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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o not know what I may appear to the world, but to myself I seem to have been 

only like a boy playing on the seashore, and diverting myself in now and then finding 

a smoother pebble or a prettier shell than ordinary, whilst the great ocean of truth 

lay all undiscovered before me. 
                             —Isaac New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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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啟程 — 踏進世界的第一步 

 

一、 認識 VYA【願景青年行動網協會】 

1. 願景青年行動網協會介紹 

 

願景青年行動網協會（Vision YouthAction, 簡稱 VYA Taiwan）成立於 2002 年，是一個非

政府（非營利）組織。我們期待青年透過參與志願服務（擔任志工），對議題產生熱忱，進而

自發的展開行動來讓世界變得更好！2008年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志願服務組織協調委

員會（CCIVS at UNESCO）的正式會員，透過『國際工作營』海外志工模式，截至 2017 年為止，

協會協助超過 9,684 位台灣青年志工參與 59 國、3,650 個海外服務計畫， 捲動台灣青年參與

國際志工的風潮。協助台灣青年走進世界，看見自己。 

 

2. VYA 參與的世界志願服務平台網絡 

 

VYA 是以下平台的正式會員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志願服務協調委員會(CCIVS—UNESCO) 

 亞洲志願服務發展協會(NVDA) 

 台灣援助海外發展聯盟 (Taiwan Aid) 的正式會員。 

 

VYA 是以下平台的正式合作夥伴 

 VYA 是歐盟志願服務組織聯盟(Alliance of European Voluntary Service Organizations) 

 國際公民服務聯盟(SCI)正式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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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關於世界的議題─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台灣不是聯合國的一員，但歷史與政治的逆風不影響我們放眼全球。從 2000 年以來聯合

國陸續發展出「千禧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及「永續發展目標」，

是為了讓全世界有著清楚的願景及目標，共同努力來面對人類正面臨到的世界性的挑戰。因

為挑戰是盤根錯節的，是跨越國界的，因此各國不該且根本沒有辦法孤軍奮戰，正如同 SDG17

強調的全球夥伴關係，每個人都得做出貢獻、每個人都不會被放棄、每個人都應該通力合作。 

而在這樣的全球脈絡下，台灣青年們準備好與各國青年合作了嗎？讓我們來證明世界舞

台需要台灣，需要每一個台灣青年來營造更美好的生活，首先看看這 17 個世界共同目標： 

SDGs 包羅萬象，每個人都找得到自己能夠貢獻的發力點。例如在一般生活中，我們可以

響應 SDG12，透過消費行為來為商家投票，使得生產者更注意到以友善環境的方式來生產商

品；我們也可以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中展開行動，例如學習醫療與公共衛生的青年夥伴可以響

應 SDG6，透過自己的知識背景或是人脈網絡，來為開發中國家思考有沒有使得安全用水更普

及的科技解方？ 

又或是我們在志工服務中展開行動，例如在教育型計畫中響應 SDG4，為我們的服務社區

準備好適當的主題課程，用最生動的方式讓小朋友愛上學習。我們總是可以找到自己響應

SDGs 的方式，只要在生活中保持好奇心，找到有熱忱的夥伴一起關注，台灣青年，真的可以

在世界舞台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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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關於國際工作營 

國際工作營志工計畫，是一個讓世界各地志工和當地居民一同生活、工作，一起為了環

境或文化保存、社會正義，和鄉村發展等目標，共同耕耘的計畫。關注議題有以下幾大類： 

 

 

四、 國際工作營起源及現況 

1. 國際工作營歷史 

 

2. 台灣志工參與國際工作營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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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費用說明 

參與國際工作營費用包括五大項目： 

 

 

1. 註冊費：付給所在地國家 NGO 的計畫註冊費，即繳給本會的計畫註冊費。 

世界各國青年參與工作營採會員制，各國青年都得先跟所在國會員組織註冊後始

得參加。志工所繳註冊費用，不會分配到工作營主辦國，而是支持所在國會員組織（即

本會）經營國際網絡，及推廣國際志願服務。再進一步詳述用途有以下幾項： 

(1) 發展國際工作營網絡，提供台灣青年參與機會，並招募海外志工來台參與工作營。 

(2) 輔導鄰近國及地區的 NGO，策劃及推動國際工作營：協會已陸續在香港及澳門推

動工作營，並輔導當地志工組織加入亞洲志願發展協會等國際平台。 

(3) 協助發展亞洲各國的工作營和當地的 NGOs：目前在尼泊爾、菲律賓、蒙古、柬埔

寨、日本及斯里蘭卡有長期合作發展之社區，協助社區永續發展。 

(4) 提供國際工作營參與諮詢，及資料庫查詢服務。 

(5) 行政支出（如工作人員的薪水與聯繫國際組織的費用）。 

(6) 提供志工教育訓練，培養台灣國際事務人才。 

 

2. 機票費用： 

志工須自行負擔到該國之機票，相關規劃建議我們彙整在「行前準備 8 大 tips」

供您參考。 

 

3. 機場到營地往返交通費： 

志工需要負擔機場到集合地點之花費，各計畫的 Infosheet 會提供清楚的時間、地

點與建議方式。 

 

4. 計畫額外費用（用於食宿或其他必須花費）（Camp Fee or extra fee）： 

不同國家依在地狀況，可能另收取不同的計畫費用。費用已清楚陳述在每個計畫

或各組織的介紹中。當然大部分的歐洲、北美、日本、韓國亦提供多項免計畫費的國

際工作營，這些國家如果沒有特別註明，就不需要參與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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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個人的支出（Other personal cost） 

(1) 護照辦理費用：護照至少要有六個月以上效期（自出國日起算），須自行辦理確保。

護照申辦資訊請參考：http://goo.gl/CMXn6A  

(2) 簽證：  

志工須自行辦理簽證，各項簽證要求以外交部公告為主：https://goo.gl/uRMVKW ，

請盡早準備簽證事宜，一般耗時 1 到 2 個月。若計畫長度為 2 周至 2 個月，一般皆申

請觀光簽證，請勿談及志工活動，且同時留意以下注意事項： 

a 自 2011 年 1 月起，申根國家六個月內可免簽停留最多 90 天，建議攜帶歐盟給予台

灣免簽證待遇公報-歐盟第 339 號英文公報：https://goo.gl/yKAmrh 

b 英國、加拿大兩國需另申請志工簽證。 

c 於若干須簽證邀請函使得辦理簽證的國家，如：前蘇聯國家、英國、摩洛哥等，VYA

會協會向對方組織取得簽證邀請函，再由志工自行辦理攜帶文件辦理簽證。 

d 3 個月以上中長期志工，需要主辦國提供特殊簽證，必要時在國外辦理延簽。申請

簽證要求之聯絡資訊，請填寫當地主辦單位會址、電話與聯絡人。 

 

(3) 役男出國証明：19 歲之當年 1 月 1 日起至 36 歲當年 12 月 31 日止之國內役男尚未

服役者，須申請才得出國，可網路申請出國證明：役政署 https://goo.gl/HcZMcH 

 

  

http://goo.gl/CMXn6A
https://goo.gl/uRMVKW
https://goo.gl/yKAmrh
https://goo.gl/HcZM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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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旅行保險： 

 志工需自行投保足夠額度的旅行保險。同時，在非工作營期間，任何意外都必須自行

負責，主辦單位無法提供任何補償。 

 保險類型建議為旅行平安保險 GSOTA（海外 400 萬台幣意外險＋40 萬醫療險+5 萬美

金緊急醫療）。 

 另也可考慮加保旅遊不便險，通常包含班機延誤、行李延誤及行李遺失之費用給付，

少數則另加上劫機險、文件遺失費用給付及行程縮短損失給付！  

 投保事宜參考網路心得：https://goo.gl/M1fq77 

 推薦保險廠商(推薦僅因以往合作經驗良好，VYA 沒有收取任何佣金)： 

聯絡人 

AIG 南山人壽   蔡鈺銖 Gwen 手機：0952-050607 市話：02-8770-6689#1654  

FAX：02-2545-4495 Line ID: gwen_tsai skype:gwen_tsai e-mail:gweniveire@gmail.com 

104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 150 號 8 樓 (捷運南京東路站) 

*請電話聯繫確認投保事宜，並告知是「願景青年行動網協會志工」，鈺銖會盡力協助！ 

保單建議內容/保費費率 

 保險建議保 GSOTA：海外意外及醫療+緊急醫療救難的保險。 

GSOTA(AD&D+MR)國外旅遊適用，緊急醫療指的是，舉例來說如果爬山昏倒，需要直升機救

援，屆時相關緊急醫療救援的費用就由保險公司支付。緊急事故支付 US$50000 以下。醫療保

險如：感冒就醫等，住院理賠每天投保金額 10％、門診投保金額 0.1％。鈺銖會以團體費率

提供給大家，價格較個人保險便宜，但內容一樣！ 

全民健保申請核退 

若在國外有自墊醫療費用，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依「全民健康保險

緊急傷病自墊醫療費用核退辦法」規定申請核退醫療費用。 

詳細規定可上網查詢：https://goo.gl/FkRtTu 

 

(5) 住宿：志工須負擔工作營外食宿，相關建議彙整在「行前準備 8 大 tips」供您參考。 

(6) 電話費：建議購買當地有上網服務之 SIM 卡，方便與家人聯繫。可在機場買預付卡

或在台購買國際電話卡。台灣手機漫遊建議傳簡訊較省錢。 

(7) 換匯：須台灣先換匯成歐元或美金。攜帶有藍色 Cirrus標誌之金融卡及 VISA或Master

之信用卡。出國前務必先向銀行確認，開通相關服務及了解用法及限制。  

(8) 疫苗：至旅遊門診諮詢前往國家地區是否需施打疫苗，疫苗約需 1-2 個月前施打。 

 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http://goo.gl/y3DO2J  

 各旅遊醫學門診合約醫院據點及服務班表 http://goo.gl/psd91s  

 

  

https://goo.gl/M1fq77
https://goo.gl/FkRtTu
http://goo.gl/y3DO2J
http://goo.gl/psd9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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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參與工作營費用估算：以第一次參與國際工作營為範例，費用僅供參考。 

 

 

7. 學校補助經費相關證明申請 

部分大專院校為鼓勵大專學生積極參與國際志工海外服務活動，提供不同程度的

經費與資源協助，學生伙伴可以透過校內相關單位查詢，諸如：課外活動（指導）組、

國際事務處、國際交流組、國際合作處第三部門中心、學習服務中心、生活輔導組、

諮商組等。 一般申請此類計畫補助，本會可協助提供以下資料： 

(1) 書面的志工計畫錄取證明（電子公文及錄取證明）。 

(2) 計畫參與費用繳費收據。  

(3) 旅行社代收轉付單(限定團隊計畫，機票由協會代為處理者)。  

以上單據，請伙伴跟學校確認欲開立的抬頭與補助項目，以便協會協助，同時如

已提出或未來有意提出校內補助申請，請務必告知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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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國際工作營大小事 

 

1. 食衣住行 

(1) 食：多數工作營，由在地組織提供食材，志工們輪流下廚，建議出發前可以準備幾

道台灣料理，分享台灣風味！如有機會野炊，請務必熟食，飲用水也以瓶裝或煮沸

為主，避免腹瀉。特別注意食安問題，確認廚房清潔、食物保存方式。煮食相關規

劃建議我們彙整在後面 TIPS 的部分供您參考。 

(2) 衣：排汗衫材質、長褲及運動鞋，以方便工作，不超過五套為原則。行李攜帶相關

規劃建議我們彙整在後面 TIPS 的部分供您參考。 

(3) 住：每個工作營住宿地點都不一樣，地點通常在青年中心、公共會館、學校、帳蓬、

教會或寺廟等，也請特別注意是否需要自備睡袋。而在工作營外的住宿相關規劃建

議我們彙整在後面 TIPS 的部分供您參考。 

(4) 行：以當地交通工具為主，搭乘計程車或人力車時記得要先議價喔！特別在東南亞

地區，可議價後在紙上寫下價格與幣值，與司機確認，避免溝通誤會，也留作證明。 

(5) 安全與健康： 

 各國計畫皆會有當地受訓過領隊協助志工伙伴適應，活動期間務必團體行動！ 

 注意扒手，建議在外出包上加裝小別針或是密碼鎖。 

 貴重物品須自行保管，工作營無法負保管責任，建議鎖進行李箱、背包。 

 對新事物淺嘗即止，特別是危險活動勿過於勉強挑戰。以安全為第一優先喔！ 

 重大疾病可尋求當地領隊協助依照當地相關醫療處理，並連絡個人保險公司，若尚無

法解決，可以打回台灣找 VYA 協助。 

 特殊疾病，如：過敏、蠶豆症、皮膚炎等，提早告知當地領隊。 

 個人應準備相關藥品，藥品上請註明中英文名稱與藥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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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營作息 

工作營作息固定，每週工作五天，休息兩天（不一定週末），每天工作 4-6 小時，

若計畫有預定進度要完成，會要求團隊『加班』工作。以下僅供參考，實際依各工作

營會有所調整： 

 

 

3. 文化交流 

多數國際工作營會在期中舉辦文化交流夜，讓志工們瞭解各國相關文化，同時也

是你代表台灣行銷家鄉的好機會！文化交流相關規劃建議我們彙整在「行前準備 8 大

tips」供您參考。 

 

4. Free Day  

在每周的 2 天休息中，志工可利用此機會去看看該國的不同風景。但這部分的費

用與行程都由志工自理，可詢問當地領隊建議地點，整個團隊一起規劃同遊。注意不

要獨自旅行，也不要在清晨及深夜獨自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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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行前準備 8大 tips：  

看了好多資訊，還是不知從何準備起嗎？建議閱讀 8 大 tips，並依序準備，保證

你的旅行繽紛又有趣。https://goo.gl/Jbv1mF  

＊FB搜尋：「VYA 國際工作營」粉專＞點選左方的網誌區 

 Tips 1：先搞定交通  https://goo.gl/qT3rDB 

–教大家選購機票的小撇步，以及介紹機場到營地的購票網站  

 Tips 2：選擇住宿方式  https://goo.gl/kPw4DK 

–介紹幾種住宿方式、訂房技巧以及相關術語 

 Tips 3：打包你的行李  https://goo.gl/P8vcKJ 

–教大家打包行李的注意事項和技巧，或是需要準備的東西 

 Tips 4：準備拿手好菜  https://goo.gl/BrYotB 

–教大家 cooking 小祕訣，並準備幾道拿手好菜 

 Tips 5：想幾個小遊戲  https://goo.gl/cWzQTX 

–帶大家玩幾個小遊戲，這是讓彼此熟識的最快方式 

 Tips 6：練習簡單才藝  https://goo.gl/xEkZbN 

–介紹幾個簡單才藝，可在交流時表演 

 Tips 7：帶個台灣小物  https://goo.gl/UUhcYj 

–介紹幾個具台灣特色的小禮物，可送給其他國家的志工和當地人 

 Tips 8：增添旅途樂趣  https://goo.gl/UHkBPA  

https://goo.gl/Jbv1mF
https://goo.gl/qT3rDB
https://goo.gl/kPw4DK
https://goo.gl/P8vcKJ
https://goo.gl/BrYotB
https://goo.gl/cWzQTX
https://goo.gl/xEkZbN
https://goo.gl/UUhcYj
https://goo.gl/UHkB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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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出發前一個月會收到行前通知(Infosheet) 

1. Infosheet 會包含：集合時間、地點、交通方式、當地領隊聯繫資訊、需攜帶物品、

需準備事項、服務內容、計畫介紹等，須詳細閱讀後並重點紀錄 

2. 不同國家、組織有不同工作文化，因此 Infosheet 會長得不太一樣！ 

3. 若 Infosheet 上未標註集合時間，表示集合時間依參與者的報到時間為主，請參與

者確定自己的抵達時間後寄至 Infosheet 上提供的 EMAIL，並副本給 VYA。也請志工

為主辦單位也為安全著想，若集合時間為 OPEN，請盡量在白天、晚餐前抵達 

4. 若是看完 Infosheet 後仍有不懂的問題，你可以： 

(1) 打電話給 VYA：02-2365-4907 

(2) email 到 workcamp@vya.org.tw，大家的好朋友 Klaus 會為大家解答 

(3) 直接去信當地組織，並副本給 V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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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018 年 國際工作營 個人計畫手冊 

願景青年行動網協會 Vision YouthAction 

八、 國際工作營出國點檢表 

1、 盥洗用具 2、 門面用具 

□牙膏 □牙刷 □毛巾 □沐浴乳/香皂  

□洗髮精（小瓶） □棉花棒 □洗衣皂 

□防曬乳液 (40 SPF)  □化妝品 □刮鬍刀 □指甲剪  

3、 衣服 4、 錢與證件 

□工作服：長褲+長袖（or 短袖+袖套） 

□休閒服/外套：依氣候準備，注意防水及防寒 

□運動鞋或休閒鞋 1 雙 □拖鞋 1 雙 □遮陽帽 1 頂 

***禁忌：注意當地是否有衣著禁忌，如：回教國

家應避免穿細肩帶背心或衣服外出 

□歐元、美金或當地現金□護照及簽證 

□信用卡及提款卡 Visa*1、Master*1、cirrus 提款卡*1 

□護照遺失補辦用：2 吋照片*2、身分證雙面影本、護

照影本 

5、 IT 工具 6、生活用具 

□筆記電腦：收集照片等 

□智慧型手機：下載翻譯等旅遊 APP 

□萬用轉接頭一個 □充電器 

***電器注意電壓，必要盡量少帶，簡單過生活 

□背包 60 公升以內□衛生紙 □睡墊 

□睡袋(計畫如有要求才帶，且注意保暖溫度) 

□手電筒或頭燈 □口罩 □環保餐具（杯/筷/水壺） 

□輕便雨衣 

7、個人醫療用品 8、其他 

□防蚊液 （野外務必攜帶） □白花油\綠油精 

□腸胃藥 □感冒藥 □個人醫療用品 □維他命 

□曬衣夾 5-8 支 □童軍繩 1 條 □台灣小禮物/明信片 

 

9、其他文件點檢表 

□Information sheet (出發前 1 個月應收到) □Confirmation letter with flight schedule (最遲活動前 2 週需

回覆) 

□役男出國證明 □歐盟免簽公報(僅歐盟需要) □英文保險證明 

□良民證：Certificate of good Conduct (CGC)向警局申請即可 https://goo.gl/fR1NKX 

10、給家人的資料 

□簽證、護照、護照用大頭照、機票影本一份 □海外服務的行程、班機時刻表 □在地組織的聯絡方式  

□VYA 緊急聯絡方式 □你在國外的聯絡方式、與家人聯繫的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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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國外遇緊急事件標準流程（SOP）與聯絡電話 

1. 國外可能發生緊急事項與 SOP 

若在工作營中遇到問題時，可依情況不同而做以下處理：  

 嘗試自己解決：例如某些團員常常不小心就講起法文… 

 尋求當地領隊協助：例如在當地，找不到集合地點… 

 尋求當地組織工作人員協助  

 遇到緊急狀況，與 VYA 聯繫，或尋求外交部協助！ 

事項 SOP 注意事項 

護照

遺失 

＊情況一、有 3 週的時間可以等候護照補發，以繼續旅

程。你需要： 

1. 到當地警察機關報案，取得「護照遺失證明」。 

2. 聯絡最近的台灣駐外管處，填寫護照申請表、繳交照片

及費用，如有身份證影本或其它身份證明，請一併繳交以

加速審查。 

3. 約 2-3 週內，新護照會從台灣製發，請洽駐外管處提

取新護照。 

 

＊情況二、沒有足夠時間等待補發，只能先回國。你需要： 

1. 到當地警察機關報案，取得「護照遺失證明」。 

2. 聯絡最近的台灣駐外管處，提出回程機票、身份證明，

請求開立「入國證明書」。 

3. 憑入國證明書即可前往機場搭機返國，但不可以到別處

繼續旅行。 

 

1. 回國後補發須準備： 

入國許可證副本、入國證明書及其

他申辦新護照所需文件 

2. 如果當地警察拒絕受理，請自

行書寫「護照遺失說明書」，盡可

能說明護照遺失細節，並親自簽

名。 

 

行李

遺失 

行李遺失通常會在三種地方：機場端、運輸端和旅途端。 

1. 機場端：找機場人員協助 

2. 運輸端：找航空公司 

3. 旅途中：遺失隨身物或遭竊的話，報警處理或麻煩造訪

過的店家協尋。 

1. 行李寫上英文名字 

2. 熟記行李特徵，方便協尋者辨識 

3. 貴重的物品隨身攜帶 

4. 如有買旅行不便險，提供兩樣文件

給保險公司 

a 遺失證明：向當地警察局報案取

得報案證明，開立失竊證明、航空

公司遺失證明等 

b 價值證明：記得向航空公司索取

表單申報，如果行李箱裡有貴重物

品的人更要記得申請，否則保險公

司就不會完全理賠。 

受傷

發生 

1. 視受傷程度以醫藥箱做簡單處理或於當地藥局買藥。 

2. 請當地領隊協助儘速送醫，並請一男團員陪同。 

1. 就醫診斷書、收據務必保留，以備

申請保險之用。 

迷路 1. 查詢 infosheet 上當地領隊的連絡方式尋找附近明顯、 1. infosheet 請務必隨身攜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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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SOP 注意事項 

安全地點停留，待領隊回去找尋 

2. 如在當地迷路，請聯繫至當地領隊尋求協助。 

2. 問路不要隨便找人問，要找警衛等

較可相信之人物。 

 

2. 聯絡資訊 

 

(1) 願景青年行動網協會 VYA Taiwan 緊急聯絡資訊  

聯絡人 電話 聯絡人 電話 

丁元亨執行長 886-935-461760 陳建銘主任 886-928-716857 

簡嘉信主任 886-952-610908 辦公室電話 886-2-23654907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1000-1200；1400-1800 

電 子 信

箱 

workcamp@vya.org.tw 

地址 
100 台北市師大路 186 巷 9 號 3 樓 

3F , No.9 , Lane 186,Shihda Road , Jhongjheng District, Taipei City 100, Taiwan 

 

(2) 旅外國人急難救助全球免付費專線(針對要去的國家記下自己的就好) 

https://www.boca.gov.tw/cp-87-2121-7a5da-1.html 

 

3. 出國常見疾病處理流程 

常見疾病 症狀 處理方式 預防 

發燒 
口溫：37.5℃以上 

腋溫：37.0℃以上 

• 多喝水多休息 

• 穿著適當衣物，避免過冷或過熱的狀態 

• 服用退燒藥。 

• 若症狀持續，甚至影響意識務必就醫。 

• 作息正常 

• 注意保暖 

感冒 
感冒：流鼻水、喉嚨

痛 
• 多喝水多休息 

• 作息正常 

• 注意保暖 

中暑 

頭暈目眩、肩頸僵

硬、容易疲倦、四肢

痠軟、嘔吐、腹瀉、

腹脹、頭脹痛、體溫

升高、覺得補充再多

水也無法解渴、心悸

等。 

• 補充水份是首要處置。建議可以喝稀釋的

運動飲料，若無用食鹽加水也可以，比例

為 1000c.c 水加 1 克鹽巴。 

• 將患者移至陰涼處休息，同時也可以用溫

水（20-30 度左右）擦身體促進散熱、補充

電解質（運動飲料）。 

• 避免長時間在

陽光下曝曬 

• 適時補充水份 

mailto:workcamp@vya.org.tw
https://www.boca.gov.tw/cp-87-2121-7a5da-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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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瀉、急

性腸胃炎 
肚子痛、噁心、腹瀉 

• 補充水份（同電解質處置），一天拉五到六

次（脫水）再吃止瀉藥。 

• 流質清淡飲食，像粥。 

• 注意飲食衛生 

• 勿飲用生水 

便秘 3 天以上沒有排便 
• 自備膳食纖維食品或多補充含纖維的食物 

• 食用益生菌、酵素或軟便劑。 

• 多食用青菜、

水果 

• 作息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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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國際工作營常見問題集 

Q1：我應該何時預訂機票？ 

A1：一旦收到方案錄取通知，請盡快地預定機票！如果等到 info sheet 來才訂機票，可能會錯

過便宜的票價。計畫集合時間通常在第一天中午後，結束時間則在最後一天中午前，如

果你的計畫已經確認，可依此原則訂購機票或安排交通方式。建議志工至少在計畫開始

前幾天就先抵達目的地，並且在方案結束的後幾天再回台。因為方案期間志工可能沒有

很多機會觀光，所以志工們如有計畫旅行，歡迎在工作營前後進行！計畫前後住宿需要

自己安排喔！ 

Q2:我可以知道同一個計畫是否有其他台灣志工參加？有多少國際志工會參與？是不是每一

個志工計畫都會額滿？是否可以拿到他們的聯絡方式一起安排行程 

A2：因個資法的關係，VYA 無法主動提供參與同一計畫的志工彼此的連繫資訊，但會提供 FB

社團網址，讓大家能在社團中找尋同時間出發的伙伴，可做相關行程規劃安排。至於個

別計畫是否額滿情形、國際志工參與人數及聯絡方式，這部分因為志工仍然會有報名後

又取消的狀況，同時各組織有其內部行政流程與規範，VYA 無法於工作營開始前提供。

但一般工作營結束後，國際志工伙伴通常會相約一同出遊，如果台灣志工有意願，可以

預先規劃相關行程，於國際工作營期間將會有充分的休息時間可以和伙伴討論。 

Q3：我可以晚一點到達工作營或者是早一點離開嗎？ 

A3：通常來說，志工應該全程參與。但是如果只有 1-2 天，或是特殊狀況的話，可以在申請

被錄取了以後，試著問問當地主辦組織。 

Q4：我家人會擔心國際工作營有危險… 

A4：當地人通常會熱情地歡迎志工，而且很多方案位在幽靜的鄉下區域，所以參與國際志願

服務計畫是相當安全的，甚至比旅遊或商業活動來得安全。當然，安全與否也有賴你的

謹慎，尤其是你在抵達和離開工作營的旅程。目前參與的數十萬志工之中，沒有人因為

參與計畫而喪生。 

Q5：國際工作營何時報到集合何時可結束離開？ 

A5：一般來說第一天中午以後集合，最後一天中午以前即可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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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學習如何當一位好志工 

 

VYA 很開心能在擔任國際志工的路上，和大家並肩邁進。而大家選擇了用國際工作

營的方式出發，VYA 要提醒大家，國際工作營不只是旅行計畫，是自助式的海外志工服

務計畫，同時是回歸簡單跨文化生活的體驗。 

 

 

 

* 在出發之前，有幾個問題請先問問自己： 

 你現在身體夠健康，可以到海外進行服務了嗎？ 

 自己有沒有服務熱忱？ 

 參與國際工作營的期待？有什麼預定要達成的目標？ 

 擔任志工的過程中是否能自理生活？ 

 願不願意以開放的心融入當地社區生活？ 

 準備好與來自其他國家的志工進行深度交流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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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 — 創造屬於自己的旅行 

一、 深度旅遊 

你想比別人看得更深，看得更廣嗎？你希望一次旅遊，就能帶回滿滿的收穫！ 

1. 深入：規劃一個冒險或學習的主題，像是與自己興趣/專業相關，或是想挑戰的目標等。 

2. 實踐：根據自己設定的主題，想想可以實踐的方式，並到當地嘗試與調整。 

3. 延伸：在工作營期間，可以觀察當地有什麼現象與需求，是你可以多做的事，或是在結

束後的旅行、回到台灣後可以回饋給世界的行動。 

4. 紀錄：記錄下自己這趟特別的旅程：用寫的、用拍的，或用錄的都是不錯的選擇。  

5. 分享：可以加入 VYA 分享志工的行列，跟我們一起把故事與想法分享出去，讓更多人也

成為行動的夥伴與支持者。 

6. 曾參與 10 次德國工作營，現在回台灣舉辦工作營的柏翔的採訪報導↓↓↓ 

 

 

《一個非典型建築人的德國長途旅程》 

 

因緣際會下，我與交換生的機會擦身錯

過，而選擇了 VYA 的工作營，跨出我認識世

界的第一步，卻沒有料想到，工作營所經歷

的種種人事物，會成為我人生的轉捩點，也

決定了我往後的工作方向。 

 

由於學的是建築與文化資產相關科系，

我對這方面也有興趣，於是選擇了建設類型

的工作營，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機

會，除了可以親自參與古堡修護的工作外，

更能補足學校實際操作的不足。在工作營期

間，我與當地的兩位木工合作得非常愉快，

他們像朋友一樣，邀請我一起到德國更多地

方去修護古道和橋，甚至，我還跑到了捷克

邊境協助重鋪礦業遺產。 

 

就這樣，本來所安排的自助旅遊，被我拋到千里之外，我跟隨木工們踏上了更長的

探險之旅，這趟旅行也在我心中默默地埋下一顆種子。 

 

回來之後，便去當了兵，在這期間反覆思考之後，我決定趁著工作前，無論如何都

要再回去看看，於是我提著同樣的行李箱，背著跟隨我許多旅程的背包，腳上穿著有著

工作傷痕的靴子，我以相差不遠的面容，回到不陌生的德國，回到同一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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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這次的身分不一樣了，當地組織邀請我回去擔任他們的領隊，兩年前的經驗讓

我很快進入狀況，熟悉地和木工合作，彼此竟有著兩年前留下的默契。所以當我獨立領

導一個 camp 的所有志工完成屋頂收尾和古堡預定任務時，我便感受到執行長與木工給

予我如此慎重的責任與信任，心中滿是激動與欣慰。 

 

德國機構執行長總是這麼介紹我”Tony is our grandfather”，他的德式幽默讓我明白自

己能夠肩負更多的責任與期待，於是在工作之餘，也開始協助志工們的生活起居、社交

活動，甚至學習當地組織的背景架構、合作推廣等知識，不為自己設限，我想知道自己

有多少能耐和潛力。 

 

因為這兩次的機會，我發現德國對於古蹟維護這塊非常重視，也具備完善的導覽，

但回過頭來看台灣，卻對於老屋保存不太重視，所以我希望能用我在德國看到以及所學，

帶回台灣回饋給社會。 

 

回台之後，我也確定了往後工作的方向，我到台南古都基金會工作，從事老屋保存、

教育/文化推廣、辦理講座等事項，今年暑假也預計與 vya 合辦國際工作營，一個是成功

大學舊宿舍的翻修，希望將老屋保存的觀念推廣出去，另一個是邀請各國來的志工學習

台南的紡織和烘焙技術，除了推廣台南的文化外，也藉由工作營的方式，融入國際志工

們的想法與創意，期待能碰撞出新穎的點子或改善方法。 

 

柏翔分享影片：https://goo.gl/P8ck7f 

 

二、 為自己的旅行設定主題或任務  

 絕美風景鐵道之旅：進入雪白世界的瑞士、穿越西伯利亞平原，一次探索中國、蒙

古國與俄羅斯、歐洲鐵道之旅讓你一舉踏過德法義….等等。https://goo.gl/coJ83q 

瑞士鐵道之旅：https://goo.gl/7FiaZm 

 搞怪攝影之旅：用借位、穿梭不同場景、反轉…等等攝影手法來豐富包裝你的旅行！

https://goo.gl/R7adbk 

6 招教你拍出旅遊吸睛影片！https://goo.gl/jgWo5U 

 藝術人文之旅：拜訪當地的教堂/廟宇、世界遺產、博物館、美術館、慶典、音樂…

等等，深入感受與了解當地文化與歷史的軌跡。 

 

 道地飲食服裝體驗：到了當地，都可以嘗試品嘗道地飲食或體驗傳統服裝，也能更

融入當地，給人友善的感覺唷！https://goo.gl/fekzvi 

https://goo.gl/P8ck7f
https://goo.gl/coJ83q
https://goo.gl/7FiaZm
https://goo.gl/R7adbk
https://goo.gl/jgWo5U
https://goo.gl/fekz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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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題行動的實踐：各國都有其遭遇的社會議題與相關行動，如果有機會也能造訪這

些歷史建築與參加遊行來更了解當地。Ex：波蘭奧斯維辛集中營(種族和平) 

https://goo.gl/2bFnGQ、荷蘭/丹麥失智村(高齡化)、德國無包裝超市(環境保護) 

 

三、 有意義的旅行 

除了各式旅行任務，如果能力與時間許可，你也可以用行動讓旅行

有不一樣的意義。 

 

1. 帶一本看不懂的書回家： 

由張正的發起「帶一本自己看不懂的書回台灣」運動，主

要是收集東南亞文字書籍，類別不拘，新書和二手書都可。台

灣有五、六十萬的東南亞移工（外籍勞工），有二、三十萬東南

亞婚姻移民（外籍配偶），將近百萬人，他們未必不讀書，而是

沒書可讀。如果大家有機會參加東南亞計畫，並有一點空檔時間加上背包也還能塞進一

本書，邀請大家帶一本以東南亞文字出版的書籍回台灣，成為「帶書者 Carrier」。 

網頁：https://www.facebook.com/southeastliberary?fref=photo 

參考資料：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91/article/2309 

 

四、 了解相關議題與更多的準備 

每個工作營小小的接力，對社區可以有大大的影響！每個工作營的主題都是社區非

常重視，希望帶大家一起關注的議題。每個志工可以做到的是將自己國家的經驗帶去，

如此創造各國經驗交流，誰也不知道會激盪出什麼樣的火花呢！因此，VYA 建議大家：

去盡可能的蒐集吧！對工作營主題愈有認識，無論是對於自己或是對於社區，都會是很

棒的學習！ 

以下是議題準備 Tips： 

 

(1) 瞭解相關計畫在台灣如何推展，台灣的 NGO 或政府的推行內容與現況。 

 永續發展：CSRone 永續報告平台 https://goo.gl/6V4bA6 

 環境：台灣綠色和平 https://goo.gl/TCX9e 

 環境：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http://e-info.org.tw/ 

 無家者：人生百味 https://goo.gl/ru8674 

 移工：OneForty https://goo.gl/dXYe24 

 育幼院：忠義育幼院 http://goo.gl/eoe2lS 

 

(2) 瞭解計畫議題在國際上的趨勢？ 

 聯合國 UN http://www.un.org/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https://goo.gl/mtPELh  

https://goo.gl/2bFnGQ
https://www.facebook.com/southeastliberary?fref=photo
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91/article/2309
https://goo.gl/6V4bA6
https://goo.gl/TCX9e
http://e-info.org.tw/
https://goo.gl/ru8674
https://goo.gl/dXYe24
http://goo.gl/eoe2lS
http://www.un.org/
https://goo.gl/mtPEL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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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http://en.unesco.org/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 World Heritage Centre http://whc.unesco.org/ 

 英國廣播公司 BBC https://goo.gl/38nZR7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https://goo.gl/RDZeKr 

 半島電視台 Al Jazeera https://goo.gl/4aGcmv 

 地球圖輯隊 http://world.yam.com/ 

 南亞觀察 http://www.southasiawatch.tw/ 

 

(3) 閱讀相關書籍 

 國際志工系列 

書名:《遠走高飛─坦桑尼亞義工遊記》，作者: 小遊俠，出版社: 華成圖書 

書名:《到天涯的盡頭蓋房子：我們在白俄的造屋假期》，作者:胡湘玲，出版社:野人 

書名:《白色微笑，寮國》，作者: 吳東俊，出版社:大好書屋 

書名:《親愛的小王子》，作者:康諾．葛瑞南，出版社:天下文化 

書名:《邊境漂流：我們在泰緬邊境 2000 天》，作者:賴樹盛，出版社:天下雜誌 

 

 

 那趟旅行教我的事系列 

書名:《我的世界在路上》，作者:鍾一健，出版社:高寶 

書名:《重來》，作者:李欣倫，出版社:聯合文學 

書名:《路過：這個世界教我的事》，作者:黃于洋，出版社:時報出版  

書名:《尋找天堂：北極圈裡的難民營》，作者:陳琬淋，出版社:我們出版 

 

 偏鄉教學系列 

書名:《記得這堂閱讀課》，作者:楊志朗，出版社:天下雜誌 

書名:《出走，是為了回家：普林斯頓成長之路》，作者:劉安婷，出版社:天下文化  

 

 境遇突破系列 

書名:《在落地之處開花》，作者:渡邊和子，出版社:遠流  

 

 永續旅行系列（半輩子志工） 

書名:《玻利維亞街童的春天》，作者:黃至成、唐藹邦，出版社:望春風 

書名:《三杯茶》，作者:葛瑞格．摩頓森、大衛．奧利佛．瑞林，出版社:馬可孛羅 

書名:《莫尼卡的芒果雨》，作者:克莉絲．霍洛威，出版社:木馬文化 

書名:《藍毛衣》，作者:  賈桂琳．諾佛葛拉茲 ，出版社: 天下文化  

書名:《在天涯的盡頭，歸零》，作者:褚士瑩 ，出版社:時報出版 

書名:《一枝鉛筆的承諾》，作者:亞當‧博朗 ，出版社:商周出版 

http://en.unesco.org/
http://whc.unesco.org/
https://goo.gl/38nZR7
https://goo.gl/RDZeKr
https://goo.gl/4aGcmv
http://world.yam.com/
http://www.southasiawatch.tw/


28 
2018 年 國際工作營 個人計畫手冊 

願景青年行動網協會 Vision YouthAction 

書名:《以愛創業:即使一無所有也要堅持下去》，作者:山口繪理子，出版社:商業周刊 

書名:《105 號公路：泰緬邊境故事》，作者:黃婷鈺，出版社:允晨文化 

 

(4) 你希望從這次的旅程中獲得甚麼，或有什麼改變呢？ 

在出發之前，把你的目標寫下來吧！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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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來一場收穫滿滿的旅行！ 

 

 經歷過漫長的準備後，終於平安抵達營區。在這趟特別的旅行當中， 

我們可以用簡單的方法，來讓我們的旅行有更多的收護唷！以下分享三個主題給大家： 

 

1. 認識新朋友 

一開始見到夥伴都會有些害羞，會不知道要怎麼做，如果你主動以微笑跟每個人打招呼，

或是帶點簡單的破冰遊戲，都能讓團隊氣氛更快熱絡起來唷！也可以邀請夥伴帶他們國

家的遊戲一起同樂，相信夥伴們都會感受到你的心意回應你的。 

2. 文化交流 

在工作營期間，會有很多休閒時光，可以利用這些機會與夥伴一起到附近走走逛逛，到

傳統市場品嘗道地小吃、看看周圍的景色，如果有節慶或活動的話，也可以揪夥伴一起

去體驗當地的文化和民情，甚至是二手市集都是很棒的體驗，相信跟你一樣遠道而來的

夥伴也一定會想看看的！ 

3. 深入議題 
相信你會選擇現在的工作營一定有個原因，可以試著問問看夥伴為什麼會選擇這個計畫，

彼此分享對這個議題的看法，或許會從中發現到你們之間共通的觀點；也可以去跟服務

社區的居民們聊聊對工作營的想法或是當地的情況，建立更深的連結與思考唷！與夥伴

一起發起小行動，讓我們在有限的時間內為世界做更多的事情。 

 

＊ 看完是不是覺得意猶未盡，想再了解更詳細的實踐方式呢？ 

VYA 在附錄整理了一個「任務包」邀請你來一場有任務的志工旅行， 

把任務包「印出來」帶著走，創造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工作營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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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 — 成為他人認識世界的橋梁 

 

一、 延續參與，繼續跟 VYA 一起走！ 

是不是覺得在參與工作營後，有很多想分享的東西呢？ 

不論是有形的體驗或是無形的收穫，VYA 都很熱烈歡迎大家成為一個有故事的人， 

並與更多人分享你的故事，讓他們了解國際工作營與國際志工的樣貌唷！ 

*填表散發光芒！：https://goo.gl/3hKtcD 

 

https://goo.gl/3hKtcD


31 
2018 年 國際工作營 個人計畫手冊 

願景青年行動網協會 Vision YouthAction 

二、 線上評估系統與服務時數、參與證明申請 

填寫線上評估表升級金卡會員，協助協會提升計畫，提供其他國際志工實際經驗建議，

並可線上列印服務證明。您的意見除了有助於其他志工選擇合適的工作營，VYA收集了您

的意見後，也會向各國合作單位反映服務情形，以確保工作營的品質及長遠發展：

http://www.volunteermatch.org.tw/IW/Promotion/evaluation.htm  

 

當伙伴填妥「國際工作營參與評估」後，系統會自動詢問是否要免費升級志工人力銀行

金卡會員！待升級金卡會員後。請重新登入，系統將自動產生國際工作營參與服務證書（明），

可供您隨時、隨地自行列印。 

  後續計畫評估資料也將公告上網，但僅會出現您的中文姓名，且不會有個人資料，您的

客觀回饋不論好與不好，都將協助其他台灣志工瞭解及適應海外國際工作營型式的志工服務，

形成一股支持的力量，有您的參與，台灣青年在國際參與上，才能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國際工作營線上評估系統，未來只要您登入，都可以隨時線上列印服務證書，以便您申

請學校、獎學金、應徵工作，或爭取參加活動等，不會再因為時限急迫，無法立即認證服務

時數和開立證明。  

  因為是自行填寫認證，故請您務必填寫清楚，以便我們認證服務。服務證明一經查驗若

有不實，將取消會員資格，同時取消志工人力銀行使用資格。  

  您的回饋，將協助我們改善方案品質，讓青年力量可以真正創造改變！您的 20 分鐘， 

讓我們及世界都更好。 

 

  

http://www.volunteermatch.org.tw/IW/Promotion/evaluation.htm
http://www.volunteermatch.org.tw/volunteers/0_2_volunteers_member_gold_workcamp-evaluation.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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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從志工到社會企業家 

 

 

「從志工到社會企業家」是我們期待給予團員的學習歷程，美國非營利組織將青年參與公領

域的過程分為以上 5 個階段，社會企業家被認為是青年參與公共事務發展的最積極表現，同

時也展現出青年在公共參與過程的創意運用以及實踐力。 

 

有很多伙伴總是在參與完國際工作營後，不斷思考和詢問 VYA 可以投入的部分有哪些？ 

VYA 也很期待大家在參與海外服務計畫後，能把「做志工」變成一個習慣，可以利用假期，

持續在台灣當志工。若無時間，也可以用關心議題的方式持續參與，甚至把你對志願服務和

議題的認識，分享給更多朋友，讓更多台灣青年能開始關心這片土地，並在不同階段的服務

中，看見自己能夠投入的方式與發展願景。 

 

VYA 想要和大家分享兩個因參與國際工作營，進而創了相關的社會企業或工作坊，把服務所

學和更多人分享，也把服務當成志業。 

 

1. 當代小丑工作室： 

黃冠螢 20 歲那年隻身前往義大利癌末病房，以初學的

「小丑」表演給身受病魔纏身所苦的女孩看，事後女孩

用插滿管子的小手畫了一幅七彩小丑畫送給她。黃冠螢

發覺小丑表演的強大魅力，就算語言不通，你也能換到

最動聽的笑聲。因此她選擇透過「小丑」為媒介，將溫

暖與愛帶往各處。 

黃冠螢口中指的小丑為「當代小丑」，和傳統小丑不同在於

當代小丑不僅是台上的演出，他們走到舞台下，強調與人面

對面接觸的藝術。在她 23 歲時，首創「當代小丑工作室」，而當代小丑將帶著小丑裝和

烏克麗麗，巡迴全台灣 100 個需要愛的地方，用生命實踐「給予」的價值。 

當代小丑工作室：https://www.facebook.com/clownheartstudio 

https://www.facebook.com/clownheartstudio


33 
2018 年 國際工作營 個人計畫手冊 

願景青年行動網協會 Vision YouthAction 

2. 棉樂悅事工坊： 

大學畢業即投入非營利組織領域，也是願景以前的

工作夥伴的林念慈，在工作上接觸了許多國際發展、

婦女衛教推廣的業務。 

2010 年，念慈赴南印度生態村旅遊時，買了人生第一

塊的布衛生棉，因而觸發她成立「棉樂悅事」工坊（Dharti 

Mata，尼泊爾文中大地母親之意）的念頭。藉由倡導女

性製作、購買及使用布衛生棉這項產品，讓在地的農村

婦女能夠從這個過程中有所覺醒與反思，並讓月事─這

原本許多人羞於討論、甚至曾在尼泊爾當地被視為禁忌

的話題，成為女性更正向看待、重視的人生課題。 

目前念慈在尼泊爾 Pataleket 村設立工作坊，雇用 5 位社區婦女生產製做布衛生棉，也創

造了社區就業機會。也因為棉樂悅事的正面影響力，念慈獲選為 2017 年 BBC 百大女性

殊榮，深刻體現了個人能夠產生的社會影響力！ 

 

參考資料：http://www.seinsights.asia/story/1837/796/1842 

棉樂悅事工坊：https://www.facebook.com/Loveladypads?fref=ts  

http://www.seinsights.asia/story/1837/796/1842
https://www.facebook.com/Loveladypads?fref=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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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 志工故事集 

讓即將參與個人計畫的你們，對於國際工作營有更清楚的想像和畫面！ 

 

【它取代我的旅行方式，成長過程最滋養的肥料】 

 

 

每一次旅行回來後，身上都會被貼著無數的標籤，不可否認旅行本是種支出的行為，但

如何期待這短短幾十天似旅行卻富有使命的日子，又怎麼對它有高度的期望值？回來後，我

用最簡單的文字化為解釋的力量，用分享證明我的收穫不止是戰利品。曾經有人對我說「花

四萬去柬埔寨！那我寧可去日韓」這句話讓我印象深刻，每當要出發前我都會反思問自己怎

樣的地心引力讓我選擇國際志工取代我有限的旅行扣打？  

這次到了歐洲，不是華麗的馬車、夢幻的城堡，我到了一個村莊距離柏林僅一百公里不

到，我卻看見兩百年前當地人的生活模式，一堆木頭築成營火是繫起隊友們的核心，一間用

木片拼拼湊湊似蒙古包的住所，搭起大家每個孤獨的夜晚，一句「I’m thirsty！」必須徒步走

將近 20 分鐘的隔壁村人家用大桶子取水。有天，一位老農夫開一台小貨車說要帶我們去距離

三公里外的小湖邊，儘管天在冷身材還沒鍛鍊好，大家奮不顧身跳入湖裡，拍打著水花歡聲

笑語，彷彿來到桃花源，沒有人間的五味雜陳沒有淚水，只有眼前這些相依為命的夥伴。 

我必須承認這 14 天世界只是過了 336 個小時，但對於這些旅人而言卻創造旅途中最美好

的想像最透徹的期待、最貼近當地文化的記憶、最直接衝擊我的刻板印象，國際志工這個代

名詞間接取代我每次旅行，這是被我認列為資產，誰都阻止不了的衝動無能取代的成長過程，

我只能說很享受這樣的文化深度之旅。  ——— 德國志工 蔡雨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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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p your head up 走吧！人生只有一次】 

 

 

「你可以教我怎麼說鼻子、嘴巴跟耳朵嗎？」我說，阿嬤在眼前就開心的說著西班牙文。

雖然聽不懂，可是他講完我也複述一次之後，她摸摸我的臉頰，開心的笑著說:「Guapa!」(西

班牙文美女的意思)。他們沒有什麼不同，只是少了猜疑，很簡單也很單純，他們是智能障礙

者 — 我們和其他九位來自不同國家的志工一起陪伴他們。與其說是我們陪伴他們，不如說

是他們教會了我們怎麼去愛。愛很簡單，是我們變得複雜了。他們開心的時候會跑過來牽著

妳的手親你一下，難過的時候眼淚掉的很真實，笑容裡從來不會隱藏著不安或是秘密。看著

他們的一舉一動，讓我想起好多小時候的自己。也許不是世界改變了，變的是自己。 

除了陪伴天使們，我們還有很多機會去做不同類型的工作。跑去深山裡和市長一起扛著木頭

和槌子設置路標，和當地的阿伯攀岩，還有被當成亞洲稀有物種被孩子們包圍起來。趁著住

在山旁邊所以有爬山行程就不會放過，好好鍛鍊自己的腳力，造就了朝聖之路的另一段故事，

勇往直前的來吧！  ——— 西班牙志工 林佳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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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 任務包 

印出來帶著走，記錄旅程！高清完整版本 https://goo.gl/S7Z1E7 

 

 

https://goo.gl/S7Z1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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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影像搜集還有源源不絕的熱情？ 

參考 VYA 的影像紀錄 TIPS，照片影片拍好拍好，受用無窮！ https://goo.gl/mX5cqX 

https://goo.gl/mX5cq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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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 

在服務中認識世界與自我！ 
 

 

 

 

願景青年行動網協會 Vision YouthAction 

地址：100 台北市師大路 186 巷 9 號 3 樓 
Add: Floor 3, No.9, Lane 186, Rd. Shi Da, 100 

Taipei City, TAIWAN  

電話：+886-2-23654907 Tel: +886-2-23654907 

傳真：+886-2-23690547 Fax: +886-2-23690547 

E-Mail: vya@vya.org.tw 
國際工作營 

General matters: vya@vya.org.tw 
WorkCamp:workcamp@vya.org.tw  

官方網站：www.vya.org.tw 

國際工作營網站:www.volunteermatch.org.tw   

Official Website：www.vya.org.tw 

WorkCamp:www.volunteermatc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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