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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為提倡跨部會合作營造有利於社會企業創新、創業、成長

與發展之生態系統，由教育部青年發展署主辦，社團法人台灣志願服務國

際交流協會承辦，領銜國內青年國際接軌事務，率先倡議青年以社會企業

議題鋪陳與國際相關組織的交流之路，規劃「104 年國際組織及社會企業

研習團專案」，率領青年前往英國對該國非營利組織及社會企業政策、理

念、運作模式等事務的推展，不僅讓臺灣青年收穫良多，亦讓臺灣與當地

組織建立了深厚的情誼。 

2017 年 6 月底至七月初間，蘇格蘭 Dumfries & Galloway Council 青

年部門主任 Mr. Mark Molloy 率領 12 位青年志工回訪，於 2017 年 6 月底

至七月初間至臺灣進行交流、參訪與服務。2018 年，蘇格蘭方希望延續雙

方的友誼，特別規劃招待兩位臺灣青年前往蘇格蘭當地，參加為慶祝 The 

Year of Young People 為規劃的最大的音樂慶典- Youth Beatz Festival，擔

任一個月的志工。讓彼此的互訪友誼藉由今年的計畫再次延續。 

蘇格蘭與臺灣雙方互訪的交流至今已是第四年，我們期待透過雙方的

互動傳遞臺灣公民精神及青年志工的成果，亦希望讓蘇格蘭的青少年深入

了解臺灣文化，達到雙方彼此互惠的效益。今年蘇格蘭盛情依舊，希望邀

請四位臺灣青年參加當地多項主題營隊，並安排與 Dumfries 青年發展中心

同仁學習、共同設計青少年活動課程，獲得不同的志願服務經驗。

計畫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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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開始宣傳 

EDM 發送、 

Facebook 宣傳、 

重點學校致電 

 

報名截止 

線上報名 

 

活動成果繳交 

心得、照片 

或分享會 

 

決審面試 

與蘇格蘭單位面試 

確立 4 名人員 

           06.09    06.11      06.11     06.24-28   07.07-08.04  08

月 

 

前往服務 

青年需協助活動紀錄 

與媒體露出 

   

計畫流程   (執行日期視實際情況調整) 

 

在臺實習 

須至高雄市左營區辦公室 

完成 3 日以上行前服務 

或 07.01-05 

  

複審面試 

 取 10 名 

完成報名程序 

完成線上報名 

及繳交報名費 3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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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徵選機制： 

(一) 線上報名、書面資料繳交於 6 月 9 日截止 (已延長)。 

●書面資料需求： 

 填寫線上報名表   

 個人中、英文履歷 

 對本次活動之自我目標與期待（300 字） 

 英語能力相關證明文件 

 NGO 志工或社會企業之相關經驗證明（如無者免繳） 

 

●報名費 300 元繳交：  

 銀行名稱：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苓雅分行 (銀行代號 : 017) 

 帳號戶名：社團法人台灣志願服務國際交流協會 

 帳號資訊：059 – 10 -19803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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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複審面試、決審遠端面試 

1. 日期：2019 年 6 月 11 日下午及傍晚 (配合蘇格蘭時間) 

2. 地點：待定 

3. 配合蘇格蘭 Dumfries 視訊時間，舉辦線上面試一場次。 

面試標準： 

 

 

 

 

 

 

評估面向  內容  百分比  

外語  英文能力  40% 

經驗  
◎參加動機  或  社團經驗  30% 

NGO 志工或社會企業之相關經驗證明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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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 

報  名  表 

姓名 
（中文）                         （英文別名）                            

（英文拼音） 

生日 
（西元）  年   月    

日 
性別   □男  □女 

2 吋照片 

（請浮貼） 

身份證字號   

聯絡電話 （手機）           （宅） 

通訊地址 □□□ 

電子信箱  

健康狀況 
□良好   □其他說明： 

 *若有特殊疾病及過敏項目請務必註明* 

飲食習慣 □素食   □葷食   □其他：                     (可註明過敏食物項目) 

語言能力 英文 

其他備註  

緊急聯絡人  關係  
聯絡 

電話 

（宅） 

（手機） 

**本報名表之個人資料將僅用於本次交流活動使用，在未經填表人同意之下，您的個

人資料不會提供予任何與本活動無關之第三人，或移作其他目的之使用，特此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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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前準備&服務前實習培訓 

 

 通過徵選的青年須於 06 月 24 至 28 日或 07 月 01 至 05 日間，選擇至少三

日之時間至社團法人台灣志願服務國際交流協會辦公室，進行三日以上的實習

與行前服務，確切時間可以與辦公室討論。 

 

 ●Dumfries 提供： √蘇格蘭當地全程落地接待 

  √服務期間當地 Home stay 住宿安排及膳食提供 

  √與在地志工同籌畫兒童及青少年夏日營隊 

√認識蘇格蘭當地朋友, 深入當地文化與生活  

 

 ※學員需自行負擔：從臺灣至蘇格蘭 Glasgow 或 Edinburgh 之航班 

 

●行前需完成事項： 

 (一)與 Dumfries & Galloway Council 確認行程，合理安排旅遊行程，並就

行程中安全注意事項詳列說明，並製作安全須知提醒、安全守則及團

員自身應負的責任事項等。 

 

(二)出國交流前可至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出國登錄」（www.boca.gov.tw），

登錄團體行程及個人資料，以便駐外館處必要時提供協助及聯繫。 

※相關單位及聯繫窗口如下： 

a.外交部（www.mofa.gov.tw） 

「旅外國人急難救助全球免付費專線」800-0885-0885 

b.交通部觀光局（admin.taiwan.net.tw） 

※緊急聯絡電話 0800-211-734、（02）2349-1691 

（上班時間）、（02）2749-4400（非上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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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館緊急聯絡資訊 

駐英國台北代表處愛丁堡辦事處 

1 Melville Street, Edinburgh EH3 7PE, United Kingdom 

於英國境外撥+44 131 220 6886 或+44 131 220 6890； 

於英國境內撥 0131 220 6886 或 0131 220 6890 

 

 

三、服務期間相關事項需完成事項 

(一) 服務內容 

♦ 參與 Dumfries 當地多項主題營隊，如：Mad for Music,  

Get Up, Get Active, Urban Arts , Health & Wellbeing 

♦ 向 Dumfries 青年發展中心同仁學習, 獲得不同的志願服務經驗 

(二) 服務紀錄 

1. 每週至少三次藉由社群網站，以文字及照、圖片方式發佈活動及

學員服務訊息，除了執行情形，亦能即時與各界分享活動動態、

與臺灣方作安全回報。 

2. 服務期間要求每日學員參訪回饋及反思回傳給臺灣辦公室，專員

隨時關切與協助學員，並與 Dumfries 工作人員針對每日行程進行

參訪前組織聯絡及行政確認，確保行程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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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果紀錄與分享 

(一)滿意度評量表及評量報告 

活動結束後，將實施活動參與評量，以掌握學員意見反應，評

量的實施成果將以分析並探究各區段活動設計之優劣得失及其原因

的了解，之後製作結案評量報告，作為未來活動規劃改進之處。 

(二)心得報告集整 

將書寫心得報告重點，並要求參與服務之青年學員，於活動結

束後 1 個月內繳交至少 5,000 字、照片至少 30 張之心得報告。心得

報告內容包含： 

1. 個人對海外服務活動的學習和回饋； 

2. 個人對國際交流、蘇格蘭當地服務最感興趣的議題； 

3. 個人對未來投入國際交流及海外志工服務的自我評估； 

4. 個人對青年共同發展國際交流及海外志工服務的遠景。 

(三)參與活動影音製作 

  通過徵選的青年將於實習期間與辦公室人員討論：如何拍攝此次服

務內容、心得紀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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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志願服務國際交流協會 

Volunteering Taiwan  

 

社團法人台灣志願服務國際交流協會（Volunteering Taiwan，簡稱 V 

Taiwan）為 IAVE 國際志工協會全球網絡的第五個分會，也是國家代表辦公室，

其成立對於本土與國際非政府組織及志願服務的接軌具有深遠意義。本會基於

「志工臺灣、全球接軌」之理念而建構，其目的在於創造一個連結地方與國際志

願服務團體理念、行動及資源交流的平台，為營造民主治理的社會而努力。會員

組成含括國內政府、非政府組織及企業，遍及全台各地，多年來關心臺灣公民社

會發展及公共參與的社團機構，皆透由 Volunteering Taiwan 的國際網絡，打開

對外窗口，增加與國外的先進組織相互切磋學習的機會。於 2011 年 Volunteering 

Taiwan 與亞太區域 IAVE 組織共同簽屬 SEEDS，開始密切合作共同推廣志願服

務，創造專屬於青年學子們的海外服務及國際參與平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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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印尼、柬埔寨、

廣東省中山市、澳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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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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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mfries & Galloway Council 

 

 

Dumfries & Galloway Council 含括 32 區的蘇格蘭市政局轄區議會，致

力於讓 Dumfries 及 Galloway 成為蘇格蘭最適合居住、學習、工作和成長的

地方。行政區域包含富有歷史的 Dumfries 郡、Stewartry of Kirkcudbright 及

Wigtown 郡（後二者合稱 Galloway），此區域以有許多藝術家及作家聞名。 

 

2015 年台灣學生拜會時就曾帶領學生拜訪一單位 -Oasis Youth 

Center，並進一步了解當地青年政策及設施、與當地的青年志工一同交流。

Oasis Youth Center 是一個專門給 13~25 歲青年交誼休閒及發揮才藝的地

方，青年可以在此運用各項音樂及運動器材，發揮自己的才能。當地的青年事

務局工作即是在籌畫各項青年活動及國際交流方案，讓青年有正當休閒活動以

遠離街頭避免各種不當行為；其中部分也曾為當地的小混混或是身體有些障礙

需要輔助，但經由參與 Oasis Youth Center，參與志願服務後，慢慢改善他們

的生活態度，並洗心革面，持續求學。在台灣，其實也有 Oasis Youth Center，

是由國立台灣大學所辦，為台灣大學生成立的公益性質人力資源社團。Oasis 

Youth Center 社團雖是英國創的，但許多國家皆有效仿，並針對當國創社理

念，改變部分宗旨。因此，每年他們也會和其他國家的 Oasis Youth Center

互相交流。  

 

主任-Mark Molloy 

  Mark目前任職於西南蘇格蘭Dumfries & Galloway 區

議會社區青年服務部主任，主要工作為該區青年服務工作的

組織及配置，包含:服務策略及規劃、人力資源管理、成本管

控及設備管理。Mark 於 IAVE 青年董事任期內完成西班牙、

新加坡、哥倫比亞等國青年志工論壇的籌組及監督工作，期間也代表 IAVE 擔

任聯合國及歐盟青年大使，參與在各項青年事務的決策及議題規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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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至 2018 年台灣與蘇格蘭間青少年互訪的服務活動讓雙方皆獲

得了十分寶貴的經驗，因此我們深信此次臺灣青少年至蘇格蘭駐點的海外

服務勢必為雙方固定交流互訪的重要延續。期許透過此次之交流共同達成

以下目標： 

1. 讓臺灣青少年擁有深度的海外服務與落實當地文化體驗之目的。 

2. 建立台灣與蘇格蘭之間的友誼與夥伴關係。 

3. 運用青少年的專長參與於社區建設或社會福利的工作中。 

4. 落實「作中學」，並分享台灣的獨特志願服務內涵。 

 

  

願景 & 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