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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當人類在邁入全球化之際，對經濟、科技、環境、政治、文化及生活有了不同體

認，先進國家政府亦瞭解志工精神對社會整體的貢獻性，起而鼓勵人民投入志工

行列。為了使國內志願服務組織對於志工精神、世界脈動、未來走向與國外有更

多交流與互動；尋求參與國際民間社會的管道；擴展本土與國際間合作；並發揚

志工台灣的精神，「台灣志願服務國際交流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Volunteer Efforts-Taiwan, IAVE Taiwan）於 2001 年成立，同時為「國際志工

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Volunteer Efforts, IAVE)全球網絡第五個分

會，與在台灣的國家代表辦公室，其成立對於本土與國際志願服務的接軌具有深

遠意義。 

 

「台灣志願服務國際交流協會」的成立，以推展志願服務機構全球接軌和全球志

工網絡經營為首要任務，長期提供國內志工團體與國外先進社團在經營、管理、

發展等運作問題相互切磋學習的機會。亦利用國際網絡系統，針對各種不同的需

求，主動透過各種可能的方式和管道，與各國交流及合作，積極和世界對話，期

望能帶給國內社團不同的衝激效果，並以全球的視野，積極推動國際社會的發展。 

 

IAVE Taiwan 成立以來除積極針對國內志願組織，以網絡連結方式響應全球志

願服務領導趨勢，並踴躍參與志願服務相關國際會議，與國際網絡組織密切互

動，貢獻屬於台灣公民社會的獨特能量。截至目前為止共協助國內逾 300 個志工

組織超過 1,000 人參與 IAVE 全球、區域會議及會展活動，舉辦超過 60 場國內外

研討會及工作坊，更於會議中發表過 66 篇論文，關注國際事務的參與；用台彎

力量持續為各國代表服務奠立了 IAVE Taiwan 在國際志工組織的地位。 

 

在過去十年的國際交流業務上陸續完成超過 30 場會展活動的主辦及協辦，期間

包括由 IAVE Taiwan 主辦的：「2001 年志工台灣國際論壇」有超過 15 國 500 人

次參與及「2009 年國際志工亞太區域年會」超過 21 國 800 人次參與之盛會，本

會於 2003 年 12 月份與 IAVE 及聯合國志工組織(UNV)在瑞士日內瓦舉辦的資訊

社會高峰會( 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以下簡稱 WSIS)中合辦

「志願服務與資訊科技」平行會議，更吸引共有一百多位來自世界各國的代表與

嘉賓親臨與會，討論資訊社會趨勢下志願服務的發展方向；IAVE Taiwan 多年致

力於國際事務的發展，更獲得 IAVE 總會的肯定，並蟬聯三屆國際董事席次，除

此之外，也領導志工跨國合作專案，包括：「IAVE.ORG.志願服務資訊交流平

台」專案、國家志工中心發展策略研究計畫，並於 2004 年 8 月與青輔會合作於

台北成立國際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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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更是 2009 年高雄世運志工的訓練運用單位，並於世運會期間與國內 36 所大

學簽署 i-volunteer 合作備忘錄，在世運期間結合服務學習運用。2010 年為延續

世運志工熱誠，本單位接受高雄市政府秘書處國際事務科協助籌組「高雄市政府

國際志工聯盟」，除納入原有國際事務菁英、世運貴賓接待志工資源外，亦媒合

在地大專院校學生、國際社團之合作，號召更多民間熱心國際事務且具語文專長

之人士加入，從招募與培訓完成召募 400 名志工的目標，完成第一次的高雄市政

府國際志工聯盟志工活動。 

並同時將歷經高雄世運志工的成功營作經驗，協助台北花博志工建置與嘉義市國

際是的洗煉。 

 

IAVE Taiwan 作為國際志工領航機構之台灣分會也將最新志工管理技術，透由國

際研討及工作坊形式與國人分享，積極強化志工組織與公民社會的能量，讓社會

充分感受到志工力量帶來的改造；在志工資源整合部分，更有 EZ-MICE 平台可

供志工媒合使用，本平台包括國際資訊、人才培育、人力媒合中心、會展週邊相

關資訊以及會議管理工具專書可供使用參考。因此，希望透由本協會結合全球結

盟組織網絡將志願服務此極具意義、精神與影響力，推薦予世界各地與社會各階

層，期使帶動新世紀志願服務對社區、國家，進而對世界有新的視野與學習的典

範。 

 

IAVEIAVEIAVEIAVE 國際志工協會國際志工協會國際志工協會國際志工協會    

IAVE 國際志工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Volunteer Effort, IAVE）1970 年成立，

為國際上第一個也是唯一的跨國志工網絡組織，在國際民間社會聲譽崇隆，於志願服

務領域居領航地位。總部設於美國華盛頓 DC，擁有 55 個國家作為國家代表，會員遍

佈全球 95 個國家，並為聯合國「經濟與社會理事會」（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ECOSOC）的特別諮商（Special Consultative Status）團體，長年來倡導志工精神與專業

志工培訓，對全球志願服務的推展具有莫大貢獻。近年來更協助雪梨奧運、韓國世足

賽、加拿大殘障奧運及北京奧運大型賽事之規劃與諮詢。 

  

透過台灣志願服務國際交流協會的努力與經營，不僅為國內

非政府組織引進國際志工潮流，更將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的

聲音，透由志工精神，發送到世界的各個角落。 

 

許惠美，台灣志願服務國際交流協會 理事長 

Mrs. Hui-Mei Hsu, President of IAVE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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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紀大事紀大事紀大事紀 

 

�    2011201120112011 年年年年    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國際志工協會國際志工協會國際志工協會國際志工協會 IAVEIAVEIAVEIAVE 第第第第 21212121 屆世界大會屆世界大會屆世界大會屆世界大會」」」」    
志願服務-改變世界的力量，2009 年亞太區志工齊聚台灣，2011 年

台灣志工啟程新加坡，「重新出發、用愛成就 」我們在國際舞台從

不缺席 Find the Volunteer Inside You 

 

�2010201020102010 年年年年 10 10 10 10 月月月月----2011201120112011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爭取爭取爭取爭取 2013201320132013 亞太城市高峰會議亞太城市高峰會議亞太城市高峰會議亞太城市高峰會議（（（（APCSAPCSAPCSAPCS））））計畫計畫計畫計畫提案計畫提案計畫提案計畫提案計畫」」」」    

高雄市政府秘書處委託台灣志願服務國際交流協會籌組「高雄市政

府 i-Volunteer 國際志工聯盟」除納入原有本府國際事務菁英、世運

貴賓接待志工資源外，亦邀請在地大專院校學生、國際社團之合

作，號召更多民間熱心國際事務具語文專長之人士加入，培育專業

的國際事務接待人才。 

i-Volunteer 國際志工聯盟的成立不僅代表持續推動市民參與城市

國際事務，並提昇該國際志工服務效能。除了具備專業的會展服務際巧和專精的外國語文能

力，於此次所培育之專業會展志工將優先為 2013 年亞太城市高峰會議進行服務。 

 

�2010201020102010 年年年年 12 12 12 12 月月月月「「「「iiii---- Volunteer Volunteer Volunteer Volunteer 高雄市政府國際志工聯盟高雄市政府國際志工聯盟高雄市政府國際志工聯盟高雄市政府國際志工聯盟」」」」志工培訓課程計畫志工培訓課程計畫志工培訓課程計畫志工培訓課程計畫」」」」    

為延續 2009 世運志工熱誠，高雄市政府秘書處特委託台灣志願服

務國際交流協會（IAVE Taiwan）籌組「高雄市政府國際志工聯

盟」，除納入原有本府國際事務菁英、世運貴賓接待志工資源外，

同時亦將媒合在地國際社團、大專院校學生的加入與合作，盼號

召更多民間熱心國際事務具語文專長之人士加入，建立高雄市政

府國際事務接待人力資料庫，同時支援高雄市政府各局處之外賓

接待工作。    

 

�2010201020102010 年年年年 11 11 11 11 月月月月 

高雄市志願服務協會 KVA 

韓國志願服務協會 KAVE 

台灣志願服務國際交流協會 IAVE- Taiwan 

～～～～見證國際志工的大愛見證國際志工的大愛見證國際志工的大愛見證國際志工的大愛，，，，串起世界志願服務的精神串起世界志願服務的精神串起世界志願服務的精神串起世界志願服務的精神～～～～    

 

 

 

簽署姊妹會締盟簽署姊妹會締盟簽署姊妹會締盟簽署姊妹會締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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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020102010 年年年年 04 04 04 04 月月月月----2011201120112011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Fair on Line Fair on Line Fair on Line Fair on Line 公善交易產業聚落商務整合計畫公善交易產業聚落商務整合計畫公善交易產業聚落商務整合計畫公善交易產業聚落商務整合計畫」」」」    

～～～～「「「「Fair OnFair OnFair OnFair On    Line Line Line Line 公平線上公平線上公平線上公平線上」」」」    

Fair on Line 平台是一種開創公善交易的新商業模式。台灣志願服

務國際交流協會（IAVE Taiwan）以志願服務發展為職志的非營

利組織，與以城市治理知識管理顧問公司(CCDI)擔任主導公司，

結合具電子商務經驗的世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商品設計服務的

新視界國際文化股份有限公司，透過理念連結、賣點設計、線上

購物、公益體驗、社群互動、合作互助、諮詢輔導、國際接軌等

方式，為國內具競爭力的非營利組織生產者建立專屬的品牌價值

及行銷通路，找出具有共同理念願意支持社會經濟的族群，藉由

消費價值觀的改變，達到對弱勢群族就業以及組織產業化的穩定支持，同時也傳遞品牌背後

生產者的社會價值。 

    

�2009200920092009 年年年年    

（1） 「「「「第第第第 12121212 屆國際志工協會亞太區域年會暨青年論壇屆國際志工協會亞太區域年會暨青年論壇屆國際志工協會亞太區域年會暨青年論壇屆國際志工協會亞太區域年會暨青年論壇」」」」 

籌備 2 年並接受內政部、外交部、青輔會、經濟部、高

雄市政府等單位補助，於 11 月 26 日至 11 月 29 日於漢

來飯店舉辦「第 12 屆國際志工協會亞太區域年會暨青

年論壇」，本次年會共計有來自中華民國（台灣）、韓

國、日本、新加坡、菲律賓、美國、英國、愛爾蘭、西

班牙、澳洲、馬來西亞、斐濟、孟加拉、斯里蘭卡、黎

巴嫩、泰國、尼泊爾、香港、澳門、中國等 20 國，共

八百多位關心全球志工發展的國內外各界代表前來共

襄盛舉，這是繼 2009 世運會後，在高雄舉行的重量級國際活動也為台灣奠立「台灣

志工．世界融通．全球接軌」的典範。 

（2）「「「「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 98989898 年非政府組織國際參與研討會暨成果展年非政府組織國際參與研討會暨成果展年非政府組織國際參與研討會暨成果展年非政府組織國際參與研討會暨成果展」」」」 

       台灣之 NGO 已行之有年，為推動並鼓勵台灣更多非

政府組織投身國際參與，外交部便舉辦「中華民國 98

年非政府組織國際參與研討會暨成果展」此一活動， 

IAVE Taiwan 除於場外擺設成果展攤位，讓一般民眾

得以了解 IAVE Taiwan 組織投入之工作內涵外，IAVE 

Taiwan 秘書長黃淑芬更受邀擔任「目前我國 NGO 在

國際參與上之功能及成效」會議與談人，和社會大眾

分享 IAVE Taiwan 及 NGO 在國際參與上之重要角色與功效。 

（3）國際網絡建立與道德意識之推廣講座國際網絡建立與道德意識之推廣講座國際網絡建立與道德意識之推廣講座國際網絡建立與道德意識之推廣講座 

邀請世界青年聯盟（WYA）的創辦者 Anna Halpine 來台

和台灣志工及青年學子分享 WYA 的創辦過程以及

WYA 推動之全球合作及訓練計畫和成就；並協助青年

認識不同國家間多元文化與政策發展，建立一個以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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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主的聯盟平台組織，並結合全球年輕人共同致力提升人權；並瞭解非營利組織在

社會中扮演的角色是為表達公民的真正心聲，及反應來自社會不同層面的真正想法，

是追求自由和正義發展的社會所不可或缺的要素，同時也是政府和民眾之間溝通的真

正橋梁。 

�2002002002008888----2009200920092009 年年年年    

（4）「「「「2009200920092009 世界運動會志工資源整合運用計畫專業服務建議計畫世界運動會志工資源整合運用計畫專業服務建議計畫世界運動會志工資源整合運用計畫專業服務建議計畫世界運動會志工資源整合運用計畫專業服務建議計畫」」」」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及財團法人高雄世運組織委員會基金會

(KOC)為落實世運志工服務理念特委託辦理「2009 世界運

動會志工資源整合運用計畫專業服務建議計畫」，主要為

凝聚各界志工人士及團隊之信念與能量，創造有效溝通及

對話的機制，進而促進社會及民眾對 2009 年世界運動會的

共識及合作。 

（2）2009200920092009 世運大專團隊志工合作備忘錄簽署世運大專團隊志工合作備忘錄簽署世運大專團隊志工合作備忘錄簽署世運大專團隊志工合作備忘錄簽署    

暨暨暨暨 2008200820082008 世運志工授證表揚活動計世運志工授證表揚活動計世運志工授證表揚活動計世運志工授證表揚活動計畫畫畫畫        

表揚 2008 世運暖身賽服務優秀志工及團體，透過媒體宣傳   

促進全民對 2009 年世界運動會更深 的了解與參與，此次

簽署暨表揚活動著重五個主要議題：1、簽署典禮：與 25

個大專院校簽署合作備忘錄。2、表揚儀式：表揚暖身賽服

務優秀團體及個人。3、授志工證：現場 340 名世運志工授

予志工證。4、志工表演：主動號召熱心才藝表演之志工演

出。5、志工同歡：在聖誕暨元旦佳節氣氛中為志工朋友舉

辦同歡活動。 

（3）高雄世運主場館落成音樂會高雄世運主場館落成音樂會高雄世運主場館落成音樂會高雄世運主場館落成音樂會        

世運志工全體動支援音樂會所有動線規劃，協助出入口驗

票及排隊入場秩序維持、看台區各通道、引導、疏散、大

門及步道動線引導、場館外環場走道引導。 

（4）「「「「擦亮主場館擦亮主場館擦亮主場館擦亮主場館‧‧‧‧志工挺世運志工挺世運志工挺世運志工挺世運」」」」    

～～～～2222009009009009 世運世運世運世運志工誓師大會志工誓師大會志工誓師大會志工誓師大會～～～～    

繼世運賽前場館實習 志工們歷經一系列的課程訓練及場

館實地實習與多次的暖身賽的實地操演，終於要在最後這

一刻站上世界的舞台大展身手，志工夥伴攜手品嚐這四年來努力的甜美果實。世運正式

賽將至，每位志工就如同小小螺絲釘一樣，環環相扣，缺一不可，為持續凝聚志工向心

力，沸騰志工士氣與榮譽，在世運前夕，世運志工齊聚，同心協力擦亮主場館，共同誓

師，告知全國的各界同胞，迎接 2009 世界運動會。 

（5）    2222000000009999 世運志工愛要延續感恩晚會世運志工愛要延續感恩晚會世運志工愛要延續感恩晚會世運志工愛要延續感恩晚會    

世運在所有志工的參與及付出下，在 7/26 閉幕式這天，圓

滿落幕了！世運期間，志工服務深受國內外嘉賓及所有與

會人員肯定。世運服務雖告一個段落，志工服務熱忱將不

中斷，期待將志工的精神及對世運的熱情延續到我們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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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我們的國家，甚至擴展到國際，永續傳承服務精神，造福更多的人群。志工感恩晚

會係表達對世運志工的敬意與謝意，因為有志工無私奉獻，成就了世運的圓滿。藉此活

動，以凝聚志工情感，延續志工服務精神；本次活動以「世運志工‧愛要延續」為主軸，

勵志工拓展服務領域，發揮更大影響力，感謝世運志工在賽事期間的付出，也鼓勵他們

繼續服務。 

（6）2008 年世運暖身賽志工啟航誓師大會世運暖身賽志工啟航誓師大會世運暖身賽志工啟航誓師大會世運暖身賽志工啟航誓師大會        

世運志工團隊為 2009 年世界運動會中不可或缺之人力資 

源，來自高雄各界之志工團體在誓師大會誓師大會誓師大會誓師大會中共同宣誓，凝

聚各界志工團結信念與能量，創造志工團為世運高度榮譽

感及共識之重要活動，並成為 2008 世運暖身賽的前導性宣

傳，透過媒體宣傳進而促進社會及民眾對 2009 年世界運動

會更深的了解與參與。此次誓師大會著重五個活動議題：

1、授冠典禮 2、授旗儀式 3、志工宣誓 4、旗鼓舞動 5、傳

遞世運之球。 

 （7）巴拿馬巴拿馬巴拿馬巴拿馬「「「「國際志工協會國際志工協會國際志工協會國際志工協會（（（（IAVEIAVEIAVEIAVE））））    

第第第第 20202020 屆屆屆屆 IAVEIAVEIAVEIAVE    國國國國際際際際志志志志工工工工年年年年會會會會」」」」    

消彌貧窮，從團結開始，「志工，是一種生活態度」，讓更多

人了解志工是全民參與公民社會的最佳方式，志工也是為

各領域注入新動力的泉源，在科技發達的今日，全球不同文

化、不同背景志工藉由本身的專長和無限創意及無國界的網

路空間等，尋求創新志工方案跨域合作，為世界盡分心力。 

 

（8）2008200820082008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IAVE 總會長 Lee Kang-Hyun 與前總會 長 Liz Burns 來台與高雄市人力

發展局合作， 並為大型賽事志工管理坊授課。 

 

����2007200720072007 年年年年  

（1）接受內政部、外交部、青輔會等單位補助前往日本參加 

「第 11 屆 IAVE 國際志工亞太區域會議」，並於此會議 

中為台灣高雄爭辦第十二屆亞太區域會議主辦權。 

（2）2007 年 規劃辦理「高雄市世運暖身賽隨隊志工訓練 
指揮」，為體鍊 2009 世運志工團隊的前哨模擬。 

 2007 年 與城市治理知識管理顧問(股)公司共同規劃 

（3）辦理高雄市政府公教人力發展局「95 年度國際事務人才培訓班」計畫，邀請 2000 年

雪梨奧運人力資源方案負責人 David Brettell 來台，分享舉辦雪梨奧運及殘障奧運比

賽之志工人力資源籌備管理經驗。 

（4）2007 年 結合高雄第一科大、輔英科大、文藻外語專科學校等南台灣具有英語翻譯能

力的學生，推廣關愛無國界服務學習理念，培養學生奉獻己力，走出校園擔任國際

志工，積極服務社會投入人群，關懷多元文化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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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02002006666 年年年年 11 月，印度新德里「國際志工協會 IAVE 第十九 

     屆世界大會」。 

����2002002002006666 年年年年發展 i-volunteer 計畫，運用千名青年志工於各項國  

 際級會議及活動。 

�2005200520052005 年年年年 11 月，香港「國際志工協會 IAVE 第十屆亞太地 

區會議」。 

����2005200520052005 年年年年規劃辦理 2009 世運會志工英語培訓營，成功培育

300 多名志工，以迎接 2009 高雄世運。 

����2004 ~ 20072004 ~ 20072004 ~ 20072004 ~ 2007 年年年年 接受外交部補助主辦「世界社會論壇台灣

代表團及參訪活動」籌備，輔導國內三十個非營利

團體前往印度、巴西、委內瑞拉及肯亞進行成果展

覽及工作坊發表。 
����2004200420042004 年年年年 8 月，西班牙巴賽隆納「國際志工協會 IAVE 第十 

 八屆世界大會」。 

�2003 ~ 20052003 ~ 20052003 ~ 20052003 ~ 2005 年年年年    規劃及協辦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

民國際事務人才培訓及輔導參與國際會議計畫」，協助一百位原住民接受語言及公

民議題短期培訓後遴選優秀學員前往紐約參加聯合國原住民常設論壇進行發表及

參訪活動。 

�2003200320032003 年年年年 赴瑞士日內瓦舉辦「聯合國資訊社會高峰會議」平行會議「志願服務與資訊科技

國際研討會」(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Volunteerism and ICTs)。 

����2003200320032003 年年年年 11 月，菲律賓馬尼拉「國際志工協會 IAVE 第九屆亞太地區會議」。 

����2002200220022002 年年年年 1 月，美國西雅圖「第十三屆全美服務學習會議」。 

����2002200220022002 年年年年 11111 月，韓國漢城「國際志工協會 IAVE 第十七屆世界大會」。     

�2001 ~ 2005 2001 ~ 2005 2001 ~ 2005 2001 ~ 2005 年年年年 主辦國際會議志工人才培訓營，連續五年規劃國際志工理念及公民議題

相關課程，提供有志國際事務參與之各界人士學習，並提供相關國內外國際會議

實習及服務機會。 

����2001200120012001 年年年年 8 月，加拿大溫哥華「全球公民聯盟 CIVICUS 世界大會」。     

����2001200120012001 年年年年 1 月，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志工協會 IAVE 第十六屆世界大會」。 

����2001200120012001 年年年年 12 月，日本東京「國際志工協會 IAVE 世界青年志工高峰會」。 

�2001200120012001 年年年年 11 月，印度新德里「國際志工協會 IAVE 第八屆亞太地區會議」。 

�2001200120012001 年年年年 籌備期間協辦「國際志工領袖高峰會議暨志工台灣國際研討會」，共有十個國家

500 名與會者，並於會議前訓練南台灣志工 150 名國際會議志工擔任各項接待及行

政支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