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青年文化志工培訓班」104 年後續培力計畫 

一、 計畫目的：鼓勵各地 FASCA 成員運用所學，規劃文化推廣、支援

僑界活動、辦理領導課程及促進 FASCA 團隊凝聚等活動，以帶動

當地友我青年力量，成為我在海外推動僑務工作之一大助力。 

二、實施地區：金山灣區、芝加哥、洛杉磯、休士頓、西雅圖、紐約、

華府、溫哥華等八地辦理「海外青年文化志工培訓班」之地區。 

三、辦理時間：自 2015 年 1 月至 12 月止。 

四、辦理原則：由中心協同諮詢導師及 FASCA 幹部共同籌劃，輔導學

員發揮創意與自主之能力，以擴大培力效益。 

五、活動規劃： 

（一） 整合「服務」、「文化」、「傳承」、「領導」核心概念，賦予 FASCA

學員任務性活動，各地規劃中須包括下列三類主題活動： 

1. 本會專案活動

2. 

：「春節活動」、「臺灣傳統週」、「國慶活動」、「文

化訪問團」及「漢字文化節」中擔任服務工作或表演。 

固定聚會活動

3. 

：每 2 月一次，可規劃青年講座、文化研習及會

員大會。 

結合僑界活動

（二） 各中心亦可因地制宜，運用當地資源，新增其他符合當地需求之

活動。 

：至少參與 5 項僑社或僑校之中大型文教活動，

如祭孔、文化藝術節慶活動等。 

（三）其他規劃注意事項： 

1. 為鼓勵 FASCA 團隊之積極動能，建議執行部分可由 FASCA 成

員發揮創意構思及規劃。 

2. 有關協助辦理「104 年海外青年文化志工培訓班」（即前期學員

回流擔任輔導員）項目，將由本會統一規劃，毋須納入。 

3. 請以 FASCA 團隊參與之活動為規劃重點。如學員以個人身份參

與夏令營或在校推廣中華文化，則毋須納入。 

4. 本案執行團隊已製作 4 堂線上學習課程供 FASCA 成員進修，作

為學員後續培力之一環，併此敘明。課程部分將由執行團隊逕行

通知成員。 

5. 有關文化研習部分，中心可邀請歷年培訓之民俗文化種子教師擔

任講師，以達到專案結合運用效益。 

 



「輔導『海外青年文化志工培訓班』學員 

申請 2015 年美國『總統志工服務獎』注意事項」 
 

一、 獎項說明（以該網站公告為準www.presidentialserviceawards.gov）： 

(一) 「美國總統志工服務獎」（The President's Volunteer Service Award）

係美國政府為鼓勵該國公民或具有該國永久居留權者參與志工服務所

創設 

(二) 依服務時數多寡分為銅級（100～174 小時）、銀級（175～249 小時）

及金級（250 小時以上）。 

(三) 得獎者可獲得獎章（Award Pin）、證書（Certificate）及總統祝賀信

（Congratulatory Letter from the President of the US）。 

二、申請資格（須符合以下所有條件）： 

(一) 受獎者須為美國公民或具有永久居留權者。 

(二) 須為 2011 年至 2014 年「海外青年文化志工培訓班」之結訓學員。 

(三) 時數計算時間從 2014 年 9 月 1 日至 2015 年 8 月 31 日止，須達 100

小時以上。 

(四) 須曾參與上述期間內至少 10 項「後續培力計畫」活動。 

四、採計項目： 

(一) 「後續培力計畫」活動（僑教中心提供證明）。 

(二) 擔任 2015 年培訓班之輔導員（僑務委員會提供證明）。 

(三) 擔任友我僑校之冬/夏令營助教（請夏令營主辦單位提供證明）。 

(四) 參與國內政府機關辦理之相關服務營隊，以該機關提供證明者為限。 

(五) 選讀 FASCA 網站提供之線上課程，由網站直接紀錄，毋須附證明。 

(六) 個人於學校、社區或其他公開場合執行或推廣與中華文化、臺灣文化、

正體字等屬服務性質之活動，以主辦單位提供證明者為限（本項時數

採計上限為 50 小時）。 

五、申請流程： 

(一) 通知學員：請辦理旨揭培訓班之七所僑教中心（美國地區之西雅圖、

金山灣區、洛杉磯、芝加哥、休士頓、紐約及華府）於收到公文後，

儘速通知諮詢導師及學員有關申請獎項相關事宜。 

(二) 學員提出申請：請學員於 2015 年 9 月 1 日前檢附下列資料送僑教中

心 

(三) 中心協同諮詢導師檢覈申請資料 

(四) 由慧智文教基金會彙整後送獎項受理機構：慧智文教基金會於收件並

完成審查作業後向該獎項受理機構提出申請（審查期間恕不受理查

詢），約 11 月中旬後該基金會將統一通知中心學員申請結果，並將得

獎資料寄予各地僑教中心轉致得獎學員，中心可擇期安排得獎學員接

受表揚及分享心得。 

 

http://www.presidentialserviceawards.gov/�


FASCA www.ocacfasca.org 

一、 什麼是 FASCA？ 

FASCA 全名為 Formosa Association of Student Cultural Ambassadors，

係以文化、領導、學習為主的華裔學生組織。該組織是一非營利性學習

型組織，主要鼓勵全球海外 14-18 歲華裔學生，透過網際網路相互觀摩

學習。FASCA 成員必須是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海外青年文化志工培

訓班〉之結訓學員。目前北美地區溫哥華、西雅圖、舊金山、洛杉磯、

紐約（及紐澤西）、華府、芝加哥、休士頓等８地都設有培訓課程，青

少年在通過培訓後即可加入這個組織成為會員，各地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亦於培訓後提供成員服務交流機會及文化、領導能力的培訓，協助海外

華裔子弟邁向卓越。 

二、 加入 FASCA 之後的活動： 

A. 鼓勵學員投入志工服務，並取得「社區服務時數」或「學習服務證

明」，結業後將優先安排後續培力的服務機會。 

B. 如果學員服務積分累積達到標準，將有機會獲得錄取僑務委員會「英

語服務營」，至臺灣偏遠國中小學擔任英語教學的國際志工。 

三、 申請「美國總統志工獎章」： 

服務平台提供學員個人社區服務登入的累計功能，除了由 FASCA 提供

的社區服務機會所獲得的服務時數可登入外，只要學員提出為社區、學

校主動介紹中華文化的證明，俾登入成為累計時數。如果學員一年內所

累積的時數超過 100 小時以上，FASCA 協會可協助學員申請美國青少

年總統服務獎章〈共分為〉。 

加入免費的ＦＡＳＣＡ文化領導培養課程 

FASCA

加入

 是為華裔青年創立的非營利學習型組織，在這裡您可以結交來自

各地的朋友、免費參加領導力培養，擁有為社區服務的機會及展現創造

潛能的舞台，磨練自己成就自己成為華裔青年文化大使。 

FASCA

  

！您就擁有來自全世界的華裔朋友！因為我們擁有相同的

背景，一樣的青春夢想！ 

FASCA

 在

就是要透過文化、音樂、藝術、舞蹈、遊戲、領導帶您進入創意、

活力、能力以及潛力的展現，經過笑聲、淚水，在感動自己與別人中，

對未來擁有更積極的夢想。 

FASCA

 在

您將擁有無遠弗屆的人際網路，陪您分享成就及未來夢想！ 

FASCA

在

您將展現您的創意，贏得鼓勵與掌聲！ 

FASCA

 

您將透過自己的潛能影響更多有想法、有潛能的年輕人！ 

http://www.ocacfasca.org/�


紐約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辦理「海外青年文化志工培訓

班」2015 年後續培力計畫 

核定明細表(NJ) 

項目 日期 活動名稱 時數 志工 

1 3/21 漢字文化節活動-卡拉 OK 比賽 3 小時 3 人 

2 3 月 定期聚會（青年講座／文化研習／會員大會） 3 小時 依報名人數 

3 4/12 漢字文化節活動-文化常識比賽 3 小時 3 人 

4 4/19 漢字文化節活動-多媒體簡報比賽 3 小時 3 人 

5 4/25 漢字文化節活動-演講比賽 3 小時 3 人 

6 5 月 定期聚會（青年講座／文化研習／會員大會） 3 小時 依報名人數 

7 5/3 漢字文化節活動-書法比賽 3 小時 3 人 

8 5/17 中文學校運動會 3 小時 依報名人數 

9 5/24 臺灣巡禮 7 小時 10 人 

10 5/24 美東中文學校協會年會 14 小時 10 人 

11 6 月 臺灣旅遊節 3 小時 6 人 

12 7 月 定期聚會（青年講座／文化研習／會員大會） 3 小時 依報名人數 

13 7-8 月 巡迴文化夏令營  3 人 

14 9 月 國慶文化訪問團 3 小時 3 人 

15 9/26 祭孔釋奠大典 20 小時 依報名人數 

16 9 月 定期聚會（青年講座／文化研習／會員大會） 3 小時 依報名人數 

17 10/4 紐澤西地區慶祝雙十國慶升旗典禮 6 小時 依報名人數 

18 10/10 雙十國慶遊行 3 小時 依報名人數 

19 11 月 定期聚會（青年講座／文化研習／會員大會） 3 小時 依報名人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