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志工台灣國際接軌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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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隨著時代的演進自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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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建立起非政府組織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 、公民社會組織(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與志工間密不可分的協力結構。1950 年代第二次世界大

戰結束，由澳洲及英國開啟了海外志願服務先驅，派遣志工赴他國協助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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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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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跨國

性的志願服務更是促進全球人類社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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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人民為中心的決策機制及操作模式，

成為現今國際政府與國際非政府組織共同致力的目標。2001 國際志工年是一

個將志工價值重整再造的宣示，在聯合國及國際公民組織的倡導下結合了世

界 120 餘國的響應與投入，使得志願服務的推展獲得普世的肯定，志工行動

成為人民參與公共事務的重要模式之一，奠定全球社會持續變革的重要基

礎。聯合國志工組織(UN Volunteers : UNV)執行長 Ms. Sharon Capeling-Alakija 

於 2002 年世界永續高峰會議(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中更

倡議志工行動應與經濟成長、環境保護及社會發展並重為全球永續的四大基

石，明白指出二十一世紀人類各項文明的維護、創造與持續皆有賴人民每日

的志工行動來達成。國際志工協會總會長 Mrs. Liz Burns 於 2003 年志工與社

會資本研討會(Symposium on Volunteering and Social Capital)中也倡言志工行

動的整體展現能促成社會資產的建構，其為人類社會所帶來的正面意義函

括：1)促進社會力的連結；2)增進人際間的互相了解及發展關係連結的橋樑；

3)提升人類的尊嚴及自信，並對其生活的場域具掌控性及貢獻力；4)提供一

個主動積極的公民參與基石，並創造多元形式的社會涉入(social involvement)

管道。今日大部分志工方案是為社區服務而設計，以為解決在地社會問題進

行貢獻，隨著全球相互依存的事實，藉由地方志工組織發展海外服務方案或

國際志工組織的蓬勃興起，志願服務發揮的效益已不僅限於地方層級，在區

域或全球層級志工行動都扮演強而有力的扶助系統。人民需要人民(People 

need people)的核心思考及行動價值，為全球社會所衍生出的貧窮、疾病、環



境、不平等及永續生存等挑戰標註出志工的必要性與關鍵性。 

 

貳、志工台灣參與國際社會的闡述 

台灣志工的國際行動隨著民主成熟及經濟成長也順應發展，由早期的被扶助

者進入國際扶助者參與行列，接續早期國際援助的在台系統漸漸發展出具有

台灣精神的志工參與，由 80 年代萌芽，至 90 年代漸漸發展成熟進入多元化

的服務範圍，其議題函括：災難援助、衛生醫療、經濟合作、社區建設、人

權維護、教育文化及議題倡導等；而台灣國際志工依其所屬團體及議題取向

粗略分為以下五類：1)以宗教組織跨國延伸為基礎的志工系統；2)經濟合作

發展計畫各專業技術服務人員；3)衛生醫療工作團隊；4)以社區建設及弱勢

扶持的社會服務工作者。以下就各面向第一線海外志願服務舉出實例以為參

考： 

台灣宗教組織的國際志工參與當以佛教慈濟慈善基金會最具代表性，宗教志

工的優勢在於各宗派教義中對於悲天憫人慈愛濟世多有共通之處，其信眾早

期為了能傳播善因或福音，扶助眾生而於世界各地落腳，日後發展為宗教組

織藏富於全球各角落的重要資源體，當宗教理念與社會公益相結合時，這些

支持者透由組織化的志工管理及系統性的使命和策略制定，往往能於國際重

大社會事件如戰爭、天災…等禍害發生時，就近集結人力及物力即時提供扶

助。因此僑居各國的慈濟人自 1985 年起將慈善志業延伸海外，在世界三十八

個國家設有分會或聯絡處，向以「大慈無悔，慈善國際化」致力於本土及國

際急難救助，動員各地會員志工進行就近的賑災應變，足跡遍及五大洲救人

無數，有急難之處就有藍天白雲杉，間接也成了台灣志工的象徵剪影。而中

華佛光協會於 1991 年創立後受到內外重視，隨後以國際佛光總會名義於洛杉

磯成立世界總會，強化國際接軌機制，至今已發展出全球六大洲 60餘國擁有

121 個據點的宗教志工體系，這是第一個由台灣社區出發昂揚國際，並於 2003

年成為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特別諮詢地位的非政府組織，以實際志工行動

力行聯合國千禧年各項發展目標的實踐。隸屬一貫道系統由陳鴻珍創立的五

個非營利組織包括：崇德、崇仁、崇義、崇禮及光慧文教基金會，會眾遍及

全球四十餘國，除推展宗教信仰外也投入社會服務工作，除積極推動儒家思

想生活化，落實倫理道德生活教育，強化青年品格教育，並發展青年志工方

案投入各項社會服務，包括：急難救助、災區重建、邊緣團體教化及文化交

流活動。 

在經濟合作發展的志願服務面向上，則以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所提供的專業

面向最廣，其海外服務團自 1991 年招募首批志工前往友邦服務，希望藉由這

些具專業知能及技術的志工服務各合作國家，以促進當地社會及經濟之發

展。海外志工團以短期志工及長期志工方式進行一到三個月或長至兩年的服

務，其進行的技術合作包括：中小企業、農企業、城鄉發展、環境保護、衛

生醫療、資訊科技、教育文化、人力資源開發及其他特殊技藝，至今已派遣



近兩百位志工分赴非洲、中南美洲、亞太及加勒比海地區二十餘國友邦服務。

另外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TOPS)長期與國際服務機構建立合作關係，長期於

亞洲泰緬越寮柬埔寨各國及非洲盧安達、坦尚尼亞、蘇丹、肯亞等地進行人

道救援服務，其服務面向大抵包括基本的糧食、飲水、醫療/衛生保健、教育、

社會服務/諮詢、農業生產、職業訓練等，主要援助方案是建立在實地服務志

工的專業基礎上並透過教育計劃，授與當地參與居民健康、識字以及專業技

能等方面的知識與技巧，使其生活獲得改善。 

台灣醫療團隊跨國服務常見於基督教醫院體系，馬偕紀念醫院、屏東基督教

醫院、恆春基督教醫院、屏東基督教醫院、彰化基督教醫院雖分屬不同教會

系統，自 90 年起即由在地社區走向國際，以醫院資源發展海外服務計畫，長

年為亞非各地發展中國家提供義診、醫療諮詢及醫療技術的提升合作，成果

卓越。台灣路竹會則是一個非宗教、非營利性的民間醫療服務團，透由義診、

宣導健康衛教觀念等方式在國內外醫療資源不足區提供援助行動，其國際志

工行動始於 1998 下半年，醫療無國界的行動醫院模式，至今已帶著醫療志工

足跡遍及歐亞非各地，其所招募的服務人員除各專科醫師、護理師、醫檢師、

藥師等專業醫療志工外，另外協助掛號帶診、田園調查、衛教宣導、餐飲廚

工、車輛運輸、電腦維修、部落訪查及相關行政工作之熱心人士也在邀約之

列。財團法人台灣國際奧比斯防盲救盲基金會(ORBIS Taiwan)則結合台灣的

醫療專業和經濟資源，進行各類國內外的防盲救盲醫療援助活動，其主要海

外服務為邀集眼科醫師加入奧比斯醫師團隊，成為義務醫師，在全球各地飛

行，進行任務或當地醫院培訓計劃，傳授優良的眼科技術，提昇發展中國家

的醫療水準。 

在以社區建設及弱勢扶持為面向的國際服務方案中，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長

期投入身心障弱勢福利服務，1991 年更有系統發展國際雙福成立海外分會，

將志工觸角深入更多開發中國家除身心障礙族群的社會扶助外，也進行文化

教育等社區建設。近年有更多志工投入「友善城市」的跨國連結及「國際反

地雷組織」的工作，讓伊甸也由志工的第一線服務成為國際議題倡導的領導

地位。中華民國知風草文教服務協會於 1996 年成立後，即以人道救援精神服

務柬埔寨弱勢、極待援助群體及努力求生的苦難華裔子民，讓街童、孤兒、

無醫療地區的人民，能依其需要獲得收容，使其獲得受教機會，其發展的國

際志工計畫則以培訓華校教師志工，以協助興學及教育資源的改善。 

 

参、志工台灣國際接軌的積極思考及展望 

台灣志工於過去數十年在各領域的海外服務經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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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因應全球志工跨文化跨議題聯結的新

趨勢，台灣志工也應將其重要成果透由全球網絡系統進行分享交流及合作建

構，以策略聯盟方式將有限資源作極大化運用，為台灣發起的方案在國際爭

取支持與認同，將志願服務脈絡(context)提升至國際議題倡導及全球公民治



理的新領域，在國際志工社會發展由上而下的決策參與及智識貢獻。 

台灣與國際志工社會接軌始於 1997 年由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率先加入國

際志工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Volunteer Effort, IAVE)，開啟本土與全

球最大志工組織的連結管道；並於 1999 年 11 月順利爭取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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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付亞太公共事務論壇

（APPAF）協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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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1 年成立至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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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VE Taiwan 同時也參與國際議題倡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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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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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公佈於 IAVE.ORG 志願服務

交流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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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際其他 14 席董事共同肩負起 IAVE 國際 100 個國家會員網絡

的決策與經營，並對 IAVE 國際合作計劃進行管理及規劃。IAVE 為聯合國經

濟暨社會發展委員會之特別諮商團體，以及聯合國公共訊息布的附屬地位團

體，為聯合國會員國統籌志工培訓及志公精神倡導，同時也擔任聯合國指定

之「國際志工日」及「國際志工年」的主要領導機構。2003 年 7 月 IAVE 與

聯合國志工組織(UNV)及國際公民參與聯盟(CIVICUS)共同制定合作協議，主

要在於協助聯合國千禧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的推展與

達成，舉凡消弭貧窮、普及教育、提昇兩性平權、強化衛生醫療、致命疾病

防治、環境保護生態永續及發展全球夥伴關係等議題，都將透由全球志工跨

國連結，以集體力量投入全球重要議題的參與及解決。IAVE Taiwan 與 IAVE

的夥伴結盟模式、最主要的任務就是在使國內志願服務團體與 IAVE 全球網

絡形成緊密的合作關係及資源互補功能，為志工台灣找尋到接軌國際社會的



高效利基。 

 

肆、結語 

志願服務已成為世界公平正義維護的社會資產(social capital)，為視為能匯集

有形及無形財的公民資源體，為社區、國家、區域至全球各界所倚重，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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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模式，洞悉國際志工的行動

指標及發展趨勢，國內志工界應對全球議題有所認知，並在行動上尋求跨文

化合作的管道，跳脫單打獨鬥的運作模式，發展多元參與及專業面向，以在

議題、資源及行動的整合上發揮連結的功能，善於經營網絡培養各領域國際

夥伴以因應全球環境的複雜社會問題，讓台灣公民力成為扶助地球永續發展

的重要基石，質量並重地提升志願服務的價值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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