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志愿者协会全球峰会早期报名手册
国际志愿者协会
第 23 届全球志愿者峰会
2014 年 9 月 17 日至 9 月 20 日
国际志愿者协会青年人会议
2014 年 9 月 15 日至 9 月 17 日
早期报名截止日期 7 月 31 日
请到峰会网站 www.iave2014.org 查看峰会议程并且进行网上报名
峰会邀请
国际志愿者协会邀请
国际志愿者协会旨在把全球志愿服务的领袖团结起来，不断地促进、加强和推进
全球志愿服务的发展。作为唯一的国际性志愿者组织，这是国际志愿者协会的首要目
的。
在第 23 届国际志愿者协会全球峰会上，全球来自超过 50 个国家的志愿服务领袖
将会相聚在黄金海岸，一起分享，学习和互相支持。在此峰会上，他们将会一起携起
手来，作为全球志愿者社区的代表。
为什么以前的与会者会继续回来参加全球峰会,而那些从未参加过此会议的志愿者
领袖会踊跃报名呢？这是因为在过去的 24 年里，国际志愿者协会全球峰会收到的意见
反馈是相当积极的- 国际志愿者协会全球峰会能让全球的志愿者相聚在一起，能让他
们感受到他们是全球社区的一分子。他们可以向世界分享他们的志愿工作，并且不断
地成长，不断地进步。
我们相当兴奋在 28 年后国际志愿者协会全球峰会再次回到澳大利亚。我们诚挚地
邀请您参加本次会议- 你将会把你丰富的志愿服务经验向全世界分享，并且会从这次
独特的经验收获至深。
Kang Hyun Lee, 博士，全球志愿者协会会长，韩国
Kylee Bates, 全球志愿者协会选举会长，澳大利亚
Kathi Dennis, 全球志愿者协会执行董事，美国
澳大利亚志愿者协会会长/首席执行官邀请
我在此代表澳大利亚志愿者协会和全球志愿者峰会管理委员会荣幸地宣布第 23 届
全球志愿者峰会议程的发布。全球志愿者峰会程序委员会接受了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

的任务。他们审查了来自世界各地高质量的峰会提议。在本次峰会上我们邀请到了很
多杰出的世界级的演讲者和专业培训师。
我们将会不断更新峰会议程。我们也邀请你们查看代表组和代表团注册的特别奖
励。敬请你们关注我们峰会的网站。
我们诚挚地欢迎所有代表在 9 月份来到澳大利亚黄金海岸参加第 23 届全球志愿者
峰会！
期待与你们在澳大利亚相见！
Tim Jackson
Brent Williamson OAM
澳大利亚志愿者协会会长
澳大利亚志愿者协会首席执行官
赞助商和峰会支持者
合作伙伴：
 澳大利亚政府社会服务部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
 澳大利亚政府总检察署应急管理部 Australian Government Attorney General's Department Emergency Management Australia
 澳大利亚政府外交与商务部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昆士兰旅游会展局 Tourism & Events Queensland
媒体合作伙伴：
 澳大利亚公益协会 ProBono Australia
 天空电视台 Sky News
赞助商：
 澳洲国家银行 NAB
 伊恩波特组织 The Ian Potter Foundation
 澳大利亚 Aon 公司 AON
 澳大利亚超越银行 Beyond Bank Australia
国际志愿者协会全球合作伙伴
5 星合作伙伴：UPS 全球快递 UPS
4 星合作伙伴： 三星 Samsung
安利 Amway
美国富道银行 State Street
3 星合作伙伴：BD 公司 BD
2 星合作伙伴：EMC2 公司 EMC2
渣打银行 Standard Chartered
支持者：




















新南威尔士政府教育与社区部 NSW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Communities
格里菲斯大学 Griffith University
邦德大学 Bond University
连锁反应公民组织 Chain Reaction
昆士兰救生员协会 Surf Life Saving Queensland
黄金海岸志愿者组织 Volunteering Gold Coast
昆士兰志愿者组织 Volunteering Queensland
澳大利亚旅游局 Tourism Australia
澳大利亚癌症协会 Cancer Council Australia
黄金海岸旅游局 Gold Coast Tourism
黄金海岸会议展览中心 Gold Coast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麦考瑞组织 Macquarie Group Foundation
FYA- 澳大利亚青年人组织 FYA Foundation for Young Australians
澳大利亚第一人民全国代表大会 National Congress of Australia’s First
Peoples
澳大利亚慈善组织 Philanthropy Australia
澳大利亚灾难恢复组织 Disaster Resilient Australia
更好影响组织 Better Impact

国际志愿者协会全球峰会
主要演讲者
Kang Hyun Lee
国际志愿者协会会长
Kang Hyun Lee 是韩国志愿者协会的联席主席并且曾经在多所大学任教志愿者服
务与管理。他目前在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 Solidarity 担任联席主席和在他
创立的 Volunteer21 担任主席。他在 2002 年主办了在韩国举行的第 17 届全球志愿者
峰会，并在许多国际组织担任咨询职位和董事会成员。他在韩国引进了志愿者管理的
现代概念和在釜山建立第一个区域性志愿者中心。
Mr Richard Dictus
联合国志愿者协会首席协调员
来自荷兰的 Richard 在 2013 年 1 月开始任职联合国志愿者协会首席协调员。在
此之前，他曾在不同的国家包括马拉维，南也门，苏丹，莱索托，孟加拉，巴基斯坦，
美国和菲力担任不同的联合国职务。因此，Richard 有着相当丰富的志愿者协调与管

理的经验。在联合国新的发展框架下，Richard 热衷于探讨会议主题 - 志愿服务是现
代的当务之急。
The Hon. Michael Kirby AC.CMG
退役澳大利亚高等法院法官和联合国安理会调查朝鲜侵犯人权行为组织部的主席
Michael 是柯比研究所科学和社会研究中心和无声之声的赞助人。他为支持世界
各地的民间社会组织贡献了他大部分的时间。他是澳大利亚法律的首席编辑者，并且
在 12 所大学担任荣誉访问教授。他也是第一个格鲁伯奖来自澳大利亚的获奖者。我们
非常荣幸地邀请到 Michael 为我们演讲关于志愿服务和人权行为的主题。
Jody Broun
Jody Broun 花了近 30 年时间在原住民事务上。她在大部分时间是担任高级管理
职务。她最近完成了一项为期两年的澳大利亚第一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共同主席的任职。
在这个职位上，她曾参与在诸如卫生，审查原住民土地权法和土著语言教育等方面国
家政策的制定。Jody 也是一名杰出的艺术家。她于 1998 年赢得了全国土著和托雷斯
海峡岛民艺术奖，并于 2005 年获得堪培拉奖。
社交活动
2014 年 9 月 17 日 星期三
官方宴会及文化之夜
这将是本次峰会最主要的最不能错过的一个社交活动。此活动将包括晚餐，饮料和现
场娱乐表演。这是一个认识其他代表的绝佳机会-能让你更好地在峰会前夕了解与会代
表并与他们社交。
此活动包括在 2014 年国际志愿者协会全球峰会的注册费用内。并且有额外门票供售卖。
额外门票： $160.00 (澳大利亚元）
2014 年 9 月 18 日 星期四
食街
食街是一个相对休闲的活动，也是本次峰会的官方活动之一。你可以在食街品尝到顶
级餐厅为你提供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丰盛美食。除此之外，你还可以与与会代表更进一
步的进行社交。在 9 月 18 日的晚上来和我们一起品尝美食，享受食街吧！
此活动包括在 2014 年国际志愿者协会全球峰会的注册费用内。并且有额外门票供售卖。
额外门票： $40.00 (澳大利亚元）
国际志愿者协会青年人会议
主要演讲者
Holly Randsome

Holly 是一个喜欢挑战的战略家，并善于为大局考虑。她会从全球的角度分享她
关于领导团队最关键的想法。她将探讨如何把人的技能和资本发挥到极致来解决青年
志愿者领袖面对的挑战。
在 2013 年,Holly 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扶轮社总统，并成为西澳年度人物和年度
青年志愿者。Holly 在莫斯科举行的 G20 青年企业家联盟峰会代表澳大利亚，并被澳
大利亚总理任命为 2014 年在澳大利亚举行的青年高峰会议的主席。
Raaida Manna
国际志愿者协会全球青年领袖
Raaida 是一名记者，制片人和志愿服务的领导者。她是国际志愿者协会全球青年
志愿者服务的领导者和项目经理。她热衷于在世界范围内连接青年志愿者和他们的项
目，鼓励他们的激情，并发挥他们的技能。她是 red2021 的联合创始人。red2021 是
一个旨在把个人和组织与青年志愿服务联系起来的拉丁美洲社交媒体活动。
Hayley Bolding
FYA 咨询委员会代表
Hayley Bolding 在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国际发展与教育有着丰富的经验。在 23 岁
时，Haley 于孟买成立了一个叫做 Atma 的非营利组织。Atma 从一家初创事业成为了
一个备受尊敬的世界性的非营利组织。Atma 现在与多个国际组织合作，已影响超过
30,000 个受益者。
Hayley 热衷于推动印度和澳大利亚之间交流。Hayley 是澳大利亚印度青年对话和
维多利亚澳大利亚国庆日委员会的董事会成员。她获选为 2013 年澳大利亚维多利亚洲
的年度青年，以表彰她在印度的杰出工作。
Sam Johnson
青年领导者
Sam 是一位来自新西兰的青年。他勇于接受挑战并致力把新西兰建设成为一个能
让人才更好发展的国家。他以他在新西兰基督城地震的灾后重建工作最为人所知。他
成立了国际知名的学生志愿军运动，并且也是英国文化协会的全球领军者。他现在正
在完成他的法律学位。
Benson Saulo
青年领导者
Benson 是西维多利亚州 Wemba Wemba 和 Gunjitmara 国的后裔。他成为 2011 年联
合国的澳大利亚青年代表，并且进入了澳大利亚青年人权奖的决赛。作为一名优秀的
原著民青年，他被授予里奇马克奖，并获得了国家 NAIDOC 奖年度最佳青年。Benson
是国家原著民青年领导学院的创始董事，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董事会成
员。

Daniel Buritica Cordoba
哥伦比亚青年网络的创始人和总裁
Daniel 是哥伦比亚青年网络的创始人和总裁，是哥伦比亚第一个青年社会企业家，
并发展出一个独立的模式来领导青年创造社会变革。他被国际青年商会表彰为 2012 年
10 个杰出领袖之一。Daniel 是国际志愿者协会的青年代表董事，也是哥伦比亚一个青
年世界组织的大使。
Elliot Costello
YGAP 创始人及总裁
Elliot 在 2008 年成立非营利组织 YGAP。YGAP 致力于激发社会企业家结束世界贫
困局面。在过去的 5 年，YGAP 在 Elliot 的领导下已经影响了超过 30000 个生活在世
界上最贫困社区的年轻人。YGAP 通过鼓励成千上万澳大利亚年轻人积极参与各种创新
的筹款项目来到达组织的目标。他带领 YGAP 成立四个社会企业项目：Knifolk - 墨尔
本第一个社会企业咖啡店， Photo For Freedom - 一个社会摄影企业，Feast of
Merit - 一个位于 Richmond 的新餐厅和 stayLITTE - 一个儿童饰品公司。
Agnetta Nyalita
南非难民援助组织
Agnetta 在南非难民援助组织和南非区域发展部工作。她是成长基金协会的共同
创始人和董事会成员。成长基金协会致力于宣传教育平等，解决极端贫困的农村和边
缘化社区。她一直致力于与促进非洲各地的公共健康卫生和志愿服务，并且支持通过
培训和宣传加强国家政策制定。持有内罗毕大学工商管理学士学位 Agnetta 是国际志
愿者协会青年委员会的委员。
社交活动
2014 年 9 月 15 日 星期一 晚上 7 时到 9 时
欢迎派对
一个绝对不能错过的夜晚。这个欢迎派对是一个让你认识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志
愿工作者的绝佳机会！一起来放松，来派对吧！
2014 年 9 月 16 日 星期二 晚上 6 时 30 分到 9 时
澳大利亚文化夜
你将在澳大利亚文化夜体验到澳大利亚的美食和音乐。这将是一个能让你尽情享
受澳大利亚文化与习俗的夜晚！
注册详情
(请查看峰会网址了解注册的条款及网上注册表；所有标价均为澳大利亚元)
国际志愿者协会全球峰会
会员早期注册(7 月 31 号截止)
澳大利亚代表- 每人$850

国际代表- 每人$685
澳大利亚代表组或代表团- $800
国际代表组或代表团团- $635

非会员早期注册 (7 月 31 日截止)
澳大利亚代表- 每人$950
国际代表 - 每人$785
澳大利亚代表组或代表团 - 每人$900
国际代表组或代表团 - 每人$735

会员标准注册
澳大利亚代表 - 每人$950
国际代表 - 每人$785
澳大利亚代表组或代表团 - 每人$900
国际代表组或代表团 - 每人$735
代表组及代表团 （国际志愿者协会全球峰会）
代表组：
包括 5 位及以上代表的团体可以享受注册优惠。成为 1 个代表组，您的团体必须
包括一位‘组长’。而这位‘组长’ 可以向你们提供一个促销筹码。您的注册类型和
你组长的申请必须此代码将对应。
代表团：
包括 10 位及以上代表的团体可以享受注册优惠。成为 1 个代表团，您的团体必须
包括一位‘团长’。而这位‘团长’ 可以向你们提供一个促销筹码。您的注册类型和
你团长的申请必须此代码将对应。此外，每 10 位代表注册为 1 个代表团，此代表团可
以获赠一个免费的国际志愿者协会全球峰会注册名额。
（代表组及代表团的条款请参考峰会网站）
2014 年国际志愿者协会青年人会议
注册套餐：
进入所有官方会议
会议期间日常饮食
2014 年 9 月 15 日：欢迎晚餐
2014 年 9 月 16 日：一日三餐
2014 年 9 月 17 日： 早餐，早茶和午餐
2 晚黄金海岸酒店住宿
入住日期：2014 年 9 月 15 日
退房日期：2014 年 9 月 17 日
房间类型：度假型酒店房间

会议期间的住宿（2 夜）包括在青年会议的注册套餐内。
注册套餐的价格将取决于你选择不同的房间：

单人注册
单人：634 元/人（澳元）
如果您想在酒店有自己独立的房间，请选择单人注册。

分享房注册
与另外一位代表分享房间： 每人$484 （澳元）
与其他两位代表分享房间： 每人$456 （澳元）
2014 年国际志愿者协会青年人会议属于住宿项目，所有与会者必须在 2014 年 9 月 15
日与 2014 年 9 月 16 日居住在会议酒店

会议场所
2014 年国际志愿者协会全球峰会 - 黄金海岸会议展览中心
第 23 届国际志愿者协会全球峰会将会在黄金海岸会议展览中心举行。该展览中心是澳
大利亚最大的区域性会议中心。黄金海岸会议展览中心位于 Broadbeach 的中心，享有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该中心的独特设计确保会议最大的灵活性和流动性。
2014 年国际志愿者协会青年人会议 - 水印温泉酒店(Watermark Hotel)，冲浪者天堂
2014 年国际志愿者协会青年人会议将会在位于冲浪者天堂的水印温泉酒店举行。水印
温泉酒店是一家位于黄金海岸的 4.5 星级酒店。它坐落于位于热闹繁华的冲浪者天堂，
沙滩，商店，餐厅和娱乐场所都近在咫尺。

如何到达
航空
黄金海岸拥有自己独立的国内机场。该机场位于距离黄金海岸会议展览中心 20 分钟车
程的 Coolangatta。该机场有定期飞往不同首都城市的航班。布里斯班机场距离黄金
海岸大约 1 小时车程。大部分的国际航空运营商都为此机场提供服务。
火车
昆士兰铁路提供由布里斯班机场到黄金海岸的快捷火车。该火车从每天早上 6 时到晚
上 10 时运营，每 30 分钟一班。坐火车从布里斯班市中心到达 Nerang 大概需要 70 分
钟。从 Nerang 有公交车运行到 Broadbeach。黄金海岸机场也有到达黄金海岸会议展
览中心的公交车。此外，在澳大利亚的机场也是非常容易能够接到出租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