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簡章 

2016 關渡國際自然藝術季 

「來自真實的故事」-關渡自然藝術工作假期 活動簡章 

 

法國作家普魯斯特在他著名的作品《追憶似水年華》中，描寫瑪德蓮蛋糕的滋味和

熱茶飄散空中的香氣，瞬間往事歷歷在目，彷若真實。過去的時光悄然地存在於我們身

邊，在色彩、聲音、氣味…的種種細節裡。 

關渡位於新店溪、基隆河、淡水河三水交會之處，清代《淡水廳志》所描述的「淡

北八景」中，「關渡分潮」曾經是北台灣的勝景。河運興盛時期，往來商船如織，貿易

發達，街庄繁榮，關渡媽三百多年來撫慰了無數的心靈。關渡平原曾是一片沃野良田，

魚米資源豐富，「獅象隘門」的獨特地形，讓河口灘地自古就是候鳥棲息之地。插秧、

秋收、冬至做米粿雕、鹹鴨蛋…四季歲時豐富的自然人文共生於此，延續至今，在環境

和日常生活裡，蘊藏著古往今來的故事，蓄積著無窮的靈感。 

關渡自然公園自 2006 年開始舉辦「關渡國際自然裝置藝術季」，許多藝術推手和翻

譯達人陪伴我們走過了十年，一起織就藝術與自然的風景，也為藝術季留下充滿友情的

記憶。 

2016 年，邁入第十一年的此刻，我們以「關渡國際自然藝術季」為名再出發，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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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藝術計畫不只提供一個遇見藝術和自然的機會，也是一個深度探索地方的途徑。希

望邀請願意真真切切認識關渡的你，和我們走入關渡濕地，體驗自然多樣又深奧的訊息；

一同深入關渡的街巷，發現老祖宗流傳下來的故事，感受關渡的生活節奏；在藝術製作

裡，感受身體勞動直達心裡的寧靜。邀請你參與這段工作假期，我們一起用感官經歷，

屬於關渡的這份藝術滋養，更重要的是，一起把藝術季變得好好玩！ 

 

一、 日期：2016 年 9 月至 12 月。 

1. 暖身研習：9 月 10-11 日（兩天一夜）（須全程參與） 

2. 田野訪查：9 月 21-30 日 

3. 藝術創作：10 月 1-31 日（至少擇三日參與） 

4. 開幕籌備：11 月 1-4 日 

5. 藝術季開幕：11 月 5-6 日（至少擇一日參與） 

6. 歡送餐會：11 月 6 日晚上。 

7. 作品導覽：11 月 12-27 日 

8. 志工分享會：12 月 17 日 

*標註底線者為必參加之項目，其餘為自由參與。越深入參與，收穫也越豐富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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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11 暖身培訓活動內容 

※ 9/10 夜宿自然中心木質地板，需自備睡袋。 

※ 9/10-11 兩天皆有戶外課，敬請衡量自身體能負荷。 

※ 主辦單位保有調整課程內容及講師之權利。 

 

日期 時間 課程 內容 

9 月 10 日

(六) 

09:00-09:30 報到@自然中心 1F 會議室 

09:30-10:00 開場-相見歡 歡迎學員、說明關渡自然藝術

工作假期 

10:00-11:30 認識關渡自然公園 關渡自然公園催生歷程 

11:30-11:40 休息 

11:40-12:30 園區導覽 認識環境設施 

12:30-13:30 午餐 

13:30-14:00 環境小遊戲 動動手動動腳 

14:00-16:00 關渡生態-1 探索濕地生態、鳥類 

16:00-16:15 休息 

16:15-17:15 關渡生態-2 認識蛙類 

17:30-18:30 晚餐 

18:30-19:00 準備裝備 網室拿雨鞋、換裝 

19:00-20:00 夜探關渡 聽青蛙唱歌、夜觀星空 

20:30-21:30 盥洗 

22:00- 與濕地共枕 夜宿自然中心 

9 月 11 日

(日) 

6:00-6:30 起床、盥洗 

06:30-07:00 早餐 

07:00-9:30 穿越線體驗 看蟲、觀鳥、做調查 

09:30-10:00 休息 

10:00-12:00 2016 關渡國際自然藝

術季介紹 

認識關渡自然藝術計畫及工作

假期內容 

12:00-13:00 午餐 

13:00-14:00 環境小遊戲-積少成多 想想河流與生活的關係 

14:30-17:00 淡水河流域走讀 騎腳踏車看紅樹林、貴子坑大

排賞鳥、關渡平原看夕陽。 

17:00- 活動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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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象：十八歲以上社會大眾。 

三、 地點：關渡自然公園（台北市北投區關渡路 55 號) 

四、 費用：活動費 2,000 元（學費 1,000 元含保險、講師費、餐費、講

義、腳踏車資、茶水；保證金 1,000 元，依個人最後服務日當天進行退

費)。 

持有效台北鳥會三處志工證者，學費優惠價 500 元，仍需繳交保證金

1,000 元。 

五、 報名：即日起 8/20 止，採線上報名，8/24 公布錄取名單並通知繳

費。報名網址：https://goo.gl/dUAGsH。聯絡電話：02-2858-7417 分

機 224 環教部顏小姐。 

六、 預定人數：20 人。 

七、 注意事項 

1. 9/10-11 暖身研習之颱風雨備日為 9/24-25，敬請留意。 

2. 學員需全程參與 9/10-11 的暖身研習，並完成藝術季期間之服

勤（10/1-31 創作期需支援 3 日，11/5-6 藝術季開幕需支援 1

日），方得退回保證金。 

3. 12/5 以前繳交不限形式心得乙份。 

4. 本活動服勤日含平日及假日，請留意自身時間是否能夠配合。 

 

八、 上工時段 

1. 10/1-31、11/5-6 為必參與期間，以登記日期為主。每週一為

休息日。 

2. 10/1-31 創作期間，上工時段為上午 09:00-12:00，下午

13:30-16:30（中午休息一個半小時）。 

3. 11/5-6 藝術季開幕日 9:00-17:00，共計 8 小時。 

 

九、 熱情回饋 

很補的培訓課程、與眾不同的志工體驗、與各國藝術家的深度交流、夜宿關

渡自然公園的機會、令人稱羨的人生經驗。 

1. 深度的文化交流，帶藝術家逛夜市當文化大使、聽藝術家聊遊歷各

國，在各地激盪藝術靈感的人生經歷。 

2. 不定期的隱藏版好康活動，如挖蓮藕、吃關渡米、聲景體驗…讓你

好好感受關渡。不怕你不玩，怕你玩不完！ 

https://goo.gl/dUAGsH
file:///C:/Users/user/Downloads/02-2858-7417分機224
file:///C:/Users/user/Downloads/02-2858-7417分機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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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完成培訓之後，第一個上工日可得到 2016 自然藝術季訂製 T 恤。 

4. 上工日提供免費午餐與點心，享有咖啡鴨餐飲、紀念商品店消費優

惠。 

5. 達到課程及服勤規定者，致贈【2016 關渡國際自然藝術季故事集】

一本。 

6. 12/5 前繳交回饋心得，可得到獨一無二的藝術季回收帆布筆袋一

份 

7. 服務時數：可於藝術創作期結束後索取服務證明及服務時數條。時

數條可貼於志工服務紀錄冊上，為您實際至關渡自然公園服務的依

據（請妥善保管，遺失恕難補發）。若您尚未持有志願服務時數紀

錄冊，可上台北 e 大網站查詢 www.elearning.taipei.gov.tw。學

生若需有公服證明，請事先告知。 

 

五、請假規定與保證金退還 

1. 因故影響延遲工作時間，請主動告知環教部( Tel:02-2858-7417 分機 224

顏小姐)。 

2. 若因個人因素請假，請於前一日 17 點之前來電告知。臨時無法前來請

於當日 9 點前告知，並擇日補班。無故未到者，保證金轉為自然保育捐。 

3. 須完成上述研習及服勤規定，方得退回保證金。 

 

tel:02-2858-7417分機224顏小姐
tel:02-2858-7417分機224顏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