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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時代，跨國交流與合作日趨頻繁多元。青年學子唯有「走出去，與

世界溝通」，才能在未來登高望遠。近年來，國際志工風潮日趨興盛。藉由跨國界的志工服

務，養成開闊的國際視野、卓越的領袖能力和深厚的人文素養，在探索世界的同時，提升

自我、拓展生命的廣度、寬度和深度。 

爲了創造專屬於青年學子們的海外服務及國際參與平臺，IAVE Taiwan 自 100 年起推

動「國際青年志工服務學習營」—〖Journey of Dreams 築夢計畫〗，專為 15 歲以上的青

年所設計的國際志工服務學習計畫。目前為止已與加拿大、新加坡、柬埔寨、廣東省中山

市、澳門及泰國等地優質非營利組織機構締下深層的友誼，並增進彼此的志願服務內涵。 

歷屆學員跨海分享來自台灣的熱情與活力，無國界的服務，使得青年學子有機會開拓視野，

探索自我。透過 IAVE 全球資源、專業服務學習導師帶領，結合服務、參訪、跨文化交流等

元素、協助青年學子們打開視界，融通世界，建構品格與自信，培養引領未來的領袖能力。 

 

 

 

 

  

築夢計畫 Journey of Dreams 

Inspire & Empower 生涯探索啟程 

IAVE TAIWAN 與 Only實驗教育首次合作，規劃全新的服務學習模式，讓青年藉由

Inspire & Empower 生涯探索啟程，與自己競爭、探索自己、肯定自己。將自己的所長

運用於海外服務的觀察與實踐中，增加國際視野，讓學生快樂自主學習，不再盲目追求，

發展自己的獨特價值，進而真正提升自己的競爭力。 

Give & Take學習之旅 

透過 IAVE TAIWAN 與泰國國家組織 

安排的 Give & Take 學習之旅，讓青年了解當地發展的社會企業樣貌，利用自己的力量

協助提升當地生活，向當地年輕社會企業家學習自然農耕與自足農場的概念。Give & 

Take 的精神，讓學習與服務的過程是雙向循環而非單向付出。沒有國籍分別，相同興趣

的 Volunteers 在學習交流之下，建立了深刻的夥伴關係! 



  
【Start Up! 新加坡青少年初體驗營】 

 城市協力 ● 跨國傳愛 

挑戰度 ★★    七月出團時間；7/5 ~ 7 /16 , 2016 

八月出團時間；7/31 ~ 8 /11 , 2016 

誰說參與國際志工只能從大學開始!? 透過 IAVE Taiwan 與新加坡友伴單位合作，在新加坡身

心障礙者、老人關懷等機構學習與服務，並同時有機會跟牛車水志工一起與來自各地的青少年志工

一同進行文化學習與交流、增進志工經驗，讓想參與國際志工的青少年們「一次就上手！」 

◎必備：十五歲以上高中職學生(含國三生)或大專院校學生；具志工經驗者尤佳。有活力與服務熱

枕、樂於學習、基礎英文能力。 

【Move Up! 泰北清邁國際工作營】 

 山區建設 ● 成長學習 

挑戰度 ★★★ 

出團時間: 7/19 – 7 /31, 2016 

想體驗與來自不同國家的夥伴一同服務，協助偏遠山區發展社會企業嗎?良好的社區空間

嗎？如果你具有服務熱情，也不怕上山下海的，歡迎一同前進清邁 DoiPhaSom，改善當地衛生

環境及自給自足中心設備。除了前往偏遠地區服務實作與青年交流文化，也安排當地佛寺古蹟、

搭船遊河等，讓同學們感受泰國清邁之美。 

◎必備：十八歲以上大專院校學生或社會人士，具志工經驗者尤佳。英文能力佳、有熱情、活動

力；若有室內設計、企業行銷、環境生態、建築或土木工程等背景，有機會一展身手！  

【國際志工全球年會-青年論壇】 

 國際舞台 ● 豐富議題    

2016 第 24 屆世界志願者大會將在 11 月 7-10 日於墨西哥市舉辦。

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與世界各地的志工交流，連結全球，展現自我，

並了解各地的志願服務的創新技術與實踐方式。 

特別規劃 16-25 歲青年於大會議程前 11 月 3-5 日參加的青年論

壇，與全球的青年志工依照這次會議的主題: 挑戰、宣達、激勵、促進

青年參與志願服務，進行討論、小組交流、策畫活動等。參加青年論壇

的青年將於議程最後一日參與當地的服務活動。 

◎徵稿熱烈進行中，詳情或組團專案請來電諮詢◎ 

 

 



  
WHAT WE PROVIDE 

行前培訓︱在地志工帶領︱多元服務︱學習手冊︱ 

跨文化交流與在地深度旅遊︱營隊 T 恤︱服務學習證明︱ 

國際認證結業證書︱生涯探索履歷及口面試指導(選) 

 

WHAT WE REQUIRE 

18 歲以上具服務熱誠之青年(新加坡團 15 歲以上即可)︱ 

通過口試甄選︱全程參加培訓與服務︱配合團務與帶團老師指揮 

回國後至少參與 1 次成果發表 

線上報名
或

紙本報名

5/31
早鳥優惠
截止

口試徵選、
確認資料

繳費
完成

寄確認
單

行前
培訓 I

行前
培訓 II

行前
說明會

準備出團

◎參加流程  

◎報名須知  

１各團皆有須適應的環境條件，確認能配合團務，方可報名合適梯隊。 

２可線上報名或傳真報名，報名除填寫報名表外，請繳交下列資料： 

（１）護照掃描檔 （２）身分證件掃描檔  

（３）家長簽章之同意書掃描檔（學生身分，以及未滿 20 歲者） 

—掃描檔需清晰可辨識， 

並將以上三項檔案 E-mail 至：jod@iavetaiwan.org 

6/15 

新加坡初體驗營 I 

報名截止 

6/30 

泰北國際工作營 

報名截止 

7/10 

新加坡初體驗營 II 

報名截止 

mailto:jod@iavetaiwan.org


 

◎繳費手續與退費  

銀行匯款：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苓雅分行(銀行代號：017) 

戶 名：社團法人台灣志願服務國際交流協會 

帳 號：059-10-19803-9 

※ 完成轉帳交易後，請寄郵件至 jod@iavetaiwan.org，告知轉帳後五碼 

退費：若您於繳費完成後，因個人因素無法參加活動，請先向本會提出退費申請。 

本會將請您提供退費帳號資訊，並與您確認無誤之後，於次月10日辦理退費。 

退費標準如下 

 

 

 

  

• 酌收30％的個人團費+已發生的費用

（如住宿訂金、機票開票費等）其餘退還。
出團15天前退團

• 恕將不退費，涵請務必注意退款時間說明。退團時間不足15天



報 名 表 

2016 年築夢計畫 Journey of Dreams 國際青年志工服務學習營  

□《Start Up! 新加坡青少年初體驗營 A 團》服務日期：7 月 05 日至 7 月 16 日 

□《Start Up! 新加坡青少年初體驗營 B 團》服務日期：8 月 01 日至 8 月 12 日 

□《Move Up! 泰北清邁國際工作營》服務日期：7 月 19 日至 7 月 31 日 

  

項目 Items 中文姓名 Chinese Name 護照英文姓名 Passport English Name 

*姓名 Name   

*身份證號碼 ID 

Number 
 

*出生年月日  

Birth Date 

 /    /   

  年     月     日 

*性別 Gender  *手機 Mobile  

電話 TEL  傳真 FAX  

*護照號碼  

Passport No. 
 

*有限期限  

Expiry Date 

/    /   

  年     月     日 

*電郵 Email address  

飲食需求 

Diet 

Requirement 

□葷 None □素 Vegetarian   

□其他 Others：____________ 

就讀學校 School  就讀學系 Dept.  

*聯繫住址 Address  

*健康狀況  

Health Condition 

□健康  □過敏  □氣喘  □顛癇  □心臟疾病  □貧血  □高血壓 □糖尿病   

□其他 Others：________________ 

*血型 Blood Type □A   □B   □O   □AB 

*衣服尺寸  

T-shirt Size 

□2S (衣長 61cm , 前胸圍 43cm)    □S (衣長 66cm , 前胸圍 47cm)     

□M (衣長 70cm , 前胸圍 51cm)    □L (衣長 73.5cm , 前胸圍 53.5cm)    

□XL (衣長 76cm , 前胸圍 57cm)   □2XL (衣長 78.5cm ,前 胸圍 61cm)    

□3XL (衣長 81cm , 前胸圍 64cm) 

*報名身份 

Registration type  

□新學員   □舊學員及其兄弟姊妹   □二人（以上）同行  

舊學員或同行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 

或至官網填寫線上報名表 vtaiwan.org 



*填寫後請傳真至 07-3438101 或寄至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 801 號 303 室 臺灣志願服務國際交流協會 收 

  

*緊急聯絡人 

Emergency Contact 

 *緊急連絡人電話   

Emergency Contact Number 

 

何處得知此招募訊息 

Sources of info 
□官網 www.vtaiwan.org  □舊學員 Friends  □海報 Posters  □Facebook 

□網路 Other websites/EDM  □學校 School  □其他 Others：_____________ 

語言能力及語言檢定證照 Certificate of Languages 

 

志工或社團經驗簡述(150 字內) Volunteering Experiences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150 words) 

 

專長或才藝 Skillls and Specialty 

 

期待與目標或其他相關意見 Expectations/Other Suggestions 

 



 

 

報名洽詢：電話：(07) 343-8100  / 0977-230003     

傳真：(07) 343-8101 

E-mail：jod@iavetaiwan.org 

官方網站：www.iavetaiwan.org 

部落格：iavevolunteer.blogspot.coｍ 

洽 楊孟翎小姐 或 黃婷瑜小姐 

合作單位： 

          

        

    陸續增加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