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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志工團 

招募簡章 

1. 2022 志願服務計畫包含自然環境保育、支援市府大型活動、新住民文化交流與關懷等方案，

讓服務歷程成為青年就業及創業的社會資產，為青年志工創造學習履歷，並與未來就業技能

接軌。 

2. 志工團分為「青年事務推廣組」及「國際服務組」2 組，錄取並通過培訓課程之志工，將由

青年局統一為志工申辦志願服務紀錄冊，使所有服務志工享有國家保障的權益 (包含：保險、

進修課程、榮譽卡及獎勵等)，各組分責工作如下： 

(1) 青年事務推廣組（以下簡稱「青推組」）：搭起學生與青年局意見交流的重要橋梁，推

廣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各項青年政策、活動，也協助地方社區在經濟、社會及環境事務

的發展。 

(2) 國際服務組（以下簡稱「國際組」）：協助高雄國際化發展，如支援市府辦理大型國際

活動，接待外賓並參與國際事務，也協助地方社區在經濟、社會及環境事務的發展。 

3. 指導單位：高雄市政府 

4.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青年局 

5. 執行單位：台灣志願服務國際交流協會 

6. 招募對象： 

(1) 設籍、就學或就業於高雄之 16-35 歲青年。 

(2) 語言需求： 

(a) 青推組：無需英文能力。 

(b) 國際組：需具備全民英檢中級(須複試通過)，或達同等英檢能力級別，如新版多益

550 分，多益口說 120 分以上。 

(c) 歡迎具備基礎華語聽說能力之外籍青年參加。 

7. 報名方式：採網路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P279f2NBPfDq7M8r7 

8. 報名期間：即日起至 111 年 10 月 31 日截止。 

9. 評選方式： 

(1) 資格初審：111 年 11 月 1 日，以報名資料內容評分。 

(2) 複審通知：111 年 11 月 3 日 (電子信箱或電話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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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複審面試：暫定 111 年 11 月 5 日或 11 月 6 日  

          (電子信箱或電話通知) 

(4) 正式錄取：將以電子信箱或電話通知錄取。  

(5) 審查標準： 

(a)初審（書面審查）考核項目包含： 

⚫ 設籍、就學或就業於高雄市之 16~35 歲青年 

⚫ 符合申請應附文件之規定及國際服務組所需語言檢定之標準 

⚫ 符合應報名日期規定。 

(b)複審原則標準（面試及口試） 

⚫ 青年事務推廣組（請準備 1 分鐘中文自我介紹） 

⚫ 國際服務組 

（請準備 1 分鐘英文自我介紹，全程英文問答，外籍生具有華語聽說程度尤佳）： 

評估面向  青推組-審評指標  佔比  

服務及社團經歷  

40％  

◎相關經歷具完整性、長期持續性及累積性。  15% 

◎服務內容及面向豐富且多元化。  15% 

◎相關社團經驗。  10% 

群眾魅力及影響力  

30％  

◎言語及肢體表達能力。  15% 

◎網路社群經營及其他特殊才能。  15% 

自我目標與期待  

30％  

◎對高雄市政府青年局青年相關政策的瞭解程度。  15% 

◎自我目標是否具行動力，並有持續發展潛力。  15% 

評估面向  國際服務組-審評指標  佔比  

志願服務資歷及國

際參與經驗  

40％  

◎相關經歷具完整性、長期持續性及累積性。  20% 

◎服務內容及面向豐富且多元化。  10% 

◎其他特殊國際經驗。  10% 

英 (華 )語文能力  

30％  

◎英 (華 )文語言檢定標準核定。  20% 

◎一分鐘英文自我介紹（含參加動機）。  10% 

報名網址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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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培訓課程表： 

A.基礎教育訓練課程採線上模式，通過面試錄取的志工逕行上「台北 e 大」網路系統開設的

基礎教育訓練課程，完成「志願服務法基礎課程 6 小時」後獲得證明。此為獲得志願服務紀錄

冊第一步。 

志願服務法基礎法定課程，共計有 3 門課程，課程內容及時數如下：  

 

 

 

 

 

B. 2022 年下半年度志工特殊培訓課程開課日期及地點： 

  日期：暫定 11 月下旬 

地點：暫定蓮潭國際會館 106 教室 

特殊教育訓練課程採實體，共計有 3 門課，課程內容及時數如下： 

此為志願服務紀錄冊第二步，志工兩者皆需完成後才能提出申請志願服務紀錄冊。 

 

 

 

 

 

 

11. 青年將獲得： 

(1) 完整志工培訓課程。 

(2) 志工服務時數認證。 

(3) 「2022 年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志工團」中英文精美證書。 

參加志工團  

自我目標與期待  

30％  

◎對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志工團 -國際服務組的瞭解程度。  10% 

◎自我目標是否具社會教育及學習意義，並有持續發展潛力。 20% 

課程內容 時數 

青年事務發展趨勢 2 小時 

青年事務推廣技能培力 2 小時 

青年志工團隊培力 2 小時 

課程內容 時數 

志願服務的內涵及倫理 2 小時 

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 2 小時 

志願服務經驗分享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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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依培訓期間表現評選傑出志工（青年事務推廣組及國際服務組各 5 名），頒贈獎牌與獎品。 

(5) 納入青年局志工人才庫。 

(6) 由青年局優先推薦參與市府辦理大型活動之志工服務。 

(7) 中華民國國籍之志工享有志願服務法保障及領冊服務。 

 

12. 活動費用：全程免費(含培訓課程、志願服務活動期間午餐及交通接駁)，惟學員需自行抵達

指定集合地點。 

13. 聯絡資訊： 

電話：07-3438100 李小姐 

Email：ingo.se@vtaiwan.org 

14. 主辦單位保留活動彈性調整最終解釋權，如有任何變更內容或詳細注意事項將公布於青年局

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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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將以線上 Google 表單進行）   

2022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志工團-青年事務推廣組 報名表 

個人資料 

中文姓名  性別 □生理男 □生理女  

英文姓名 
(需同護照，製作證書用) 

出生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保險使用)  

就讀學校 或 
就職單位  科系年級 或 

單位及職稱  

身份 □設籍於高雄            □就學於高雄                □就業於高雄 

在校參與社團  

聯絡資訊 

連絡電話  電子信箱  

Line ID  緊急聯絡人/
關係  電話 (  ) 

通訊地址  

活動資訊調查 

餐食 □葷    □奶蛋素    □全素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英語能力檢定證明 
(無則免填) 

如：全民英檢 中級    新多益 550 分 

如何知道 
青年局國際志工團 

□高雄市府(FB、電台、電視、Line 官方帳號) 

□青年局官網、FB、IG 

□活動海報 

□親友告知  

□青年局刊登高雄市區之帆布廣告 

□國立教育電台廣播節目 

□其他 

自我推薦與期許 

如：我有哪些專長?為什麼想參加青年局志工團徵選?我對自己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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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將以線上 Google 表單進行） 

2022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志工團-國際服務組 報名表 

個人資料 

中文姓名  性別 □生理男  □生理女   

英文姓名 (需同護照，製作證書用) 

出生日期 
西元 yyyy/mm/dd 

身分證字號(保險使用)  

國籍  身份 
□設籍於高雄 
□就學於高雄 
□就業於高雄 

就讀學校 或 
就職單位  科系年級 或 

單位及職稱  

聯絡資訊 

Tel  電子信箱  

Line ID  緊急聯絡人/關係  Tel (  ) 

通訊地址 
Address  

活動資訊調查 

餐食 □葷      □奶蛋素        □全素      □其他___________ 

英語能力 

需檢附證明 

(外籍人士免填) 

□全民英檢 中級(需複試通過) 

□新多益 550 分以上 

□其他____________ 

其他語言 

□日語 

□韓語  

□越南語 

□泰語 

□其他___________ 

華語能力-選填 
(本籍人士免填，複審
面試將對外籍人士有
基本華語能力評核) 

□CEFR: A2 □TOCFL: level2 □HSK5 □New HSK: level2 

□Other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何知道 
青年局國際志工團 

□高雄市府(FB、電台、電視、Line 官方帳號) 

□青年局官網、FB、IG 

□活動海報 

□親友告知  

□青年局刊登高雄市區之帆布廣告 

□國立教育電台廣播節目 

□其他 

自我推薦與期許  

如：我有哪些技能?可以提供什麼服務?為什麼想參加青年局國際志工團徵選?我對自己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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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青年事務推廣組-複試問題題綱 

評估面向  審評指標  佔比  參考題目  

服務及社團

經歷  

40％  

◎相關經歷具完整性、長期持續性

及累積性。  
15% 

1. 請問是否參加過服務性或其它性質

社團活動？請分享您的參與經驗。  

2. 請問您有擔任過社團幹部的經驗嗎?

負責那些內容? 

◎服務內容及面向豐富且多元化。 15% 

◎相關社團經驗。  10% 

群眾魅力及

影響力  

30％  

◎言語及肢體表達能力。  15% 
3. 是否經營 FB、 IG、Youtube 或其它

平台之自媒體？所關注的內容有哪

些？  ◎網路社群經營及其他特殊才能。 15% 

自我目標與

期待  

30％  

◎對高雄市政府青年局青年相關

政策的瞭解程度。  
15% 

4. 對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志工團及青年

相關政策是否有了解? 

◎自我目標是否具行動力，並有持

續發展潛力。  
15% 

5. 對於加入在青年局志工團有何期

許？  

6. 你認為自己有哪些專長技能可以透

過志工團貢獻給社會? 

國際服務組-複試問題題綱（全程英文問答）  

評估面向  審評指標  佔比  參考題目  

志願服務資

歷及國際參

與經驗  

40％  

◎相關經歷具完整性、長期持續性

及累積性。  
20% 

1. 請問是否參與過志願服務或國際交流

活動？請分享您的參與經驗。  

2. 志願服務對於您個人的意義為何? ◎服務內容及面向豐富且多元化。 10% 

◎其他特殊國際經驗。  10% 

英 (華 )語文

能力  

30％  

◎英 (華 )文語言檢定標準核定。  20%  

◎一分鐘英文自我介紹  

(含參加動機 ) 
10% 

參加志工團  

自我目標與

期待  

30％  

◎對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志工團 -國

際服務組的瞭解程度。  
10% 

3. 對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志工團及以往的

服務事蹟是否有了解? 

◎自我目標是否具社會教育及學

習意義，並有持續發展潛力。  
20% 

4. 對於加入在青年局志工團有何期許？  

5. 你認為自己有哪些專長技能可以透過

志工團貢獻給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