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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合會 107 年度「海外服務工作團」第三梯次長期海外志工暨專案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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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9 人次遠赴 39 個國家服務。 

招募說明 

 報名時間：107 年 8 月 10 日至 9 月 9 日止 

 派遣國家：馬紹爾、帛琉、索羅門群島、史瓦帝尼(原史瓦濟蘭)、貝里斯、薩爾瓦

多、宏都拉斯、巴拉圭、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泰國 

 預定派遣時間：依需求而定，於 107 年 10 月下旬起陸續派遣 

 服務期程：長期志工為 1 年；專案志工(配合國合會計畫)依各需求而定，2 個月至 6

個月不等 

 派遣人數：預定招募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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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歲以上、65 歲以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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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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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9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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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配合本會現行志工壽險及意外險投保標準 

http://web.icdf.org.tw/ICDF_VOLUNTEERS/Pub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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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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前強烈建議預先準備下列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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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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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綜合面試(需達 70 分以上) 

(2) 外語口試(需達 70 分以上)：英文/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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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人名單後辦理核錄說明會。 

五、 本案相關作業預定時程： 

 報名時間：8 月 10 日(五)至 9 月 9 日(日) 

 書面資料審核：9 月 10 日(一)至 9 月 12 日(三) 

 面試時間：9 月 15 日(六)3 

 公布錄取名單：9 月 19 日(三) 

 確認報到意願：9 月 25 日(一)前 

 服務前教育訓練：長期志工訓練時間為 10 月 12 日(五)至 10 月 16 日(二)（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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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面試無法擇期且無法以視訊方式替代，請務必將時間先行空出，避免影響您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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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天）4；專案志工為 10 月 12 日(五)； 

 啟程赴任：依各需求而定，於 107 年 10 月下旬起陸續派遣。 

六、 本會保留招募變動之權利。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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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小姐（分機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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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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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內取得（105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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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本會將另為前往西語國家服務且零西語基礎者安排 3 天語言訓練課程，時間另訂之；服務前教育訓練為整日

之課程，除緊急事病假外須全程參加，缺席超過課程時數達 4 小時者將喪失派遣資格。 

mailto:tov@icd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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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紹爾 

 地理位置及氣候：馬紹爾位於位於太平洋中西部，由兩列大致平行之 24 個環礁（Atoll）及 5 個小島組成，東部為日出列島（Ratak 

Chain），西部為日落列島（Ralik Chain）。面積 181 平方公里；全境屬海洋性熱帶氣候，終年氣溫炎熱，雨量豐沛，年平均溫度

為攝氏 30 度。 

 語言：當地主要語言為英語及馬紹爾語。 

 治安：治安大抵尚可，惟須避免夜間外出。 

 生活：馬國人口約 7.2 萬人。多數內向拘謹，初次見面，多加觀察，舉止有禮、態度保守為宜。所有民生物資均仰賴進口，故物

價較為昂貴，約為臺灣 2 至 3 倍價格，另生鮮蔬果較為缺乏。餐廳數量不少，約有接近 20 間，涵蓋中式、西式和馬紹爾當地料理。 

 

 

 

 

 

編號 需求單位 服務項目 服務內容 需求人數
服務

期程
領域 期望具備能力/知識/特質 語言要求

學歷

要求

工作

資歷
備註

1
馬紹爾教育體育暨

訓練部
體育教練

1.協助針對學校及社區指導體育基本知識

2.提供基礎運動防護服務
2 1年 教育

1.具基礎運動防護專長

2.具壘球或籃球專長尤佳
中階英語 大學 3年

長期志工

1.需求為2人。

2.週末偶爾需配合工作。

※資料來源：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國合會歷屆志工編寫之駐地手冊 

附件 
國合會 107 年度海外服務工作團第三梯次長期海外志工暨專案志工聯合招募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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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琉 

 地理位置及氣候：帛琉共和國位於菲律賓群島以東 500 公里，由 8 個主要島嶼及約 340 個火山岩小島組成，面積約 488 平方公里

氣候。全境屬熱帶雨林氣候，年平均溫度約攝氏 27 度。雖位於赤道附近，但鮮少受到熱帶氣旋影響。 

 語言：當地主要語言為英語和帛琉語 

 治安：治安大致良好。 

 生活：帛琉屬母系社會，女性傳統上主掌土地所有權及酋長之任免，甚可左右政治人物當選。全國分為 16 個州，人口約 1.75 萬

人，七成居住於最大城科羅(Koror)州。國內主要經濟產業為漁業和旅遊業。民生用品大多仰賴進口，故價格偏高，水果蔬菜選項

有限。 

 

 

 

 

編號 需求單位 服務項目 服務內容 需求人數
服務

期程
領域 期望具備能力/知識/特質 語言要求

學歷

要求

工作

資歷
備註

2 帛琉自然資源部 環境規劃

1.協助自然資源部強化生物多樣性之保育、復

育項目整合能力

2.運用GIS系統，提供環境開發相關資訊予利

害關係人做為決策參考。

1 1年 環境 環境科學相關領域畢業或有相關領域實務工作經驗 中階英語 大學 3年 長期志工

※資料來源：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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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羅門群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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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索羅門蔬果改善計畫、(2)索羅門糧食作物改善計畫 

 

 

 

 

編號 需求單位 服務項目 服務內容 需求人數
服務

期程
領域 期望具備能力/知識/特質 語言要求

學歷

要求

工作

資歷
備註

3

索羅門蔬果改善計

畫

索羅門糧食作物改

善計畫

農園藝

1.協助示範田間管理

2.協助支援學校與機關參訪示範農場

3.農民訓練講習

1 6個月 農業
1.農藝或園藝相關科系畢業

2.具田間實務操作經驗者佳
中階英語 大學 無要求

專案志工

協助團部本場及輔導校園農場

資料來源：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http://www.icdf.org.tw/ct.asp?xItem=36096&ctNode=29909&mp=1
http://www.icdf.org.tw/ct.asp?xItem=36102&ctNode=29909&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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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瓦帝尼(原史瓦濟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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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偶有搶劫、闖入住宅竊劫

等犯罪情事。 

 生活：總人口約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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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瓦濟蘭孕產婦及嬰兒保健功能提升計畫、計畫影片 

 

 

 

 

編號 需求單位 服務項目 服務內容 需求人數
服務

期程
領域 期望具備能力/知識/特質 語言要求

學歷

要求

工作

資歷
備註

4
史瓦帝尼

教育部
電機教學

於史瓦濟蘭科技大學進行授課及協助相關教學

活動
2 1年 教育

1.具電機工程碩士學位

2.曾修習中學教師教育學程中，並獲頒教師證書者佳。

3.具指導工作經驗者佳。

高階英語 碩士 1-3年

長期志工

1.需求為2人。

2.週末偶爾需配合工作。

5

史瓦濟蘭孕產婦及

嬰兒保健功能提升

計畫

資訊 協助合作單位設置機房及提供建議 1 2個月 資訊

1.資通訊相關科系畢業

2.具備微軟SQL Server、Share Point相關證照

3.具良好電腦系統、軟體、網路及相關設備綜合解決能

力或機房建置及資料庫管理經驗者尤佳

中階英語 大學 1年 專案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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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icdf.org.tw/ct.asp?xItem=38166&ctNode=29902&mp=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LlHCKcRTMA&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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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里斯  

 地理位置及氣候：貝里斯位於中美洲東北部，東瀕加勒比海，北接墨西哥，西邊、南邊與瓜地馬拉為鄰，東西寬 180 公里，南北

長約 260 公里，包括 450 個小島，是北半球擁有最長海岸線的加勒比海國家。當地屬亞熱帶氣候，年平均溫為 27 ℃，另 6 月至

11 月為颶風季節。 

 語言：英語為官方語言，另約有半數人使用西班牙語。 

 治安：貝里斯人口少，於 2017 年經統計每 10 萬人 37 件謀殺案，名列全球前 10 高犯罪率國家。國人赴貝應注意財不露白，身上

避免穿戴貴重之飾物，夜間並避免單獨外出，倘於貝國節慶期間如聖誕節赴貝旅遊時，尤需特別注意自身安全。 

 生活：貝國人口約 38 萬餘人，人口組成包括克里歐人（Creoles，非洲與歐洲人種混合）、加利福納人（Garifuna，非洲人與印第

安人混合）、馬斯提佐人（Mestizo，西班牙與印第安混合）、馬雅人（中美洲原住民）等。市場生鮮食物如牛、羊、雞肉，魚蝦、

乳品、青菜瓜果、麵包供應充足；日常用品因多賴進口，昂貴且品質較差。 

 計畫介紹：(1)貝里斯羊隻品種改良計畫 (2)貝里斯交通監理資訊服務系統計畫  (3)貝里斯慢性腎衰竭基礎防治體系建構計畫、計

畫影片 

 

 

 

 

資料來源：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經濟部投資業務處、中美洲經貿辦事處、國合會歷屆志工編寫之駐地手冊 

編號 需求單位 服務項目 服務內容 需求人數
服務

期程
領域 期望具備能力/知識/特質 語言要求

學歷

要求

工作

資歷
備註

6
貝里斯羊隻品種改

良計畫
電腦資訊

1.協助計畫營養需求演算公式設計或手機APP

開發(Android系統)，供貝國推廣官員及農民

使用

2.協助提供貝國種羊認證網站建立之諮詢

3.教導如何管理及操作計畫臉書粉絲專頁

4.協助排除計畫電腦設備問題

1 3個月 資訊

1.資工、資管或農業相關科系畢業

2.有網頁、資訊系統及APP設計相關經驗(熟稔Java、

C++)

3.具電腦軟硬體修繕能力尤佳

中階英語 大學 無要求 專案志工

http://www.icdf.org.tw/ct.asp?xItem=33645&ctNode=29938&mp=1
http://www.icdf.org.tw/ct.asp?xItem=43500&ctNode=29938&mp=1
http://www.icdf.org.tw/ct.asp?xItem=36349&ctNode=29938&mp=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vq2pNuMO8M&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vq2pNuMO8M&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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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需求單位 服務項目 服務內容 需求人數
服務

期程
領域 期望具備能力/知識/特質 語言要求

學歷

要求

工作

資歷
備註

7
貝里斯交通監理資

訊服務系統計畫
電腦資訊

1.擔任系統操作種子教師，訓練貝國人員

2.協助駐點蒐集系統使用問題與操作需求

3.協助將監理站紙本資料數位化

4.協助電腦硬體問題初步診斷與障礙排除

5.協助計畫相關活動

1 6個月 資訊

1.資訊相關科系畢業

2.具資訊教學相關經驗、程式撰寫或電腦硬體修繕經驗

者佳

3.英語聽、說能力佳

中階英語 大學 無要求 專案志工

8

貝里斯慢性腎衰竭

基礎防治體系建構

計畫

公衛

1.協助計畫社區資料調查統計分析相關工作

2.協助社區調查文獻探討資料蒐集

3.協助社區腎臟病推廣活動訪查

1 4個月 公衛

1.公衛、護理或醫學相關科系畢業

2.具流行病學統計分析與衛教經驗

3.中階英文程度但聽說能力佳。

中階英語 大學 無要求

專案志工

本需求服務時間至明年1月31

日止



國合會 107 年度海外服務工作團第三梯次長期海外志工暨專案志工聯合招募報名簡章 

 

薩爾瓦多  

 地理位置及氣候：薩爾瓦多位處中美洲北部，為中美洲面積最小的國家，西北鄰接瓜地馬拉，東北與宏都拉斯交界，西面濱臨太

平洋。薩國以農業及火山著稱。沿海和低地氣候濕熱，山地氣候涼爽，年平均氣溫在攝氏 17-25 度。 

 語言：主要使用西班牙語。 

 治安：近年受經濟不景氣影響，失業率及社會犯罪率均高，社會治安差，經聯合國評比為全球犯罪及暴力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考

量志工安全，本會派至薩國之志工將由計畫相關成員就近照顧，故安全較無虞。 

 生活：薩國人口約 652 萬餘人，主要為印歐民族。由薩國自行生產或自瓜國進口之農產品價格尚適中，其他進口貨則較為昂貴。

當地餐廳係以玉米餅為主食。惟中餐廳、日本料理、西班牙、義大利、阿根廷、秘魯及美式餐廳相當普遍。 

 計畫介紹：(1)薩爾瓦多地理資訊系統應用能力提升計畫 (2)薩爾瓦多地方特色產業發展計畫   

 

 

 

 

 

資料來源：外交部領事事務局、中美洲經貿辦事處 

編號 需求單位 服務項目 服務內容 需求人數
服務

期程
領域 期望具備能力/知識/特質 語言要求

學歷

要求

工作

資歷
備註

9

薩爾瓦多地理資訊

系統應用能力提升

計畫

系統開發
與薩國環境部資訊人員共同合作，協助線上環

評系統子模組之系統分析、開發
1 6個月 資訊

1.熟悉PHP、.NET、SQL等程式語言

2.資訊、電機或應用數學相關科系畢業或具備撰寫程

式、使用編輯器能力

3.具備業務流程管理與軟體開發經驗尤佳

中階英語

基礎西語
大學 無要求 專案志工

10
薩爾瓦多地方特色

產業發展計畫
手工藝教學

協助San Sebastian手工藝紡織合作社成員導

入具主題性之布偶、布包開發製作，以及提升

成品精緻程度。

1 3個月 其他

1.具手工藝毛線編織、布偶製作教學經驗(請於報名時

提供作品照片供參)

2.對手工藝創作具有熱忱、樂於與人接觸

3.具備中階英語或中階西語能力

中階英語 大學 無要求 專案志工

http://www.icdf.org.tw/ct.asp?xItem=44013&ctNode=29935&mp=1
http://www.icdf.org.tw/ct.asp?xItem=43192&ctNode=29935&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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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都拉斯  

 地理位置及氣候：宏都拉斯位於中美洲心臟地帶，面積共 112,492 平方公里。與瓜地馬拉、薩爾瓦多、尼加拉瓜為鄰，北鄰加勒

比海，主要為山地地形，內陸則為平原，海拔約 1,000 公尺，屬於熱帶氣候，年平均溫度約攝氏 20 度左右。全年分乾、濕兩季，

6-10 月為雨季。 

 語言：當地主要語言為西班牙語，少數人通英語 

 治安：治安不佳，尤以首都及北部工商業中心汕埠(San Pedro Sula)為甚，須避免在外獨行或穿著華麗，但於其他城市治安狀況較

好。 

 生活：首都為德古西加巴(Tegucigalpa)，宏國人口約 911.2 萬人（2017），多為印第安族與西班牙移民混血後裔。國內主要經濟

產業為生產製造業，其次為農漁牧業，國內農牧產品富饒。 

 計畫介紹：宏都拉斯乾燥走廊社區災難韌性提升計畫 

 

 

 

 

 

 

※資料來源：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國合會歷屆志工編寫之駐地手冊 

編號 需求單位 服務項目 服務內容 需求人數
服務

期程
領域 期望具備能力/知識/特質 語言要求

學歷

要求

工作

資歷
備註

11

宏都拉斯乾燥走廊

社區災難韌性提升

計畫

計畫成果調查

1.透過問卷施作，調查計畫受益社區終線值，

比較計畫介入前後之差別，並協助撰寫成果調

查報告(英文)

2.配合需求，協助計畫相關社區活動

1 3個月 農業

1.農業或社會科學相關科系畢業

2.具設計問卷及執行訪談之能力

3.具有２年以上田野調查經驗

4.具乾旱及氣候變遷情境下之永續農業策略執行經驗尤

佳

中階西語 大學 2年

專案志工

1.預計派遣時間為11月。

2.本計畫是與國際關懷協會宏

都拉斯分會(CARE Honduras)

合作，故報名者還須參加

CARE所安排之視訊面試

http://www.icdf.org.tw/ct.asp?xItem=46028&ctNode=29934&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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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圭 

 地理位置及氣候：巴拉圭位於南美洲中部，東接巴西，西南鄰阿根廷，西北界玻利維亞，為一內陸國家。屬亞熱帶氣候，年平均

溫 24.5℃，夏季由 10 月到次年 3 月底，夏季平均是 31℃，但偶爾會有幾天超過 40℃。冬季由 6 月到 8 月，平均為 14.5℃，然

而，在南部某些省分於夜間還可能降到零度以下與降霜。 

 語言：以西班牙語和瓜拉尼語(Guaraní)為主 

 治安：巴拉圭整體經濟情勢好轉，惟社會治安未見改善，宜避免單獨行動或攜帶過多現金及貴重首飾等。 

 生活：巴國總人口有 678 萬餘人，包括原住印第安人、與西班牙人混血以及日本、韓國等國移民。一般民生必需品不虞匱乏，在

大小型超市均可購得。原物料產品如麵粉、糖、鹽及本地生產之蔬果等價格均較我國為低，至進口食品、蔬果、海鮮，日用品如

嬰兒用品、文具用品、家具、抽取式面紙，科技類產品如車輛、電腦及其週邊產品等之價格均較我國高。 

 計畫介紹：巴拉圭醫療資訊管理效能提升計畫、計畫影片 

 

 

 

編號 需求單位 服務項目 服務內容 需求人數
服務

期程
領域 期望具備能力/知識/特質 語言要求

學歷

要求

工作

資歷
備註

12 巴拉圭計畫部
固體廢棄物

管理

1.設計適合當地(Independencia, Guaira)之廢

棄物管理計畫，由源頭改善固體廢棄物處理而

減量，協助針對學校及社區進行廢棄物減量宣

導。

2.協助管理垃圾掩埋場

3.協助並輔導廢棄物回收廠商設立

1 1年 環保

1.同時具備垃圾分類及掩埋場3年以上工作經驗尤佳

2.或僅擁有垃圾分類或掩埋場3年以上工作經驗其中之

一者亦可

初階西語 碩士 3年
長期志工

週末偶爾需配合工作。

13
 巴拉圭醫療資訊

管理效能提升計畫
資訊管理

1.協助推廣HIS系統及教學訓練

2.協助處理HIS系統使用者回報問題

3.協助製作各醫院網路架構圖

1 6個月 資訊

1.資訊工程、公衛或西文相關科系畢業

2.具中階以上英文能力，倘會西文尤佳

3.具服務熱忱

中階英語 大學 無要求 專案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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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icdf.org.tw/ct.asp?xItem=33750&ctNode=29943&mp=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_qcwsUGH04&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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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  

 地理位置及氣候：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係由聖啟茨（St. Kitts）及尼維斯（Nevis）二島構成一個國家，兩島由 2 英哩（3.2 公里）

寬之海峽相隔。位於西印度群島背風群島(Leeward Islands)西北部，屬熱帶海洋性氣候，年平均溫度攝氏 25 度。 

 語言：英語為官方語言，另有當地方言克里歐語(Creole) 

 治安：當地治安尚稱良好，近年青少年犯罪雖有增加，凶殺致死案件亦有增多情勢，但多屬組織幫派鬥毆，少有殃及外國旅客。 

 生活：克國人口約 5 萬餘人，人口組成以黑人為多，黑白混血居次。境內以加勒比海飲食文化為主，惟歐美、亞洲及印度等各國

飲食亦相當普遍。一般物價普遍較我國物品貴 2 至 3 倍。由於克國本地幾無生產，食品及日常用品全靠進口，故物價昂貴。 

 計畫介紹：(1)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農業因應氣候變異調適能力提升計畫 (2)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慢性腎臟病基礎防治體系建構

計畫 

 

 

 

 

 

 

 

 

 

 

 

 

※資料來源：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國合會歷屆志工編寫之駐地手冊 

編號 需求單位 服務項目 服務內容 需求人數
服務

期程
領域 期望具備能力/知識/特質 語言要求

學歷

要求

工作

資歷
備註

14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

維斯衛生部
牙科保健 協助牙醫師進行學童牙齒健檢及保健宣導 1 1年 公衛醫療 具備相關學經歷 高階英語 大學 1-3年 長期志工

15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

維斯衛生部
營養衛教

配合醫師、護理師及健康教育家提供相關營養

建議
1 1年 公衛醫療 具備相關學經歷 高階英語 大學 1-3年 長期志工

16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

維斯衛生部
成癮戒治

提供具藥物濫用、酒精、香菸以及其他非法藥

物成癮者諮詢
1 1年 公衛醫療 具備相關學經歷 中階英語 大學 1年 長期志工

http://www.icdf.org.tw/ct.asp?xItem=47766&ctNode=29931&mp=1
http://www.icdf.org.tw/ct.asp?xItem=40751&ctNode=29931&mp=1
http://www.icdf.org.tw/ct.asp?xItem=40751&ctNode=29931&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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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需求單位 服務項目 服務內容 需求人數
服務

期程
領域 期望具備能力/知識/特質 語言要求

學歷

要求

工作

資歷
備註

17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

維斯農業因應氣候

變異調適能力提升

計畫

資訊工程

1.協助架設資料收集伺服器

2.協助建立資訊推播平台

3.協助當地合作人員基礎資訊能力建構

4.協助排除計畫相關資訊疑難問題

1 3個月 資訊

1.資訊工程相關科系畢業

2.具伺服器架設與維護、網站架設、資料庫程式設計能

力

3.具中階以上英文能力，能以英語溝通無礙

中階英語 大學 無要求 專案志工

18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

維斯慢性腎臟病基

礎防治體系建構計

畫

網頁設計

協助建置慢性病(含腎臟病)防治網頁，供政府

單位或民間組織發布活動消息、衛教文章及影

片，提倡健康意識。

1 3個月 資訊 具網頁設計能力(請於報名時提供作品供參) 中階英語 大學 無要求 專案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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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  

 地理位置及氣候：泰國舊名暹邏(SIAM)，位居中南半島之心臟地帶，面積約 51 萬 4000 平方公里。屬北半球熱帶季風氣候，氣

溫在攝氏 19 至 38 度間，年平均溫為 28 度。每年 3 至 5 月為夏季，6 至 9 月為雨季，10 月至翌年 2 月為涼季。 

 語言：當地主要語言為泰語。 

 治安：治安情況尚佳，鮮有犯罪情事發生。 

 生活：泰國總人口約 6,898 萬人，主要有泰族、華裔及印度人等，另在北部山區有各種少數民族，南部有回教馬來族，逾 9 成人

民信仰佛教。建華高中與清萊光復高中均為泰國合法立案之僑校，故可申請臺灣志工教師前往服務，學生多為早期來泰的粵閩籍

華裔第三代，具有華裔的血統或背景，校內以華語溝通無虞。 

 

 
 

資料來源：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國合會歷屆志工編寫之駐地手冊 

編號 需求單位 服務項目 服務內容 需求人數
服務

期程
領域 期望具備能力/知識/特質 語言要求

學歷

要求

工作

資歷
備註

19 泰北清萊光復高中 資訊教學

1.獨立教授專業科目(電腦文書處理)、備課、

協助辦理活動

2.協助維護校內電腦及網路

1 1年 教育
1.具教學熱忱

2.倘有教學相關經驗尤佳
初階英語 大學 無要求

長期志工

1.須擔任導師，含導師時間約

18堂課/週。

2.上課時間為週一至週五晚

上、週六上午。

20 泰北清萊光復高中 數學教學
獨立教授國中部及高中部專業科目、備課、協

助辦理活動
1 1年 教育

1.具教學熱忱

2.倘有教學相關經驗尤佳
初階英語 大學 無要求

長期志工

1.須擔任導師，含導師時間約

18堂課/週。

2.上課時間為週一至週五晚

上、週六上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