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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首先，非常感恩您加入灵山志工，成为我们同愿同行的善友。所

谓“志工”，不仅仅是指不求物质报酬，出于自由意愿，付出时间及

精神，服务社会及他人的志愿者，更是要以“志”为业，自利利他，

践行佛教忘我境界、慈悲济世的精神，促进人心向善，社会和谐。我

们真诚感谢您的无私付出。

为充分展示灵山志工良好的形象及团队协作精神，让我们一起以

饱满的热情、高度的责任感参加志工活动，对佛、法、僧生起真实的

恭敬之心，服从志工的管理和工作安排，忠于职守。用“慈悲心、布

施心、平等心、忍辱心、宽容心”尽职尽责地完成本职工作，身体做

利益一切众生的事，口中说柔和、赞叹、感恩的话语，勤行六度，修

福修慧。

本《志工手册》是每一位灵山志工的基本行为准则，主要涉及组

织架构、五大志业、培训制度、服务礼仪等内容，大家应认真阅读、

理解并且自觉遵守。如有未尽事宜或不明之处，请与各区总招办联系

咨询，以确保正确理解和执行。

本《灵山志工手册》仅供内部使用，感恩您的发心及善行。



灵山志工介绍

灵山志工是由灵山慈善基金会发起设立的非营利性团体，旨在通

过践履人间佛教思想，促进社会和谐、人心和善。

灵山志工目前主要有教育、环保、社区、慈善和健康五大志业，

通过践行五个志业，传播志工价值与文化，营造爱自己、爱他人、爱

自然的美好生态。

灵山志工的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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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山志工的五大志业

一．慈善志业

慈善是当下阶段在社会中最容易产生共鸣，最容易唤醒公众的志业。慈善即为布

施，是希望以温和柔软的劝募方式唤醒大家，真正开始关注身边需要帮助的人。

无论是失独父母、孤寡老人还是受灾群众，希望以慈善的方式把人和人连在一起。

用慈善的方式去宣传社会苦难的同时，弘扬爱心，以最能触及人心的方式，使人

与人之间有了联系。

二．教育志业

教育志业是基于人的精神发育，研发成体系的课程，做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补

充。灵山志工的教育志业服务于人性，服务于人的可持续发展，使人对美有更高

的追求，对社会有更多的敬畏。让人们变成一个精神丰满，有高尚情操，有信仰

的一群人。灵山志工的教育志业注重文明传承和人类的精神发育，用教育的方式

教化众人，改变人心，使人向善。

三．环保志业

通过自然环保和心灵环保两大内容，为公众传递环保理念。在社区长期陪伴居民

坚持垃圾分类，在学校和社区同步开展环保课程和相关活动，使公众养成环保的

习惯和生活方式，开创低碳环保的绿色生活。发动公众关怀清洁工人，用行动温

暖一群人，改善一座城。

四．社区志业

社区志业关注居民的需求，优化社区环境，改善困境老人的生活条件。同时开展

相应的活动及项目，使居民参与其中，提高居民之间的信任感，增强老人的归属

感，传递灵山志工美好向善的价值理念，努力实现将生活的小区变成熟人社会的

最终目标。

五．健康志业

灵山志工成立原始点团队，旨在将简易而有效，廉价而环保，非药物性又非倾入

性纯自然医学推广给更多的人，以生活化的方式找回健康，把健康的自主权交给

民众。



六．两大志工服务部门

志工发展服务部：

作为灵山志工的服务部门，负责制定志工的加入、考核、授证、进阶及退出机制，

完善志工手册，为志工团队的发展壮大服务。

品牌传播中心：

“行善更要宣善” 在志工活动中，时刻都会有让人感动的故事发生，这些故事

值得以影像、图片、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广为宣传，既能提升灵山志工的整体

形象，又能激发公众崇德向善之心，鼓励全社会积善成德、明德惟馨，促使更多

的人愿意加入灵山志工。



灵山志工的权利与义务

一．见习志工

（一）见习志工的定义

提交《志工加入申请表》并通过申请，能够参加基础培训及考核的志工。

（二）见习志工的权利：

1、参与见习志工的培训；

2、在志业确定之前表达对志业的意愿；

3、获得必要的活动保障；

4、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5、参加见习志工的考核评比；

6、申请退出灵山志工。

（三）见习志工的义务：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和灵山志工总招办制定的规章制度；

2、参加灵山志工统一安排的培训、考核和相关活动；

3、服从灵山志工各志业总招、区域总招的管理，确保规定的活动参与时间；

4、因特殊原因需退出灵山志工的，应提前以书面形式向志工发展服务部提

出申请，征得同意后方可退出；

5、珍惜和维护灵山志工的声誉，不得利用志工身份从事与灵山志工五大志

业宗旨、目的不符的活动。

（四）初加入志工的激励机制

灵山志工发展服务部将会对见习志工进行培训时间和培训成绩的考核。经过

考核，凡是达到要求的志工，我们将为其授予结业证书以及灵山志工挂牌。对于

在培训期间表现突出者，将授予优秀新志工荣誉称号，并颁发荣誉证书。

二．授证志工

（一）授证志工的定义

指已通过授证评选委员会的考核并正式被授予灵山志工证的志工，拥有统一

的服装和专属的名牌及编号。

（二）授证志工的权利：



1、参与授证志工的课程培训；

2、获得参与志业总招、各区总招等志工岗位的选举权和表决权；

3、参与灵山志工开展的各类活动；

4、获得必要的活动保障，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5、参与灵山志工的考核评比；

6、获得申请荣誉志工的资格；

7、对志工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8、申请退出灵山志工。

（三）授证志工的义务：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和灵山志工总招办制定的规章制度；

2、参加灵山志工统一安排的培训、考核和相关活动；

3、服从灵山志工各志业总招、区域总招的管理，确保规定的活动参与时间；

4、因特殊原因需退出灵山志工的，应提前以书面形式向志工发展服务部提

出申请，征得同意后方可退出；

5、珍惜和维护灵山志工的声誉，不得利用志工身份从事与灵山志工五大志

业宗旨、目的不符的活动。

（四）授证志工的激励机制

灵山志工发展服务部将会对授证志工进行活动时间的记录，并对参与活动的

积极性和表现进行综合考评。对于表现突出者，将授予优秀志工荣誉称号，并颁

发荣誉证书。

三．资深志工

（一）资深志工的定义

指为了灵山志工的发展和五大志业的落地实践而自愿大额布施的志工。

（二）资深志工的权利：

1、参与灵山志工一系列的课程培训；

2、参与灵山志工开展的各类活动；

3、获得必要的活动保障，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4、获得参与志业总招、各区总招等志工岗位的选举权和表决权；

5、参加志工工作会议；



6、对志工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7、申请退出灵山志工。

（三）资深志工的义务：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和灵山志工总招办制定的规章制度；

2、参加灵山志工统一安排的培训、考核和相关活动；

3、主动承担各类志工重要岗位，做好榜样引导的作用；

4、因特殊原因需退出灵山志工的，应提前以书面形式向志工发展服务部提

出申请，征得同意后方可退出；

5、珍惜和维护灵山志工的声誉，不得利用志工身份从事与灵山志工五大志

业宗旨、目的不符的活动。

（四）资深志工的激励机制

灵山志工发展服务部会给每一位荣誉志工颁发具有“专属称号”的荣誉证书。

经过申请可直接参与灵山志工的工作会议，并且拥有志工岗位选举的表决权。资

深志工在培训、考核及进阶过程中将享有优先权。



灵山志工的进阶安排

灵山志工一共分为 3类，分别为：见习志工、授证志工和资深志工。灵山志

工从初加入志工到成为正式志工，需要经过一系列的培训及一定时间的考察，一

般考察期为 1年。提交推荐或自荐表，通过考核后方可进阶入下一阶段的志工活

动。具体进阶安排如下：

志工类别 阶 段 参 与 内 容 备 注

见习志工

第一阶段 填写《灵山志工申请表》
由灵山志工发展服务部

筛选 、确认

第二阶段 参与见习志工的培训
必修课全勤，选修课

至少上两课时。

第三阶段 参与志工培训考核 课时修满方有资格参加考核

第四阶段 考核通过，成为正式志工

考核通过的将颁发结业证书和

志工证。考核未通过的，将与下

一批新志工继续学习

授证志工

第一阶段
根据自己的意愿加入志业

进行志业方面的专业培训
课时修满方有资格参加考核

第二阶段 参与志业培训的考核 考核未通过的，将继续学习

第三阶段
参与志业的相关活动、服务

会议、进阶培训等

每人一张《功德卡》，记录参与

活动的时长，由活动负责人

盖章确认

第四阶段
可申请成为授证志工，

填写《授证志工申请表》

参与活动时间占志工活动总时

间的 80%，并至少有 2 位已授证

志工推荐

第五阶段
通过授证委员会表决，

成为授证志工

获得授证委员会 3/4的赞同票，

向所有志工公示无疑议后，可参

与每年的志工授证大会。

资深志工 第一阶段
自愿大额捐赠给灵山志工用于发展，

成为荣誉志工

根据捐赠的项目和特征，将授予

专属称号的荣誉志工证书，并拥

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阶段
自愿接受灵山志工的培训、考核及进阶

流程，最终成为授证志工
培训、考核和进阶具有优先权

灵山志工的培训制度

灵山志工要让有心投入者认清方向，能在观察、了解之后发心更进一步者，

鼓励其报名志工并参加培训，这样做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了解灵山志工，而非只

是一味地要人加入却不予引导。

参与培训，就是让人“看灵山志工”看得更清楚，衡量自己能否跟着我们走

这条路？且在走过之后，觉得很欢喜，发愿以此为业投身其中。灵山志工是用大

爱、包容救度众生，有缘者报名培训之后，就要带着见习志工投入实作，若是见

习志工亲自接触、体会到志工平日所面对的苦难人、苦难境界而不起退转心，就

能进一步培训。培训中还要更深入了解灵山人的内修外行，要做到向内关爱、向

外疼惜，对自己的家人和法亲，与对待素不相识的苦难人，都要平等有爱。

一．培训内容

培训内容分为必修课程和选修课，选修课程可根据对象的不同需求和意愿增

加。每项课程至少为 1 课时的学时，1 课时为 45 分钟。目前拟定的必修课和选

修课的内容如下：

必 修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名 称 课 时

通识

志愿精神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 课时

佛教慈善与个人修行 4 课时

传统慈善与现代公益 2 课时

中国当代慈善事业发展概述 2 课时

走进灵山

走进灵山

（灵山集团、灵山慈善基金会、灵山志工）
3 课时

灵山志工五大志业及组织使命 4 课时

灵山志工的组织架构、规章制度及发展规划 3 课时

志工礼仪 灵山志工礼仪培训 4 课时

生命故事会 灵山人的生命故事分享会 4 课时



选 修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名 称 课 时

传统文化

改变从自己开始 2 课时

中国文化-五福临门 2 课时

家庭、婚姻、事业与幸福 2 课时

佛教文化

佛教经典故事 10课时

十善业道经 10课时

六和敬 6 课时

生活艺术

禅意插花 6 课时

“禅茶一味”茶道 6 课时

古琴曲赏析及基础知识教学 10课时

电影赏析 6 课时

环保课程

垃圾分类的意义和方法 2 课时

环保酵素的制作 2 课时

慈济环保教育基地的参观学习 4 课时

选修课总学时：68 课时

二．培训制度

1.见习志工务必参加必修课程的学习，修满至少 28 学时方可参与最终考核。若

课时没有修满，则需在下一期课程培训时补上未完成的课时。

2.见习志工选修课至少上满 32课时，课程可根据自己的喜好报名参加培训。

3.每期必修课的课程人数为 30~50人，选出 1 位班长和 2 位助教，负责课程通知、

课前准备、签到和协助讲师等日常事务。

4.学习培训期间，若无特殊理由不得迟到，早退，若有事务必提前一天填写《请

假单》说明缘由，并告知班长。

学习参访 无锡长广溪慈济环保教育基地 4 课时

必修课总学时：32课时



5.初加入志工须通过必修课程的考核后，方可参与志工的其他活动。

6.所有灵山志工均可报名参加选修课的课程。

灵山志工的考核机制

一.区域总招志工考核

区域总招志工两年进行一次选举，选举议程由志工选举委员会负责。选举期间，

各区荣誉志工可举荐两位作为总招候选人（原本区域总招也可作为候选人），选

举采用投票方式，投票方式由选举委员会投票和民主投票（具备选举权的志工）

共同决定，选举委员会负责统计票数并告知选举结果。

二.见习志工、受证志工、资深志工考核

见习志工、受证志工、资深志工年底进行考核，考核时出现以下情节之一，志工

总招办公室有权要求其退出灵山志工群体，考核标准如下：

（1）每年志愿服务次数少于三次者；

（2）扰乱灵山志工团队秩序，屡次违反灵山志工规章制度者；

（3）与灵山五大志业相违背，违法乱纪或有重大犯罪嫌疑者；

（4）员工隐瞒疾病，身体健康状况不能从事志愿服务工作者；

（5）员工有不良嗜好或者不良习气，影响灵山志工群体形象者。



灵山志工守则

一．灵山志工当牢记“弘扬人间佛教，净化世道人心”的使命，

以“利人利己，观功念恩”为宗旨，以“诚、敬、谦、和”的圆融智

慧，邀天下善士，共圆众善。通过践行“慈善、教育、环保、社区和

国际赈灾”五大志业，促进人心和善，社会和谐。

二．灵山志工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在灵山志工

群体中，不传播任何有关政治、宗教、党派的言论和信息。结清净法

缘，切勿在团队中销售、谈生意或私人财物往来借贷等利益行为。

三．灵山志工谨守“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

规范，不贪小利，不堕小恶，坚持日行一善，为社会德风做基石，为

幸福人生做典范。

四．灵山志工与人相处当谨记“观功念恩”，不恶口、不两舌、

不绮语、不妄语；无争、无怨、无辩；言行一致，不说是非、不听是

非、不传是非；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师兄之间和睦相处，以和颜悦

色坦诚相待。

五．灵山志工当随时注意谨言慎行，仪表端庄，脸上无嗔，坦荡

光明，落落大方。平等谦和地对待一切人事，注重细节。不抱怨，不

挑剔，不生气，不计较。

六．灵山志工当维护个人与环境健康，不饮酒、不抽烟、不沉溺

恶习，端正己心，匡正社会风气；力行环保资源回收，落实低碳减排

生活，以身、心皆环保的良好状态感动身边之人，实现绿色的生态文

明。



七．灵山志工当恪守本分，安住当下，不投机取巧，不借公众资

源图利自己，各司其职，不擅离岗位，也不攀缘外求。事来则应，事

过即忘，不执著，以无私奉献之心利益众生。

八．灵山志工当坚决维护团队名誉，不得以组织的名义组织、参

与违反灵山志工原则的活动。坚决不拉帮结派，所言所行，皆增强灵

山志工的整体形象。

九．灵山志工以践履人间佛教为己志，广邀天下善士，扩大爱与

善。在家调和声色、孝养父母；在外拔苦予乐，视天下长者妇幼为己

亲，待鳏寡孤独废疾者如家人，以慈悲喜舍之心，共造大爱、和谐、

感恩的世界。



灵山志工的礼仪

一．灵山志工言行举止应端庄合宜，随时注意谨言慎行，仪表端庄，

脸上无嗔，坦荡光明，落落大方。平等谦和地对待一切人事，注重细

节，时刻展现灵山志工的团队形象。

二．灵山志工见面打招呼，应面带微笑，双手合十，微微鞠躬，称“师

兄”或“师姐”，内心生起尊敬感恩心，将“感恩、感谢”常挂嘴边。

三．男女志工之间相处应以礼相待，相互尊重，不能互起绰号，讲粗

话、脏话和庸俗的传闻，更不可嬉戏打闹。对待师兄的容貌、身材和

衣着，不应评头品足；对待师兄的弱点、缺点或残疾，不可嘲讽、伤

害对方的自尊心。

四．灵山志工应时刻注意仪表，不可穿短裙、短裤、吊带、背心、拖

鞋等衣物；发色要自然不可过于夸张，头发需梳理整齐，不可遮住脸

颊。指甲随时保持手部清洁，将指甲修剪整齐，不可涂夸张艳丽的指

甲油，不可佩戴夸张的手链及戒指。

五．参与集体活动时应穿好统一的志工服，并佩戴好授证的名牌、徽

章等相关物件。

六．参与志工服务或活动，在公共场合行走时，应当排成 2列队伍前

行，不可出现自由散漫、勾肩搭背、四处拍照等有损志工形象的行为。

七．参与活动期间，应当服从组长或负责人的安排，若有疑议可私下

交流调节，不可当众起争执；灵山志工应有责任心有担当，坚守岗位，

若有特殊情况导致迟到或者需提前离开，应告知组长，不可擅自离开

岗位，无故迟到、早退。



八．参与活动期间，对待服务对象应彬彬有礼，和颜悦色，尊称一声

“您”，动作应轻柔缓和，不可冷言冷语，动作粗蛮，谨记“观功念

恩、忍辱柔和”时刻内观修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