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 

            宜蘭縣政府社會處      林明智 



 一、引 言 

（一）「志願服務法」於民國90年1月4日 

           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並於同年1月20日 

           奉總統令公布施行；全文計有 

          八章二十五條。 



（二）志願服務法授權訂定之法規計有七項，分別自 

           90年4月20日至同年8月10日陸續由內政部會商 

           中央相關部會及地方政府訂頒實施；其中包括： 

 

          1.志工基礎教育訓練課程（90.4.24） 

          2.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管理辦法（90.4.20） 

          3.志工倫理守則（90.4.24） 

          4.志工服務績效認證及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發給作 

             業規定（90.4.24） 

          5.志願服務獎勵辦法（90.6.21） 

          6.志工申請志願服務榮譽卡作業規定（90.4.24） 

          7.役男申請服替代役辦法部分條文（90.8.10） 



二、法案重點內涵 

（一）總   則 
1.制定目的：整合社會人力資源，發揚志願服務美 

                     德，促進社會各項建設，提昇國民生  

                     活素質。（第1條） 

2.適用範圍：（第2條） 

 （1）經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主辦或經其 

          備查符合公眾利益之服務計畫。 

 （2）不包括單純、偶發，基於家庭或友誼原因而 

          執行之志願服務計畫。 



3.界定三個名詞定義：（第3條） 

（1）志願服務（內涵）：自由抉擇、誠心奉 

         獻、助人利他、不計報酬、無怨無悔、學 

         習成長、講求方法、施受互惠、公平正 

         義、永續經營、增進公益、輔助支援。 

（2）志願服務者簡稱志工。 

（3）志願服務運用單位：運用志工之機關、機 

         構、學校、（社團、財團）法人或經政府 

         立案團體。 



（二）主管機關 

1.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市）為縣（市）政府。本法所定事
項，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第4條第1、2

項）  



2.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即政府機關）應有之權責： 

     （1）主管志工權利、義務、召募、教育訓練、獎勵表揚、 

              福利、保障、宣導與申訴之規劃及辦理。（第4條第3 

              項） 

     （2）應置專責人員辦理志願服務相關事宜。（第5條第1 

              項） 

     （3）召開志願服務會報。（第5條第1項） 

     （4）應對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加強聯繫輔導，並給予必要之 

              協助。（第5條第2項） 



（三）志願服務運用單位之職責  

1.召募志工時，應將「志願服務計畫」公告。
集體從事志願服務之公、民營事業團體，
應與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簽訂服務協議。
（第6條） 

2.應依志願服務計畫運用志願服務人員。志
願服務計畫應包括：志工之召募、訓練、
管理、運用、輔導、考核及服務項目。
（第7條第1、2項） 



3.運用計畫之辦理：（第7條第3、4、5項） 

（1）運用前備案：檢具志願服務計畫及立案登記證書影本， 

         送主管機關及該志願服務計畫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案。 

（2）運用後備查：運用結束後二個月內，將志願服務計畫辦 

         理情形函報主管機關及該志願服務計畫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備查。 

（3）各級政府機關、機構、公立學校或志願服務運用者之章 

         程所載存立目的與志願服務計畫相符者，免於運用前申 

         請備案。但應於年度結束後二個月內，將辦理情形函報 

         主管機關及該志願服務計畫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 

（4）志願服務運用者未依規定辦理備案或備查時，志願服務 

         計畫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不予經費補助，並作為服務績 

         效考核之參據。 



4.主管機關及志願服務計畫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受理志願服務計畫備案時，其志願服務計畫
與本法或其他法令規定不符者，應即通知志
願服務運用單位補正後，再行備案。（第8條） 

5.應辦理志工教育訓練。教育訓練包括：（1）
基礎訓練，（2）特殊訓練。（第9條） 

6.應確保志工服務環境之安全及衛生。（第10

條） 



7.應提供志工必要之資訊，並指定專人負責志願
服務之督導。（第11條） 

8.應發給完成教育訓練（基礎及特殊訓練）之志
工「志願服務證」（由運用單位製發及管理）
及「志願服務紀錄冊」（由運用單位檢具志工
一吋半身照片二張及相關證明文件向地方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申請核發，不屬地方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之運用單位則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申請核發）。（第12條） 

9.必須具專門執業證照的工作，應由具證照之志
工為之。（第13條） 



（四）志工之權利及義務 

1.志工應有之權利：（第14條） 

  （1）接受教育訓練。 

  （2）一視同仁，尊重其自由、尊嚴、隱私及信   

           仰。 

  （3）確保在適當之安全與衛生條件下從事工作。 

  （4）獲得從事服務之完整資訊。 

  （5）參與所從事之志願服務計畫之擬定、設計、 

           執行及評估。 



2.志工應有之義務：（第15條） 

  （1）遵守倫理守則之規定。 

  （2）遵守運用單位之規章。 

  （3）參與教育訓練。 

  （4）妥善使用志工服務證。 

  （5）尊重受服務者之權利。 

  （6）保守秘密。 

  （7）拒收報酬。 

  （8）妥善保管運用單位提供之可利用資源。 

            



（五）促進志願服務之措施 

1.運用單位應為志工辦理意外事故保險；必要時，
並得補助交通、誤餐及特殊保險等經費。（第16

條） 

2.服務滿1年，服務時數達150小時之績優志工，得
向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申請認證服務績效及發給志
願服務績效證明書。（第17條） 

3.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視業務需要，將汰舊之車
輛、器材及設備無償撥交相關志願服務運用單位
使用；車輛得供有關志願服務運用單位供公共安
全及公共衛生使用。（第18條）  



4.運用單位應定期考核志工個人及團隊之服務績效。
（第19條第1項） 

5.政府機關得就運用單位考核服務績效特優者，選拔楷
模予以獎勵。（第19條第2項） 

6.政府機關應對推展志願服務的機關及志願服務運用單
位定期辦理志願服務評鑑，並對評鑑成績優良者予以
獎勵。 

（第19條第3、4項） 

7.政府機關對志願服務表現優良者，應給予獎勵，並得
列入升學、就業之部分成績。（第19條第5項） 



8.志工服務滿3年，服務時數達300小時以上者，
得檢具證明文件向地方主管機關（各縣市政
府社會局(處)）申請核發志願服務榮譽卡。
（第20條第1項） 

9.志工進入收費之公立風景區、未編定座次之
康樂場所及文教設施，憑志願服務榮譽卡得
以免費。（第20條第2項） 

10.從事志願服務工作績效優良並經認證之志工，
得優先服相關兵役替代役。（第21條） 



（六）志願服務之法律責任 

志工故意或過失行為之處理：雖由志願服務運 

用單位對服務對象負損害賠償責任，但志願服 

務運用單位對志工有求償權。（第22條） 



（七）經 費 

應編列預算或結合社會資源，辦理推動志願服 

務。（第23條） 



（八) 附  則 

1.派遣前往國外從事志願服務工作者，得適用 

   本法之規定。（第24條） 

2.志願服務法施行日期：90年1月20日。（第 

   25條） 



三、推展志願服務應予重視之議題 

（一）政策要明朗        （七）資源要整合 

（二）計畫要釐訂        （八）網絡要建構 

（三）主管要重視        （九）獎勵要公正 

（四）督導要投入        （十）績效要評估 

（五）訓練要落實        （十一）制度要建立 

（六）倫理要培養        （十二）經費要寬列 



四、結  語 

（一）「志願服務法」的制訂施行，應是我   

              國推展志願服務的一大創舉。 

（二）「志願服務法」的落實實施，有賴政  

             府機關、民間團體、運用單位及志工   

             本身，群策群力共同推動。  



                          中 華 民 國 90 年 1 月 20日    

  志願服務法    總統華總一義字第9000011840號令公布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為整合社會人力資源，使願意投入志願服務工 

                   作之國民力量做最有效之運用，以發揚志願服務美 

                   德，促進社會各項建設及提昇國民生活素質，特制 

                   定本 法。 

                           志願服務，依本法之規定。但其他法律另有 

                   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  二  條           本法之適用範圍為經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主辦或經其備查符合公眾利益之服務計畫。  

                          前項所指之服務計畫不包括單純、偶發，基於 

                   家庭或友誼原因而執行之志願服務計畫。 



第  三  條    本法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志願服務：民眾出於自由意志，非基於個人義務  

       或法律責任，秉誠心以知識、體能、勞力、經 

       驗、技術、時間等貢獻社會，不以獲取報酬為目 

       的，以提高公共事務效能及增進社會公益所為之 

       各項輔助性服務。 

二、志願服務者（以下簡稱志工）：對社會提出志願 

       服務者。 

三、志願服務運用單位：運用志工之機關、機構、學 

       校、法人或經政府立案團體。 



第二章  主管機關 
第  四  條           本法所稱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 

                   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本法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 

                   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前二項各級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主管志 

                   工之權利、義務、召募、教育訓練、獎勵表揚、福利、 

                   保障、宣導與申訴之規劃及辦理，其權責如下： 

                          一、主管機關：主管從事社會福利服務、涉及二個 

                   以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服務工作協調及其他綜合規劃 

                   事項。 

                          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凡主管相關社會服務、教 

                   育、輔導、文化、科學、體育、消防救難、交通安全、 

                   環境保護、衛生保健、合作發展、經濟、研究、志工人 

                   力之開發、聯合活動之發展以及志願服務之提昇等公眾 

                   利益工作之機關。 



第  五  條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置專責人員辦 

                  理志願服務相關事宜；其人數得由各級政府及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視其實際業務需要定之。為整合規劃 

                  、協調及開拓社會資源、創新社會服務項目相關事 

                  宜，得召開志願服務會報。 

                         對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加強聯繫輔導並給予 

                  必要之協助。 



第三章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之職
責 

第  六  條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得自行或採聯合 

                方式召募志工，召募時，應將志願服務 

                計畫公告。 

                       集體從事志願服務之公、民營事業 

                團體，應與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簽訂服務 

                協議。 

第  七  條        志願服務運用者應依志願服務計畫 

               運用志願服務人員 



                  前項志願服務計畫應包括志願服務人員之召募、 

訓練、管理、運用、輔導、考核及其服務項目。 

       志願服務運用者應於運用前，檢具志願服務計畫 

及立案登記證書影本，送主管機關及該志願服務計畫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案，並應於運用結束後二個月內 

，將志願服務計畫辦理情形函報主管機關及該志願服 

務計畫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其運用期間在二年以 

上者，應於年度結束後二個月內，將辦理情形函報主 

管機關及志願服務計畫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 



       志願服務運用者為各級政府機關、機構、公立學 

校或志願服務運用者之章程所載存立目的與志願服務 

計畫相符者，免於運用前申請備案。但應於年度結束 

後二個月內，將辦理情形函報主管機關及該志願服務 

計畫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 

       志願服務運用者未依前二項規定辦理備案或備查 

時，志願服務計畫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不予經費補助 

，並作為服務績效考核之參據。 



第  八  條         主管機關及志願服務計畫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受理前條志願服務計 

                 畫備案時，其志願服務計畫與本法 

                 或其他法令規定不符者，應即通知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補正後，再行備 

                 案。 



第  九  條        為提昇志願服務工作品質，保障受服務 

                者之權益，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對志工辦理 

                下列教育訓練： 

                       一、基礎訓練。 

                       二、特殊訓練。 

                       前項第一款訓練課程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第二款訓練課程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或各志願服務運用單位依其個別需求自行訂 

                定。 



第  十 條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依照志工之工作內容與特 

                  點，確保志工在符合安全及衛生之適當環境下進行 

                  服務。 

第 十一 條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提供志工必要之資訊，並 

                  指定專人負責志願服務之督導。 

第 十二 條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對其志工應發給志願服務證 

                  及服務紀錄冊。前項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之管 

                  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十三 條        必須具專門執業證照之工作，應由具證照之志 

                  工為之。 



 第四章  志工之權利及義務 

第 十四 條    志工應有以下之權利： 

              

 一、接受足以擔任所從事工作之教育訓練。 

 二、一視同仁，尊重其自由、尊嚴、隱私及 信仰。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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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獲得從事服務之完整資訊。 

 五、參與所從事之志願服務計畫之擬定、設 計、執 

        行及評估。 



第 十五 條    志工應有以下之義務： 

              一、遵守倫理守則之規定。 

              二、遵守志願服務運用單位訂定之規章。 

              三、參與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所提供之教育訓練。 

              四、妥善使用志工服務證。 

              五、服務時，應尊重受服務者之權利。 

              六、對因服務而取得或獲知之訊息，保守秘密。 

              七、拒絕向受服務者收取報酬。 

              八、妥善保管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所提供之可利用 

                     資源。 



          前項所規定之倫理守則，由中央主管機

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第五章  促進志願服務之措施 

第 十六 條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為志工辦理意外事故保  

                    險，必要時，並得補助交通、誤餐及特殊保險  

                    等經費。 

第 十七 條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對於參與服務成績良好之 

                    志工，因升學、進修、就業或其他原因需志願      

                    服務績效證明者，得發給服務績效證明書。 

                    前項服務績效之認證及證明書格式，由中央 

                    主管機關召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直轄市、 

                    縣（市）政府會商定之。 



第 十八 條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視業務 

                   需要，將汰舊之車輛、器材及設備 

                   無償撥交相關志願服務運用單位使 

                   用；車輛得供有關志願服務運用單 

                   位供公共安全及公共衛生使用。 

第 十九 條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定期考核 

                   志工個人及團隊之服務績效。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就前項服務績效特優 

者，選拔楷模獎勵之。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對推展志願服務之機 

關及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定期辦理志願服務評鑑。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對前項評鑑成績優良 

者，予以獎勵。 

       志願服務表現優良者，應給予獎勵，並得列入升學、 

就業之部分成績。 

       前項獎勵辦法，由各級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分別定之。 



第 二十 條           志工之服務年資滿三年，服務時數達三 

                    百小時以上者，得檢具證明文件向地方主管 

                    機關申請核發志願服務榮譽卡。 

                           志工進入收費之公立風景區、未編定座 

                    次之康樂場所及文教設施，憑志願服務榮譽 

                    卡得以免費。 

第二十一條        從事志願服務工作績效優良並經認證之 

                    志工，得優先服相關兵役替代役；其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六章  志願服務之法律責任 

第二十二條         志工依志願服務運用單位之指 

                    示進行志願服務時，因故意或過失 

                    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由志願服務 

                    運用單位負損害賠償責任。 

                           前項情形，志工有故意或重大 

                    過失時，賠償之志願服務運用單位  

                    對之有求償權。 



第七章  經  費 

第二十三條        主管機關、志願服務計畫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及志願服務運用單 

                   位，應編列預算或結合社會資源， 

                   辦理推動志願服務。 



第八章  附  則 

第二十四條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派遣志工前 

                    往國外從事志願服務工作，其服 

                    務計畫經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備查者，適用本法之規 

                    定。 

第二十五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