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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内心的光，
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此走出黑暗。”

趁一切还来得及，
回归本真，收获感动。

请坚信，
每一个细小人生都值得被奖励。

Every Experience Matters！

 联系我们的志愿者顾问

 登录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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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GIVE
give your love

E

ENJOY
enjoy your time

R

RESPECT
respect your life

N

NEED
need your help

E

ENRICH
enrich your soul

Gerne是以德国为主的欧洲地区主流志愿者和实习组织。
自2005年在德国成立以来，已在德国、中国和美国设有七家分支机构，每年协助
1000余名中国志愿者赴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地区参与志愿者工作或实习项目。
Gerne中德团队专业从事志愿者项目匹配、申请支持以及目的地支持等相关工
作，给予志愿者有意义有保障的异国体验。

WHO ARE WE
我们是谁？01

关于我们
ABOUT US

OUR MISSION AND VISION
我们的使命与理念02

我们的6大核心价值观：
追求卓越---我们旨在将每件所做之事做到最好。通过
创造和革新，我们寻求持续发展。
力行诚正---我们的决策和行动始终透明。履行承诺，
并且我们的行为符合组织性质。
激发潜能---我们尊重个人意愿的同时，激发潜质，严
格匹配，从而实现个人愿景。
持续发展---我们的行动基于组织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从各方需求出发并加以实施。
乐于参与---我们营造充满活力和亲和友爱的环境，鼓
励志愿者们积极热情的参与。
体验多元---我们尊重每个个体所做出的贡献，并鼓励
从多元文化环境中去学习实践。
我们坚信，各方努力终会汇聚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暖
流，注入到每个需要关怀的社群之中。 

鼓励年轻人去欧洲国家参与并协助各项工作，开拓国际视野；
倡导年轻人在工作中体验服务与奉献，启发他人提升自己； 
帮助年轻人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中感受多国籍文化，了解彼此价值观，懂得
包容尊重。

我愿意！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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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德国
BRIEF INTRODUCTION TO GERMANY

德国位于欧洲大陆心脏，作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完善合理的社会保
障制度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是必不可少的稳定及发展工具。德国社
会保障制度层次清晰，医疗、失业、工伤事故、护理、养老为社会保险基
干，使其衍生行业迅速发达，用人需求与日俱增。德国志愿服务为此提供人
员及专业支持，经过长期发展，具备自身鲜明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由国家主导，二是鼓励公民自我组织，为社会建设贡献力量。
总体来说，德国志愿服务法律基础健全，规划着眼长远，机制运行合理，重
视发挥政府、专业机构和民间组织合力，强调组织者的职业水准和专业能
力，并能够依据经济社会生活的变化而进行有序调整。 

GENERAL SITUATION 
德国概况

在宏观上重视立法基础
德国志愿服务立法严谨，联邦议会先后制订了《奖励社会志
愿者年法》、《奖励生态志愿者年法》和《奖励国际志愿者
年法》，鼓励青少年积极投身社会、环保与国际志愿服务
中，为志愿者从事专业服务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在理念上重视社会整体规划，公民多元参与
德国志愿服务不以具体内容而以时间投入和个体素养提升为
导向，重视以不同方式将志愿服务、家庭生活、职业生涯结
合起来，从而对志愿者人际交往，提升个人素质起到正面影
响，其重要程度甚至超过志愿服务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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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志愿服务
OVERVIEW OF THE VOLUNTEER SERVICE

志愿者历史：

萌芽阶段---现代志愿服务兴起于19世纪初，在工业革命初期，大批农民因
“圈地运动”失去土地，不得不受资本家的剥削。工人们的命运极为悲
惨，这时，以宗教慈善活动为主要形式的济贫组织纷纷建立起来。

发展壮大阶段---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50年代，欧洲在慈善组织的基
础上诞生了第一批志愿者组织。当时，由于战争造成的重大破坏和交战国
人民之间的敌视，志愿者组织主要是参与国家重建和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
理解和沟通。

规范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冷战结束，西方国家的志愿服务工作不
仅进一步规范化，而且扩大成为一种由政府和私人社团所举办的广泛性的
社会服务工作。志愿服务工作的重心由改善被救助者的生活扩大为调整社
会结构、促进社会发展。

海外服务阶段---随着能源危机、环境污染、人道主义灾难等国际性问题的
出现，在国际志愿服务繁荣的今日，一些国家的志愿服务工作在联合国国
际志愿服务协调委员会等机构协调和指导下开展，不少项目实现了跨地
区、跨国界，志愿人员常常被派往世界各地从事一定时间的志愿服务，具
有较大的国际影响。

志愿者制度的确立可追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福利主义抬头
导致各国政府支出崩塌，发展义务工作以解决社会上不胜负荷的需
求。但志愿者本身则自古以来已经存在，古时候的赠医施药可被视
为志愿者的雏型。西方志愿服务起源的重要概念建立于罗马时代的
博爱精神和基督教的宗教责任及救赎观念，透过义务工作表现出人
性的爱及弘扬宗教的善性。

VOLUNTEER CONCEPT 
志愿者概念01

志愿者（Freiwillige）也叫义工、义务工作者或志工，是在自身条件许可的情况
下，参加相关团体，在不谋求任何物质、金钱及相关利益回报的前提下，合理运
用社会现有的资源，服务于社会公益事业，为帮助有一定需要的人士，开展力所
能及的、切合实际的，具一定专业性、技能性、长期性服务活动的人。

奉献  不计报酬、不求名利、不要特权、推动人类发展
友爱  欣赏他人、与人为善、平等尊重、不分种族、尊重文化差异
互助  跨越国界、同心协力、互相帮助、助人自助
进步  实现自我价值、促进社会发展

志愿者
精神

你应该知道：
志愿服务（Freiwilligendienst）具有志愿性、无偿性、公益性、组织性四大特
征，是任何人自愿贡献时间和精力，在不为物质报酬的前提下为推动人类发
展、社会进步和社会福利事业而提供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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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OF VOLUNTEER SERVICE
德国志愿服务概况02

志愿者工作周期

德国志愿服务常见类型 德国联邦志愿服务(BFD)和
社会服务志愿年(FSJ)涉及
到 社 会 、 文 化 、 教 育 、 运
动、政治等各个领域。
服务单位：医院、社区、幼
儿园、残疾人工作坊、博物
馆、剧院等。
生态志愿年(FÖJ)着重于自
然、环境、动物保护，志愿
者的工作内容多与农业、林
业、园艺、海洋相关。
服务单位：农场、森林、国
家公园等。

FSJ

BFD

FÖJ

德国志愿者项目立法支持 德国志愿服务法律基础健
全，规划着眼长远，机制
运 行 合 理 ， 重 视 发 挥 政
府、专业机构和民间组织
合力，强调组织者的职业
水准和专业能力，并能够
依据经济社会生活的变化
而进行有序调整，为志愿
者从事专业服务工作提供
有力保障。

志愿者工作周期一般为12个月，但是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缩短到6个月或延长
至18个月，最长不能超过24个月。

德国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他们可以在这里进行6-18个月的志愿服务。
在内容丰富的志愿服务过程中，志愿者不仅能发掘自己的爱好和潜力，对未来
学习和就业有一定初步规划，而且还能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

德国明爱联合总会 德国福音教社会服务联合 工人福利总联盟

德国红十字总会 德国平等福利联合会 德国犹太人中央福利办事处

OUR PARTNERS
德国六大社会福利机构

德国志愿者福利
免费住宿及就餐优惠
每月350-500欧零花钱
20-30天带薪假期
25天免费工作研讨培训会
部分单位额外免费德语课程
项目期间工作单位为志愿者缴纳德国社会保险
获得由德国志愿服务机构提供的研讨会培训证
书 和 工 作 单 位 提 供 的 国 际 志 愿 者 证 书 , 以 及
Gerne中德志愿者联盟颁发的Gerne志愿者参
与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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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项目
OUR PROJECT

SOCIAL SERVICES
社会类服务01

虽然德国教育体系完善发达，但日常的学校工作依旧需
要支持，来自山川湖海的你，将为孩子们带去更广阔的
世界，更多元的文化，教会孩子们爱和包容，你将作为
中国文化的使者，与世界各地的志愿者相互协作，让世
界看到更加全面的中国！
工作单位：德国当地中小学校、儿童之家、幼儿园、日
托所等
志愿者角色：助教、幼教助理
经验要求：无需经验，无特别要求
住宿安排：合租公寓
项目周期：12-18个月

儿童/青少年关爱

工作内容：
协助专业老师进行教学工作 
课前教学准备工作
课后作业指导
帮助服务单位执行日常工作，如：监督孩子午休，随校车陪同接送非住校学生。
参与日常行政工作
协助组织并鼓励学生参与富有意义的活动
为孩子提供更多情绪支持和关怀

汇聚你我的点滴力量，
对抗生命的贫乏和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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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PROJECT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残缺的身体努力生活，他们仍旧为
生命而拼命努力，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感慨生命的无
奈，你将用行动带给他们最真切的关怀，借他们一束光
照亮生命的黯淡。
工作单位：德国当地特殊学校、残疾人之家、残疾人康
复中心等
志愿者角色：中心助理
经验要求：无需经验，无特别要求
住宿安排：合租公寓
项目周期：6-18个月

残疾人关爱

工作内容：
关注心理健康，为服务对象提供情绪支持
协助护工完成护理工作：如盥洗、进餐
为服务对象筹备各种教育游戏、小组活动
协助制定康复计划
协助服务单位进行日常行政工作
短途旅行时提供陪同、安全支持 德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完善的社保

体系保障了老年人的生活却难以保障精神需求，带着对
生命的敬重去聆听另一段人生旅程。
工作单位：德国当地养老院、疗养院等
志愿者角色：医护助理
经验要求：无需经验，无特别要求
住宿安排：合租公寓
项目周期：6-18个月

长者关爱

工作内容：
关注老年群体身心健康、心理需求
协助护工完成护理工作：如盥洗、进餐
为服务对象组织娱乐活动
协助服务单位完成日常工作，如发放三餐及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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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PROJECT
人生无奈于生老病死，多少美好的生命遭遇上帝的玩
笑，在命运捉弄的背后他们依旧在追寻生活的意义，你
是蓬勃的朝阳，温暖着鼓励着他们继续前行！
工作单位：德国当地医院、诊所、社区等
志愿者角色：医护助理
经验要求：有相关专业背景为佳
住宿安排：合租公寓
项目周期：6-18个月

病患关爱

工作内容：
为病患提供情绪支持和关怀
协助护理人员实施医疗措施
协助设计护理和康复方案
协助服务单位执行日常工作，如：发放三餐及药物

OUR PROJECT
太阳也有照不到的地方，如果我们也选择放弃，那他们
将在黑暗中越陷越深，愿每个人都能在黑暗中恰逢光
明。
工作单位：德国当地戒毒所、关爱中心等
志愿者角色：心理疏导师、助理 
经验要求：有心理学相关专业背景为佳
住宿安排：合租公寓
项目周期：6-18个月

瘾疾患者关爱

工作内容：
为瘾疾患者提供情绪支持和关怀
为瘾疾患者提供心理梳导
协助护理人员实施医疗措施
协助设计护理和康复方案
协助组织并鼓励患者参与兴趣活动
参与日常行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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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芽阶段---现代志愿服务兴起于19世纪初，在工业革命初期，大批农民因
“圈地运动”失去土地，不得不受资本家的剥削。工人们的命运极为悲
惨，这时，以宗教慈善活动为主要形式的济贫组织纷纷建立起来。

发展壮大阶段---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50年代，欧洲在慈善组织的基
础上诞生了第一批志愿者组织。当时，由于战争造成的重大破坏和交战国
人民之间的敌视，志愿者组织主要是参与国家重建和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
理解和沟通。

规范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冷战结束，西方国家的志愿服务工作不
仅进一步规范化，而且扩大成为一种由政府和私人社团所举办的广泛性的
社会服务工作。志愿服务工作的重心由改善被救助者的生活扩大为调整社
会结构、促进社会发展。

海外服务阶段---随着能源危机、环境污染、人道主义灾难等国际性问题的
出现，在国际志愿服务繁荣的今日，一些国家的志愿服务工作在联合国国
际志愿服务协调委员会等机构协调和指导下开展，不少项目实现了跨地
区、跨国界，志愿人员常常被派往世界各地从事一定时间的志愿服务，具
有较大的国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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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PROJECT

无论天灾亦或人祸，他们都无从选择的背井离乡、寄生
陌土。即使新的地方比故乡好千倍万倍，可那里，始终
不是家啊！微小的我们，只愿小小的助力能让他们放下
心中的苦痛步入新的生活。
工作单位：德国当地难民中心、难民社区等
志愿者角色：社区管理员
经验要求：无需经验，无特别要求
住宿安排：合租公寓
项目周期：6-18个月

难民关爱

工作内容：
帮助难民融入新的生活：提供德国文化历史课程、教授德语知识
指导体育训练：为体育爱好者组织足球、篮球、游泳等体育活动
组织外出游历：在外出郊游时提供安全支持
提供娱乐活动：同孩子们游戏、画画、唱歌等给予他们快乐
懂得倾听，成为难民孩子的知心朋友和人生导师

ECO-SERVICES
生态类服务02

在维护生态平衡的道路上，我们从来都不该是旁观者，
我们必须不遗余力地保护我们的地球，我们更希望通过
生态教育，号召更多人正确地参与进来，将生态深深扎
根于新一代的心中！
工作单位：德国当地农场、森林、国家公园等
志愿者角色：营地助理
经验要求：有相关专业背景为佳
住宿安排：合租公寓
项目周期：12-18个月

生态教育

工作内容：
宣传科普生态保护知识，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环境保护意识
协助组织动物医疗研讨会
安排夏令营活动，协助组织动植物相关课程
接待拜访来客
参与日常行政工作

我们的征途，当是星辰大海呀！
照见无尽星河，邂逅日落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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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PROJECT
避开人山人海，去往大自然的怀抱，解放出最真实自由
的自己，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柔的名字，给每
一株植物每一个动物一个温暖的相遇。
工作单位：农场、森林、国家公园等
志愿者角色：农场助理
经验要求：有相关专业背景为佳
住宿安排：合租公寓
项目周期：6-18个月

生态管理

工作内容：
与动物亲密接触，照顾动物并关注其生存环境
记录农作物生长变化
参与服务单位日常工作
维护服务单位生态环境

CULTURAL SERVICES 追随前人的足迹，
惊吻最灿烂的欧洲文明。文化类服务03

多少历史消逝在岁月的长河中，抛开心中的杂念、
放缓脚步，去倾听过往的呢喃，直面过去，不畏将
来。
工作单位：德国当地博物馆、图书馆等 
志愿者角色：博物馆讲解员、图书馆管理员、助理
经验要求：有相关专业背景为佳
住宿安排：合租公寓
项目周期：6-18个月

走进历史

工作内容：
接待拜访来客
讲解展品历史
维护参观秩序
收集访客反馈
整理书籍或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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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PROJECT
如果说博物馆是人类过往的承载，艺术则是人类精神世
界的沿袭，给自己一点时间，抛开世俗的繁杂，感受万
种风情，这里有短暂的躲藏和无声的力量。
工作单位：德国当地社团、剧院等
志愿者角色：艺术教导员、助理
经验要求：有相关专业背景为佳
住宿安排：合租公寓
项目周期：6-18个月

走进艺术

工作内容：
协助策划活动：根据节假日策划主题活动
安排节目：根据时间、场地等条件安排节目
协助宣传和销售：设计宣传海报、发布演出信息等
发送邀请函：通过邮件、信件发送邀请函
布置剧院：根据活动主题和观众人数布置场地
接待来宾

OUR PROJECT
人生很短，人世很长，我在中间，应该休息。静静地等
待着四处寻来的客人，倾听每个人的故事，遇见所有的
欢喜。
工作单位：国际青年旅舍
志愿者角色：运营助理
经验要求：无需经验，没有特别要求
住宿安排：员工宿舍
项目周期：6-18个月

走进青旅 

工作内容：
协助厨房工作：采购烹饪食材、定期检查餐具使用情况
支持前台工作：接听电话、办理入住和退房手续
布置餐厅：根据入住人数布置餐厅
检查客房：每天按时查房，损坏物件及时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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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S SERVICES Where Amazing
Happens体育类服务04

德国是传统体育强国，特别在足球方面，这离不开
全民的运动热情和体育教育。少年不惧岁月长，留
住青春的是那挥汗如雨的球场，带上你的激情出发
吧~ 
工作单位：中小学校、社区、运动协会、社团等
志愿者角色：体育老师
经验要求：有相关专业背景为佳
住宿安排：合租公寓
项目长度：至少6个月

体育教育

工作内容：
完成相关体育教学工作
制定相应体育课程
组织并鼓励参与体育活动

随着人们越来越注重体育运动，运动康复也渐渐进
入人们视野，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期待有志
有专业的你一同前行。 
工作单位：中小学校、社区、运动协会、社团、疗
养院等
志愿者角色：康复治疗师、助理
经验要求：有相关专业背景为佳
住宿安排：合租公寓
项目周期：6-18个月

运动康复

工作内容：
为患者制定康复计划
跟进康复进度
提供心理疏导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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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
MORE INFORMATION

START TIME
开始时间01

德国志愿服务项目，一般情况下每年可选择的开始日期有两次，分别为2月和9
月，工作时间为12个月，最短6个月，最长不超过24个月。如果你有兴趣参加，请
联系我们进一步了解,Gerne团队会给你提供详细咨询。

SAFETY AND SUPPORT
安全与支持02

Gerne中德志愿者联盟将志愿者在德国期间的安全放在首位，并在生活上给与咨
询，提供帮助，确保志愿者投入到服务工作中，Gerne会成为你最坚强的后盾。
----我们设立很多机制和措施，确保志愿者在德国能够得到充分支援。根据德国
《联邦志愿者法》的具体内容，我们充分调研志愿者工作单位，对安全严格审
查，对风险全方位评估。此外，Gerne中德志愿者联盟在德国协会享有崇高地位，
并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可。

我们对你做出以下保证：
1.安全
我们关注你在海外的安全问题，Gerne中德志愿者联盟确保工作所在地的环境
安全。此外，我们与德国领事馆保持密切联系，掌握安全方面的最新情况。
Gerne中德志愿者联盟法兰克福总部，为你全方位统筹协调，为你的志愿年提
供有力保障。我们努力确保每一名志愿者的志愿年平稳顺利，一旦出现任何
紧急情况，我们会正确及时有效的协助解决，将其对志愿者的影响降到最
低。
2.行前建议
志愿者行前准备，Gerne会为你发送保险和签证信息，提供打包清单、文化背
景介绍、工作内容概述、提示信息等。德国当地志愿者顾问会与你联系，提
供力所能及的建议与支援。
3.工作单位信息
在你出发前，我们会提供志愿者工作单位的详细信息，其中包括志愿者工作
单位的地址、联系方式、志愿者工作内容以及德国志愿者顾问介绍和联系方
式。

Gerne没有确切的截
止 报 名 时 间 ， 一 般
来 说 申 请 人 需 要 在
项目开始前至少5个
月递交报名申请。 

如 果 你 已 经 具 备 德
语 能 力 ， 并 能 提 供
德语A2，最好B1的
相 关 语 言 证 书 ， 你
可 以 申 请 最 近 开 始
日 期 的 德 国 志 愿 者
服务。

如 果 你 还 不 具 备 德
语 能 力 ， 你 需 要 首
先 进 行 语 言 培 训 ，
通 过 相 关 语 言 考
试，在Gerne工作人
员 的 协 助 下 进 行 申
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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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你做出以下保证：
4.德国总部
德国法兰克福总部由德国本土专家、资深业内人士及众多留德高级人才组
成。中德志愿者联盟法兰克福团队通晓德国公益、人力资源以及公共关系等
领域，并在公益行业具备丰富经验。中德志愿者联盟法兰克福团队致力于发
展与开发德国志愿者项目，最大发挥志愿者的主观能动性，提高自身素质与
能力，并为志愿者制定出详细计划，由此开启别样人生，并且提供申请者在
德国的安全保障和全方位支持。
5.住宿安排
Gerne德国工作人员会定期检查志愿者住宿地点，以确保住宿地点干净卫生、
舒适整洁。
6.志愿者顾问
当你确定通过Gerne进行志愿者岗位申请，Gerne中德志愿者联盟会为你提供
全面的支持服务，志愿者顾问（Freiwilligendienst Berater）会为你做好出国
前的一切准备，如志愿者服务单位匹配、单位情况说明、住宿安排、签证材
料准备、行前准备、紧急联系方式等。
Gerne中德志愿者联盟的顾问经验丰富，服务专业。他们会与申请人保持密切
沟通，讨论流程进展和细节安排，并十分乐意为你解答关于德国志愿者项目
的任何疑问，你可以通过邮件、QQ或是微信与自己的志愿者顾问进行联系。
7.健康及保险
Gerne德国志愿者项目申请人须在办理签证时提交入境保险，同时工作单位也
会为你的志愿年义务购买社会保险（含医疗保险），为你提供健康保障。
8.签证
根据志愿者选择的项目长度和出发日期，志愿者需要提交签证申请。Gerne中
德志愿者联盟会为志愿者提供签证所要求的相关信息。

OUR SERVICES
我们的服务03

有哪些服务包含在项目申请服务费用中？

Die Zentrale Aus-
lands- und Fachver-

mittlung (ZAV)
劳工局预审

Gerne德国团队会为你
提交ZAV劳工局预审，
提高申请几率，让你的
申请材料更具说服力。

02
匹配工作单位

Gerne中德志愿者联盟
为你全面组织和安排，
帮助你找到心仪的、适
合的并充满意义的志愿
者工作。

01
撰写文书与岗位申请

Gerne工作人员会根据
你的特长爱好、实习工
作经历为你撰写匹配的
文书，并与德国志愿者
机构保持密切联系，为
你的志愿服务工作铺平
道路。

03

对Gerne的贡献
我们会将部分费用用于当地新的
志愿者项目开发，保证有足够的
人力开展咨询、海外协调，满足
社群需求。

08
全面支持

在志愿服务期间你可以全天24小
时与Gerne工作人员取得联系，
保障你在德国的生活。

07

签证材料准备
Gerne工作人员协助你
准备德国签证所需的一
切材料，让你顺利完成
递签。

05
面试辅导

Gerne工作人员会根据
工作单位的申请要求和
你的实际情况为你进行
全面的面试辅导，帮助
你取得offer。 

04
行前培训

环境、文化、工作等相
关内容培训，帮助志愿
者调整自身认知模式，
顺利实现文化过渡和跨
文化交流。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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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EVEMENTS
你的收获！04

意义非凡的志愿者项目
Gerne中德志愿者联盟德国总部，致力于发展与开发德国志愿者项目，最大发挥志
愿者的主观能动性，提高自身素质与能力，并为志愿者制定出详细计划，由此开
启别样人生。
独特的海外工作经历
一年的志愿者工作经历，充分培养了志愿者工作能力，成为进入职场的良好过
渡，志愿者工作结束后可直接申请在德实习或继续留学深造。

融入德国社会，快速提升德语能力
志愿者在纯德语环境中生活与工作，对语言提升起到巨大帮助。德国部分志愿者
机构还将提供免费的德语提升课程。参加Gerne中德志愿者项目，你还可以利用30
天的带薪年假游览欧洲各国，体验风土人情！

留德深造
德国非常鼓励青年加入志愿者行列，志愿者经历将成为你申请德国留学的一大加
分项！

留德实习或工作
鉴于整个德国社会对志愿服务的推崇，你的志愿者经历将提升你的整个经历背
景，并且在德期间你将更便捷的拥有申请德国实习或工作的机会！

国际化的志愿者大家庭
Gerne中德志愿者联盟的志愿者们来自世界各地，你可以融入社群之中，和其他参
与者、工作伙伴成为朋友。志愿者年龄不同、背景不同，在志愿者大家庭中大家
互帮互助共同生活，这将是一个难得的文化交流机会。

回国工作
长期的志愿服务工作能让你深入德国当地生活，对整个德国社会有更为全面的了
解。纯德语环境将迅速提高你的德语能力，独特的海外工作经历更能让你顺利过
渡至与德语相关的工作领域。

志愿者相关证书
完成Gerne志愿者项目，你可获得3份证书，分别是国际志愿者证书、研讨会证书
以及Gerne中德志愿者联盟证书。这是真正有含金量的、被国际社会尤其是国外高
校高度认可的证明文件，对求职者、出国学生的留学背景提升起到积极作用。

丰富个人简历，背景提升
Gerne中德志愿者联盟所提供的项目让你具备社会责任感和正面积极的人格修养，
对个人软实力提升起到重要作用，让志愿者在服务工作中具备积极主动的态度和
团队合作精神，迎接挑战、解决问题、适应环境。一年的志愿服务帮助你获取丰
富的海外工作经验、增强个人简历、背景提升。

志愿者工作培训
针对即将前往德国参加志愿者项目的学员，在出发之前对志愿者工作内容
做简单培训，包括各项专业德语引入课程、志愿者具体工作讲解、志愿者
工作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介绍等，让学员在出发前对需要进
行的工作有基本了解，有备而去！

志愿者语言培训
无论你是零基础，或是想通过学习提升语言技能，我们的语言课程都能给
你最合适的帮助，让你到达德国后能更快适应新的生活环境，顺利开展志
愿服务工作。

安全与生活培训
在出发之前了解德国基本社会文化，有助于学员调整自身认知模式，从而
顺利实现文化过渡和跨文化交流。

后续服务
在志愿者工作结束之后，学员想继续留德实习或留学，Gerne中德志愿者
联盟为你提供全方位指导和申请服务，让你对未来不再迷茫！

志愿者申请服务Plus
在志愿者申请服务的基础上加入语言培训课程，全方位保障整个志愿者申
请和工作流程。志愿服务结束后，根据学员意愿帮助进行实习或留学申
请，无缝衔接步入下一阶段人生旅程！

OUR SERVICES
我们的服务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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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PROCESS
申请流程05

了解和咨询
第一步

了解你可选择的项目 参阅需缴付的服务费用 若有疑问，请联系我们

递交申请
第二步

决定你参与的项目类型
与开始时间  

填写报名表  我们会确认你的申请， 
与你联系

行前准备
第三步

Gerne工作人员会协助你
做好行前准备  

Gerne会为你准备申请
签证的信息

费用根据你的项目推进
时间点缴付

参与项目
第四步

如期前往德国，Gerne
工作人员协助你在德国

的工作和生活    

投入到志愿者工作中
融入环境，结实友人

顺利回国，获取国际志
愿证书，欢迎分享你的
志愿者故事，并鼓励身

边人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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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常见问题06

1. 在德国安全吗？
德国是一个很安全的国家，即便在全球范围内作比较也是如此。您没有理由对
犯罪率的问题有太多的顾虑。无论是在大城市还是在乡村，无论白天或是夜
晚，人们都可以在这里自由活动，无需准备特殊的安全防护措施。而且警察是
值得信任的并能为您提供可靠的帮助。您可以用德国的任何一部电话拨打免费
号码110来联系警察。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在德国设有大使馆或是领事
馆。遇到问题的时候也可以在当地寻求来自您本国的相关负责人的帮助。

2. 到了德国人生地不熟，怎么前往工作的地方呢？
我们会为志愿者提前购买从法兰克福机场到工作城市的车票，以便于志愿者能
顺利抵达工作地。 

4. 住宿有保障吗？和谁住？
志愿者所服务的单位提供住宿，志愿者会与世界各地的志愿者们住在一起，一
般来说2-4人合住在志愿者公寓中。

6. 德国机构的正规性？
德国志愿者机构由德国青年部授权，开展、开发各项充满意义的志愿者项目，
正规化、系统化、法律化。

3. 工作地点在哪里呢？
我们会尽量根据申请者意愿优先级，帮助志愿者申请工作岗位。

5. 住宿地点到工作地点远吗？
不会太远，并且工作单位会提供相应补贴，所以不用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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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具体工作岗位的可靠性？
德国志愿者机构 志愿者  工作单位（三方互签合同）
志愿者服务项目由被授权的机构来组织：社会福利机构；宗教团体；联邦州、
地方政府
只有被机构审核批准的单位，才有资格拥有志愿者
机构还负责组织志愿者的研讨培训和解决法律问题，以及处理志愿者和其服务
单位的关系。在志愿服务开展期间，志愿者所有遇到的问题和困难都可以和机
构进行沟通。

9. 和互惠的区别？
从工作内容上：互惠生为家庭服务，以儿童陪伴、简单家务为主。而志愿者服
务是在具体的工作单位，从事相关工作协助。
从收获上：互惠生与德国家庭保持持续交流。志愿者则能通过一年工作取得相
关资质证书，从而对求学求职产生积极影响。

8. 志愿者是去当廉价劳动力（做苦工）吗？
不是，志愿者工作是德国官方机构认可的，被德国视为社会实践活动有力凭
证，与其他从业人员享有同等社会待遇和福利。 

11. 自己可支配的时间有多少？
每周工作5天，每天6-8小时工作，双休；全年25-30天带薪休假；法定节假期
正常放假。

12. 是否有小伙伴，会不会孤单？
你不仅可结识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还能在工作单位与德国同事结下深厚的
友谊。

10. 工作内容可以自己选择吗？
我们会根据申请者的意向优先级，为申请人匹配相应的岗位。

13. 语言水平（能否和别人交流）呢？
个别机构会提供语言培训，即使申请人的语言水平没有达到B2，也并不阻碍你
与他人交流，完成工作。在纯德语环境下生活与工作，你的德语很快就会有进
步。

15. 一年的花销是什么情况呢？
当你已经顺利抵达德国，参与到志愿者工作中，在生活上你无需再从父母那里
获取额外补助，因为工作单位会为志愿者提供每月350-500欧元生活补贴，以
此保障志愿者在德国期间的生活。

17. 一年可能有点长，是否能短期？
Gerne德国志愿者项目区别于为期2-4周的义工旅行。德国志愿服务周期一般为
12个月，最短6个月，由此志愿者能更加深刻地进行工作体验、服务社会。德
国法律规定，只有在一家工作单位从事全职、一定时间以上的志愿服务后，才
能被认定为一名志愿者。

14. 文化差异？
德国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德国志愿者项目能让你认识来
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而志愿者大家庭会在相互帮助中顺利实现文化过渡和文
化融入。

16. 这一年是去做什么工作？
德国志愿者服务涉及到社会、文化、文物保护、教育、运动、政治等各个领
域。具体来说，志愿者可能需要在青年旅社、医院、养老院、社区、幼儿园、
残疾人学校、残疾人工作坊、救助站、文物保护协会、博物馆、剧院、难民社
区等单位工作。

18. 是否对以后的就业有帮助、能获得什么（有什么意义）？
一年的志愿者服务工作可作为职业培训的一个铺垫（eine Vorbildung für eine 
Ausbildung）；在申请大学时，也可能会被优先录取（特别是在社会学、教育
学这两个专业）；在一些特定的工作、学习领域，有过相应的志愿服务经历甚
至被视为十分有利的加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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