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合會 108 年度「海外服務工作團」專案志工
聯合招募報名簡章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國合會）海外服務工作團自民國 85 年開辦，派遣
符合夥伴國家需求之志工赴駐地服務，迄今共計已派遣 752 人次遠赴 39 個國家服務。

招募說明


報名時間：108 年 6 月 1 日至 7 月 8 日



派遣國家：索羅門群島、史瓦帝尼、烏干達



預定派遣時間：視海外合作單位而定，於 108 年 9 月起陸續派遣



服務期程：專案志工(配合國合會計畫)依各需求而定， 原則上至少 6 個月



派遣人數：預定招募 4 人（依甄選成績總分擇優錄取，倘成績未達標準即不足額錄
取）
，志工需求項目表請詳附件。



本會提供之支持：服務前教育訓練、國內體檢、赴離任最直接航程經濟艙來回機票
乙張、生活津貼、海外醫療及急難救助保險等，另由海外合作單位提供住宿。



報名資格：

（1） 基本資格：
（a）具有中華民國國籍。
（b）年齡：年滿 20 歲以上，不超過 65 歲。
（c）學（經）歷：國內外大專畢業，或具 5 年（含）以上相關工作經驗（註：在
學者於派遣前取得畢業證書即可，惟須提供在學證明）。
（d）男性須役畢或免役。
（2） 專業資格：視海外合作單位所需，依各招募項目說明為準。

報名及派遣程序
一、 報名方式及流程說明：
1. 請於 108 年 7 月 8 日前，至本會海外志工入口網完成報名，網址如下：
http://web.icdf.org.tw/ICDF_VOLUNTEERS/PubVT
2. 註冊成為會員並點選入口網左方「會員資料」填寫個人報名資料。
3. 點選「最新消息」中之招募訊息，選擇合乎個人條件及興趣之項目（每人至多
可選擇報名三項），完成報名程序。
二、 報名前請預先準備下列資料，以減少您填寫報名系統之時間：



中、英文履歷及自傳（自傳約 500 字左右）



身分證正反面電子檔、護照個人完整資料頁電子檔



男性須檢附退伍令或免役證明電子檔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電子檔



106 年 6 月後取得之語文檢定成績單電子檔（語言能力要求詳如表一；倘
無語文檢定證明，可參加本會舉辦之外語筆試作為語言能力證明）



工作/志願服務經驗相關證明文件電子檔（倘有可選擇繳交）



證照資格或相關訓練證明電子檔（倘有可選擇繳交；具國家專門職業級技
術人員考試證書、職訓局證照，或相關專業研修課程結業證明等尤佳）

三、 審查流程：
志工招募審查分兩階段，第一階段為報名資料書面審查，第二階段為面試甄選（含
外語口試），通過書面審查者將另行通知參加面試，說明如下：
1. 書面審查：本會將於報名截止後進行書面審查，檢視報名資格並參酌報名資料
完整度，另行通知合格者參加面試甄選。
2. 面試甄選：書面審查合格者將通知參加面試，本階段含以下兩項測驗內容1:
(1) 綜合面試(需達 70 分以上)
(2) 外語口試(需達 70 分以上)：英文為必要之口試科目。
四、 結果公布：
通過面試甄選者，本會將依據各駐在國需求進行遴選作業，並在網站公佈志工候
選人名單。
五、 本案相關作業預定時程：


報名時間：6 月 1 日(六)至 7 月 8 日(一)



書面資料審核：7 月 9 日(二)至 7 月 15 日(一)



面試時間：7 月 27 日(六)2



公布錄取名單：8 月 5 日(一)前



報到：8 月 9 日(五)前



服務前教育訓練： 8 月 22 日(四)3；服務時間 1 年以上者，訓練時間為 8 月
22 日至 8 月 28 日

六、 啟程赴任：視合作單位而定，於 108 年 9 月起陸續派遣。
七、 本會保留招募變動之權利。
八、 倘對以上報名資訊有問題，請電郵本會志工小組信箱: tov@icdf.org.tw，或於上班
日電洽本案聯絡人：02-2873-2323 馮小姐（分機 310）

1

倘無法提供符合本會規定之相關語言能力證明者，則當天須參加外語筆試

2

面試無法擇期亦無法以視訊或其他方式替代，請務必將時間先行空出，避免影響您的權益。

3

教育訓練原則上均為全日之課程，另得視需要額外安排專業訓練。

表一、語言能力說明

測驗類別

成績標準

英語能力測驗（FLPT）

聽力、用法、字彙與閱讀總分150分以上

西語或法語FLPT

聽力、用法、字彙與閱讀總分150分以上

DELE 西班牙語言檢定考試

A2 等級以上

托福電腦化測驗(iBT)

75分以上

國際英文語文測試（IELTS）

4.5分以上

全民英語能力檢定(GEPT)

中級以上(含初試及複試)

傳統多益測驗（TOEIC）

聽讀550分以上

新版多益測驗（TOEIC）

聽讀均為275分以上

劍橋大學英語認證(BULATS)

ALTE Level 2

◎其它官方語文考試檢定請直接附上成績單，本會保有評估之權力。
◎報名時未有語言成績證明文件或證明文件已過期者，可於面試甄選當日參加本會
所舉辦之語言能力測驗，通過測驗者視為合格。
註：報名者可提供以下任一語言能力證明文件：
(1) 成績證明：須提供 2 年內取得（106 年 6 月 1 日以後取得）之語言檢定成績單，成績分數
對照標準如上表（未達標準或文件過期者視為無效證明，請勿提供）。
(2) 就讀國外大學以上學歷之畢業證書，且證書須於 2 年內（106 年 6 月 1 日）以後取得。
(3) 報名時無上述證明文件或文件已過期者，可於面試甄選當天參加本會語言能力測驗。

附件
國合會 108 年度海外服務工作團專案志工聯合招募項目
(索羅門群島、史瓦帝尼、烏干達)

索羅門群島


※資料來源：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地理位置及氣候：索羅門群島為南太平洋地區第三大島國，處於地震帶，地形包括平原、高山、森林及珊瑚礁等。陸地面積約 2
萬 8 千平方公里，90％以上為熱帶雨林所覆蓋，為南太平洋重要漁場。屬熱帶氣候，年平均溫 28 度。



語言：官方語言為英語，惟因全國九省之間海洋隔絕，地方方言多達 87 餘種。



治安：索國近年來因貧富差距急速拉大且物價飛漲，人民相對剝奪感已漸成社會不穩定因素，治安狀況不佳。考量志工安全，本
會派至索國之志工將由國合會計畫相關成員就近照顧，故安全較無虞。



生活：索國總人口約 60 萬餘人，主要為美拉尼西亞人(Melanesian)。土產食物如樹薯、甜薯及芋頭等根莖類農產價格便宜；進口
物品及日常用品多質量不佳，平均物價約為我國 4 到 5 倍。



計畫介紹：豬肉為索國人民日常生活攝取蛋白質的重要來源，惟部分地區養豬技術仍較為落後，致產量無法滿足日常所需。志工
協助計畫成員辦理豬隻健康安全宣導、訓練獸醫助手及檢疫人員等，加強當地對於豬隻健康之相關知識，以增加索國豬隻生產量
及豬肉供應量。(計畫連結)
編號

合作單位

1

索羅門養豬整合
計畫

服務項目

獸醫

服務內容

1.收集豬場病例並進行資料彙整
2.指導當地員工基礎獸醫知識
3.協助推廣寄生蟲防治與肉品衛生
觀念

地點

服務
期程

領域

Guadalcanal島

6個月

農業

期望具備能力/知識/特質

獸醫相關科系畢業

語言要求

學歷
要求

工作
資歷

服務時數
(每週)

中階英語

大學

無要求

40

備註

無

史瓦帝尼(原史瓦濟蘭)


※資料來源：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國合會歷屆志工編寫之駐地手冊

地理位置及氣候：史瓦帝尼為位於非洲南部之內陸國，北、西、南為南非所包圍，東面與莫三比克相鄰。氣候屬南半球亞熱帶型，
年雨量約 900 公釐，每年 9 月至翌年 3 月為雨季。



語言：英語為官方語言，一般社會大眾語言為史瓦濟語(Siswati)，兩者皆為官方語言。



治安：史國治安狀況尚稱良好，惟近年來受鄰國南非及莫三比克犯罪率升高影響，以及失業率近 27%，偶有搶劫、闖入住宅竊劫
等犯罪情事。



生活：總人口約 120 萬，主要族裔是史瓦濟族人。史國生鮮蔬果、海鮮類、罐頭及日常用品多數自南非進口，供給大致無缺，然
種類式樣較少、價格較高。



計畫介紹：史瓦帝尼孕產婦及嬰兒健康狀態及照護議題是該國 2022 年國家發展策略極為重視項目之一，本計畫延續第一期成果，
計畫執行範圍擴大至境內擇定之各級醫療院所，透過強化史國醫療照護機構功能，提升孕產婦及嬰兒保健效能。志工將協助流行
病學統計資料之分析，讓計畫執行成效更佳。(計畫連結)
編號

合作單位

史瓦帝尼孕產婦
2 及嬰兒保健功能
提升計畫(第二期)

服務項目

服務內容

公衛

1.協助數據分析前的資料整理，如
蒐集與清理史國婦幼健康照護資料
(data clearance)
2.使用R或SAS或STATA等軟體進行
統計分析與資料視覺化
3.協助計畫團隊流行病學研究相關
業務

地點

史瓦帝尼

服務
期程

6個月

領域

公衛

期望具備能力/知識/特質

語言要求

1.公衛/統計相關系所畢業或
有公衛領域研究之經驗
中階英語
2.會使用R或SQL語言尤佳

學歷
要求

工作
資歷

服務時數
(每週)

大學

無要求

40

備註

如能服務一年尤佳

烏干達


※資料來源：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地理位置及氣候：烏干達係位於非洲東部之內陸國，與蘇丹、肯亞、剛果民主共和國、坦尚尼亞、盧安達交界。屬熱帶氣候，白
天日照強烈，年平均氣溫約攝氏 26 度，全年氣候大致涼爽宜人。



語言：英語。



治安：治安尚可，入夜後不宜外出。



生活：烏國人口約 4,085 萬餘人，烏國以農業為主要經濟來源。多以米飯、煮食蕉、玉米粉、樹薯為主食，葉菜類較為少見。物
價較我國略低。



計畫介紹：烏干達境內收容近 136 萬來自南蘇丹、民主剛果及蒲隆地之難民，為世界第三大難民收容國。烏國雖已制訂對難民友
善及鼓勵自立之相關措施，但難民移居新環境後仍需一段時間融入當地生活及文化，在該國仍屬弱勢的一群，尤其以女性為甚。
配合烏國要求難民援助計畫受惠對象需含 30%當地居民之政策，志工服務時將前往社區提供難民及當地社區居民有關製作布衛生
棉之技巧及衛教知識。(計畫連結)
編號

3

合作單位

烏干達難民營婦
女援助計畫

服務項目

服務內容

公衛

1.執行田野調查及每週向位於烏干
達首都康培拉(Kampala)的總部回
報計畫進度
2.將計畫相關人事物撰寫成故事，
每週分享於網站(中英文不限，能以
英文撰寫尤佳)
3.協助當地雇員執行專案

地點

Kampala

服務
期程

6個月

領域

期望具備能力/知識/特質

公衛

1.公衛/人文社會/語言相關
科系畢業
2.溝通能力良好
3.具備在不同環境之生活適
應能力

語言要求

高階英語

學歷
要求

大學

工作
資歷

1-3年

服務時數
(每週)

備註

40

(1)本計畫係與Love Binti合作，需求人
數2人
(2)服務時間為週一至六，一週總時數不
超過40小時
(3)為瞭解難民相關計畫執行情形，志工
須不定期至首都以外地區出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