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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志工協會（IAVE）之志願服務推展 

黃淑芬 

壹、前言 

互助合作自古以來即存在於人類的日常生活中，互惠性的行動經常見於家庭

圈及朋友圈中，以達到親密圈內共同利益的獲取，而自治觀念的開啟，跨越親密

圈外的互相支持關係也漸漸成形，但在過去的幾世紀都以低調及被視為理所當然

的方式融入在人生的現象中，直到 20 世紀中期這種互助行動開始有了目的導向及

系統組織化的轉型，最早由美國開始倡議志願服務與公共利益的結合，明確定位

出志願服務（Volunteering）或志願工作（Voluntary work）的脈絡及範疇。隨著時

代的演進，社會關係多元化，志願服務本著奉獻心理或互助美德去無償幫助他人

的基本精神沒有改變，但已經不再侷限於人與人之間的互助性質，而是個人加入

特定組織，以團隊型態協助組織從事利他的集體行動，讓非政府組織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非營利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公民社

會組織（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與志工間建立起密不可分的協力結構。而國際

間藉由志願服務進行人道協助起於 1950 年代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由澳洲及英國

開啟了海外志工先驅赴他國協助戰後重建工作。北美洲至 1960 年代進入經濟穩定

時期，美國發起志工前往發展中國家協助社區基礎工作，而加拿大至 60 年代中期

巳有十幾個志願服務機構在全球各地發展志工方案。志工主義的蓬勃發展，意涵

人民自覺與志願承擔社會責任的決心，力促一個民間與政府協作共生的新治理時

代，這樣的趨勢由社區、都市、國家到國際社會皆獲得認同。而跨國性的志願服

務更是促進全球人類間互相瞭解及合作的重要觸媒，這種公益分享確立國際公民

社會的成形，以人民為中心的決策機制及操作模式。1970 年一群深信志願服務重

要性，肯定國際交流價值的志工領袖們正式創立國際志工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Volunteer Effort, 以下簡稱 IAVE），他們用行動來體現公民參與治理

的真義，致力於宣揚志工精神、鼓勵志工服務社會、促進志工團體合作與交流共

同解決人類社會面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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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IAVE 的國際地位與發展現況 

IAVE 成立後總部設於美國華盛頓特區，由光明基金會（Point of Light 
Foundation）支持，採會員參與制，由全球會員選出的董事成員共同運作，由於其

開放民主的網絡經營特性，迅速獲得世界各國的信任與肯定，擁有千個團體與個

人會員，分布涵蓋北美地區、歐洲、拉丁美洲、非洲、亞太地區及阿拉伯區域。IAVE
在聯合國「經濟社會委員會」（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ECOSOC）具有特別諮

商地位（Special Consultative Status），長年關注全球志願服務發展，在看到全球社

會問題日益嚴重及複雜化，倡議聯合國應該以積極的政策引起世人的公共參與及

合作互助，IAVE 遂於 1997 年透過澳洲及日本政府之協助向聯合國大會提出「國

際志工年」的構想，這個提案很快獲得其他會員國的支持通過，而正式訂定 2001
年為「國際志工年」i，為能讓世界各國能有一致的步伐，同時製作『國際志工年

行動方案』作為各國推展原則，這個宣示將志願服務由地區性帶到全球場域，也

引導志工組織邁向跨領域、跨文化、跨國界合作的新紀元，各國政府及國際 NGO
組織紛紛以實際策略及行動支持，使得志願服務的價值獲得普世的肯定。 

為能持續推展這股動能，IAVE 代表於 2002 年 6 月參加聯合國在德國波昂舉

行的諮詢會議中提出為各國志工發展進程訂出各項追蹤及延續計劃ii，期使志工行

動能透由全球、區域及國家政府的支持系統擴展其影響力，落實深入民間每個角

落。而2003年7月聯合國志工組織（UNV）邀請 IAVE及世界公民參與聯盟CIVICUS
共同制定合作協議，宣示以志工力量鞏固世界和平與發展，並積極地投入在全球

重要議題的參與及解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支持聯合國千禧年發展目標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MDG）的達成，MDG 所接櫫的八大議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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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G 反映出全球的失衡現象及亟須解決的問題，簽

署合作協議即是在呼籲世界上任何志工個人及團體能付諸行動以任何合作方案在

2015 年前讓上述面向獲得有效的控制及解決。 

IAVE 在此協議中肩負領導及整合的角色，要能讓全球志願服務界的使命獲得

凝聚誠屬不易，然而 IAVE 的後盾來自於其遍及 80 餘國的會員組織，其中包括 47
個國家志工中心（National Volunteer Centers）iii，國家志工中心是各國志願服務發

                                                 
i 國際志工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Volunteer）由第五十二屆聯合國世界大會經一百二十三個會員
國同意以第十七號決議案正式通過。 

ii IYV Informal Consultation, 13-14 June 2002, Bonn 
iii 國家志工中心係為該國家推動志願服務的最高層級，通常以非營利組織形式建立，志工中心把
公部門、私部門、學術部門、非營利組織、志願服務組織及個人志工形成一整體網路，提供各

種持續性的訓練、研究、能力建構、議題討論、專案計畫、成果分享等等服務，讓民眾意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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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最高指導，也是構成國際志工社會的真正實體之所在，這個龐大的網絡成為

IAVE 志願服務推展由全球到地方的通路，這也是為什麼 IAVE 能成為國際志工發

展的核心，在世界各地有效凝聚力量為全球共同利益創造價值。IAVE 每年舉行世

界及區域性年會更是議題發展與志工行動匯聚的場域，由研討及協商中找到社會

問題解決的方法，以此鞏固志願服務全球治理的角色與定位，也是 UNV 多年來與

志工界保持密切合作的管道。IAVE 成立將屆四十週年，已成為世界公平正義維護

的重要磐石，她以堅定的信念持恆推展志願服務及志工行動，為社區、國家、區

域至全球跨部門合作不可或缺的關鍵夥伴。 

參、IAVE 的具體工作 

誠如聯合國千禧年發展目標的揭示，人類社會正面臨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

每一項都攸關人類的生死存亡，讓人不禁省思既有的生活方式到底出了什麼問

題？這是由社區到世界各國都要共同面對的挑戰。為了能延續志工的參與熱情，

且有效地激勵人民由各地走出來正視自己家園及國際社會的問題，讓志願服務成

為問題解決的途徑，IAVE 循著以下理念發展出各種工作計畫： 

一、志願服務為中心的生活治理觀 

在危機時代，志願服務觀的拓展要能讓志工個人及組織瞭解使命與生活

的融合，他們本身就是社會問題解決的關鍵因素，IAVE 推動志願服務生活化

就是要讓人人為志工，以此成就每個人的中心價值與生命意義，且習慣在生

活中無時無刻執行這種信念，如：建立人類互信、無歧視環境、生態正義、

公平交易…等，他們可與政府、企業並列為全球治理的主體，且就在日常生

活中自然抒發，志工人數越多就是代表善良力量的擴大，每一個地區皆致力

志工理念的宣揚，把人民引入良性利他的生活循環，與他們共構遠景並用自

己的雙手建立理想的世界，這種以人民為中心的治理觀才是解決問題的根

本，而志願服務則提供了一個最直接及高回饋性的參與模式。在 IAVE 與迪

士尼公司合作推廣的「家庭志工日」計畫，就是將志願服務透由迪士尼頻道

中的卡通人物及青春偶像的娛樂宣導帶進美國人民的日常生活，將感恩節的

前一個周末訂為「家庭志工日」（Family Volunteer Day），讓志願服務深入家

庭，成功讓兒童、青年及其家人受到吸引而主動參與社區服務也形成風尚，

就像每年要過感恩節、聖誕節般的植入生活，集結多方資源具體有效地倍增

志工人口。 

                                                 
志願服務的價值，並且形成投入志願服務的風氣，進而參與各種議題的志願服務。國家志工中

心對內要提升志願服務整體能力，對外則要擔任國家對外的窗口，搭建與國際志工社會的合作、

交流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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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元開發的志工社群 

為能突破志工界長年來呈現女多於男，年齡分佈普遍偏高的情形，IAVE
首先向 14-25 歲的青年提出號召，希望這群佔有六分之一人口比例的年輕人

成為志工界生力軍，除了與全球重要青年組織如全球青年服務日（GYSD）

簽訂合作協定，也於 2007 年與西班牙加泰隆尼亞政府合作成立國際青年資源

中心，積極發展青年服務方案及國際網絡，有效打開青年參與國際志願服務

之路。另一個重要志工社群的開發即是與企業界連結， IAVE 於 2006 年成立

全球企業志工委員會（Global Corporate Volunteer Council, GCVC）致力於企

業社會責任及企業資源社會整合的推廣，擬定一套企業體制內員工投入志願

服務的行動方案，驅動一些具有專業技能的人士得以在企業的善意政策下成

為志工一員，透由企業志工的倡議，也讓企業與非營利組織之間有了更進一

層的認識並開發合作的潛力，將企業資源引入社會問題解決的共識平台上，

志工的族群也因此有了質與量上的具體提昇。 

三、由社區到全球的跨國志工行動 

以往志工行動著力於在地社區問題的解決，隨著全球化的時代改造，社

會問題日益複雜其範圍也無疆界之隔，不同國界的人民可能面臨相通的困境

亟需解決，IAVE 以網絡的核心角色擔任議題倡導、交流及合作的中介組織，

主導多項國際性志工領航計畫，希望能在各地尋求最佳解決方案及資源投入

跨國服務中，如：與台灣共同成立國際資源中心iv（International Resource Center, 
IRC）管理各國志工活動訊息的流通及協力媒合；與 UPS 合作進行非洲貧窮

問題的研究及行動方案的資源連結；與志工行政管理認證委員會v（Council on 
Certification in Volunteer Administration, CCVA）合作教育訓練課程以提昇跨國

志工方案管理的專業度；凡此等等都是在厚植跨國志工行動發展的能量，讓

各地會員成功的將在地服務方案典範移轉至需要協助的國家及人民，進行無

國界的服務，也真正實踐全球公共治理及國際參與的理念。  

四、由單一組織到網絡合作的擴張 

新世紀志工界要能跳脫單打獨鬥的運作模式，開始學習跨組織、跨領域

及跨部門合作的關係，隨著社會問題的複雜化，網絡合作將所有可能投入志

願服務的資源運用不同的技術或方案將之串聯起來，可以說對志工發展具有

決定性的指標，無論是在政策制定、議題倡導、方案研究開發、資源集整、

責信參考、社會資產配當、人力資源運用、績效評估、志工產質量化、社會

                                                 
iv IRC為 IAVE, IAVE Taiwan與行政院青輔會於 2005年共同建立的機構，為 IAVE在全球的第三
個實體辦公室。 

v CCVA前身為美國志工管理協會（Association for Volunteer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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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公平正義維護……等，都能達到化零為整的集合式影響力，IAVE 的使

命即是促進志工界的團結，讓政府、企業、民間等跨部門正視志願服務對社

會的重要性，而願意投入有形及無形資源參與在網絡的共構上，其經營的不

同方案即是將各國的議題組織進行遠景及資源串連，除了達到組織間的相互

瞭解也架構出不同面向的合作模式。在 IAVE 與聯合國 UNV 及 CIVICUS 共

同合作的反貧窮計畫，將五大洲會員網絡及資源串連共發動超過 2000 個志工

組織的效力，目標一致為達到千禧年發展目標，將貧窮人口減半，也是志工

界最大的集合行動。 

五、與資訊科技結合的志願服務 

為追求高效率志願服務，志工界也由傳統的作業模式加入高科技及網際

網路的優勢，舉凡志工招募、專案發展、培育訓練、訊息集散、資源整合及

分配、網絡連結都能將資訊科技應用於志工管理發展上，2003 年 12 月的聯

合國「資訊社會高峰會議」（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WSIS）
明白呼籲全世界志工界應開始重視資訊科技為志願服務帶來的衝擊，及善用

資訊科技擴充志工效能與公民社會力量，而 IAVE 與 UNV 所共同舉辦的平行

會議「志願服務與資訊科技會議」（Volunteering an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Conference）中更具體陳述資訊科技與志願服務

的行動計劃，其中與台灣合作的志工全球入口網站 IAVE.ORGvi計畫讓全球志

願服務進入新領域，自此國際志工組織間的交流更加密切，帶動的合作也更

加頻繁，如今 IAVE.ORG 運用更多創新科技發展出更多功能，如 Facebook 的

社群組合，還有內部跨國工作平台，都讓跨域志工計畫帶來的新服務效能及

願景。資訊科技與志願服務領域的結合由 IAVE 率先帶動，也成為新世紀國

際組織的重要領導工具。 

肆、台灣參與 IAVE 的歷程與成果 

台灣與 IAVE 接軌始於 1997 年行政院青年輔導委員會，當年李紀珠主委接下

國家代表一職，開啟本土與全球最大志工 NGO 的連結管道，其後於 1999 年 11 月

順利爭取主辦「第七屆 IAVE 亞太區域會議」，這是台灣加入 IAVE 網絡後對亞太

區域志願服務整合的首要具體貢獻，也因此拓展國內志工界的國際視野，深具指

標性。2000 年青輔會更落實 IAVE 理念在國內的推展，向下紮根至民間，協助民

間成立台灣志願服務國際交流協會（IAVE Taiwan）成為全球第五個分會及國家代

表辦公室，期使全球重要理念、行動、資源能藉由專責機構的設立促成與國內志

                                                 
vi IAVE.ORG為 IAVE的官方網站，已是全球最大的志工入口網站，提供六國語言服務，其網址
為：http://www.iav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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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服務界的接軌、交流與合作，以實踐「志工台灣國際接軌」志業。IAVE Taiwan
積極參與國際議題倡導與發起跨國志工合作計畫，2003 年在內政部、國科會及外

交部的支持下於國際倡議「IAVE.ORG 全球志願服務交流平台」計畫，將台灣資訊

科技優勢與志願服務結合為 IAVE 創造數位經營效能，發展出一套可供全球志工應

用與推廣之資訊交流平台，以強化國際志工組織間合作及訊息交換的功能，至今

發展出六國語言服務系統。 

2004 年 IAVE Taiwan 為能更強化全球志願服務知識領域的拓展，強化資訊整

合能量，特別與青輔會及 IAVE 共同簽署「國際志工資源中心」（IAVE Resource 
Center, IRC）合作協定,並於 2005 年三月正式揭幕運作，IRC 的服務宗旨在於收集

交流全球志工資訊、落實志工網絡的合作機制、強化志工領域研究開發能力，為

國際志工協會設於全球的第三個營運實體，其以志工智庫形式服務國內外志工

界，其匯集之志工資訊及研究成果皆公佈於 IAVE.ORG 網站，供全球會員及志工

檢索。經過五年的落實耕耘與無私的貢獻 IAVE Taiwan 理事長吳英明教授，於 2005
年經由各地國家代表選舉通過成為 IAVE 全球董事，2006 由秘書長黃淑芬接續當

選，至今連續兩屆與國際其他 16 席董事共同肩負起 IAVE 國際會員網絡的決策與

經營，並對 IAVE 國際合作計劃進行管理及規劃。另外 IAVE Taiwan 落實國際參與

的重要工作是自 2001 年成立起，每年積極規劃及籌組台灣志工代表團參與 IAVE
世界年會與區域會議，引導超過百個志工團體與個人在國際場域上以各種形式發

表台灣志工方案及服務成果，多年來在志工各界的努力下已成功樹立志工台灣的

專業形象與成就肯定。每年台灣志工的參與皆由 IAVE Taiwan 進行系統性的規劃，

以團隊集體彙整方式將台灣志願服務成果帶到國際舞台，讓多元的志工貢獻均能

被了解，讓各階層志工團體都有機會透由專業的跨文化交流及會展技能的協助，

參與國際活動及進行交流。截至 2009 年底，IAVE Taiwan 甫完成第十二屆 IAVE
亞太區域年會在高雄盛大舉辦，接待來自 23 國代表共 600 人次的参與，國內超過

350 人及 200 個相關政府、企業界、NGO 及 NPO 的參與，共 40 篇論文發表，也

讓國內外各領域代表進行面對面交流及實地參訪，這是第一次台灣志願服務的成

果能全面性的展現於國際舞台，也讓各國志工由親身體驗中真切感受台灣志工社

會的發展。 

IAVE Taiwan 與 IAVE 的夥伴結盟模式、最主要的任務就是在擴大國內志願服

務團體參與全球公共治理的管道，並與 IAVE 全球網絡形成緊密的合作關係及資

源互補功能，而台灣志工發展成效卓越，在全球治理的範疇下也是功不可沒，也

應獲國際社會肯定及重視，為台灣各界建置永續接軌國際公民社會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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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今年正值『國際志工年』十週年（IVY+10）前夕，三月份 UNV 將聚集國際

重要志工組織代表在紐約召開 IYV+10 執行長會議，檢討過去的十年間各國志工的

整體成效並更具體提出未來工作方針，以作為全球志願服務發展的參考。由此可

見，志願服務仍會是下一個十年世界公平正義維護的重要磐石。全球化的時代下，

志願服務領域已被拓展，志願服務績效已被加權，身為二十一世紀的志工組織也

應隨著時代變遷而更新管理模式，在行動上尋求跨文化跨領域合作的機會，讓公

民力成為扶助地球永續發展的重要軟能。這個世界需要一群志於追求公共利益的

社會企業家，願以專業、負責及高績效的態度經營人類社會，將志工精神充分擴

散，才能將善因扎實誠懇地播種各地，世界才有可能走上善治（good governance）
及永續之路。台灣身為國際社會的一份子，在志願服務發展上擁有數十年的經驗，

已為全球社會資產的累積提供了獨特不可取代的貢獻能量，在公民社會的脈絡中

自有一格揮灑的空間，在危機時代，來自志願服務的公民力已提昇至與經濟成長、

環境保護及社會發展等高的地位，並列為人類社會永續發展的四大基石vii，台灣應

密切注意國際志工的行動指標及整體發展趨勢，積極回應社會需求，善用人民力

量使自己成為全球公共治理圈中不可忽視的夥伴。 
 

 

 

 

 

 

 

 
 

 

                                                 
vii 聯合國志工組織（UN Volunteers : UNV）執行長 Capeling-Alakija於 2002年世界永續高峰會議
（WSSD）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