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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NIPPOṄ ACTIVE LIFĖ CLUB（NALC）志工是以建立豐富人生為目標

將主旨以及志向相同的人聚集起來成立社團，即是，這些人得以活動的場所。重

要的是，這是社團會員的每一個人都能夠充分豐富活動的場所。不僅是進行活

動，同時也能成為互相幫助彼此豐富地生存下去的組織。參加志工活動者，都是

想讓人生能夠更豐富的人，而將這些想要從事志工的人聚集在一起，這就是

NALC。

透過志工活動，個人能夠建造豐富的人生，這些想法以及行動是一個非常自然的

開始。進行活動的同時，能夠結交朋友、學習、獲得技藝、健康、解決自我困擾

的問題，這些都是非常自然的感受。事實上，從抱持著貧困情緒的人身上，就只

能靠貧乏的活動生活下去。這對於沒有仔細思考就想為對方提供豐富生活的場

所、不知生活豐富性的人而言，是難以做到的。或許這也是『富足時代』的活動

中最困難的一面。

首先，自己要體會豐富性的滋味，當這種滋味也務必想分享出去讓人知道時，真

正的活動就開始了。

生存價值、工作價值，是由行動而帶來價值的。

光只是等待，絕對不是生存之道。

由行動而產生的生存價值、工作價值，能夠帶來真正的幸福感。



2

（1）只要努力付出，就能從對方身上獲得喜悅。這種喜悅會成為自我喜悅、也

和人生的充實感有關。因此，志工要為自己而付出。

（2）不是以付出的心情，而是以獲得收穫的感恩之心去竭盡全力。

（3）要時常站在對方的立場而去盡力。

（4）需準時赴約，約定好的工作也需盡力負責完成。

（5）務必要保守對方的隱私。

（6）持續將會成為一股力量。無須勉強，做自己做得到的事情、在做得到的時

間裡，量力而為，快樂地完成。

（7）為了不要造成對方的困擾，也需要確實維持自己的健康。

（8）志工並不特別、是一般而普通的。因此，並非特定專家或有錢人的樂捐布

施，任何人都能輕易加入志工行列。

志工應有的心理準備 8項目



3

目次

前言   ………………………………………………………………      1

何謂以建立豐富人生為目標的 NALC志工 -----------------------------------    1

志工應有的心理準備 8項目 --------------------------------------------------- 2

第 1章 協調者   ………………………………………………………      4

    1   NALC的協調者 -------------------------------------------------------     4

    2 協調者的角色責任 ---------------------------------------------------     4

    3 推展協調者業務時 -----------------------------------------------------   5

    4 協調者心得 --------------------------------------------------------------    6

第 2章 志工活動（人力時間銀行）的營運   ……………………………      7

    1 推展志工業務的營運步驟 -----------------------------------------    7

    2 志工活動（人力時間銀行）的營運步驟 ---------------------    8

步驟 0 準備（登錄） ---------------------------------------------------    8

步驟 1 詢問、利用接待 -------------------------------------------    9

步驟 2 協調 -----------------------------------------------------------   10

步驟 3 實施的決定 -------------------------------------------------    11

步驟 4 初次同行訪問 --------------------------------------------   12

步驟 5 提供委託與利用通知 -----------------------------------   13

步驟 6 志工提供活動 ------------------------------------------   14

步驟 7 登錄、統計、報告 --------------------------------------   15

步驟 8 營運捐贈金的明細與委託匯款 ------------------------   16

步驟 9 人力時間銀行帳本 、手冊 --------------------------  17

步驟 10 反省 、檢討 ------------------------------------------------  18

    3 志工活動的相關事務處理 ---------------------------------  19



4

第 1章 協調者

1   NALC的協調者

（1）一般而言，協調者是指「「為了將社會需求透過社會資源和人的組織化來

達成所需目的，而進行調整聯絡的人」。

（2）NALC的協調者活動，是能夠影響「志工的利用以及提供」的非常重要的

工作。當有眾多會員參加「互助」活動時，志工提供的內容當然也會多樣化。因

此，協調活動是沒有任何因循標準可言的。

（3）會員進行利用以及提供時，利用志工的會員（利用者）與提供志工的會員

（提供者）必須心意相通、相互欣喜，建築在“幫助人”與”被幫助”的關係上。

這就是協調者的角色責任。為使之以身為會員為榮，重視利用者與提供者的心情

來進行協調，可說是最基本的任務。

2 協調者的角色責任

（1）確實掌握利用者的要求與希望

對於在何種情況下、需要做何種支援，都要清楚地掌握，並檢討能力所及

的支援方法。難以判斷時，請與營運委員商量，切勿獨斷而行。

（2）申請利用時，絕對不可掛斷電話

必須在進行訪問、把握現狀之後加以判斷。當據點無法提供援助時，請介

紹行政單位、民間福利機構、志工團體（收費、免費）等援助單位。因此，平常

就必須調查社會資源（後述）。將此結合成為”套裝服務”，為委託志工服務者提

供援助。

（3）選擇提供者（仲介）—符合需求者—
對於志工的委託，該選擇具有何種程度技術的人、什麼樣性格的人、什麼

能力的人比較好？需仔細判斷，選擇並派遣能夠因應委託事項的人。

（4）因應會員的洽詢

因應想參加活動者的體力、能力、技術、活動可能時間帶等的洽詢，或是

獎勵各種講座的參與聽講，對於會員能在適當領域中進行參與活動而給予獎勵。



（5）針對非會員

「會員互助」。清楚告知志工的援助是「入會為條件」。說明 NALC 的旨

趣、獲得贊同、使其入會。再加上要站在利用者的立場，確實且親切地說明其提

供的內容。特別是越難以傳達的事項越要詳細傳達，努力避免雙方產生誤會。

3 推展協調者業務時

（1）熟知會員

能夠熟知會員的人，最適合當協調者。

經常檢討『志工提供以及利用登錄票』事項。在每年定期總會時，對據點

的所有會員提出『志工提供以及利用登錄票』（標準樣式Ⅲ-5）並整理（活動覽

表等），對於因應所需將會方便許多。

（2）關懷公共服務

將協調者的角色責任以及心理準備與服務活動相結合，為了利用者一人，

將多數的公共服務（照護保險）和民間志工團體（互助團體等）做服務性的結合，

提供所需援助。

（3）熟知社會資源

熟知下列所謂的社會資源項目，也是非常重要的。

①公共服務；照護保險、日常服務、日常照顧、短期居留等、

②地理；據點辦公室的位置、道路交通機構、鄰近的地理、社會設施、醫院、

③時間；預定、期間、日期、行程、

④人才；能夠動員的人才、全國網絡、

⑤資訊方法；資訊收集、傳達方式、經過紀錄、鄰居、醫生、

⑥確保安全；事故發生前的對策、志工保險、活動保險、

⑦教育方法；培育家事照護者的實習課程、其他各種學習課程等、

（4）站在利用者的立場

「組成多樣性的個別服務」。

4 協調者心得

（1）初次必須隨同提供者進行訪問

�容易因為小事情而發生問題�

（2）告知會員不可進行協調者決定以外的事情

�在提供者遵守規定之下，活動才能繼續�



（3）與活動提供者的緊急聯絡有無問題？

�請思考當狀況發生時能夠立即處理的兩階段聯絡方法�

（4）在據點定期會議中檢討案例

�對今後的活動會有很大的幫助�

協調者是

提供者，利用者雙方的

接受陳請處，志工活動的潤滑油

最少需要每個月一次的協調



第 2章 志工活動（人力時間銀行）的營運

 1 推展志工業務的營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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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志工活動（人力時間銀行）的營運步驟

步驟 0 準備（登錄）

人物；提供者、協調者 地點：辦事處

（1）志工活動登錄

①藉由『志工提供以及利用登錄票』（以下稱為『登錄票』）進行志工可能會負

責的內容、星期、時間帶等的登錄。

（2）一覽表的製成

整理各提供者所登錄的『登錄票』、

①志工內容別

②可能活動的星期、時間帶別

③地區別

等製作於一覽表，提供志工提供者查詢。

（3）更新

①要求新入會者提出『登錄票』。

②要求所有的會員每年提出一次『登錄票』並更新。

【相關文件】

˙「志工提供以及利用登錄票」[標準樣式Ⅲ-5]

˙「志工提供以及利用登錄一覽表」[樣式 不拘]



步驟 1 接洽

人物；辦公室值班者、協調者 地點：辦事處

（1）志工委託以及電話洽詢

①在電話裡取得概略資訊。

②接受洽詢時需溫和地應對，一邊擔任傾聽者的角色、一邊正確地掌握正確資訊。

③整體掌握利用者資訊，同時掌握真正的需求。

④確認其為會員或非會員。

（2）引導

①既使覺得是志工做不來的事情，也需與營運委員商量，切務自行判斷。當有難

以自行判斷的情況時，先聽取案件之後擱置，與協調者和辦事處、營運委員商量，

之後再針對問題回答。另外，也可考慮將其介紹至他處。

②將委託內容記載於『資訊卡�利用關係』之中，並聯絡協調者。

③不限於電話的洽詢，如有志工委託項目，也可透過『資訊卡�利用關係』與協

調者聯絡。

④依據洽詢內容而以書類文件方式回答。

⑤將已洽詢過的紀錄記載於『志工利用洽詢簿』之中。

【相關文件˙帳票】

˙「 資訊卡�利用關係」[參考樣式Ⅰ-1]

˙「志工利用洽詢簿」[參考樣式Ⅰ-2]

˙「有關 NALC的志工利用」[參考樣式Ⅰ-3]

˙筆記



步驟 2 協調

人物；協調者 地點：利用者住家

註：面試的對象為利用者與被提供者；利用者與被提供者不限於同一人。

（1）訪問、面試

①面試時，盡量早點出門。（在電話中決定訪問日期）

②詢問志工內容、希望、條件等。

根據『協調紀錄』的項目，記入洽詢利用內容等。並依照內容的不同而利用『利

用者檢查表附錄 1、附錄 2』。（調整志工內容）

③檢討是否能夠利用公共服務。（調查其他的援助者）

④正確地傳達並使其理解有關居民互助團體「做得到」與「做不到」的事項。

⑤依照內容的不同，可將問題另行商量再回答。

（2）志工利用申請

在『志工利用申請書』中提出申請。

①確認志工內容。

②在同意書中用印。

③填寫緊急聯絡人。

④將影本交給利用者。（也可擇日再交付）

⑤將『志工利用申請書』帶回，向辦事處提出申請。

（3）製作協調紀錄

①製作『協調紀錄』，向事務處提出。

②根據『協調紀錄』的提出，而給予人力時間預付點數 1點。

③持有『協調紀錄』的（影本）。

註：志工服務開始之後，以志工內容、條件等的變更為準，而協調時則以此步驟

為準。

【相關文件˙帳票】

˙「協調紀錄」[標準樣式Ⅰ-4]

˙「利用者檢查表」[協調紀錄/附錄 1][參考樣式Ⅰ-4附錄 1]

˙「利用者檢查表」[協調紀錄/附錄 2][參考樣式Ⅰ-4附錄 2]

˙「志工利用申請書」[標準樣式Ⅰ-5]



步驟 3 實施的決定

人物；辦公室值班者、協調者 地點：辦事處

（1）決定志工服務實施的可能性。

①依照內容的不同，由兩人以上的營運委員等進行判斷。

②正確地傳達並使其理解有關居民互助團體「做得到」與「做不到」的事項。

③如有無法援助的內容，即加以婉拒。

（2）活動計畫的製成

①建立符合需求的計畫。

②包含緊急時的交代重要因素，繼續利用志工時，將編制小組、由相關人員擔任。

③目標是期許能提昇自立與生活品質。

（3）提供者的選擇與可否參與活動的判斷【折衝】

根據『志工提供利用登錄票（一覽表）』等，將提供者的適當性加入考量。

①參考過去實績、紀錄等。（不偏好特定人士）

②也需注意利用者與提供者住家的遠近。

③與候補的提供者取得聯絡，獲得參加活動的承諾。

萬一這次無法當提供者，請告知下次可擔任提供者。特別是第一次體驗者，直

到真正擔任提供者為止，都會抱持強烈的希望。

（4）決定（內定）

①決定提供者之後，向利用者傳達內容、取得確認。也需聯絡辦事處。

②確認提供者加入『志工保險』。

未加入時，需趕緊辦理加入手續，加入後才開始提供服務。

③將決定事項記載於『協調紀錄』。

【相關文件˙帳票】

˙「協調紀錄」[標準樣式Ⅰ-4]

˙「志工提供以及利用登錄票」[標準樣式Ⅲ-5]

˙志工保險相關文件



步驟 4 初次同行訪問

人物；協調者、提供者 地點：利用者（被提供者）住家

（1）志工的確認

①利用者（被提供者）、提供者、協調者需確認志工服務內容。

②再次確認志工服務的日期、星期、時間。

③有關利用者的”營運捐贈金額的捐贈事項”也應先行取得了解。

（2）需不需要通知

①此時，將根據『有關 NALC的志工利用』的每一項目進行說明，預防誤會。

②繼續進行活動時，需確認是否需要每次都通知（包含方法）。

（3）提供者的決定

①同行訪問介紹後，如果利用者或提供者有任何一方提出異議，無須勉強，請再

次選定提供者。回到步驟 3。

②三者（利用者、提供者、協調者）無異議後，即決定。

③利用者無法指名特定會員。

（4）協調紀錄

①將同行日、決定事項記載於『協調紀錄』之中，蓋確認章之後，向辦事處提出。

②根據『協調紀錄』的提出，而給予時間人力預付點數 1點。

以此紀錄為基礎，製成『志工利用通知，提供委託，活動報告』書，當成

志工活動的憑據。

【相關文件、帳票】

˙有關「NALC的志工利用」[參考樣式Ⅰ-3]

˙「協調紀錄」[標準樣式Ⅰ-4]

˙「志工利用通知，提供委託，活動報告 」[標準樣式Ⅰ-6]



步驟 5 志工的委託與通知

人物；辦事處、協調者 地點：辦事處

（1）志工提供委託

①活動開始前，交付『志工利用通知，提供委託，活動報告』給提供者（以郵寄

或各種方式），委託其從事志工活動。

②活動繼續時，（由辦事處）在每月月底委託下個月的活動。

③辦事處留存影本。

（2）志工利用通知

①有需要的話，將以『志工利用通知，提供委託，活動報告』的影本通知訪問日

（提供日）

註：為了進行確認，先決定要不要通知。

（3）協調後的處理

① 記載於『協調紀錄』的事後處理欄之中，向辦事處提出。

（4）活動預定紀錄

①辦事處根據『志工利用通知，提供委託，活動報告』的影本，而將利用者、預

定活動日、提供者、預定活動時間記載於『☆年☆月度志工利用狀況』之中，由

辦公室值班者檢查，並放置於辦公室的固定位置。

【相關文件˙帳票】

˙「志工利用通知、提供委託、活動報告 」[標準樣式Ⅰ-6]

˙『☆年☆月度志工利用狀況』 [標準樣式Ⅰ-7]

˙「協調紀錄」[標準樣式Ⅰ-4]



步驟 6 志工提供活動

人物；提供者 地點：被提供者住家

★可將初次同行訪問與志工活動設定為同時開始。

★請提供者攜帶印章（認印）與會員證。

（1）被提供者住宅、到達確認的聯絡

☎首先，向被提供者借室內電話，打電話給辦事處，告知「已到達，志工已進入

住家」。

（2）志工活動

①請以「§3.6志工提供者的心理準備」為依據，提供志工服務。

②不做協調者指示之外的事情。

因為可能會讓其他提供者感到困擾，所以要有心理準備。如有不得已的情況產

生時，請事後聯絡協調者，再次進行協調。

（3）志工活動結束

①活動後，將活動時間等全部記載於『志工利用通知，提供委託，活動報告 』

之中。

②利用者或被提供者蓋確認章（告知其接受了志工服務的提供）。

----往後營運捐贈金之明細所需----

③收取交通費時，別忘了蓋收取印章。

④提供者將聯絡事項紀錄並蓋確認章，向協調者報告有關志工服務上的問題點

等，並向辦事處提出。

【相關文件˙帳票】

˙「志工利用通知，提供委託，活動報告」[標準樣式Ⅰ-6]

˙「有關「NALC的志工利用」[參考樣式Ⅰ-3]



步驟 7 登錄、報告

人物；辦事處 地點：辦事處

步驟 7為活動結果的事務處理作業

（1）活動結果的登錄『☆年☆月度志工利用狀況表』

①根據『志工利用通知，提供委託，活動報告』的提出，而紀錄於『☆年☆月度

志工利用狀況表』之中。

②此『☆年☆月度志工利用狀況表』需登記所有關於辦公室值班者、協調者、生

活督導建議者、研習會講師等獲得時間人力銀行的賦與認可的事項。

註：「提供」欄之中也包含研習會講師。「事項」欄之中也包含自家辦事處。

③依照下列之【相關文件˙帳票】加以紀錄。

註：被賦與人力時間銀行委託時，需具備保證文件。

（2）活動結果的統計、報告『☆年☆月度營運捐贈金明細、匯款一覽表』

①也將利用者所持有的人力時間預付點數的利用情況加以紀錄 。

②將所有賦與的時間人力預付點數、營運捐贈金加以紀錄。（也包含研習會講師、

生活督導建議者）

【相關文件˙帳票】

˙『☆年☆月度活動狀況表』 [標準樣式Ⅰ-8]

˙『☆年☆月度營運捐贈金明細、匯款一覽表』[標準樣式Ⅱ-1]

˙『☆年☆月度志工利用狀況』 [標準樣式Ⅰ-7]

˙「協調紀錄」[標準樣式Ⅰ-4]

˙講師研習會紀錄（參加費明細）[標準樣式Ⅰ-9]

˙「志工利用通知，提供委託，活動報告」[標準樣式Ⅰ-6]

˙辦公室值班者日誌（紀錄筆記）

˙生活督導建議者活動報告[本部的聯絡所]



步驟 8 營運捐贈金的明細與委託匯款

人物；辦事局 地點：辦事處

（1）營運捐贈金的明細

①每月月底結算，從下個月月初發送明細給利用者。

附帶『有關志工活動營運捐贈金的委託與交通費』以及『志工利用通知，提供委

託，活動報告』的影本。

②另外，可將金額、匯款人姓名住址記載於郵局的『匯款處理單』、一同寄出。

③由於收據為轉帳資料，將不發行。

（2）營運捐贈金的回收

①匯款完成之後，郵局將以『匯款處理單』的影本做入賬通知。

②每次入賬，都需在『☆年☆月度營運捐贈金明細、匯款一覽表』的”入賬日”

欄裡記載入賬日期。

援助志工的營運捐贈金的明細通知以及匯款委託業務係根據據點的內容 、狀

況、環境等，由擔當者直接收領、郵政劃撥制等，由於因據點的不同而異，

此步驟8為標準的郵政劃撥制的場合。

【相關文件˙帳票】

˙「志工利用通知，提供委託，活動報告」[標準樣式Ⅰ-6]

˙「有關志工活動營運捐贈金的委託與交通費」[標準樣式Ⅱ-2]

˙『☆年☆月度營運捐贈金明細˙匯款一覽表』[標準樣式Ⅱ-1]

˙郵局的『匯款處理單』



步驟 9 人力時間銀行帳本手冊

人物；辦事處、據點代表 地點：辦事處

（1）登錄於人力時間銀行帳本中

①這是最重要的文件，處理時請特別注意。

②將『☆年☆月度活動狀況表』的情況記於『人力時間銀行帳本』之中。請注意

轉錄時不可登記錯誤。

③在「摘要欄」中登記大分類項目（人力時間銀行指導手冊”志工的詳細內

容”）。

④由據點代表蓋「確認章」。

⑤每月一次，將每次的內容整理（登記）。

（2）人力時間銀行手冊的登記

①這『人力時間銀行手冊』的紀錄係根據『人力時間銀行帳本』的轉記。請注意

轉錄時不可登記錯誤。

②因為登記項目與『人力時間銀行帳本』相同，因而根據帳本內容，每次以月合

計進行轉錄。

③由據點代表蓋「確認章」。

④『人力時間銀行手冊』的登記，可在方便與提供者洽談的時機中進行。

以人力時間銀行指導手冊為依據

【相關文件˙帳票】

˙『☆年☆月度活動狀況表』 [標準樣式Ⅰ-8]

˙『NALC人力時間銀行帳本』 [標準樣式Ⅱ-3]

˙人力時間銀行



步驟 10 檢討會

人物；提供者、協調者、營運委員 地點：會議室

（1）案例檢討會

①為了利用者與提供者能維持「良好關係」，使其了解這是組織的後援場合。

②這是可將案例客觀檢視的訓練場合

③這是大家集思廣益的場合。然而，可能會成為侵犯隱私的場合，請多加注意。

（2）活動需求的發掘

①以體驗為根據，大家一起發掘活動需求並加以實行，這也是有樂趣之處。

【相關文件˙帳票】

˙『☆年☆月度活動狀況表』 [標準樣式Ⅰ-8]



3 志工活動的相關事務處理

為了讓志工活動順利進行，會員的管理以及最低限度的所需事務處理，是不可欠

缺的。希望能透過交代而實施辦事處的營運，無論何時或任何人看到之後都能清

楚明瞭。

另外，需進行各據點的共通管理。

【辦事處需具備的資料】

（1）會規（定款、細則）、各指導手冊、NALC會員名簿、全國據點簿

（2）各據點的「NALC據點營運規則」、營運委員名單、事業計畫。

（3）入會指引（小手冊）、【範本】人力時間銀行手冊

（4）入會申請書

（5）贊助會員申請書

【事務管理帳本】

（1）據點會員名簿（名簿一覽表）

（2）志工活動登錄票

（3）『NALC人力時間銀行帳本』 [標準樣式Ⅱ-3]

【事務處理帳票】

（1）志工服務開始關係文件

『人力時間銀行制度；種類相關步驟表』…參照

（2）志工服務明細相關文件

『人力時間銀行制度；種類相關步驟表』…參照

【其他】

（1）現金出納帳、入帳傳票、出帳傳票

（2）辦公室值班者筆記

（3）信封、便條紙、其他事務用品消耗品

【對本部的定例提出文件】

（1）人力時間預付點數，奉獻活動點數報告書（標準樣式Ⅱ-4）

（2）活動據點諸事項變更申請書

（3）會員帳本記載事項變更申請書

（4）活動據點會計報告

（5）活動據點年次總會議案書

（6）青少年、中年會員貼紙點數報告書

（7）活動據點會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