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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nteering to Change the World」」」」 

志願服務志願服務志願服務志願服務－－－－改變世界的力量改變世界的力量改變世界的力量改變世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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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服務志願服務志願服務志願服務 改變世界的力量改變世界的力量改變世界的力量改變世界的力量 – 

彰顯出志工精神的精隨與志願服務者的願景彰顯出志工精神的精隨與志願服務者的願景彰顯出志工精神的精隨與志願服務者的願景彰顯出志工精神的精隨與志願服務者的願景”””” 

---Dr. Kang Hyun Lee, IAVE全球總會長 

 

 

 

 

“ 志願服務帶來了分享的溫暖志願服務帶來了分享的溫暖志願服務帶來了分享的溫暖志願服務帶來了分享的溫暖、、、、關懷的喜悅和生活在一個更美好的世關懷的喜悅和生活在一個更美好的世關懷的喜悅和生活在一個更美好的世關懷的喜悅和生活在一個更美好的世

界的穩定力量界的穩定力量界的穩定力量界的穩定力量”                       --- Ms Flora Chung, 香港 AVS 執行長 

 

Volunteering is Part of Life‧‧‧‧志願服務是生命中的一部分志願服務是生命中的一部分志願服務是生命中的一部分志願服務是生命中的一部分 

--- Mr. Oliver Loke, 第 21 青國際志工協會 青年論壇 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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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舞台上國際舞台上國際舞台上國際舞台上 永不缺席的永不缺席的永不缺席的永不缺席的 IAVE TAIWAN 

 
在新加坡國際志工年會會場，台灣代表團攤位前，吸引各國代表駐足與台灣代表

團成員進行多元志工方案和多元文化等交流，由外交部所贊助成立之攤位，亦透

過鮮豔生動的影像與簡明扼要文字藉由國際志工年會向全球發聲。讓來自全球各

地的志工領導們看見台灣的熱情的志工能量。 

 

在志工台灣的精神支柱下，繼完成 2009年世界運動會之後，台灣人民的志工精

神，逐一的在主動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中表現出來，包含逾 6000名台灣城市居

民自發性加入志工行列，已有 2000名志工完成訓練，並服務於世運暖身賽和各

項國際活動中，預計至 2011年將有 5000名 i-Volunteer國際志工聯盟的專業志

工，包含文化、醫護、交通、翻譯等投入全球性國際大型活動，為提供各國來台

代表親切的服務及展現友善城市熱情活力的志工精神而努力，為自己的人生締造

紀錄、為高雄市開創志工城市發展的堅強基柱、也為接下來 2011年國際志工年

十週年和台灣志願服務法立法十週年開啟下一個志工十年延續的首曲。 

 

這一份成果集呈現新加坡國際志工年會紀實的每分每秒，不僅現給台灣代表團的

每一位成員、更獻給在台灣以及在海外為人類社會盡己力的志願服務工作者。台

灣自 90 年代推動祥和計劃、到 2001年推動志願服務法迄今，雖然志工人口不斷

地成長（17.5%），但相對於歐美等國家，台灣仍有相當大的成長空間。 

在全球每日近 200萬人口與飢餓與基本生活條件奮戰同時，在此鼓勵更多人在響

應全球地球日或是國際志工活動之際，除了從自己日常生活開始進行節能、愛護

地球外，也積極加入志願服務行列，也期盼更多企業除了能投入國內志工或是第

一線志工，也能進而效法迪士尼、微軟、花旗、三星等跨國企業，共同進行志工

方案的倡議及研究，讓企業社會責任能做更多元的發展，為台灣志願服務創值，

為未來永續發展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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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實會議紀實會議紀實會議紀實-全球董事全球董事全球董事全球董事、、、、IYV+10 與與與與國際志工協會國際志工協會國際志工協會國際志工協會 40 週年週年週年週年 

                                        國際志工協會全球董事國際志工協會全球董事國際志工協會全球董事國際志工協會全球董事 
台灣志願服務國際交流協會秘書長台灣志願服務國際交流協會秘書長台灣志願服務國際交流協會秘書長台灣志願服務國際交流協會秘書長 黃淑芬黃淑芬黃淑芬黃淑芬 

 
這次新加坡之行，依照往例，我比多數團員提早抵達新加坡履行董事的義

務，出席一年一度的董事會，今年適逢國際志工協會 40 週年慶及國際志工年十

週年，董事會議含括的業務工作也更加緊湊及繁忙了，來自各區域及各專業領域

項的董事們無不繃緊神經全力以赴完成各項籌備及交付事項。 
 

此次董事會議重點延續 2010年七月份華盛頓的決議，制定由 2011至 2015
年的願景及策略發展，組織內如何擴充會員數量及凝聚向心，對外如何與國際組

織結盟合作，尤其是與聯合國千禧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結合的全球志工行動，在今年都必須研議第二階段與聯合國及其他 NGO
的共同合作協定。MDG 反映出全球的失衡現象及亟須解決的問題：消弭極度貧

窮與飢餓、普及全球基礎教育、提昇兩性平權與賦權予婦女、降低兒童死亡率、

改善婦女生產醫護環境、防止愛滋瘧疾等致命疾病的傳播、確保環境永續發展及

發展全球夥伴關係以求進步。而今年國際志工年十週年總會希望能呼應聯合國各

項倡議，讓 IAVE 各會員國充分獲得資訊以鼓勵各志工團進行慶祝及國際串連，

讓志工價值及行動能量再次彰顯，也期待更多元及有效率的參與在全球治理的進

程中，IAVE 董事團隊共 17 席加上秘書處同仁充分發揮專業讓組織的運作異常順

利，讓四天的董事會議獲得相當多的共識及決議，也積蓄無比的信心及能量，邁

入下一個無數的十年。 
 

 
在 2006年被推舉成為 IAVE 的全球董事即加入國際非政府組織的經營

團隊，並於 2008年再度連任，期間重整 IAVE 國家代表的網絡、制定具規範的

權利義務、例行性的領導工作坊培訓機制及協助開發新興會員國家代家是我的重

要任務，四年來共為 IAVE 開發出 10 個新國家代表，也因應各國家代表專案要

求進行各項協助，尤其是與各國國家志工中心的合作，因此能夠掌握各國在志工

發展的動向，得以學習最新的知識及趨勢。由於國家代表董事席次屆滿兩任必須

進行改選，因此主持國家代表會議就是我擔任董事的最壓軸的任務了，在會議中

除了董事決議的相關報告，也進行所有與會國家代表志工推展會務策略分享，最

後則由所有出席成員選出新任接替董事，這次很順利地選出加拿大國家志工中心

-Volunteer Canada 執行長 Ruth MacKenzie接任，交接儀式由總會長 Dr. 
Kang-Hyun Lee進行監交，並由我親自簽署新任董事的國家代表證書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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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眨眼的 2 屆 4 年的全球董事任期，也跟著此次歡慶國際志工協會 40 週年

的生日中卸下，我何其榮幸能在這個國際具卓越地位及影響力的組織中學習及貢

獻，能與來自各區域及各議題專長的董事共事，無論是他們成熟民主工作態度，

或是慷慨分享他們多年的專業經驗，都扶持我得由一個國際組織的新手順利完成

兩任工作，也與他們結下深厚的情誼。在會員大會中，總會長感謝今年度三位卸

任的董事們，特別指出我於出任董事期間完成的 2009年第十二屆亞太區域年

會，其成功已成為未來區域會議舉辦的里程碑，也讓亞太區域志工年會成為各區

域籌辦年會的典範。我堅信志願服務相關領域工作是人生最幸運的職涯規劃，每

年能與國內各區域、各專長及各社會階層志工共同分享知識及情感的能量，從中

學習及領略各志工團隊的生命力及公民力，並尋求前往國際發表的最佳範本，透

由展覽及工作坊讓台灣呈現多元的志工樣貌，其創新創想每每讓國際志工界讚賞

及仿效，過去十年來 IAVE Taiwan堅守「志工台灣全球接軌」理念，已成功協助

國內各界發表超過一百篇論文及案例，國內參與國際志工協會相關會議的各界代

表也已超過千人，這樣的動能與熱情讓台灣在全球志工舞台上從未缺席過。未來

我的工作職責仍要堅守國家代表的本分，與各國代表合作並將國際的重要發展訊

息分享國內志工界，日後也將持續引導台灣更多志工個人及團體站在國際場域中

發揮，成為國際公民社會不可或缺的參與者及治理者。 
 

在此要特別感謝來自公部門有青輔會、外交部、內政部的資源襄助，讓台灣

志工得以持續參與國際重要活動，讓各領域的志願服務成就與國際共享。也感謝

高雄市志願服務協會、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IAVE 國際資源中心、青輔會王育

群處長、國立政治大學黃正全老師、朝陽科技大學張有恆老師、嶺東科技大學廖

忠信老師及林之琪老師、靈雲功德會宗惟法師及高雄國際精英志工吳苡菱老師在

團務執行上提供充分的協助、台灣志願服務國際交流協會單位裡的兩位同仁:楊
孟翎與林珮蓉，以及最大的敬意給予抱病領團的許惠美理事長。 

 

 
The 13th IAVE Asia-Pacific Regional Volunteer Conference 

 

今年 2011年即將舉辦第 13屆亞太區

域年會，從兩年前韓國爭取到舉辦

權，立即向 IAVE 台灣請益，詢問舉

辦亞太區域年會的經驗，黃秘書長與

韓國區域年會舉辦單位分享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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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紀實新加坡紀實新加坡紀實新加坡紀實-第第第第 21212121 屆屆屆屆 IIIIAVEAVEAVEAVE 國際志工協會世界大會國際志工協會世界大會國際志工協會世界大會國際志工協會世界大會    

新加坡工作坊發表紀實新加坡工作坊發表紀實新加坡工作坊發表紀實新加坡工作坊發表紀實 

    建立永久的國際伙伴關係建立永久的國際伙伴關係建立永久的國際伙伴關係建立永久的國際伙伴關係                                                                        伊甸基金會伊甸基金會伊甸基金會伊甸基金會                        曹曉芳曹曉芳曹曉芳曹曉芳    幹事幹事幹事幹事    

此次伊甸基金會由曹曉芳幹事代表出席參與本次第 21屆 IAVE國際志工協會

世界大會，並擔任本次年會工作坊之講者，工作坊總共有一位主持人和二位講

者，主持人為 IAVE（國際志工協會）執行長 Kathleen Dennis，另一位講者為

Partners of the Americas（美洲拍檔）副主席 Matthew Clausen，而工作坊的

主題為「建立永久的國際伙伴關係」，曹曉芳幹事於現場分享伊甸基金會於四川

大地震後復健志工計畫之成功合作經驗。現場與會者約有 50 位，反應都很熱情，

在問與答時間皆踴躍發問與分享，讓我們講者與聽眾之間的互動良好愉快。 

 

Food From the HeartFood From the HeartFood From the HeartFood From the Heart 

此次大會於會中安排了一項「參訪本地非營利組織」之

活動，我選擇參訪的組織為「Food from the Heart」，此組織安排參訪者至當地

一國小－Evergreen Primary School 常綠國小來進行參訪活動。Food from the 

Heart 主要是用食物來傳愛的一個非營利組織，他們會收集良好但已無法販賣的

麵包以及大眾所捐贈的物資，由志工收集、分裝、發送給需要的人們。此次參訪

的常綠國小是他們合作的學校之一，Food from the Heart 透過與 10 個學校合

作，定期發放米、油、罐頭、餅乾等物資支持至少 500 個家庭、2700 位需要幫

助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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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組織與大專學校的合作關係非政府組織與大專學校的合作關係非政府組織與大專學校的合作關係非政府組織與大專學校的合作關係 

                                  朝陽科技大學朝陽科技大學朝陽科技大學朝陽科技大學    學務處學務處學務處學務處    課外活動組組長課外活動組組長課外活動組組長課外活動組組長    張有恒張有恒張有恒張有恒    

    

   從事及帶領學生參與志願服務這麼久，這

是第一次參加國際性的志願服務研討會。感

謝青輔會補助費用，減輕成員的經濟負擔，

也讓年輕的學生志工們，更有意願及機會與

國際志願服務接軌。 

 

此次，本人發表了朝陽科技大學

（University）與至善社會福利基金會（NGO）

合作進行國際志願服務的模式，以服務學習

的步驟，由 Uni.召募、訓練學生，籌組志工

隊，執行 NGO 的服務方案，達到互惠的成

效。亦參與了許多議題的研討，例如：Trends in Episodic Volunteering、Building 

Interantional Partnerships with the Ownership to Last、Approaches to Saving our Planet、

Professionalising the Career of a Volunteer Manager 等等，同時也參加了 IAVE 40 週

年年會，並參訪新加坡當地的 NGO 組織。四天的 IAVE 年會暨國際志工研討會，

強烈感受到全世界志工的熱情與力量，收到相當多元豐富的志願服務資訊，心中

充滿各種的思緒及檢討。 

一一一一、、、、志願服務是一股強烈的正向力量志願服務是一股強烈的正向力量志願服務是一股強烈的正向力量志願服務是一股強烈的正向力量    

從事志願服務的人們想的是，如何創造更美好的世界，問題的面向則包含了

貧窮、飢餓、生態與環境保護等等，尺度從社區到國際，而且絕不會藏私，大家

都願意提供自己的經驗讓其他人參考。整個氛圍是在有限的資源及條件下，大家

仍有無限的希望，在看似夢幻的想法下，卻有著創意與務實的作法。 

二二二二、、、、志工世界永不孤獨志工世界永不孤獨志工世界永不孤獨志工世界永不孤獨    

從這場研討會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聽到、感受到全世界都在做志工，

而且許多人把他們正在做的事情都當做本份事在做。Friendship 的創辦人，她看

到國內一處落後地區的居民，被眼前貧窮的景像嚇到了，展開她的服務人生。她

一直強調，心中有個告訴她，一定要做。但是一開始她也不知道該怎麼開始，不

知道錢從那裡來，但想到那個畫面，她告訴自己，做就是了，就這麼一點一滴地

走過來，從自己做到大家做，建立了 Friendship，實現了自己的夢想。只要自己

願意開始做，資源、幫助將會跟隨著自己的腳步前來。 

三三三三、、、、英語是與國際接軌的利器英語是與國際接軌的利器英語是與國際接軌的利器英語是與國際接軌的利器，，，，但絕不該是阻力但絕不該是阻力但絕不該是阻力但絕不該是阻力    

在研討會中，可以清楚感受到非英語系國家的志工，在表達上的確比較吃

力，但絕不影響其與人互動交際的能力。如同從事國際志願服務一樣，翻譯很重

要，但志工的笑容與肢體語言更重要，那才是發揮影響力的地方。我由衷地希望

台灣的年輕人，不要因為英語不夠好，而懼怕與外國人交談，相反地應該把握各

種機會，感受這多彩多樣地世界。英語本來就不是台灣人的母語，講的不道地並

不可恥，換個角度想，英語系國家的人也未必能講華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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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展開笑容展開笑容展開笑容展開笑容，，，，迎向全世界迎向全世界迎向全世界迎向全世界    

此次參加研討會的台灣團員都相當獨立，大多時間都是單槍匹馬地進行

networking。令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在 Tea Break 及 Lunch 時，我絕對不會

是一個人默默地用完餐，當我獨自一人站在一旁時，一定會有人來跟我

networking，到了第二天晚餐，我也從被動改主動，看到有人單獨地站在一旁，

我便會展開笑容走過去，用破破的英文交談，而這個過程也交了不少朋友，引發

了更多的想法與連結。 

 

在一場晚會上，黃秘書長說，她已經連續十年參加這個研討會，十年前，台

灣的志願服務和世界各國是處在相同的情況，十年後的今天，台灣卻已遠遠落後

世界各國。的確，在志工訓練方面，台灣現在仍停留在「訓練志工」上，而在美

國 Council for Certification in Volunteer Administration 早已開始推動「訓練志工管理

者」，並已有一套認證制度，全世界的志工管理者均可透過網路學習、接受認證

並頒予證書。 

 

聯新國際醫療集團總執行長張煥禎醫師在「送愛到天堂」一書中提到，一個

人唯有在無怨無悔出的那一刻，生命才得以完全。很高興在這次的年會上認識來

自世界各地志同道合的夥伴，希望未來的路上，有你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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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工作坊發表工作坊發表工作坊發表工作坊發表紀實紀實紀實紀實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兒童福利服務中心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兒童福利服務中心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兒童福利服務中心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兒童福利服務中心 社工社工社工社工 胡欣佳胡欣佳胡欣佳胡欣佳 
    2011年是國際志工年邁

入第 10 個年頭，也是 IAVE

成立 40 週年，能夠與 IAVE 

Taiwan一同參與這個盛事倍

感榮幸。本人參與志願服務

10 多年，從學生時代到社會

人士，期間志工服務的型態

也逐漸轉變，很高興能將自

己近年來的志工經驗藉由研

討會跟大家分享，也讓國際友人知道台灣青少年志工目前的樣貌。此次會議因為

剛好在寒假舉辦，參與青年論壇的人數眾多，也可以發現台灣越來越多的民眾及

青少年參與國際會議及志願服務。 

 

從 2008年參加巴拿馬年會、2009年參加高雄亞太區會議至 2011年新加坡

年會，每次參與的感覺都不盡相同。2008年第一次參加年會及青年論壇，研討

會中的每件事都覺得很新奇，自己就像海綿一樣一直吸收。其次，參加高雄亞太

區域會議，投稿青年論壇擔任發表者，讓我更進一步瞭解 IAVE 的運作，自己也

首度嘗試在外國人面前用英語演說，對我來說是個難得且深刻的經驗。 

 

   此次至新加坡年會擔任工作坊的論文發表者，由於工作坊於同一時間有高達

10 多個不同主題同時進行，而發表者與聽者之間的距離更接近，有更多時間可

以交流、互動。由於本次發表為工作坊的形式，希望能夠多瞭解選擇參與本工作

坊聽眾的想法，因此特地花了一些時間帶領小組討論，讓大家分享對「一人志工」

與「團隊志工」的看法，再進入主題和大家分享自己在 2009年用『明信片』成

功將愛與幸福傳遞到全世界的志工概念。明信片義賣的活動讓我們知道---『只要

開始動手做，就沒有困難的事』，不認識的人藉由網路及對彼此的信任，成功的

實踐了這個計畫，不僅幫助 NPOs籌措經費，也能讓購買者及收信者無形中擔任

訊息傳遞者（志工），工作坊當場也發送明信片，促使聽眾參與討論能更熱烈。 

 

    此次年會最令我高興的是看到非營利組織管理大師 Salamon，在台灣時常閱

讀他的書籍，能看到大師的廬山真面目，也算不虛此行。此外，印象最深刻的就

是李連杰和大家分享為何每個人都有兩隻手「一隻手是為了家人要工作養家活

口，另外一隻手就是要幫助他人，如果我們自私的凡是只想到自己，只需要一隻

手就足夠。」這精闢且深入淺出的譬喻，說明了人生活在世上，就是要幫助他人，

不能獨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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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工作坊發表工作坊發表工作坊發表工作坊發表紀實紀實紀實紀實                      發發發發表人盧宛均表人盧宛均表人盧宛均表人盧宛均‧‧‧‧盧宛孜盧宛孜盧宛孜盧宛孜 

用網路改變世界用網路改變世界用網路改變世界用網路改變世界 Changing the World Online 

我們受邀參與發表的工作坊在大會會期

的第一天，其主題為「用網路改變世界」

(Changing the World Online)。該工作坊由聯合

國志工組織網路志工會長 Elise Bouvet主
持，在簡短的網路志工現況介紹之後，就是

我們的發表「創新的數位家庭理念與其影響」

(Innovative E-Learning Family and its Effect)。 

 

此次我們用自行剪接的影片開場，並且配上

英文字幕道出利用數位平台維繫部落學童與都

市學童情感的必要，接著說明計畫的緣由、台灣

的文化與時空背景，並藉由活動的紀錄片段讓觀

眾瞭解數位平台為期一年的互動模式。當我們強

調數位家庭計畫對大學生、部落整體的改變，並

進而提及虛擬世界需要實質情感聯繫的必要性

時，台下點頭連連。因此緊接著的問題討論時

間，觀眾的回響非常熱絡，包括 IAVE 德國會長、

香港志願服務處都表示對數位家庭計劃的讚賞

與肯定。所以，儘管工作坊結束之後，我們被與會者團團包圍，甚至到了場外，

還有更多來自世界各地的志願服務工作者，熱切地想進一步瞭解數位家庭的運行

模式。 

藉由這次國際會議的發表經驗，我認為，不但能讓台灣被世界看見，也提供

我擁有真正走出去的機會，認識更多世界各地有志一同的志願服務工作者，深入

了解全球志願服務倡議網絡的實際運作，進而培養自己更國際化的視野。 

這次我從工作坊的事前準備到實際發表中，學到了許多可貴的經驗。由於我

們會前花了許多時間和精力設計發表的內容，所以在發表時，明顯可以發現台下

觀眾在聆聽時的全神貫注，以及問題討論時的熱烈迴響。相較於上次在巴拿馬完

全以簡報檔的發表形式，這次除了製作圖文並茂的簡報檔之外，我們在二十多分

鐘的報告中，還穿插了四段自製的活動影片，不但打上英文字幕，並且搭配原住

民的音樂，以及部落和都會小朋友的現身說法，成功吸引台下觀眾的興趣，進而

被我們的所介紹的數位家庭模式所感動。 

也因為這次發表獲得許多與會者的激賞，我們便進一步地得到許多跨國合作

的契機。舉例來說，我們工作坊的主持人在深入瞭解了我們的活動模式後，深受

感動，所以主動提出：未來如果我們的數位家庭平台有任何需要聯合國協助之

處，她都會動用聯合國志工組織的力量，盡力地為我們找尋可行的資源。另外，

也有一位來自香港志願服務處的志工在聽了我們的報告之後，深表共鳴，因為她

認為，她在香港推動青年到中國內地針對偏遠地區學童進行的志願服務，僅為短

期的陪伴，成效有限，故希望未來有機會可以和我們的數位家庭模式合作，使得

他們的志願服務也能拓展成為長期的陪伴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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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nteering to Change the World 

志願服務志願服務志願服務志願服務-改變世界的力量改變世界的力量改變世界的力量改變世界的力量 

2009年亞太區志工齊聚台灣年亞太區志工齊聚台灣年亞太區志工齊聚台灣年亞太區志工齊聚台灣 

重新出發重新出發重新出發重新出發、、、、用愛成就用愛成就用愛成就用愛成就 我們在國際舞台從不缺席我們在國際舞台從不缺席我們在國際舞台從不缺席我們在國際舞台從不缺席 

2011年台灣志工啟程新加坡年台灣志工啟程新加坡年台灣志工啟程新加坡年台灣志工啟程新加坡  

Find the Volunteer Inside You  

 
2011年 1 月國際志工協會（IAVE）與新加坡國際志工暨慈善中心(NVPC)

共同協辦，於新加坡聖淘沙名勝世界舉行『第 21 屆 IAVE 國際志工協會世界

大會』，同時為鼓勵全球青年踴躍投入志工行動、貢獻己力，並設立了 IAVE 國

際志工年會青年論壇，提前於新加坡管理大學舉行，邀請各國青年志工共襄盛舉。 

 

IAVE 國際志工年會由國際志工協會（IAVE）與主辦國於五大洲輪流舉行雙

年會，在多年耕耘下，不僅吸引全球志工界大力響應，更得到聯合國、紅十字會、

各國政府與國際知名或當地企業的大力贊助與參與，例如迪士尼、 三星、南韓

電信、歐萊雅等跨國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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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屆全球年會的主題為

「志願服務－改變世界的力量」，適

逢國際志工年10週年及國際志工協

會成立 40 週年慶，本次全球年會讓

我們能一同回顧過去幾十年所完成

的成就，而就不足的地方則可以改

善及思考未來該發展努力的面向，

以及如何以良善的正面力量來影響

社會，進一步造成全球的改變。 

 

今年，全球年會邀請來自全球

各地近一千位的國家志工代表來共襄盛舉。多位致力於全球公民社會的重要領導

人，包含聯合國志工組織協調執行長(UNV) Flavia Pansieri、新加坡國際志工暨慈

善中心董事長 Stanley Tan、紅十字會暨紅新月會國際聯會會長 Tadateru Konoe、

國際志工協會榮譽董事成員 Leo Wang等人。榮譽佳賓則包含新加坡共和國總理 

Mr. S. R. Nathan和新加坡共合國國務資政 Goh Chok Tong。而青年論壇則邀請到: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2009 年度英雄，Dynamic Teen 活力青少年公司創辦

人 Efren Penaflorida JR、全球貧窮計劃策劃 Hugh Evans等多位青年志工領袖共

同疾呼如何透由志工多元化行動，凝聚各界力量與知識，為消弭貧窮推動有效方

案，徹底改善第三世界或貧瘠地區人類之基本生活。 

 

本次年會包含了專題演講、論壇以及工作坊，探討聯合國制定的千禧年計畫

至今的實行成果，包含消除貧窮、饑餓、疾病、文盲、環境惡化和對婦女的歧視，

同時也會探討下列相關議題：戰後嬰兒潮時代、青年志工、宗教團體、企業志工

等重要議題。 

 

為期七日的全球年會和青年論壇在新加坡舉行，由 5 大議題及工作坊緊密串

聯，鼓勵與會人士了解志工發展行動與志工管理趨勢，也提供全球，特別是亞洲

國家，例如香港、韓國日本和東南亞等與國際交流契機，可謂志工力量的匯聚。 

 

此次年會因青年論壇與全球年會分開舉行，台灣青年代表團一行 20 人由行

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王育群處長帶領先行前往，而年會代表團 25 人則由 IAVE 

Taiwan理事長許惠美女士帶隊前往，包含 5 位工作坊發表人以及來自各志工組

織代表、及大專院校青年代表等共同前往，進行國際交流與志願服務分享。 

 
在會議期間，台灣代表團共舉行 5 個工作坊。分別為志願服務的嶄新趨勢:

利用網路來改變世界、轉化世界一瞬間—志願服務的趨勢由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兒

童福利服務中心社工和台灣大學、政治大學學生代表所發表、志工管理政策:非政

府與大專學校的合作關係由朝陽科技大學老師發表以及 建立永久的國際志工伙伴關



  12

係議題由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所分享和台南大學代表所分享的環保志工服務等議

題。包含青年志工、國際志工、環保議題等多樣化的發表。展現出台灣文化的高

度融合，更令人體認台灣志願服務與聯合國千禧年發展目標之消弭貧窮、普及教

育、生態永續發展、改善婦女生產醫護環境環境、和全球合作促進發展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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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實會議紀實會議紀實會議紀實              

IAVE Taiwan  專員專員專員專員 林珮蓉整理林珮蓉整理林珮蓉整理林珮蓉整理 
從低溫 10 度 C 的台灣出發到熱情的活力城市-新加坡，台灣的青年們確確實

實感受到了這個小小國家展現出來的生命力。 

一抵達新加坡樟宜機場，在台灣久違不見的陽光曬得大家暖烘烘的，也稍稍忘記

了這趟旅程一開始的舟車勞頓。緊接著隨之而來的國際志工年會 青年論壇開幕

晚會，讓這群熱血的青年志工們個個雀躍不已。 

 

 

Youth Volunteer -The Change Maker 
摘錄自 國際志工協會總會長 Dr. Kang-Hyun Lee 國際志工年會 青年論壇開幕式演說 

 
今年 2011 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因為我們

要慶祝 IYV+10 國際志工年十週年和 IAVE 國際

志工協會成立 40 週年慶。 

 
在國際志工年成立的這四十個年頭，青年志

願服務者不僅僅成為改變社區的重要份子，也是

改變整個世界的希望和力量。然而，許多社區中

所存在的社會問題對於青年志願者來說並不容

易解決。我們知道，藉由能力建置的協助和網絡交流可以指引青年志工，提供他

們更多力量和改變社區的機會。而參與青年志工會議就是一個很好的契機，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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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增強個人和其組織的能力或是與其它優秀的青年志工朋友們的交流皆然。 

  
十年前，國際志工協會(IAVE)在阿姆斯特丹舉行第十六屆國際志工協會國際 

會議時，也同時舉辦了第一屆青年志工會議，給了青年志願者聚在一起的機會，

讓他們能夠分享自己的志工經驗及想法。當時，青年志工們承諾要一起改變世

界，並且在他們的國家宣揚青年志願服務工作。從那時起，國際志工協會開始連

同全球年會一起舉辦青年會議，並從青年參與者身上獲得了大量的能量和活力

的。 

  
盡可能藉由參與志工會議的機會增強你們的公民領域知識和技術，把握跟其他國

家的朋友們交流認識的機會。從而，充分補足自己的能力進而回到你的國家，改

變你的社區。  

 

改變世界的力量和想法存在我們每個人的心中改變世界的力量和想法存在我們每個人的心中改變世界的力量和想法存在我們每個人的心中改變世界的力量和想法存在我們每個人的心中 

摘錄自 新加坡國際志工暨慈善中心執行長 Mr. Laurence Lien  國際志工年會  

青年論壇開幕式演說 

 
志願服務不分年齡，每個人都有回饋這個世

界的力量。我必須強調，這一個世代的青年

---所謂的 Y 世代或千禧世代，都擁有改變自

身生活週遭人事物最巨大的能量。  

我會這麼說的原因是因為:現在的青年不僅

有更高層次的社會意識，也樂於接受新的思

想與思維方式。同時，他們有行動力及號召

力，並且獲得他們的長輩與同儕尊重的智慧

和熱情。這些青年 – 也就是在座的每一位都

不只是在志願服務領域中佔著重要的位置，而且也是在社會的每一個層面都扮演

極重要的角色。 

  
我由衷地希望每位年輕人保持你的心胸開放，對於不管是新的思想或遇到的人，

不要盲目接受或反對，而是要給予尊重、好奇心和求知欲。你們現在所培養的習

慣和理念，都是在未來當你們面對問題與挑戰時，尋求到解決方法的關鍵。 

 

 

 

 



  15

A dream you dream alone is only a dream. A dream you dream together is reality. 

你自己的夢你自己的夢你自己的夢你自己的夢，，，，就只是夢而已就只是夢而已就只是夢而已就只是夢而已。。。。你們共同的夢你們共同的夢你們共同的夢你們共同的夢，，，，則是現實則是現實則是現實則是現實。。。。 

約翰藍儂約翰藍儂約翰藍儂約翰藍儂‧‧‧‧John Lennon  

 

摘錄自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處長 王育群   

青年論壇 IYV+10 志工短片創作比賽 致詞  

                                

首先我要先恭喜兩位來自台灣 IYV+10 影片

得獎者，從全球眾多影片中脫穎而出。我也要

感謝全球志工協會舉辦這麼有意義的活動。 

 

I truly believe that “Young people can change the 

world!” is not just a slogan. Young people like 

you do have the power and passion to do something different,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我深信「青年的力量能夠改變世界」不只是一句口號，就像在座你們每一位，都

真切地擁有改變世界的力量和熱忱，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 

 

例如，去年台灣青年輔導委員會的方案當中，就有超過一千五百位的年輕志工

們、一百二十六的志工單位遠赴海外二十多個國家從事海外志願服務工作，而嶺

東科技大學海外服務志工團就是其中的一個單位。 

 

接下來，我想藉著這個特別的機會，邀請大家到台灣這個友善地美麗島嶼旅遊。

特別針對年輕的朋友和背包客，我們提供青年旅遊卡，讓來到台灣的朋友們能夠

享有超過一千種的旅遊優惠。再一次歡迎大家一起來台灣壯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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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們 從 過 程 中 所 得 到 的我 們 從 過 程 中 所 得 到 的我 們 從 過 程 中 所 得 到 的我 們 從 過 程 中 所 得 到 的 ，，，， 遠 比 付 出 的 還 要 多遠 比 付 出 的 還 要 多遠 比 付 出 的 還 要 多遠 比 付 出 的 還 要 多 ～～～～ 

『『『『希望閱讀希望閱讀希望閱讀希望閱讀-給書一個家給書一個家給書一個家給書一個家』』』』IYV+10 志工短片創作比賽志工短片創作比賽志工短片創作比賽志工短片創作比賽 
台灣獲獎單位台灣獲獎單位台灣獲獎單位台灣獲獎單位 嶺東科技大學海外服務志工團嶺東科技大學海外服務志工團嶺東科技大學海外服務志工團嶺東科技大學海外服務志工團 團長團長團長團長  廖馥棋廖馥棋廖馥棋廖馥棋 

 
 

自 2008年開始，嶺東科技大學「海外

服務志工團」連續三年前往泰北偏遠的山

區進行教學服務。三年來，海外服務志工

團團員與老師們以無比的熱情和勇氣參與

泰北的海外志工服務，發揮所長、貢獻心

力，獲得當地師生的一致肯定。志工們教

導泰北小朋友中的過程中確實看見教育對

孩子們深遠的影響，2010年更為服務的泰

北學校及育幼院募集 14 箱書籍，一千多本

的兒童讀物是孩子們最欣喜的禮物，志工

們更藉此教導孩子們將圖書分類、編號、擺設與建立登記借閱程序，進行有系統

的管理。志工團員們更將小朋友一起整理圖書的過程，拍攝成「希望閱讀—給書

一個家」短片，獲選本次第 21 屆國際志工（IAVE）新加坡全球年會「全球志工

短片創作競賽」優勝。 
 
    『希望閱讀-給書一個家"IVY+10』志工影片得到台灣青年獎的同時，也確定

了嶺東科技大學海外服務志工團將參加本次第 21 屆國際志工（IAVE）新加坡全

球年會與來自全球青年志工共同切磋交流，在青年論壇的會議上我們必須上台分

享泰北服務經驗以及影片創作理念，真心感謝青輔會、IAVE Taiwan與 IAVE IRC
共同舉辦了此次「IYV+10 志工短片創作比賽」，讓我們能獲得這個得來不易的

殊榮。 
 

全球近四十個團隊參賽，能夠獲評審的青睞，我們萬分欣喜，更珍惜前往新

加坡參加國際志工年會的機會；也讓我和夥伴（郁棋）迫不及待想與另一隊來自

加拿大獲獎的的創作者交流學習，了解她們是如何構思影片的呢？隨著前往新加

坡的腳步接近，我們的心情是既期待又興奮也很緊張，因為上台分享的講稿，全

程需使用英文，確實增添了不少難度！因此一直反覆練習直到上台那一刻，其實

影片所呈現的也就是今年到泰北服務的大目標，將自己體會最深且有關連的生活

故事與大家分享，是令人雀躍的。另外，我們也透過師資培訓「圖書館管理運用」

課程讓泰北老師們瞭解「閱讀」可以改變生命、實現夢想的重要性，並認同「給

書一個家、給家一些書」將能讓圖書館成為指引知識與學習的標的。 
      

除了到新加坡管理大學參與研討會，聽見世界優秀的志工上台分享經驗，

我們還參加新加坡當地各個不同社福機構的體驗服務：我選擇到的是機構是 City 
care（城市照護），首先由機構中心志工解說我們要接觸與服務的對象及環境。

來到這，使我想起我們台灣台中市南屯區的瑪利亞社福基金會，雖然相像但也不

同，最大的不同是，新加坡的裝潢會讓人感受很溫馨很可愛，顏色視覺上讓人覺

得親近，教室也相當整潔。我負責的是一位手腳不便的小朋友，需要有人隨時攙

扶，他無法跟其他小朋友一樣行動自如或是很順利的到達想去的地方，不過，讓

我們欣喜的是我們仍然完成了一個漂亮的花朵勞作；吃過午餐後，下午還玩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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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戶外闖關遊戲！短短幾個小時的服務體驗，我不得不覺得時間流逝太快，真希

望有更多時間讓我們更深入、更了解、更認識！之後我們回到會場，大家坐下來

彼此分享服務的感想，大部分夥伴們多認為時間太短，更加確認如果要從事志願

服務的工作需要長時間的共處，透過與被服務者之間的信任才能達到一定的默

契，避免做出重蹈覆轍的舉動，另外，還需要耐心了解、讚美鼓勵，和最重要的

是一顆熱情服務的心。 
 
    參加了本次第 21 屆國際志工（IAVE）新加坡全球年會的青年論壇，我認識

了好多國外的志工夥伴，我們彼此交換聯絡訊息，分享這幾天參與會議的心情，

這趟旅程對我是相當具有衝擊性的。而我最深的敬意與感謝是我在泰北服務的范

雲華校長，她讓我知道深身體會到志願服務的精神和可貴！這趟新加坡之旅，不

僅拓展了新視野，也給了我難忘的回憶，「你也許不是出類拔萃，但你肯定與眾

不同｣，沒錯！也許我們不認識，甚至語言不通、文化不同、習慣不同，但是透

過每個人之間友善的交流，相信也可以達到心靈上充實的滿足與快樂！感謝支持

我的每一位師長、同學們，在大家的祝福下我順利完成了『希望閱讀-給書一個

家"IVY+10』分享之旅。 
 
    最後，特別感謝的是本校傑出校友—南六企業董事長黃清山學長持續三年的

大額捐款，讓嶺東科技大學海外志工服務順利成行出隊，讓嶺東科大「海外服務

志工團」的師生將愛心與關懷投入泰北的土地，並將教學資源帶給渴求學習知識

的孩子們，發揮了極具意義的教育精神。此次更贊助了與我同行的四位老師及同

學前往新加坡參加的旅費，在未來，我們將持續服務的熱忱，除了積極投入長期

的泰北教育志工行列，延續泰北孩子們的期許，更將在台灣這片土地播下志願服

務的種籽，讓志願服務資源能在長遠的規劃下萌芽、成長、茁壯，也讓投入志願

服務與學習的老師與同學，在生命中填上更多體認，在傳承希望中，將這份慎重

的愛與不能間斷的使命，深耕、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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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會議會議會議紀實紀實紀實紀實-單位參訪單位參訪單位參訪單位參訪 HighPoint(HP) 高峰社會服務協會高峰社會服務協會高峰社會服務協會高峰社會服務協會 
                                       IAVE Taiwan 專員專員專員專員 林珮蓉林珮蓉林珮蓉林珮蓉 

“They will be called oaks of righteousness, a planting of the LORD for the 
display of His splendor” Isaiah 61:3 
 

 
 

高峰社會服務協會是一個以宗教為力量，除了提供一個庇護所給更生人重新

回到社會的中繼站，更是一個透過信仰的力量，將曾經誤入歧途的羔羊們重新導

回正途的指引。 
 

此協會主要是協助吸毒者、更生人、窮苦孩童、智力發育不全、老年長者，

和災民等。希望能夠透過(更生人)志工團結的力量來服務社會上需要幫助的人

士；更同時，提供這些更生人志工多一點與社會和人群接觸的機會。 
 

在初抵單位時，我相信同行的青年志工們和我的心情一樣，既緊張又害怕。

因為單位中所有著橘色衣服的壯年男子們，不論膚色或國籍，都是服過刑的(更
生人)志工，除了膚色黝黑，但有著燦爛笑容的牧師。當大家都就坐定位時，志

工們也笑容燦爛地向我們打招呼，一一上台自我介紹，熱情歡迎我們的到來，這

才讓大家稍稍敞開心胸。 
 

緊接著禮堂裡許多老年長者和孩童們魚貫而入，一時將整個禮堂擠得水洩不

通，原來我們拜訪的時間剛好也是單位的社區老人服務時間。當地的老人匯聚集

在禮堂裡與志工們一同用餐和唱聖歌，而我們的工作也是加入他們的行列，隨著

主持人的安排一同和大家玩遊戲，直到用餐時間，我們又趕過去廚房幫忙備餐並

且和大家一同享用道地的新加坡式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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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志工們聊天才得知，單位的廚師所學會的廚藝原來也是在服刑的期間所

學會的，而在刑期結束之後，加入到單位之後才開始每天為大家準備美味的料理。 
 

在服務活動進行直到尾聲的同時，我們和當地居民和志工們一同席地而坐，

開始聊起了每個人的故事。聊天的過程非常有趣，有新加坡式的英語、中文、福

建話、美式英文、印尼話和馬來語。不同語言所會產生的溝通障礙得這裡不會出

現，因為隔壁的好心志工會主動幫你翻譯，分享大家開心的、溫暖的、悲傷的和

也有後悔遺憾的人生故事。 

 
 

我用福建話問了隔壁的婆婆:「恁不會怕這些坐過牢的人嗎？」她只是笑了

笑告訴我，「咱應該都要再給彼此一個機會。」單位裡的(更生人)志工，都曾經

因為吸毒、誤入歧途而有了不好的前科紀錄和破碎的人生，透過高峰社會服務協

會這樣的一個中繼站，讓他們能有一個緩衝的空間和時間，將自己準備好之後，

再一次重新踏入社會與回到自己的家庭。安排這個服務機會，讓我看見新加坡人

民給予更生人重新生活的機會和空間以及對於知錯能改的人所給予的開闊胸襟。 
 

我從來不曉的原來人與人的距離可以靠得這麼近，讓隔在我們之間的不熟悉

一個微笑就輕易跨過，跨越了種族、膚色、性別和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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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志工台灣志工台灣志工台灣志工 世界融通世界融通世界融通世界融通 全球接軌全球接軌全球接軌全球接軌 
國際舞台上國際舞台上國際舞台上國際舞台上 永不缺席永不缺席永不缺席永不缺席 

 
在新加坡國際志工年會青年論壇 青年志工交流之夜，由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所提供與贊助的台灣代表團攤位前，吸引各國青年志工代表駐足與台灣青年代表團

成員進行多元志工方案和多元文化等交流。透過設計感十足的海報與活潑的色彩影

像搭配簡明扼要文字讓來自世界各地的志工認識台灣。除了發揚熱情的台灣青年志

工能量，也拓展了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多年來積極推動區域和平志工團，引導青

年由一次志工邁向終身志工發展的成效。 
 

由於活動開始前的幾小時才得知主辦單位特別提供攤位給我們，因此台灣熱血

青年代表們大家集思廣義與發揮創意，馬上將攤位佈置好，吸引現場各國青年的目

光。除了介紹台灣的青年志工活動，也將青年輔導委員會所推動的青年壯遊台灣活

動訊息，藉此機會分享給現場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邀請他們到台灣來壯遊，與台

灣的青年們一起尋找台灣的感動地圖。 

再一次看見再一次看見再一次看見再一次看見，，，，台灣青年團結的力量台灣青年團結的力量台灣青年團結的力量台灣青年團結的力量 

同樣是在事先毫無準備的狀況下，台灣青年們主動爭取到跨國交流之夜的表演

時段。雖然音樂到表演道具都還沒有著落，可愛的青年代表們還是堅決的希望能夠

演出，將我們的國家-台灣，透過這個國際盛會讓大家認識。 

大家討論出以 2009年世運的花朵舞，伍佰「你是我的花朵」這首歌為表演歌曲，距

離上台表演不到二個小時，表演組緊鑼密鼓的排演與設計橋段，而音樂和白手套呢？



  21

道具組的人也開始分頭尋找。終於，在正式上台前十分鐘才買回來經典的白手套，

才讓大家終於鬆一口氣。 

 
第一次出國就在世界各國的志工夥伴們面前表演，讓台灣青年代表們緊張不

已，團員們互相加油打氣，台上熱力與效果十足，而台下的朋友們也非常熱情的一

起隨之舞動、一起歡樂並且給台灣的青年們最熱烈的掌聲和尖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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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世界志工年會新加坡行世界志工年會新加坡行世界志工年會新加坡行世界志工年會新加坡行            國立政治大學國立政治大學國立政治大學國立政治大學 社團指導老師社團指導老師社團指導老師社團指導老師 黃正全黃正全黃正全黃正全 

2011年世界志工年會由國際志工協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Voluntary Efforts，

簡稱 IAVE)舉辦，協會成立至今屆滿 40 年。政

大 IC 部落服務社盧宛均同學廣電系四年級，受

邀發表的工作坊在大會會期中，工作坊的主題

為「用網路改變世界」(Changing the World 
Online)。台灣代表團一行抵達樟宜機場，接駁

車早已等候多時，先至下榻的 innotel hotel 飯
店，鄰近 Dhoby Ghaut MRT，沿途感覺新加坡

城市道路綠化美化可供台灣學習。 

稍做休息後便前往聖淘沙名勝世界全球年會地點註冊及參加開幕晚會。今年的

會議主題為「志願服務改變世界」(Volunteering to Change the World)，本次大會有 80
個國家 1000多位志工參與的年度盛會。受到新加坡政府高度的重視，總統塞拉潘‧

納丹(S.R. Nathan)亦親臨開幕會場，更邀請到國際紅十字會會長、港星李連杰以及國

務資政吳作棟等頗具代表性的人物帶領其志工組織在論壇中分享經驗。每次世界志

工年會都是全球志工界的年度盛事，來自世界各國的非政府組織代表與志工團體齊

聚ㄧ堂，藉由論壇(forum)、工作坊(workshop)彼此交流、甚至能達成跨國的合作計畫。

IAVE 國際志工年會由國際志工協會（IAVE）與主辦國於五大洲輪流舉行雙年會，

在多年耕耘下， 不僅吸引全球志工界大力響應，更得到聯合國、紅十字會、各國政

府與國際知名或當地企業的大力贊助與參與，例如迪士尼、 三星、南韓電信、歐萊

雅等跨國集團。國際志工界一大盛事。本屆年會的主題為「志願服務－改變世界的

力量」，年會適逄國際志工年 10 週年及國際志工協會成立 40 週年慶，回顧過去的成

就、不足的地方、可以改善及思考未來該發展的面向，以及如何去正面影響社會，

進一步造成全球的改變。藉由年會同時喚起公部門、私營部門正視志工資本，和非

營利組織建構出平等的溝通方式以及永續經營的政策。年會包含了專題演講、論壇

以及工作坊，探討聯合國制定的千禧年計畫至今的實行成果，包含消除貧窮、饑餓、

疾病、文盲、環境惡化和對婦女的歧視，同時探討戰後嬰兒潮時代、青年志工、宗

教團體、企業志工等重要議題。 

第二天全球年會安排了專題演講、5 個議題的平行論壇、5 個專題討論的工作坊，

本校廣電系四年級盧宛均同學的工作坊也安排今天發表。此工作坊由聯合國志工組

織網路志工會長 Elise Bouvet主持，在簡短的網路志工現況介紹之後，就是宛均的發

表「創新的數位家庭理念與其影響」(Innovative E-Learning Family and its Effect)。用

影片開場，道出利用數位平台維繫部落學童與都市學童情感的必要，接著說明計畫

的緣由、台灣的文化與時空背景，藉由活動的紀錄片，讓觀眾瞭解數位平台為期ㄧ

年的互動模式。盧宛均同學強調數位家庭計畫對大學生、部落整體的改變，並進而

提及虛擬世界需要實質情感聯繫的必要性時，台下點頭連連。因此緊接著的問題討

論時間，觀眾的回響非常熱絡，包括 IAVE 德國會長、香港志願服務處都表示對數位

家庭計劃的讚賞與肯定。聽到他們的肯定甚至想要加入計劃的興趣，讓我也覺得與

有榮焉。工作坊討論結束後，還有更多來自世界各地的志願服務工作者，熱切地想

進一步瞭解數位家庭的運行模式。盧宛均同學從七年前開始，即深入南投縣仁愛鄉

曲冰部落，創立以數位家庭為核心的數位人文關懷活動。進入政大之後，將此活動

模式延續至大學，並拓展到台灣各地的原住民部落。為了讓整個團隊能更穩定地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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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去年成立「IC 部落社」，在號召更多大學生投身部落志願服務的同時，也將其在

社團中的實際經驗，撰寫成英文論文，並在新加坡舉行的國際志工協會(IAVE)第 21
屆世界年會的工作坊中擔任講者。盧宛均表示藉由這次國際會議的發表經驗，不但

能讓台灣被世界看見，也提供台灣大學生真正走出去的機會，認識更多世界各地有

志一同的志願服務工作者，培養更國際化的視野。大學生除了應具備國際交流的經

驗，宛均也建議大學生不妨在大學階段多累積志願服務的經歷，不僅將所學應用於

社會實踐中，也能更深入了解台灣社會中不同階層、種族的多元面貌，這些既國際

又在地的思維與行動，都為自己的生涯規劃，提供了重要的指引，以及當未來步入

職場時，所提出的決策與作為才能真正地貼合社會脈動，進而提升整體社會的福祉。 

第三天大會更邀請到國際紅十字會會長、港星李連杰、壹基金會創始人，楊紫

瓊以及國務資政吳作棟等頗具代表性的人物帶領其志工組織在論壇中分享經驗。下

午的工作坊探討世界志工服務的趨勢服務學習新浪潮。晚上是新加坡美食之旅，參

加雞肉之旅百年夜市之旅；會議的第四天最重要的活動是 The Pitch 2011的發表。有

哥倫比亞、韓國、肯亞等 5 隊競賽。The Pitch 2011國際最佳志工倡議競賽。The Pitch
是一種互動式的競賽，由瑞士銀行贊助，優良方案可贏得瑞士銀行提供大額獎金，

有五組最終候選人在第 21 屆國際志工協會新加坡全球年會當中，向評審團和觀眾說

明為自己提出來的倡議／計劃，並贏得贊助。下午參訪非營利組織機構基金會我選

擇環保濕地保護，同行中結緣香港迪士尼高級志工經理梁健偉，一路上相談甚歡，

迪士尼志工推廣表揚鼓勵制度，值得職場志工學習。晚上前往海岸酒店舉行惜別晚

會，本次國際志工會議在新加坡美食與中東肚皮舞、印度傳統舞蹈、新加坡熱舞、

舞獅等熱鬧無比的表演下劃下句點。 

志工夥伴們，讓我們相約 2011年 10 月 28-31日韓國昌原市 亞太區域年會及同

年 11 月 3-5 日哥倫比亞巴蘭哈拉市 青年志工高峰會 再相會！ 
（節錄於 黃正全老師的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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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身心障礙者機構參訪新加坡身心障礙者機構參訪新加坡身心障礙者機構參訪新加坡身心障礙者機構參訪                                    謝宛蓉謝宛蓉謝宛蓉謝宛蓉 

在家養魚養狗，在陽台種花

種草，是現代人忙碌中享受休閒

的生活方式，寵物、園藝等治療

方式在台灣的應用方興未艾；此

次新加坡行看見一個商業繁盛、

隨處可見公園綠地的城市，不曉

得是終年夏天綠草如茵還是旅行

心情特好，難得漫步在城市裡也

能感受輕鬆；跟著行程參觀新加

坡華裔身心障礙者職業技能訓練

機構，與身心障礙者在教室裡互動，體驗園藝療癒效果。 
 

華裔在不同環境裡受到不同刺激，自然而然地適應環境，在這個機構裡遇見

輕度智能障礙者或是高功能的身心障礙者，能夠說三種語言：英語、國語(北京

話)、台語(福建話)或潮州話或客家話，讓英文幾乎一竅不通的我大感佩服。 

 

在身心障礙者生活中執行園藝技能訓練或園藝治療，不外乎是讓身心障礙者

投入過程，從過程中認識自己與認識周遭環境，再藉由銷售成品(如：盆栽或蔬

果)達到身心障礙者自立生活的目的。這次在新加坡與身心障礙者一邊聊天一邊

創作小小的中國造景盆栽(長寬高各約 15 公分)，植栽小顆香草、用透明塑膠盒當

水池、用牙籤當欄杆、用花兒當點綴，成品各異其趣。短短 2、3 小時的相處，

驗證了文獻上面說的：「植物可以讓人有正向情緒。」又因為身心障礙者良好的

語言能力和表達能力，讓我從聊天中了解他們的生活：搭公車到機構來，在機構

學習技能(如：園藝、烹飪、清潔)或到庇護商店上班，搭公車回家，家裡養的寵

物是兔子、喜歡唱歌、家裡的成員有…。 

 

一起在機構裡開闊的飯廳吃飯盒，老師為了歡迎遠道而來的我們用立梯爬上

矮椰子樹摘下椰子，椰子水、椰子肉、再加上身心障礙者自製手工餅乾當飯後甜

點，眼望藍天白雲綠意盎然，真是愜意的午餐時光。離開之際，隨口問了已在此

機構任職 3 年的華裔烹飪老師：「為什麼會選擇在這裡工作？」我不清楚老師是

因為華文接收到的語意模糊或難以用華文抒發一言難盡的情感，他笑笑的說：「不

知道。」 

 

從遊覽車內往窗外看，看見身心障礙者走在人行道上的背影，今天星期六也

是新加坡的休假日，他們假日特地到機構來陪我們一起完成一個個的成品，一如

往常地自行前往公車站，花上 1 小時的時間到家，不曉得他的心裡想些什麼?我

想的是：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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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心心心】】】】                                   文藻外語學院文藻外語學院文藻外語學院文藻外語學院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黃安麒黃安麒黃安麒黃安麒 
 

【志工台灣，國際接軌】，

2011年 1 月 20 日，我踏上飛往

新加坡的飛機，準備與 IAVE 
TAIWAN 帶領的青年志工一同

前往參與 IAVE 的青年年度盛會-
國際青年論壇。一開始得知自己

有機會能夠一起出團到新加坡

時，真的是既興奮又期待，因為

是第一次出國再加上這是難得

來的機會，讓我更加珍惜。2009年曾經在台灣參加 IAVE 亞太區域年會，所以對

於青年論壇一點也不陌生，但是有機會能夠到新加坡與不同的青年志工一起學

習、交流，對我來說是一個新的經驗。 
 
一踏出新加坡國際機場-樟宜機場，迎面而來的是美麗的艷陽熱情的歡迎我

們的到來，在前往下褟飯店的路途中得知了許多有關新加坡的文化與背景，讓我

對這個城市充滿了更多的好奇心也希望自己能夠在這一趟學習旅程中，認識更多

志同道合的朋友，學習到更多【志願服務】的精神。 
 
第一天晚上，大家盛裝打扮，每個人的臉上都掛個緊張又興奮的心情，準備

前往新加坡管理大學(SMU)參與青年論壇開幕式。【微笑】一直都是人與人之間

縮短距離的最佳途徑，也是最讓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行為。一踏進會場，便看到一

群身穿大會制服的青年志工用最大的微笑向我們打招呼，並親切的指引我們到指

定的地方領取資料入場，我想這是縮小我們對一個陌生環境距離成功的第一步。

第二天一大早，我們依照主辦單位的分配，前往新加坡 APSN中心與一群充滿生

命活力的青壯年人一起體驗園藝藝術。再到這個單位前，雖然我已在台灣參與過

許多不同形式的志工服務，但這次的參訪，卻是我從未感受過的體驗。這次的服

務對象年紀都比我還大，剛開始相處時還有點畏懼，不知道該怎麼與他們相處，

但是相處一陣子後，便能與他們快樂的一起製作園藝，一起用餐與心得分享，雖

然以為我們是去做服務，但其實我覺的在他們身上，我們看到更多與我們不同的

地方，學習到更多用不一樣角度看世界的方法，他們的樂天進取的態度是現在社

會所缺乏的。參訪活動結束後，團員們一起分享在這個活動中學習到的心得，不

同的人看事情的角度不同，所得到的感受也不同。【耐心】與【用心】是志願服

務中最重要的兩件事，要用心的付出，耐心的與人相處才能感受到服務的真諦。 
 
晚上是讓各國代表團展現國家生命力的時間-文化之夜，一開始得知我們需

要為這個夜晚設攤、表演時，大家都繃緊神經，不知所措，突如其來的機會，讓

大家頓時不知道該拒絕還是該放手一搏，想拒絕的原因是因為毫無準備，怕在這

短短的準備無法將結果呈現到最好，但是台灣人不怕輸的心頓時湧入許多團員的

心中，在多數團員們的堅持及努力下，我們運用的最少的資源，將台灣的攤位佈

置的多采多姿，也運用了大家的平時少用的零碎記憶拼湊出一首代表台灣的歌曲

舞蹈-你是我的花朵，這首曾經被選為高雄市運的閉幕歌曲，這一天，在能展現

台灣文化的這一天，我們也選擇了這首歌，盡力的練習，把握每一分每一秒，希

望能把最美麗的台灣展現在每位與會者的心中。在表演的期間，台下站著各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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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代表，和我們一同完成我們的表演，也把整晚節目帶到最高峰，攤位前所準

備的有限資料也在節目不到一半就全部被索取光了，對我們來說這就是最大的鼓

勵與支持了，即使這短短幾小時的努力或許並無法真的把台灣推上國際，也可能

被很多人識破我們是【即興】，但在這一夜的表演，大家團結一致的精神，會是

我永生難忘的回憶，也會是此次所有團員心中在美的回憶。 
 
最後一天早上，我們超早就到會場，因為今天是青年論壇的重頭戲【工作

坊】。一開始，大會先安排全部的與會者到大禮堂聆聽幾位志工界的模範上台分

享當志工的心路歷程，其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Mr.Hugh Evans】，他 14 歲就

決定離開溫暖且現代的故鄉，放下學業轉身到菲律賓投入志願服務的工作，他會

這麼做是因為覺得自己不能在這麼幸福的生活中無所事事，既然他知道有地方需

要他的幫忙，他就一定要去。從他身上我看到的是他勇於對未來的規劃，並且努

力去達成自己的夢想也達成別人的夢想。或許有些人會認為他很幸運有一對支持

他夢想的父母，但我對他的【勇氣】佩服不已。如果是換成 14 歲的我眼中看到

的應該只有自己，沒想到他已經看見全世界了，而且還用行動實踐了他的夢想。

之後，我便選擇了這位講師所開的工作坊。在這個工作坊裡面，我學到如何寫好

一份企劃，這對我在擔任社團領導人有明顯的幫助。下午，我選擇了另一門課程

【Project Management】，經過這門課後，我覺得找到自願參與你的企劃的人真的

是最重要的課題，找對人，就一切問題都能解決，但，一旦一個團隊中有人是非

志願的甚至是無心的，那對整個團體是會帶來很大的傷害。 
 
經過這幾天的課程，我學習到最大的收穫是要從很多不同的角度去看一件事

情，有些事情從 A 角度看可能沒有問題，但卻會對 B 角度帶來傷害，我也從許

多青年志工身上學習到要勇於做自己覺得對的事，放大膽子作活動企劃才有可能

能創造出不一樣的火花，不一樣的心思維。 
 
在新加坡的這段時間，我認識了好多人，不管是長時間從事志願服務工作

者，還是剛接觸這的區塊的人，大家共同擁有的都是親切與熱心，也因為認識了

他們，讓我在新加坡的這段學習旅程中，相當的順利及充實。希望 IAVE 的活動

還有機會辦在台灣，下次我一樣也要用最親切的心接待每一位來賓，並把最美的

台灣介紹給他們。也希望自己能將在工作坊與參訪時所學習到的運用到學校社團

的運作上，甚至是自己的日常生活中，相信如此一來，這一趟新加坡學習之旅就

會更加有意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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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嘗試嘗試嘗試的勇氣的勇氣的勇氣的勇氣                                 輔英科技大學輔英科技大學輔英科技大學輔英科技大學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潘修儀潘修儀潘修儀潘修儀 

    感謝台灣志願服務國際交流協會（IAVE 

Taiwan），提供讓我有機會參加這次的活

動，像是這種國際性大型活動，在世運的時

候我有參與，而我相信在這次的活動中，想

必會讓我學習到更多，使我成長。 

    在活動第二天的單位服務，讓我覺得很

像是台灣世界展望會所舉辦飢餓三十的志

工服務日挺相像的，大家一同去社會服務，

我們這組大部分是我們的團員，有兩位分別

是來自澳洲和香港的朋友，由 YMCA 的夥

伴們一起帶領我們，大家與身障的朋友共同創造小花園，互相教導，從這次的活

動中，又更近一步懂得如何與身障朋友溝通，夾雜著不同的語言溝通，好比說:

華語、閩南語和英文等等，在分享討論的時間裡，彼此互相討論出學習及成長，

大會給予我們大張的紙讓我們盡情的發揮創意，由這張圖畫傳達出我們這次的服

務重點並分享給其他組別。晚上的國際交流夜，更是盛況無比，由於我們台灣夥

伴的「輸人不輸陣」的精神，把我們所準備交流的資訊，以及我們的地圖，許許

多多的資訊都一一呈現在我們的攤位上，從此可

見，各國的用心準備，在才藝表演上，我們更是

發揮了團體合作，討論出以伍佰的你是我的花朵

這首歌作為表演歌曲，大家一致認為這首歌能代

表台灣，讓大家知道我們台灣人的熱情，我也是

表演者之一，在各國的志工夥伴們面前表演其實

非常緊張，但團員們互相加油打氣，一同完成之

後的感覺真得非常的棒!讓我們最開心地，莫過於

現場的青年朋友們與我們一起舞動，更讓許多國

家好奇台灣的文化資訊。 

    這次的青年論壇活動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大家

的心，當志工只怕你害羞，不敢表達，大家其實都是很樂意分享的。從團員身上，

我學習到很多，「學習不怕早晚，只差肯不肯用心」，年紀不是問題，「一日志工，

永遠都是志工」。在新加坡的朋友身上我看到的是他們願意「嘗試」的勇氣。 

   這次來到新加坡參加活動，讓我對於很多事物的想法有所不同，大家藉此交

流機會，互相給予多元化的意見與交流，也許一直待在同一個圈圈裡，你所看見

的接觸到的都非常有限，但是當你跨越這個圈圈之後，你將會發現還有更多有趣

的事物，等著你去發掘。很感謝所有這次一起遠赴新加坡的青年論壇團員們，大

家相互地影響，學習和成長，這是一個棒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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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NTEER ！！！！I CAN DO IT ！！！！             道明中學道明中學道明中學道明中學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高育葳高育葳高育葳高育葳 
 
以前有過幾次參與志工活動的經驗，但

在國外參加卻是頭一遭，任何事都是如此令

人興奮、熱血沸騰！尤其是與不同國家的朋

友交流自己的想法與意見，不僅能夠令自我

身心受益良多，也能在活動中吸取他人的經

驗感想，對於異國的風俗也能略知一二。 

其中到特殊教育學校服務更是令我印

象深刻，在台灣也曾經認識接受特殊教育的

同學，因此至此單位服務時特有感觸，新加

坡對於身心障礙的人士也有相關法令保

護，例如：不得將其照片公佈於公共場合或

是媒體上，以保護其權益……，這便是一項

良好的措施，避免他們受到二次傷害。而他們十分友善的招待，令我們在這項服

務學習活動中留下美好的回憶，也很感謝 YMCA 志工朋友的協助，讓我們能更

順利的完成當天的行程。 

三天的行程當中有幾次的餐會都是很新鮮的體驗，能在令人垂涎的食物中與

不同國家的志工朋友交流是多麼美妙的事啊！尤其是一些朋友們聽到我們來自

台灣時，紛紛提出喜歡這個寶島，想來旅遊觀光；拜訪過的朋友，對於台灣的明

媚風光讚不絕口時，便會使身為台灣人的我不自覺爲自己的家鄉驕傲，能從別人

口中聽到如此讚美，真好。 

美好的時刻總是一閃即逝，但能在以後回想此次的寶貴回憶，想起在當地遇

見的人、事、物，何嘗不是件令人莞爾一笑的時刻？回台灣後也能將經驗告訴更

多朋友，請朋友告訴朋友，讓更多的人知道，讓更多的人一同踏進國際志工活動

的世界，YES！I CAN D O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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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國際走向國際走向國際走向國際，，，，體驗世界在轉動體驗世界在轉動體驗世界在轉動體驗世界在轉動                     國立中正大學國立中正大學國立中正大學國立中正大學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李映萱李映萱李映萱李映萱 

 

青年論壇青年論壇青年論壇青年論壇  

這是我第二次出國，但目的已經不再只是娛

樂、旅遊而已，而是更深層的體會。身為一

位志工，所要學習的有很多，視野也必然不

會只是停留在國內而已，所以這一趟的旅

程，即是將我帶往更寬廣的世界。 
 
為期三日的青年論壇，集合全世界近八十個

國家的優秀青年，新加坡主辦單位也邀聘許

多知名集團的總裁、經理，為各位來自世界

各地的青年志工上課，分享經驗與傳授管

理、溝通、關懷的策略。第一天的行程，我上了一位經理的課程: Resources Development 
這位經理的重點著重在如何製作一份成功的企畫書或 program，讓人力，讓資源達到最

有效的分配。 而下午的主題 Leadership Development 主講者 Martin Tan強調身為一位領

導者，應同時具備領導與跟隨的能力。一個團體強調的是合作，一位領導者若無法傾聽

團員，將也無法帶領團員。這一天，除了上課，在會場中也見識到甚麼是地球村。來自

世界各地，各個角落，各個種族的，不同風俗民情的人為了替這個世界盡一份心力，讓

世界更美好，都一起在努力著。在尚未來到新加坡以前，我的視野只膠著在台灣。但經

過了各國團體理念的洗禮，才發現這個世界的問題並不是少數人就能夠解決，也因此需

要將大家集合在一起，經驗交流，共同來集思廣益，將政策、資源推向更臻至的運用。 
 

國際年會國際年會國際年會國際年會 

來自各國的與會人士，集結在此，將「志工」這份盛名傳播到全世界。第一次參與如此

隆重且盛大的場宴，也第一次見到全世界。每位演講者衣裝筆挺的站在人群前，經驗交

流或是知識的傳授，全世界都在為了志工─這份改變世界的重要力量而努力推動著。除

了學到了來自各國的知識，也看到了許多人，真正的多元文化。倘若單單是生活在台灣，

沒有走出國外，走向國際，永遠都不會清楚，世界是如何在轉動。 
 
我希望往後的日子裡繼續努力學習，充實自己的能力，培育承受艱辛的能力，延伸獨立

的能力、悲憫的情懷。若有機會，希望能再次參與類似的活動，為全台灣的志工們發聲，

也在國際上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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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參與國際參與國際參與國際參與 有您真好有您真好有您真好有您真好                          國立台灣海洋大學國立台灣海洋大學國立台灣海洋大學國立台灣海洋大學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簡上傑簡上傑簡上傑簡上傑 

啟程啟程啟程啟程 

心情開始雀躍了起來，1 月 20 日晚上，帶著期

待的心情，和高雄團員一起搭車前往桃園準備搭明

天一早七點的飛機。 

青年論壇青年論壇青年論壇青年論壇 

 為期三日的青年論壇，集合全世界近八十個國

家的優秀青年，青年論壇會場在新加坡管理大學，

一進入會場，大學內部非常的先進，除了電梯還有

手扶梯，台灣帶表團團員在會議廳外辦理報到手

續，大會除了會議期間的資料外還有發制服和袋

子。參與青年論壇的開幕時，心裡有小小挫折感，因為台上的人在講什麼都聽不懂，要

很仔細的聽才聽得出一些內容，第一天的參與就讓我震撼的體會到在國際場合英文的重

要。 

  

第二天大會安排我們參加新加坡當地各個不同社福機構的體驗服務：我們這組被分

到到特殊教育學校去服務，這對大學是博幼社的我來說太 EASY 了；其實在服務的過程

中我覺得他們跟正常人一樣，只是發展比較緩慢，在和他們度過愉快的早晨和午餐後，

離開時心裡其實有點不捨，去服務他們就像去交個朋友一樣。下午我們回到了新加坡的

青年中心，我們這組團員在一起討論並完成了我們的海報，上面有我們學到的、體會到

的、克服不了的、可以改進的…等，我們用文字和圖案的方式呈現在紙上，一開始有點

不知如何下手，因為這在台灣並不盛行，在國外的學校好像就會用這方法來當成作業或

是報告，好險大家通力合作下還是完成了。當天晚宴上我們有台灣的攤位，我們把台灣

攤位佈置得最特別最醒目，連主辦單位的志工都忍不住在我們台灣攤位逗留許久。最震

撼的是竟然還要上台表演，在大家集思廣益下決定要跳瘋迷全球的世運閉幕舞曲--「你

是我的花朵」，大夥在苦練一下子之後就直接上台表演，更造成全場大轟動，這就是屬

於我們台灣人潛藏的實力啊!  

  

在青年論壇最後一天，有好幾個研討會，我選了 Building Network 和 Leadership 

Development 這兩個主題。NETWORK 主講人一開始就叫我們分散座位和旁邊的人聊天，

天性不敢開口說話的我閉著嘴直到有個新加坡女孩來跟我講話，我用有點不順的英文跟

她談話，她和善的說沒關係，她說我學英文就向她學華文一樣，都是必須多講才行，這

句話更點醒了我學英文應該要嘗試著多講。 

時光飛逝，很快的青年論壇就要閉幕了，在這裡我見識到了國際會議的規模、各國人的

一些文化、語言的重要、自己的心態更重要，也很開心很感謝有這機會能參加青年論壇，

之後也依依不捨的跟論壇的朋友說再見。 

國際年會國際年會國際年會國際年會 

國際年會的會場在聖淘沙名勝世界，所以要搭巴士過去，一路上看見新加坡整個的

道路規劃，真的是井然有序，到了會場名勝世界，停車場路線還有下車位置一樣是規劃

的整整齊齊，這實在是我們台灣可以學習的地方。 

 

第一天開幕會場差不多有一千人在會場，當天只有開幕典禮新加坡的總統也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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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開幕結束前新加坡總統摸了我的手臂一下，讓

我整個心雀躍不已，像飛在半空中。第二天與第三

天的行程是專題演講與五大議題工作坊，年會現場

更有我所注目的國際巨星李連杰和楊紫瓊到現場

分享他們志願服務的歷程，我的偶像李連杰說的話

讓我印象深刻「每個人因為有兩支手，所以必須去

幫助別人」。參加此次國際會議雖然語言不是人與

人之間唯一的溝通方式，還有可以用眼神與肢體來

輔助，但我想把英文學好。年會第四天，是要聽了

幾個國家的志工組織的演講，然後要我們去投票選

出一個組織可以得到贊助，雖然機會只有一個，但是我聽完他們的演講和照片之後，覺

得他們真的很偉大，無私的奉獻。下午，就是我所期待的參訪，我被分配到了參訪捷運

站，新加坡捷運站的牆壁、地板、柱子上面有許許多多的人文藝術與歷史。 

 

參加年會這幾天所學到的無論是英文、人與人的溝通、說話的膽量、國際觀，我想是無

價的，也很開心 IAVE Taiwan 給我這個機會，這趟新加坡之旅收穫滿滿； 

感謝這一路指導我的長官、老師，「有您真好」。 

 

 

                                                                            

志工志工志工志工 讓世界更和平讓世界更和平讓世界更和平讓世界更和平                         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洪銘妤洪銘妤洪銘妤洪銘妤 
     

這是第一次來新加坡，所以真的很興奮，剛

抵達的時候在車上稍微了解了新加坡。我印象最

深刻的是到當地的單位服務，我和台灣的青年團

員們被分配到與身障的朋友一起動手種花花草

草。我很喜歡我們一起完成的盆栽，有草地、樹

林、岩石和小池塘。下午我們則是進行上午的服

務心得分享和討論在從事服務的過程中有哪些

地方能夠再改善。 
 
在社交之夜，我和團員們一起準備把將攤位

擺設好、佈置會場。在活動還沒開始之前，就有

很多來自中國的志工朋友們來和我們交流了，這時候我覺得好和平，所以我想當志工能

讓世界更和平!而晚上的活動讓我們最期待的莫過於團員們表演「你是我的花朵」來展

現台灣人的熱情。讓我很驚訝的事，下面有好多志工們跟著他們一起舞動，頓時心中有

一種莫名的感動!而另外，最後由新加坡當地的樂團壓軸演出，演唱了很多國家的歌，

也唱了台灣的歌手楊培安的歌曲，讓我聽完就開始想念台灣了! 
這一趟新加坡青年志工之行讓我覺得很充實，也瞭解到在國外和我年紀相仿的青年們早

已藉著自己的力量和資源去幫助更多人了，我希望我也能和他們一樣，並且在下一次的

青年志工論壇中能與他們有更多的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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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新加坡學習之旅我的新加坡學習之旅我的新加坡學習之旅我的新加坡學習之旅                                   新莊高中新莊高中新莊高中新莊高中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王佑婷王佑婷王佑婷王佑婷 

已經期待了好久的旅程要展開了，雖然說還是

有一點點的小緊張，第一次離開家人，要跟不是很

熟的台灣代表團團員一起生活八天，雖然有點不習

慣，但這不也是一個鍛鍊自己的大好機會嗎？真是

覺得很幸運的能有這個機會能參與這次的行程！當

我踏上新加坡的土地時，我才真的覺得，我離開台

灣了，心情很複雜，融合了想家又開心的感覺，還

真是特別呢！ 

 

當天晚上參加了開幕，真的是很新奇又好玩的一件事，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這種

國際活動，心情很興奮；第二天大會安排我們要參訪當地的志願服務機構，不知道要到

哪學習幫忙，很是期待，因為在台灣我很少有機會可以去學習如何協助別人，知道要去

“學習障礙”的專門學校學習心中感覺好特別，只是我以前從沒接觸過這類資訊，不知

道自己是否能勝任呢！但是後來到了那，發現他們的管理與校園的景觀真的做得很棒，

感覺很舒服而且空氣也很乾淨！那裡的學生雖然都有些缺陷，但對人都很親切也很熱

情。志願服務學習之旅讓我學習到許多知識，也學習到如何與有障礙的人相處及協助他

們，希望下次有機會可以去幫助更多需要的人！ 

 

在青年論壇，我聽了兩個專題演講，「RESOURCES DEVELOPMENT－資源發展」，

探討當今我們面臨的世界是個有限的資源環境，而志願服務組織目前面對的挑戰便是如

何將資源做有效的管理和永續發展。這讓我也了解到了我們應該做好環境的保護，並盡

自己的力量愛護地球，畢竟每一份力量加起來，就是大力量！！另一個是「LEADERSHIP 

DEVELOPMENT－領導力發展」，領導的能力是後天培養的，是一趟終身學習的旅程，

它沒有公式也不是死板的，是要培訓的！而最重要的是“立志”成為偉大的領袖！我對

於這個專題真的非常有興趣，因為我是一個喜歡獨立的人，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從這門課

裡學習到更多或是一些我現在不足的，參與此次國際會議讓我覺得有趣也獲益良多！ 

 

青年志工交流之夜，真的要給我們台灣的青年還有老師一個掌聲，在事先毫無準備

的狀況下，我們台灣青年們主動爭取到跨國交流之夜的表演時段，甚至連要表演的歌曲

都是當場請工作人員臨時幫忙找的，但是，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我們還是非常非常成

功的達成了任務，更讓全球參與的志工驚豔的是台灣代表團有著年紀最小的小志工（只

有 8 歲喔！）也在會議現場賣力的表演與行銷台灣，真的讓國際參與的志工刮目相看。 

 

全球年會開幕的時候發生了一段小插曲，讓我深刻的體會到了台灣在國際上立足的

困難，在國外我才深深發現，台灣真的是寶島；年會第二天有我們台灣的工作坊發表，

台灣的演講者真的是非常的優秀，而台灣的志願服務也發展的非常蓬勃。除了支持台灣

的講者，我也吸收別的國家的經驗，除了分享別人的經驗增進知識外，更可以做國際交

流。而本次大會最特別的是還邀請了李連杰跟楊紫瓊來分享他們的志工經驗！尤其是李

連杰，他說：「人有兩隻手，一隻手我要為我的家庭、孩子、老婆付出，但是，我有另

一隻手，那是要幫助別人的」！我覺得真的很有道理呢，也頗有感觸。最後，在熱鬧的

晚宴裡結束了全部的會議，很開心也慶幸自己能參加這次的旅程，也學習到了很多學校

學不到的事！真的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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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t be Shy，，，，you can do it！！！！                   前鎮高中前鎮高中前鎮高中前鎮高中 學生吳岱穎學生吳岱穎學生吳岱穎學生吳岱穎 

感謝 Joannie老師給我去新加坡參與國際志工會

議的資訊，讓我到台灣以外的地方去看看異國的文

化、學習英文。第一次到新加坡的我超興奮的，就像

好奇寶寶一樣四處張望，看到綠意盎然的街道、路上

各種不同的人種，還有靠左行駛，駕駛座在右邊，都

和台灣很不一樣。 
 
第一次出國參加這種國際性的大型會議，其實心

裡滿緊張的，晚上青年論壇的開幕典禮，主持人、演

講人說的都是英文，一整場下來，真的要很認真的

聽，才能「大概」知道他在講什麼，這讓英文程度不

差的我有被打擊到，決定回到台灣，一定要非常非常

努力的加強我的英文！ 第二天上午，來到特殊教育

學校去當志工，和一些智能障礙的人互動，這真的是

一次很特別的經驗，在台灣，我從來沒有接觸過這類

型的志工工作，互動的過程中，我學會如何耐心與他

們溝通。這趟體驗，除了幫助到別人，自己也有收穫

真的很開心。下午，我們將我們所學到的，和團員們

一起分享，並把它畫到海報上，感謝香港來的志工姐

姐，主動幫忙當中間的翻譯者，不然以我們的程度可能會跟澳洲來的志工姐姐「雞同鴨

講」～唉，二度深深的被打擊到，決定一定要好好學習英文。晚上的晚會，看到好多不

同國家的傳統服飾，雖然台灣沒有穿的像他們一樣正式，但我們用那燙到足以溶掉冰山

的熱情和台味十足的「你是我的花朵」的花朵舞，征服了在場每一位嘉賓，一些比較熱

情的朋友，也站起來跟我們一起跳，而屬於我們的台灣攤位，更是圍滿了各國的志工，

讓身為台灣人的我感到很光榮！ 
 
第三天會議，上午聽了「資源發展」的專題，下午則是選了有關領導的課題，結束

後，讓我三度的深深體會到”英文很重要”。這三天的青年論壇，不只學到了英文，也

讓我從剛開始害羞開口，到主動與人互動並勇敢開口，無形中也磨練了勇氣和信心。第

四天晚上是國際年會的開幕典禮，親眼目睹國際會議的隆重盛大，讓我真的是開了眼

界，也認識了很多來自不同國家的志工朋友。第五天中午，大會安排李連杰和楊紫瓊到

會場當特別嘉賓分享他們當志工的心情，第一次這麼近看到明星耶，而李連杰也讓我印

象非常深刻，他說「每個人都有兩隻手，一隻手為自己的家人打拼，另一隻手，留給需

要幫助的人。」所以沒時間不是藉口。下午有我們台灣發表的工作坊，聽完真得很崇拜

台灣的講者，分享內容豐富又明瞭，也是另一種台灣之光啊！第七天，我被安排到參觀

博物館，館內有介紹員替我們講解新加坡的歷史，全程以英文介紹，雖然只有一半聽得

懂，不過還是有蠻多的收穫，也了解到新加坡的發展和早期的文化。 
 

這趟旅程讓我收穫豐富也累的很開心，在全英文的國際會議裡，我深刻的體會英文

除了多聽，多說也很重要，參與這次會議讓我變的比較「敢表達」了，第一次主動和不

認識的人說英文、第一次用英文和飯店櫃台溝通，第一次.....，只要勇敢跨出第一步，不

但有機會學習，往後的第二次、第三次也就比較簡單，So don’t be Shy，you can do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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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Volunteer印記印記印記印記   
IAVE TAIWAN 台灣代表團指導老師台灣代表團指導老師台灣代表團指導老師台灣代表團指導老師 吳苡菱吳苡菱吳苡菱吳苡菱 

前前前前 言言言言  

今年有幸被 IAVE TAIWAN 邀請擔任第

21 屆新加坡青年論壇暨全球國際年會 台灣代

表團指導老師。秉持著我是 IAVE TAIWAN 的

一員，啟程新加坡，找機會、尋求機會為我最

鍾愛的台灣發點小光、製造點小熱。 

歷經青年論壇 Social night 的即興演出、

團隊合作整合出的台灣攤位、國際論壇開幕典

禮中遍尋不著台灣國旗美麗身影、台灣團隊論

文發表，這故事情節裡的每件人事物，讓台灣

團員每個人在此行程收穫滿滿，無論長官、老

師或是團員，每個人內心深處總一直伴隨著最深的印記~我來自台灣，我真得好愛我的

國家！ 

青年論壇青年論壇青年論壇青年論壇 

1 月 21~1月 23 日, 假新加坡管理大學舉行青年論壇，論壇主題與發表型式多樣化，主

旨在藉由志願服務的意涵提升當代青年領導能力，在處理複雜問題的志願服務中，青年

經常會面對不同的利益，動機和資源。因此，能夠擬定策略性的計畫，並將資源的運用

發揮到極至，還能創造利機，是至關重要的。本次論壇專題討論如何制定全面性和周延

性的計劃，使之成為基底，將計劃付諸成果。論壇同時以專題模式深入討論如何匯整人

力和資源項目，以成立方案；再探討如何規劃整體方案，乃從開始到結束，從現有需要

轉向預期的效果。當今，我們面臨的世界是個有限的資源環境，而志願服務組織目前面

對的挑戰是如何將資源做有效的管理和永續發展。 

全球年會全球年會全球年會全球年會 

1 月 24 日~1 月 27 日，假新加坡名勝世界舉辦 4 天全球年會，今年全球年會適逢國

際志工年 10 週年及國際志工協會成立 40 週年慶，是一同回顧過去幾十年所做到的成

就、不足的地方、可以改善及思考未來該發展的面向，以及如何去正面影響社會，進一

步造成全球的改變。藉由這次年會，同時喚起公部門、私營部門正視志工資本，和非營

利組織建構出平等的溝通方式以及永續經營的政策。年會包含了專題演講、論壇以及工

作坊，探討聯合國制定的千禧年計畫至今的實行成果，包含消除貧窮、饑餓、疾病、文

盲、環境惡化和對婦女的歧視，同時也探討戰後嬰兒潮時代、青年志工、宗教團體、企

業志工等重要相關議題。 

每個人皆熱愛自己的國家，每個人義無反顧一定擁戴自己熱愛的國家。台灣台灣台灣台灣當然

也不例外！新加坡此行的收穫和些許遺憾～期許未來再找機會、尋求機會，為最鍾愛的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發點小光、製造點小熱。發揮台灣台灣台灣台灣泱泱大國的小國民外交、在國際間散播台灣人

的熱情和誠懇友誼，期許如此的「遺憾」漸漸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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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IN US 國際舞台上國際舞台上國際舞台上國際舞台上 永不缺席永不缺席永不缺席永不缺席 

 

第二屆青年志工高峰會第二屆青年志工高峰會第二屆青年志工高峰會第二屆青年志工高峰會  

2ND WORLD SUMMIT FOR WOUTH VULUNTEERING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2011年年年年 11 月月月月 3 日日日日~5 日日日日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巴蘭哈拉市巴蘭哈拉市巴蘭哈拉市巴蘭哈拉市，，，，哥倫比亞哥倫比亞哥倫比亞哥倫比亞 

SEE YOU IN COLOMBIA, YOU MAKE IT HAPPEN! 
 

                                                           

 
2011-亞太區域年會亞太區域年會亞太區域年會亞太區域年會 韓國韓國韓國韓國 昌原市昌原市昌原市昌原市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2011年年年年 10 月月月月 28 日日日日~ 31日日日日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昌原市昌原市昌原市昌原市，，，，慶尚南道慶尚南道慶尚南道慶尚南道，，，，南韓南韓南韓南韓 

The 13th IAVE Asia-Pacific Regional Volunteer Conference 

在戰在戰在戰在戰爭爭爭爭、、、、貧窮與氣候變遷中為保護地球而發起的志願服務行動貧窮與氣候變遷中為保護地球而發起的志願服務行動貧窮與氣候變遷中為保護地球而發起的志願服務行動貧窮與氣候變遷中為保護地球而發起的志願服務行動 

 
                                                           
 
 
 
 
2012-IAVE 全球年會全球年會全球年會全球年會-愛爾蘭愛爾蘭愛爾蘭愛爾蘭 都柏林都柏林都柏林都柏林見見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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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VE Taiwan為 IAVE 國際志工協會全球網絡的第五個分會，亦是國家代表辦公室，其成

立對於本土與國際志願服務的接軌具有深遠意義。本會基於「志工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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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1年起至今持續籌組及出席 IAVE 相關全球及區域會議與

會展相關活動，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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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 2009年「第 12 屆國際志工協會（IAVE）亞太區域志工年會暨青年論壇」的主辦單

位，與 2009年高雄世運志工的訓練運用單位，更於世運會期間與國內 36所大學簽署 i-volunteer
合作備忘錄，並結合在世運期間運用服務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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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志願服務國際交流協會 IAVE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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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志工協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Volunteer Effort(IAVE)  

與我們聯繫與我們聯繫與我們聯繫與我們聯繫 Contact Us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Tel : 886 7 3438100             傳真傳真傳真傳真 Fax : 886 7 3438101 
網址網址網址網址 Website : www.iavetaiwan.org     
電郵電郵電郵電郵 Email : iavetaiwan@gmail.com 
會址會址會址會址 : 813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 801號號號號 303室室室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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