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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簡報重點

1)社區工作國際趨勢

2)新手社區國際化步驟

3)熟手社區精進思維

4)活動規劃與文件準備



明年度外國旅客入境規範

1) 參與台灣計畫之國際青年，比照過往，建議以觀光

旅遊名義入境，無須另外申請證明文件。 (越南、

墨西哥除外。)

2) 111年9月29日起，全面恢復免簽證待遇機制。

3) 111年10月13日起，非免簽證國家開放得以「一般

性社會訪問」及「觀光」事由申請來臺簽證，且同

步取消旅行團限團令。

4) 112年1月1日起，不具健保身分的外籍人士，含旅

客、短期來台交換學生等於入境前建議投保醫療險，

在台期間應遵守現行防疫規範。



有關國際青年參與活動期間的保險

1) 依據志願服務法，志工在服務期間，志工運用

單位應為每位志工投保活動意外險。

2) 計畫簡介內，協會亦會請國際青年出發前為自

身投保“海外醫療險”。

3) 活動範圍內最快能送達的醫療院所資訊



社區工作國際趨勢

1) 國際工作營International 
WorkCamp

2) 大學社會責任計畫USR

3) 校園國際服務學習

Int. Service-Learning

4) 國際志工服務

5) 地方創生

6) 社會設計

計畫特色

 跨文化交流

 在地生活體驗/團體

 社區服務



社區工作的幾個觀察

1) 社區工作? 社區營造? 社區發展?

2) 擴大社區參與的基數（吸引人的點?）

3) 凝聚向心力（共同的話題與關注議題或新元素?）

4) 創造社區共同生命經驗（共同做什麼? ）

5) 帶動未來發展（一起定義未來如社福、提高生

活品質、產業或觀光）

6) 世界一家（跨世代：跨界/跨文化交流）

7) 青年回流（產業/工作機會、國際交流?）



國際(志工)工作營
International WorkCamp

1) 一般7-10天（短天數4-6天）

2) 計畫類型：農業推廣、動物保育、兒童教育、文

化節慶、空間再利用、里山里海、活力銀髮族…

3) 計畫參與人數：10-20人

4) 國籍：3-6國 / 特定雙邊

5) 工作語言：英文

6) 國際評估與合作檢視：NVDA, Alliance TM, SCI



國際工作營活動內容
活動內容 工作說明

報到與團隊建立
Welcome and Grouping

團隊認識與建立工作規範1天

社區服務
Community Service

社區服務主題：1+1
工作天數：6-8天

文化交流
Culture exchange

主題文化：1+1
交流活動：1-2天

休息日 Free day 週休2天社區自由探索或微旅行

期末回饋 Farewell Party 回饋與感謝1天

計畫評估 Evaluation 評估：期中與期末1天

國際平台年度工作會議
Int. reporting

國際評估與合作檢視



國際工作營活動內容設計：以大雅十三寮計畫為例
活動元素 活動主題Topics 活動安排 Contents

主題服務工作

認識社區活化議題與做法：
長輩陪伴&空間綠美化
To understand issues and practice on 
community revitalization by elder companion 
& beautify local space.

➢ 社區長輩關懷據點互動
Interact with elders.

➢ 十三寮社造公園維護工作
Maintenance works in community 

park

在地傳統文化
/習俗體驗

社區傳統技藝傳承與創新：獅頭彩繪&普
渡看桌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community 
traditional skills through lion head painting & 
Festival Ceremony

➢ 獅頭彩繪工作坊
Workshop on lion-head painting

➢ 在地傳統普渡看桌民俗工作坊
Ceremony on ghost festival 

traditions

社區交流/在
地生活

傳統農村創新印象：從農地到餐桌的農事
體驗
New impression of Traditional rural 
innovation: from farmland to dining table.

➢ 生態農園採收
Ecological farm harvest

➢ 我是大主廚:農作食材烹飪實作
Cooking with harvest from 
ecological farm

➢ 農村社區發展交流
Roundtable on rur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一週活動行程規劃



DA

Y
上午 下午 晚上 活動內容說明

1 報到、集合
Welcome 

Dinner

1.報到時間：下午 14:00-15:00間

2.集合、社區領隊自我介紹、願景領隊自我介紹

3.破冰活動:遊戲、團員認識、社區領隊介紹

4.團隊默契建立：生活公約、起居動線、注意事項、生

活小組分工

5.住宿空間分配(搭營)

6.Welcome Dinner: 建議計畫首日先是社區領隊、願景

領隊與團員共進晚餐，讓內部先熟絡起來。

7.明日行程說明

2
活動目標說明

社區巡禮
服務工作(1)

團員回饋、

領隊提醒、

休息

1.活動目標說明：社區介紹計畫、分享社區期待、向團

員說明計畫過程將學習、觀察到哪些「在地知識」

2.主題服務工作：說明工作目的、標準、技巧要領等

3.社區晚餐：與社區居民/重要關係人一同晚餐

4.明日行程說明

3
社區議題工作

坊服務工作(2)
文化體驗(1)

1.社區發展議題工作坊(約2小時)：邀請社區人士就計畫

主題做社區發展現況的分享。例如：現況或轉型面臨

到的挑戰、社區優勢、青年在社區的發展等；也可以

邀請團員就社區發展做發想、經驗分享與提供建議。

2.文化體驗：說明背景脈絡及強調特色

3.明日行程說明



DAY 上午 下午 晚上 活動內容說明

4 服務工作(3) 社區交流(2) 逛夜市

1.在地夜市之旅，建議9:00前回到社區

2.領隊宣布歡送會團員需準備的工作或服務分享內

容

3.社區交流：讓團員參與社區日常的活動，藉以深

化與居民的交流、能令團員更認識社區文化

4.明日行程說明

5 服務工作(4) 文化體驗(2) 歡送晚會準備

1.歡送晚會準備：團員就所分配的工作或服務心得

分享的呈現做準備

2.明日行程說明

6 服務工作(5)
文化體驗(3)

歡送晚會準備

歡送晚會 / 

Farewell 

Dinner

歡送晚會：形式可以是與社區居民聚餐交流活動、

也可以是團隊內部晚餐分享時間。

7

計畫成果評

估、

個人行李打

包

午餐後恢復場

地、團體照

1.成果評估：社區向團員說明本次計畫整體服務成

果、為社區創造的改變、居民回饋等；團員給予

社區回饋

2.評估工具：五指評估、雷達圖，並分享。

3.下午兩點結束、離開社區

4.願景領隊與社區進行計畫評估會議



四天三夜活動行程規劃



DAY 上午 下午 晚上 活動內容說明

1

報到、集合

活動目標說

明

社區巡禮

Welcome 

Dinner

1. 報到時間：下午 14:00-15:00間

2. 集合。社區領隊&願景代表分別自我介紹

3. 活動目標說明：社區介紹計畫、分享社區期

待、向團員說明計畫過程將學習、觀察到哪

些「在地知識」

4. 破冰活動:遊戲、團員認識、社區領隊介紹

5. 團隊默契建立：生活公約、起居動線、注意

事項、生活小組分工

6. 住宿空間分配(搭營)

7. Welcome Dinner: 建議計畫首日先是社區領

隊、願景領隊與團員共進晚餐，讓內部先熟

絡起來。

8. 明日行程說明

2 服務工作(1) 文化體驗(1)

社區交流、

團員回饋、

領隊提醒、

休息

1. 主題服務工作：說明工作目的、標準、技巧

要領等

2. 文化體驗：說明背景脈絡及強調特色

3. 社區交流：可於晚餐時間適當邀請社區相關

人士與團員交流對談，加深社區印象

4. 隨時注意安全性

5. 明日行程說明



DA

Y
上午 下午 晚上 活動內容說明

3

服務工作(2)

社區議題工作

坊

文化體驗

(2)

社區交流、

團員回饋、

領隊提醒、

休息

1. 社區發展議題工作坊(約2小時)：邀請社

區人士就計畫主題做社區發展現況的分享。

例如：現況或轉型面臨到的挑戰、社區優

勢、青年在社區的發展等；也可以邀請團

員就社區發展做發想、經驗分享與提供建

議。

2. 明日行程說明

4

計畫成果評估、

團體照

個人行李打包

午餐後恢

復場地

1. 成果評估：社區向團員說明本次計畫整體

服務成果、為社區創造的改變、居民回饋

等；團員給予社區回饋

2. 評估工具：五指評估、雷達圖，並分享。

下午兩點結束、離開社區

3. 願景領隊與社區進行計畫評估會議



活動規劃資料準備

1) 社區自評表：人力、空間、食宿、緊急醫療…

2) 社區計畫簡介中、英文版：一月中旬提供

3) 國際志工行前通知Infosheet：五月底前提供



社區計畫宣傳招募策略
1) 疫情後各項成本節節上漲，歐洲青年優先參與歐陸計畫意願可能

較高，到亞洲參與計畫招募挑戰高，可以日韓國際青年優先。

2) 即便有各國簽訂互惠合作協議，仍無法評估實際有意願來台的青

年人數，建議各計畫國際青年至多招募5人。

3) 招募策略：

 計畫天數可規劃7-10日間，國際志工可參與2-3計畫

 重點主題計畫推薦

 計畫優先保留名額：西班牙(SVI)、日本、墨西哥

 特定國家組團 (特定聯繫日本、韓國)

4) 建議：各社區可同步招募在台國際生或外籍青年

5) 小結：2023年國際青年召募不穩定性非常高，不要過度期

待



計畫副領隊培訓及媒合：

112年度國際工作營社區培訓課程

1) 培訓課程時間：五月中旬

2) 對象：社區代表派訓，及外縣市有意願爭取擔

任社區副領隊的青年報名參與課程

3) 課程結束後進行媒合面談

4) 錄取名單公告後即由社區進行運用，一起投入

籌備工作



社區輔導及訪視規劃

1) 未有辦理過國際志工計畫的社區：1-4月間計畫執行前

籌備盤點訪視、活動開始第二天進行計畫執行訪視

2) 已有舉辦過國際工作營的社區：進行期中訪視，或視社

區需求，由訪視員帶領期中評估分享或期末成果評估。

3) 舉辦過兩次以上的社區：視情況由副領隊回報計畫執行

成果或視社區需求於計畫期末成果評估會議時訪視。



新手社區國際化步驟

1) 建立工作團隊：英語、社區方案規劃、團隊領

導、社區溝通、資源整合

2) 資源盤點-符合國際工作標準

3) 建立工作標準：社區、都市、國際

期程/工作分工/資料表單化/英語/跨文化/團隊為主

4) 從社區常態工作到社區發展遠景

5) 先亞洲後歐洲/社區新住民

6) 累積資源（人脈網絡）與工作經驗

國際工作營_社區自評表.pdf
國際工作營_社區自評表_20221220.docx


熟手社區精進思維

1) 社區定位：地球村思維如世界的南簡

2) 社區比一比：社區特色、國際行銷特色

3) 在地就是國際：發掘在地特色、社區故事

4) 跨多元與跨界工作力

5) 邁向永續發展（結合企業ESG新思維，社區工作

的三重面向理論）



社區邁向永續發展：
從企業ESG三面向來檢視社區工作成果



社區工作的整合性思考
邁向SDGs永續發展目標



影響力導向的社區工作：Logic Framework
以終為始，建立與企業合作的對話基礎

Community 
and project 
Type 社區及
活動類型

Input
投入/
資源

Output
所舉辦的活動

Outcome
活動成果

Impact
改變、效益
與影響

結合ESG三面向

台西工作營
台西照片馬拉
松與世界童玩
展

5.4萬
20位志
工

1. 美麗台西照片展
2. 舉辦國際童玩展
3. 海岸生態維護

1. 400張精選照片
2. 20張精選照片，製

成明信片
3. 超過2500人次，透

過照片認識社區
4. 超過2500人次，體

驗各國童玩
5. 募集超過60樣各國

童玩

1. S:媒體報導，
帶動社區微旅
行的風潮

2. G:更多外來遊
客來訪台西，
帶動觀光消費

3. G:每年約700-
800青年到台
西參加培力



總結

1) 社區心態：讓國際青年參

與社區日常

2) 持續的常態工作，不要為

計畫而計畫

3) 跨界力/跨文化工作習慣

與能力：草根國際力-社區

做為全球服務的基礎

4) ESG方案管理思維與國際

工作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