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度－〝貧民百萬富翁的真實面貌〞 
種姓制度下造成的貧富懸殊，每天都發生在印度的街頭

上，光怪陸離的貧民窟生活，彷彿天堂的邊上就緊挨著

地獄，低下階層的孩子遭遇不平等的待遇，卻仍必須每

天工作超過 14小時般像詛咒的世代傳襲，永遠無法脫

離…… 

 

服務內容：協助英文教學、家訪調查、關懷童工 

 

 

 

★泰北－〝華人難民村的新希望〞 
泰緬邊界素有金三角之稱，過去是毒梟的大本

營，毒品的交易頻繁直接的迫害當地居民，村

民成了吸毒者、販毒者的不計其數。而如今，

隨著當地戒毒村的成立，宗教力量慢慢幫助許

多人成功戒毒。 

但當過去的創傷尚在撫平當中，孩子們的教育

學習與文化認同，又成了另一個大問題。地處

偏遠的泰國北部山區，只有貧瘠的資源，兒童

的教育問題遂成隱憂…… 

 

服務內容︰協助中文教育、家訪調查 

 

★尼泊爾－〝世界背脊的神秘古國〞 
位在喜馬拉雅山麓中的小國，素來以千年的古蹟與壯麗的

群峰吸引無數的登山客聞風而至。但在綿延不絕的群山當

中，卻住著一群貧窮失學的孩子…… 

 

服務內容︰協助英文教學、家訪調查、體驗征服群山樂趣 

★菲律賓－〝天堂背後的另一個故事〞 
每年飽受颱風摧殘的海島村落，只因為地處偏遠，加上壯丁

們為了謀生而遠離家鄉，家園重建的工作一直停在原地，扶

持教育工作已迫在眉梢…… 

服務內容︰協助公共衛生教育、中英文教學、河堤建設 

 

★中國-走進〝世外桃源〞、看見〝失學貧童〞 
賀蘭山銀峰映照著黃河河套平原、只在課本當中才會

知道的西夏王朝，一群群牛羊點綴其中宛如流動的音

符，燦爛的青稞田，微風吹來宛如金黃潮水！ 

這是多麼令人嚮往的仙境，裡面卻住著一群貧窮失學

的孩子！ 

服務內容︰體驗少數民族生活、協助當地學校教學 

 

 

★台灣－〝給他們一個完整的家〞 
在一個被稱為福爾摩沙的美麗國度，卻在角落中隱藏著許多社會問題。農村隨著青壯年外出工作的緣故，

隔代教養、外籍二代及單親的問題越來越嚴重，許多孩童的家庭，在這樣的成長過程影響下破碎不堪。 

孩子們喪失了對生活及學習的興趣，整日在外遊蕩，需要多一點的關愛，讓他們重新看到人性的溫暖…… 

 

服務內容：協助教學、營隊帶領、家訪調查 

 

★探勘隊－〝史上最新服務冒險企劃〞 
微客國際志工服務團隊在尋找一群愛冒險、

肯吃苦、耐操勞，可以在短時間內馬上與夥

伴們合作進入服務工作，同時又具有背包客

獨立自主精神的志工朋友們，這就是微客國

際志工的〝探勘隊〞。 

★柬埔寨─〝飽經戰亂後的純樸人民〞 
經歷數十年戰爭和極端政權，昔日微笑高棉面臨

了史無前例的大倒退。如今重獲和平的柬埔寨，

為生存和貧窮奮戰。義務教育形同虛設，孩子們

到學校，老師卻因政府發不出工資而停課，那些

對於成長和脫貧的渴望，總是得不到適當的重視

與回應…… 

 

服務內容：協助中英文教學、家訪調查 

2018年(全年度) 微客國際志工 活動簡章(從台灣出發) 
帶著愛心去旅行--你可以讓自己的假期更有意義！ 

對你而言，人生中最特別的〝旅程〞是什麼？ 

貧困的大地、落後的社區部落加上孩童們一雙雙純真明亮的眼睛，和靦腆的笑容，  

過去靠著電視和網路上的文字神遊其中，現在我們將走進他們當中， 

讓原本是平行線的人們，開始有了交集…… 

這不只是一趟奇妙的旅行，也可以是對自己心靈的沉澱，更能夠陪伴偏遠地方的貧困孩子， 

同時也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一生好友！ 

帶著愛心一起到被遺忘的角落，讓溫暖的陽光，彼此的笑容，成為更有意義的假期~~ 

歡迎您現在就加入微客國際志工，一起關懷弱勢孩童的行列吧！ 
 

 

 

 

 

 

 

 

 

 

 

 

 

 

 

 

 

 

 

 

 

 

 

 

 

 

 

 

 

 

 

 

 

 

  

 

微客格言：每個孩子都應該享有食物、遊戲、受教育和被愛的權利 



2018年度 微客國際志工---參加辦法說明 

我 要 參 加 博 覽 會 

http://www.waker.org.tw/invt3-6-1.asp 總部專線：02-3322-5103 

總部傳真：02-3322-6103 

電子信箱：waker@waker.org.tw 
線上問卷‧報名梯隊 

https://www.waker.org.tw/invt3-6-2-talk.asp 

微客官方網站：https://www.waker.org.tw 

Facebook 官方粉絲團：https://www.facebook.com/wake103 

服務內容：1、全程住宿當地服務據點，體驗當地生活及文化 

          2、協助當地教學、活動帶領、社區重建及衛生教育推廣…等，服務內容依實際狀況調整 

          3、依當地需求進行家庭訪視、關懷及社區田野調查研究 

服務對象：台灣、新疆、泰國、印度、尼泊爾、柬埔寨、菲律賓、越南、史瓦濟蘭等地之弱勢社區孩童 

招募對象：凡年滿 15 歲以上之精力學生族、老師愛心族、活力上班族、團體企業、經驗豐富退休族… 

活動費用：包括機票、全程交通、部分食宿(服務據點)、旅平險(400 萬意外險及 40 萬醫療險) 

相關服務行政及對當地的服務工作。若超支不足由微客負擔，若有餘額則轉為服務據點費用 

參加辦法： 

1、欲了解微客國際志工服務計畫，歡迎報名每年四月及十月之〝博覽會〞(最短所需時間約 1.5 小時)。 

2、官網已開放 2018 年全年度梯隊。請至官網點選報名梯隊選項完成【中文線上問卷】可報名中文梯隊， 

   完成【英文線上問卷】者可報名全部梯隊。 

3、凡完成線上問卷後，即可上網登錄個人梯隊志願序，名額額滿為止。梯隊入選名單將以簡訊及 E-mail

通知，並請於收到入選通知的期限內前繳交費用、出隊志工資料、護照影本及切結書，若未繳交則

依次遞補名單，所遞補之名單及訊息亦以簡訊及 E-mail 通知。 

4、各梯服務據點介紹、訓練時間、費用結構、資料繳交、報名流程等規定，皆於博覽會作詳細解說， 

   歡迎大家擇一參加各區博覽會，2018 年春季博覽會時間及地點公佈如下。 

5、若遇出隊人數不足或不可抗力之因素，本團隊將依實際狀況整併相關梯隊或調整出隊時間及地點， 

   相關訊息將公佈於相關網站。 

6、如有任何疑惑，請電洽--微客國際服務團隊，總部專線：02-3322-5103 

 

【2018 年春季  微客國際志工博覽會】 各區時間及地點與流程介紹  

場次 時     間 地             點 

南區 04 月 14 日(六) 下午 13：00~17：00 
地點：做做手藝 x 體驗空間 

地址 :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二路 104 號 3 樓 

中區 04 月 14 日(六) 下午 13：00~17：00 
地點：樹合苑 

地址 : 台中市北區中清路一段 101 號 

北區 04 月 21 日(六) 下午 13：00~17：00 
地點：大可居青年旅館 

地址：台北市萬華區昆明街 316 號 

東區 04 月 21 日(六) 下午 13：00~15：00 
地點：洄瀾窩青年旅舍 

地址 : 花蓮縣花蓮市國聯一路 83 號 

馬來西亞 

吉隆坡(暫) 
04 月 28 日(六) 下午 14：30~17：00 

地點：INXO Arts and Culture Foundation 

地址 : 1st Floor, Shaw Parade, Changkat Thambi 

Dollah, 55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備註：活動以博覽會方式進行，歡迎參與〝活動總綱說明〞、〝服務據點說明〞，並設有各服務據點攤位可供諮詢，

請事先至官網完成〝線上問卷〞即可上網報名梯隊。 

http://www.waker.org.tw/invt3-6-1.asp
mailto:waker@waker.org.tw
https://www.waker.org.tw/invt3-6-2-talk.asp
http://www.waker.org.tw/
http://www.facebook.com/wake103


《2018年上半年度 微客國際志工—中文各梯次一覽表》                     (以下梯隊所列將以官網公布實際出隊為準) 

類別 難易度 出隊服務地點(暫定) 梯隊時間(暫定-正確時間將依班機調整) 費 用(暫定) 

(費用包含機票) 
備註 人數 

中國 ★★ 新疆‧甘溝 04月 28日~05月 07日，共 10天 NT.44,000元 哈薩克族 
各梯隊 

18~22名 

 

《2018年下半年度 微客國際志工—中文各梯次一覽表》                     (以下梯隊所列將以官網公布實際出隊為準) 

類別 難易度 出隊服務地點(暫定) 梯隊時間(暫定-正確時間將依班機調整) 費 用(暫定) 

(費用包含機票) 
備註 人數 

台灣 ★ 

彰化‧路上 
07月 08日~07月 15日，共  8天 

08月 05日~08月 12日，共  8天 
NT.8,000元 

弱勢家庭 

原住民孩童 

各梯隊 

18~22名 

屏東‧里港 07月 15日~07月 22日，共  8天 

雲林‧林內 08月 05日~08月 12日，共  8天 

泰國 

★ 清萊‧滿樂福 

07月 28日~08月 04日，共  8天 

12月 29日~01月 05日，共  8天 
NT.30,000元 

北部山區 

華人後裔 

07月 03日~07月 16日，共 14天 

08月 18日~08月 31日，共 14天 
NT.34,000元 

★★ 清萊‧滿星疊 

06月 30日~07月 07日，共  8天 

08月 31日~09月 07日，共  8天 
NT.30,000元 

07月 15日~07月 28日，共 14天 

08月 04日~08月 17日，共 14天 
NT.34,000元 

中國 

★ 陝西文化交流 08月 04日~08月 14日，共 11天 NT.29,000元 
中國十三朝

古都 

★ 

★★ 

寧夏‧大灣 07月 08日~07月 21日，共 14天 NT.34,000元 
回族 

寧夏‧彭堡 08月 02日~08月 15日，共 14天 NT.34,000元 

★★ 

新疆‧甘溝 

06月 09日~06月 18日，共 10天 

09月 01日~09月 10日，共 10天 

11月 15日~11月 24日，共 10天 
NT.44,000元 哈薩克族 

新疆‧燈草溝 12月 23日~01月 01日，共 10天 

★★ 

★★★ 青海‧玉樹 
07月 07日~07月 21日，共 15天 

08月 11日~08月 25日，共 15天 
NT.49,000元 藏族/孤兒 

馬來西亞 ★ 

★★ 砂勞越‧詩巫 07月 27日~08月 05日，共 10天 NT.32,000元 
熱帶雨林 

伊班族 

 

備註： 

1.難易度分級之評量是以曾出過隊志工，依據住宿條件、膳食提供、交通過程及服務項目等綜合性為考量(並非是危險程度，

微客所服務之據點皆經過評估為安全地區才可出隊)，但因個人接受程度不一，本評量僅做參考用。(1~5 級，1 級★最簡單，

5 級★★★★★最難) 



《2018年上半年度 微客國際志工—英文各梯次一覽表》                     (以下梯隊所列將以官網公布實際出隊為準) 

類別 難易度 出隊服務地點(暫定) 梯隊時間(暫定-正確時間將依班機調整) 費 用(暫定) 

(費用包含機票) 
備註 人數 

菲律賓 ★★ Cebu‧Mactan 
04月 04日~04月 08日，共  5天 

04月 27日~05月 01日，共  5天 
NT.27,000元 

社區/孤兒 
各梯隊 

18~22名 

柬埔寨 ★ 

★★ Siem Reap‧Puok 02月 18日~02月 25日，共  8天 NT.29,000元 

蒙古國 

(外蒙古) 
★★ 

★★★ Ulaanbaatar‧Gachuurt 03月 30日~04月 08日，共 10天 NT.47,000元 

尼泊爾 ★ 

★★★ Lalitpur‧Nallu 04月 01日~04月 08日，共  8天 NT.46,000元 

探勘隊 ★★ 

★★★ 馬達加斯加 03月 30日~04月 08日，共 10天 NT.85,000元 東非地區 
各梯隊 

6~8名 

 

《2018年下半年度 微客國際志工—英文各梯次一覽表》                     (以下梯隊所列將以官網公布實際出隊為準) 

類別 難易度 出隊服務地點(暫定) 梯隊時間(暫定-正確時間將依班機調整) 費 用(暫定) 

(費用包含機票) 
備註 人數 

越南 

(北越) 
★ 

   ★★ HA Giang 07月 08日~07月 17日，共 10天 NT.30,000元 
北部山區 

黑苗族 

各梯隊 

18~22名 

菲律賓 ★★ 

Cebu‧Mactan 

07月 27日~07月 31日，共  5天 

12月 28日~01月 01日，共  5天 
NT.27,000元 

社區/孤兒 
08月 07日~08月 14日，共  8天 

08月 25日~09月 01日，共  8天 

09月 22日~09月 29日，共  8天 

10月 06日~10月 13日，共  8天 

NT.29,000元 

07月 02日~07月 15日，共 14天 

NT.34,000元 社區/兒童 
Catanduanes‧Obi 07月 17日~07月 30日，共 14天 

Catanduanes‧Inalmasinan 07月 17日~07月 30日，共 14天 

Catanduanes‧Hitoma 08月 02日~08月 15日，共 14天 

柬埔寨 ★ 

★★ Siem Reap‧Puok 

07月 28日~08月 04日，共  8天 

08月 08日~08月 15日，共  8天 
NT.29,000元 

社區/孤兒 

07月 02日~07月 15日，共 14天 

08月 21日~09月 03日，共 14天 
NT.34,000元 

蒙古國 

(外蒙古) 
★★ 

★★★ 

Ulaanbaatar‧Gachuurt 08月 07日~08月 16日，共 10天 
NT.47,000元 

Ulaanbaatar‧Gunt 08月 21日~08月 30日，共 10天 

印度 ★ 

★★ 

Rajasthan‧Virat Nagar 07月 07日~07月 20日，共 14天 
NT.48,000元 

UP‧Varanasi 08月 04日~08月 17日，共 14天 

尼泊爾 ★ 

★★★ 

Lalitpur‧Bhardev 08月 11日~08月 21日，共 11天 
NT.47,000元 

社區/孤兒 
Gorkha‧Keurani 

08月 11日~08月 21日，共 11天 

07月 03日~07月 17日，共 15天 
NT.49,000元 

Lalitpur‧Nallu 07月 03日~07月 17日，共 15天 

史瓦濟蘭 ★ 

★★ Manzini‧Bethany 08月 15日~08月 29日，共 15天 NT.85,000元 

探勘隊 ★ 

★★ 日本 11月 10日~11月 19日，共 10天 NT.35,000元  
各梯隊 

6~8名 



出隊流程：(歡迎參加每年四月及十月微客國際志工博覽會) 
 

 

 

 

 

 

 

 

 

 

 

備註： 

1.微客國際志工入口網址： https://www.waker.org.tw/intv3_1.asp 

2.未依規定時間內繳交相關費用資料，則依次遞補名單。 

 

 

 

 

 

 

 

 

 

 

 

 

 

 

 

 

 

 

 

 

 

 

 

 

 

 

 

 

 

 

微客格言：或許我們沒辦法在這個世界上做什麼偉大的事情，但我們卻可以帶著偉大的愛做一些小事 

 
微客國際服務團隊 

社團法人台灣微客公益行動協會 核准字號：台內社字第 1010190739 號／法人登記：登記簿第 9 冊第 9 頁第 2167 號 

微客國際服務有限公司 (社會企業) 統一編號：24749580 

報名完成！ 

等待領隊聯繫 

 

以簡訊及E-mail通知

入選者梯隊 

 

正式隊員 

參與該梯隊行前籌備會 

 
帶著愛心出發吧！ 

填完線上面談問券者 

於【微客官網】
備註 1

 

報名梯隊，登錄梯隊志願序 

入選志工三步驟
備註 2

： 

1. 至官網，完成入選志工登錄 

2. 繳交費用 

3. 上傳切結書、護照影本等資料 

https://www.waker.org.tw/intv3_1.asp


 

如果想要參與國際志工，卻不知如何入門…… 

如果想了解國際志工能做什麼，卻不知該怎麼做…… 

如果想知道應該抱持著怎麼樣的心態進入這個領域…… 

 

在此向您推薦一本好書…… 

 

書  名：陪他們走一段回家的路 

作  者：朱永祥 

出版社：木馬文化 
全國各大書店--誠品、金石堂、博客來…均有販售 

 

會告訴您心中疑惑和解答，成為最佳的入門指導書 

書中深刻描述國際志工參與的一切，並刻劃了台灣志工在

參與各地服務過程的生活和文化衝擊 

 

 

「在農村裡沒有像城市中的高樓大廈阻隔了彼此的關係，我們和孩子們在一望無際的草原、農地、

山巒、田野裡奔馳、玩耍、談天、說笑，就好像這個世界的一切紛擾，都可以因為一個孩子的笑容彷彿

不存在了。陪他們走一段回家的路，是生命中最美好的時光，也是我認為這是全世界上無可比擬最美麗

的風景。」 

 

 

 

--關於國際志工的另一著作— 
放下自我的設限，去理解那陌生的國度 
 

書  名：沒有答案的旅程 

作  者：朱永祥 

出版社：木馬文化 

全國各大書店--誠品、金石堂、博客來…均有販售 

                                   

我們的一生似乎總是在想方設法地透過比較、競爭、打敗對方 

來贏得自己想要擁有的一切，在我們的眼中只有『自己』，卻忘 

了人和人之間從最起初時，原本就應該存在的彼此給予和分享 

的本能。 

如今在這個窮鄉僻壤，看似一切什麼都沒有的尼泊爾孤兒院裡，我們從這群孩子們的身上卻找到了人類

最原始良善的這一面，那才是真正而且巨大的財富，不是在物質上的擁有或是名聲成就，更不是只為著

『自己的榮華富貴』而已。這個發現正是在這群孩子的心中並沒有「贏」，又或著「成為第一名」是他

們追求的唯一目標。孩子們只知道，如果這是一個大家在一起的團體，那得榮耀的時候，應該是一起得

著榮耀。 



 
 

勸募許可:衛部救字第 1061361809 號 

拯救童年‧愛心捐助單 

每個孩子都應該享有食物、遊戲、受教育和被愛的權利！ 

請不要忽視自己對世界的影響力，即使那只是一點點的亮光，卻能真真實實溫暖角落中每個人心。 

收據抬頭  收據抬頭之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收據地址 □□□-□□ 

聯絡電話 (日)                           (夜)                            (手機) 

E-MAIL  生日月份           月 

專案用途 

與 

捐款金額 

□尼泊爾/成就一個自在學習的環境     □每月 300 元  □每月 500 元  □每月 1,000 元  □每月      元 □單次      元 

□台灣/讓偏遠的孩子無憂無慮長大     □每月 300 元  □每月 500 元  □每月 1,000 元  □每月      元 □單次      元 

□台灣/陪伴孩子揮出不一樣的夢想     □每月 300 元  □每月 500 元  □每月 1,000 元  □每月      元 □單次      元 

□印度/許他們一個快樂童年           □每月 300 元  □每月 500 元  □每月 1,000 元  □每月      元 □單次      元 

□泰北/讓孤兒有個安心學習的環境     □每月 300 元  □每月 500 元  □每月 1,000 元  □每月      元 □單次      元 

□泰北/化真誠的陪伴為堅強的勇氣     □每月 300 元  □每月 500 元  □每月 1,000 元  □每月      元 □單次      元 

□蒙古/陪伴草原孩子構築夢想         □每月 300 元  □每月 500 元  □每月 1,000 元  □每月      元 □單次      元 

□史瓦濟蘭/以陪伴傳遞溢於言表的感情 □每月 300 元  □每月 500 元  □每月 1,000 元  □每月      元 □單次      元 

□柬埔寨/給弱勢孩童一個受教育的機會 □每月 300 元  □每月 500 元  □每月 1,000 元  □每月      元 □單次      元 

□菲律賓/為孩子打造安全的上學之路   □每月 300 元  □每月 500 元  □每月 1,000 元  □每月      元 □單次      元 

□所有專案/依輕重緩急分配         □每月 300 元  □每月 500 元  □每月 1,000 元  □每月      元 □單次      元 

□其他/微客協會之會務運用           □每月 300 元  □每月 500 元  □每月 1,000 元  □每月      元 □單次      元 

捐款期限 □12 個月，捐款自西元 20____年____月起        □_____個月     □12 個月以上暫不設期限（如欲停捐請電洽微客） 

捐款方式 

郵政劃撥：（請至郵局填寫劃撥單，劃撥資料如下）： 

劃撥帳號： 50233738 ，戶名：社團法人台灣微客公益行動協會 

□ 信用卡捐款： 

本人同意提供                          銀行信用卡卡號，於當月由發卡銀行代扣轉帳 

信用卡卡號：        -        -        -         信用卡有效期限：___月___年(西元) 

 持卡人簽名： 

 

 

(同信用卡背面簽名) 

收據寄發 □年度收據    □單次收據 將捐款資料給財政部作為所得稅申報：□是(請提供身分證字號/統編)  □否 

 填妥表格請傳真(02)3322-6103 或 郵寄至社團法人台灣微客公益行動協會(10074 台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一段 67 號 2 樓)。 

 為讓您的捐款更妥善運用，請您傳真或郵寄後主動來電確認，捐款專線：(02)3322-5103 #5 蘇小姐。 

 

法定告知：社團法人台灣微客公益行動協會為辦理及管理各項捐款事宜，須蒐集處理捐款人之個人資料，資料僅限本會使用，

並主管機關查核之用。且捐款人得隨時請求查詢、閱覽、提供複本、補充、更正、停止或刪除之.。若捐款人不願

提供，則無法完成捐款，或將被視為匿名捐贈。 

欲現金捐款者，請於上班時間(週一至週五 10:00-18:00)親自前往微客公益行動協會。 

 

辦公室地址：台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一段 67 號 2 樓 

聯絡電話：02-3322-5103 / 傳真：02-3322-6103 

微客官網：www.waker.org.tw      Facebook：www.facebook.com/wake103 

http://www.waker.org.tw/
http://www.facebook.com/wake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