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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台州市妇女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台州市路桥区妇女联合会、台州市妇女联合会、台州市精神文明委员会办公室、

xxxxxxxxxxxxx。

本文件起草人：xxx，xxx，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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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帼志愿服务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台州市巾帼志愿者的术语和定义、总则、管理要求、服务内容、开展要求、开展流程、

服务保障、激励和表扬的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台州市范围内巾帼志愿服务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

文件。

GB/T 4013-2021志愿服务组织基本规范

MZ/T 148-2020 志愿服务基本术语

DB33/T 2262-2020 旅游志愿者服务规范

DB3205/T 1001-2020 志愿者志愿服务分类和积分管理指南

3 术语与定义

MZ/T 148-20201 志愿服务基本术语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巾帼志愿者 female volunteers

在各级妇联组织或巾帼志愿服务组织进行登记，不以获取报酬为目的，基于爱心、信念和社会责任，

利用自己的时间、知识、技能和体能等资源，自觉投入妇女儿童事业和公益事业，自愿服务他人、奉献

社会的个人。

3.2

志愿服务 volunteer service
志愿者不以物质报酬为目的，利用自己的时间、技能和体能等资源，自愿为国家、社会和他人提供

服务的行为。

3.3

巾帼志愿服务组织female voluntary service organization

从事巾帼志愿服务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包括各级巾帼志愿者协会、 巾帼志愿者协会分会等，依

法可采取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基金会等组织形式。

4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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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巾帼志愿者服务队伍开展服务时，应注重集中服务与日常服务相结合，根据社会所需、群众所求，

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4.2 各级妇联组织、 巾帼志愿服务组织应逐步建立巾帼志愿者权益保障机制，维护志愿者合法权益。

4.3 巾帼志愿者拥有的权利应包含获得巾帼志愿服务的相关信息、 自主选择参加巾帼志愿服务活动、

接受巾帼志愿服务培训、对志愿服务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相关法律法规及妇联组织赋予的其他权利

等。

4.4 巾帼志愿者履行的义务应包含履行巾帼志愿服务承诺完成相关任务，并及时向活动组织者反馈

有关信息； 自觉维护妇联组织、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的形象；参与志愿服务组织开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时服从志愿服务组织管理；尊重和维护志愿服务对象的人格尊严和其他合法权利；保守志愿服务中接触

到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及妇联组织规定的其他义务等。

5 管理要求

5.1 组织管理

5.1.1 县（市、区）妇联负责本区域范围内的巾帼志愿服务工作协调和部署；各乡镇（街道）妇联负责辖

区内巾帼志愿者协会分会及其他巾帼志愿服务组织的管理及巾帼志愿服务活动的组织实施；各村（社区）

因地制宜，设置各类巾帼志愿服务队伍，县（市、区）层面形成三级巾帼志愿者服务组织网络。

5.1.2 各巾帼志愿服务组织统一巾帼志愿服务管理，制定、完善志愿服务工作制度、建立服务组织和

巾帼志愿者信息档案，合理安排服务时间和服务任务，维护巾帼志愿者合法权益。

5.1.3 巾帼志愿者参加志愿服务时，应通过指定的志愿服务信息系统获取志愿服务记录，当不具备志

愿服务信息系统使用条件时，由志愿服务组织无偿、如实、及时出具志愿服务记录证明，并由其所属妇

联组织予以认定。服务时间为实际服务时间（不含往返时间） ，以小时为单位计量。

5.1.4 各级妇联组织、 巾帼志愿服务组织在每次志愿服务活动开展后，填写《台州市巾帼志愿者服务

活动记录表》（见附录 C）。

5.1.5 各级妇联组织、 巾帼志愿服务组织可依托服务需求相对集中的社会公益机构，通过签定协议、

命名挂牌等形式创建志愿服务基地，探索建立志愿者经常性、就近方便开展志愿服务的有效机制。

5.2 志愿者管理

5.2.1 招募

5.2.1.1 基本要求

a) 年满 18 周岁的女性，具有参加志愿服务的基本能力和身体素质；

b) 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具有奉献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自愿参与志愿服务，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妇

联组织的相关规定；

c) 每年确保有一定时间从事志愿服务活动。

5.2.1.2 招募机构

台州市、县（市、区）、乡镇（街道）、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等妇联组织及其授权的巾帼志愿服务

组织。

5.2.1.3 招募方式

a) 各级妇联、巾帼志愿服务组织应广泛发布招募信息，按照志愿服务的要求，引导有爱心、有意

愿、能胜任的女性成为巾帼志愿者，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b) 巾帼志愿者申请人可通过妇联微信公众号、指定的志愿服务信息系统等进行注册，实行信息化

管理；



4

DB ××/T xxxx—2021

c) 巾帼志愿者申请人可通过巾帼志愿服务组织或直接向各级妇联以网络、通讯、现场等方式提出

申请，填写《台州市巾帼志愿者注册登记表》（见附录 A），各级妇联对申请人进行审核，审

核通过后向巾帼志愿者发放《台州市巾帼志愿者积分手册》（见附录 B）。

5.2.2 培训

巾帼志愿者培训工作主要由其所属的妇联组织、巾帼志愿服务组织负责，对巾帼志愿者申请人进行

志愿服务基本理念培训，定期向巾帼志愿者提供志愿服务相关技能等方面的培训，向巾帼志愿者骨干提

供专门的培训，提高巾帼志愿者的服务能力和综合素质。

5.2.2.1 基本知识培训，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志愿者的角色认识，包括志愿服务的意义、志愿工作动机、志愿者的工作境界等；

b) 志愿的基本常识，包括志愿者的条件、权利和义务，志愿者精神，志愿服务原则，志愿者服务

的基本特征等；

c) 志愿者应具备的素质与技巧；

d) 心理辅导。

5.2.2.2 服务技能培训，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政务服务中心各窗口办事流程；

b) 政务服务中心内部各项管理制度、工作标准和服务规范；

c) 矛盾纠纷化解与处置；

d) 突发事件的处置；

e) 仪容仪表、言行举止。

6 服务内容

巾帼志愿者志愿服务活动内容具体包括以下几部分：

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开展相应志愿服务；

a) 宣传普及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及相关知识；

b) 弘扬文明新风，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引领广大妇女和家庭开展文化娱乐和体育健身活动；

c) 对留守(流动)妇女、儿童、老人等困难对象进行爱心帮扶，提供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

d) 调解家庭、邻里矛盾纠纷，开展妇女维权指导和服务；

e) 面向女性开展各类培训，提供就业创业指导，提高女性素养；

f) 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g) 开展环境保护、灾害救助等志愿服务；

h) 开展社区服务、大型社会活动志愿服务；

i) 其他各类公益活动。

7 服务流程

巾帼志愿者志愿服务活动应按以下流程开展服务，具体如下：

a) 需要志愿服务的组织或个人，向各级巾帼志愿服务组织提出申请，或通过指定的志愿服务信息

系统发布需求信息，按照要求提供相关材料，并告知有关志愿服务的真实、准确、完整信息以

及可能潜在的风险；

b) 妇联组织、巾帼志愿服务组织根据服务对象的真实需求，向志愿者发布服务信息，由巾帼志愿

者按照相关要求开展志愿服务；

c) 巾帼志愿者可以参与巾帼志愿服务组织开展的志愿服务活动，也可自行依法开展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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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服务保障

8.1 组织保障

巾帼志愿服务组织包括以下内容：

a) 设立组织内部的行政及志愿服务业务等岗位，明确各岗位的职责与权限；

b) 建立组织内部议事决策、日常管理、人事管理、财务管理、志愿者和志愿服务项目管理等制度；

c) 应为巾帼志愿者的使用和管理提供必要的设施设备、经费、人力和信息化保障；

d) 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明确沟通的方式和时机；

e) 建立志愿者权益保护和反馈机制。

8.2 经费保障

8.2.1 巾帼志愿者服务工作经费主要来源于自筹、社会捐赠和赞助。

8.2.2 巾帼志愿者服务期间就餐、交通、培训等经费，按巾帼志愿服务组织规定列支。

9 激励与表彰

9.1 积分管理

巾帼志愿者积分管理制度由各级妇联、巾帼志愿服务组织实施。各乡镇（街道） 妇联负责具体认

证工作，根据巾帼志愿者注册登记后参加志愿服务的时间累计进行积分统计，每服务1小时积1分，各地

区可根据积分情况制定相应的奖励政策。

9.2 星级认定

巾帼志愿者星级认证制度由各级妇联、巾帼志愿服务组织实施。各乡镇（街道） 妇联负责具体认

证工作，根据巾帼志愿者注册登记后参加志愿服务的时间累计进行星级认定。星级认定标准如下：

a) 巾帼志愿者注册登记后，参加志愿服务时间累计达到 100 小时的，认定为“一星级志愿者”

；

b) 巾帼志愿者注册登记后，参加志愿服务时间累计达到 300 小时的，认定为“二星级志愿者”

；

c) 巾帼志愿者注册登记后，参加志愿服务时间累计达到 600 小时的，认定为“三星级志愿者”

；

d) 巾帼志愿者注册登记后，参加志愿服务时间累计达到 1000 小时的，认定为“四星级志愿者”

；

e) 巾帼志愿者注册登记后，参加志愿服务时间累计达到 1500 小时的，认定为“五星级志愿者”

。

9.3 嘉许表彰

9.3.1 市妇联每年开展“优秀巾帼志愿服务团队”、“优秀巾帼志愿者”等评选活动，对在志愿服务

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巾帼志愿者团队和个人进行褒扬和嘉奖。

9.3.2 在各级道德模范、“最美家庭”“身边好人”“巾帼建功标兵”、“三八红旗手”等评选中，

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优秀巾帼志愿者个人及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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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台州市巾帼志愿者注册登记表

编号： 注册机构： 注册证号： 注册日期：

———————————————————————————————————————

注册志愿者基本资料

姓名： 出生年月（ ：）民族：

政治面貌： 文化程度： 专业：

工作单位*（ ：）职务：

电话号码*： 电子邮箱：

住所乡镇（街道） *：

住所地址*：

志愿服务经历：

备注：

特长技能：

有否伤残/病历： □无□有（请注明）：）

有否志愿经验： □无□有（请注明）：）

有兴趣参与的社区志愿服务项目：（请用“ √”标明）

□服务儿童□服务老年人□服务病者□服务伤残人士□法律援助□社区活动策划组织

□慰问探访□心理辅导□功课辅导□社区调解□医疗服务□社区代购□环保工作□维修服务□社区安

全

□其他（请注明）：）

可提供服务的时间：（请用“ √”标明）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上午

下午

晚上

志愿者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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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台州市巾帼志愿者积分手册

表 B.1 台州市巾帼志愿者积分管理手册

服务时间 活动主题 获得积分 活动组织单位 经办人

□1 分□2 分

□3 分□4 分
妇联

□1 分□2 分

□3 分□4 分
妇联

□1 分□2 分

□3 分□4 分
妇联

□1 分□2 分

□3 分□4 分
妇联

□1 分□2 分

□3 分□4 分
妇联

备注： 巾帼志愿者在活动中每服务1小时积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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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台州市巾帼志愿服务活动记录表

实施组织

活动主题

时间 地点 人数

活动领队 联系电话

签到（可另附

页）

活动内容

（附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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