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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國際工作營校園合作流程 
 

 
 

校園「服務學習」暨「海外志工推廣」合作計畫 

『海外志工』新時尚：國際工作營  

【計畫說明】願景青年行動網協會（Vision YouthAction, 簡稱 VYA Taiwan）自 2008 年 3 月正式加入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志願服務組織協調委員會（CCIVS at UNESCO），便積極透過『國際工作營』海外

志工模式，推動國內青年參與海外服務，目前已和全世界 100 個國家建立合作網絡，認養國內外 22

個社區進行長期定點服務，並媒合 4,908 位青年志工參與 54 國 1,788 個海外服務計畫。有鑑於『國際

服務學習』已成為大學生『新必修學分』，教育部亦將國際志工視為重點政策，協會期待透過與學校

合作推動「國際志願服務」的方式，提供大專青年安全、多元、具深度的國際志工參與資訊與管道，

協助學校發展海外服務方案，拓展青年國際視野、認識自我與創造改變。 

【關於 VYA】協會自 2003 年成立以來，即致力於推動海外服務學習，是一個推動國際志願服務的專

業非營利組織，是目前台灣唯一加入全球國際工作營國際網絡「聯合國國際志願服務組織協調委員會

（CCIVS at UNESCO）」以及「亞洲志願服務發展協會（NVDA）」的正式會員，也是歐盟志願服務組織

聯盟（Alliance）在台唯一正式合作伙伴。協會三個主要目標為「推動青年生活公益化」、「青年公益參

與國際化」以及「公益經營社會企業化」。 

【關於國際工作營】國際工作營是一種新型態海外志工參與方式，每年全世界有超過 100 個國家針對

世界文化遺產維護、古堡維修、生態環保、農業田園協助、文化節慶推展、鄉村發展建設、社會弱勢

協助及教育閱讀等議題，舉辦超過 3,000 個國際計畫，通常每個計畫由來自世界各國約 10 至 20 名國

際青年志工共同組成服務團隊，與當地 NGO 組織、青年志工及社區居民，共同進行特定議題之社區

志願服務工作。國際工作營提供多元服務選擇、最貼近社區生活體驗、多國志工交流，是第一次參與

國際志工的最佳選擇！ 

 
 
【海外志工服務計畫合作洽詢】願景青年行動網協會(VYA Taiwan)簡嘉信 主任 / 黃仁祈 秘書。 

專線：02-2365-4907，信箱：vya@vya.org.tw，Website： http://www.volunteermatch.org.tw/   

http://volunteer@vya.org.tw/
http://www.volunteermatc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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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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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合作行事曆與各階段注意事項 

階

段 

2015 寒假 

計畫(W) 

2015 暑假 

計畫時間(S) 

合作 

流程 
工作細項 VYA 提供協助內容 

1 9/5 前 3/5 前 
合作 

洽談 

1. 共識會議：了解校方需

求、期待、長期目標。 

VYA 到校拜訪，提供校園合作流程、

合作協定範本。 

2. 服務方案介紹：依據學校

專業背景推薦服務計畫。 
提供推薦計畫之簡章及預算。 

3. 確認合作流程：重要日程

確認。 

拜訪後三個工作日提供詳細簡章、預

算。 

4. 確認合作模式：保留名額/

組團服務；是否須經招標

程序等。 

首次合作以保留名額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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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 前 3/31 前 
確認服務 

方案 

與簽署 

合作協定 

1. 確認服務國家、主題、計

畫目標及團隊規模。 
提供校內招募 SOP 及相關文件格式。 

9/30 前 3/31 前 
2. 確認合作方式：收費結

構、繳費方式與時間。 

提供協會匯款資料。 

確認招標應備文件（選）。 

9/30 前 3/31 前 
3. 簽訂合作協定：決行層級

依校方規劃。 
提供確認版合作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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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 前 3/31 前 

招募 

甄選 

1. 確認所有招募流程。 確認校內報名截止及甄選日期。 

10/10 前 4/10 前 
2. 舉辦志工招募說明會： 

（日期時間地點） 
VYA 派員到校辦理說明會 

10/20 前 4/20 前 3. 校內甄選面談（選） 
VYA 可協助到擔任面談人員。 

提供志工遴選標準如供參考。 

10 月底前 4 月底前 

4. 公告錄取名單，錄取後應

繳交資料由校方統一收齊

後轉交 VYA。 

提供錄取公告格式、團員應繳交資料

清單及培訓行前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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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5 月 

行前培訓 

出國準備 

支付費用 

1. 行前培訓：2 天 2 夜於雲

林縣台西鄉協會培訓地點

或特定一天於校內舉行。 

若地點異動培訓費用可能會增加。 

10/31 前 4/30 前 
2. 行前行政：機票、簽證、

保險辦理。 

由 VYA 處理或提供相關行政資訊由

校方自行辦理。 

10/31 前 4/30 前 3. 校方帶隊人力確認。 

校方及 VYA 領隊召開共識會議，確認

帶隊老師工作內容、帶隊原則與注意

事項。 

10/31 前 4/30 前 4. 校方支付計畫費用。 
VYA 再次確認支付方式金額、提供匯

款資訊。提供收據。 

出團前 1個月 出團前 1個月 

5. 活動驗收：各籌備小組完

成活動教案準備，進行驗

收與調整。 

VYA 協助確認教案內容，與國際合作

單位確認服務內容是否符合社區期

待。 

出團前 10 天 出團前 10 天 6. 保險內容確認。 提供投保資料正本給校方。 

5 依實際時間 依實際時間 
海外服務 

執行 
計畫執行 

於出國前一週再次確認所有籌備內

容是否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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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回國後 

2 週內 

團隊回國後 

2 週內 
計畫評估

與未來合

作確認 

1. 結案核銷：完成校內核

銷、請款。 
再次確認學校核銷單據是否完備。 

2 月底 

3 月初 

8 月底 

9 月初 

2. 計畫評估、志工繳交服務

心得、成果分享會籌備 

VYA 將分享計畫評估表單，與校方確

認計畫延續性 

3 月中下旬 9 月中下旬 3. 舉辦校內服務成果分享會 在校內舉辦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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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外社區認養計畫簡表 

國家 計畫地點 關注議題 
服務天數 

招募人數 
費用 NTD. 

菲律賓 

第二大城宿霧

鄰近小島

Olango 

1、 生態復育：復育水筆仔、濕地。 

2、 教育閱讀：數位學習、繪本閱讀、藝術

體驗。 

3、 社區衛教：口腔衛教、婦女保健、垃圾

換文具。 

4、 社區微型事業：手工皂創業。 

7-11 天 

20 人 
28,800-31,800 

柬埔寨 

首都金邊 
1、 基礎建設：協助建設替代性學校 

2、 青少年英語教育。 

3、 數位學習：興建數位教室，針對兒童與

青少年提供電腦教學服務。 

4、 青少年夢想計畫：舉行青少年夢想工作

坊，協助其思考、規劃及實踐夢想。課

程內容包括口語表達、兩性關係、問題

解決等。 

12-14 天 

20 人 35,750-41,250 

 

費用包含 2 天

1 夜世界文化

遺產之旅 

第二大城暹粒

（吳哥窟） 

12-14 天 

20 人 

第四大城藝文

之都馬德望 

12-14 天 

20 人 

尼泊爾 

Patalekhet, 

Dhulikhel 

 

距首都加德滿

都 1 個半小時

車程 

1、 青少年夢想計畫：針對青少年舉辦夢想

工作坊，協助其思考、規劃、實踐夢想。

課程包括國際觀、自我探索、生涯規

劃、口語表達、兩性關係及問題解決等。 

2、 婦女衛教：與社區婦女分享如何製作布

衛生棉，提供婦女經期與產後保健、伸

展、營養等觀念。 

3、 永續農業：向當地學習樸門農作精神，

並分享食物料理、保存與加工等各項運

用方式。 

14-16 天 

20 人 

46,331-53,331 

 

包含 2 天一夜

登山健行 

日本 

九州地區福岡

縣八女市

Kurogi 

里山計畫：（生態永續） 

1、 恢復原始林的生物多樣性，砍伐外來樹

種或竹種，除草維護林相完整。 

2、 規劃性植樹/伐樹工作。 

3、 生態園區維護：將樹材竹葉回收再利

用，修築森林步道、製作林徑長椅、竹

筒手工藝等。 

14 天 

12-15 人 

35,000-42,000 
北陸地區福井

縣小松市

Katsuyama 

14 天 

12-15 人 

大阪三重縣名

張市赤目森林 

14 天 

12-15 人 

以上費用包含：國際工作營會員註冊費、營隊期間食宿、台北到計畫地點經濟艙機票往返(含

機場稅、簽證)、台北-桃園機場定點巴士來回接駁、計畫地點國際機場至服務地點來回接駁、

2 天一夜行前培訓、個人 GSOTA400 萬海外旅遊保險＋40 萬醫療險+5 萬美金緊急醫療險。(15

歲以下依保險法規僅能投保個人 200 萬海外旅遊保險＋20 萬醫療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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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雙方配合事項 

(1) VYA 提供 

1-1 每年年底提供各校參與志工統計總表。 

1-2 每年定期提供副領隊培訓課程，協助培訓合作學校副領隊。 

1-3 由有經驗的協會工作人員擔任領隊，帶隊服務。 

1-4 由有經驗的協會工作人員協助甄選校內副領隊。 

(2) 合作學校提供： 

2-1 校方至少需協助 VYA 在校內舉辦一場次的國際工作營宣傳說明會/講座/分享會。 

2-2 校內外文件、活動招募宣傳品，須註明合作單位為 VYA。 

 
4、 補充說明 

(1) 行前培訓：VYA國際工作營團隊培訓一律於雲林台西進行，如學校有特殊需求，需於校內培訓，

需於洽談合作方案時提出，若地點異動培訓費用可能會增加。 

(2) 交通車：志工繳費內容包含台北-桃園來回交通車，如發車地點於台北以外縣市，則 VYA 折讓

共計 NT5,000元回 貴團隊，由團隊自行訂車。若校方需 VYA協助訂車，VYA 將依車行實際

報價與校方確認後，協助代訂，款項則併入團隊預算。 

 
5、  附件 

附件一、願景青年行動網協會承辦類似活動績效說明 

 
【國際網絡】 

※ 自 2010 年至 2014 年，協會擔任亞洲志願服務發展協會（Network for Voluntary Development in Asia, 

NVDA）副會長。 

※ 自 2009 年，協會是歐盟志願服務組織聯盟（The Alliance of European Voluntary Service Organizations, 

Alliance）台灣唯一正式合作伙伴。 

※ 自 2008 年，協會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志願服務協調委員會（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International Voluntary Service, CCIVS）台灣唯一正式會員組織。 

※ 自 2007年開始協會是國際組織亞洲志願服務發展協會（Network for Voluntary Development in Asia, 

NVDA）台灣唯一正式會員組織。 

※ 自 2005 年，協會是聯合國經濟暨社會委員會國際志願服務協會國際資源中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Volunteer Effort‘s International Resource Center, IAVE-IRC）指導委員會委員。 

 

【創造與經營志工平台】 

※ 2006-2014 年台灣國際工作營推廣平台組織 www.volunteermatch.org.tw/IW 

※ 2006-2009 年建立志工人力銀行網站 www.volunteermatch.org.tw  

※ 2006-2008 年經營管理【青輔會-基北北青年志工中心】 

※ 2005-2008 年經營管理【青輔會-Youth Hub 青年交流中心】 

 

【推廣國際工作營計畫】 

※ 從 2007年迄今，協助 5,000 位青年到 55 國參與 800 個國際工作營計畫 

※ 從 2007年迄今，分別於菲律賓、尼泊爾、印尼、印度、柬埔寨、日本及蒙古長期認養海外社區， 

推動台灣青年到海外服務。 

※ 從 2007 年迄今，發展台灣國際工作營計畫，並於雲林縣台西、彰化西勢及屏東霧台等地舉辦 23

個台灣國際工作營計畫，招募 24 國超過 400 位海外青年來台進行社區志工服務。 

http://www.volunteermatch.org.tw/IW
http://www.volunteermatc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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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服務學習組團服務經驗】（2007-2014） 

大專院校 

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國立中興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健行（原清雲）科技大學 中州科技大學 東吳大學 

實踐大學 玄奘大學 文藻外語學院 

元培科技大學 台北醫學大學 元智大學 

 

高中 

天主教曉明女中 內壢高中 宜蘭慧燈中學 

羅東高中 新竹實驗中學 台中市大里高中 

新北市立三民高中 私立復興中學 普台中學 

 

 

【協會創造的社會影響力與成果】 

※ 100 個國家：可協助台灣青年到超過 100個國家做服務。 

※ 3,000 個方案：可協助台灣青年每年參與超過 3,000 個國際工作營計畫。 

※ 2,500 名青年：1年可招募超過 2,500 位青年志工。 

※ 60,000 名青年：1 年捲動超過 6萬名青年參與 200個非營利組織的活動。 

※ 100,000 萬小時：1年可創造超過 10 萬小時的社會服務時數。 

※ 383,436 名青年：過去有超過 38 萬 3,436 位青年參與過協會各項志工相關活動。 

※ 14,400,000 元：每年創造至少 1,440 萬元的社會服務經濟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