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GYSD 中国区负责人贺信致辞 
 

亲爱的青年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参加和实施你们令人振奋的全球青年服务日行动计划。 

 

『全球青年服务日』（Global Youth Service Day,简称 GYSD）是一年一度的国际青年志工

庆祝活动，目的在于庆祝、表彰与动员。GYSD 活动由 1988年的美国国家青年服务日发展而来，

在 2000 年形成全球共同参与的青年服务庆典。2010 年全球有来自 6 个大洲的数千万志愿者参

与，注册项目 3091个。其中，中国大陆地区也有 10个团队的超过 2000 名志愿者参与其中。 

 

GYSD 活动结合全球青年的热情,促使青年透过全年的志工服务和关怀行动,让地方的需要

因关怀而被满足，改善在地社区和世界；同时，GYSD 活动激发民众对青年服务社会的进一步

关注与支持，提升青年人的正向发展与青年公民责任心的担当。 

 

今天，青年人正付出较以往更高的心力，致力于改善社区和他人的生活。无国界爱心组织

（北京）作为全球青年服务日中国区国家领导机构，负责组织和支持中国大陆区的 GYSD 庆祝

活动。今年的“全球青年服务日”订于 2011年 4 月 15 至 17 日，在这一天全球各地的青年将会

和你一样，参与到他们当地的各种全球青年服务日的庆祝和服务行动中。 

 

特别说明的是 2010年 8月-2011年 8月是“联合国：国际青年年”。我们已经将中国区 GYSD

活动纳入到响应国际青年年的号召中，并已登记使用国际青年年徽标。基于国际青年年“对话

和相互理解”的倡导主题，国际青年年致力于鼓励代际之间的对话和理解，推行促进和平，对

人权与自由的尊重和团结等理念。鼓励青年人投身于推动进步事业，包括达到联合国千年发展

目标，积极参与地方性青年公益活动等。所以，我们欢迎 GYSD 中国区响应团队积极调动广大

青年人的力量积极参与和推动社区发展与社会进步。 

 

我们深信透过你们的行动与力量，将会在你的社区或学校举办一个成功的全球青年服务日

活动！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你们关爱地球、服务社会的决心与力量！ 

 

服务他人，成长自己！ 

我们期待着你们精彩活动的成果汇报，以便和全球的青年志工一同分享你们的喜悦与收获！ 

 

你们是世界至关重要的一份子!世界将会因你们的力量而更加美好！ 

再次感谢你们参与共创全球青年服务日！ 

 

祝大家“全球青年服务日”快乐！ 

 

    孔令坤 执行董事 谨上 

    GYSD 国家领导机构中国办公室 

    无国界爱心（北京） 

    2011年 4 月 15 日 



   

2011’GYSD 全球青年服务日 

@中 国 大 陆 区 

一、关于 GYSD 全球青年服务日概述 

（一）什么是全球青年服务日 

全球青年服务日（Global Youth Service Day,GYSD）是一年一度有关公众意识与教育的国

际青年志工庆祝活动。1988年设立于美国的国家服务日发展而来，并在2000年由美国青年服务

组织与全球青年行动网络发起，和超过31个国际机构，以及致力于社区服务的90多个不同国家

的公益机构共同参与扩大至全球。旨在庆祝、表彰和动员青年人和儿童参与义工活动，为在地

社区发展作出巨大贡献。活动在每年4月的第二或第三个周末举行。作为世界最大的服务活动，

结合全球青年的热情,它动员上百万的儿童和青年人透过全年的服务学习和服务行动,让地方的

需要因关怀而被满足，与家庭、学校、社区、社团、商业机构和政府一道，改善在地社区，共

同解决世界的关键问题。GYSD动员青年人的同时，更激发公众、媒体、决策者对青年服务社会

的进一步关注与支持，重视作为社区领导的青年人在全年所做出的贡献，以提升青年的正向发

展与青年公民责任心的担当。GYSD国际总部的协调机构是YSA美国青年服务组织和GYSN全球青年

服务网络。 

 

（二）我们的目标 

  在 100 多个国家的百万青年会在全球青年服务日期间，进行数千个社区营造计划。透过各

地区、国家及国际性的机构携手协力努力，与 GYSD共同达成以下主要目标： 

一、动员（Mobilize） 

 动员青年人发现和解决他们社区的需要； 

 动员各类团体为青年参与提供机会； 

 动员媒体、决策者与公众促进并提升观念，认识到“这些全年持续在为社区服务

的年轻人是他们社区中重要的资产和资源”。 

 

二、支持（Support） 

 支持青年终身践行公民参与和服务； 

 支持学校和团体透过培训、技术支持、赠款和各类资源，使他们能够参与到青年

活动中来。 

 

三、可持续（Sustain） 

 通过勇于担当和解决问题的青年人的全年参与，持续推动社区改善。 



 

（三）为何需要全球青年服务日？ 

在全球各地，数百万青年正透过各种义工行动计划与基础建设，藉此改造当地社区。而全

球青年服务日的重点则在激发民众更进一步的关注与支持，以提升「青年正向发展」与青年的

公民参与和志工行动。青年志工服务是营造强健青年与强健社区的有效途径。 

 

全球青年服务日隶属在更广大的全球行动之下，目的在表彰青年参与的重要性，并表达支

持一九九八年的里斯本青年宣言（Lisbon Declaration on Youth），全球青年论坛（World Youth 

Forum）于一九九八年采纳的百拉加青年行动计划（Braga Youth Action Plan），以及联合国

世界青年行动纲领（UN World Programme of Action for Youth (WPAY)）。除了全球青年服务

日之外，更有八月十二日联合国国际青年日、十二月五日国际志工日。全球青年服务日促成了

一整年青年参与服务的系列活动。 

 

（四）全球青年服务日源起  

1988 年，美国青年服务组织（YSA）和校外展机遇联盟（COOL）举办了第一届全国青年服务

日，当时称为“度过公益服务的一天。”近 1000个项目在美国 50个州和哥伦比亚地区参加。2000

年，美国青年服务组织根据美国国家青年服务日这一成功模式，与 Global Youth Action Network

一起推动，从那时起 GYSD已经发展成包括合作伙伴在内，亿万青少年共同参与的全球性义工运

动。 

 

（五）GYSD 在中国 

港台地区 

中国台湾是最早于 2001年加入 GYSD 世界团队，2002年起台湾青年投入到 GYSD服务工作。

据 2006 年 GYSD 国际总部统计，台湾地区服务成果是全球第四大，每年台湾地区有超过 10万人

次青年参与。 

 

中国香港地区当下的国家领导机构是 HKFYG 香港青年协会。香港最早于 2003 年 SARS 期间

有部分高校社团参与到 GYSD。2004 年 HKFYG 开始统筹香港地区 GYSD 活动，每年都会组织上万

青年和学校共同参与，是 GYSD大家庭中非常活跃的一部分。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地区的 GYSD国家领导机构是 LWB无国界爱心组织。北京大学模拟联合国俱乐部最

早在 2002 年参与了 GYSD 活动。近几年内地如深圳市和其他地区的部分青年志愿者联合会等义

工团队和国际学校开始自发参与到 GYSD 活动中。2009年无国界爱心在北京协调举行为期两天的

GYSD 活动。2009 年全国其他城市共有 670 多名志愿者参与到 GYSD。为了更好的推动中国内地

GYSD活动，GYSD 国际总部决定 2010 年起设立 GYSD中国国家领导机构，由 LWB担任推广工作。 

     

（六）如何筹组庆祝全球青年服务日 

GYSD 全球青年服务日，以行动、庆祝、动员为核心，鼓励学校、企业、宗教团体与青年相

关的机构，为全球青年服务日规划由青年所领导的社区服务计划，并给予重视。各机构或许希

望向媒体及周边社区强调现行计划的重要，或选择为全球青年服务日筹组特别的计划与活动，

把服务扩展到更大的社区范围。 

 

    在国家层级上，GYSD-NLA国家领导机构负责召集筹组 NCC国家协调委员会，透过组织网、

媒体与公私立单位企业，来共同推动全球青年服务日。 

    在国际层级上，YSA青年服务美国所召集的 ICC国际协调委员会，将负责本活动的推广、组

织与协调工作。ICC国际协调委员会将支援并协调散发有关全球青年服务日的一般资料，以协助

推广与组织。 



 

（七）全球青年服务日的最佳实践之道 

一、尽早开始，注重规划及策略： 

为了建立真正的合作关系，确保青年持续领导并实践计划，详细而及时的计划必不可

少。 

 

二、建立广大的社区支持基础： 

全球青年服务日让社区整体有机会为一个共同的活动而团结凝聚。若能凝聚学校、企

业、邻里、宗教团体与专业组织，以及社团与各个机构，则可获得无限的资源。全球青年

服务日也能为社区的未来关系及合作关系，建立正向的共同基础。 

 

三、增强社区对青年的支持： 

全球青年服务日企盼以社区现有资源为基础，激励进一步的想法与建设。在规划全球

青年服务日之际，必须考虑本节日之后的可能关系、活动与学习课程，以便永久提升社区

对青年领袖的支持。 

 

四、寻求社区内各种人员的协助： 

先定义出当地社区的多元性。每个社区都不同，因此对多元性的定义也会不同。在寻

找社区多元性时，可从民族、种族、政治立场、宗教信仰、性别、社经/经济地位、性取向、

年龄、教育程度及身体状况等方面开始着手。 

 

五、培养社区青年的精神与活力： 

全球青年服务日的主旨即在表彰与吸引青年。这样的精神应该展现在这个活动的各个

面向。如果青年能够展现热忱、创意与想法，整个社区都将被带动。 

 

六、让全球青年服务日活动成为跨世代的学习过程： 

想运用社区现有资产创造更多资产，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把全球青年服务日计划的

焦点放在人与人之间的学习上。让老少彼此学习，创造一个尊重沟通、期许沟通的环境。

建立一个促进学习的结构，比如反省团体或讨论团体。最后，应营造一个具有高度期许、

并容许失败、宽容与理解的环境。 

 

二、2011GYSD 庆典中国大陆活动概述 

   1．4月 15-17日 GYSD 行动日 

全球青年服务日不只是一天，而是周五到周日的整个周末，方便全球青年自由选择时间，

并在期间举办义工行动或庆祝活动。志愿者团队可以任意选择时间来参与 GYSD 全球青年服

务日活动。 

 

2. 与更多倡导活动相结合! 

 GYSD国际总部鼓励义工团队激发创意，将你们的志愿服务行动与社区需要、社会关注、

全球议题相结合。所以，你们可以独立的策划 GYSD全球青年服务日活动，或者与 4月的世

界环境日相结合，或者其他有意义的社区传统活动结合都是非常棒的方案。 

 

 同时，2010 年 8 月 12 日-2011 年 8 月 11 日这一年是联合国国际青年年，中国大陆区

GYSD 项目已经参与登记备案，并申请使用“国际青年年”徽标。所以，我们鼓励 GYSD响应

团队积极招募青年志愿者参与 GYSD 服务行动。 

 

 



3.全国各地齐参与共庆国际青年年 

GYSD欢迎全国青年、学校、企事业单位、城市与全世界共同参与。2010年 8月 12日-2011

年 8 月 11 日这一年是联合国国际青年年，中国大陆区 GYSD 项目已经参与登记备案，并申

请使用“国际青年年”徽标。所以，我们鼓励 GYSD响应团队积极招募青年志愿者参与 GYSD

服务行动。 

鼓励义工选择和制订自己服务社区的行动计划和庆祝方式，并报告给 GYSD 国家领导机

构，汇总大家的成果，让世界看到你们。2011年将发动中国主要大中城市高校社团和地方公

益机构声援并共同参与。 

 

4.全球分享 

      为了展现全球统一行动成果，中国各地义工社团需将活动成果、照片、视频报告给

GYSD-NLA国家领导机构办公室，GYSD-NLA会将中国区成果汇总统一上报 GYSD国际总部。同

时，为了更好加强国际间各基层义工社团之间的交流，GYSD国际总部建议，各地参与者可以

登陆 facebook、youtobe、flickr、twitter 国际网站，以“2011GYSD”为关键字分享自己的文

字、照片和视频。GYSD-NLA 国家领导机构中国办公室，也计划与中国区国内优秀社区网

站合作，为全国各地义工团队提供平台，分享交流中国区的行动成果。 

 

三、活动特点 

    1．高端：国际化全球统一行动 

       受GYSD国际总部授权，于2010年设立中国国家领导机构，协调促进中国大陆区全年 GYSD

活动推展。全球青年服务日是一个全球统一行动，青年人的贡献不仅为在地社区，也是世界

紧密一员，汇聚全球的力量，为了营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活动得到联合国、各国领导人及

国际机构的支持与肯定。 

    

    2．创新：全球智慧支持青年前行 

       全球青年服务日提供了一个“青年透过志愿服务参与国际交流”的舞台。活动鼓励、支

持与指导青年人服务社区，提升青年人的领导力。是“在地行动，世界接轨”的实践，有效

拓展青年人国际视野，分享经验与成果，加强国际交流。 

 

3．务实：提供有效指导，加强社会影响 

GYSD为青年人提供有效的经验与指导，倡导“服务他人，成长自己”的理念，出版丰富

实用的义工服务指导工具和行动手册。为青年人提供培训、教育工作坊、国际交流夏令营等

多元活动,有效激发青年人潜能，培养青年人爱世界的能力，为社区带来积极的改变，并得

到公众的肯定与认可。 

        

       4．广泛：全国拓展 

GYSD 中国区活动，在国家领导机构的带领下，将组建国家协调委员会。邀请知名民间

公益组织、地方城市、青少年权威媒体参与，以便更有效的支持 GYSD期间活动更大范围的

传播。 

 

四、GYSD 的期许与评价 

“我知道，这个星球的未来有赖于世界各地青年的无穷精力、热忱与奉献，也因此，我感觉

有希望。我经常说每个人都很重要，每个人都能发挥作用，每个人都能带来变化。全球青年服

务日证明了这点。让我们支持这个带着希望向前走、带着对自我及自我智识的信心向前走的机

会。让我们庆幸青年的不屈精神。” 



——珍·古道尔博士(Jane Gooda11)联合国和平大使;根与芽青少年环保组织领袖 

 

「提供机会让青年朋友参与志工服务，回馈当地小区，这种效力是其他投资案鲜少能及的。

我鼓励所有人及所有团体善用全球青年服务日，好突显青年与成年、青年机构与公私立团体之

间，合作创造健全青年与健全小区的力量。」 ──恩瑞克．伊雷西亚斯（美洲开发银行总裁 ）。 

 

五、After GYSD 在 GYSD 庆祝日之后 

在 GYSD庆祝日之后，新一年度的服务学习活动随即展开。GYSD 是一个庆祝日，也是一

个誓师启动大会，目的是启动新一年度的全面行动。因此，我们更加注重“GYSD 全年”活

动的实施。自今年起，GYSD将注重与更多机构合作，在全国各城市间推展 GYSD全年系列活

动，让每一个城市的青年人都能够参与到全球统一行动中。未来计划中有校园推广会、校

园推广大使招募、GYSD大陆主题曲征集等活动。 

 

详情，请洽下址： 

 

GYSD-NLA 全球青年服务日国家领导机构中国办公室 

无国界爱心组织（北京） 
http://www.Love-international.org 
http://www.GYSD-China.org 

电话：010-62225515  

Email：GYSD.China@gmail.com 

 

 

联系：孔令坤 15810796525  Email：love.international@gmail.com 

   王  超 13910314190  Email：13910314190@139.com 

王  旭 13811211353  Email：carolwang213@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