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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中 復旦中學 例行服務 學務處 本校同學 協助校園環境整理

7/6(二)、7/9(五)、7/13(二)、7/16(五)、

7/20(二)、7/23(五)、8/24(二)、

8/27(五)08:00-11:00，

每時段40人

謝岳儒老師034932476(229) 桃園市平鎮區復旦路二段122號 320 3 960 無

2 高中 龍潭高中 服務 學務處
一般民眾,學生及家

長
解決家長及學生的問題

每週一~五上午：

09：00－12：00 電話專線服務
張倪瑄03-4792829分機301 桃園市龍潭區神龍路155號 不一定 3 不一定

3 高中 新屋高中 例行服務
學務處、教務處、

國中部、總務處
學校 協助行政事務

7/5-8/27每週一~五上午

09：00－12：00 每時段約30人(加總各

處室需求)

余組長03-4772029 桃園市新屋區中興路111號 973 3-5小時 3565
依各處室需求不同，詳細志工服務

時間以學校首頁公告為準

4 高中 六和高中 書籍整理與環境清潔 教務處 學校師生 書籍整理與環境清潔

7/19～7/23以及 8/23～8/27

週一至週五 上午9:00至12:00

每時段10人

圖書組長蘇家慧03-4204000#710 桃園市平鎮區陸光路180號 20 3 60 限校內學生報名

5 高中 六和高中 校園環境清潔 學務處衛生組 學校師生 校園環境清潔

07/06~07/23、08/24

每週二、五 上午09:00-12:00

 每時段10人

衛生組長黃詩婷 03-4204000#205 桃園市平鎮區陸光路180號 50 3 150
限校內學生，每人限報2日，視疫
情狀況調整。

6 高中 六和高中 校園環境清潔 學務處衛生組 學校師生 校園環境清潔
08/25~08/27每日 上午：

11:00-14:00 每時段10人
衛生組長黃詩婷 03-4204000#205 桃園市平鎮區陸光路180號 50 3 150

限校內學生，每人限報2日，視疫
情狀況調整。

7 國中 桃園國中 環境 學務處 本校學生 校園整潔維護
7/5~8/6每週二、四上午

08：20-10：20
衛生組033358282-350 桃園市桃園區莒光街2號 100 2 200

8 國中 山腳國中 例行服務
學務處、教務處、

總務處、輔導室
校內學生 協助整理資料、環境整理

7/5-8/26    早上9：00-12：00

每時段60人〈非每天〉
黃老師03-3241995*313 桃園市蘆竹區海山路319號 180 3 540

9 國中 仁和國中 返校打掃 學務處 本校學生 維護校園環境衛生及整潔
7/5～8/27 每週二日的上午

08：30－10：30每時段8人
郭慧薄03-3906626分機316 桃園市仁和七街55號 200人次 2 400

10 國中 中壢國中 愛校服務 學務處 學校 打掃校園
7/5-8/27  每周一、三、五上午:8:00-

12:00，每時段40人
劉OO小姐 03-4223214#315 桃園市平鎮區延平路一段115號 840 4 3360

11 國中 平南國中 例行服務 學務處 全校師生
校園環境清理與打掃、整理

文件

7/5-8/20每週一至五上午

7:45-9:45每時段2個班
衞生組黃仲廷03-4392164#312 桃園市平鎮區中豐路南勢二段340號 1750人次 2小時 3500

12 國中 內壢國中 例行服務
教務處、學務處、

總務處
校內師生 文書資料整理

7/5~8/27 每週一~五上午

09：00-12：00每時段人數不限
蔡育泰組長03-4522494#311 桃園市中壢區復華一街108號 不限 3 不限

限校內學生報名，視疫情發展取消

或限制規模

13 國中 大崙國中 例行服務 學務處 全校師生 打掃環境
7/5～8/27 每週一~五上午：08：30－

11：30每時段30人
陳玫玲老師03-4982840#310 桃園市中壢區月眉路一段50號 400 4 1600 視疫情調整

14 國中 楊梅國中 例行服務
教務處/輔導處/

學務處/總務處
師生

1.教務處各項工作/ 2.輔導處

工作/ 3.校園環境維護/ 4.校

內環境整理

1.7/5-8/25每週一~五0830-11:30

每時段3人/ 2.7/5~7/9週一~五09:00-

12:00每時段2人/ 3.7/5-8/27每週一~五

0830-10:30

每時段25人/ 4.7/5-8/27每週一~五0830-

11:30

每時段20人

1.設備組長03-4782024/

2.輔導組長03-4782024/

3.衛生組長03-4782024/

4.事務組長03-4782024

楊梅國中 114/10/375/8003/3/2/3 3050

15 國中 仁美國中 例行服務 學務處 本校學生 返校打掃
7/5-8/14每週二及週五上午

8:00-10:00  每時段25人
劉安怡 桃園市楊梅區梅獅路539號 150 2 300

16 國中 富岡國中 例行服務 訓導處 富岡國中 校園環境打掃
8/10、8/12、8/17、8/19、8/24、8/26

上午8：00-10：00
曾娸妮03-4721113#310 桃園市楊梅區中正路456號 102 2 204

17 國中 大坡國中 例行服務 學務處、教務處 學生 環境整理、文件圖書整理
7/5-8/27每週一、二

09:00-11:00 2人
陳韻竹03-4768350*311

本校(桃園市新屋區民有二路二段

100號)
96 2 192

18 國中 凌雲國中 例行服務 學務處 本校師生 協助校園清掃

7/5-8/20每週一~五上午

09：00－12：00每時段5人

下午13：00－16：00每時段5人

黃秀琴老師03-4792604轉319
桃園市龍潭區中豐路上林段418號

(凌雲國中)
70人次 3小時 210

19 國中 介壽國中 例行服務 學務處 學校單位 校園環境整理
7/3~8/27每週一~五上午

09：00－12：00每時段4人
張育誠老師03-3822315#312 桃園市復興區澤仁里中正路248號 160 3 480 限校內學生

20 國中 福豐國中 例行服務 學務處 福豐國中學生 協助校園環境整理
8/23上午09：00-12：00

共40人
徐岡輔03-3669547#315 桃園市桃園區延平路326號 40 3 120

21 國中 東安國中 整理環境 學務處 校園 整理校園環境
7/5～8/27每週一三五上午

09：00－12：00每時段10人
張巧玓老師03-4601407-330 桃園市平鎮區平東路168號	 400		 4 1600	 不開放外校

22 國中 幸福國中 例行服務 學務處 幸福國中校內學生 愛校服務
7/19~8/23每周一、三上午09:00~11:00

每時段20人
林孝柏組長03-3298992*314 桃園市龜山區中興路100巷20號 220 2 440 限校內學生報名

23 國中 經國國中 例行服務 學務處 學生 環境清潔
7/5-7/16及8/16-8/27每週二.四9:00-

11:00每梯次20人為限
林淑娟組長03-3572699#315 桃園市經國路276號 160 2 320

24 國中 永豐高中 例行服務 學校各處室 本校師生
學校環境整潔及各處室文書

處理

7/5～8/27 每週一~五  上午：09：00－

12：00  每時段5人
陳品儒組長03-3692679-318 桃園市八德區永豐路609號 20 3 60

25 國中 大崙國中 整理環境 學務處 本校師生 整理環境
7/5～8/27 每週一~五上午

08:30－11:30每時段30人
陳玫玲老師03-4982840#310 桃園市中壢區月眉路一段50號 300 4 1200 視疫情調整

26 國中 東安國中 整理環境 學務處 校園 整理
7/5～8/27每週一三五

09：00－12：00每時段10人
張巧玓老師03-4601407 桃園市平鎮區平東路168號 400 4 1600 不開放外校

27 國中 仁和國中 例行服務 學務處 本校教職員工生 返校打掃
7/5-8/27,每週2-3天

08:30-10:30,每時段10人
郭慧薄衛生組長03-3906626 桃園市大溪區仁和七街55號 200 2 400

若因疫情之故,需暫停實施者,請來

文緊急告之,以維護學生之健康，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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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國中 平鎮國中 例行服務 學務處 學校師生 協助清理校園

"110年7月5日~8月26日，

兩週為一梯次(第一梯次除外)，

共4梯次。

第一梯次  :  (10天-每天2小時)

7月5日(星期三)- 7月16日(星期五)

第二梯次  : 7月19日(星期一)、

21日(星期三)、23日(星期五)

 (6天-每天2小時) 26日(星一)、

28日(星期三)、30日(星期五)

第三梯次  :8月2日(星期一)、

4日(星期三)、6日(星期五)

(6天-每天2小時)  9日(星期一)、

11日(星期三)、13日(星期五)

第四梯次  :8月16日(星期一) -

 8月26日(星期四)  (9天-每天2小時)"每

時段100人

林亦玟組長03-4572150-311 桃園市平鎮區振興路2號 100 20 200

29 國中 竹圍國中 整理環境、教科書分類 學務處、教務處 學校 環境整理、教科書整理
7/19~8/26 每周一~五 下午
13:00~16:00每時段4人

訓育組長、設備組長03-3835026

#311 #213
校園內 100 3 300

30 國中 八德國中 整理環境 學務處 校內學生 環境清潔
7/12~8/13每週一~五上午

08：00－12：00每時段20人

簡組長03-3685322分機312、范組長03-

3685322分機314
桃園市八德區興豐路321號 500 4 2000 僅限校內學生參加

31 國中 龍潭國中 行政事務 龍潭國中 龍潭國中學生 文書處理或環境整理 7/5～8/27 每週一~五上午：09：00－12：00每時段最多4人 (因處室而異，各處室需求不同)03-4792075 龍潭國中 226 3 678
各處理日期、人數需求都不同

32 國中 瑞原國中 例行服務 學務處 校園 打掃校園
7/5~8/20每週一~五上午8:00~10:00

每時段約15人
彭老師03-4782242-320 瑞原國中 300 2 600

33 國中 光明國中 例行服務 學務處 本校校園 打掃校園
7/5~8/27每週一~五下午2:00~4:00

每時段一班
03-3114355 #311 光明國中 400 2 800

34 國中 楊明國中 整理環境 學務處、教務處 學校師生 環境整理
8/2~8/27每週一~五 下午：1：00－4：

00 每時段5人
謝怡倩老師 03-4781525-301 桃園市楊梅區新農街337號 100 3 300 視疫情狀況調整

35 國中 大園國中 整理環境、文書服務 學務處 學校同學 文書處理、整理環境
7/5-8/23 每週一~五上午

09：00－12：00
林育璇 03-3862029#311 桃園市大園區園科路400號 400 3 3600

36 國小 中埔國小 例行服務 學務處 全校師生 環境清掃
7/5~7/16每週一~五上午

9:00-12：00，每時段2人
衛生組長吳雅蕙03-3013028＃313 桃園市桃園區永安路1054號 20 3 60

37 國小 成功國小 利行服務 總務處 全校師生 校園環境打掃
7/19~8/20每週一~五上午

08:00-12:00每時段5人
訓育組長03-2522425#312 桃園市三民路三段22號 125 4 500

38 國小 會稽國小 例行單位 學務處和總務處 學校 環境打掃與資源回收

(環境打掃)7/5-8/27 每週一~五

上午：09：00－11：00每時段8人，(資

源回收)7/5-8/27 每週一~五上午：10：

00－11：00每時段3人

邱郁玲老師  3252982 桃園市春日路1080號 200 (環境打掃)2小時(資源回收)1小時760

39 國小 文山國小 事務支援 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 學生
分書.環境清潔.衛生服務.協

助事務工作

7/19(8人).7/20(6人).7/26(8人).8/16(8

人).8/23(8人).8/24

(24人).8/25(10人).8/26(16人)

連老師03-3601400轉511.蔡老師03-

3601400轉311.鄭老師03-3601400轉212
桃園市文中路120號 88 3 264

40 國小 南門國小
例行服務+圖書整理+環境整理+資料

整理

學務處+教務處+

總務處+輔導室
校園

例行服務+圖書整理+環境整

理+資料整理

7/5~7/16每週一~五上午

09：00－12：00每時段10人
鄭淑媛老師03-3370576轉311 桃園市復興路303號 400 3 1200

41 國小 龍山國小 活動支援 教務處或圖書館 學校
協助教務處工作、搬教科書

及清潔圖書館

7/5~7/9週一~五上午：09：00－12：00

每時段2人；8/9~8/11

週一~三上午：09：00－12：00

每時段4人

7/5-7/9林老師03-3691253#212；

8/9-8/11陳老師03-3691253#213
桃園市龍泉二街36號 22 3 66

因七八月學期轉換，聯絡的老師有

職務更動

42 國小 公埔國小 環境服務 學務處 公埔國小 協助校園環境整潔
8/3上午08:00-12:00、8/4

上午08:00-12:00，每時段10人
楊詠婷老師03-3243852#310 桃園市蘆竹區南山路二段448號 10 4 80 依疫情狀況調整。

43 國小 蘆竹國小 環境維護 學務組 國中生 學校環境清潔、其他
7/5~8/20每週一、三、五；

上午09：00-11：00；每時段5人
李組長 03-3221731#310 桃園市蘆竹區富國路二段850號 105 2 210

44 國小 頂社國小 例行服務 教導處 一般民眾 協助校內環境維護

7/5～8/27 每週一~五上午：09：00－

12：00    13:00 - 16:00

 每時段5人

曾秋燕主任 03-3241182 桃園市蘆竹區山林路三段 100 3 300 因應疫情可能有所調整

45 國小 大華國小 例行服務 學務處、總務處 學校行政人力
協助處理學校例行待辦事項

(教科書分類、環境整潔等)

(教科書分派)8/2~8/6,週一~週五

上午09:00~12:00,共6人；

(環境整潔第一梯次)8/23~8/27,週一~週

五上午09:00~12:00,共6人

(環境整潔第二梯次)8/2~8/6,

週一~週五上午09:00~12:00,共6人

莊翊弘老師03-3232664#520 桃園市蘆竹區大華街98號 20 3 15

詳細時間以及服務項目以大華國小

首頁公布消息為主，公布日期暫訂

於6月16日

46 國小 大園國小 例行服務 大園國小各處室 校內師生 協助校內各處室行政業務
7/5-8/27每週一至週五上午

8:50-11:50每時段3-5人
郭秀美老師03-3862030#312 桃園市大園區中正東路160號 153 3 459

47 國小 后厝國小 環境維護及清掃 輔導室 后厝國小

校園環境整理、教科書整

理、圖書館整理、體育器材

整理

7/5~7/16每週一~五上午9~11，

每時段3人，8/16~8/27每週一~五上午

9~11，

張家瑋小姐03-3869583#213 桃園市大園區國際路二段147號 60 2 120 若疫情尚未趨緩，則取消志工服務

48 國小 埔心國小 圖書室及整理教科書；環境衛生 教務處；學務處 學生；學校
協助借還書、整理書籍(教科

書)及圖書室整潔；環境清潔

8/2～8/27每週一~五 上午

09：00－12：00  每時段10人

7/5～8/27 每週一~五 上午

09：00－12：00   每時段10人

曾書敏老師  3812304轉211；

張容琇老師3812304轉311

桃園市大園區埔心里25鄰中正東路1

段189巷35號
20；20 3；3 120

49 國小 山頂國小 例行服務 學務處 學校 環境清潔、文書處理等
8/2~8/20 每周一~五 9:00~12:00

每時段2人
訓育組長 03-3207244 #311 桃園市龜山區頂興路2號 30人 3小時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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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國小 樂善國小 例行服務 學務處等各處室 校內師生 環境整潔、資料整理
7/5~8/27每週一~五上午 9:00~12:00每時

段10人
王老師 03-3281002#313 桃園巿龜山區樂善里樂安街71號 100 3 300

51 國小 八德國小 例行服務 總務處 全校師生 打掃校園
7/12～8/27 每週一~五上午

09：00－12：00 每時段4人
王琮舜先生03-3682943 桃園市八德區興豐路222號 140 3 420

52 國小 大安國小 例行服務 學務處 校園 環境清潔
7/5～8/27 每週一.三.五上午：09：00－

11：00 每時段10人
黃瑞峰老師03-3661419#312 八德區和平路638號 240 2 480

53 國小 茄苳國小 例行服務 行政處室 學校 校園整理
7/5~8/25 每週一~五上午

09：00－12：00每時段6人
徐老師03-3611425#313 桃園市八德區永豐路155號 228人次 3 684

54 國小 大溪國小 例行服務 學務處 全校師生
環境維護;協助學校書籍、書

箱整理、圖書館環境打掃等

7/5～8/27(星期一~星期五)上午：09：

00~12：00每時段5~6人

盧老師03-3882040分機314;

陳老師0926648861
桃園市大溪區登龍路19號 176 2~3 402

55 國小 內柵國小 協助校舍搬遷 校內各處室 校內各處室 協助校舍搬遷
7/27-7/29上午8-12(2人)，8/3-8/53上午

8-12(2人)
林慧雯3882461轉310 桃園市大溪區義和里安和路38號 10 4 40

56 國小 福安國小 例行服務 教導處 學校 校園環境清潔
7/5～8/27 每週一~五上午：09：00－

11：00每時段5人
教導主任3871414 福安國小 40 2 80

57 國小 瑞祥國小 例行服務 輔導室 一般民眾 文書處理、打掃清潔
7/5～8/27 每週一~五上午：09：00－

12：00每時段3人
黃愉歡主任 03-3801197分機610 桃園市大溪區石園路760巷120號 120 3 360

58 國小 中興國小 例行服務 輔導室 學校 協助整理學校環境
7/5~7/16，每週一~五，上午

9：00-12：00，每時段5人
何佩怡主任；03-3801394#310 桃園市大溪區大鶯路1125號 50 3 150

59 國小 員樹林國小 例行服務 學務處 員樹林國小校園 環境清潔打掃
8/2～8/20 每週一.三.五；上午：08：30

－11：30；每時段10人 。
衛生組長/陳沁源老師03-3801502 ex 311 大溪區員林路二段450號 90 3 270

戶外打掃或清掃廁所，請穿著簡便

衣物並自帶水瓶。

60 國小 仁善國小 例行服務 教務處及總務處 學校及學生 教科書分發及打掃校園

教科書分發：8/16~8/27每週一~五上午

9:00~12:00每時段3人

打掃校園：7/3~8/27每週一~五上午

9:00~12:00每時段3人

教科書分發：陳靜宜老師03-3801710#21

打掃校園：林后駿老師03-3801710#51
桃園市大溪區埔頂路二段109號 42 3 126

61 國小 新明國小 例行服務 新明國小 一般民眾 協助環境整理
7/5～7/30 每週一~五上午

09：00－11：00每時段6人

學務處劉老師或朱老師  03-4933262＃312

或316
桃園市中壢區中央西路二段97號 120 2 240

62 國小 芭里國小 例行服務 輔導室 芭里國小學生 校園環境打掃
8/16-8/20 8/23-8/27 上午

08:30-11:30 每時段10人
吳惠玲主任 03-4228086 桃園市中壢區啟文路233號 100 3 300

63 國小 新街國小
1.2.3.5例行服務

4.活動支援

1.教務處  2.學務處

3.幼兒園  4.輔導室

5.總務處

一般民眾

1.教科書分發整理、圖書整

理 2.整理校園環境  3.整理幼

兒園環境  4.打掃禮堂  5.校

舍整理

1.(8/16～8/20每週一~五

上午：09：00－12：00每時段10人 )

2.(7/5～8/27 每週一~五   上午：09：00

－12：00 每時段10人 )

3.(7/5～8/27 每週一~五  上午

09：00－12：00 每時段3  )

4.(8/26～8/27 週四、週五

上午：09：00－11：00 每時人)

5.(7/5～8/27 每週一~五   上午：09：00

－12：00   每時段10人 )

1.(教務處設備組/ 4523202分機223) 2.(學

務處衛生組/4523202分機324) 3.(幼兒園

主任4523202#660) 4.(輔導室輔導組/

4523202分機621) 5.(總務處事務組/

4523202分機521)

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176號 50  --100--15--10--1003 --3--3--2--3750

64 國小 普仁國小 例行服務 學務處 全校師生 環境清潔 週一至週五9:00-12:00每時段10人 郭宛婷老師03-4563830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二段425號 20 3 60

65 國小 富台國小 例行服務 教務處 學生 圖書整理
8/2~8/6，8/25~8/27，上午09:00-12:00

，每時段6人
曾家芸老師03-4563335#210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三段369號 48 3 144

66 國小 青埔國小 力行服務 學務處、總務處 國小學生 校園環境打掃、課桌椅搬運

總務處：7/5～7/16 每週二~四上午：

09：00－12：00每時段4人 、學務處：

8/23～8/25 每週一~三上午：09：00－

12：00每時段4人 )

總務處：事務組長曾裕璋老師 、學務

處：黃婷珊老師
桃園市中壢區青埔路二段122號 36 3 132

67 國小 中正國小 例行服務

幼兒園 總務處

資訊組/設備組

學務處 學務處

學校、學生 、本校

師生

清潔幼兒園園區.清潔教具與

整理幼兒學習用品。 協助整

理教室.校園及維護校園植

物。協助整理環境、清點設

備、教科書分發。校園環境

打掃整理。器材整理

7/7.7/8.7/9.7/14./21.7/28.8/4.8/11.8/16.

8/17.8/18.8/19.8/20    上午：09：00－

12：00 每時段3人；7/6～8/27週二~四

上午：09：00－12：00    每時段4人；

7/5～8/27 每週一~五   上午：09：00－

12：00 每時段8人 ；7/26～8/27  每週

一三五     上午：09：00－12：00 每時

段3人；7/26~7/30及8/16-8/20 每周一~

五 上午：09：00－12：00 每時段2人"

程淑玲老師  ---03-4559313*168 ；何雪玲

034559313-511； 廖妍榛/楊嚴昇 03-

4559313#211 ；衛生組 雷淑慧  03-

4559313#311；體育組 張定洲

4559313#319"

桃園市中壢區榮民路369號 520 3 1560

68 國小 南勢國小 例行服務 總務處 無 環境維護
7/5～8/27 每週一~五上午：09：00－

12：00 每時段10人
李欣怡老師03-4393724#511 桃園市平鎮區中豐路南勢二段223號 100 3 300

69 國小 忠貞國小 例行服務 學務處 幼兒園 學校師生
協助學校環境整理與書籍文

具整理

7/5～8/27 每週一~五上午：09：00－

12：00每時段20人
謝家有主任 03-4503729-10 桃園市平鎮區龍南路315號 440 4 1760

70 國小 東勢國小 例行服務 學務處 校內學生 環境清潔
7/12-7/23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

12:00 每時段6人
03-4504034轉312 桃園市平鎮區平東路一段185號 60 3 180

71 國小 復旦國小 教育服務 學務處 國中生 環境整理,教科書整理
7/5~7/16及8/16~8/27    每週一~五     上

午：09：00－12：00
李世繁老師          03-4917491#311 桃園市平鎮區廣平街1號 100 3 300

72 國小 楊梅國小 例行服務 總務處 楊梅國小師生 1.校園環境整理2.庶務整理
7/5-8/27每週一三五上午09:00-12:00每

時段5人
黃美容老師03-4782016轉511 桃園市楊梅區校前路1號 120 3 360

73 國小 大同國小 例行服務-環境整理 總務處 全校師生 協助校園環境整理
7/5～8/27 每週一~五上午：10：00－

12：00每時段3人

鍾莉茜組長4782249-520；

呂紹瑜主任4782249-610
桃園市楊梅區新農街85號(大同國小) 120 2 240

74 國小 富岡國小 例行服務 學務處.教務處 國高 中學生 環境整理.圖書室圖書整理
7/5～8/27 每週一~五上午：09：00－

11：00每時段8人

學務處陳慧琳老師03-4721193-320/教務

處范敏華老師03-4721193-210
桃園市楊梅區豐野里中正路147號 104 2 208

75 國小 上湖國小 例行服務 學務組 上湖國小師生 整理環境
8/16-8/27每週一~五上午：09：00－

12：00每時段5人
張組長03-4728925#311 桃園市楊梅區上湖里上湖二路88號 50 3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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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國小 瑞埔國小 例行服務
總務處，學務處，

教務處，輔導室

社區民眾，全校師

生
環境清潔

7/5~8/20 每週一、五 上午9:00~12:00 每

日3人
學務處 薛老師  03-4822018#320 桃園是楊梅區中興路133號 42 3 126

77 國小 高榮國小 社區及環境服務 學務處 校內師生
行政文書整理、環境維護及

資源回收等

7/5~8/27每週一~五上午9:00-11:00 每時

段4人
林珈汶老師 03-4782314轉315 桃園市楊梅區高上路一段1號 160 2 320

78 國小 瑞梅國小 例行服務
學務處/教務處

/總務處
學校

環境整理/文書處理/資訊設

備整理/體育器材整理

不同處組，服務時間略有不同，大致分

布於上午：09：00－中午12：00每時段

2-6人

各處組承辦人員03-4825284 桃園市楊梅區三元街99號 500 2 1000

79 國小 啟文國小 環境整潔服務學習 輔導室 學生 環境整潔
7/12～8/20 每週一~五上午：08：00－

11：00每時段5人
彭主任 03-4772077轉61 桃園市新屋區清華里新文路762號 30人次 3 90

80 國小 東明國小 環境清潔 訓育組 一般民眾 協助校園清潔
7/5～8/27 每週一~五上午：09：00－

12：00每時段10人
涂晏熏老師 03-4772500#311 桃園市新屋區中山西路一段474號 10 3 30

81 國小 頭洲國小 校園環境清潔 學務處 不限 清潔校園環境
7/3～8/27 每週一~五：09：00－15：00

每時段0人
謝棨昇老師03-4901204#320 桃園市新屋區校前路72號 0 0 0

82 國小 永安國小 例行服務 教導處 校園 環境整潔、圖書館整理
7/5～8/27 每週一~五上午：09：00－

12：00每時段10人
沈組長 034862224*311 桃園市新屋區中山西路二段1320號 400 3 1200

因疫情影響，暫停開放校園，包含

志願服務等項目

83 國小 笨港國小 暑期服務 學務組 學校學生 環境清潔 7/31-8/31每週二~週三上午09:30-11:30 林老師03-4769113*613 桃園市新屋區笨港里2鄰文學路22號 2 2 48

84 國小 北湖國小 例行服務 學務組 學校 協助清理校園環境
7/5～8/27 每週一~五       上午：09：00

－12：00      每時段10人
洪宜君老師     (03)486-2415#13 桃園市新屋區東興路二段780號 100 3 300

85 國小 蚵間國小 環境服務 輔導室 學校 協助校園環境整理
7/5～8/27 每週一~五上午：09：00－

12：00每時段5人
輔導室03-4768413#62

桃園市新屋區後庄村三鄰文化路一

段636號
30 3 90

86 國小 大潭國小 例行服務 總務處、教導處 國小生 環境維護、圖書管理
7/5～8/27 每週一~五上午：10：00－

12：00每時段4人
陳組長03-4732087#211 桃園市觀音區濱海路大潭段687號 50 2 100

87 國小 保生國小 例行服務 教導處 國中學生 環境整理、圖書整理
7/5～8/27 每週一~五上午：09：00－

11：00 每時段5人
姚宣宇老師 03-4732054#212

桃園市觀音區保生里14鄰仁愛路二

段521號
20 2 40

88 國小 新坡國小 校園環境整理打掃服務 學務處
全校師生及一般民

眾
校園環境整理清掃

8/16-8/27每週一至五上午09:00-12:00每

日10人
李主任03-4981534-310 桃園市觀音區中山路2段717號 100 3 300

89 國小 崙坪國小 例行服務 輔導室學務組 學生及一般民眾 校區環境整理

7/5-16日每週一~五上午09：00－12：

00每時段20人及8/16-27日每週一~五上

午09：00－12：00每時段20人

徐文義老師03-49812863310 桃園市觀音區崙坪里學府路123號 400 3 60

90 國小 上大國小 活動支援、例行服務 輔導室 國小學生

協助足球、樂隊練習，協助

環境與教科書整理、宣導海

報製作

7/5-7/16每週一~五9:00-12:00每時段5人 梁雯欣老師03-4901174#311
桃園市觀音區上大里大湖路1段540

號
110 3 330

91 國小 育仁國小 例行服務 教導處、輔導室 學生與一般民眾
校園環境維護與圖書館書籍

整理

8/23-8/27 週一至週五 上午9:00-12:00 每

時段5人
吳冠穎老師 03-4732720#620 桃園市觀音區育仁路二段一號 25 3 75

92 國小 樹林國小 例行服務 輔導室 本校畢業生為主
環境維護、資源回收...等活

動

7/5～8/27 每週一~五上午：09：00－

12：00每時段4人
賴英顥先生03-4830414#311

桃園市觀音區樹林里新村路二段12

號
4160 3 480

93 國小 德龍國小 例行服務*1、活動支援*2 輔導室 學校學生
環境維護、躲避球育樂營、

口琴育樂營

7/5～8/26 每週一~五上午：08：00－

09：00每時段10人；8/9～8/20 每週一~

五上午：08：30－11：00每時段5人；

8/2～8/6 每週一~五上午：08：30－

11：30每時段5人

陳雅音老師03-4792524#213
桃園市龍潭區聖亭路八德段451巷

140號
380、50、251、2.5、3 40

94 國小 潛龍國小 例行服務 全校各處室 全校師生 校園環境整理 7/3~8/2 每週一至週五：09：00~12：00 鄭兆成  03- 4792153~320 龍潭區中豐路401號 630 3 1890
躲避球育樂營及口琴育樂營支援志

工需經專長篩選

95 國小 龍源國小 例行服務 學務組 龍源國小 校園環境維護
7/5～8/27 每週一~五上午：09：00－

12：00每時段10人
王智營老師03-4717149

桃園市龍潭區龍源路121巷110弄39

號
100 3 300

96 國小 武漢國小 例行服務 學務處 校內學生 環境整理及書籍發放

7/5～8/27 每週一~五

上午：09：00－12：00

每時段10人

學務主任03-4792873 龍潭區武漢路100號 100 3 300

97 國小 三民國小 例行服務 教導處 學校 協助處理學校事務
7/5～8/27 每週一~五上午：09：00－

12：00每時段5人
陳坤弘03-3825294 桃園市復興區三民里11鄰57號 100 3 300

98 國小 霞雲國小 活動支援.協助行政 學務處 學區學生
協助暑期營隊辦理.行政業務

協助

7/5～8/27 每週一~五上午：09：00－

12：00每時段2人
史曉春主任03-3822224*61 桃園市復興區霞雲里6鄰14號 50人 3 150

99 國小 高義國小 例行服務 教導處 一般民眾 協助校園環境整理 7/5~7/23上午09:00-12:00每時段5人 蕭羽茹老師03-3912313#61 桃園市復興區高義里3鄰28號 20 3 60

100 國小 長興國小 體育訓練 輔導室 學生 體育訓練
依照學校體育團隊練習時間,皆為上午

08:00~12:00
淋家煌主任/3822178-31 桃園市復興區羅馬路四段207號 60 4 240

101 國小 東安國小 例行服務 學務處 一般民眾
校園各項研習活動及環境維

護

7/5~8/27每週一~五上午09:00~12:00，

下午13:00~16:00每時段10人
陳秋林先生03-4509571-311 桃園市平鎮區平東路136號 100 3 300

102 國小 興國國小 整理環境 學務處 國、高中生 協助環境整潔維護
7/3~7/31; 8/1~8/29每週一~五上午：

09：00－12：00 每時段10人
衛生組長   劉淑惠老師  03-4258158#314 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二段62號 100 3 300

103 國小 華勛國小 例行服務 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 國小老師、學童

國小校園環境打掃、圖書整

理、協助各行政處室簡易業

務

7/5~8/27 的每週一~週五上午 08：30－

11：30  每時段6人
設備組    03-4661587*211 桃園市中壢區榮民南路205號 240 3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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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國小 大忠國小 例行服務
總務處、教務處

學務處
國中生

【1】總務處事務組-校園環

境整理及清潔【2】總務處

事務組-校園環境整理及清潔

【3】教務處設備組-圖書整

理及教科書整理【4】學務

處衛生組-掃具發放

【1】7/1~7/31每週一至五上午:09:00-

11:00每時段10人【2】8/1~8/23每週一

至五上午:09:00-11:00每時段10人【3】

7/14、7/21、7/28、8/4、8/11、8/18每

週三上午:09:00-11:30每時段最多6人

【4】8/9~8/20每週一至五上午:09:00-

11:00每時段最多3人

【1】陳俊傑組長03-3635206#511【2】陳

一賢組長03-3635206#511【3】蔡瓊瑤組

長03-3635206#211【4】侯辰宜組長03-

3635206-311

桃園市八德區忠誠街18號(桃園市八

德區大忠國民小學)
【1】200人【2】190人【3】36人【4】30人【1】2小時【2】2小時【3】1.5小時【4】2小時560

需參加華勛小志工培訓；視疫情決

定是否招募

105 國小 楊明國小 例行服務 輔導室
楊明國小暑期班師

生

學習扶助開班、整理校園環

境、整理幼兒園環境

7/5～8/20 每週一~五

上午：09：00－12：00

每時段10人

輔導組長  4754929#862
桃園時楊梅區中山北路一段390巷50

號
80 3 240

106 國小 林森國小 例行服務 總務處.教務處 全校師生 校園環境打掃.圖書整理
7/5～8/27 每週一~五上午：08：30－

10：30
事務組4579213#511..設備組4579213#211 桃園市中壢區林森路95號 800 2 1600

107 國小 文化國小 例行服務 學務處 一般民眾 校園整潔維護
7/5～8/27 每週一~五上午：09：00－

12：00每時段4人
蘇倩慧老師 03-4921750#2312 桃園市平鎮區文化街189號 30 3 90 學生志工不遲到.不早退

108 國小 龍星國小 例行服務
圖書館、總務處、健康中

心
校內學生

圖書整理盤點環境清潔、

一、三、五年級分班作業

圖書館：7/5~8/27每週一~三 上午

08:30~11:30 每時段4人  總務處：

7/5~8/27每週一~五 上午08:30~11:30 每

時段6人 健康中心：8/11~8/17週一~週

五 上午9:~11:00，每時段4人

圖書館：蔡小姐03-4797299#235

總務處：黃小姐03-4797299#515

健康中心：楊小姐03-4797299#312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269號 圖書館：72  總務處：240 健康中心：20圖書館：3  總務處：3健康中心：2850

109 國小 慈文國小 例行服務 學務處、教務處 慈文國小學生
協助整理圖書館書籍、衛生

清潔服務、協助發放教科書

8/16～8/20 週一~五上午：08：30－

12：30每日需要6人；:7/6～8/24每週二

上午：09：00－12：00每日需要6

人；:8/9～8/11週一~三上午：09：30－

11：00每日需要6人

蕭秀萍老師03-3175755*205、

張淨雯老師03-3175755*304、

邱玲婉老師03-3175755*205

桃園市桃園區新埔六街2號 30、48、18 4、3、1.5 250

110 國小 忠福國小 環境 學務處 一般民眾 協助環境整理、資源回收
7/5～8/27 每週一~五上午：09：00－

12：00每時段3人
葉淑珍老師 03-4340192#314 中壢區西園路57號 30 3 90 共有三項服務學習活動

111 國小 興仁國小 例行服務 學務處 學校
整理環境、協助團隊訓練等

工作

7/12-8/20 每週一~五上午09：00－12：

00每時段4人
關玉綺老師03-4355753#311 桃園市中壢區遠東路210號 120 3 360

112 國小 瑞塘國小 例行性服務
設備組、教學組、

衛生組、體育組
學校

教科書發放、教學組資料處

理、校園環境美化、整理體

育器材室

【設備組】8/17～8/19早上08：30－

11：30每時段12人【教學組】8/12、

8/18、8/19早上08：30－11：30每時段

3人【衛生組】7/7~8/27每週三和週五

早上09：00－12：00每時段8人【體育

組】8/23～8/24 下午13：00－16：00

每時段6人

設備組李文鵬老師  03-4316360*220、

教學組顏藻湄老師  03-4316360*220、

衛生組魏竺苹老師 03-4316360*320、

體育組徐婉真老師 03-4316360*320

桃園市楊梅區瑞溪路二段100號(瑞

塘國小)
190 3 570

113 國小 三坑國小 例行服務 圖書館 一般民眾 協助借還書、整理書櫃
7/5~8/27每週一~五上午09：00-12：00

每時段5人
謝采玶老師03-4713627#611 32547桃園市龍潭區永昌路51巷85號 50 4 200

114 國小 南美國小 例行服務,活動指引
學務處,教務處,

輔導室
師生

(1)協助口琴校隊合奏練習;

(2)協助合球校隊練習 ;  (3)環

境整理; (4)圖書館圖書整理;

(5)場地布置.文書處理,活動

指引;(6)文書處理、協助佈置

(1)7/26(一)~7/30(五)13:00~16:00，

每時段5人 ,

8/16(一)~8/20(五)13:00~16:00，每時段5

人;  (2)8/16~8/27

每週一~五,上午9：00－12：00

每時段15人 ;  (3)8/9～8/20

每週一~五 上午：09：00－12：00, 每

時段4人 ;  (4)8/9～8/13

每週一~五 上午：09：00－12：00 , 每

時段4人 ;  (5)8/23～8/27

每週一~五 上午：09：00－12：00,

每時段5人; 8/29 (日) 上午：08：00－

12：00    每時段 15人;  (6)

8/16(一)~8/20(五) 上午：09：00－12：

00 ,每時段5人

(1)林俞君老師03-3126250分機312;   (2)孔

智勇老師03-3126250*311; (3)吳美華老師

03-3126250*311;(4) 黃筱淇老師03-

3126250*211; (5)邱淑華老師3126250#611;

(6)朱秀美老師3126250#611

桃園市龜山區南上路99號 325 3小時及4小時990

115 國小 自強國小 環境打掃清潔 學務處 國小師生 協助暑假校園環境打掃 8/16~8/20上午9:00~12:00每時段5~8人 訓育組長03-3590758#311 龜山區自強東路269號 5~8 3 120

(1)協助口琴校隊合奏練習以本校

畢業且有口琴專長之國中生優先;

(5)輔導室場地布置文書,處理,活動

指引以本校校友為優先.  本校共8

個服務時段

116 國小 永順國小 例行服務 教務處 永順學生 分送教科書 8/9-8/13週一至週五上午9-12時每日6人 石娟老師3024221＃214 桃園市桃園區永順街100號 30 3 90

117 國小 新埔國小 校園環境打掃 學務處 國小 協助校園環境打掃
7/5~7/30 每週一~五上午：09：00－

12：00每時段10人
林老師 03-3162972#312 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208巷36號 100 3 300

118 國小 仁和國小 例行服務 訓導處 學校 校園清潔
7/5～7/31每週一~五上午：09：00－

12：00每時段5人
劉老師03-3076626#314 桃園市大溪區仁和二街50號 100 3 300

119 國小 建國國小 整理環境 總務處 學校 環境整理 7/19-7/30 09:00-12:00 生教組 賴信任 03-3636660#316 桃園市桃園區昆明路95號 100 3 300

120 國小 茄苳國小 環境整理 行政處室 學校行政 環境整理
7 /5~8/25每週一~五上午：09：00－
12：00每時段6人

學務處徐老師03-3611425#313 桃園市八德區永豐路155號 228 3 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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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國小 瑞祥國小 整理環境 輔導室 一般民眾 文書處理、整理環境
7/5～8/27 每週一~五上午：09：00－
12：00每時段2人

黃愉歡主任 03-3801197分機610 桃園市大溪區石園路760巷120號 120 3 360

122 國小 壽山國小 例行服務 學務處 學校師生 環境維護
7/12～7/16 一~五上午：09：00－12：
00 每時段10人

江蘭君老師 03-3291782#311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二段6巷61號 50 3 150

123 國小 華勛國小
國小校園環境打掃、圖書整理、協

助各行政處室簡易業務

教務處、學務處、

總務處
國小老師、學童

國小校園環境打掃、圖書整
理、協助各行政處室簡易業
務

7/5～8/27每週一~週五上午 08：30－
11：30  每時段6人 。視疫情決定是否
招募

設備組長 03-4661587*211 桃園市中壢區榮民南路205號 240 3 720

124 國小 楓樹國小 整理環境 學務處 楓樹國小 整理環境
7/5～8/27 每週一、三、五上午：08：
30－11：30每時段10人

官瑞丵06166*312 桃園市龜山區光峰路277號 240 3 720
需參加華勛小志工培訓。視疫情
決定是否招募

125 國小 觀音國小 文書服務、整理環境。
教務處、學務處、

總務處、輔導室。
學生、 教職員。 整理環境、文書處理。

7/5～8/27 每週一~五 上午09：00－
12：00每時段8人 。

廖烱文主任 03-4732009 #311 /周虹儀老
師 03-4732009 #314

桃園市觀音區文化路2號 160 3 480

126 國小 錦興國小
教科書整理； 環境整理； 體育器
材整理

教務處、學務處、總務
處、輔導室。

國小學生
教科書整理； 校園整潔工
作； 體育器材整理

8/16～8/18 上午：09：00－12：00 每
時段6人；   7/5～8/27 每週一~五 上
午：08：30－09：30 每時段6人； 8/2

～8/6 上午：09：30－11：30 每時段6

人

設備組長黃志興3228487轉212；

衛生組長陳雅文3228487轉312；

體育組長周雪靜3228487轉313

桃園市蘆竹區南竹路一段100號 290 6 720

127 國小 興國國小 整理環境 學務處 國、高中生 協助環境整潔維護
7/3~7/31; 8/1~8/29每週一~五 上午：
09：00－12：00每時段10人

衛生組長      劉淑惠老師

03-4258158#314
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二段62號 100 3 300

128 國小 諾瓦國小 環境保護、文書服務、 校園 校園
環境維護、資源利用、公共
衛生

7/15-8/29 9:00~12:00 13:00~16:00 每
時段3小時 每時段5人

陳怡君 03-4072882 桃園市龍潭區渴望路660巷50弄1號 330 3 990

129 國小 觀音國小 例行服務 教務處、學務處、 學生、教職員 整理環境、文書處理 7/5～8/27 每週一~五上午09：00－12：00每時段8人廖烱文主任 03-4732009 #311 桃園市觀音區文化路2號 160 3 480 限諾瓦小學畢業生

130 國小 介壽國小 整理校園 輔導室 環境 整理圖書、清潔廁所等 7/5～8/27 每週二-四上午：09：00－12：00，每時段2人陳俞亘主任03-3822364#21 桃園市復興區中正路33號 16 3 48

131 國小 竹圍國小 環境服務 總務處 校園環境 協助維護校園環境清潔 7/5~8/27 每週一~五上午：09：00－12：00蔡晉斌老師  電話:03-3835079轉520 大園區竹圍街3號 120 3 360

132 國小 內壢國小 校園整理 教務處、總務處 一般民眾 文書工作、雜物整理 7/12-7/23每時段10人 林政旭老師   03-4635888#210 桃園市中壢區福德路２０號 100 4 400

133 國小 內海國小 例行服務 輔導室、教導處 學校行政 協助行政雜務 7/5～8/27 每週一~五上午：09：00－12：00每個時段3人吳玫玢主任03-3862844#610 大園區內海里2鄰76巷32號 3 3 300

134 國小 富岡國小 例行服務 學務處.教務處 國高中生 整理環境.圖書室書籍整理
7/5-8/27每週一~五上午：09：00－
11：00每時段8人

學務處-陳慧琳老師03-4721193-320/教
務處-范敏華老師03-4721193-210

桃園市楊梅區豐野里中正路147號 104 2 208

135 局處 中華照顧服務發展協會 例行服務 中華照顧服務發展協會 低收入戶
接聽電話、訪是、輔具衛教
課程

上午8-12點，下午13~17點，晚上
18~21點，每時段2位

卓卿山0922-405186 大桃園 20 4 80

136 局處 大園區戶政事務所 例行服務 大園區戶政事務所 一般民眾 協助整理文件、環境整理
7/5-8/27每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至12點
下午1點至5點  上下午時段各1人

張溶珊小姐 03-3862474分機215 桃園市大園區中山北路162號 80 4 320

137 局處 平鎮親子館 例行服務 平鎮親子館 0-6歲幼兒及家長
櫃台志工(協助櫃台接待親子

入/離管流程)、活動志工

上午8-12點，下午13-17點，固定周一
公休，每時段2位

李社工03-4921366 平鎮親子館 20 4 80

138 局處 客家事務局 例行服務、活動支援 客家事務局 一般民眾
協助館舍服勤、諮詢及活動
支援

7/6～8/27 每週二~週五(每週一休館)；
每日2時段(上午:09:00-12:00，下
午:13:30-16:30)；每時段3人

周彥亨先生(03-4096682轉5003)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三林段500號 192 3 576

139 局處 桃園市立圖書館 例行服務 總館 一般民眾
整理圖書館圖書(包含書架、
書車)、維護環境整潔，以及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每週一至週日 上午：09:00至12:00，
每時段11人。 下午：13:00至16:00，
每時段8人(圖書室)、             14:00至
17:00，每時段3人(兒童室)。

謝慧萍小姐(03)286-8868分機2039、

圖書室分機2018、

兒童室分機2044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21號 0 3 0

140 局處 桃園市立圖書館 例行服務 平鎮分館 一般民眾
1.協助圖書上架整理   2.環
境清潔

7/3～8/29 每週一~日  上 午8：30－
12：30  下午1：00－5：00 每時段6人
，一天12人

兒童室-黃先生03-4572402#21  二樓書
庫-廖小姐03-4572402#32

桃園市平鎮區環南路三段88號 101 20 2020 不需直接服務民眾

141 局處 桃園市立圖書館 例行服務 東勢分館 一般民眾
1.協助圖書上架整理   2.環
境清潔

7/3～8/29 每週一~日 上 午8：30－
12：30 下午1：00－5：00 每時段2人
，一天4人

03-4604356劉小姐/葉小姐 桃園市平鎮區金陵路五段55號 33 20 660 7/29、8/26圖書清潔日休館

142 局處 桃園市立圖書館 例行服務 山仔頂分館 一般民眾
1.協助圖書上架整理   2.環
境清潔

7/3～8/29 每週一~日 上 午8：30－
12：30 下午1：00－5：00 每時段3人
，一天6人

03-4696158邱小姐/何小姐

/黃先生
桃園市平鎮區坤慶路88號 50 20 1000 7/29、8/26圖書清潔日休館

143 局處 桃園市立圖書館 例行服務 新屋分館 一般民眾 協助圖書資料整理
7/3-7/28、7/30~8/26，08:00-12:00、
13:00-17:00，每日2人

陳千蕙小姐(03)477-3552#215 桃園市新屋區中興路91巷11號 108 8 864 7/29、8/26圖書清潔日休館

144 局處 桃園市立圖書館 例行服務 龍潭分館 一般民眾
協助圖書分類整理上架等業
務

7/1-8/31每週一至週日 上午08:00-

12:00 下午13:00-17:00 每時段5人
彭美紋小姐(03)286-6189#4507 桃園市龍潭區中興路680號 550 8 4400

145 局處 桃園市立圖書館 例行服務 桃園分館 一般民眾 協助整書、上架
週二至週六 09:00-12:00 13:00-17:00

18:00-21:00 週日、週一 09:00-12:00

13:00-17:00 每小時4人
值班館員(03)377-2160#23 桃園市桃園區民權路32號 485 1 485

146 局處 桃園市立圖書館 例行服務 中路分館 一般民眾 協助整書、上架
週二至週六 09:00-12:00 13:00-17:00

18:00-21:00 週日、週一 09:00-12:00

13:00-17:00 每小時4人
值班館員(03)220-4807 桃園市桃園區宏昌七街166號 485 1 485 不分寒暑假皆提供相關服務

147 局處 桃園市立圖書館 例行服務 大林分館 一般民眾 協助整書、上架
週二至週六 09:00-12:00 13:00-17:00

18:00-21:00 週日、週一 09:00-12:00

13:00-17:00 每小時4人
值班館員(03)362-0120 桃園市桃園區樹仁二街37號 485 1 485 不分寒假暑假皆提供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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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局處 桃園市立圖書館 例行服務 會稽分館 一般民眾 協助整書、上架
週二至週六 09:00-12:00 13:00-17:00

18:00-21:00 週日、週一 09:00-12:00

13:00-17:00 每小時4人
值班館員(03)335-6165 桃園市桃園區自強路217號 485 1 485 不分寒假暑假皆提供相關服務

149 局處 桃園市立圖書館 例行服務 埔子分館 一般民眾 協助整書、上架
週二至週六 09:00-12:00 13:00-17:00

18:00-21:00 週日、週一 09:00-12:00

13:00-17:00 每小時4人
值班館員(03)317-4466 桃園市桃園區同安街601號 485 1 485 不分寒假暑假皆提供相關服務

150 局處 觀光旅遊局 例行服務 會計室 本局同仁
協助會計憑證裝訂事宜及公
文整理彙送

7/5～8/27 ，每週一~五，上午：09：
00－12：00、下午13：00－17：00，
每時段1人

劉一嫻小姐03-3393010 桃園市縣府路1號8樓 5 8 40 不分寒假暑假皆提供相關服務

151 局處 中壢區戶政事務所 引導服務 中壢區戶政事務所 一般民眾
協助服務台引導民眾及其他
為服務項目

:7/5～8/27每週一~五上午：08：00－
12：00下午13:00-17:00每時段1人

余小組03-4521100分機146 桃園市中壢區戶政事務所 4 4 16 1人5天

152 局處 桃園市立圖書館 例行服務 龜山分館 一般民眾 整書排架
7/3~8/29  1.星期日~一8:30-12:30、
12:30-16:30 2.星期二~六8:30-12:30、
12:30-16:30、16:30-20:30 每時段3人

朱育瑩小姐 03-3290939

分機22
桃園市龜山區自強南路97號 477 4 1908

視市府防疫會議再作解禁出勤與
否

153 局處 桃園市立圖書館 例行服務 大崗分館 一般民眾 整書排架
7/3~8/29  1.星期日~一8:30-12:30、
12:30-16:30 2.星期二~六8:30-12:30、
12:30-16:30、16:30-20:30 每時段2人

朱育瑩小姐 03-3290939

分機22
桃園市龜山區大崗里20鄰大湖55號 318 4 1272

1.星期日~一:共18天*2時段/天*3

人 2.星期二~六:共41天*3時段/天
*3人

154 局處 桃園市立圖書館 例行服務 蘆竹分館 一般民眾 書庫整理

7/5~8/27每週一~週日 上午
08:00~12:00每時段4人 下
午:13:00~17:00每時段4人  7/5~8/27每
週二至週六 晚上18:30~20:20每時段1

人

櫃台(03)352-6811#103 桃園市蘆竹區五福一路255號 479 6 1838

1.星期日~一:共18天*2時段/天*2

人 2.星期二~六:共41天*3時段/天
*2人

155 局處 桃園市立圖書館 例行服務 南崁分館 一般民眾 書庫整理

7/5~8/27每週六 上午08:00~12:00每時
段1人 7/5~8/27每週日 上午
08:00~12:00每時段1人 下
午:13:00~17:00每時段1人

櫃台(03)322-1093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138號 30 4 120

156 局處 桃園市立圖書館 例行服務 山腳分館 一般民眾 書庫整理
7/5~8/27每週一~週日 上午
08:00~12:00每時段2人 下
午:13:00~17:00每時段2人

櫃台(03)324-1325 桃園市蘆竹區山外路117號2樓 220 4 880

157 局處 桃園市立圖書館 例行服務 大竹分館 一般民眾 書庫整理
7/5~8/27每週一~週日 上午
08:00~12:00每時段2人 下
午:13:00~17:00每時段2人

櫃台(03)313-8034#2007 桃園市蘆竹區興仁路330號 220 4 880

158 局處 桃園市立圖書館 例行服務 埔心分館 一般民眾
1、協助圖書整理 2、協助
防疫事宜 3、協助館舍清潔
4、活動支援

7/3~8/27週一~週日 09:00-

12:00&13:00-16:00每時段1人

黃慧娟小姐(03)286-6168

分機4004
桃園市楊梅區中興路145號 110 3 330

159 局處 桃園市立圖書館 例行服務 富岡分館 一般民眾
1、協助圖書整理 2、協助
防疫事宜 3、協助館舍清潔
4、活動支援

7/3~8/27週一~週日 09:00-

12:00&13:00-16:00每時段1人

黃慧娟小姐(03)286-6168

分機4004
桃園市楊梅區中華街66巷45號 110 3 330

1、7/1上午9時整開放櫃台報名
2、每一學生至多選擇5個時段

160 局處 桃園市立圖書館 例行服務 紅梅分館 一般民眾
1、協助圖書整理 2、協助
防疫事宜 3、協助館舍清潔
4、活動支援

7/3~8/27週一~週日 09:00-

12:00&13:00-16:00每時段1人

黃慧娟小姐(03)286-6168

分機4004
桃園市楊梅區校前路41號 110 3 330

1、7/1上午9時整開放櫃台報名
2、每一學生至多選擇5個時段

161 局處 桃園市立圖書館 例行服務 楊梅分館 一般民眾
1、協助圖書整理 2、協助
防疫事宜 3、協助館舍清潔
4、活動支援

7/3~8/27週一~週日 09:00-

12:00&13:00-16:00每時段1人

黃慧娟小姐(03)286-6168

分機4004
桃園市楊梅區光華街26號 110 3 330

1、7/1上午9時整開放櫃台報名
2、每一學生至多選擇5個時段

162 局處 桃園市立圖書館 例行服務 中壢分館 一般民眾 書籍上架及整架

每週日、一 上午08:30-12:30 下午
13:00-17:00 每週二~六 上午08:30-

12:30 下午13:00-17:00 晚間17:00-

21:00 上午時段2人、下午時段3人、晚
上時段2人

中壢分館櫃檯(03)422-4597 桃園市中壢區中美路76號 346 3 1038
1、7/1上午9時整開放櫃台報名
2、每一學生至多選擇5個時段

163 局處 桃園市立圖書館 例行服務 內壢分館 一般民眾 書籍上架及整架

每週日、一 上午08:30-12:30 下午
13:00-17:00 每週二~六 上午08:30-

12:30 下午13:00-17:00 晚間17:00-

21:00 上午時段2人、下午時段3人、晚
上時段2人

內壢分館櫃檯(03)455-6186 桃園市中壢區光華三街10號2樓 292 3 876

164 局處 桃園市立圖書館 例行服務 龍岡分館 一般民眾 書籍上架及整架

每週日、一 上午08:30-12:30 下午
13:00-17:00 每週二~六 上午08:30-

12:30 下午13:00-17:00 晚間17:00-

21:00 上午時段2人、下午時段3人、晚
上時段2人

龍岡分館櫃檯(03)286-8500 桃園市中壢區台貿一街100號 332 3 996

165 局處 桃園市立圖書館 例行服務 自強分館 一般民眾 書籍上架及整架

每週日、一 上午08:30-12:30 下午
13:00-17:00 每週二~六 上午08:30-

12:30 下午13:00-17:00 晚間17:00-

21:00 上午時段2人、下午時段3人、晚
上時段2人

自強分館櫃檯(03)451-0016 桃園市中壢區強國路60號 292 3 876

166 局處 桃園市立圖書館 例行服務 觀音分館 一般民眾

1、圖書整架上架

2、通閱(預約)書尋找

3、活動支援

4、協助實名制登記

星期六、日10:00-12:00 (03)473-2134櫃台館員:00-12:00 桃園市觀音區文化路2號4樓 2 2 4

167 局處 桃園市立圖書館 例行服務 新坡分館 一般民眾

1、圖書整架上架

2、通閱(預約)書尋找

3、活動支援

4、協助實名制登記

星期六、日10:00-12:00 (03)282-4357櫃台館員
桃園市觀音區新生路76巷8弄1號2

樓之1
2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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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局處 桃園市立圖書館 例行服務 草漯分館 一般民眾

1、圖書整架上架

2、通閱(預約)書尋找

3、活動支援

4、協助實名制登記

星期六、日10:00-12:00 (03)483-7650櫃台館員
桃園市觀音區保障里15鄰大觀路一
段579-1號2樓

2 2 4

169 局處 大溪區戶政事務所 綜合社會服務 大溪區戶政事務所 一般民眾 導引或檔案整理等
7/5～8/27 每週一~五上午：08：30－

17：00 分上下午2時段每時段1人
詹小姐03-3883184#36

大溪區戶政事務所(大溪區康莊路
181號五樓)

80 3 240

170 局處 環保局 例行服務 環保局永續科 一般民眾 協助資料建置、文書處理
8/2~8/27每週一~五 上午：08：00－
12：00  每時段1人                    每時段
1人

張秭榆小姐03-3386021

分機2123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16號2樓 20 4 80

暑期期間原則以每天上、下午1人
招募，惟需俟疫情狀況再行評估
招募

171 局處 財政局 例行服務 桃園市政府財政局 本局同仁 資料、檔案整理等
7/5～8/27 每週一~五上午：09：00－
12：00每時段1人

游茜如小姐03-3322101#5527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5樓 40 3 120

172 局處 桃園市立圖書館 例行服務 大園分館 一般民眾
協助書籍整理、活動進行作
業

7/5~8/27 每週一~五08:00-17:00共4人 謝小姐(03)386-5057#4106 桃園市大園區中正西路12之1號4樓 到館人次 8 1280

173 局處 桃園市立圖書館 例行服務 三和分館 一般民眾
協助書籍整理、活動進行作
業

7/5~8/27 每週一~五08:00-17:00共1人 謝小姐(03)386-5057#4106 桃園市大園區三和路5號 到館人次 8 320

174 局處 本府交通局 例行服務 交通局秘書室 內部同仁 協助檔案拔釘、清查
7/5～8/27 每週一~五上午：08：00－
12：00下午13：00-17：00每時段1人

張雅婷小姐

3342376#804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8樓 80 4 320

175 局處 蘆竹區戶政事務所 例行服務 蘆竹區戶政事務所 一般民眾
協助照相、環境整理、引導
服務及檔案整理

7/5-8/27每週一~五上午：09：00－
12：00下午：13：00-17：00每時段1

人
丁寗紜小姐03-3226227 桃園市蘆竹區長安路二段236號4樓 80 4 320

176 局處 本府交通局 例行服務 運資中心 內部同仁 協助會議室整備
服務時間及員額(如:7/5～8/27 每週一~

五上、下午：08：00－17：00每時段1

人

張智皓先生

3322101#6877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8樓 80 8 320

將因應疫情予以調整服務時段及
員額

177 局處 桃園市立圖書館 例行服務 大溪分館 一般民眾
協助圖書分類整理上架等業
務

7/3～8/27 每週一~週日 上午：08：00

－12：00 下午:13:00-17:00每時段2人
，中午休1小時

謝春娥小姐03-3885501

分機101

陳綉連小姐03-3885501

分機103

楊珮綾小姐03-3885501

分機104

桃園市大溪區普濟路33號 216 4 864

178 局處 桃園市立圖書館 例行服務 崎頂分館 一般民眾
協助圖書分類整理上架等業
務

7/3～8/27 每週一~週日 上午：08：00

－12：00 下午:13:00-17:00每時段2人
，中午休1小時

駱湘婷小姐03-3072254

分機202

李宜親小姐 03-3072254

分機201

桃園市大溪區公園路30號3樓 216 4 864

1、7月份服務天數計28天。

2、8月份服務天數計26天。

3、7 /29及8/26日為清館日。

4、基此服務總天數為54天。

179 局處 桃園市立圖書館 例行服務 康莊分館 一般民眾
協助圖書分類整理上架等業
務

7/3～8/27 每週一~週日 上午：08：00

－12：00 下午:13:00-17:00每時段2人
，中午休1小時

林文進先生   03-2868598

分機9

 江支維先生   03-2868598

分機9

呂婉如小姐03-2868598

分機9

桃園市大溪區康莊路641號 216 4 864

1、7月份服務天數計28天。

2、8月份服務天數計26天。

3、7 /29及8/26日為清館日。

4、基此服務總天數為54天。

180 局處 教育局資教科 文書服務、整理環境...等 資教科
科內同仁(協助科內
事務)

文書處理、環境整理及其他
一般無機密性事務等

7/5-8/27期間協調10日，下午13:00-

17:00，1人
羅勻汝小姐；03-3322101#7511、7512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樓 10 4 40

1、7月份服務天數計28天。

2、8月份服務天數計26天。

3、7 /29及8/26日為清館日。

4、基此服務總天數為54天。

181 局處 桃園地政事務所 例行服務 桃園地政事務所 一般民眾
協助操作影印機及指引民
眾、或協助整理歸檔文件

110/7/5～8/27 每週一～五 上午：
09：00－12：00下午： 14：00－17：
00 每時段1人

曾梓鈞先生03-3695588 分機417
桃園市桃園區國豐三街123號3、4

樓
80 3 240

182 局處 中壢地政事務所 例行服務 中壢地政事務所 一般民眾
協助檔案整理、資料掃描建
檔及其他支援性質之服務事
項

110/7/5～8/27每週一～五上午：08:30

－11:30下午：13:30－16:30每時段4人

游佩穎小姐03-4917647

分機412

古佳鷺小姐分機417

桃園市中壢區松勇二街59號 320 3 960

183 局處 大溪地政事務所 例行服務 大溪地政事務所 一般民眾
協助引導民眾洽辦各項業務
及使用本所設置之服務設施
(如老花眼鏡...等)

110/7/5～8/27每週一～五上午：09：
00－12：00下午：14：00－17：00每
時段2人

鄭明芳小姐03-3874211

分機407
桃園市大溪區康莊路95號 160 3 480

登記課3人、行政課1人，1天需8

人

184 局處 楊梅地政事務所 例行服務 楊梅地政事務所 一般民眾

協助環境整理、配合地政法
令宣導、下鄉換狀活動以及
其他有關本所為民服務事項
之協助與引導。

110/7/5～8/27每週一～五上午：09：
00－12：00下午：13：00－16：00每
時段3人

黃上嘉小姐03-4783115

分機409
桃園市楊梅區校前路411號 120 6 720

185 局處 蘆竹地政事務所 例行服務 蘆竹地政事務所 一般民眾

引導、環境清潔、協助發放
問卷及地政業務宣導相關文
宣以及其他支援性質之服務
事項。

110/7/5～8/27每週一～五上午：09：
00－12：00下午：13：00－16：00每
時段1至2人

梁小姐03-3525337分機405
桃園市蘆竹區長安路二段236號1~3

樓
80 3 240

186 局處 八德地政事務所 例行服務 八德地政事務所 一般民眾
協助文書檔案及庫房整理以
及其他支援性質之服務事
項。

110/7/5～8/27每週一～五上午：09：
00－12：00下午：13：30－16：30每
時段2人

林彥君小姐03-3667478

分機213
桃園市八德區重慶街146號 160 3 480

配合市府防疫調整志願服務學習

時間，

志願服務學習期間須配戴口罩。

1.需於登記時段內準時到達，不遲

到早退。

2.如於從事志願服務學習期間未能

克盡職守，將中止原本已登記可

從事志願服務學習。

3.從事志願服務學習前，務必與聯

絡窗口聯繫，以確認該時段是否

尚有名額未登記額滿。



項次
學制

局處
單位名稱 服務類型 服務單位 服務對象 服務內容 服務時間及員額 聯絡方式及窗口 服務地點 服務人次

每次服務

時數
合計服務總時數 備註

187 局處 龜山地政事務所 例行服務 龜山地政事務所 一般民眾
協助引導民眾洽公及幫忙掃
描與整理文件

110/7/5～8/27每週一～五上午：09：
00－12：00下午：14：00－17：00每
時段4人

洪郁婷小姐 03-3596480

分機136
桃園市龜山區自強南路105號 320 3 960

疫情期間將配合政府防疫措施暫
停或取消辦理。

188 局處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例行服務 環保局永續科 一般民眾 協助資料建置、文書處理

8/2~8/27每週一~五

上午：08：00－12：00

每時段1人

張秭榆小姐03-3386021分機2123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20 4 80

189 局處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例行服務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一般民眾 協助環境區域打掃

7/5～8/27 每週一~五                       上

午：09：00－12：00

下午：15：00－18：00

每時段2人

林琪蓉小姐

03-3612240
桃園市樹仁二街39號 160 3 480

190 局處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例行服務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一般民眾 協助環境整理

7/3～8/27 每週一~日                       上

午：09：00－11：00

每時段3人

(俟疫情狀況滾動式調整)

賴威辰先生

03-3441714
桃園市桃園區國豐六街96號 168 2 336

191 局處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例行服務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一般民眾 協助環境整潔

7/3~8/27 上午：09：00－12：00   下

午：14：00－17：00                  每時

段3人

黃彥璋先生

03-3167112
桃園市桃園區民有十街88號 100 6 600 疫情未好轉前暫不開放

192 局處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例行服務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一般民眾 協助環境整潔
7/3~8/27 上午：09：00－12：00

每時段2人

劉忠聚先生

03-3299674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二段639號 112 3 336

193 局處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例行服務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一般民眾 協助整理分隊環境清潔

7/3～8/27 每日上午

09：00－12：00

每時段2人

吳浚澤先生

02-82091576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一段42號 120 3 360

194 局處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例行服務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第二大隊 中壢分隊
一般民眾 協助廳舍環境整理

110/7/3~8/27

每週一~五

上午：09:00-12:00

下午：14:00-17:00

共兩時段，每時段5人

陳威嘉先生

03-4013312
桃園市中壢區義民路120號 400 3 1200 視疫情狀況暫停或取消

195 局處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例行服務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第二大隊 龍岡分隊
一般民眾

協助分隊宣導資料處理及環

境清潔

7/5～8/27 每週一~五                       上

午：09：00－12：00                     每

時段2人

李政達先生

03-4601418
桃園市中壢區龍岡路三段754號 80 3 240 視疫情狀況暫停或取消

196 局處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例行服務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第二大隊 興國分隊
一般民眾 協助廳舍環境整理

7/5～8/27 每週一~五                       上

午：09：00－12：00                     每

時段2人

興國分隊

03-4258146
桃園市中壢區中豐路88號 80 3 240 視疫情狀況暫停或取消

197 局處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例行服務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第二大隊 埔心分隊
一般民眾 協助駐地環境清潔

7/5～8/27 每週一~日                       上

午：09:00-12:00

下午:  14:00-17:00

每時段4人

埔心分隊

值班台03-4817310
桃園市楊梅區五守街150號 228 3 684 視疫情狀況暫停或取消

198 局處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例行服務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第二大隊 富岡分隊
一般民眾 駐地環境清潔

7/5～8/27 每週一~五                       上

午：09：00－12：00                     每

時段2人

陳甲分隊長

03-2821184
桃園市楊梅區員德路20號 80 3 240 視疫情狀況暫停或取消

199 局處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例行服務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第二大隊 幼獅分隊
一般民眾 協助廳舍環境整理

7/3~8/27 每週一~日                       上

午：09：00－12：00                     下

午：14：00－17：00

每時段2人

幼獅分隊

03-4965801
桃園市楊梅區幼獅路一段456號 224 3 672 視疫情狀況暫停或取消

200 局處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例行服務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第二大隊 楊梅分隊
一般民眾 協助駐地環境清潔

7/5～8/27 每週一~日                       上

午：09:00-12:00

下午:  14:00-17:00

每時段4人

埔心分隊   值班台

03-4817310
桃園市楊梅區五守街150號 228 3 684 視疫情狀況暫停或取消

201 局處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例行服務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第三大隊大竹分隊
一般民眾 協助廳舍環境打掃

7/5～8/27 每日上午

08：00－11：00

下午14:00~17:00 每時段2人

03-3137935張小隊長 桃園市蘆竹區上興路188號 220 3 660

202 局處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例行服務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三大隊山腳分隊
一般民眾 協助廳舍環境整理

7/5～8/27 每週一~日

上午：09：00－12：00

下午：14：00－17：00

每時段4人

葉昱旗先生

03-3249250
桃園市蘆竹區山腳里山外路119號 432 3 1296

203 局處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例行服務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第三大隊竹圍分隊
一般民眾 環境整理

7/5～8/27 每週一~五                       上

午：09：00－12：00                     每

時段5人

值班人員

03-3937029
桃園市大園區海方厝33-23號 50 3 150

204 局處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例行服務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第三大隊新坡分隊
一般民眾

協助防火宣傳活動、勞動服

務

7/5～8/27 上午：09：00－12：00

下午：14：00－17：00

每時段2人

簡君諺先生

03-4981454
桃園市觀音區中山路二段670號 216 4 864

205 局處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例行服務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一般民眾
協助防火宣傳活動，環境廳

舍及車輛器材整理

7/5～8/27 每週一~日                       上

午：09：00－12：00

下午：13：00－17：00

李○螢小姐

03-3882341
桃園市大溪區月湖路36號 50 3 150

206 局處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例行服務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平鎮分隊
一般民眾 廳舍打掃，清潔車輛

7/3～8/27 每週六.日                      上

午：09：00－12：00

平鎮消防分隊

03-4390315
平鎮區中豐路南勢二段174號 32 3 96

207 局處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例行服務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一般民眾 協助宣導及環境整理

7/3～8/27 每週一~六

上午：09：00－12：00

下午：14：00－17：00

湯發正先生

03-4947816 桃園市平鎮區復旦路二段133號 288 3 864

208 局處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例行服務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一般民眾 協助分隊環境清潔

7/5～8/27 每週一~日                       上

午：08：00－12：00

下午：14：00－18：00

分隊值班台

03-4792442
桃園市龍潭區中興路726號 424 4 16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