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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加入我们的义工行列。您在与我们携手关怀我们的受益者扮演举足

轻重的角色。 

以下的《义工伙伴守则》，旨在为社会提供可靠和有效率的服务，并时刻

以我们的受益者的利益为重。以此为本，我们也希望这能与您建立富有意

义的伙伴关系，一起为我们的收益者服务。本守则以英文及中文發出。中、

英文版如有任何歧义，概以英文版为准。 

 

1. 认识我们 

关怀机构以及关怀乐龄机构通过多元服务以及奉献关怀和分享爱心，

协助改进新加坡人的生活。我们的社会服务网络包括了家庭服务中心，

乐龄服务中心，儿童和青年中心，特殊需求和其他专门服务中心，例

如辅导和家暴介入等。 

我们是个注册为公益机构的慈善组织，也是国家福利理事会的成员。

我们为所有的人服务，不分种族、言语和宗教。 

关怀机构以及关怀乐龄机构始终认为，完整和安定的家庭是社会之本，

和谐快乐的家庭生活是个人成长的基础。因此，我们以服务、加强和

支持家庭为己任。我们有一群充满献身精神的员工、义工和伙伴，每

年为超过 50，000名受益者服务。 

欲知更多我们不同中心的运作，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http://www.carecorner.org.sg.  

 

全体员工和义工奉行的 iCARE价值观: 

I–Integrity （诚实正直）： 真诚信守我们的所有言行 

C–Compassion （有怜悯心）： 接待或伸出援手时，具备真诚的

关爱之心 

A–Authenticity （真诚以待）： 真诚对待我们的伙伴关系和职责  

R–Respect （尊重他人）： 对待他要有尊重之心和诚意 

E–Excellence （力求卓越）： 立志使我们的服务精益求精，成

为我们领域里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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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树立好榜样 

您是我们的受益者的模范，关怀机构以及关怀乐龄机构的大使。 

a. 衣装要端正得体。  

b. 行为举止要恰如其份，以给我们的受益者树立好榜样。 

c. 交谈时使用恰当、适合和积极的言词。  

d. 别在我们所在的范围里和受益者面前吸烟、喝酒或服用其他可使人

上瘾的物品。 

e. 请清理所留下的垃圾以保持活动场地清洁。 

f. 担任义务任务时，如须断然地处事，请同时以体谅和关怀的方式去

处理。  

g. 和我们的职员一起办事时应互相配合，确保信息一致。 

 

3. 确保大家的健康和安全  
您和受益者的健康和安全，对我们至关重要。 

a. 如果您在服务当天感觉身体不舒适，应寻求医药治疗和休息，并通

知您的义工发展及社区合作代表 (Volunteer Development & 

Partnership Staff)。千万不要在药品、药物和/或酒精影响下报到

值勤。  

b. 互相注意每个人（受益者、其他义工和职员）的安全。 

c. 如果您有任何的关于安全的顾虑或察觉到任何安全隐患，请立刻通

知我们的职员。 

d. 如果您和/或我们的受益者身体变得不舒适或受了伤，应该立刻通知

我们的职员，以便我们跟进处理。 

e. 把随身贵重的东西留在家里。  

f. 别携带任何酒精、药物或任何易燃和危险的化学物质。 

g. 只留在允许自由通行的地方。 

h. 我们不容忍任何骚扰、侵犯和欺凌的行为。如果您察觉有这类行为，

立刻通知我们的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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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请遵守所有的安全规定，包括消防安全指引, 并确保正确及安全地

使用工具。 

j. 知道如有需要时，能够在哪里或向谁寻求支援。 

 

4. 保持界线  
我们关心并保障您、我们的受益者和我们职员的利益。 

a. 注意文化和性别上的敏感，例如别使用不恰当的言语，也不要做出

不当的身体接触或其他形式的动作，例如拥抱和接吻。 

b. 和受益者在一起时，确保并非一对一而有其他义工或职员能提供支

援。 

c. 接待我们的受益者时，严守专业界线，以免破坏正在进行的介入计

划，例如，除非已受特别委托为义务辅导员，不要参与辅导。 

d. 察觉我们的受益者和/或任何人可能受到伤害而需要关注时，立刻通

知我们的职员。 

e. 请不要在项目与活动期间或之后与同受益者交换联络方式或在义工

任务以外的时间或场所联络他们（例如不要跟他们过夜或出席他们

的社交活动邀请）。 

f. 不要赠送或接受受益者的贷款/礼物/招待/礼券。但可以用一些小小

的激励卡片、贴纸或手工艺品来鼓励受益者。这方面您可以跟您的

义工发展及社区合作代表沟通。 

g. 不要以任何形式代表关怀机构，关怀乐龄机构或受益者商讨或签署

协议/合约，例如商业合同，也不要充当他们的介绍人或担保人。 

h. 随时向关怀机构以及关怀乐龄机构申报可能发生的利益冲突，并避

免在利益冲突情况下作出决定。 

 

5. 保障权利 
我们尊重每个人的机密、隐私、知识产权和正面影响受益者的权利。 

a. 请保障这个权利，（1）不要录音和/或录像，特别是对我们的受益

者；（2）不要参与诸如在社交媒体上或公开场合针对受益者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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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我们可能会指定人进行摄影和录像的工作，以在例如会讯或网页上

报道和宣传我们的社区工作。您可以上 www.carecorner.org.sg 网

站了解关怀机构的隐私政策。 

c. 指定的摄影员和录像员必须与我们的职员紧密工作，确保只拍摄同

意接受拍摄的受益者。所有的音像和/或影像在刊载和发表前，都得

经过中心的审查。 

d. 请严守关怀机构以及关怀乐龄机构的保密协议，确保所有您获准接

触的机密资料和信息妥当收好，只用在指定目的，并在您的义务任

务结束时归还。 

e. 关怀机构以及关怀乐龄机构拥有任何在义工的义务任务中制作的制

作品版权例如海报、影像、照片等的。 

f. 如果知识产权属于义工，义工和关怀机构以及关怀乐龄机构必须签

署谅解备忘录，以确定制作品的拥有权和免费使用权。 

g. 关怀机构以及关怀乐龄机构有权评估与改变义工的职务以让他/她为

关怀受益者作出更好的贡献。如果义工的行为有违志愿服务精神，

和/或损害关怀机构/关怀乐龄机构的信誉，关怀机构/关怀乐龄机构

可终止他/她的服务。 

h. 义工能够发表对于提高给受益者的关爱服务素质的意见和作出反馈。 

如有意见和反馈，请通过正确的管道。您也可以向您的义工发展及

社区合作代表沟通了解详情。 

 

6. 尊重人人  
我们必须尊重所有的人，包括受益者、义工和职员。 

a. 以帮助您专注正在进行中的任务，避免您和别人发生意外，也保持

您和我们的受益者、其他义工和职员的照应，请别频密使用手机。 

b. 执行任务时确保准时报到，并准时完成任务，以示对受益者、其他

义工和职员的尊重。 

c. 请勿进行商业、宗教和/或政治性质的游说和招募。 

d. 请主动和受益者交流，并认识他们。 

 



 
义工伙伴守则 

 

义务翻译：陈天明 

Version: 20160815         Page 5 of 6 

7. 正确地与公众接触 
执行义工任务，您可能会与公众有所接触。以下的指导原则能帮助您

成功地执行任务：  

a. 请把所有传媒的采访问题和要求转交给我们的职员处理。 

b. 请勿处理现款；协助指引所有捐款者到指定的收款处或职员。任何

挪用捐款或捐赠品的行为，都交由警方处理。 

c. 制作任何提到关怀机构/关怀乐龄机构的宣传材料 （例如文章、视

频、演示文稿）前，请通知我们的企业服务部 (Corporate 

Services Department)并与他们配合，以让他们为您提供适当的支

援，确保你你的制作品发表前所有资料及时和准确。 

 

8. 让我们支持您 

身为我们的关怀伙伴，我们希望能够支持您奉献关爱和分享爱心，以

协助我们的受益者。 

a. 如果您的个人资料有改变，请及时通知我们更新，以便我们和您保

持联系。 

b. 在开始执行任务时签到，并在结束任务时签退，以便我们保留您的

服务记录。  

c. 如果您需要我们签发义工服务证明书，请预先通知您的义工发展及

社区合作代表。关怀机构以及关怀乐龄机构保留签发与服务贡献水

平相称的义工服务证明书的权利。 

d. 确保佩戴义工卡（如有发给您），以方便受益者、其他义工和职员

更容易辨识您，并给您支援。也请记得在任务结束后交回义工卡。 

e. 正确使用所有发给您的器材、工具或物件，并确保任务结束后归还。

如果您不确定如何使用任何器材、工具或物件，请向您的义工发展

及社区合作代表求助。在您获得适当指导前，千万别使用这些器具。 

f. 为协助您能有效执行任务，请支持关怀机构以及关怀乐龄机构为您

规划的训练和评估活动。  

g. 如果您决定终止与我们的伙伴关系，尽可能给予我们一个月的书面

通知，以便我们能安排其他替代您的角色，确保我们对受益者的照

顾不会中断。我们也可能会跟您安排离职面谈，以协助我们改善我

们的服务和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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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如有任何不满，请勿在受益者或其他义工面前表达，并通过正确的

管道立刻向我们的职员反馈，以便我们作出适当的处理。 

 

 

 

增强（SCALE-UP）您和我们的义务工作体验 

 

通过 5个方面--分享（Share）、联系（Connect）、注意（Aware）、学

习（Learn）和享受（Enjoy），可以帮助您增强当义工的工作体验。这 5

个英文词汇的首个字母，组成了 SCALE，也就是增强的意思。 

 分享 (S)HARE： 请和我们及其他人分享您所学到的、您的反馈、主意

和好的经历； 

 联系 (C)ONNECT: 多联系和交朋友； 

 注意 (A)WARE: 请注意您的行动会影响我们的受益者、其他义工和职

员； 

 学习 (L)EARN:  虚心求教，并尽量学以致用； 

 享受 (E)NJOY: 享受当义工的乐趣 

 

我们再次感谢您为关怀我们的受益者而当义工。如果您在执行任务时需要

支援，请联系我们的任何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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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MENT 

协议 

 

In view of the beneficiaries best interest and in ensuring a meaningful volunteer 
partnership 

为了受益者的利益及建立富有意义的伙伴关系，  

 

I       (Name)       (NRIC/FIN)  

affirm that I have read, understood and agree to adhere to Care Corner’s Code 
of Volunteer Partnership. 

 

我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证实我已阅读、了解和同意遵守关怀机构以及关怀乐龄机构《义工伙伴守

则》。 

 

 

 

 Signed by 

立约者: 

 Witnessed by: 

见证人: 

 

     

 Signature 签名  Signature 签名  

 Date 日期:        Name 姓名:        

   Date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