社工師考照資格且為三年級以上之學生(涵蓋研
究生)。三年級以下學生需修習完畢下列課程之一： 社會工作直
接服務方法或個案管理(Case Management)或照顧管理(Care
Management)或身心障礙等課程之學生。 另，非上述科系者請依
實習目的向聯絡人提出個案申請。
2.實習方式：暑期實習320小時為主。
3.實習申請資料：實習申請公文、履歷表及自傳、歷年在校成績
單影本、實習計畫書(內容應包含實習動機、對自我與機構的期
待、實習區域、實習計畫等)、兩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
4.實習面試：需進行實習面試。
5.實習申請期限：暑期實習-5/30前（額滿不再受理）。
6.實習費用：新台幣壹仟元整。
7.實習內容：個案工作（建立關心、會談技巧、評估及處遇、紀
錄撰寫、資源運用、社工倫理、直接服務等）、團體工作(工作
規劃、團體帶領、紀錄及評估)為主。
8.其他：實習期間之交通、住宿、餐食、保險請自行處理。

廖巧雯組長
林育聖組長

電子信箱：dep120@mail.eden.org.tw
公司電話：04-2298-0120；04-2487-0030
公司地址：
台中市北屯區大連路一段339之2號5樓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48號

2名

1.背景限制：社會工作相關科系或老人福利相關科系皆可。
2.實習方式：期中實習或暑期實習皆可，六、日需可配合支援活
動。
3.實習計劃書：內容應包含實習動機、對自我與機構的期待、實
習區域、實習計畫，並檢附相關已修畢之學分、課程證明。
4.實習面談：需面談。
5.實習申請時限：期中實習需於2/1前送件申請；暑期實習需於6/1
前送件申請。
6.實習地點：台中市大里區/北屯區。
7.其他條件：需自備交通工具。

蕭家鳳組長
林瓊芳專員

電子信箱：dep120@mail.eden.org.tw
公司電話：04-2296-2696；04-2487-0030
公司地址：
台中市北屯區大連路一段339之2號3樓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4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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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職務

縣市別

單位名稱

服務屬性

家暴多元處遇服務

實習生主要工作內容

1.家暴被害人個案管理服務
2.家暴被害人諮詢轉介服務
3.家暴被害人支持團體等

可提供名額

資格限制

聯絡窗口

0

1.背景資格：符合社工師考照資格且為三年級以上之學生(涵蓋研
究生)。三年級以下學生需修習完畢下列課程之一： 社會工作直
接服務方法或婦女社會工作或保護性社會工作等課程之學生。
另，非上述科系者請依實習目的向聯絡人提出個案申請。
2.實習方式：暑期實習320小時為主。
3.實習申請資料：實習申請公文、履歷表及自傳、歷年在校成績
單影本、實習計畫書(內容應包含實習動機、對自我與機構的期
待、實習區域、實習計畫等)、兩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
4.實習面試：需進行實習面試。
5.實習申請期限：暑期實習-5/30前（額滿不再受理）。
6.實習費用：新台幣壹仟元整。
7.實習內容：個案工作（建立關心、會談技巧、評估及處遇、紀
錄撰寫、資源運用、社工倫理、直接服務等）、團體工作(工作
規劃、團體帶領、紀錄及評估)為主。
8.其他：實習期間之交通、住宿、餐食、保險請自行處理。

李濰伃督導

電子信箱：eden8122@eden.org.tw
公司電話：04-2238-7975#15
公司地址：台中市北區錦祥街46號

0

1.背景限制：社工系大三學生。
2.實習方式：暑期實習320小時為主。
3.實習計劃書：內容應包含履歷自傳（含照片）、成績單、實習
動機、對自我與機構的期待、實習計畫等。
4.實習面談：需進行實習面談。
5.實習申請時限：預計實習日前3個月
6.實習費用:1,000元/人
7.其他：實習期間其交通、住宿、餐食、保險請自行處理。

林芳伃組長

電子信箱：eden3723@mail.eden.org.tw
公司電話：04-2407-0195#203
公司地址：臺中市大里區永隆路102號

0

1.背景限制：符合社工師考試資格之社工相關科系學生。
2.實習方式：暑期實習。
3.實習申請資料：自傳、歷年成績單、實習計畫書(含實習動機與
期待)。
4.實習面談：需接受面談
5.實習申請時限：預計實習日前3個月
6.實習費用：新台幣壹仟元整
7.其他條件：實習期間其交通、住宿、餐食、保險請自行處理。

謝宛君組長

電話：(04)2533-5276#24

0

1.背景限制：社工系大三學生。
2.實習方式：暑期實習320小時為主。
3.實習計劃書：內容應包含履歷自傳（含照片）、成績單、實習
動機、對自我與機構的期待、實習計畫等。
4.實習面談：需進行實習面談。
5.實習申請時限：暑期實習--3/31前
6.實習內容：個案工作（建立關心、會談技巧、評估及處遇、紀
錄撰寫、資源用運、社工倫理、直接服務..等）、方案設計與評
估、社區工作。
7.實習費用:1,000元/人
8.其他：實習期間其交通、住宿、餐食、保險請自行處理。

洪意婷組長

公司電話：04-24070195*101

社工員2名
照顧服務員2名

1.背景限制：社會工作相關科系或老人福利相關科系皆可。
2.實習方式：期中實習或暑期實習皆可，六、日需可配合支援活
動。
3.實習計劃書：內容應包含實習動機、對自我與機構的期待、實
習區域、實習計畫，並檢附相關已修畢之學分、課程證明。
4.實習面談：需面談。
5.實習申請時限：期中實習需於2/1前送件申請；暑期實習需於6/1
前送件申請。
6.實習地點：南投縣中寮鄉。
7.實習費用：1,000元/人。
8.其他條件：實習期間之交通、住宿、餐食、保險請自行處理，
需自備交通工具。

張琬卿組長

電子信箱：eden1683@eden.org.tw
公司電話：049-2691032#109
公司地址：南投縣中寮鄉永平村永平路270號B
棟

台中市家庭服務中心

兒童及少年保護個案家庭
處遇服務

早期療育服務

1.家庭處遇服務
2.追蹤輔導服務

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服務
1.個案服務
2.家庭支持服務
3.社區化服務

臺中市 台中兒童服務中心

早期療育服務

社區式混合型日間照顧服
南投縣耆福綜合式長照
務
機構
(地點：南投縣中寮鄉)

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服務
1.個案服務
2.家庭支持服務
3.社區化服務

一、社工
1.個案工作：學習個案服務、家庭支持
服務等相關專業實務技巧，含日間照顧
服務參與、關係建立、問題需求評估、
擬定處遇計畫等。
2.方案設計：訓練實習生依服務目標設
計、執行、評估服務方案。
3.團體工作：學習老人團體帶領技巧，
引導成員在團體活動中互動。
4.其他：協助社工行政工作、社區宣
導、支援辦理相關活動等。
二、照服員
1.老人日間照顧服務
2.社區活動設計

聯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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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職務

縣市別

單位名稱

服務屬性

實習生主要工作內容

可提供名額

資格限制

聯絡窗口

1名

1.背景資格：符合社工師考照資格且為三年級以上之學生(涵蓋研
究生)。三年級以下學生需修習完畢下列課程之一： 社會工作直
接服務方法或個案管理(Case Management)或照顧管理(Care
Management)或身心障礙等課程之學生。 另，非上述科系者請依
實習目的向聯絡人提出個案申請。
2.實習方式：暑期實習320小時為主。
3.實習申請資料：實習申請公文、履歷表及自傳、歷年在校成績
單影本、實習計畫書(內容應包含實習動機、對自我與機構的期
待、實習區域、實習計畫等)、兩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
4.實習面試：需進行實習面試。
5.實習申請期限：暑期實習-5/30前（額滿不再受理）。
6.實習費用：新台幣壹仟元整。
7.實習內容：個案工作（建立關心、會談技巧、評估及處遇、紀
錄撰寫、資源運用、社工倫理、直接服務等）、團體工作(工作
規劃、團體帶領、紀錄及評估)為主。
8.其他：實習期間之交通、住宿、餐食、保險請自行處理。

陳美惠組長

南投縣

1. 身心障礙個案管理(含家訪、個案晤談)
1.身心障礙者個案管理服務 2. 身心障礙資源連結(含身心障礙福利服
南投縣耆福綜合式長照 2.視覺功能障礙者生活重建 務認識)
機構社工組
3.身心障礙者支持服務
3. 方案執行：設計團體方案、社區適應
4. 跨專業了解、團隊合作
5.服務成效統計/服務回饋整理及分析

彰化縣

1.個案管理及生涯轉銜服務
2.資源開拓與連結
3.方案執行
4.活動辦理

1名

雲林縣居家式長照機構
居家服務中心
(北港區)

一、社工
1.個案工作：學習個案服務、家庭支持
服務等相關專業實務技巧等。
2.方案設計：訓練實習生依服務目標設
計、執行、評估服務方案。
3.團體工作：學習身障者團體/課程帶領
技巧，引導成員在團體活動中互動。
4.其他：協助社工行政工作、社區宣

1名

居家照顧服務

學習相關專業技巧、協助行政庶務、支
援辦理相關活動

1名

寬心園日照中心

一、個案工作：學習個案服務、家庭支
持服務等相關專業實務技巧，含日間照
顧服務參與、關係建立、問題需求評
估、擬定處遇計畫等。
二、方案設計：訓練實習生依服務目標
設計、執行、評估服務方案。
三、團體工作：學習老人團體帶領技巧
，引導成員在團體活動中互動。
四、其他：協助社工行政工作、社區宣
導、支援辦理相關活動等。

彰化服務中心

身心障礙者個案管理服務

雲林縣

雲林縣耆福綜合式長照
機構西螺區)

0名

1.背景限制：社會工作本科系或相關科系皆可。
2.實習方式：採暑期實習，至少240時或依學校規定，六、日需可
配合支援活動。
3.實習申請資料：實習申請公文、內容(應包含實習動機、對自我
與機構的期待、實習區域、實習計畫，並檢附相關已修畢之學
分、課程證明)。
4.實習面談：需面談。
5.實習申請時限：2/1前提供面試資料。
6.實習費用：新台幣壹仟元整，若為低收或特殊家庭學生可免支
付。
7.實習內容：個案工作（建立關心、會談技巧、評估及處遇、紀
錄撰寫、資源運用、社工倫理、直接服務等）、團體工作(工作
規劃、團體帶領、紀錄及評估)為主。
8.其他條件：實習期間之交通、住宿、餐食、保險請自行處理。
1.背景限制：社會工作或符合長照2.0規範之科系。
2.實習方式：暑期實習，並能接受週六活動安排與協助。
3.實習計劃書：內容應包含實習動機、對自我與機構的期待、實
習區域、實習計畫，並檢附相關已修畢之學分、課程證明。
4.實習面談：需面談，請先致電約定時間。
5.實習申請時限：5/31或截止日前。
6.實習地點：雲林縣北港鎮。
7.其他條件：需自備交通工具。
1.背景限制：社會工作相關科系或老人福利相關科系皆可。
2.實習方式：暑假實習
3.實習計劃書：實習計劃書、履歷及自傳、成績單
4.實習面談：需要面談，機構去電約定面談時間
5.實習申請時限：5/31前截止申請
6.實習地點：雲林縣崙背鄉
7.實習費用：新台幣壹仟元整
8.其他：需自備交通工具，無提供住宿及膳食
1.背景限制：社會工作相關科系或老人福利相關科系皆可。
2.實習方式：期中實習或暑期實習皆可，六、日需可配合支援活
動。
3.實習計劃書：內容應包含實習動機、對自我與機構的期待、實
習區域、實習計畫，並檢附相關已修畢之學分、課程證明。
4.實習面談：需面談。
5.實習申請時限：期中實習需於2/1前送件申請；暑期實習需於6/1
前送件申請。
6.實習地點：嘉義縣梅山鄉。
7.其他條件：需自備交通工具。

簡良益、楊秋霞督導

高俊欽

李宜庭組長

李芝菁

聯絡方式

電子信箱：eden2412@eden.org.tw
公司電話：049-2220071#202
公司地址：南投市信義街五巷一號三樓

電子信箱：eden7482@mail.eden.org.tw
公司電話：04-8837406#15、22
公司地址：彰化縣田尾鄉北曾村福德巷343號3
樓

電話：05-7838039*11

電子信箱：eden9538@mail.eden.org.tw
公司電話：05-5980573分機 :20
公司地址：雲林縣崙背鄉東興路160-21號

電話：05-598-7893#11

109學年上學期伊甸各服務中心可招收實習生人數一覽表(109.04.06更新)
實習職務

縣市別

單位名稱

服務屬性

實習生主要工作內容

可提供名額

資格限制

聯絡窗口

1名

1.背景限制：社會工作本科系或相關科系皆可。
2.實習方式：暑期實習，六、日需可配合支援活動。
3.實習計劃書：內容應包含實習動機、對自我與機構的期待、實
習區域、實習計畫，並檢附相關已修畢之學分、課程證明。
4.實習面談：需面談
5.實習申請時限：暑期實習需於6/1前送件申請。
6.曾修過個案、團體、社區三大工作學分及方案設計學分者優先
考量。
7.其他條件：需自備交通工具。

聯絡方式

宋碧蓮

電話：05-284-3233

身障雙老家庭服務案

1. 個案工作：見習個案服務及家庭支持
服務 等相關專業實務技巧。
2. 方案設計：學習將課堂所學的概念和
方法，實際運用在社會工作方案設計之
實務演練上。
3. 團體工作：學習帶領小組互動與團體
活動技巧。
4. 其他：協助行政庶務及支援辦理相關
活動等。

府城服務中心

成人個案管理服務(永華區)

身心障礙成人個案相關專業協助、家
訪、陪同、資源連結

0

龍賢賓主任

電話：06-200-3915

府城服務中心

成人個案管理服務(溪北區)

身心障礙成人個案相關專業協助、家
訪、陪同、資源連結

1名

龍賢賓主任

電話：06-200-3915

府城服務中心

視覺障礙者生活重建

視障者定向、生活自理等訓練課程

0

潘仕敏督導

電話：06-238-9948

潘仕敏督導

電話：06-238-9948

黃志仁組長

電話：06-214-6821#109

張雅琪主任

電話：06-222-5259

嘉義縣/
嘉義身障就服組
市

1. 背景限制：
(1) 公私立大專院校及宗教學院之社會工作、老人福利、復健諮
商、職能治療、物理治療、特殊教育、勞工關係、企業管理、人
力資源、心理或輔導之相關科系三年級以上在學學生。
(2) 就讀社工學分班並已修習15學分以上者。
(3) 已修畢「個案工作」、「團體工作」、「社區工作」課程（
三選二）為佳。
(4) 符合前三項之資格者，對身心障礙領域有興趣並具學習動機
者，方可向本會提出申請。
2. 實習方式：期中實習或暑期實習皆可。
3. 實習計畫書：包括實習動機、實習內容、實習期程、實習區域
等。
4. 實習面談：需面談。
5. 實習申請期限：
(1). 暑期實習：5月1日前。
(2). 期中實習：上學期於5月30日前、下學期於11月30日前。

視障服務處-視障重建
視覺障礙者生活重建
中心

視障者定向、生活自理等訓練課程

0

大林雙福園區

以勒巷弄長照站

1. 社區亞建康長輩課程規劃及辦理
2.以老福系實習生為主

0

台南區職業重建中心

支持性就業

身心障礙成人就業媒合、輔導

0

台南區職業重建中心

社區日間作業設施

供身心障礙者以自立生活為目的之學習
空間與文康休閒活動、職能評估諮商及
適性輔導

2

張雅琪主任

電話：06-222-5259

1.失能身障日間照顧。
2.以老福系實習生為主。

3

李如玲業務主管

電話：06-214-2205

台南輔具中心

1.提供輔具諮詢、評估、租借、回收、
維修、展示、到宅輔具使用訓練等
2. 以老福系、社工系優先

0

張淳弼業務主管

電話：06-209-8938#16

長照服務

1.社區拜訪、資源連結及盤點、日常清
潔巡迴協助、參訪安排
2.以老福拜、護理、機械相關科系優先
錄取

台南市

台南頤福社區式長照機
構

台南輔具中心

台南輔具清潔工場

高雄市服務中心

長照服務

成人身心障礙個案管理服
務

成人身心障礙個案管理服務

暑期實習：1名

0名

1. 背景限制：
(1) 公私立大專院校及宗教學院之社會工作、老人福利、護理相
關科系三年級以上在學學生。
(2) 對老人福利領域有興趣並具學習動機者，方可向本會提出申
請。
1.背景資格：符合社工師考照資格且為三年級以上之學生(涵蓋研
究生)。三年級以下學生需修習完畢下列課程之一： 社會工作直
接服務方法、個案管理(Case Management)、照顧管理(Care
身心障礙 早期療育等課程之學生 另 非上述

連怡婷高專

林慧寧代組長

電話：06-501-1220

公司電話：07-7806966#51
公司地址：83053高雄市鳳山區濱山街6-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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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職務

縣市別

單位名稱

服務屬性

實習生主要工作內容

可提供名額

旗山早療中心

兒童早期療育服務

早療通報轉介、個管、療育

0名(暑期社工實習)

鳳山早療中心

兒童早期療育服務

早療通報轉介、個管、療育

2名(暑期社工實習)
109年已招收額滿

溫馨家園

成人身心障礙日間照顧服
務

成人身心障礙日間照顧服務

0名

高雄市

象圈工程服務中心

東港早療中心

社區工作

早期療育機構服務

1.社區工作
2.非營利組織合作
3.社區培力
4.社區訪視

早期療育機構服務

資格限制
Management)、身心障礙、早期療育等課程之學生。 另，非上述
科系者請依實習目的向聯絡人提出個案申請。
2.實習方式：暑期實習320小時為主。
3.實習申請資料：實習申請公文、履歷表及自傳、歷年在校成績
單影本、實習計畫書(內容應包含實習動機、對自我與機構的期
待、實習區域、實習計畫等)、兩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
4.實習面試：需進行實習面試。
5.實習申請期限：暑期實習-1/30前（額滿不再受理）。
6.實習費用：新台幣壹仟元整。
7.實習內容：個案工作（建立關心、會談技巧、評估及處遇、紀
錄撰寫、資源用運、社工倫理、直接服務等）、團體工作(工作
規劃、團體帶領、紀錄及評估)為主。
8.其他：實習期間之交通、住宿、餐食、保險請自行處理。

0名

1. 背景限制：
(1) 公私立大專院校及宗教學院之社會工作、老人福利、復健諮
商、療、心理或輔導之相關科系三年級以上在學學生。
(2) 已修畢「個案工作」、「團體工作」、「社區工作」課程為
佳。
(3) 符合前二項之資格者，對社區工作領域有興趣並具學習動機
者，方可向本會提出申請。
2. 實習方式：期中實習或暑期實習皆可。
3. 實習計畫書：包括實習動機、實習內容、實習期程、實習區域
等。
4. 實習面談：需面談。
5. 實習申請期限：
(1). 暑期實習：5月1日前。
(2). 期中實習：上學期於5月30日前、下學期於11月30日前。

社工1名

1.背景限制：符合社工師考照資格且為三年級以上之學生(涵蓋研
究生)。三年級以下學生需修習完畢下列課程之一： 社會工作直
接服務方法、個案管理(Case Management)、照顧管理(Care
Management)、身心障礙、早期療育等課程之學生。教保實習限教
保相關科系，或接受教保員初、進階班課程者。另，非上述科系
者請依實習目的向聯絡人提出個案申請。
2.實習方式：社工以暑期實習320小時為主。教保依實習規劃時
間。
3.實習計劃書：內容應包含履歷自傳（含照片）、成績單、實習
動機、對自我與機構的期待、實習區域、實習計畫等。
4.實習面談：需進行實習面談。
5.實習申請時限：暑期實習--4/20前，其他另行約定。
6.實習內容：社工以個案工作（建立關心、會談技巧、評估及處
遇、紀錄撰寫、資源用運、社工倫理、直接服務..等）、團體工
作(工作規劃、團體帶領、紀錄及評估)為主。教保為日托、時段
療育服務業務為主。
7.實習費用:1,000元/人
8.其他：實習期間其交通、住宿、餐食、保險請自行處理。

以倫服務中心

日間作業設施暨佈建服務

日間作業設施暨佈建服務

社工0名

以琳服務中心

發展遲緩及身心障礙者通
報轉介暨個案管理服務

通報轉介暨個案管理服務

0

恆春服務中心

身心障礙者個案管理服務

身心障礙者個案管理服務

社工1名

屏東縣

1.背景限制：符合社工師考照資格且為三年級以上之學生(涵蓋研
究生)。三年級以下學生需修習完畢下列課程之一： 社會工作直
接服務方法、個案管理(Case Management)、照顧管理(Care
Management)、身心障礙、早期療育等課程之學生。 另，非上述
科系者請依實習目的向聯絡人提出個案申請。
2.實習方式：暑期實習320小時為主。
3.實習計劃書：內容應包含履歷自傳（含照片）、成績單、實習
動機、對自我與機構的期待、實習區域、實習計畫等。
4.實習面談：需進行實習面談。
5.實習申請時限：暑期實習--4/20前
6.實習內容：個案工作（建立關心、會談技巧、評估及處遇、紀
錄撰寫、資源用運、社工倫理、直接服務..等）、團體工作(工作
規劃、團體帶領、紀錄及評估)為主。
7.實習費用:1,000元/人
8.其他：實習期間其交通、住宿、餐食、保險請自行處理。

聯絡窗口

聯絡方式

謝亞芳組長

公司電話：07-6618106#26
公司地址：高雄市旗山區文中路7號

曾雅鈴主任

公司電話：07-7630369#110
公司地址：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630號(請從國
泰路側門進出)

張靜薇主任

公司電話：07-7018995#110
公司地址：高雄市鳳山區中山東路222號

莊贊靈主任
蔡佩蓉專員

余美滿主任

電子信箱：eden4551@mail.eden.org.tw
公司電話：07-3159-666分機 : 104
公司傳真：07-3159-555
公司地址：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583號10樓

電子信箱：dep151@mail.eden.org.tw
公司電話：08-8310085 #110
公司傳真：08-8310086
公司地址：屏東縣東港鎮中正路一段10-1號

方子杰督導
黃靜君組長

電子信箱：eden9715r@mail.eden.org.tw
公司電話：08-8327176分機 : 30
公司傳真：08-8327020
公司地址：屏東縣東港鎮船頭路23-11號

李素娟組長
劉倫綺督導

電子信箱：eden4239r@mail.eden.org.tw
公司電話：08-8327176分機 : 231
公司傳真：08-8327020
公司地址：屏東縣東港鎮船頭路23-11號

蘇靖雯組長(社工師)

電子信箱：eden2239r@mail.eden.org.tw
公司電話：08-8880479
公司地址：屏東縣恆春鎮城北里東門路50巷13
號

109學年上學期伊甸各服務中心可招收實習生人數一覽表(109.04.06更新)
實習職務

縣市別

單位名稱

屏東雅博服務中心

宜蘭教養院

服務屬性

身心障礙者個案管理服務

身心障礙者個案管理服務

24小時住宿服務機構（心
智障礙類）

1. 身心障礙個案管理(含家訪、個案晤
談)
2. 身心障礙資源連結(含身心障礙福利服
務認識)
3. 方案執行：設計團體方案、社區適應
4. 跨專業了解、團隊合作(含新入住初
評)

宜蘭縣私立居家式長照 居家照顧服務
機構
個案管理

宜蘭縣 頭城老人日照中心

實習社工員

大同老人日照中心

實習生主要工作內容

1.老人居家服務
2.照顧服務員督導
3.服務方案設計

老人照顧服務

1.老人日間照顧服務
2.社區活動設計
3.老人供餐服務
4.家庭訪視

老人照顧服務

1.老人日間照顧服務
2.社區活動設計
3.老人供送餐服務
4.家庭訪視
5.關懷問安
6.偏遠原鄉服務

可提供名額

資格限制

聯絡窗口

社工2名

1.背景資格：符合社工師考照資格且為三年級以上之學生(涵蓋研
究生)。三年級以下學生需修習完畢下列課程之一： 社會工作直
接服務方法、個案管理(Case Management)、照顧管理(Care
Management)、身心障礙、早期療育等課程之學生。 另，非上述
科系者請依實習目的向聯絡人提出個案申請。
2.實習方式：暑期實習320小時為主。
3.實習申請資料：實習申請公文、履歷表及自傳、歷年在校成績
單影本、實習計畫書(內容應包含實習動機、對自我與機構的期
待、實習區域、實習計畫等)、兩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
4.實習面試：需進行實習面試。
5.實習申請期限：以各校申請時間為主（額滿不再受理）。
6.實習內容：個案工作（建立關心、會談技巧、評估及處遇、紀
錄撰寫、資源用運、社工倫理、直接服務等）、團體工作(工作
規劃、團體帶領、紀錄及評估)為主。
7.實習費用：1000元(含保險)
8.其他：實習期間之交通、住宿、餐食請自行處理。

聯絡方式

陳虹穎主任

電子信箱：eden6075@eden.org.tw
公司電話：08-7382592
公司傳真：08-735-4630
公司地址：屏東市建豐路180巷35號2樓

社工1名

1.背景限制：1社會工作相關科系2.研習身心障礙相關課程。
2.實習方式：暑期實習。
3.實習計劃書：內容應包含自傳、實習動機、對自我與機構期
待、成績單等。
4.實習面談：需進行實習面談。
5.實習申請時限：(額滿為止)
6.實習生需自備交通、可與本院搭伙用餐。

林政穎組長

電話：(03) 957-5254#1111
傳真：(03) 955-3607
地址：26645宜蘭縣三星鄉五分路二段60號

社工1名

1.背景限制：社會工作相關科系、老人福利系。
2.實習方式：暑期實習
3.實習計劃書：自傳、實習動機、對自我與機構的期待、實習區
域、實習計畫、在學成績單等。
4.實習面談：需實習面談
5.實習申請時限：周一至周五(08:00-17:00)
6.其他條件：需自備交通工具。
7.實習費用：1,000元

李珮瑜主任

電話：(03) 933-3676#102
傳真：(03) 933-3575
地址：26045宜蘭縣宜蘭市舊城西路12號1樓
電子信箱：eden5791@mail.eden.org.tw

0

1.背景限制：社會工作本科系或老服系皆可。
2.實習方式：暑期實習
3.實習計劃書：實習動機、對自我與機構的期待、實習區域、實
習計畫等。
4.實習面談：需實習面談
5.實習申請時限：周一至周五(08:00-17:00)
6.其他條件：需自備交通工具。
7.實習費用：1,000元

行政鄭碧員

電話：(03) 977-1238
傳真：(03) 9770827
地址：26045宜蘭縣頭城鎮武營路16-8號
電子信箱：eden9805@mail.eden.org.tw

0

1.背景限制：社會工作本科系或老服系皆可。
2.實習方式：暑期實習
3.實習計劃書：實習動機、對自我與機構的期待、實習區域、實
習計畫等。
4.實習面談：需實習面談
5.實習申請時限：周一至周五(08:00-17:00)
6.其他條件：需自備交通工具。
7.實習費用：1,000元

行政鄭碧員

電話：(03) 977-1238
傳真：(03) 9770827
地址：26045宜蘭縣頭城鎮武營路16-8號
電子信箱：eden9805@mail.eden.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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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職務

縣市別

單位名稱

宜蘭社區服務中心

服務屬性

1.社工/個管服務
2.兒童早期療育服務

台東耆福綜合式長照機
老人照顧服務
構

實習生主要工作內容

1.身心障礙者個案管理服務
2.雙老家庭支持整合服務
3.早期療育個案管理服務
4.早療偏鄉療育據點：家庭服務、個案
服務、幼兒活動規劃、社區資源拜訪、
服務滿意度調查

1.老人日間照顧服務
2.社區活動設計
3.老人供餐服務
4.家庭訪視

可提供名額

資格限制

1.背景限制：社會工作本科系或相關科系皆可。
2.實習方式：期中實習(僅限社工組)、暑期實習(社工組、早療組
均可)
社工組(身障個管、雙
3.實習計劃書：實習動機、對自我與機構的期待、實習區域、實
老)1名
習計畫等。
早療組(早療個管/社區療
4.實習面談：需實習面談
育據點)1名
5.實習申請時限：周一至周五(08:00-17:00)
6.其他條件：需自備交通工具。
7.實習費用：1,000元

聯絡窗口

社工組-黃子家組長
早療組-徐維君組長

聯絡方式

電話：(03) 922-9275

個管中心0名
偏鄉療育據點0名

1.背景限制：社會工作本科系或老服系皆可。
2.實習方式：暑期實習
3.實習計劃書：實習動機、對自我與機構的期待、實習區域、實
習計畫等。
4.實習面談：需實習面談
5.實習申請時限：周一至周五(08:00-17:00)
6.其他條件：需自備交通工具。
7.實習費用：1,000元

鍾心萍組長

地址：96241台東縣長濱鄉忠勇村58號
電話：
(089)830-016
(089)832-506

0名

1.背景限制：社會工作本科系、相關科系或社工40學分班學生皆
可。
2.實習方式：學期期中實習或暑期實習皆可。
3.實習計劃書：內容應包含自傳、實習動機、對自我與機構期
待、成績單等，或依學校規定內容為主。
4.實習面談：需進行實習面談。
5.實習申請時限：學期期中實習請在實習前至少一個月前提出；
暑期實習請在每年五月底前,額滿為止。
6.其他條件：需自備交通工具。

李曄盈督導

地址：95001 台東市中山路276號
電話：(089) 346610
e-mail：eden4351@eden.org.tw

台東縣

台東庇護工場

基隆市

1.綜合服務中心
基隆市身心障礙福利服 2.24小時住宿服務機構
務中心
3.日間照顧機構(早療、成
人)

興隆照顧中心

大龍養護中心

台北市

庇護工場

身心障礙者庇護就業與店面經營

協助各班服務課程進行、認識中心服
務、表格說明、班級服務及環境介紹、
個案資料檔案閱讀、ISP擬定原則、學習
填寫個案觀察紀錄、觀摩團體課程進行
方式、設計、帶領課程進行、照顧服務

24小時住宿服務機構（肢
體障礙類）

1.住宿型肢體障礙的服務
2.實習內容將配合學校或受訓單位指定
的實習內容

24小時住宿服務機構（肢
體障礙及智能障礙類）

1.服務對象：18歲至65歲（原已於中心
接受服務者，如年齡已逾65歲，經中心
評估後仍可於中心接受服務者，不受65
歲之限制），設籍本市半年以上，且符
合以下資格之一者：
(1)持有身心障礙手冊之中度以上肢體障
礙、智能障礙者或合併肢體障礙、智能
障礙之多重障礙者。
(2)持有本市身心障礙證明障礙類別為第
一、七類且ICD診斷為註記【05】、
【06】者。
2.實習內容：個別化服務計畫設計及評
估、目標教案工作分析及技巧、各項教

職建中心2名
教養組2名
早療組2名
養護組2名

1.背景限制：教保員訓練初階、進階專業課程結束
2.實習方式：受訓單位派發
3.實習計劃書：不需
4.實習面談：不需
5.實習申請時限：依受訓單位來文(1-3週前)

羅淑敏副主任

電話：(02) 2466-2355#267

0名

1.背景限制：社會工作、心理、輔導、幼保、特教或醫護等相關
科系，或接受教保員訓練之實習生。
2.實習方式：接受北區教保員初階、進階訓練，指定實習機構實
習。
3.實習面談：不需。
4.實習申請時限：實習前一個月即需提出申請，並來電詢問實習
名額。
5.實習生需自理食宿。

蔡慧美組長

電話：
(02) 2938-1841
(02) 2938-1825

1名

1.背景限制：社會工作、心理、輔導、幼保、特教或醫護等相關
科系，或接受教保員訓練之實習生。
2.實習方式：接受北區教保員初階、進階訓練，指定實習機構實
習20小時。
3.實習計劃書：需要提供實習計畫書，說明實習期待。
4.實習面談：不需。
5.實習申請時限：實習前一個月即需提出申請，並來電詢問實習
名額。
6.實習生需自理食宿。

洪維鍠主任

電話：(02) 2587-587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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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職務

縣市別

實習教保員

新竹市

台北市

新竹市

服務屬性

可提供名額

資格限制

聯絡窗口

身心障礙日間照顧機構

支援班級課程進行及引導學員參與、中
心服務介紹、個案資料檔案檢閱、個案
觀察紀錄及功能評估、ISP擬定及策略討
論、課程規劃設計及帶領、照顧服務及
生活技能訓練、跨專業諮詢交流等。

2名

1.背景限制：社會工作、心理、輔導、幼保、特教或醫護等相關
科系，或接受教保員訓練之實習生。
2.實習方式：接受北區教保員初階、進階訓練，指定實習機構實
習20小時。
3.實習計劃書：需要提供實習計畫書，說明實習期待。
4.實習面談：不需
5.實習申請時限：實習前兩個月即需提出申請，並來電詢問實習
名額。
6.實習生需自理食宿。

盧紀邦組長

電話：(02) 2239-5646#279

愛德養護中心

24小時住宿服務機構。

機構內教保員應帶領的事務及處理技巧
觀摩與協助教保活動進行、教案活動設
計、工作分析…等。

3-4人/次；
年度總額不限

1.背景限制：教保員訓練初階、進階專業課程結束
2.實習方式：受訓單位派訓
3.實習計劃書：不需
4.實習面談：不需
5.實習申請時限：依受訓單位來文

盧奕辰

電話：(02) 2805-7964#609

愛滬發展中心

機構內教保員應帶領的事務及處理技巧
24小時住宿服務機構(以男
觀摩與協助教保活動進行、教案活動設
性肢體障礙為主)
計、工作分析…等。

3名

1.背景限制：教保員訓練初階、進階專業課程結束
2.實習方式：受訓單位派訓
3.實習計劃書：不需
4.實習面談：不需
6.實習申請時限：依受訓單位來文

馬英傑組長

電話：(02)28052056#908
地址：新北市淡水區沙崙路300號9樓

愛悅養護中心

機構內教保員應帶領的事務及處理技巧
觀摩與協助教保活動進行、教案活動設
計、工作分析…等。

2名

1.背景限制：教保員訓練初階、進階專業課程結束
2.實習方式：受訓單位派訓
3.實習計劃書：不需
4.實習面談：不需
5.實習申請時限：依受訓單位來文

張雅芳組長

電話：(02) 22789525#114

1.背景限制：專科以上社會、社會工作、社會福利、輔導、心
理、兒童及少年福利、幼保、聽語等相關科、系、所、學位學程
畢業。
2.實習方式：學期期中實習或暑期實習皆可，但需週一～五每日
皆參與實習者。
3.實習計劃書：需提供實習計畫書，計劃書內容依學校規定內容
為主
4.實習面談：需與實習單位主管面談
5.實習申請時限：學期期中實習請在實習前至少一個月前提出；
暑期實習請在每年五月底前
6.其他條件：實習生需自理食宿。另可依配合學校依『教育部補
助技專校院開設校外實習課程作業要點』提供實習場所

陳寶華督導

地址：新竹市竹蓮街6號4樓
電話：(03) 562-8848#502
e-mail：dep123@mail.eden.org.tw

1.背景限制：老人服務或長期照顧相關科系
2.需提供實習計畫並說明期待
3.實習面談：需面談
4.實習申請時限：2個月前提出申請
5.實習前二週需提供3個月內體檢報告

朱逸臻組長

電話：(02) 2821-8267轉105

1.背景限制：
(1)領有生活照顧服務相關訓練結業證明書。
(2)具教保員、訓練員或照顧服務員資格。
(3)領有照顧服務員職類技術士證
(4)高中（職）以上學校護理、照顧相關科、系、組、所、學位學
程畢業。
2.實習方式：學期期中實習或暑期實習皆可，但需週一～五每日
皆參與實習者。
3其他條件：實習生需自理食宿。另可依配合學校依『教育部補
助技專校院開設校外實習課程作業要點』提供實習場所

陳寶華督導

地址：新竹市竹蓮街6號4樓
TEL：(03) 562-8848#502
e-mail：dep123@mail.eden.org.tw

萬芳啟能中心

新北市

實習照顧服務

單位名稱

24小時住宿服務機構。

新竹市啟能生活照顧中 24小時住宿服務（心智障
心
礙者）

頤福社區式長照機構

實習生主要工作內容

1.相關專業項目協助。
2.教保照顧服務內容如：活動設計、協
助及紀錄、照顧服務、訪視、報表整
理、受服務者相關資料整理、電腦文書
等。

1.社區型日照、老人活動據點業務、各
專業角色認識及合作
2.課程規劃及操作包含活動設計、個別
活動陪伴
(社區型)老人日間照顧機構
3.協助外展活動及個案社區適應
4.個案日常生活協助及訓練
5.跨專業照顧計畫執行
6.個案餐食製作

新竹市啟能生活照顧中 24小時住宿服務機構（心
心
智障礙類）

1.相關專業項目協助。
2.照顧服務內容如：照顧服務(餵食、盥
洗、身體照顧)、協助教保員活動進行、
報表整理、受服務者相關資料整理、電
腦文書等。

名額請電洽

2名
（109年上半年度已額
滿）

名額請電洽

聯絡方式

109學年上學期伊甸各服務中心可招收實習生人數一覽表(109.04.06更新)
實習職務
實習照顧服務
員(居家/日
照)」

縣市別

雲林縣

單位名稱

雲林縣耆福綜合式長照
居家照顧服務
機構

嘉義縣/
嘉義居家式長照機構
市

居家照顧服務

實習生主要工作內容

可提供名額

資格限制

聯絡窗口

聯絡方式

學習相關專業技巧、協助行政庶務、支
援辦理相關活動

2名

1.需具備照顧服務員結業證書、或已合格完成學科及臨床實習，
方可進行居家實習。
2.交通工具、食宿均需自理。
3.實習地點：雲林縣二崙鄉/北港鎮

李芝菁

電話：05-598-7893*11

學習相關專業技巧、協助行政庶務、支
援辦理相關活動

1名

1.需具備照顧服務員結業證書、或已合格完成學科及臨床實習，
方可進行居家實習。
2.交通工具、食宿均需自理。

林春秀

電話：05-286-0065

2名

1.背景限制：老人照顧相關科系皆可，或具照顧服務員單一級技
術士證、照顧服務員職前訓練結業證明。
2.實習方式：皆可，偶有需求六、日需可配合支援活動。
3.實習計劃書：內容應包含實習動機、對自我與機構的期待、實
習計畫，並檢附相關證明。
4.實習面談：需面談。
5.實習申請時限：皆可。
6.實習地點：嘉義縣梅山鄉。
7.其他條件：需自備交通工具。

嘉義縣

社區式失智型日間照顧服
嘉義縣頤福社區式長照
務
機構
(地點：嘉義縣梅山鄉)

一、個案工作：學習個案服務、身體照
顧技巧、失智症對應技巧、含日間照顧
服務參與、關係建立。
二、方案設計：訓練實習生依服務目標
設計、執行、評估服務方案。
三、團體工作：學習老人團體帶領技巧
，引導成員在團體活動中互動。
四、其他：表單書寫、社區宣導、支援
辦理相關活動等。

基隆市

基隆市身心障礙福利服 1.綜合服務中心
務中心
2.24小時住宿服務機構

1.相關專業項目協助。
2.服務內容相關之行政作業(如：服務報
表整理、受服務者相關資料整理...)
3.訪視、照顧服務、評量等直接服務項
目實習

3-6名

24小時住宿服務機構（肢
體障礙類）

1.住宿型肢體障礙的服務
2.實習內容：生命徵象測量、緊急及意
外事件處理、身體及生活照顧(備餐、餵
食、協助用藥、洗澡、衣物更換、尿管
清潔、協助移位等)。

0名

1.依受訓單位派訓。
2.實習生需自理食宿。

蔡慧美組長

電話：
(02) 2938-1841
(02 )2938-1825

大龍養護中心

24小時住宿服務機構（肢
體障礙及智能障礙類）

1.服務對象：18歲至65歲（原已於中心
接受服務者，如年齡已逾65歲，經中心
評估後仍可於中心接受服務者，不受65
歲之限制），設籍本市半年以上，且符
合以下資格之一者：
(1)持有身心障礙手冊之中度以上肢體障
礙、智能障礙者或合併肢體障礙、智能
障礙之多重障礙者。
(2)持有本市身心障礙證明障礙類別為第
一、七類且ICD診斷為註記【05】、
【06】者。
2.實習內容：生命徵象測量、緊急及意
外事件處理、身體及生活照顧(備餐、餵
食、協助用藥、洗澡、衣物更換、尿管

1名

1.依受訓單位派訓。
2.實習生需自理食宿、交通。
3.錄取後需配合「身心障礙機構疑似性侵害事件處理原則第六點
修正規定」，於開始實習前二週填寫「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
到資料查閱申請書」。

洪維鍠主任

電話：(02) 2587-5879#21

愛悅養護中心

24小時住宿服務機構。

1.住宿型肢體障礙的服務
2.實習內容將配合學校或受訓單位指定
的實習內容

2名

1.依受訓單位派訓。
2.實習生需自理食宿。

林芷安組長

電話：(02) 22789525#113

興隆照顧中心

實習照顧服務
員（全日/生活
服務員）

服務屬性

台北市

新北市

1.依受訓單位派訓。
2.實習生需自理食宿、交通。

蕭伊君組長

羅淑敏副主任

電話：05-262-5957

電話：(02) 2466-2355#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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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職務

縣市別

基隆市

台北市

單位名稱

基隆職建中心

高雄市

國際實習生

職業重建服務

恩望人力資源服務中心 職業訓練/就業服務

實習職業重建
人員

台中市

服務屬性

中市職業重建中心

高雄市服務中心

支持性就業

越南服務專案

國際發展事務

泰國北
部

泰國服務專案

國際發展事務

國際發展中心

實習圖書資料
管理人員

國際發展事務

1.知識管理
2.綜合服務專業培力

台北市

專業督導團/專業發展

小作所(清潔、洗衣、代工)、身心障礙
者支持性就業服務、庇護性就業、視障
生活重建方案服務

1.就業服務內容
2.職業輔導評量服務內容
3.職重個管員業務服務內容

1.小作所課程規劃
2.作業活動教導與協助
3.ISP擬訂與執行
社區日間作業設施(小型作
4.服務記錄撰寫
業所)
5社區適應陪同

越南中
部

臺北市

實習生主要工作內容

身心障礙成人就業媒合、輔導

1. 實習計劃書撰寫
2. 於國內伊甸服務單位進行40小時服務
3. 於越南AEPD提倡社會融合、倡議、社
區規劃及健康照護支持
4 個案訪談、記錄撰寫依機構要求進行
1. 實習計劃書撰寫
2. 於國內伊甸服務單位進行2週服務
3. 於泰國蒙恩之家帶領社團活動、提倡
社會融合、倡議
4 個案訪談、記錄撰寫依機構要求進行
1.國際議題收集與分析
2.協助行政庶務
3.協助籌備國際發展處事工
4.協助籌備、執行國際志工活動
5.協助國際宣廣(英文官網/Facebook)

參與圖書資料暨資料庫管理工作

可提供名額

資格限制

聯絡窗口

聯絡方式

1.背景限制：社會工作本科系、相關科系或45學分班皆可。
2.實習方式：學期期中實習或暑期實習皆可。
3.實習計劃書：需檢具
4.實習面談：需接受面談
5.實習申請時限：預計實習日前3個月

李曉玲主任

電話：(02) 2466-2355#269

1名

1.背景限制：復健諮商所研究生
2.實習方式：以密集性實習（如暑期實習）為主。
3.實習計劃書：需於具備，並於面談前提出
4.實習面談：須與業務單位主管與帶領督導面談釐清實習方向與
內容
5.實習申請時限：實習前3-6個月提出

王珮君主任

電話：(02) 2788-2656

1名

1.背景限制：幼教系.特教系大三學生。
2.實習方式：暑期實習320小時為主。
3.實習計劃書：內容應包含履歷自傳（含照片）、成績單、實習
動機、對自我與機構的期待、實習計畫等。
4.實習面談：需進行實習面談。
5.實習申請時限：暑期實習-5/30前
6.實習費用:1,000元/人
7.其他：實習期間其交通、住宿、餐食、保險請自行處理。

社工員1-2名

1.背景限制：社工系/復健諮商所研究生。
2.實習方式：實習120小時為主。
3.實習計劃書：包括實習動機、實習內容、實習期程、實習區域
等，需面談前提出。
1名
4.實習面談：須與業務單位主管與帶領督導面談釐清實習方向與
(109年2月已招收額滿)
內容。
5.實習申請時限：實習前3-6個月提出。
6.實習費用：新台幣壹仟元整。
7.實習期間之交通、住宿、餐食、保險請自行處理。

4名

3名

1. 背景限制：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學生(具中華民國國籍且於
臺灣設有戶籍)
2. 實習方式：暑期實習
3. 實習計劃書：需檢具
4 實習面談：需接受面談
1. 背景限制：長榮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生(具中華民國國籍且於
臺灣設有戶籍)
2. 實習方式：暑期實習
3. 實習計劃書：需檢具
4 實習面談：需接受面談

3名

1. 背景限制：僅限外籍人士申請
2. 實習方式：受訓單位派發或個人報名
3. 實習計劃書：需
4. 實習面談：需
5. 實習申請時限：不拘
6. 其他條件：男女不拘，主要於臺北巿實習

0名

1.背景限制：圖書資料管理相關科系或資料庫管理相關科系皆可
2.實習方式：期中實習或暑期實習皆可
3.實習計劃書：內容應包含實習動機、對自我與工作環境的期
待、實習區域、實習計畫，並檢附相關已修畢之學分、課程證明
4.實習面談：需接受面談
5.實習申請時限：預計實習日前三個月
6.實習地點：台北市文山區

陳雅恩組長

林志善就服員

電子信箱：eden2377@mail.eden.org.tw
公司電話：04-22962884-309
公司地址：台中市北屯區大連路一段339之2號4
樓

公司電話：07-7806966#30
公司地址：83053高雄市鳳山區濱山街6-6號

林晏孜 幹事
古以晴 專員

電話：(02)2230-7715#6214
電話：(02)2230-7715#6221

林晏孜 幹事
黃慕琳 專員

電話：(02)2230-7715#6214
電話：(02)2230-7715#6241

林晏孜 幹事
盧業琳 代主任

電話：(02)2230-7715#6214
電話：(02)2230-7715#6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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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職務

縣市別
台北市

單位名稱
研究室

實習政策研究
人員

服務屬性

1.政策研究
2.社會工作研究

實習生主要工作內容

參與政策及社會議題研究工作

可提供名額

0名

台北市

志工招訓中心

1.非營利組織志工人力運用管理
志願服務人力運用管理實 2.活動方案設計與執行
習
3.規劃在地資源連接與合作
4.非營利宣廣技巧與開發

1

高雄市

志工招訓中心

1.非營利組織志工人力運用管理
志願服務人力運用管理實 2.活動方案設計與執行
習
3.規劃在地資源連接與合作
5.非營利宣廣技巧與開發

1

非營利組織實
習生

資格限制
1.背景限制：政治學、新聞學、社會學相關科系
2.實習方式：期中實習或暑期實習皆可
3.實習計劃書：內容應包含實習動機、對自我與工作環境期待、
實習區域、實習計畫，並檢附相關已修畢之學分、課程證明
4.實習面談：需接受面談
5.實習申請時限：預計實習日前三個月
6.實習地點：台北市文山區
1. 背景限制：
公私立大專院校及宗教學院之社會工作、非營利管理之相關科系
三年級以上在學學生。
2. 實習方式：期中實習或暑期實習皆可。
3. 實習計畫書：包括實習動機、實習內容、實習期程、實習區域
等。
4. 實習面談：需面談。
5 實習申請期限：實習前兩個月
1. 背景限制：
公私立大專院校及宗教學院之社會工作、非營利管理之相關科系
三年級以上在學學生。
2. 實習方式：期中實習或暑期實習皆可。
3. 實習計畫書：包括實習動機、實習內容、實習期程、實習區域
等。
4. 實習面談：需面談。
5. 實習申請期限：實習前兩個月
6.實習地點:高雄市燕巢

聯絡窗口

聯絡方式

蔣靖玟 組長

02-22307715#6112

蔣靖玟 組長

02-22307715#6112

備註

備註

備註

實習起迄於面
試通過後，由
督導與實習生
確定日期。

實習起迄於面
試通過後，由
督導與實習生
確定日期。

實習起迄於面
試通過後，由
督導與實習生
確定日期。

實習起迄於面
試通過後，由
督導與實習生
確定日期。

備註

備註

需視單位人力
及業務狀況調
整，欲申請實
習之單位，請
先致電確認該
學期是否有開
放實習申請。

備註

備註

備註

備註

依照業務所需
，將進行案家
家、電訪，請
確認可自行完
成家電訪作
業。

備註
需視單位人力
及業務狀況調
整，欲申請實
習之單位，請
先致電確認該
學期是否有開
放實習申請。

備註

需視單位人力
及業務狀況調
整，欲申請實
習之單位，請
先致電確認該
學期是否有開
放實習申請。

備註

備註

備註

備註

需視單位人力
及業務狀況調
整，欲申請實
習之單位，請
先致電確認該
學期是否有開
放實習申請。

備註

需視單位人力
及業務狀況調
整，欲申請實
習之單位，請
先致電確認該
學期是否有開
放實習申請。
國際發展處海
外服務中心國
際合作案友好
組織
國際發展處海
外服務中心國
際合作案友好
組織

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