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亞技術學院研究發展處實習就業輔導組 

廠 商 求 才 登 記 表 

公司名稱 財團法人南投縣永山宮附設私立玄愛兒少關懷家園籌備處 填表日期 109年12月30日  

公司地址 南投縣南投市永鳴路122號之1 統一編號 39757670  

負責人 池何鳳慈 員工人數 10  

連絡人 黎先生 連絡電話 049-2255052  

E-mail xu.i.kids@gmail.com  

公司網址   

服務項目 

本法人籌備附設之玄愛兒少關懷家園為失依、弱勢兒童及少年安置機構，主要執行的是替代性

兒童福利服務，目的在於替代父母照顧之功能，使得兒童及少年在家庭喪失功能的情況下，仍

能獲得妥善的照顧。而通常這些孩子他們在進入安置機構前，可能曾經遭受過兒虐、家暴、疏

忽、不當管教、失依、或者是貧窮、單親家庭等困境，成長在這些相對弱勢家庭與環境中的孩

子，因為身體技能、認知、行為及情緒等發展所需的資源不足，導致其內在資源未能健全發

展，玄愛兒少關懷家園即是朝著「一個幸福的家」而努力，以不分性別、種族與宗教，無私的

兒少安置與教養服務、成長陪伴與生活照顧、就醫就學權益維護、心理輔導、自立生活培力，

讓受安置者都能感受到家的溫暖與生命的尊嚴。 以尊重和關懷延續家庭的溫暖陪伴孩子成長，

提供孩子們更適切的專業服務，讓失家的孩子們能揮別陰霾、接納自己並關愛別人，重新建立

被愛與愛人的能力，在有計畫之教養下，能具備良好品格，充分發揮內在潛能，培育獨立自主

能力。 

 

勞動權益 

■勞、健保 ■勞退 休假制度 排休  (凡屬勞動基準法規訂定之項目請填入此欄位) 
本職缺符合勞動基準法工資、工作時間、休息、休假等相關規定，且於延長工時情 況下，將依

規定給付加班費或補休。 

 

福利制度 

團保、供膳、住宿(或租屋補助)、年終考核獎金、季考

核獎 金、三節禮金/禮品、制服、員工停車場、年度體

檢補助、慶生會、聚餐、優於勞基法給假、 職前教育

訓練、在職教育訓練、督導支持。(以上部份福利為正

式取得立案證照後實施) 

是 否 進 用 身 
心 障 礙 人 員 

 

 

公司簡介 

台灣社會、經濟結構快速轉變，兒童和少年接受多元價值的洗禮，並面對新時代環境的各種衝

擊，加上多元的家庭組織結構變遷，許多家庭原本的功能銳減，不但無法承擔保護、教養子女

之職責，甚至成為侵害子女的源頭。加上台灣近年失業率、離婚率、自殺率偏高，除了對家庭

內之兒童少年造成很大影響外，也衍生出許多破碎、失去功能的家庭和失親無依的孩童，以及

因雙親毒癮或入獄的高風險家庭。 

財團法人南投縣永山宮關懷社會弱勢多年，年年提供物資送暖、生活經濟補助、關懷慰問等社

會福利事項，多年前曾有1位年輕媽媽抱著剛出生的孩子前來求助，希望廟方可以協助扶養這小

孩，當年因未有足夠資源與合法管道提供協助，在不忍與不捨中給予婉拒，但在大家心中留有

很大遺憾，鑒於有家庭功能失衡，雙親無力扶養孩童求助無門，本宮廟公德會立願從事照顧失

依兒少之志業，秉持玄天大帝大愛百姓的精神，以健康、機會、保護與教育的服務，為兒少建

立全人照顧與希望感的生活，積極於101年8月改制為「財團法人永山宮」，且於民國102 年1月本

法人董事會通過籌組『玄愛兒少關懷家園』，預計於南投市設立「兒少安置機構」，規劃以專

業、合法的管道提供失依兒少關懷、教養與照顧，協助培養其自立的能力，以減輕社會負擔。 

 

職務名稱 人數 主要資格條件 待遇 工作內容 
工作 

地點 

工作時

間 
備

註 

 



 
 

生輔員 2 

生活輔導人員應具備下列

資格之一： 一、專科以上

學校家政、護理、兒童及

少年福利、社會工作、心

理、輔導 、教育、特殊教

育、犯罪防治、社會福

利、性別相關學院、系、

所、 學位學程、科畢業

者。 二、專科以上學校畢

業，並取得下列結業證書

之一者： （一）各類教師

教育學程。 （二）前款相

關學院、系、所、學位學

程、科之輔系或學分學

程。 （三）生活輔導人員

專業訓練。 三、高級中等

以上學校畢業，擔任助理

生活輔導人員三年以上

者。 四、普通考試、相當

普通考試以上之各類公務

人員考試社會行政、社會

工 作職系及格，或具社會

行政、社會工作職系合格

實授委任第三職等以 上任

用資格者。 

26000元

至36000

元 

1.圍童及少年在園成長

陪伴 

2.園童及少年活動年度

規劃與計畫 

3.園童及少年生活起居

照顧 

4.常規教導、品德教育  

5.生活陪伴、自立培力 

6.課業輔導與親師溝通 

7.心理關懷與協助問 題

解決 

8個案服務紀錄登打 

 9.評鑑資料整理與準備 

10個案資料管理與系統

繕打  

11.主管交辦事件。 

 

南投縣南

投市永鳴

路122號之

1 

三班制

需輪班

(小夜、

大夜、

假日

班)。 

 

 

助理生輔

員 
2 

助理生活輔導人員應具備

下列資格之一： 一、高級

中等以上學校家政、護理

相關學院、系、所、學位

學程、科畢業 者。 二、高

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並

取得下列結業證書之一

者： （一）前條第一款相

關學院、系、所、學位學

程、科之輔系或學分學

程。 （二）生活輔導人員

26000元

至33000

元 

1.園童及少年在園成長

陪伴 2.園童及少年活動

年度規劃與計畫 
 3.園童及少年生活起居

照顧  

4.常規教導、品德教育  

5.生活陪伴、自立培

力。  

6.課業輔導與親師溝通  

7.心理關懷與協助問題

解決 8.個案服務紀錄登

南投縣南

投市永鳴

路122號之

1 

三班制

需輪班

(小夜、

大夜、

假日

班)。 

 

 



 
 

專業訓練。 三、具有三年

以上社會福利機構照顧工

作經驗者。 

打  

9.評鑑資料整理與準備  

10.個案資料管理與系統

登打  

11.協助生輔員照顧業務  
12.主管交辦事件 

保育員 2 

保育人員應具備下列資格

之一： 一、專科以上學校

幼兒教育、幼兒保育、家

政、護理、兒童及少年福

利、 社會工作、心理、輔

導、教育、犯罪防治、社

會福利、性別相關學院 、

系、所、學位學程、科畢

業者。 二、專科以上學校

畢業，並取得下列結業證

書之一者： （一）各類教

師教育學程。 （二）前款

相關學院、系、所、學位

學程、科之輔系或學分學

程。 （三）保育人員專業

訓練。 三、高級中等以上

學校畢業，擔任助理保育

人員三年以上者。 四、普

通考試、相當普通考試以

上之各類公務人員考試社

會行政、社會工 作職系及

格，或具社會行政、社會

工作職系合格實授委任第

三職等以 上任用資格者。 

26000元

至36000

元 

1.園童及少年在園成長

陪伴 2.園童及少年活動

年度規劃與計畫  

3.園童及少年生活起居

照 

4.常規教導、品德教育  

5.生活陪伴、自立培

力。  

6.課業輔導與親師溝通 

7.心理關懷與協助問題

解決 8.個案服務紀錄登

打  

9.評鑑資料整理與準備  

10.個案資料管理與系統

繕打  

11.主管交辦事件 

南投縣南

投市永鳴

路122號之

1 

三班制

需輪班

(小夜、

大夜、

假日

班)。 

 

 

助理保育

員 
2 

助理保育人員應具備下列

資格之一： 一、高級中等

以上學校幼兒保育、家

政、護理相關學院、系、

所、學位學 程、科畢業

者。 二、高級中等以上學

校畢業，並取得下列結業

證書之一者： （一）前條

第一款相關學院、系、

所、學位學程、科之輔系

或學分學程。 （二）保育

人員專業訓練。 三、具有

三年以上社會福利機構照

顧工作經驗者。 四、初等

考試、相當初等考試以上

之各類公務人員考試社會

行政或社會工作職系及格

者 

26000元

至33000

元 

1.園童及少年在園成長

陪伴 2.園童及少年活動

年度規劃與計畫  

3.園童及少年生活起居

照顧 4.常規教導、品德

教育  

5.生活陪伴、自立培

力。  

6.課業輔導與親師溝通  

7.心理關懷與協助問題

解決 8.個案服務紀錄登

打  

9.評鑑資料整理與準備  

10.個案資料管理與系統

繕打  

11.協助保育員照顧業務 

 12.主管交辦事件 

南投縣南

投市永鳴

路122號之

1 

三班制

需輪班

(小夜、

大夜、

假日

班)。 

 

 

承辦人：林嘉玲小姐   

TEL: (03)436-1070 #5135  傳真: (03)438-3684  E-mail: loveling@nanya.edu.tw 

※請附營利事業登記證及求才登記表  ※職缺額滿請來電或 E-mail 告知，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