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合會 110 年度「海外服務工作團」第二梯次長期海外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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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3 人次遠赴 43 個國家服務。 

招募說明 

⚫ 報名時間：110 年 6 月 1 日至 7 月 5 日 

⚫ 派遣國家：尼加拉瓜、貝里斯、聖露西亞、聖文森、巴拉圭、馬紹爾群島、帛琉 

⚫ 預定派遣時間：視海外合作單位而定，長期志工於 110 年 10 月中旬起陸續派遣。

(COVID-19 疫情可能導致派遣時間延後) 

⚫ 服務期程：長期志工為１年1 

⚫ 派遣人數：預定招募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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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搭機前 COVID-19 核酸檢驗報

告費用，協助申請 COVID-19 公費疫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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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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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7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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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志工派遣時間原則為 1 年，惟可視海外合作單位需求及志工意願與服務評量結果延長至多 1 年 

http://web.icdf.org.tw/ICDF_VOLUNTEERS/Pub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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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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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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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網站公布志工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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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 日至 7 月 5 日 

⚫ 書面資料審核：7 月 6 日至 7 月 12 日 

⚫ 面試時間：7 月 24 日3 

⚫ 公布錄取名單：8 月 2 日前 

⚫ 書面確認報到意願：8 月 11 日前 

⚫ 服務前教育訓練：9 月 1 日至 9 月 7 日（7 天）4 

⚫ 赴任：10 月中旬起陸續派遣(COVID-19 疫情可能影響派遣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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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試方式倘因疫情採線上辦理，將另行通知。 

4
 服務前教育訓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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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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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小姐（分機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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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福電腦化測驗(iBT) 57分以上 

國際英文語文測試（IELTS）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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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文檢定(DELE) A2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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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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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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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tov@icdf.org.tw


國合會 110 年度海外服務工作團第二梯次長期海外志工招募項目 

 
 

尼加拉瓜 

➢ 地理位置及氣候：尼加拉瓜位於中美洲，北鄰宏都拉斯，南與哥斯大黎加為界，東臨加勒比海，西臨太平洋。氣候屬熱帶性，是

中美洲最炎熱國家亦為中美洲面積最大之國家。全年分為乾、濕兩季，5 月下旬至 11 月為雨季，12 月至次年 5 月上旬為旱季。 

➢ 語言：當地主要語言為西班牙語。 

➢ 治安：尼加拉瓜雖為全中美洲治安最佳之國家，但仍偶有竊盜、搶劫等零星治安事件，建議穿著應力求簡單且財不露白，避免夜

晚出入暗街或小巷。 

➢ 生活：首都為馬納瓜(Managua)，全國人口約 652 萬人，篤信天主教。當地傳統食物主要以煎、炸等料理方式為主，如紅豆飯

（Gallo Pinto）、炸香蕉、玉米餅、香蕉葉飯（Natacamal），除部分農產品外，幾乎全仰賴進口，價格偏高，且供應不穩；另當

地有各國料理高級餐廳，亦有美國麥當勞、漢堡王等速食店，價格比臺灣略高。 

 

 

 

 

編號 國家 合作單位 服務項目 服務內容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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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時數

(每週)
備註

1 尼加拉瓜 衛生部 公衛

志工將協助位於Managua或Masaya的

衛生中心行政工作及協助進行社區衛教

活動

Managua及

Masaya
1年 公衛醫療 公衛相關背景

中階英語

初階西語
大學 1-3年 40

需求人數2人

Managua與Masaya各派

駐1名志工。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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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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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里斯為中美洲人口最少之國家之一，人口密度低，當地犯罪率以幫派聚集之貝里斯市南區尤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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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活：貝國人口約 41.9 萬人，為克里歐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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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組成之多民族國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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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國家 合作單位 服務項目 服務內容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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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時數

(每週)
備註

2 貝里斯

環境永續、

氣候變遷暨

災害風險管

理部生物多

樣化辦公室

生物多樣性

研究助理

志工將協助生物多樣化辦公室團隊建立

貝里斯生物多樣性資料庫以供研究及建

立生物多樣性指標，並做為未來推行政

策之參考。

Balmopan City 1年 環境

1.具備生物多樣性、自然保育

或統計、數據管理相關經驗

2.具備資料系統領域相關知識

或經驗

高階英文 大學 1-3年 40 需求人數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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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露西亞  

➢ 地理位置及氣候：聖露西亞位於東加勒比海小安地列斯群島向風群島中部，介於聖文森及馬丁尼克之間，屬於熱帶海洋性氣候，

氣溫變化不大，全年溫度在 25℃至 30℃之間，12 月至 4 月為乾季，5 月至 11 月為雨季。面積共 616 平方公里。 

➢ 語言：當地主要語言為英語及當地方言克里歐語(Creole)。 

➢ 治安：治安大致良好，偶有竊盜案件。門窗上鎖，夜間留盞燈，建議與鄰居建立關係可彼此守望相助。 

➢ 生活：首都為卡斯翠市(Castries City)，露國人口約 16.6 萬人，其中黑人佔多數，約 90%，其餘多為混血人種，天主教為主要宗

教，基督教及英國國教次之。當地青菜、水果、魚類、肉類及其他日常必需品供應情形尚稱充裕，惟種類較少且多為進口，約為

美國物價之 2 倍。 

 

 

 

 
 

 

 

 

 

 

 

編號 國家 合作單位 服務項目 服務內容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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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時數

(每週)
備註

3 聖露西亞

教育、創

新、性平關

係暨永續發

展部

體育教學

志工將至2019年成立之聖露西亞體育學

院(Saint Lucia Sports Academy,SLSA)

與當地教師搭配一同進行教學，培養當

地具有運動天分的學生成為運動員或朝

其他運動相關職涯發展。

Gros Islet 1年 教育

1.具備田徑/電競/運動科學領

域相關學經歷或經驗

2.需具教學經驗

3.曾修習過教育學分/師資培育

學程者佳

高階英語 大學 3年以上 30

需求人數3人

具田徑/電競/運動科學專

長之志工各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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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文森 

 

➢ 地理位置及氣候：聖文森位於東加勒比海小安地列斯群島中之向風群島（Windward Islands），介於聖露西亞及格瑞那達之間，

係由聖文森（St. Vincent）本島及格瑞那丁（Grenadines）群島所組成。當地為熱帶海洋性氣候，氣溫變化不大，全年溫度在

25℃至 31℃之間，1 月至 5 月為乾季，6 月至 12 月為雨季；地處颶風帶，故時遭侵襲。 

➢ 語言：當地主要語言為英語。 

➢ 治安：一般聖國民眾相當友善，惟竊盜案件甚多，偶有兇殺案及槍擊案件，夜晚外出時需注意安全。 

➢ 生活：首都為金石城（Kingstown），聖國人口約 11 萬餘人，其中 66%為非洲黑人後裔。聖文森自產蔬菜較少，價格亦相對較

高。一般民眾主食除米、麵外，多食地瓜、芋頭、大蕉及麵包果等。超市販售之日常用品絕大多數為進口貨，約為美國物價之 2-

3 倍。 

 

 

 

 

 

 

 

編號 國家 合作單位 服務項目 服務內容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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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時數

(每週)
備註

4 聖文森
財政部資訊

科技服務處
資訊安全

志工將協助資訊科技服務處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s

Division,ITSD)部門提升網路安全與穩定

性，以及推廣相關資安知識

Kingstown 1年 資通訊

1. 具無線網路資安經驗、

Cisco、Linux作業系統相關知

識

2.資訊相關科系畢業、具資安

相關證照者佳

高階英語 大學 1-3年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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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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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接玻利維亞，為一內陸國家。巴國屬亞熱帶氣候，年

平均溫 24.5℃，夏季由 10 月到次年 3 月底，夏季平均溫度 31℃；冬季從 6 月到 8 月，平均為 14.5℃。 

➢ 語言：當地主要語言為西班牙語、瓜拉尼語(Guaraní)。 

➢ 治安：巴拉圭近年整體經濟成長，但社會治安仍有改善空間，避免單獨行動或攜帶過多現金，穿戴貴重首飾。 

➢ 生活：首都為亞松森(Managua)，全國人口約 717 萬人，篤信天主教。當地主食為牛肉、樹薯及玉米，飲用大量馬黛茶

（mate）。一般民生必需品不虞匱乏，在大小型超市均可購得，惟進口食品、蔬果、海鮮、日用品及 3C 科技產品等價格均較台

灣高。 

 

 

 

 

編號 國家 合作單位 服務項目 服務內容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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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時數

(每週)
備註

5 巴拉圭

巴拉圭Pilar

大學應用科

學院

雲端系統工

程

志工將支援溼地環境觀測站運用遙測及

雲端系統，以對Ñeembucú Wetlands

建立系統性之監控，並對於相關運作提

出建議。

Pilar 1年 資通訊

1.資訊相關科系畢業或具資訊

專長

2.具備環境工程、生命科學等

相關經驗者佳。

中階英文

中階西文
大學 無要求 20

服務地點距離首都約350

公里

6 巴拉圭 婦女部
女性培力教

育

志工將設計線上課程並負責線上授課；

以及在授課中、授課後回應學員在平台

上的提問與反饋交流。

Asunción 1年 教育

1.具教學經驗、創業精神與創

新態度

2.設計與開設女性培力線上課

程之相關經驗

3.具西文基本對話溝通能力

中階英文

初階西文
大學 3年以上 40 需求人數3人

※資料來源：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馬紹爾群島 

➢ 地理位置及氣候：馬紹爾群島位於太平洋中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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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面積 181 平方公里，為世界優良漁場之一，漁業資源豐富；全境屬海洋

性熱帶氣候，終年氣溫炎熱，雨量豐沛，年平均溫約為 28-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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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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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廳數量約有接近 20 間，涵蓋中式、西式和馬紹爾當地料理。 

 

 

 

 

 

編號 國家 合作單位 服務項目 服務內容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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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時數

(每週)
備註

7 馬紹爾群島

經濟政策規

畫暨統計辦

公室

統計
志工將協助經濟政策規畫暨統計辦公室

職員建構經濟相關數據統計能力
Majuro 1年 其它 具經濟或統計相關學經歷 高階英文 碩士 1-3年 40

1.入境須隔離4週

2.週末偶爾需配合工作。

8 馬紹爾群島 海洋局 資訊

志工將協助海洋局資訊相關產品與服務

之設置、執行及維護，另協助解決海洋

局辦公室軟、硬體問題。

Majuro 1年 資通訊

具資訊相關學經歷

有網管、硬體維修相關經驗者

佳

中階英文 大學 無要求 40
1.入境須隔離4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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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國家 合作單位 服務項目 服務內容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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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時數

(每週)
備註

9 馬紹爾群島 檢察總署 翻譯

志工將提供法律文書或行政文件中英翻

譯服務/口譯服務；協助法庭、勞工/移

民部門中英翻譯。

Majuro 1年 其他
法律相關科系畢業或具翻譯相

關經驗
高階英語 大學 1-3年 40 入境須隔離4週

10 馬紹爾群島 檢察總署 檔案管理

志工將協助馬國檢察總署系統性整理紙

本資料與紀錄，並建立線上資料庫進行

檔案數位化。

Majuro 1年 資通訊 資訊或圖書管理相關科系畢業 高階英語 大學 1-3年 40 入境須隔離4週

11 馬紹爾群島
馬久羅市政

府
資訊

志工將協助市政府各部門電腦維護，並

培養相關人員良好電腦使用習慣。
Majuro 1年 資通訊

資訊相關科系畢業或熟悉各種

通訊協定、資料管理與備份、

電腦軟硬體維護

中階英語 大學 1-3年 40
1.入境須隔離4週

2.週末偶爾需配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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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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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 合作單位 服務項目 服務內容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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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時數

(每週)
備註

12 帛琉 教育部 營養
志工將提供食品和營養教育；設計小學

菜單；舉辦講習班、餐廳檢查。
Koror 1年 公衛醫療

1.營養相關科系畢業

2.具備電腦操作能力與簡報能

力

3.隨和，能夠與他人合作，並

能夠有效溝通。

中階英文 大學 3年以上 40

※資料來源：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