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國際志工招募簡章
於 104 年 11 月 11 日經執行委員會人力資源部部務會議通過

壹、 招募宗旨：
2017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將於 2017年8月19日迄 30日在臺北舉行！以
提供給17~28歲的大學青年運動員參加的國際綜合性運動賽會，每兩年之單
數年舉辦，分為冬季、夏季世大運，素有「小奧運」之稱，參賽國家、選手
人數僅次於奧運！(活動官網：http://2017.taipei)，歷年皆吸引來自世界
150多個國家，近7509位隊職員參加。
賽會的成功舉辦，志工的自願參與具有關鍵的決定性，因此，為增進
賽會精緻度，以提升 2017 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的服務品質，並培養學生對
國際社會人文關懷之使命感、責任感，拓展國際視野履行世界公民之義務，
磨練學生所學專業知識與技術能力，並藉以增進與其他國家人民間相互瞭
解及交流。歡迎年滿 18 歲以上，具備熱情以及中文、英語及其他外語溝
通能力的大專院校同學踴躍報名擔任 2017 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國際志工，
不僅可以藉由參與國際志工服務工作提升國際溝通能力，還能增廣見聞、
拓展人脈，體驗到不同於校園內的國際事務經驗，累積工作經歷與社會能
力。有服務熱忱的同學請把握機會，踴躍報名參加!
貳、

招募單位 : 2017 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執行委員會人力資源部、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參、 服務時間 :
(一) 訓練及實習時間：2017 年 8 月 12 日至 18 日。
(二) 賽會服務期間：2017 年 8 月 19 日至 31 日。
肆、 招募對象：
一、基本資格：凡年滿 18 歲（含）以上，具有流利的英文及中文表達能力
之外籍人士，並有以下資格之一者，且須提供疫苗注射證明、健康保險
證明等相關證明文件。
(一)在臺就學之國外留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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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臺之外籍社會人士。
(三)參賽會員國推薦其各大專院校學生(各參賽國原則 1 名，該推薦名
額不隨參賽國之代表團參加)。
(四)非居留在臺之國外人士。
(五)大陸及港澳地區之人士。
二、優先錄取條件：
(一)有志工服務經驗。
(二)若同時具有第三種語言溝通能力者。
三、錄取名額：400 名。
伍、 報名時間 :
第一階段:2016 年 3 月 1 日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止。
第二階段: 2016 年 8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
面談或電話洽談時間為每一階段報名截止後第三週開始。
陸、 報名方式：
一 律 採 網 路 報 名 ， 須 至 2017 臺 北 世 大 運 志 工 網 自 行 報 名
(https://volunteer.2017.taipei)。
柒、 申請手續:
一、於線上報名掃描上傳文件：
1. 出生證明。
2. 護照。
3. 國際學生證 (無則免上傳)。
4. 經申請人簽章之「志工規範」。
5. 經申請人簽章同意之個資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之文件。
6. 其他(重要成就、殊榮、事蹟及資格等相關佐證資料)。
二、 線上報名網頁將自 2016 年 3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開
放 ， 申 請 人 請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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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臺 北 世 大 運 志 工 網

(https://volunteer.2017.taipei/Register/Internationa
lStatement.aspx)填寫申請資料，上傳個人照片、報名表及
自述短文（含其他相關資格，重要成就、殊榮、事蹟及資格
等相關佐證資料，如有必要）。
三、錄取通知訂於 2017 年 2 月 1 日前在志工網站公告，錄取者接獲錄取通
知應立即回覆，同意參加或不克參加。決定參加者應洽請家庭醫生填具
健康證明表，並將健康證明表上傳至志工網站，再於 14 天內將正本郵
寄至 2017 臺北世大運國際志工管理小組(10048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
路一號)；另須於 2017 年 6 月 4 日之前，將已購買的機票影本或購票證
明，登錄抵（離）臺班機資訊及是否需接（送）機服務，上傳至志工網
站。錄取者如在 2017 年 6 月 4 日前未能提供所需文件，招募單位有權
取銷錄取資格。
捌、 評審原則：以面談或電話洽談方式辦理，評審重點包括外語能力、應對能
力、志工經驗及認知等。
玖、 服勤項目：
一、依志工招募之類別，擔任服務工作，具體服務內容如下：
1.接待FISU家族成員或各國代表團，協助代表處理接待及賽會、生活相
關事宜。
2.協助處理場館、交通、選手採訪、記者會協助、藥檢、頒獎等志工參
與事項。
二、2017臺北世大運執委會保留分配志工工作任務之權利。
壹拾、

服勤規範：
一、值勤須穿著制服並佩掛證件，堅守崗位隨時保持親切服務態度，履行
工作。
二、按時出勤，不遲到早退，並簽到退。
三、執行工作應遵守志願服務法及 2017 臺北世大運相關規章及人員之指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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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於賽會前排定賽會期間班表，其班次及值班時間屆時依各運用單位需
求排定。
五、因故不能出勤，應向 2017 臺北世大運國際志工管理小組報備，並協調
其他國際志工代班。
六、無故未到班者視為缺席，賽會期間無故缺席超過 2 次者，視為自動離
隊，取消志工資格，不予核發志工證明及相關紀念品，志工不得異議。
壹拾壹、 獎勵與福利：
一、獎勵內容
(一)頒發服務證：頒發中英文服務及時數證明。
(二)贈予2017臺北世大運相關紀念品。
二、志工福利
(一)依志工認證有效期間，提供志工團體意外險及醫療險。
(二)提供志工專屬制服、帽子及識別證件等所需之裝備。
(三)得申請住宿。
壹拾貳、 簽證:依所持護照有不同的免簽天數。參加者若欲延長停留期間致在臺
總天數超過30-90天的免簽停留天數，將無法適用免簽證或落地簽證，
請事先向我駐外館處申辦適當停留期限之簽證持憑來臺，否則若發生
無法延長停留狀況，主（承）辦單位將不負任何責任。
壹拾參、

報到方式及聯絡單位:

臺北市立大學博愛校區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E-mail：tms_linglan@mail.taipei.gov.tw
備註:1.國際志工計畫聯絡人 尤菱蘭 Tel:02-2311-2520 ext. 36 or 11
Email: tms_linglan@mail.taipei.gov.tw
2.另有日文版、西班牙文版、法文版、阿拉伯文版、俄文版、英文版、德文版
與韓文版國際志工招募簡章，歡迎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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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國際志工報名表
中文
姓名

姓

護照號碼

名

護照發照地點
護照後四碼

英文
姓名

護照有效期限

國籍

性別

□男 □女

是否在臺

□是 □否

生日

年

月

日

(個人證件照
電子檔)

就讀學校/ 校名/單位:
服務單位 科系/職稱：
1. ______語（請填入主要專長語言）
語系類別 2. 其他外語能力：
3. 相關語言檢定證明：

聯絡電話

住家電話:

手機電話:

現居住地
在臺親友
緊急連絡
人(20 歲以
上)
保險受益
人

聯絡電話

關係

聯絡電話

關係

E-mail
（請務必留最常收信之信箱）
(必填)
電訪
Line(或 Skype 帳號/臉書帳號)
聯絡方式
志工經驗

□無
□有，服務單位及職務簡介：

建議通訊
□ 上午
聯絡時間
服裝尺寸

□ 下午

／
□ 晚上

註：請至少勾選一個時段

□S □ M □L □XL □2L □3L □其它:
身高____cm

是否患有下列疾病？□否
□痼疾
□癲癇

膳食習慣

□素食 □一般
□其它:

□精神心理疾病
□心臟腦血管病變

如患有上列疾病或其他疾病足以影響活動之進行，請勿報名，抵臺後如經發現患有以上疾病，即
須離營並自行負擔醫療及返居留地費用。

(出生證明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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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照電子檔)

(國際學生證電子檔)- 無則免上傳

(經申請人簽章之「志工規範」電子檔)

(經申請人簽章之「2017 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國際志工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
電子檔)

(其他)-重要成就、殊榮、事蹟及資格等相關佐證資料

要點如下：
（1）300 字左右或以內，言簡意賅即可。
（2）簡述您專長外語的學習/服務經驗，如遊學、翻譯等經驗。
（3）簡述您的人格特質。
（4）簡述您參加志工的動機或期望。

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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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證明電子檔
□護照電子檔
□國際學生證電子檔(無則免上傳)
資料檢核(掃描電子檔上傳):

□經申請人簽章之「志工規範」電子檔
□經申請人簽章同意之「2017 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國際志工個
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電子檔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日期
___（月） /___（日）/_____（年）

備註：
一、賽會期間由大會辦理保險、津貼，並根據規定時數發放志工服裝、服務證書。
二、一律採網路報名，請於 2016 年 12 月 31 日（星期六）前至 2017 臺北世大運志工網自行報名
(http://volunteer.2017.taipei)，並由招募單位進行審查，從優錄取。
三、2017 年 2 月 1 日前公佈審核結果，若有疑問請來信。

E-mail：tms_linglan@mail.taipei.gov.tw
聯絡單位：2017 臺北世大運國際志工管理小組。
請注意本頁每欄務必須填寫，否則申請表件不予受理。Please note that all information must be completed; otherwise your application won’t be
accep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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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國際志工健康證明表
中文姓名
名：
Name in English:

（Name in Chinese）

Tel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黏貼 1 吋個人
T_______________Tel:___________
性別 Gender：□男 Male □女 Female Passport
or SSN ID No：
相片
___________
Nationality：
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月日年)Date of Birth：
/
/
/ 國籍
Please attach 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址(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cent 1- inch
_____
((Addres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hoto here
身體檢查
PHYSICAL EXAMINATIONS EXAMINATION
__________________
A.身高 Height：
□Ft / In □cm D.體重 Weight：
□Lb □Kg
B.脈搏 Pulse：
次 / 分 time / min E.血壓 Blood pressure：_____ / _____ 毫米汞柱 mm Hg
C.心臟 Heart：□正常 Normal

□異常 Abnormal

F.體肢運動 Locomotors：□正常 Normal

□異常 Abnormal

免疫注射證明 PROOF OF VACCINATIONS
The above named individual has completed each immunization of：
A.

□

a TB Test

has

been taken within

last

2

years.

B.

Hepatitis

B series

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DTP on ____________________ D. MMR 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 Td on
________________
F. Polio 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疾病史 MEDICAL HISTORY
您是否曾經感染下列疾病 Have you ever had the following diseases？
A.心臟病 Heart disease： □Yes
□No F.癲癇 Epilepsy：
B.氣喘病 Asthma：

□Yes

C.高血壓 Hypertension： □Yes
D.糖尿病 Diabetes：
□Yes
E.過敏病症 Allergies：
□Yes

□Yes
□No G.腎臟病 Kidney disease： □Yes

□No
□No

□No H.瘧疾 Malaria：
□Yes
□No
□No I.肝病 Liver Disease：
□Yes
□No
□No J. She/He is allergic to：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結論：根據以上的檢查結果，他/她 □適合 □不適合 在 2017 臺北世大運志工服務工作。
Remarks:
The above named individual □ is □ is not recommended for working in a volunteer program at a remote
Healthcare Provider’s name (print)__________________ Clinic’s
school.
Healthcare Provider’s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 License Number ____________ Issuing
nam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tate________
Located in the county of ______________________Tel:_______________ Date:(M)
/(D)
負責醫師簽章
/ 201
本人同意提交此份文件，並同意參加在臺灣舉辦之 2017 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志工招募。
Chief Physician：
本人已經仔細檢視暑假時間表，並給予該活動最高承諾優於其他事件。
志工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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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規範
一、

欲參加活動之國際志工如有特殊疾病(包括心臟病、腦血管疾病、糖尿病、精神病、癲癇
症、傳染疾病)或其它可能發生身體重大不適症狀（如懷孕等）足以影響活動之進行者，
請勿報名參加。否則如因此發生意外事故應自行負責。
參加活動之志工應在當地辦妥個人醫療保險，如未依規定辦理者，一律不接受報到。
服務期間志工因疾病送醫治療，應自行負擔醫藥費，志工及其家長不得向主辦單位提出
任何要求。
參加活動之志工應無異議接受分發之服務場次及場館（單位）；分發確定後，並不得藉
任何理由要求更改。
參加活動之志工俟班機確定後，請儘速上網填寫班機確認表。
參加活動之志工如有提早報到或延遲離營，其所需膳宿、交通等費用請自理。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志工服務期間志工必須守時，遵守團體紀律及主（承）辦單位暨服務場館（單位）之各
項規定，除病假外，不得無故缺席或請事假外出，否則將取消其參加資格，並不予核發
志工服務證明。
八、 為安全考量，志工於活動期間不得離開服務區、無故請假，或參與其他活動。
九、 禁止在活動期間飲酒、賭博、吃迷幻藥等。
十、 志工於活動期間須於晚間11時前返回提供之住宿房間，不得逗留在其他房間或外出。
十一、 志工在活動期間不接受輔導及不遵守規定事項，致發生意外事故，應自行負責，主辦單
位除有重大過失，對於該團員不負任何賠償責任。如有任何爭議皆依中華民國法律處理。
十二、 參加活動之志工來台後，應遵守活動規定，若有違反服務手冊規定，主辦單位有權中止
其繼續參加活動。
十三、 主辦單位須為參加者投保定額意外險與醫療險，建議參加志工可加購更高金額的意外與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醫療險。
志工因違法行為或其他歸責於志工之事由，致遭政府治安機關羈押或留置時，應由該志
工自行負責，與主辦單位無涉，並負責賠償本活動主辦單位因此所受之一切損害。
志工攜帶行李應力求簡單輕便，不得攜帶任何違禁品及保育類動物製品。
因病或其他重大原因無法上課或參加活動，須事前向主辦單位請假（備證明）；若需請
假離開服務單位者須取得主辦單位同意。
申請人已充分了解並同意遵守志工規範注意事項所載相關規定，請同意申請人參加本活
動。

申請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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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國際志工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
一、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第八條規定。
二、 機關名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及受本局委託辦理本活動之單位。
三、 蒐集之目的：
基於辦理本局2017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國際志工相關之招生、核錄、辦理保險、講義、結
業證書及志工服務時數等證明、相關訊息發送之資(通)訊服務、國際志工聯繫、國際志工
資料與資料庫管理、統計研究分析、學術研究及其他完成本局活動營務及業務必要之工作，
或經國際志工同意之目的。
四、 個人資料之類別：
（一） 辨識個人者：中英文姓名、職稱、自傳、相片、住址、出生年月日、出生地、居
住地區、通訊地址、電話、行動電話、傳真、電子郵件信箱、網路平臺申請之帳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號及出生證明等。
辨識財務者：保險單號碼。
政府資料中之識辨者：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保險憑證號碼及證照號碼等。
個人描述：出生年月、性別、國籍及居住地區等。
身體描述：身高、體重等。
習慣：飲食習慣。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家庭其他成員或親屬、父母、同居人及旅居國外及大陸人
民親屬等。
其他社會關係：朋友、同事及其他除家庭以外之關係等。
移民情形：護照、工作許可文件、居留證明文件、移民資料、入境之條件及其他
相關細節等。

（十） 慈善機構或其他團體之會員資格：僑團、僑社、僑商會會員。
（十一） 職業：職業、職稱。
（十二） 學校紀錄：就讀學校。
（十三） 資格或技術：學歷資格、專業技術、特別執照、考試成績或其他訓練紀錄等。
（十四） 著作：書籍、文章、報告、視聽出版品及其他著作等。
（十五） 國際志工紀錄：學習過程、相關資格、考試訓練考核及成績、評分評語或其他學
習或考試紀錄、結業情形等。
（十六） 現行之受雇情形：僱主、工作描述、產業特性等。
（十七） 工作經驗。
（十八） 受訓紀錄。
（十九） 健康紀錄。
（二十） 種族或血統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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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人資料處理及利用：
（一）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
（二）
（三）

（四）

自報名本局活動起至上開蒐集目的完成所需之期間為利用期間。
個人資料利用之地區：
臺灣地區(中華民國境內)、當事人居住地或經當事人授權處理、利用之地區。
個人資料利用之對象：
本局、臺北市政府、臺北市政府體育局、2017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執行委員會人力
資源部(協助本局遴薦參加人員及業務聯繫之必要情形下，利用本部提供之當事人個
人資料)、本局業務委外之委辦廠商（本局活動委外合約業明訂委辦廠商得利用本局
提供之參加人員個人資料時，應遵守個資法相關規定）及經本局同意得運用之學術
研究單位、學者專家等。
個人資料利用之方式：

執行本局業務，包括本局舉辦之各項活動如招生、錄取、保險、訂房、參訪、拜會
機關、當事人學習歷程紀錄、結業證書等證明、講義及相關訊息(寄)發送通知、當
事人之聯絡、資料統計分析、辦理本局業務必要揭露、學術研究及其他等有助上開
蒐集目的之必要方式。
六、 當事人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查詢或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本；請求補充或更正；請求
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請求刪除。當事人得以書面與本局聯繫，行使上述之權利。
七、國際志工如未提供本局辦理活動所需之正確完整個人資料，應註明正當充分之理由，否則將無
法進行報名手續並喪失享有活動後續服務之權益。
業已詳閱、瞭解且同意所附「2017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國際志工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
告知事項」。
此致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立書人：__________________
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__________________
國家： ______________
地址：
電話： 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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