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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台灣志願服務國際交流協會 

 

    為了配合國際志工協會 IAVE全球策略規劃，自

106 年 1 月 1日，台灣志願服務國際交流協會英文名

稱由 IAVE Taiwan 更名為 Volunteering Taiwan，(簡稱

為 V Taiwan) 

Volunteering Taiwan 將以「建構多元及專業志願服務發展」

為核心，除承襲原 IAVE 國家代表辦公室使命外，更將積極整合

台灣志願服務的資源與全球公民社會接軌，以建立更具效率的行

動平台。 

為讓「臺灣走向世界」及「國際拉近臺灣」，在未來 Volunteering 

Taiwan 無論是在國際社會議題的倡導或全球志工雙向合作計畫中，

將極力促成跨部門整合，加強非政府組織、學術界、政府部門、

和企業部門間志願服務的參與，增加國內志工專業教育的推動與

全球公共事務參與，讓臺灣公民可以藉著 Volunteering Taiwan 的

存在，進入國際各項社會議題改善的進程。 

過去16年，Volunteering Taiwan積極展開與各議題社團對話，

秉持「志工臺灣、全球接軌」之理念，以網絡連結方式響應全球

志願服務領導趨勢，並善用不同世代的特質共同參與志願服務。

「志願服務」不只是服務，對青年而言，更是給與得的生涯探索；

對企業而言，是建構健康社區供應商業活動資本的原動能；對政

府而言，透過公民善治足以弭平族群歧見邁向共榮。在

Volunteering Taiwan 的方案中，各興趣族群能夠藉由志願服務多元

面向的引導，得以用創意建構新未來，讓服務充滿價值與吸引力，

讓社會永續發展賦予創新價值及意義，進而達到全面性“志願服

務”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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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相信，就有力量 

「信念是鳥，它在黎明仍然黑暗之際，感覺到

了光明，唱出了歌。」 

商業週刊列舉了幾個老企業新的經營模式，如同

一個火種正在燃燒，黑暗角落透出了亮光，因爲

有著共同的信念，所以一起創造更大的舞台。 

本會從 2001 年創立迄今，16 年來一直秉持著

「相信，就有力量」的理念，在引導台灣志願服務與國際連結，

激勵志工的熱情與向善的力量，如同火種一般，在提供 NGO資源

服務平台，我們相信可以讓社會更美好。 

為了配合國際志工協會 IAVE 全球策略規劃，今年台灣志願

服務國際交流協會英文名稱由 IAVE Taiwan 更名為 Volunteering 

Taiwan(簡稱為 V Taiwan)，延續去年推動企業志工的行動年，如

何邀請企業夥伴在志願服務的領域，出錢也出力，善盡社會企業

責任，開始集合各界力量，籌辦「台灣企業志工獎」，具體投入全

球企業志工實踐創能的行列，表彰他們的貢獻，形成善的循環，

是我們的下一步實踐目標。 

Volunteering Taiwan 將以「建構多元及專業志願服務發展」為

核心，促成跨部門整合，加強非政府組織、學術界、政府部門、

和企業部門間志願服務的參與，增加國內教育倡議的推動與全球

公共參與，積極整合台灣志願服務的資源與全球公民社會接軌，

以建立更有效率的行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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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服務 2.0進行式 

 

Debbie S.F. Huang 黃淑芬 

     國際志工協會臺灣國家代表 

     台灣志願服務國際交流協會秘書長 

2016是全球社會進程進入永續發展目標的啟動元年，在急速

變化又面臨複雜挑戰的今日，志願服務要如何由傳承中求新創，

來迎接永續發展的世紀?我在 2016 年國際志工協會(IAVE)墨西哥

年會中提出” 志工的下一步:志願服務 2.0 版(Volunteer NEXT: 

Volunteering 2.0)”， 主訴求讓志願服務進入到一個專業協力及永

續創能的正向循環，若說志願服務 1.0 將個人善行串聯為集體改

造社會的力量，在志願服務 2.0 版中，我們希望這個集體力量來

自於更多元的利益關係者，無論是企業、非營利、學界及政府都

能因勢利導找到著力點；若說志願服務 1.0 將志工的技能透過培

訓以達到更好的服務，在志願服務 2.0 我們希望能運用更多的服

務設計，讓志工服務植基於其專業能力，進行人力資源的有效配

置，建立高績效服務的效益；若說志願服務 1.0是將志工的時間、

智慧及能力貢獻給需要服務的個人或社區，在服務 2.0 我們希望

大膽翻轉受服務者的角色，他們可以成為這段服務關係的主導者，

以夥伴關係與志工合作，透過服務設計讓服務者與被服務者都能

在互動過程中為彼此建造能力，找到彼此成長的契機；若說志願

服務 1.0以非營利行為來傳送社會服務，我們希望志願服務 2.0能

包容商業模式來傳送社會服務，讓志願服務成為有效媒介，由此

激發出志工就業及創業的下一步，讓自己與社會同時蒙利，讓更

多人樂於並勇於投入志願服務。 

志願服務 2.0 積極在青年志工、企業志工及社會企業間鋪設連

結的介面，也勾勒出 Volunteering Taiwan 的服務使命，建構跨領

域合作平台，讓參與各方彼此協力互相造就，以此開發改善社會

的潛在資源與能量，增加對特定問題的影響力及解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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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公民力 X 國際行動力 

 

 

--第 24屆國際志工協會(IAVE)世界年會 

第 24屆國際志工協會(IAVE)世界年會於 11 月 3-10 日在墨西

哥市舉行，此次臺灣代表團共有 11 位成員參與全球會議，其中 4

位青年學生亦同時參與青年論壇。代表團成員包含台灣志願服務

國際交流協會、中華民國志工總會、國立政治大學、羅慧夫顱顏

基金會、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及中華民國志工總會等代表參

與。IAVE世界年會為每兩年於不同城市舉辦，聚集各國產官學及

NGO界菁英，為全球社會趨勢議題展開關鍵性討論，其會議成果

將成為聯合國志願服務發展之參考，也為世界各國政府、學界及

公民社會作為志工發展依據。本次會議以志願服務改變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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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nteering for Social Change」為主題。臺灣各界共投稿 13 篇，

經過激烈的評選，共有 5 篇方案獲選在大會發表，佔全體會議發

表量的 3.5%，亦佔非拉丁美洲國家會議發表量的 7%，為僅次於

美國發表篇數的第二大發表國，其影響力彰顯臺灣社會成熟的公

民參與，臺灣志工界有機會在國際舞台上，將本國發展的志工方

案與全球共享與世界共榮。 

就如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王瑞琦教授的參與感想提及，

此次世界年會讓她更認知志工整合機制建立的急迫性，臺灣面臨

從 episodic 的階段帶入 skills-based 志工的轉型階段，以擴展志工

國際視野和參與深度，並為臺灣志工的永續培育領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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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NGO國際事務人才培訓班 

2016 年對於全球各界而言是關鍵的一年，隨著千禧年發展目標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 2000-2015)的階段性總結，

聯合國大會設立新階段全球社會進程為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 2016-2030)。為呼應聯合國所設立永續發

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的認知，外交部與台

灣志願服務國際交流協會共同合作105年NGO國際事務人才培訓

班，以提升「 臺灣公民力 」及「 國際行動力 」 為主軸，目標

在強化國內 NGO 夥伴對 SDG 的認知，希望透過研討及工作坊激

勵臺灣公民社會的豐沛能量，參與全球新興議題，讓臺灣成為國

際社會積極並具建設性的合作夥伴。本活動於 105 年 8 月 6 日及

20 日分別於台北及高雄揭開序幕，外交部吳政務次長志中蒞臨主

持開幕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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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訓班獲得相當大的回應，學員中有一對旅居法國的夫妻，

因回台探親而參與了此次活動感到受益良多，除了解全球未來 15

年的社會進程，更為他們在法國參與國際志工的領域中找到了方

向！另一學員毛御安表示培訓班將來自各地擁有相同願景的人齊

聚一堂，SDG賦予每個人一把梯子，讓他們更有效率的爬到巨人

的肩膀上，看看台灣在國際人道外交，以及 NGO、NPO 的實踐

成果。而這些訊息就如同種子，日後隨著時間在不同崗位時，也

繼續成長，使他能們延續 SDGs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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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志工日●為志工喝采  

為響應 12 月 5日國際志工日（International Volunteer Day），

台灣志願服務國際交流協會(Volunteering Taiwan)特於 12月 3日在

高雄鳳山婦幼青少年活動中心，舉辦「LOVE Exchange 愛交流嘉

年華」活動，以呼應聯合國今年主題-為志工喝采#GlobalApplause，

並以 SDG、環保和志工傳愛為主軸，設計系列闖關遊戲。

Volunteering Taiwan 透由愛交流嘉年華慶祝活動，向全世界各地及

不同工作領域的志工致敬，共同讚揚這特別且極富意義的國際志

工日；更期望藉由這個活動讓民眾了解志工的多元性，投入志願

服務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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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志工 X 服務學習 

--2016國際青年商會亞太大會 志工運用  

由博愛國際青年商會以十年的時間，以城市為單位順利爭取到

亞洲太平洋地區大會(ASPAC)，這個盛會於 5 月 30 日至 6月 5 日

在高雄舉辦，台灣志願服務國際交流協會很榮幸與博愛國際青年

商會成為夥伴，為城市共同成就美好盛會。 

為了將本次活動的喜悅與高雄市民共享，藉由志工行動向國際

展現優質公民觀，特別招募 200名志工共同參與，由本會負責培

訓及現場運用，所有志工表現出團隊力，在大會期間相互合作、

竭盡心力，志工們遇到困難與狀況時的機智表現，在在獲得國際

友人的讚賞，也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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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港澳青年臺灣知性之旅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辦「105 年港澳青年臺灣知性之旅」，於

105 年 6 月 27 日至 7 月 1 日分別在台中、彰化、嘉義三地舉行。

Volunteering Taiwan 很榮幸連續兩年承辦這項青年交流活動，今年

特別設計以「藝能臺灣三創 GO!」為主軸，吸引 26 名臺灣學員和

59 名香港及澳門學員共同參與，讓臺港澳學生了解臺灣藝術的多

元創意、創能、創價的「三創」能量。本活動透過講習、多樣文

化參觀的活動、座談、團隊培能、創意提案等模式激發青年觀察

力及創造力，引導參與的臺港澳學員更深入了解臺灣的多元及深

度，從微創文化、港區藝術、社區再造、傳統技藝、宗教融合、

故宮南院走訪等多種層面詮釋臺灣，引導參與的臺港澳學員更深

入了解臺灣的多元及深度，從心也從新認識臺灣，並透過呈現融

會貫通，在未來持續關注相關議題。除此之外，也讓臺港澳學員

在五天四夜的活動，深入交流與對話，發展夥伴關係，建立良好

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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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築夢計畫  

國際青年志工服務學習營-印尼巴淡島及新加坡服務 

爲了創造專屬於青年學子們的海外服務及國際參與平臺，

Volunteering Taiwan 自 2011 年起推動「國際青年志工服務學習

營」—〖 Journey of Dreams 築夢計畫 〗 。透過 IAVE 全球資源，

由專業服務學習導師帶領，結合服務、參訪、 跨文化交流等元素，

至今已走訪加拿大、新加坡、柬埔寨、廣東省中山市以及澳門等

地，跨海分享來自臺灣的熱情與活力。今年從 8 月 1 日為期兩週

的服務，帶領青少年前往印尼巴淡島及新加坡進行孤兒關懷、長

者服務服務，並在 IAVE 新加坡國家代表辦公室─新加坡國家志

工與慈善中心 National Volunteer & Philanthropy Centre (NVPC)的

安排下與新加坡共和理工學院學生志工進行青年交流與城市探索。

無國界的服務，使得青年學子有機會開拓視野，探索自我。 

此次服務讓廖家欣學員感觸良深認為: 「這次的志工服務，

讓我覺得服務對象跟我們的連結，並不是物質上，有形的需求，

而是抽象的傾聽和陪伴，即使在進步的新加坡，也有孤單的老人，

無依的遊民，除了生理上的需求，心靈上的滿足也很重要。」兩

個禮拜的相處時間，服務學習導師黃婷瑜感性的說:「每位參與的

團員從對服務內容的好奇不懂到被動地參與討論，進而在服務中

找到樂趣，並有了小小的改變開始為周遭的人主動的服務，這都

是身為帶隊老師的我所欣慰的。我想不是我的能力幫他們做了什

麼，而是感謝他們給了我機會一同參與了他們此次成長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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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全球港灣城市論壇志工培訓與運用計畫 

 

「2016 全球港灣城市論壇」是提供世界港灣城市一個交流與

合作的互動場域，凝聚國際港灣城市間的合作共識，共同促進港

灣城市產業的轉型與城市的發展。這個盛會於 9 月 6 日至 9 月 8

日在高雄舉辦，台灣志願服務國際交流協會很榮幸獲得籌辦單位

茵康國際會議顧問公司的邀請，擔任志工培訓及運用計畫的夥伴

團隊，並招募社會青年志工共襄盛舉。特別感謝志工們，在論壇

前中後期間，盡心盡力、不辭辛勞的服務，身為貴賓接待、隨行

志工必須配合各自接待的貴賓行程，即便是三更半夜機場接機、

凌晨遠赴桃園送機，又或者是雨天隨行參訪，讓每位與會的國內

外賓客皆感受賓至如歸的溫馨親切，在在都展現著志工使命感！ 

 

 

 

 

 



  

18 

 

 

--2016兩岸青年學生志願服務研習營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自 2012 年創辦「兩岸青年學生志願服務

研習營」，經營至今已成功培育超過 1,570位志工，使來臺就學的

陸生與臺生在志願服務主題上充分互動。本協會長期擔任活動規

劃與執行工作，將志願服務內涵透過研討與身體力行實踐，引導

每位參與的同學深入體驗，從心做起志願服務，更重要的是引導

兩岸新世代透過志願服務建構互信互助的情誼，化解彼此歧見。

本年度 9 月至 11月間於北中南辦理四個梯次的研習活動，分別為

社區發展與生態永續、社會服務與文化傳承等議題探討及服務實

作，共吸引 73 所學校，326 位臺、陸生。本次活動共結合 37 個

協力單位、15 個參訪服務單位、邀請國內 19 位頂尖的講師為學

員分享志願服務的理念。 

許多學員對於此次活動給予高度讚許，其中一名學員來自淡

江大學德國語文學系 吳君怡表示當初會參加這個活動本身就是

想多認識和更深層了解兩岸學生的差異。在這次參訪的過程中發

現陸生比較積極主動去發問，是台灣學生較缺少的部分。目前就

讀靜宜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的陸生杜前岩希望兩岸青年學生志願服

務營隊可以繼續開展下去，因為這樣的活動的確是一個非常難得

的機會讓兩岸學生共同學習、交流，對兩岸的文化交流融合有非

常大的促進作用，同時還可以讓臺灣的學生和大陸的學生都更了

解真實的臺灣，從而集思廣益，更具針對性的幫助臺灣民眾，有

促進志工服務文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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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山部落志工假期 

澳門馬黑祐坊會和澳門大學學生會志願者協會青年志工約

40 餘人分別於 2016 年 12 月 18 日至 12 月 22日、2016 年 12月

19 日至 12 月 23日來臺參訪，由本會負責規畫並帶領前往嘉義茶

山部落，體驗原民生活與傳統文化，並於茶山國小進行工項服務，

讓這個隱居在山谷裡的部落，頓時活力滿溢。志工在這山間唯一

的小學努力地工作，包含羽球場畫線、迎賓牆及浮雕牆彩繪油漆、

花圃植栽……等，當學員看到自己親手完成的美麗校園，為弟弟

妹妹們所盡的心力都興奮至極，校長及學校主任老師們，更是感

動不已，也為小朋友們做了一次機會教育，讓他們了解志工及無

私奉獻的重要性。 

茶山部落工作假期開啟了志工認識部落的一扇窗，也打開部

落傳承文化與生活故事的一道門，讓更多人發現部落的美好內在，

也讓部落居民有自信能敘述自己的故事。青年志工跨國際交流的

推廣，希望透過國際志工進入社區服務，為原住民部落帶入新的

資源及助力，用各種形式翻轉偏遠族群的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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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臺灣燈會在雲林 

臺灣燈會如同德國慕尼黑啤酒節、北海道雪季、巴西嘉年華

會等，世界聞名，吸引國際觀光客。觀光局每年辦理國際性燈會

活動，成為國人在春節期間的共同期待與回憶。交通部觀光局自

1990年起舉辦燈會以來，今年已邁入第 28個年頭。每年燈會主

燈造型皆以該年生肖為主題，輔以副燈、祈福燈區、歡樂燈區等

多元花燈藝術。今年志工人數多達 1 萬人，因大型活動的規模及

複雜度，雲林縣政府視志工為重要的活動資源。特別邀請台灣志

願服務國際交流協會黃淑芬秘書長分享志工應有的服務態度及禮

儀志工專項分工，藉由 1 萬名志工的協助，合力把令臺灣人驕傲

的燈會文化推上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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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企業 X 永續發展 

--社會企業專業能力建構營 志工計畫 

社會企業專業能力建構營 Social Enterprise Capacity Building 

Program in Taiwan 邀請國際知名社會企業發展機構—蘇格蘭社區

事業(Community Enterprise in Scotland, CEIS)之專家學者來台，於

8 月 14 日至 8 月 19 日假臺灣證券交易所展示中心（台北 101 辦

公大樓 1 樓）進行專業能力培訓工作坊，講授實務課程。為使國

內有志於從事社會企業或社會創業之在校青年能獲學習育成機會，

並參與國際著名社企機構的優質培訓，拓展青年國際議題及視野

的連結，遴選 10 位臺灣優秀青年組成「社企志工團」。藉由推動

社會企業專業能力建構，為臺灣青年發展一個針對國際交流和社

企專業能力的培育計畫。六天活動下來，志工間的感情與日俱增，

其中一位青年志工李冠達對於志工更是有一層深刻的體悟，【志工

是什麼？】"志工不是殺時間，它已經是一項專業的服務。這就是

黃淑芬老師在傳授志願服務 2.0 版"讓我最有感觸的一句話，志願

服務不再是一腔熱血衝到底的事情，而需要規劃與責任、針對性

強烈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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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社會企業國際論壇暨工作坊 

臺灣志願服務國際交流協會長期關注社會企業發展，期以志

願服務公民力量支持社企創業者，延續 2015於高雄辦理「社會企

業國際論壇暨工作坊」，今年亦獲得參與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

南分署「2016社會企業國際論壇暨工作坊」的籌辦工作，以「青

農翻轉世代」作為主軸，進一步探討青年與農社企的無限潛能，

藉以改善偏遠農村面臨老化及窮困的窘境。透過此次國際論壇的

辦理，提供臺灣地區的青年農夫、創業家、非營利組織、企業團

體、研究學者、和政府機構等單位工作者，一個傳遞國際最新趨

勢和產官學研互相交流的機會，讓來自於各部門背景的參與者找

到進入社企合作的路徑，發揮公民社會互助與市場效率平衡的原

則，也讓一般民眾認知除傳統志工觀點外，另一條改善社會的參

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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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志工 X 全球創能實踐 

--撐起大帳篷滾動大時代 

國際志工協會(IAVE)提倡企業志工，將企業力量成為改善社會

的重要資產之一，自 2006 年發展至今，在國際間已有豐碩成果。

在 2012年由Dr. Kenn Allen帶領專業團隊進行全球 48個企業志工

方案的研究，完成"The Big Tent: Global Volunteering in Global Age"

專書。IAVE Taiwan 於 2013年獲得 IAVE總會授權後，歷時近一

年的資源整合及行政規劃，於 2015 年 10 月首發繁體中文版本《撐

起大帳篷，滾動大時代──全球企業志工的創能實踐》引起各界迴

響，也陸續收到企業界正面的回應，為能推展本書理念，本會將

提供電子書於官網，供各界瀏覽參考。另為讓企業界廣泛運用書

內提供『企業志工績效評估指標』作為衡量工具，網站中也將免

費提供自我評估服務，以利企業建立均衡發展的企業志工計畫，

請各位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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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築夢計畫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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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屆 IAVE國際志工年會亞太區域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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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志工們喝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