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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服務倫理志願服務倫理

台中市生命線台中市生命線

主任邱淑姃主任邱淑姃

大綱

一、前言
二 為何會有志願服務？二、 為何會有志願服務？
三、志願服務的基本理念：

四、助人者的特質：
五、什麼是倫理？

六 為何要談志願服務倫理六、為何要談志願服務倫理
七、志願服務倫理的範圍

八、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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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服務雖時空不同方式有異

前言

※志願服務雖時空不同方式有異
但價值卻同是人類社會進步的動力

※志工-人群服務活動之重要資源
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把握志工的角色與功能
省思自我成長

志願服務的基本理念：

• 是一種自由的結合，非強迫參與的組織。

• 是人力的配合，非財物的提供。

• 是餘暇的奉獻，非全部時間的佔有。

• 是重在意願的啟發，非絕對專業的服務。

• 是重技巧的運用，非全付精神的投入。

• 是須實際行動的表現，非僅憑意念的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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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的動機

1、…
2、…
3、…
4 、…

首先由下列幾個問題自我省思?

• (1)做「志工」的意義是什麼？

• (2)為什麼我要當「志工」？我參與的動機是？

• (3)當一個「志工」可以獲得什麼好處？

• (4)當一個「志工」需具備的條件為何？

• (6)我適合擔任「志願服務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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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服務者應是：

1.有生活目標的人
2.是自我實現的人

3.能充分發揮功能的人
4 有人情味和心理健康的人4.有人情味和心理健康的人

5.是光明磊落的人

志願服務者的特質：

李鍾桂主任對志工的勉勵

一、扮演三流的角色： 清流,暖流及中流
二、21世紀是科技數位的世紀,應該充分運用e化!
三、是一個Teamwork的時代
四、服務最基礎的觀念態度十分重要,要有五點精神:

a.臉要笑:
b.嘴要甜:

腰要軟c.腰要軟:
d.心要正:
e.腳要快:

五、要的要有＂光熱力愛美＂的精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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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鍾桂主任對志工的勉勵

1.扮演＂三流角色＂ 

a.清流:永遠維持著清新,有朝氣有活力,
及不被混濁的社會所汙染的精神.

b.暖流: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我們要給人,
溫暖,要發揮暖流精神.

c.中流:不偏不倚中流砥砫的精神,＂以服務
為人生觀

李鍾桂主任對志工的勉勵李鍾桂主任對志工的勉勵

2、二十一世紀是科技數位的世紀,
我們應該充分運用科技“資訊＂
來節省時間及金錢,這樣才能符合

21ct的精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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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鍾桂主任對志工的勉勵李鍾桂主任對志工的勉勵

3、任何人不是三頭六臂,
今天是一個Teamwork
的時代,集大家智慧來的時代,集大家智慧來
共同努力

李鍾桂主任對志工的勉勵

4 、服務最基礎的觀念態度十分重要 有4 、服務最基礎的觀念態度十分重要,有
五點精神:

a.臉要笑:保持微笑,經常有笑容!
b.嘴要甜:多說溫和感性的話來自我期許

及訓綀.
c.腰要軟:拉近彼此距離,有親近感.c.腰要軟:拉近彼此距離,有親近感.
d.心要正:本著熱愛工作,願意服務
大眾及願意代表著機構的榮譽心;同理

心及真誠來服務大眾.
e.腳要快:有效率的精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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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鍾桂主任對志工的勉勵

5 、要有＂光熱力愛美＂的精神：

用真誠熱情,展現活力,心中有愛,
以愛來美化人生以愛來美化人生,
以愛來進化社會,
以愛來祥合整個大環境!

什麼是倫理？

倫理是人與人互動時的一種「規範倫理是人與人互動時的一種「規範」

是一種價值觀

是為人處世之準繩

是「可為」與「不可為」之依據

是「對」與「錯」--------是 對」與 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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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倫理是由社會『價值』而來，價值或稱價
值觀是倫理是由社會『價值』而來，價值
或稱價值觀是一種現今社會大多數人普遍或稱價值觀是一種現今社會大多數人普遍
認同正確的觀念。

• 一種現今社會大多數人普遍認同正確的觀
念，也是一種偏好。

志願服務倫理

〈一〉倫理的定義
是一種價值觀，也是一種行為規範是一種價值觀 也是一種行為規範

〈二〉志願服務倫理之涵義
指志工在從事服務的過程中，與受服務對象

、志工夥伴、運用單位和志工督導互動間
所應

遵「有所為」、「有所不為」之秩序與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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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志願服務的倫理---
當志工也講倫理？

• 志願服務的志工之間行為對錯的準則，
就是志願服務的倫理。

• 志願服務的倫理並非一成不變，

• 但應包含兩個層面：

• 一為「志工倫理」，相對者為

「志工管理者的倫理」 」。

為什麼要談倫理？

倫理是一種傳承• 倫理是一種傳承

• 倫理可以維繫人際關係

• 倫理告訴我們本份為何

• 倫理可以讓我們更有效率

為了維護服務對象的權益• 為了維護服務對象的權益

• 為了提高志願服務的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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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需要志工倫理守則

• (一) 從志工行及社工之行為表現

行天宮二志工 A錢事件談起….
行天宮志工洪xx、陳xxＡ善款，

涉嫌吞數百萬，令志工伙伴蒙羞。涉嫌吞數百萬，令志工伙伴蒙羞。

為何需要志工倫理守則

(一) 從志工及社工行為表現• (一) 從志工及社工行為表現

社工性侵智障女學員…

違反
社會工作倫理守則

也違反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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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需要志工倫理守則

(二)從志願服務的階段性心態• (二)從志願服務的階段性心態 。

1.探索期。
2.平穩期。
3.期待期。
4.不滿期。
5.適應期。

志願服務倫理的功能

彌補社會現實中法令守則的不足。

維持服務機構運作體制上的穩定。

協助服務機構順利有效推展業務。

增進人與人之間互助關係與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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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志願服務法（90.1.20）第四章志工之權利及義務
第十四條志工應有以下之權利：第十四條志工應有以下之權利：

＊接受足以擔任所從事工作之教育接受足以擔任所從事工作之教育

＊一視同仁尊重其自由尊嚴隱私及信仰

＊依據工作之性質與特點確保在適當之
安全與衛生條件下從事工作

＊獲得從事服務之完整資訊＊獲得從事服務之完整資訊

＊參與所從事之志願服務計畫之擬定設
計執行及評估

志願服務法（90.1.20）第四章志工之權利及義務

第十五條志工應有以下之義務：
　遵守倫理守則之規定

　遵守志願服務運用單位訂定之規章
　參與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所提供之教育訓練

　妥善使用志願服務證
　服務時，應尊重受服務者之權利

對因服務而取得或獲知之訊息 保守秘密　對因服務而取得或獲知之訊息，保守秘密
　拒絕向受服務者收取報酬

　妥善保管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所提供之可利用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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倫理守則則是

現代社會某些行業(特別是專門專
業 例如醫師 律師 社工師 記業，例如醫師、律師、社工師、記
者…等)自訂的一些行為準則，規範
該行業從業人員應該或不該的作為。
這些倫理守則的範定範圍包括了

• 1 志工與服務對象之間1. 志工與服務對象之間

• 2. 志工與志工彼此之間

• 3. 志工與機構之間

• 4. 志工與大社會之間

行
善
不
打打
烊
96
11
20

埔
里里
魚
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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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服務倫理的範圍

服務對象

志工夥伴運用單位
志工

家庭成員社會大眾

志工

同理心時間

如果我是一個參觀者，

我希望志工做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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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與服務對象間之倫理

• 1.  誠心提供服務

• 2. 尊重服務對象的決定2. 尊重服務對象的決定

• 3. 避免侵犯隱私

• 4. 避免傷害自尊

• 5. 對服務對象誠實

• 6. 保密的原則（有例外）

• 7. 不接受贈禮報酬(沒有物質利害的服務關係)

• 8. 不維持私人關係

• 9. 尊重服務對象之自抉權：照相、錄音影、媒體報導

• 10. 謹慎之身體接觸

• 11.  不輕易承諾

• 12. 平等對待服務對象並提高服務的品質

※案例討論

建立生命的金字塔

我付出了我的時間與精神，

我希望在『志願服務』

中獲得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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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本身的倫理

• 一認識自我追求成長

• 二、不斷地接受教育訓練

• 三、信守承諾

• 四、公私分明四 公私分明

• ※案例討論

五種社會核心價值

不計物質的報酬

追求公共的利益

尊重其自由意志

達成社會之參與

促進組織之效能
※案例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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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同在一起

當我是一個社會服務機構的

執行者，

我會期待志工們對機構發揮

何種效益?

志工與所屬機構間之倫理

一 虛心接受指導• 一、虛心接受指導

• 二、履行交辦事項

• 三、避免擅作主張

• 四、減少團隊結黨營私的困擾

• 五、對外代表機構，重視團體榮譽謹言慎行

• ※案例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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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共同體

在志願服務裡

我希望我的夥伴

具備哪些特質?

志工與志工夥伴間的倫理

• 1. 尊重志工夥伴

• 2. 合作提昇服務績效

• 3. 避免夥伴間之利益糾葛

• 4.凡事溝通協調

• 5.避免私是介入5.避免私是介入

• 6. 志工間之關係---言語和肢體接觸

7. 避免爭功諉過

※案例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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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的愛

如果我願意為陌生的獨居老人送餐，

我有多久沒有親切的問候頭髮

也已漸斑白的父母?

志工與家庭成員間之倫理

告知服務行蹤
共享服務樂趣
避免本末倒置避免本末倒置

※案例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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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與社會大眾之間的倫理

• 一、維護社會公益

• 二、發揮影響力量

• 三、避免沽名釣譽

一個小故事：
小明已婚是一位優秀的志工，

擁有豐厚的助人學識背景，
為一位服務對象感到苦惱?！

王小姐 歲離婚單身王小姐35歲離婚單身，
在參訪的解說過程中認識王小姐她給人的印象深刻且

面貌矯好，告知小明心理很苦悶！
不知如何打發時間？希望能找人聊聊！

在聊天中小明知道王小姐一人住在公寓，
離婚後覺得人生無趣自怨自哀！

沒有談得來的朋友生活簡單 小明和她相談甚歡沒有談得來的朋友生活簡單。小明和她相談甚歡，
彼此都覺得相識恨晚，

自此小明和王小姐常於線上談論彼此對
生命價值的問題。

一日王小姐來電告知想不開希望小明能到家中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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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一：小明違反了什麼倫理問題？
問題二：志工是否可以與服務對象交往？

志願服務的倫理守則：

（一） 志工本身應有的倫理守則（一）、志工本身應有的倫理守則：

要誠心奉獻─不沽名釣譽。
要負責盡職─不敷衍應付。
要實事求是─不好高鶩遠。要實事求是─不好高鶩遠。
要踴躍付出─不貪求名利。
要持之以恆─不無疾而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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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兩意」自我期許做事、下決定；
唯個人認為參與志願服務，

可從另外一個角度去思考如何力求「三心 二意可從另外一個角度去思考如何力求「三心、二意」。

志工參與志願服務應該：
（一）有心─絕不可居心。因為「有心」必能實事求是。
（二）用心─絕不可欺心。因為「用心」必能全心投入。
（三）恆心─絕不可隨心。因為「恆心」必能永續經營。
（四）誠意─絕不可任意。因為「誠意」必能無為無求。（四）誠意 絕不可任意 因為 誠意」必能無為無求
（五）美意─絕不可大意。因為「美意」必能精益求精。

志願服務的倫理守則：

（ 二）、志工與志工之間之
應有的倫理守則應有的倫理守則：

要精誠合作─不勾心鬥角
要溝通協調─不唯我獨尊
要分享經驗─不漠視新進要分享經驗 不漠視新進
要步調一致─不一意孤行
要相互激勵─不互揭長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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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服務的倫理守則：

（三）、志工與機構之間的倫理守則：（ ）

要遵守規則---不喧賓奪主
要協調問題---不徒生困擾
要維護立場---不妄加批評
要目標一致---不各顯神通
要促進和諧---不惹是生非

志工應有的禁忌

• 作秀

• 掛羊頭賣狗肉

• 蜻蜓點水

• 虎頭蛇尾

• 來去自如• 來去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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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應有的禁忌

• 湊熱鬧湊熱鬧

• 耍特權

• 傲慢

• 爭功諉過

• 光說不練

• 貪小便宜

志工應有的禁忌

• 斤斤計較

• 公器私用

• 挑撥離間

• 搞小圈圈

• 勾心鬥角• 勾心鬥角

• 自命不凡

• 好高騖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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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應有的禁忌

• 不知分寸不知分寸

• 喧賓奪主

• 走火入魔

• 欺負菜鳥

口是心非• 口是心非

志工應有的正確認知

• 品德要美：不可假服務之名，而為不應為
之實。

• 動機要純：不可以服務為手段，而達不當
之目的。

• 觀念要正：不隨風而起，無疾而終。

• 態度要誠：要以誠感人，不因熱度沸騰，
而過猶不及。

• 心胸要寬：不因遭遇挫折，而心灰意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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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應有的正確認知

• 語言要謙：要謙虛待人，不可氣勢凌人。語言要謙：要謙虛待人 不可氣勢凌人

• 行為要端：要謹慎行事，不可惹事生非。

• 活動要參：積極參與，而收服務效果。

• 見識要廣：要從服務過程，學習成長，

而獲增廣見聞，拓展服務空間。而獲增廣見聞，拓展服務空間。

• 家庭要兼：要兼顧家庭責任，不可本末倒置。

志願服務倫理守則

• 我願誠心奉獻
持之以恆 不無疾而終~~持之以恆，不無疾而終。
• 我願付出所餘

~~助人不足，不貪求名利。
• 我願專心服務

~~實事求是，不享受特權。
• 我願客觀超然

~~堅守立場，不感情用事。
• 我願耐心建言

~~尊重意見，不越俎代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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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服務倫理守則

我願學習成長• 我願學習成長，

~~汲取新知，不故步自封。

• 我願忠心職守，

~~認真負責，不敷衍應付。

我願配合志願服務運用單位• 我願配合志願服務運用單位，

~~遵守規則，不喧賓奪主。

志願服務倫理守則

• 我願熱心待人
~~調和關係，不惹事生非。

• 我願肯定自我
~~實現理想，不好高騖遠。

• 我願尊重他人
維護隱私 不輕諾失信~~維護隱私，不輕諾失信。
• 我願珍惜資源

~~拒謀私利，不牽涉政治、
宗教、商業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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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倫理守則10問

1.  是否遵守機構規定？

2.  是否干涉別人的事情？

3.  是否搬弄是非，破壞相處的氣氛？

4.  是否經常笑臉迎人，保持開朗的心情？

5.  是否熱心地協助他人？

志工倫理守則10問

6.  是否違反工作規則？

7.  是否常在背後說別人 壞話？

8.  是否以身作則帶頭工作？

9 是否以親切的態度待人？9.  是否以親切的態度待人？

10 .是否在人前人後同樣地

努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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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服務倫理~由自己做起

擁有健康的身體• 擁有健康的身體

• 培養快樂的心情

• 充實學習的素養

• 建立服務的觀念

• 增進服務的技能

• 提昇服務的品質

志工的服務精神，以及對社會的使命感，

請志工伙伴時時自省

是非營利組織永續經營的基礎，

請志工伙伴們隨時自省：

1.是否能提供親切、盡心之服務？

2.在團隊中是否也能彼此體諒、相互欣賞？

3 自己參與機構服務的知能，是否隨年資增長而日有精進，3.自己參與機構服務的知能，是否隨年資增長而日有精進，
更加專業？

4.個人當下的服務理念和態度，與當初決定擔任志工的

初衷相符嗎？

5.是否準備好願盡力扮演稱職志工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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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目標上 志願服務需要明確具體

志願服務也要追求成效

1.在目標上，志願服務需要明確具體

2.在組織上，志願服務需要經營發展

3.在個人上，志願服務需要終生學習

4.在服務上，志願服務需要品質效能

5 在心態上 志願服務需要積極成長5.在心態上，志願服務需要積極成長

倫理啟示

今日志願服務的倫理---
就是要我們謹守本份就是要我們謹守本份

參與志願服務時---
學習分工合作，融入團體生活

在提供服務時---
讓自我成長，並尊重每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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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自己與別人生命中的天使

只有你是你自己的天使，決定你的未來！

只有你願意去做他人的天使，

生命才得以豐滿！

每個人都有屬於自己的能力，

讓自己活得更好更精采，

你需要的很簡單，

就是擁有天使的一雙翅膀，就是擁有天使的一雙翅膀

一支翅膀幫自己、一支翅膀幫別人，

這一對翅膀將帶你飛翔、

突破未來的天空，

讓你更有力量，掌握這個世界！ ~嚴長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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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譜：奶油志工濃湯

主要材料：對人類無盡的愛主要材料：對人類無盡的愛

其他材料：時間、才能、精力、修養、

永恒、喜悅、幽默、愛、

慷慨、親切、以及

不含人工色素的天然色澤

與香料。

食譜：奶油志工濃湯

做法：

在愉悅的氣氛下，將手邊的在愉悅的氣氛下 將手邊的

工作與志工的技能加以混合，

大方地灑上時間，然後酌量

地加上責任。

若要使湯更濃些，可以倒入充分的若要使湯更濃些，可以倒入充分的

感激，努力攪拌使均勻。

此食譜可依照個人需要而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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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給在座各位送給在座各位------三千萬三千萬

• 一、千萬要讓志願服務經驗• 一、千萬要讓志願服務經驗

傳承下去

• 二、千萬要遵守志工倫理及

機構規範

三 千萬要強調人性尊嚴及• 三、 千萬要強調人性尊嚴及

同理心

結語

志願服務是一種「甘願做、歡喜受」的
奉獻工作，只要參與者能夠言必由衷，
秉持「以服務充實人生、用關懷增添溫
情」的理念全力以赴讓自己成為一個快

快樂樂的志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