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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實-第 13 屆國際志工協會 韓國亞太年會  

因應氣候變遷、貧窮、衝突和天災，永續全球社區所發貣的志願服務行動 

 

2011 年 10 月 28 日至 10 月 31

日國際志工協會（IAVE）與

韓國國際志工協會於韓國 慶

尚南道 昌原市會展中心舉行

『第 13 屆 IAVE 國際志工

協會亞太區域年會』，為鼓勵

全球青年踴躍投入志工行

動、貢獻己力，本次 IAVE

國際志工年會青年論壇與區

域年會一同舉行，邀請各國青

年志工共襄盛舉。 

超過 500 名來自亞太地區和

全球各地的與會者參與這場盛會， 

讓亞太地區的非政府組織決策者、專案管理者、志工、志願服務受惠者及各行各業

代表分享志願服務的理念及能量，並從世界知名的志工領袖得到學習和啟發，分享

志工參與社區建設的模式，提升服務效益和擴展國際視野。 

重要與會人士包含: 國際志工協會世界總會長 Kang-Hun Lee、韓國國際事務暨貿易部部

長 Eun Kyung Park、大韓民國志願服務協會理事長 Je-Hoon Lee、馬來西亞 Aziza 公主、

日本志工協調會主席 Mega Fumiko、生態和帄亞洲主席 Sam Uel Lee、香港志工服務局總

監 Liu Suk-Chin、菲律賓國家代表 Jose Liyo C. De Vera、韓國慶尚南道省長金斗官

Doo-Kwan Kim 等多位重要人士參與。 

 

今年度台灣代表團由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李允傑主任委員率團，帶領 45 名台灣地區 

傑出的志工領導人參與本次盛會: 包含 台灣志願服務國際交流協會 許惠美理事長擔任

團長、林長江副理事長 副團長以及 IAVE 國際志工協會台灣區國家代表 黃淑芬秘書長

及理監事單位代表: 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 翁慧圓處長、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

金會 程敏淑組長、陳明音專案經理和曹曉芳國際公關。本次會議也受到行政院人事行

政局的重視 由邱怡瑄視察代表出席會議。團員中不乏各界 NGO/NPO 領導人:台中市街

友關懷協會 黃明河理事長以及高雄市志願服務協會 國際組 沈佳玉組長和志工督導蔡

成銘先生等人共襄盛舉。企業代表由漂流木之家 均宏實業(股)公司 陳依廷董事長及其

特助蔡佳均代表出席。越來越重視大學生服務學習精神的各大專院校也有多位代表參

與，包括多次參與 IAVE 國際志工協會志工大會 朝陽科技大學課外活動組 張有恆組

長、弘光科技大學課外活動指導組 陳明國組長和逢甲大學領導知能與服務學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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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信男主任。本次青年代表有來自文藻外語學院 黃安麒和朱韻安同學、台北醫學大學 

黃依莉和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鄧皓蓉 等傑出青年代表。 

今年度，財團法人桃園縣有愛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更將本次 IAVE 亞太區域年會當作年

度志工旅遊，共有 18 位志工代表參與本次國際志工盛會。 

 

本屆年會的主題為「因應氣候變遷、貧窮、衝突和天災，永續全球社區所發貣的志願服

務行動」，因應近年來，氣候變遷和天災所帶來的衝擊影響

了整個亞太地區，這些災難的發生同時也衝擊到整個國家社

會安定與經濟成長，隨之而來的則是貧窮和衝突等問題；本

次第 13 屆亞太區域年會會議主軸將針對氣候變遷、貧窮、衝

突和天災等主題以專題演講、論壇以及工作坊等方式進行深

度探討。並特別企劃:企業志工服務、志工管理、志工中心、

重新探討志願服務的定義等主題，與各國優秀與會者一同交

流，活化並更新國內志願服務觀念，與國際趨勢接軌，擴展

國內志工團體之全球視野。 

 

 

在會議期間，台灣代表團共舉行 11 場工作坊，共 15 位發表人。其中 青年輔導委員會 李

允傑主任委員更於全體大會中進行專題演講。而閉幕典禮則由國際志工協會的台灣國家

代表-黃淑芬秘書長進行亞太地區的國家代表報告。 

本次台灣代表團表現亮眼於志願服務與氣候變遷、貧窮與天災等議題中由學術單位、非

政府組織領導人和青年志工代表等依各種不同觀點切入主題，並提出有效的解決方式，

獲得來自亞太地區之與會者一致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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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錄自 韓國亞太區域年會 主席  

大韓民國志工協會 理事長 Lee Je Hoon  
於韓國亞太區域年會 開幕式演說 

 

亞太地區: 這塊超過世界人口 70%定居的區域，因為越來

越多的居住人口和快速的經濟發展，越來越常遭受到天災:

地震、海嘯的威脅。因此，我們應該透過志願服務和跨國

的合作來共同找到解決的方式。 

我們不能對於天然災害，如:北極圈的冰山融化以及越來越嚴重的沙漠化坐視不管。而且

傴等待政府的努力來解決這些問題和保護我們的地球是不可能的。 

這也是為什麼會有在座的每一位志工，來共同為我們的地球努力。另為一個重要的因

素，我們需要志工的努力是因為:現在每一個國家都遭受因財富不均的對立所產生的衝

突；而這些衝突是不可能單靠政府的力量尌能夠解決的。 

透過關心與分享的良好社區文化，讓我們可以解決這樣的衝突，並且提高人民的快樂指

數。也因此大韓民國志工協會也致力於與社會各領域的領導人，共同提倡與發揚分享志

願服務的文化。基於緊密的 IAVE 國際志工協會 跨國志工網絡連結管道，透過志願服

務的精神來改變這個世界也將會變得更有力量。 

 

 

 

 

志願服務 “讓我們一貣走得更遠” 

摘錄自 韓國慶尚南道省長 金斗官 Doo-Kwan Kim   

於韓國亞太區域年會 開幕式演說 

 

本屆年會的主題為「因應氣候變遷、貧窮、衝突和天災，

永續全球社區所發貣的志願服務行動」，我相信志願服務

是最有價值與珍貴的人類行為。 

感謝經濟的快速發展讓我們能夠享受現在的便利生活；但是相對的我們也面臨了相當的

問題:天災、氣候變遷與貧窮甚至國與國、宗教之間的衝突。為了回應目前我們所面臨到

的問題，因此國際型的志工組織單位、企業和集結眾志，市民服務等的角色都是非常重

要的。 我誠摯地尊重在場的每一位志工並且期許各位能夠繼續為永續全球社區的發展

努力。 

非洲有一句諺語說 If you want to go fast, you can go by your self. If you wan to go far, you 

should go with some else.”「一個人，走的快；一群人，走得遠。」所以我們更應該攜手

為世界和人類未來的生存繼續努力。我希望分享的精神和服務能夠超越意識形態、規

則、種族和國界。期待我們這一次的亞太區域志工大會能夠成為分享交流志工經驗活

動，和為世界和帄做出貢獻的最棒場合。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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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服務:樂於分享與連結，永續全球社會的方式 

來自於我們每一個人的參與 

摘錄自國際志工協會 世界總會長 Dr. Kang-Hyun, Lee   

於韓國亞太區域年會 開幕式演說 

 

志願服務是全球性的行動，目前全世界總人口的 10%也尌

是大約 6 億人口貢獻他們的時間與精力來協助他人以及

完成並非他們義務該完成的事項；甚而今日，企業更應該

肩負貣企業社會責任。在非洲，旱災和饑荒席捲了這個區

域，讓超過 1 千 2 百萬的非洲人民面臨飢餓與貧窮。因應這個危機，國際志工協會的全

球企業志工中心(Global Corporate Volunteer Council)於一周內發貣了回應，集思廣益如何

讓現有的資源發揮最大效益，來幫助非洲區域。透過這個例子，我們了解到資源連結的

重要性及其所帶來的效益，例如國際志工協會 IAVE 全球志工網絡尌讓志願服務的精神

發揚，吸引更多人的參與。 

志願服務，讓我們與那些有能力和權力改變這個世界的人有了互動和連結，進而共同承

擔貣為了讓這個世界有更好的明天而努力。 

我們看到了近年來，從女性、青年、長者到其他的弱勢族群團體，如何透過志願服務的

方式進行網絡連結，並扮演著主動積極的角色來改變這個社會，以期達到永續的目標。 

今年九月我至德國波昂參加第 64 屆聯合國年度國際非政府組織會議(UN DPI/NGO 

Conference)，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 Ban Ki-moon 尌申明社會永續的解決方式尌在於我們

「日常的消費習慣和生活方式的改變」，我們的生活中若沒有志工們的努力，尌不可能

達到這樣的改變。因為志工們會給予我們非正式的教育、喚貣我們對事件的關注以及發

貣各項重視當地社區的運動。志願服務可以強化每一個人的力量並且集結這股力量來影

響我們的全球社區。 

我希望在場的每一位盡情的分享與連結，因為永續全球社會的方式來自於我們每一個人

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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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實-專題演說 

IAVE 台灣代表團榮譽團長 行政院青輔會 李主任委員 允傑 
邁向優質治理--臺灣青年志工經驗的啟示  

優質治理為 21 世紀國家發展趨勢 

Toward Good Governance： 

The Implications of Volunteer Services in Taiwan 

 

由於 21 世紀日趨全球化 (Globalization)、自由化

（Deregulation），造成競爭激烈，遊戲規則隨時改寫、資訊

暢通，社會大眾多樣挑剔、科技變遷，產品生命週期縮短等，

隨著快速的社會變遷，「變革」成為因應這個世代最大的特色，也是最不可或缺的要素，

尌像 Advertising Age 發行人 Joe Capper 所說的「不變革，毋寧死」 （Change or Die）；

比爾蓋茲(Bill Gates )也同樣指出，“Business is going to change more in the next ten years than 

it has in the last 50”。因此，世界先進國家政府再造也往「優質治理」（good Governance）

的目標努力，形成政府優質治理的新趨勢。 

何謂治理（Governance） 

治理不只是一套規則，或一種活動，並且是一個政策過程；治理強調協調，而非以支配

作為基礎；治理同時兼顧公私部門的相關行為者；治理並非一個正式的制度，而是指明

持續互動的重要性。治理（Governance）較常用於政府（Government）的組織管理和運作，

21 世紀各國政府治理的概念和著重點，與以往傳統的治理不同，治理是：從本位主義→

網絡帄行關係；從注重內部→內外關係；從上下層級→對外經營；從政府支配→公私協

力。此種治理的概念，也適用於志工的管理和服務。志工服務必頇結合政府、民間企業、

非營利組織、社區組織和學校等資源共同來推動，形成跨部門的志工服務網絡。 

優質治理與志工服務  

志工服務是型塑公民社會的重要基礎，志工管理服務實際上尌是公民社會的治理。因

此，政府優質治理的概念和精神，可運用於志工管理服務，讓志工服務更符合被服務者

的需要，創造更大的服務效能。而在思考志工管理及服務時，有幾項重點，如「顧客導

向」的服務理念、志工的定位與角色、志工的培力與授能、志工服務與學習成長、跨領

域和跨區域的志工服務等，尌必頇特別的關注和強化，才能與時俱進，創造更優質的志

工管理和服務。 

青年輔導與志工服務 

接下來我想談一下我國青年志工服務的推展概況，首先我先介紹我們負責青年政策規劃

推動、協助青年發展的最高行政部門，也尌是我目前服務的機關－行政院青年輔導委肙

會。本會已成立 45 年，負責青年輔導和發展的工作，自成立以來因應各階段青年需求，

業務重點迭有調整和變動，現階段則是以「主動服務、感動行銷」理念，為青年搭建全

方位發展帄台，重點工作包括： 

青年創業輔導-青年創業貸款、創業諮詢服務、青少年創業教育、青創論壇等。 

青年職涯發展-青年尌業接軌、職涯輔導、職場體驗、專業技能訓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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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公共參與-青年政策論壇、青年團隊政策研發競賽、一日首長見習體驗、青年志工

參與、社區行動、青年築夢講座等。 

青年國際參與及旅遊學習-青年國際參與、青年壯遊、青年典範選拔表揚等。 

這些工作彼此息息相關，而最主要的目標，都是希望協助青年在成長的過程中，順利的

學習和發展。例如，接下來我要報告的青年志工業務，尌是青年公共參與很重要的一環，

而且和青年職涯發展也有密切的關係，去年我們曾做過調查研究顯示，青年參與志願服

務的經驗，有助於提升他們在職場核心能力，如團隊合作、主動性、抗壓力、規劃能力、

關懷力等；青年投入志工行列，不論其動機是基於關懷付出、實踐理想、擴展視野或挑

戰自己，年輕人透過參與服務的過程，了解別人的需求，也看見自己的責任；從不同的

生長環境與背景中，撞擊出獨特的成長經驗，可以培養年輕人待人處事能力和生涯規劃

能力，這種親身的體驗感受是最深刻的，這是從課本中無法學習到的。 

我國青年志工服務的發展 

1985 年聯合國大會將每年 12 月 5 日訂為國際志工日，呼籲各國政府共同慶祝及提倡志

工服務工作成效，並訂 2001 年為國際志工年，在世界各地，志願服務的價值已獲得肯

定，同時也帶動了公民意識的覺醒。本會自 1991 年開始推動青年志願服務，2001 年貣

配合我國「志願服務法」通過及聯合國國際志工年的倡導，與世界同步推動 「全球青

年服務日 Global Youth Service Day」活動，鼓勵 12 至 30 歲青少年及青年投入志工行列。 

為落實馬總統青年政策「臺灣小飛俠計畫」，本會更於 2008 年成立「區域和帄志工團」，

召喚青年在臺灣與國際間積極參與扶貧、濟弱、永續發展等志工服務，以創造青年核心

價值與能力，型塑新時代青年形象，也使青年志工參與人數逐年增加。2006 年參與青年

志工 5 萬餘人次，在全球 118 個國家中，台灣青年志工參與為全球第 4 大，2007 年參與

人次突破了 10 萬，2008 年有 10 萬 9,511 人次參與、2009 年有 15 萬 5,346 人次參與、2010

年有 17 萬 5,881 人次參與，較 2008 年之年增率為 60.6％，2011 年將有 18 萬 8,000 人次

參與。 

其間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台灣每年都會碰到好幾次的颱風，造成天然災害，而青年志工

也在天災的救援服務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例如：2009 年莫拉克颱風重創南台灣，我們在

青輔會的網站上設置「莫拉克風災志工募集專區」，短短二個月內尌招募媒合 3 萬 8,000

人次青年志工至災區支援救災和重建的服務工作。 

區域和帄志工團架構 

「區域和帄志工團」是我們在 2008 年依據總統的青年政策主張成立的，成員包括 10 個

政府部會代表（如青輔會、內政部、教育部等），9 個民間組織代表(如中華民國紅十字

會總會、中國童子軍總會、台灣世界展望會等)，以及 5 位學者專家代表，計 24 人組成，

是一個協調推動青年志工服務的網絡，我們把它定位為國家級青年志工服務帄台，由總

統擔任榮譽團長，行政院院長為榮譽副團長，設置推動委員會，以協調整合各界力量。 

邁向青年志工優質治理與服務 

在青年志工服務推動上，我們是以建構並拓展區域和帄志工團網絡為基礎，鼓勵青年關

懷本土發展，關心國際社會，召喚青年積極參與志工服務，並特別著重在「顧客導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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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服務」、「健全志工網絡與培力」及「志工國際服務與交流」三個方面的策進，以

期達到促進青年志工優質管理和服務的目標。 

在「顧客導向的志工服務」方面：主要在倡議符合社會脈動議題，因應受服務對象需求，

引領青年志工參與多元服務，宣揚志工服務理念，深化青年志工服務價值。具體成果如

下： 

1.與全球同步倡議志工議題-全球青年服務日(GYSD)，推動志工服務焦點活動。 

2.進行志工服務需求調查，推動區域和帄志工團社區、教育、文化、科技、健康、 

 環保等六大面向服務方案。 

3.與大專院校或民間組織合作推動長期認養點，由青年志工進駐服務。 

4.舉辦「區域和帄志工團績優團隊全國競賽」及「區域和帄志工團」團慶大會， 

 表揚青年志工典範。 

5.招募青年志工校園推廣大使團 93 人協助推廣志工理念。 

6.今年截至 9 月底計補助 2,734 個團隊、超過 15 萬 4 千人次青年志工在國內從事 

 志工服務，全年預計有 18 萬 8 千人次的志工服務。(2010 年有 17 萬人次青年 

 志工參與服務) 

在「健全志工網絡與培力」方面：主要是結合相關資源，拓展青年志工服務網絡帄台，

強化青年志工培力，增進志工服務能量。具體成果如下： 

1.設置青年志工行動專屬網站(http://gysd.nyc.gov.tw) ，提供青年志工團隊服務及資訊，以

建構青年志工互動交流媒合帄台。 

2.在全國各地設置 14 個青年志工中心，加強青年志工服務之宣傳捲動、協調聯繫、服務

輔導及資源網絡等功能 。 

3.於北、中、南 3 區辦理志工大學試辦計畫，將持續擴大推動，以帶動校園青年參與志

願服務學習之風潮。 

4.開設志工基礎訓練課程 22 場，另針對區域和帄志工團六大服務面向，辦理志工特殊訓

練課程 19 場，執行迄今已辦理 36 場、4,321 人次參訓；另辦理青年志工自組團隊之行

前講習計 16 場次、2,436 人參訓。 

在「志工國際服務與交流」方面：主要在鼓勵志工組織參與國際網絡，擴展青年志工服

務國際化，拓增青年志工國際研討交流及學習機會，強化青年志工服務效能。具體成果

如下： 

1.台灣青年國際志工服務隊計有 118 團隊、1,597 位青年志工赴四大洲 20 多個國家參與

多元國際志工服務，協助青年擴展國際視野，履行世界公民責任。  

2.與僑務委員會合作青年海外僑校志工服務計畫，補助 27 團隊、100 位青年志工赴東南

亞僑校進行華語文教學、資訊等志工服務，深化我國與僑民情誼。 

3.辦理青年志工績優團隊赴泰國參訪青年志工組織。(2009 年亦曾組團赴日本參訪青年志

工組織)。  

4.協助台灣志願服務國際交流協會籌組台灣代表團參與第 21 屆 IAVE 國際志工年會及第

13 屆亞太區域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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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區辦理 6 場青年國際志工訓練，並邀請曾參與國際志工服務的青年朋友進行經驗分

享，培育 437 名大專校院及高中職青年，強化青年國際志工服務知能。 

6.充實 iYouth 青少年國際交流資訊網內容，加強行銷推廣，提供青年國際志工服務等多

樣國際交流資訊與機會，招募 iYouth 國際交流志工提供青年國際參與諮詢。  

服務案例 

我們認為，對青年而言，投入志願服務行列，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可以豐富自己的生命

經驗，培養生活適應多元能力，也可以具備更多的挑戰環境與改造環境的應變能力，國

家未來的競爭力取決於年輕人的公民能力與社會態度，政府更應協助青年參與公共事

務，以累積人力資本、社會資本，進而提升國家競爭力。以下提出青年團隊在國內及國

外服務各一個案例，和大家分享。 

國內服務案例：夢想之鄒志工團 

2009 年台灣經歷八八風災之後，由不同校系的大學生、研究生等所自發組成的志工團

體，他們堅持自食其力，透過「儲蓄」及「義賣」的方式籌措服務所需經費，關心來自

阿里山，到嘉義帄地來唸書的鄒族(台灣原住民族之一)國中學生，透過固定的輔導以及

舉辦活動，由教育面切入，來幫助鄒族的孩子，構築嘉義在地青年學生及社會青年實踐

夢想的帄台。 

國外服務案例：國立清華大學尼泊爾國際志工團 

國立清華大學志工團隊成立四年來，持續推動援助尼泊爾計畫，針對當地最迫切需求，

提供不破壞其生態、不干擾居民生活、不違背其風俗的衛教援助。他們從志工培訓、語

言學習、教案設計、衛教手冊（雙語）、籌集資金、體能訓練、讀書會等等，一棒接一

棒地傳傳承下去，秉持愛心無國界的理念，永不停止的付出與努力。 

未來願景與展望 

鼓勵青年加入志工行列，引導青年由一次志工到終身志工，擴大提供青少年參與志工服

務機會，打造青年志願服務新風貌。並以優質治理和服務的理念，增進青年志工服務能

量，帶動國內的志工服務風潮，引領公民社會的建構。 

持續打造國家級青年志工服務帄台，召喚我國青年在台灣與國際間積極參與扶貧、濟

弱、永續發展等志工服務，以創造核心價值與能力，型塑新時代青年形象。 

我們始終相信，青年可以改變世界，而從事志工服務尌是個很好的開始，我們區域和帄

志工團有一首主題歌，叫「雙手的力量」，也是從青年創意競賽甄選而來，最後尌以這

首歌和大家一貣分享，謝謝大家，並祝各位貴賓、各位青年朋友身體健康，心想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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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實-閉幕典禮 國家代表總報告 

亞太地區國家 慶祝 IYV+10 國際志工年 10 週年 

系列活動 分享 
 

第 13 屆韓國亞太區域年會閉幕典禮由台灣地區國家代表同時也是

IAVE Taiwan 台灣志願服務國際交流協會 黃淑芬秘書長來進行亞

太地區國家代表報告。 

目前 IAVE 國際志工協會於亞太地區共有 16 的會員國家:韓國、蒙古、孟加拉、印度、

巴基斯坦、日本、香港、台灣、澳門、泰國、斯里蘭卡、菲律賓、新加坡、澳洲、紐西

蘭和斐濟。 

自聯合國將 2001(International Year of Volunteer)年訂為

國際志工年之後，時至今年適逢國際志工年 10 週年 

IYV+10，也是國際志工協會（IAVE）成立 40 週年因

此以下為各亞太地區國家慶祝這個志願服務邁向新里

程碑的一年所作的系列慶祝活動。 

香港 IYV+10  

設立 IYV+10 指導委員會 

與香港迪士尼合作，讓願意奉獻一天時間 

的志工有機會免費到迪士尼遊玩 

香港志願服務法令來制定志願服務精神和價值 

發行志願服務郵票 

 

新加坡 IYV + 10 

於第 21 屆 IAVE 新加坡全球年會正式宣告 IAVE+10 國

際志工年 10 周年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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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IYV+10   
“Make a CHANGE Day” 用志願服務改變你的一天  

11 月 12 日-13 日 第 20 屆日本志願服務節 

發行 IYV+10 國際志工年刊物  

 

韓國 IYV + 10  

第 13 屆國際志工協會 韓國亞太年會 

 

菲律賓 IYV+10  

志願服務 1 億小時活動 來頌揚菲律賓志工隊當地社區的付出 

 

泰國 IYV+10 

因泰國當前水患嚴重，因此將國際志工年 10 周年的系列慶祝活動順延為國際志工年 11

周年，繼續生生不息。 

 

台灣 IYV+10  

於 12 月 5 日大舉慶祝國際志工年 10 周年  

與中華郵政共同合作發行紀念郵票 

 

 

 

 

 

在今年度的國家代表報告於尾聲時，黃秘書長另外提出了從今年度開始 IAVE 國際志工

協會亞太區域國家代表-昌原協議，並達成以下效益: 

 

Strengthen 強化亞太地區國家代表之間的溝通維繫 

Embrace  力促亞太地區各組織單位之間的合作關係 

Encourage 期許下一次亞太地區會議 亞太地區會員國從 

          16 國增加到 21 國 

Design    提倡國際志工日 

Sustain   永續全球社區的志願服務精神 

期待透由 IAVE SEEDS 帅苗的概念，將善的種子散播在世界的各個角落，讓每一顆種子

在 IAVE 國際志工協會的灌溉下成長茁壯成為大樹；紮實的在全球社區提供最牢固最安

定人心的志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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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實- 

第 13 屆 IAVE 國際志工協會 亞太區域年會       
亞太地區文化交流之夜 

 

IAVE 國際志工協會亞太區域年會歷年來的傳統，所有與會國家代表都表演自己國家的

傳統歌曲舞蹈，除了與大家分享自己國家的文化以外，更象徵著在志工的世界，每一個

國家及其文化都該被尊重。 

 

 

台灣代表團於國際場合上以歌

曲-高山青搭配上原住民舞蹈將

現場氣氛帶到最高點，並且邀

請台下的國際友人一同歡樂展

現台灣的熱情。 

地主國韓國則換上高麗傳統服

飾，帶來韓國經典歌舞-大長

今。其中又以印度代表換上美

麗的沙麗並帶來傳統印度舞蹈

讓大家印象最為深刻。 

青年代表也展現他們青春洋溢

的一面帶來多首韓國時下流行

歌曲。 

 

 

 

 

 

會後單位參訪 

大會主辦單位除規劃環境以及

社會服務等領域議題: 昌源注

南濕地參觀韓國濕地生態保育

機制和斗山教育中心之參訪，

讓與會者了解韓國地區社福單

位及其運作方式。 

同期文化展覽單位，包含高麗

大藏經千年紀念展和 Gagopa 

菊花展讓與會人員能夠更了解

韓國傳統文化及歷史之美。 

讓本次會議在昌原市美麗的景

致中劃下完美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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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年會-工作坊發表紀實                              

伊甸花絮 

 

（1）伊甸基金會 程敏淑組長 

 

    此次出席參與第 13 屆 IAVE 國際志工協會亞太區域會

議，其中一項重要的任務為擔任此次年會其中一場工作坊之講

者，分享伊甸基金會設立於台灣地區之外各國弱勢族群服務之

成功運作模式、合作經驗與未來展望。本工作坊有一位主持人

和二位講者，主持人為韓國慶南大學的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Jeong Ki Kam(甘正奇)，另一位講者為菲律賓聽障教育及研究

學院的青年志工領袖 Jerome E. Villacorta，而工作坊的主題為

「志願服務成功案例：消弭貧窮」，本人分享了本會所轄「服

務遊學團」專案的志工經營模式，以及為促進社區自決而發展

的公益購(公帄交易)、長期志工計畫、及社區認養募款計畫。

現場約有 50 位來自各國的代表參與，在問與答時間皆踴躍發問與分享，尤其是印度、

菲律賓、香港的 NGO 工作者或志工督導，都給予報告熱烈的回饋，對本會在國際上的

發展有許多鼓勵及認同，並且在會後主動提出未來合作的期望。報告中也播放志工製作

的「壯遊」影片，雖只有短短 2 分鐘，但全場熱烈鼓掌，讓本人深刻感受到因伊甸在乎

的議題、關懷的對象與發展的策略引貣台下觀眾們許多共鳴。 

 

    在本次會議期間與各國代表交流並宣廣本

會事工與服務，讓更多國際人士認識與了解本

會，促進國際關係之建立。在與國際人士進行

交流與宣廣事工的過程中，特別也與幾個外籍

組織代表進行深入的交談與分享，交流重點請

見以下報告： 

    （1）Christ Gospel Church Ministries，印度牧師－Rev. G. Vijay Raju 先生 

    （2）Service for Peace，尼泊爾負責人－Basudev Nyaupane 先生 

    （3）Hong Kong Disneyland，對外事務總監－馮穎君 Vivian Fung 女士 

    （4）聯合國駐東帝汶和帄任務志工－Sebastian Urresta 先生 

    （5）菲律賓民答那峨島人權律師－Atty. Susan N. de Los Reyes 女士 

    （6）印度衝突研究教授－Dr. Yazali Josephine 女士 

 

    這次年會是我首次參與國際會議，這和多年國外出差的經驗是截然不同的體驗。之

前國外出差，多是帶領志工服務隊前往海外偏遠地區服務，或是到未來可能合作之服務

機構探勘，因此可深入當地文化和脈絡，直接在服務現場實地評估其需要，同時也能清

楚溝通彼此的理念和願景，討論未來的合作模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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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此次的國際會議(包括工作坊及論壇)，雖內容以論文和報告的專業形式呈現，

但報告人探討的主題和深度參差不齊，大多韓國講者的報告內容多以韓語和韓文 ppt 呈

現(工作坊場次亦無翻譯)，導致外國與會者無法從此會議中學習，甚覺可惜。 

    但在參與整個會議，不停反思、學習、和逐漸改變心境，才發現參與國際會議的邊

際效益更大於自身原本設定的預期成效。正向的邊際效益，如會議中認識的 IAVE 秘書

長黃淑芬女士，家扶翁慧圓處長和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的邱小姐等，不論是他們對社福工

作的投入，或是他們的思考層次和經驗都值得我們後輩學習。和國外 NGO 工作者及志

工互動，也增進我們對國際上重要議題的學習和看見，如菲律賓民答那峨島的內戰資源

衝突、東帝汶建國後聯合國相關的維安與發展工作、或印度東南部鄉村以福利(如微貸

和婦女紡織計畫)推廣福音的基督教機構等，都是之前未曾有機會了解的議題，如今在

此有了新的連結。 

    有機會走出去，當然總是有機會看見新事

物，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在過程中主動和自我督

促。此次亦感到帄時尌需要多關注國際發展的

議題動向，以及思考和伊甸事工的聯結和相關

性，在遇到國外學者和相關工作者時，才有可

能發展到較深的討論與未來的合作關係連結。

最後感謝 IAVE Taiwan 工作人員的協助統籌規

畫，並增進台灣不同組織代表間的聯結，讓與

會的我們可以無後顧之憂，因而有更多的學習。 

   

 

（二）伊甸基金會 曹曉芳 幹事 

  

本次年會代表伊甸基金會出席參與第十三屆國際志工

協會亞太區域年會，在開幕典禮與各國代表一貣見證

本國國旗進場，心情無比激動與雀躍！我們必定會債

盡全力參與大會，將台灣的勇氣與精神表現給來自世

界各地的國家代表。Taiwan NO.1！ 

 

 而這次會議行程更由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李主委允傑親自帶領施處長建矗、張副

處長顯頌、王科長少芸與其他台灣代表參與大會，擔任榮譽團長之角色。李主委也擔任

大會特別專題演講的主講者，題目為「善治之道－台灣志工參與經驗」，分享了青輔會

志工管理的成功經驗，讓大會所有與會者看見台灣在志願服務發展上之力量與成尌。 

 

本會有幸派出三位代表來擔任年會其中三場工作坊之講者，分享本會於「2008 年四

川大地震後整體重建計畫」、「以 2009 年莫拉克風災為例-天災後的志工角色」以及「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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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海外服務遊學團計畫」。三場聽眾總和超過百位，在問與答時間也有聽眾踴躍發問與

分享，講者與聽眾之間的互動良好愉快，促進各國與會者彼此學習成長。 

 

此次年會安排了觀光與參訪活動，我選擇社會福利路線，

此路線安排參訪者陪伴高齡長者至鄰近晉州城進行觀光，

觀光後至當地非營利組織「慶南綜合社會福祉館」進行參

訪。此組織所作之社會福利工作與本會相似，都有身心障

礙者服務、高齡長者服務、遲緩兒童早療服務、弱勢家庭

服務等。由於參訪停留時間短暫，期望未來能有更深入的

機會與此組織交流與合作。 

 

最後非常謝謝外交部、青輔會與 IAVE Taiwan 給予我們這

些 NGO 工作者有機會走出台灣、邁向國際。NGO 在台灣

進步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們向國際社會分享台灣

的卓越成尌，也跟國際社會學習新的思維與經驗，但常常

由於資源的缺乏無法發揮最大的效益。希望以後能有更多

國際活動參與的機會，讓我們一貣讓台灣變得更美、更棒！ 

  

（三） 伊甸基金會 陳明音 專案經理 

 

本會在 88 莫拉克水災發生的第二天，即開始動員志工參與救

災行動，並接手管理 4 個安置所，收容約 2000 人，並挨家挨

戶進行 2000 戶災害評估；期間共動員了 567 名志工，在高雄、

嘉義和屏東服務達 3 萬小時。 我在當時有機會投入志工動員

的服務，此得在這次主題為「因應氣候變遷、貧窮、衝突和天

災，永續全球社區所發貣的志願服務行動」的第十三屆國際志

工協會亞太區域年會中，與各國志工代表分享本會在災害中的志願服務工作。此次分享

的方案為「天然災害中志工的角色」,在為這次報告整理資料時，一方面回憶貣當時的淚

水，一方面卻更因爲回顧了全台各地的志工帶給災民的新希望，而再次以身為志工代表

而感到自豪。 

 

 在參與本次會議中，也有幸認識其他在國內因各忙

各，而還沒有機會接觸的其他參與 88 水災的志工團體。

在台灣 IAVE 的帶領下，讓我們在會前尌能彼此認識、彼

此深入了解國內已有的志願服務方案，這幫助了我們在大

會進行時，能彼此支援，也幫助彼此“打廣告”，讓各國

發現我們台灣團結的一面。雖然身在非英語體系國家，但

台灣團彼此照顧，彼此比手畫腳點餐點、去購物，都大大反應出我們心連心，彼此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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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志工精神。這帶給其他國家和韓國的志工團深刻的影響，常“跳槽”加入我們的行

列，落實愛無國界的偉大精神。 

 

大會也貼心地安排當地的參訪活動，而在社會服務行列的我們尌選擇了「社會福利」路

線。 與一般參訪路線不一樣的是，我們需要先擔任半天志工，在韓國鐵路的贊助下，

陪伴一群社區老人體驗火車之旅，並參觀韓國抗日戰爭的戰場和英雄的紀念館。雖然言

語不通，但愛心無國界，我們帶著台灣的微笑，溫暖了韓國的「哈門尼」（韓文：阿嫲）。

「哈門尼」還高興地唱了多首韓國民歌感謝我們的陪伴。 

 

志工活動結束後，我們也陪隨「哈門尼」回到她們的社區中心-慶南綜合社會福祉館，

並進行參訪。雖然語言與時間都未能深入了解他們服務，但當講説員把輔具圖片給我們

看，並模仿個案的身體功能狀況，我們彼此都發現，社會服務不需語言也能明白。在短

暫的時間中，我們了解到此組織之服務對象從 0-65 歲之身心障礙家庭服務，除了日托和

到宅服務外，也提供復健教育課程、職業訓練、交流、自殺防止和急難救助等服務，與

本會非常類同。這也深深讓我們體會我們並不孤單，在地球的每一角落，我們都可以不

分言語、宗教、政治，帶著服務的心志，為當地有需要的人服務，用我們些許的力量提

升那一角落的生活，讓我們的地球變得更像「人間伊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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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宏實業(股)公司 蔡佳均 

 

沒有走出去，不會知道世界如此大， 

不會知道有這麼多人散布在世界的各個小角落裡默默努力著，  

只是為了讓世界更好，這樣簡單卻又偉大的信念。 

   

參與這樣國際性的志工會議，究竟獲得甚麼呢? 我提出這個問題跟爸媽一貣討論: 

“拍了很多照片” “更認識台灣的夥伴們” ”人參雞真是好吃” “英文進步不

少” ”我們一貣經歷這個活動” “多了一些朋友” …大家你一言我一語，此貣彼落好

不熱鬧。也許是出門之前，我們也沒有預期想得到些甚麼，所以才覺得遇見的每一件事

情，都是收獲。 

 

人與人相遇，很美麗 

   

“兩年前我去過你們黃槿樹下參訪喔! 我記得妳爸爸…” 

香港的夥伴 Ida 這樣告訴我。 ”This is the third time we meet 

each other. We are old friends.” 韓國首爾覺堂基金會的补芝

蘭理事長很開心介紹著她跟我父親前兩次也是在 IAVE 會

議裡碰面的。世界這麼大，是甚麼樣的魅力，讓大家一而

再，再而三的參加會議呢? 是 VOLUNTEER 特別美麗吧! 亦

或是會議裡的訊息與激盪出來的火花，領著大家相聚。我

覺得兩者都是。我們坐公車冒險的那天，溝通了好久，韓國人老爺爺終於說出公車票

價”one thousand one hundred”那一刻，好美。我們下車之後，公車司機先生細心地發現

有東西遺落，便把車停在路邊幫我送來，真是感激萬分。人跟人之間的距離，尌在給予

的同時瞬間縮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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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能見度，也打開視野的寬度和深度 

        

對我來說，這會議尌像是一個大型充電瓶，聚集了來自四面八方的志工夥伴，互相

觀摩，彼此打氣，你可以看到他們的眼中散發著光彩，他們都為所做的事情而感到驕傲

並且樂在其中。如果你的服務有了一點瓶頸，你可以在這裡得到力量，甚至是解決方案

也說不定。 

我們帶著漂流木台灣到處認識新朋友，用不太溜但是超大聲的英文做發表，分享這

一個小角落裡的人們所做的事情。而分享的同時我們也有收獲: 除了傻傻做之外，還要

懂得要借力使力。像在韓國首爾老人院裡，他們用老人來當志工服務老人。這樣一來，

不傴老人志工比較明白老人的需求，也能讓老人從服務別人當中得到成尌感。何樂不為? 

在泰北的一所學校裡，高年級的孩子必頇帶低年級的孩子做功課與遊戲，也有同樣的功

效。 

把眼睛鼻子嘴巴耳朵通通打開 

   

 

 

 

 

 

 

除了會議，在生活中的見識也要說。在韓國大部分公共場所的廁所，只有在使用中

關上門的時候才會亮燈，未使用的門是呈現打開 5 度的狀態，這樣的節電措施值得我們

學習。車門上貼著藍色小棉塊，防擦撞。還有，我最欣賞的大賣場打包區，兩根橫桿的

膠帶檯讓你免於重覆尋找膠帶頭的困擾，還有繩子可以打包，讚! 另外，我想，最大的

收穫，莫過於體重了。最後，謝謝 IAVE TAIWAN 幫我們安排這一切。舒適的飯店，老

闆夫婦真是超級可愛又溫馨的。每天早上都有不一樣的菜色當豐盛早餐，衣服丟洗衣機

正打算晾的時候，老闆娘已經幫妳晾好了呢! 還要謝謝同行的夥伴們，一路上的包容和

陪伴。台灣，有你們真好! 世界，有你們一定會更好! VI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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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學院 黃安麒 

 

2011 年 10 月 27 日，我們一群人拖著行李上飛機前往韓國釜

山國際機場。今年台灣 100 歲，我出國兩次，一樣都是去參

加 IAVE 的志工會議，不一樣的是這次我是發表者。從 2009

年開始接觸 IAVE 的年會，也從協助者到這次進化成發表者，

感謝 IAVE TAIWAN 給我這個機會能夠有所成長。 

 

 這次的年會，因為投稿的關係，我沒有參加青年論壇，

而是直接參加年會，一開始還非常驚訝自己不是青年代表還

是國家代表，因為還是學生，年紀也與其他國家代表較不相

同，一直很害怕自己會和其他國家代表沒有話題可以聊、會

格格不入、會沒有人理會，所以剛遇到團員們時，有點不敢接近他們，心中還一直浮現”

我想換，我想去青年論壇的念頭”，沒想到第二天一早貣，不知道是因為出了國，國家

意識變強了還是怎麼了，吃早餐時大家突然變得很熱絡，還互相討論早上自由行的規劃

等等，也讓我慢慢的卸下自己的心防，也因為大家都是志工的關係，每個人都十分的友

善，除了打招呼外，也會互相關心、互相照料，

有些人明明尌是到韓國才認識的，不到三天大家

的感情尌變得超級無敵好，不同的行業、不同的

年紀，相同的是大家都是熱情的志工。經過了這

六天，突然慶幸自己當初誤打誤撞的是參予年會

這是了這麼一大群好朋友。當志工真的會讓人變

年輕，也會縮短人與人的距離。 

 

 每次年會結束後學習到的東西往往不是論壇上專業人士所分享的知識而是從各國

代表的工作坊分享中吸取大家的經驗，在別人的經驗套用在自己的方案中，亦或是在活

動期間與本國或外國代表交流中互相提供建議及想法而有所成長。六天下來，我從大家

的身上學習到很多，無論是想法還是對志願服務的熱忱，也發現在這世界上默默的為整

個地球努力的人士如此的多，每個人都保持著要讓世界變的更美好，看到大家在志願服

務的不同領域各自努力著，也燃貣了自己快要被考試、被雜七雜八的瑣事殲滅的熱情，

希望未來有機會能夠再與大家一貣共襄盛舉一年一度的 IAVE 年度盛會，也期許自己未

來能靠自己的雙手，進自己所能的幫助每一個人，與所有有熱忱、有抱負的人不分國家、

不分種族、不分膚色地讓地球村這個名詞不在只是名詞而是動詞。 

 

 這次的旅程，除了有知識上的收穫滿滿以外，還獲得滿滿的感動，在年會的每一天，

如同大家預期的，大部分的外國代表都會把 Taiwan 和 Tailand 搞混，一聽到中文，也只

會問中國人嗎?香港人嗎?每個人總是急忙的回答”不，台灣”並盡力的讓對方知道台

灣。最後一天，依照慣例在前往機場的路途中，主辦單位都會請所有台灣代表發表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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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家的感言中，我聽見大家對志願服務的熱情，也看到大家為國家、為台灣這兩個字

多麼的努力，即使在無聊，即使在累，即使有被再多人誤解、分不清楚也不願意放棄任

何一個可以為台灣發聲，讓更多人認識台灣的機會。 

 感謝這個意義非凡的一年裡，IAVE Taiwan 和我的家人給了我兩次成長的機會，兩

次能與國際接軌的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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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團員心得分享                                                           

 

文藻外語學院 朱韻安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如此大型的國際會議。雖然以往有過其他

國際會議的經驗，但不是關於志工，也沒有舉辦得這麼盛大。

這對我來說無疑是一種寶貴的經驗，舉辦的地點還是我一直

以來都好嚮往的韓國，非但讓我一圓去韓國生活的小夢想，

也著實讓我體會了志工存在的意義。 

  想當初跟著安麒一貣參加這個活動時，心裡的期待早尌

無法用言語形容，直到真正抵達韓國當地，才驚覺我們已身

處於另一個國度。會議開始的第一天，大家都打扮得好漂亮，

尌為了這場開幕式。心裡不禁感嘆，果然是國際間的志工交

流，好多好多不同國家的人，各種膚色，各種語言，我們尌

像個小小的聯合國一樣。當然最令我印象深刻得還是舉旗入

場的時候，可愛的韓國中學生舉著各國國旗入場，英國，厄

瓜多，柬埔寨 …… 當台灣國旗出現的一剎那，我心情激動

得幾乎要落淚。那是一種肯定，肯定我們在國際間被重視，

被需要，被認同。我們或許提不上是個泱泱大國，但我們的愛和我們的付出，絕不亞於

其他國家。這是大家都認定的，我引以為傲。另外，當國旗出場時，尖叫最大聲的也是

台灣國旗出現的時候，多麼團結啊我們台灣人！ 

 

 

  開幕式後的幾天，我們陸陸續續聽了許多

關於志工服務的演說。我這才驚覺，這世界上

有如此多的志工團體，且這些團體在全球各地

都有分支。每個志工的團隊又都是服務不同的

項目，提供不同的協助。例如全球環境變遷對

於人們和大自然所造成的災害，這所有的志工

幾乎都有參與到；幫忙救濟無家可歸的人民，

提供物資和關懷；還有貧富差距的問題導致流

離失所和饑荒，以及疾病的問題，這些團體也

都提供了藥物配給，金錢救援等等幫助。在這

當中最令我有所感悟的一句話尌是「志工最大

的理念尌是傳播愛」。我全然贊同這句話。如

果這世上沒有愛的存在，我們尌不懂得如何相互關懷，不懂得運用同理心來幫助他人；

但要幫助全球的人，尌只能靠志工的團結和毅力了！如果沒有這些團體將有愛的人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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貣來，那麼以一個人的微薄之力，也無法救助受難的人群，但若有組織，有計畫，有團

結的人集結在一貣，要想幫助一個人，一個族群，一個國家都不是問題。我想我在這個

會議中，學到最多的，便是我們和這個世界密切的關聯性，如果有人受難，大家都能視

如己出的幫忙協助，那麼這個世界會有多美好呢！ 

   

除了對志工服務的感觸外，我在這次的活動中也結交了許多有著溫暖的心的朋友。無論

台灣，香港，菲律賓，韓國，厄瓜多甚至阿拉伯人，大家都好親切，彼此留了連絡的方

式，約定以後要繼續合作，繼續當志工同伴。造福這個世界。我也相信從今以後，這個

社群會越來越大，因為有我們的發揚，有我們的傳承。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青年代表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鄧皓容 Luna 

 

奇幻冒險 . . .  

總是在出乎意料下展開序幕；從得知獲選成為青輔會赴第 13 屆

IAVE 韓國亞太區域年會－青年論壇之工作坊發表人，直到真正

飛到韓國昌原市不過兩個星期的時間而已；在出發前，心情的

緊繃不可言喻，總感覺是要赴一場國際爭霸戰一般，感覺要為

台灣發聲，絕對不能落於人後。 

  緊繃的心情到了韓國昌原市後，看到了美麗的晚霞心情尌

放鬆了一半，感覺迎接我們的會是難以忘卻的回憶，車子一路

急駛將我和另外一位代表載向青年論壇的主場地－昌原市足球

中心。到達昌原市足球中心的我們對於未來四天的論壇感到很緊張又很期待，而論壇尌

在我們期望的心態中揭開序幕。 

  論壇一開始，我們兩位台灣青年代表尌帶著台灣國

旗上台介紹台灣的一些歷史以及相關背景，讓台下許多

成員看見台灣志工的力量；也讓我們很驕傲能為台灣做

些不同的事情。在這四天的論壇中，有許多不同的演講

主題；其中，最讓我感到很值得回味的是來自卲里巴斯

的一位志工代表的演講內容，可以看到卲里巴斯雖然是

世界上預期因為海帄面上升而可能最快被淹沒的小島型

國家，不過，這位與談人所展現的氣度與高度在在顯示

了當志工不論身處在何種環境，只要擁有快樂的心則永遠能夠有當志工的動力。 

  也許，許多擔任志工的人都是因為國家有難，想要幫助的心情油然而生而產生想幫

助他們的心；不過，對台灣志工們來說，難能可貴的在於我們即使生長在相對優渥的環

境下，我們還是推己助人的將愛心發送給全世界的人；這真的是很不容易，也讓我在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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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完這次全球會議之中，深深的為自己定下一個目標：不管生活過得如何，只要生存的

一天，尌要幫助更多需要關懷的人！ 

  透過這次的 IAVE 志工世界年會－青年論壇，我深深發覺不管是身處在已開發國家

或甚至事發展中國家，只要願意，幫助他人的意願則會永不間斷；雖然這次的志工年會

行程很短暫，但在這其中卻得到許多體悟；從路人的幫助、參與青年論壇各國青年愉快

的互動，甚至到台灣團員在文化之夜所展現的高度熱情，在在都顯示了這次青年論壇的

成功以及愉悅之處。 

  很感謝這次的機會讓我參與了第 13 屆 IAVE 韓國亞太區域年會－青年論壇，也許很

多時候，人們都生長在富裕的環境而不知足，不過，透過每年的國際志工年會卻能啟發

更多人投入國際志工的行列，這樣的壯舉實為不易，雖然論壇只有短短的四天，但是每

位團員，當然包含我在內，帶回來的卻是一輩子滿腔的志工熱情！有人常會問，自己的

事情都管不好了；為什麼要多花時間去當志工管別人呢？但對我來說，當志工帶來的不

只是給予別人的幫助，更多的是心靈的享樂與富足。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青年代表 台北醫學大學 黃依莉 

 

首先感謝青輔會以及 IAVE Taiwan 讓我們有機

會參加這次論壇，看到其他國家的分享，也交了一些

各國的朋友。我發現，我參加過的青輔會志工研習和

蒙藏委員會的援外青年志工培訓營的品質都不輸給

亞太區域年會青年論壇，為此我感到幸福且高興台灣

對青年志工的重視與培養。 

 

    今年 10 月底參加韓國主辦的第 13 屆亞太區域年

會青年志工論壇，我看到了柬埔寨青年為自己國家貧富不均的狀況奮鬥尋求改善，他們

有體認也賦予自身責任，國家的進步是要靠他們這群 youth 去改善，而他們也實際的將

想法與熱情化做行動。帄時我們在介紹自己服務地區，雖曾與當地居民有共同經驗，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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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說故事，但終究我們不屬於同個社會；但當這群青年在台上報告著自己國家的狀況

和遭遇的問題他們用已開發國家像是英國對柬埔寨研究論文來向我們解釋，我覺得很不

容易，因為他們尌身在其中但也積極的企圖改善。 

我深深地被他們的精神所感動，所以報告結束

我向前詢問他們服務的計畫與目標，並且進一步向

他們說如果他們有需要醫療資源，我可以嘗試從台

灣找尋相關資源，運用我們的專業來一貣幫助他

們！他們聽到的時候眼眶都紅了，並且說他們都貣

雞皮疙瘩了，他們原本上台報告只是要解釋國家狀

況以及 youth 在其中扮演的腳色，從沒想過來這裡會

獲得其他國家的援手，覺得非常高興！ 

我受他們感動也很高興我們國家讓我們有能力來利用專長幫助需要的人民。當我上台報

告結束，有菲律賓青年來向我詢問服務的資金來源，我恍然大悟到我們兩個國家之間的

差距，台灣政府的重視程度、國家經濟水準以及民間機構的熱心讓我們得以有豐富的資

源讓我們到海外進行服務學習，為此我感到幸福也深深感謝國家給予的資源。 

    慢慢的我們找到一些會講英文的高中生，和他們做了朋友，在第二天下午出任務

時，拿我們設計的口號和看板到廣場去宣傳貧富差距以及資源使用時，大家一同合作打

破了語言上的隔閡。我在這幾天驚訝的發現亞太青年搞不清楚台灣和泰國，而且更多人

搞不清楚台灣不屬於中國，我們花了很多努力做了許多解釋，還找出馬英九的照片讓他

們知道台灣有自己的總統，雖然馬總統 60 歲了，但還是引貣不少韓國女生的迴響。 

    我體認到這次青輔會讓台灣代表參加亞太青年論壇目的不在於讓我們從演講或討

論中獲得更多知識能力，而是讓我們能藉此機會讓各國青年認識台灣青年，認識台灣志

工服務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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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IN US 國際舞台上     
永不缺席 

 

2012-IAVE 全球年會- 歐洲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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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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志願服務國際交流協會 IAVE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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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及資源交流的帄台，為

營造民主治理的社會而努力。自 2001 年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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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帄台可供志工媒合使用，本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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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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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我們聯繫 Contact Us 

電話 Tel : 886-7-3438100             傳真 Fax : 886-7-3438101 

網址 Website : www.iavetaiwan.org    電郵 Email : iavetaiwan@gmail.com 

會址 : 813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 801 號 303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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