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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我國志願服務法施行迄今十二年，各縣市政府不遺餘力推展志願服務業務，

使國內志願服務推動邁入蓬勃發展階段。本市表現優異逐漸邁向高峰，於 101 年

榮獲內政部全國志願服務評鑑第二名殊榮。為突破創新引領於各縣市之先，本府

辦理國外觀摩共識營，透過國際交流模式，借鏡高度都市化國家—新加坡之典

範。共邀集各局處、學界與民間團體代表 10 名，赴新加坡參訪三大志願服務機

構，並獲邀國家廣播電臺 live 專訪，分享我國志願服務推展經驗，為本市志願服

務推展工作開拓新視野。 

貳、辦理單位與出國人員 

一、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二、承辦單位：臺中市第一區志願服務推廣中心 

（臺中市政府委託朝陽科技大學辦理） 

三、出國人員名單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備註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原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社會工作科) 

主任 
(科長) 

侯淑茹 領隊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社會工作科 社會工作員 施惠文 成員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計畫資訊科 護士 陳花姬 成員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區里行政科 約僱人員 王淑絹 成員 

朝陽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 教授 
劉邦富 成員 

臺中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 主任 

臺中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 社會工作員 林珮琪 成員 

臺中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 社會工作員 林筱凡 成員 

臺中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 志工 洪子傑 成員 

財團法人天主教曉明社會福利基金會 主任 王婉如 成員 

中華傳愛社區服務協會 督導 高郁婷 成員 

參、目的 

一、接軌國際豐富志願服務發展經驗及知識。 

二、跳脫過往思維框架激發變革，增進推廣與經營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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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觀摩行程 

 12 月 19 日(三) 12 月 20 日(四) 12 月 21 日(五) 12 月 22 日(六) 

上

午 
搭機前往 

機構參訪 

樂齡義工組織

(RSVP) 

1、業務簡介 

2、交流請益 

新加坡 

「城市頻道」 

電臺專訪 

自由活動 

下

午 

機構參訪 

全國志願服務與

慈善中心(NVPC) 

1、業務簡介 

2、交流請益 

機構參訪 

聚友愛大地行動

義工團隊(GUI) 

1、 實地參訪 

2、 交流請益 

資料整理 搭機回國 

 

伍、觀摩單位及交流議題 

一、全國志願服務與慈善中心(簡稱 NVPC) 

  (一)機構簡介 

        NVPC 成立於 1999 年 7 月，於 2003 年 8 月由原全國志願服務中心

更名為全國志願服務與慈善中心，是一所全國性的組織，以促進志願服        

務與慈善事業於社會服務、藝術、體育和環境等領域為目標。 

服務內容如下： 

      1、Board  match ：2009 年 3 月 23 日起，NVPC 協助及督策非營利領導

中心Centre for Non-Profit Leadership (CNPL)執行Board match(管理比賽)

計劃，致力於增進個人對非營利理事會與新加坡相關慈善機構、非

營利組織認同的理念。 

2、Grants：創新育成（NIG）旨在提供新創或現有組織以種子資金做為

一項激勵措施，以符合新加坡社區的需求。 

3、Research and Publications：透過研究報告和出版物，以引領志願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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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慈善事業的思維。 

4、Awards：設置總統志願服務與慈善事業獎（PVPA），是志願服務和 慈

善事業的巔峰獎項。該獎項表彰那些在新加坡卓越的奉獻精神。目

標是鼓勵獲獎者，並激勵他人分享自己的資源，時間和專業知識，

為新加坡帶來更高層次的志願服務和慈善事業。 

5、Conference：每年召開全國志願服務與慈善大會，讓數百名來自於民

間、 公私部門的與會者能學習最佳實務和案例的成果。 

6、SG Cares：設置網站提供善心人士參與志願服務的機會，並提供相關

報導與活動照片供大眾瞭解。 

7、SG Gives：慈善捐款。 

8、SALT 在線(SALT Online)：係把不同的人組織在一起，包含非營利機

構、志工、慈善家、社會企業、志願福利組織、及所有有心人士。

SALT 把新加坡培育成一個給予的文化，讓每個人都能很自然的、配

合其想要的不同方式回饋社會。 

 

 (二)交流議題 

        1、兩國志願服務體制 

（1）臺灣： 

為了推行志願服務，臺灣訂有志願服務法，由中央政府機關，

自上而向下鼓勵人民從事志願服務。如，訂定各類服務領域及主管

機關、訂定獎勵辦法及評鑑機制。 

（2）新加坡： 

並無制定志願服務相關法規，皆由民間團體自主辦理訂定團體

內志工相關管理規範，如劃分服務類別、服務內容、獎勵表揚等。 

2、兩國志願服務經營管理 

（1）機構經費來源 

A.臺灣： 

以本市為例，本市志推中心是由臺中市政府社會局運用公益彩

券盈餘經費，委由民間單位經營方式設置，於委託方案中，編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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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預算支付三名人事及各項活動之經費，尚無募款需求。 

B.新加坡： 

類似於 NVPC 的中介組織在全新加坡僅此一家，目前於機構內有 40

位工作人員，雖然有政府協助支應部份人事費用，但中心運作之經費仍

有不足之處。因 NVPC 屬於間接服務，服務對象為其他機構團體，非屬

弱勢族群，故難以展現服務成效，吸引企業主捐款，因而有募款上的困

難。 

（2）NVPC 對非營利組織之培力方式 

對於各機構的培訓，採個別化的方式，依單位需求，擬定訓練內

容，進行方式可以是 NVPC 的工作人員到機構，或是機構人員至

NVPC。平均一位工作人員須輔導 70~100 個機構。在 NVPC 還有提供

以便宜的租金租借志工訓練場地，或是可租用辦公桌位。 

3、 如何避免服務價值觀變相 

部份臺灣志願服務者為福利、獎勵擔任志工，造成管理單位宣導、管理

困難，影響風氣與價值觀。新加坡是否有相同困境？如何因應？ 

研討結果與建議如下： 

（1）NVPC 會定期舉辦 PVPA 表揚活動，申請者需由運用單位填報服務紀錄

表後推薦選拔。評選內容除服務時數外，也包含特殊事蹟。與目前我

國內政部、臺中市政府及社會局所辦獎勵僅以服務時數評審之標準不

同。 

（2）NVPC 建議：志願服務之價值應為自願、自主、不求回報，故不樂見以

法律約束人民及民間單位從事服務。因此，建議表揚門檻勿過低、設置

過多獎項或獎勵辦法，如此僅會造成獎勵浮濫充斥、服務價值扭曲。 

 4、如何增進學生參與志願服務之動機 

目前於新加坡於校園內皆推行服務學習，規定學生須於在校期間，參與

服務工作，服務時數分別是：中學 6 小時、大學 80 小時。由於是強制性的

規定，而非出自學生之自由意志，因此未列入志願服務統計調查的範圍，研

討內容與建議如下： 

（1） 開發供給(即促進學生參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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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志願服務的概念結合學校的體驗教學，成為一門服務學習的基

礎課程，建立正規教育中的學生在學校即能開始參與志願服務的意識

與知能，體會到助人的快樂與價值，繼而誘發其在服務學習時數修習

完成後，持續參與志願服務工作。 

（2） 開發需求(即協助非營利組織提供服務機會)： 

基於管理成本考量，大部分的非營利組織對志工召募皆以長期志

工為主。然而，學生志工存在短期服務之需求，此需求正呼應現代社

會追求創新及彈性之趨勢。事實上，多數人樂於在閒睱時間參與志願

服務工作，但礙於非營利組織對志工服務穩定性之要求而怯步。換言

之，現代人對志願服務的期待是：創新的服務和彈性的時間。有鑑於

此，NVPC 以非營利組織志工管理者為主要教育對象，協助其重新思

考—如何有效運用志工人力、工作內容的再設計、導入符合現代人投

入志願服務的習慣與期待等等的知能。 

5、 兩國中高齡志工參與情形 

（1）臺灣： 

中高齡者向來為我國志工主力市場，近年來為因應高齡化社會，活化人

力資本，各界紛紛積極推動高齡志工人，故我國中高齡志工具極高參與率，

以本市為例 50 歲以上志工便超過全市志工數 50％。 

（2）新加坡： 

新加坡的中老年人缺乏擔任志工之價值觀與文化，對退休的認知就是結

束工作上的勞動，開始進入安逸生活階段，所以，對擔任志工從事社會服務

普遍意願不高。目前新加坡在高齡志工比例約為 10%，相較於其他年齡層比

例極低。為因應人口高齡化問題，新加坡欲借鏡臺灣經驗，致力於提昇中老

年志工參與率。 

6、 志願服務未來趨勢 

地方政府在實際執行志願服務推展工作上，須同時面對各級管理機構、

志工運用單位、個別服務需求、廣大的志工伙伴，與社會的潛在供需和觀感，

自然經常會面臨許多的挑戰與契機，必須及時有效的採取解決方案。研討結

果與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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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來須更將焦點放在機構的能力訓練，而非志工個人訓練。例如：讓機

構看見志願服務的重要性，教導機構主動與變革，而非被動地等待志工配

合。 

 (2)NVPC 主張，順應商業社會的轉變，志願服務趨勢已明顯偏向短期服務，

機構的運作方式亦須隨之改變。據其統計，實際上部份短期志工累計的

服務績效，甚至比長期在固定單位服務的志工服務績效來的高。故組織

不應再只期待吸納長期服務的志工，沒有短期的志工，機構終將被淘汰。 

 (3)志願服務推廣中心(或如新加坡之 NVPC)與非營利組織應該相輔相成，共

同合作。NVPC 期待可以透過調查研究的方式，以相關實據來說服機構，

改變機構的心態。另一方面，志願服務推廣中心與 NVPC 的角色均是為

顧問的性質，應協同合作單位改變服務內容。 

  7、新加坡志工媒合服務 

NVPC 於官方網站中提供志工媒合平臺，透過 SALT 在線服務，有志工

需求的非營利組織以及想從事服務的志工，皆可申請帳號、密碼，再由 NVPC

核發。於志工召募需求網頁上，因為體認現代人生活忙碌，所以透過月曆

的方式呈現(NVPC 網站-志工召募需求表如附錄二)，列出每日所有的志工需

求。特別之處，在於它不是以機構為主要的分類，且焦點在於媒合短期志

工。 

此媒合平台優點是：操作簡易、提供使用者多項查詢功能，達到立即

媒合功效，讓有意願參與服務的民眾能依自己需求，迅速找到期待的工作。 

 

 

 

 

 

＊備註：臺灣依志願服務法規定稱志願服務者為「志工」；新加坡稱志願服務者

為「義工」。本報告為利文句通順，統一採用「志工」指稱志願服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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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樂齡義工組織 (簡稱 RSVP) 

   (一)單位簡介 

RSVP(Retired &Senior Volunteer Programme) 在新加坡是一個具有

IPC(Institution of a Public Character, 獨立公益機構)資格的非營利性組織，於

1998 年由當時總理吳作棟先生倡議成立。RSVP 以社區提供社會福利服

務，尤其著重於教育、醫療、資訊科技及世代整合領域，服務內容如下： 

1、召募及訓練導覽志工，擔任各景點導覽志工。 

      2、召募及訓練電腦技能訓練志工或導師，藉由樂齡志工指導提升其他老 

人電腦技能。 

4、 召募及訓練關懷志工，主要從事服務領域有三：第一、透過志工陪伴

關懷讓智能障礙者可以重新適應回歸社會；第二、協助教導身障人士

具電腦操作能力，增強其技能與職場競爭力；第三、樂齡志工透過創

作、手工藝、運動、歌曲、跳舞等活動關懷弱勢群，並豐富自己老年

生活。 

 

 (二)交流議題 

       1、RSVP 志工召募策略 

    (1)透過媒體宣傳組織宗旨及內容，形塑良好形象以吸引更多有志之士 

加入。 

    (2)採取同心圓方式，由現有會員介绍身旁的親友共同加入。  

    (3)辦理志願服務講座。  

    (4)志願服務成果展覽。 

(5)外展宣傳，利用午餐時間，與不同组織/公司的年長員工會談，邀 

請貢獻所長，加入志工行列。 

2、關於 RSVP 為提昇志工服務知能，是否為志工規畫相關培訓課程？課

程內容為何？ 

RSVP 成立樂齡義工培訓中心，透過義工教育訓練，培訓樂齡人

士成為有效率的志工。在課程中，樂齡人士可以學習到團隊合作，如

何傾聽和有效的溝通，時間管理和志工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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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SVP 志工激勵措施 

為促進志工持續參與，增進志工歸屬感，其激勵措施主要來自二個部

分： 

(1) 提供實用生活成長課程，如：免費健康和電腦講座，不收費的實用 

課程不僅增進志工自我成長以外，並提昇其服務知能。此外，志工

可以優惠價報名 RSVP 辦理之收費選修課。 

   (2)每年度針對志工舉辦大型感恩晚會，頒發年度志工感謝狀，並舉辦

抽獎。 

   (3)定期定期免費健康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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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聚友愛大地行動義工團隊(簡稱（簡稱 GUI) 

  (一)單位簡介 

          Ground-Up Initiative(GUI)是一個以志工為主體的非營利團體，成立宗旨

市倡導友善環境價值觀、恢復城市居民與土地的聯結。自 2009 年 4 月開

始，GUI 已在新加坡 Yishun 地區形成了一個持續發展的社區營造方案，在

寸土寸金的新加坡，透過環境保護團體的倡導，讓政府放棄該片土地的強

制徵收，並在地主的無償授權下，成為一個生態學習的自然園區。該計畫

透過提升在地居民的文化參與、領導力與團隊精神、個人和社會責任感來

培育全民生態環境保育意識，成功促進了在地居民社會企業家精神，和對

自然環境自發性的關愛行動。 

          GUI 園區種植「寶瓶樹」作為環境保護象徵物，園內設有生態池、生

態溪流、再生濾水器、農作園區、溫室、綠肥實驗栽植區及手工藝區、餐

廳等設施，讓志工可以透過下田除草、翻土或栽種等過程，體驗農村生活

的純樸價值。他也和司法矯治系統合作，安排更生人至機構中協助手工藝

品製作，透過實作過程提升自信和尊嚴，幫助更生人逐步適應社會。 

GUI 目前的推行基本方案為「Balik Kampung」，簡稱 BK，是馬來話裡

「回到部落的意思」，主要內容是基本農作。除此之外，GUI 還辦理環境

教育課程、生態導覽等活動。 

 

  (二)交流議題 

1、GUI 未來方向 

（2）創辦人鄭來福先生，因參與過馬來西亞的水災救災活動，並瞭解紐西 

蘭永續發展之面貌，故回到故鄉開始傳遞甘榜文化（BK），透過生活

技能、友善環境價值觀的教導及參與，開發生態園區學習的自然園區， 

期能連結人與環境。 

（3） 期待能夠培育出下一代的領袖，並非僅是提供單一面向的教育，而是 

塑造出能文(擁有思考判斷力)、能武(意志力、實踐能力)、能動土(如同 

農夫智慧)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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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與公部門合作之方式 

 GUI 是一個以志工為主體的非營利組織，並依法向公部門申請立案，

到目前為止已成立 3 年多，目前主要著重在校園教育宣導及利用大自然

材料以進行科技技術發明，成果深受公部門肯定，並獲部長親臨參觀指

導。目前部長對 GUI「5G society」理念-graceful（優雅）、green（綠色）、

giving（施予）、grounded（腳踏實地）及 grateful（感恩）深感認同，表達

免費提供 GUI 一年土地使用權，支持 GUI 試辦新加坡第一所生活大學。

過該方案計畫辦理，不僅呼籲其組織「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理念，

更為國家培育人才。 

3、如何透過組織之願景，以吸引更多市民投入志工行列 

秉持「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教育理念，透過短期或一日性的服

務體驗計畫，於計畫中融入具教育與觀念啟發之設計，並積極結合各級

學校學程，提供學生實作場域。此外，亦透過 NVPC 網路平台，招募短

期志工協助服務。以潛移默化的方式，提升民眾文化價值、公民意識，

及企業家對自然環境自發性的行動。 

4、如何處理資源困境 

GUI 相較於其它機構資源欠缺，但其認為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仍

應持續投資人力成本，去培養志工幹部並發展志工服務。其秉持信念，

相信團隊（TEAM）是由四個字組成：T(Trust)、E(Effort)、A(Action)、

M(Mircle)，即透過信任、努力、付出與行動，能創造奇蹟。因此認為無

須懼怕資金不足等困難，應勇於面對困境及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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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接受新加坡「城市頻道」電臺專訪 

時間：101 年 12 月 21 日 

地點：加利谷廣播中心 

電臺：tal 95.8 城市頻道 

公司：新加坡新傳媒集團（國營） 

主持人：王帝璁 

受訪者：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侯淑茹主任(前社會 

工作科科長)、臺中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劉邦富主任、RSVP 許悅明 

會長 

訪問內容： 

主持人：今天在冬至如此特別的日子來關心志願服務的領域。今年陸續有許

多志願服務單位接受本電台訪問，也透過節目分享，了解志工工作

是需要法規與全體社會的配合，如此可以把社會上相對弱勢的個體

照顧得更好，也就是發揮「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的傳統價值觀。首先請侯科長分享臺中市政府志願服務發展概況。 

侯主任：在臺灣，志願服務已發展有相當長的時間，主要是因為有政府的重

視。中央訂定有志願服務法，由地方政府配合推動。在臺中市，共

有二十個局處部門一起配合執行，包含社會福利、教育、環保…等

領域。政府推動弱勢關懷、從事行政工作等，皆需要有志工伙伴的

幫忙。目前臺中市大約有六萬人在從事志願服務工作，由政府帶動

眾多民間團體共同推動。志願服務範圍非常的廣，如福利推動、警

察服務等等為民服務的工作，依民眾和政府的需求，因此由二十的

單位結合志願服務來做這些工作。 

主持人：這二十個單位背後自然有其規範和監督體系，請介紹他們是如何和

民眾互動。 

侯主任：志願服務的運用，也就是志工的角色，是政府和民眾最好的一種溝

通橋樑，運用這種的人力可以把政府的服務做到更符合民眾的需

要。比如弱勢的關懷，它除了政府專業的提供之外，更需要社區志

願服務的人力的投入。目前我們有 1,580 個民間團隊，分別按照不

同族群的需要，安排志工來服務。比如在老人方面，有 200 個關懷

據點都有志工為社區獨居長者服務；另外如身心障礙、單親兒童

等，也各有服務需求連結更多的志工。 

主持人：由此可以知道志工背後有如此龐大且有組織的架構，而有此六萬多



2012 年臺中市政府新加坡志願服務觀摩共識營報告  
 

 13 

 

人來擔任志工，地方的文化、教育應該扮演有極大的角色。這方面

請朝陽科技大學劉教授作個介紹。 

劉主任：這幾年來，臺灣的社會法規發展極為快速，各種福利措施不斷出現，

而政府編制人力是有限的，臺中市政府就提出以委託的方式，由朝

陽科技大學來承接有關志願服務推廣中心的工作，由我們在社會局

與其他局處、各個志工團體之間擔任一個平台的角色，協助提供志

工教育訓練、志工團隊諮詢輔導、志願服務宣傳，以及志工團隊的

評鑑與績優志工的表揚。因此，朝陽科技大學是以一個學術單位的

角色來協助臺中市政府和民眾推動志願服務的工作。 

主持人：學術單位的角色相當重要，青年學子如有機會得到引導，接下來當

可有助擔任接班人的工作。 

劉主任：事實上，在服務的過程中，我們的老師可以參與，學生也可以有更

多的機會接觸更多志願服務的場域。 

主持人：接著請本地 RSVP 許會長提供這幾天和臺灣朋友互動的心得。 

許會長：經過這次交流，雙方都互有值得學習的地方，比如臺灣辦理志工教

育訓練，堅定的要求達到十二個小時(基礎訓練)，另外還要看服務

的種類再接受特殊的訓練，RSVP 今年才開始這方面的訓練，而且

只辦六個小時，這是我們較缺少的。 

主持人：關於單只臺中市就有六萬名志工參與服務，您有甚麼樣的觀察？ 

許會長：以臺中為例，如果從上而下，有政府來扶持、提倡整個活動的話，

我們也可以作到，只是目前太過分散，各做各的，沒有正確的思路，

讓我們來進行。因為有太多的團體，分散了活力；如果能夠同心協

力，朝一個方向，像臺中市這樣會比較好的，分配也比較均衡。 

主持人：請問二位在新加坡觀察我們的運作和流程，有發現甚麼樣問題嗎？ 

侯主任：新加坡的志願服務和志工的發展，原本比較是從區域性民眾關懷出

發，是由下而上發展的，民眾的自主、認識、參與，其實比較符合

志工發展的概念和志工服務的精神；在臺灣和臺中則由政府力量來

主導，帶領地區的社團。因此在這部分政府的方向非常重要，政府

的方向會帶著一些資源、人力和分配的評估，造成各地區有不同的

偏向。兩者有不同的出發點，確會影響資源放置的概念，所以在臺

灣由地方政府帶領，是很不一樣的，但志工帶給民眾需要的服務成

效應該都是一致的。 

主持人：怎樣把資源做最好的分配，通過行政的效率和體系，來落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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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執行的終究是人，每個人的素質和對志願服務意涵的認知是很重

要的。請問劉教授就學術立場，認為新加坡有何需要改進的地方？ 

劉主任：昨天在樂齡 RSVP 發現，整個單位是由會員來學習之後成為服務的

志工這樣的運作是很棒的。而且在目前研發的課程中有一項 28 堂

課程的「如何成為有效率的志工」，這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當

然，幸運的是政府部門很支持我們，透過業務的委託，由我們大學

就教學、研究之外提供社會的服務，而這委託模式目前在臺灣也獲

得相當肯定。 

            另外，於昨日也前往 GUI 參訪，感覺他們也是蠻棒的，它是一個重

視人性、地球、環保及發展社區特色的組織，而這服務精神也都是

很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對新加坡政府建議部分，或許政府可以透

過委辦模式，補助經費的方式，提供些許的資源予志願服務團體。 

主持人：臺灣志願服務趨多元化志工發展，其中，包含新移民服務，是否可

請妳就新移民服務提供分享？ 

侯主任：新移民於臺灣，有其發展背景，早期稱為外籍配偶，主要是來自大

陸、印尼、越南等國家之人士，這幾年發展，這群伙伴到臺灣後已

開始深耕，並有了下一代，幾年下來，這些新臺灣之子已愈來愈多，

因他們有社會適應及參與之需求，回應需求服務的提供方式，主要

是以福利資源來協助，後來，我們發現其實部分新移民是有能力並

培育成為我們的志工，一起為新移民提供適切服務。從消極的被服

務者，轉化為助人的服務者。 

許會長：目前於我們 RSVP 會員中，也有很多類似臺灣概念的新移民，他們

也是運用他們的專才來提供服務。 

主持人：臺灣學生對於社會工作系的選讀及在此科系的學習及發展？ 

劉主任：社會工作在臺灣已有近五、六十年之發展歷史，因著民主化帶來的

多元化社會問題，如：新移民照顧及教養、高齡化、家暴防制、兒

童保護…等複雜問題，以致需要更多社會工作專業的投入，在此背

景下，社會工作系也漸獲得重視。對照早期僅只有二、三家，目前

已達二十六家大專院校設有此科系，且一年就有 2,000 多名的畢業

生，就業率約七成，待遇約 30,000 至 30,500 左右。就目前本校的招

生，每年 2 班 100 名，已達百分百的招收。 

主持人：請問許會長，如果就臺灣目前約新幣 1500 元的待遇，就 RSVP 的經

驗，是否可以應徵到大學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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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會長：就目前在我們 RSVP 經驗它是有困難的，我們於人力招聘待遇約介

於 2300-2500 元新幣。因為認為發展空間有限，以致於新加坡多數

年輕人較不願意到非營利組織上班。 

主持人：比較新加坡與臺灣薪資待遇後，相較之下，在臺灣投入社工領域的

年輕人，錢並不是絕對的，也未將它納入考慮的第一順位？妳認為

錢真的可以解決問題？ 

侯主任：就薪資來看，待遇臺幣 30,000 至 35,000 元的水準，目前在臺灣是不 

算低的，然而，要能持續留在這領域，主要還是在工作成就與價值。

因助人工作的勞心勞力，易折損服務熱忱。我們也不能只是在服務

個案，也應不斷地自我充實及進修，並賦予更多能量，讓他們不會

覺得自己是弱勢，我們不希望工作者是弱勢，而去服務更弱勢者，

所以，我覺得信念與大環境的支持是很重要的，以臺灣目前就業情

形，一個系所於畢業後要有七成的就業率，它是不容易的。我們常

在開玩笑說，社會工作是一個不會失業的行業，重要的還是取決於

對這份工作的認同，以及如何看待這職場的工作安排，因此，我覺

得我們還是要在學校及職場上，多給予這群新生代更多協助與引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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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心得 

一、全國志願服務與慈善中心 (NVPC) 

1、兩國志工媒合模式相異 

（1）新加坡： 

NVPC 創立網站平台的優點是，民眾可立即透過網站畫面清楚得

知招募訊息，機構也可依據自己需求即時更新最新招募資訊。民眾只

要逕接洽招募機構即可報名，無須再透過中心窗口轉達或初步篩選。

且報名管理責任於機構，中心負擔減輕、增加服務立即性。 

（2）臺灣： 

以本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為例，中心媒合方式則具有個別服務與

專業評估之優勢，透過中心工作人員評估，可協助民眾清楚瞭解自己

的服務性向，工作人員再依據招募機構與民眾需求媒配出最適組合。

此過程不僅服務民眾與機構，更可得知民眾與機構在應徵/招募志工

上之需求與困境，有助於中心設計相關宣導、教育方案。 

（3）NVPC 網站確實提供了一媒合平台，並減輕中心行政負擔，但此服務

設計於臺灣環境實施恐有限制。因臺灣志工以退休、高齡人士為主

要族群，然中、高齡人士雖有高度意願投入服務，卻缺少操作電腦

之技能，故本市現階段尚以電話媒合為主要方式。此外，臺灣機構

多期望吸納長期服務志工，因此對短期志工之接受度不高。故前述

網站平台操作模式應評估臺灣之現況與需求後，再進一步設計符合

現況需求之媒合模式。 

2、教育訓練的三面向 

新加坡的志工培訓可分為三面向，一是對社會大眾作參與志願服務

的倡議；二是給予非營利組織志願服務人力運用的新觀點，如何「有效

運用短期服務的志工」，這樣的專業觀點轉化對於運用單位是極重要的轉

變，亦能吸引仍在職場、在學學生等對象參與服務工作的需求，所發揮

的服務效可能更大、參與的面更廣；三是透過研究來突顯議題的需求與

現況，讓不同的對象均有機會對此議題之相關作進一步的探究。這三方

面是我們參訪的全國志願服務與慈善中心(NVPC)很大的特色與幅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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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我們作為臺中市志工推廣中心，深化的功能與服務內容之參考。 

3、社會企業的投入，有效帶動志願服務的供給 

社會企業的精神與實質意涵，可時常在志工有關的刊物或志推中心的

網站上多多倡議與宣傳，這樣的意識建立需要不斷被教育與了解，方能成

為一種氛圍。 

 4、短期志工為未來趨勢 

關於短期志工參與形式已成為一趨勢發展，如何因應時勢的變化，

NVPC 提醒了我們要去正視與面對這個問題，去找到運用短期志工的方式

與策略，同時，也提醒了我們有時候短期志工的服務能量，反而比長期志

工多很多，這也是很值得我們去省思的。 

5、政府角色對志願服務發展之影響 

新加坡政府在志願服務推動角色上並不彰顯，且未特別制定相關法

規，造成臺灣與新加坡兩國發展之差異。在臺灣，透過志願服務法規的訂

定，而有一套標準的志願服務課程，讓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在訓練志工上有

所依循且享有免費訓練之權利，這項措施在新加坡是沒有的。然而，臺灣

因志願服務法出現的缺點，主要來自因應一些政策措施上的實施，有時候

卻反而失去了志願服務本身最初衷的意義，例如，志工只著眼於時數的取

得以及獲獎與否，這卻是我們最不願意看到的。 

6、社會倡議角色                                               

NVPC 所扮演角色明顯具平台的功能，倡議、媒合、提供專業諮詢、

甚至提供與志工對話的場地(辦公空間)，這些在在都讓這個中心發揮了公

部門應提供的友善服務，但是卻是由一個非營利組織來扮演，真的是留下

極深刻的印象。 

7、臺灣高齡志工推廣成效佳 

老年志工的參與率在新加坡僅有 10%，相較於其他的年齡層少了許

多，這是很特別的部分，而在臺灣，因為早期推動社區營造的關係，許多

社區民眾投入志工領域，就現階段粗略地看起來，老年人投入志工領域的

並不少，在這個層面，新加坡類似於臺灣早期老年人的想法，仍需要再經

過提倡、鼓勵更多老年人口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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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瞭解小型非營利組織財務需求 

因瞭解小型非營利組織無足夠經費租用行政辦公場所，往往影響業務

推展的穩定性。有鑑於此，NVPC 在辦公空間特別規畫專門租給有需求的

非營利組織，每家約有 1 至 2 坪的空間，配置電話及辦公桌椅等設備。此

外，也提供研習場所，供有需求單位借用。透過此項服務提供一平台，將

有助於機構間的聯繫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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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樂齡義工組織 (RSVP) 

1、近似臺灣樂齡學習中心之模式 

該組織與臺灣目前教育部於各縣市重點政策推展的「樂齡學習中心」

極像，樂齡中心以「學習、改變、增能與貢獻」作為學習的目標；與運用

中高齡志工的單位組織管理者所需要建構的知能符合。RSVP 是個成功的

案例，他們無論是自行培力完成、或是集結社會已具專業的精英退休者，

所參與的志願服務工作內容深度遠遠超過目前臺灣運用中高齡志工之幅

度。值得再深度交流探究 RSVP 訓練中高齡者參與者對服務的專業知能的

觀點轉化歷程，可作為未來中高齡志工培訓的參與。 

 2、學習到他們如何結合傳播媒體，以專題報導方式，向市民有效宣傳樂齡志

工理念。 

3、專業技術志工 

       臺灣很少有組織擁有如 RSVP 的專業技術志工群，能到各企業提供技

術服務，例如戰略規劃、財務管理、人力資源規劃等，且企業公司也未必

能信任這樣的師資來源，如此服務模式極為新奇。 

 4、教育訓練使用者付費 

對照香港及新加坡兩個國家的志願服務經驗，強調教育訓練使用者

付費的概念，我國則因為志願服務法的關係，對於志工教育訓練大多採

取免費措施，尤其本市強制規範不得收費。不僅令人反思，我國志願服

務法似已將志工推展業務約束在一個狹隘框架及思維中，限制其他創新

發展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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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聚友愛大地行動義工團隊（GUI） 

1、透過提昇參與者的文化能力、領導力、團隊精神、個人責任、公民意識與

自然生態環境自發性的關愛行動。以一種極具體驗性的環境創造出另一種

參與者內在的對話，可激發參與者再投入志願服務的動力，使之留下深刻

的記憶、或者另一種參與助力。 

2、以園區腹地成為志願服務的核心場域，這種的志願服務參與讓志願服務的

內容更具創意與發展性。 

3、佩服 GUI 秉持「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之理念，用心規畫每項體驗內容，

雖然只是短期的服務，也能讓參與者深受感動，讓其知道「為誰而做．為

何而做。相信唯有如此，才能將志願服務融入生活，成為生活一部分，而

不是讓參與者只是為了某種利己的利益而服務。 

4、GUI 是個草根性很強的組織，主要透過民間的力量發起，並且可以在其中

看見員工的熱忱付出，樂於分享，有些員工加入聚友愛之前，薪水可能是

目前的好幾倍，而願意放棄高薪，加入聚友愛的團隊，是因為對單位組織

理念的認同，能夠讓參與者清楚知道組織的目標與方向，無論是對於員工

或是志工而言，都是重要的。相信這也是聚友愛之所以能夠走到今日的原

因。 

5、看見 GUI 能夠從一個默默無名的組織，甚至一度面臨失去服務基地的危機，

進而後來被政府看見，有保留下來的可能，並擁有更多的發展機會。我們

看見領導者對於理念的堅持不放棄，團隊的創造與帶領，工作人員在其中

的自我成長與改變，這是很不容易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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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整體心得 

1、教育訓練使用者付費 

本次到新加坡觀摩交流，瞭解到新加坡志願服務除受到政府重視外，

志願組織非常重視志願者的信念、技能及教育的培訓，強化奉獻意願。並

根據志願者來自不同行業、不同階層的特點和提供志願服務的具體要求，

開展一系列關於組織價值觀和服務技能的培訓。另一方面也讓我們更進一

步瞭解，推動志願服務不單只是政府部門一昧投入經費來讓民眾加入志工

行列，應先改變民眾對志願服務價值觀念，假使民眾有意願投入，政府部

門或非營利組織在服務技能或培訓方面可酌收費用。 

   2、多元活躍的志願服務環境 

雖然都是運用志願服務人力來協助發展組織的工作，但可以見到新加

坡機構將組織宗旨與使命發展的極具特色，發現三個單位的企圖心與積極

度都很強，在發展上相當有方向、多元性高，是個很活躍志願服務的環境。

反觀目前臺灣的志願服務之發展，多著力在運用、管理的基礎知能，不知

是否因為多數志工仍以輔助配合運用單位的組織發展為主，亦或是祥和小

隊中管理者由專業人員參與的比率過低，較無法突顯志願服務「回應社會

需要」的參與感、使命感之氛圍。如何讓參與志願服務的參與者是能真正

地在「服務」、「自我生命的成長」、「社會參與」之間獲致三向提昇，給我

們留下一個很大的反省空間。 

3、兩國志願服務發展脈絡之異同 

新加坡的志願服務和志工的發展，原本比較是從區域性民眾關懷出

發，是由下而上發展的，民眾的自主、認識、參與，其實比較符合志工發

展的概念和志工服務的精神；在臺灣和臺中則由政府力量來主導，帶領地

區的社團。因此在這部分政府的方向非常重要，政府的方向會帶著一些資

源、人力和分配的評估，造成各地區有不同的偏向。兩者有不同的出發點，

確會影響資源放置的概念，所以在臺灣由地方政府帶領，是很不一樣的，

不過志願服務帶給民眾的服務成效是相當的。 

4、兩國志願服務體制之異同 

為了推行志願服務，臺灣訂有志願服務法，由中央政府機關，自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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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下鼓勵人民從事志願服務。如，範定各類服務領域、獎勵辦法及評鑑機

制；新加坡並無制定志願服務相關法規，皆由民間團體自主辦理訂定團體

內志工相關管理規範，如劃分服務類別、服務內容、獎勵表揚等。 

福利多元主義當道，新加坡政府部門角色縮小、強制性低，志工福利、

獎勵措施少，因此民眾不會將志工福利視為理所當然。反觀臺灣，大眾對

於「政府應扮演志願服務推動者」抱有極高的期望，皆係因著志願服務法

實施，地方政府不得不辦理相關評鑑、表揚與管理制度，於是便向下要求

運用單位及志工需配合繳交報表、成果、計畫書，或學習操作電腦網路等。

這些大量規範，過度限制了運用單位的發展性。另，此行見新加坡民間團

體得不受政府政策拘束，積極開創多元、新穎方案，落實其組織之宗旨，

不僅貼近民眾真實需求，其獨立領先的創新理念更令人驚豔。反觀臺灣，

地方政府或察覺現行推動志願服務之困境與需求，但礙於中央考評政策對

地方執行成果有所限制，因此箝制了地方政府的執行方式。縱使地方政府

雖依賴民間團體之能量欲推動志願服務業務，卻未下放足夠權限，或以委

辦方式執行國家應行之工作，致民間團體失去獨立專業自主性，志願服務

之核心價值更難以貫徹、彰顯。 

 

 

 

 

 

 

 

 

 

 

 

 

 



2012 年臺中市政府新加坡志願服務觀摩共識營報告  
 

 23 

 

柒、建議 

   一、有效結合傳播媒體或網路平台，透過影音方式，擴大宣導廣度及深度。 

     二、在新加坡，NVPC 負責志願服務的研究，針對資料進行分析，提供數據或

是相關資料以供參考，在臺灣，似乎較無這樣的單位可以專門進行資料

的分析研究，這方面是未來可以思考的方向。有研究的支持，未來在政

策或做法的推動上，較有說服力。 

三、本次參訪的單位，其單位本身，皆無主要的服務對象，皆偏向純志工的組

織，再與其他服務單位合作或是連結，建議未來可以安排擁有服務對象的

參訪單位，了解如何兼顧服務對象的品質以及運用志工。 

   四、可評估是否參考新加坡模式，減少公部門於志願服務業務之管理角色，

並減少志工相關福利、獎勵表揚措施，將志願服務回歸民間志願部門自

主運作。 

五、NVPC 瞭解新成立之非營利組織有財源不足、硬體設備缺乏之困境，因此

提供非營利組織租借教室、會議室與辦公廳舍場地，其價格低廉，不但

幫助新成立之 NPO 節省大筆支出，NPO 進駐更能就近向中心請益。此措

施貼近受服務者（NPO）需求，實際提供有效服務，實為本市據以參考

之典範。 

六、教育訓練的三面向 

一是對社會大眾作參與志願服務的倡議；二是給予非營利組織志願

服務人力運用的新觀點，如何「有效運用短期服務的志工」，這樣的專業

觀點轉化對於運用單位是極重要的轉變，亦能吸引仍在職場、在學學生

等對象參與服務工作的需求，所發揮的服務效可能更大、參與的面更廣；

三是透過研究來突顯議題的需求與現況，讓不同的對象均有機會對此議

題之相關作進一步的探究。這三方面是我們參訪的全國志願服務與慈善

中心(NVPC)很大的特色與幅度，值得我們作為臺中市志工推廣中心，深

化的功能與服務內容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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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附件 

一、活動照片 

     (一)全國志願服務與慈善中心 

 

中心接待空間 

 

陳蘇珊經理簡報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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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交流座談 

 

雙方交流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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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成員合影 

 

全體成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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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導覽-租用辦公桌位 

 

辦公室導覽-租用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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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樂齡義工組織 

 

相見歡-劉邦富主任與徐悅明會長握長致意 

 

徐悅明會長簡報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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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交流座談 

 

全體成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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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聚友愛大地行動義工團隊 

 

象徵 GUI 精神之隊旗 

 

鄭來福村長簡報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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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交流座談 

 

雙方交流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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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參訪 

 

雙方交流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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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淑茹及劉邦富主任代表致贈感謝狀予鄭來福村長 

 

全體成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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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成員合影 

 

GUI 種植「寶瓶樹」作為環境保護的意識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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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接受新加坡 95.8 電臺採訪 

 
右起：RSVP 許悅明會長、社會局侯淑茹主任、志推中心劉邦富主任、 

社會局施惠文社工員、志推中心洪子傑志工、王帝璁電臺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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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資料 

（一）NVPC 網站內容-志工召募需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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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RSVP 宣導品 

 

（三）NVPC 宣導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