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11/24 

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 關渡自然公園管理處 http://www.gd-park.org.tw 

電話：02-285-87417#211、220  傳真：02-2858-7416  地址：112 台北市北投區關渡路 55 號               - 1 - 

關渡自然公園 107 年度志工招募活動

 
候鳥來的季節   大地之母 深情且靜謐的等候 

春天  看著許多孩子們整理行裝 踏上北國的遙遠路途 聒噪著  

屬於旅程及孕育未來的歡欣   短暫的分別 一路平安 

夏天  又一代新的傳承 在這裡誕生 帶來新的氣象 生氣勃勃熱鬧非凡 

還有甚麼比阿嬤看孫子 越來越趣味的事？ 

秋天  天空又開始忙碌了  呼嘯而來的陣陣隊伍 跟老母親打著招呼 

孩子們回來了 帶著母親春天的祝福 安然回返 

冬天  母親的懷抱 在草木休養生息的外表下   

仍是孩子們疲累時 溫暖且溫馨的所在 

大地之母 深情且靜謐的等候  等候 鳥來的季節  

等候 遊子歸鄉 回家的喜悅   日復一日 直到永遠 

關渡自然公園 志工們心中的大地之母  永遠敞開她的雙手  

等著您的加入  與我們共同搭建一個更美好的明天         ~關渡志工感言~ 

                                                                             

由於志工團隊全力的支持以及無私的付出與奉獻，台北市野鳥學會承辦經營的關渡

自然公園歷年來獲得的獎項如下。誠邀您一起加入我們的志工行列，共同守護溼地︰ 

【2003年】獲得行政院獎勵民間團體參與公共建設之金擘獎 

【2004年】獲得福特汽車之福特環境推廣教育佳作獎 

【2005年】獲得福特汽車推廣教育優選獎 

【2005年】臺北市民眾票選 5到 10歲小孩最愛去臺北市景點 

【2006年】獲得天下雜誌讓公益看得見最佳公益執行獎 

【2008年】獲得臺北市政府獎勵深耕綠色文化之臺北文化獎 

【2011年】通過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教育設施認證 

【2012年】獲得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績優環境教育獎勵團體組特優獎 

【2013年】獲得環保署第一屆國家環境教育獎團體組優等 

【2014年】獲國際拉姆薩濕地公約收錄《世界濕地教育中心規劃與運作實務典範手冊》。 

【2015年】獲得國家環境教育場域評鑑優異場域之一。 

【2016年】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教育設施續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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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招募活動簡章 

您就是我們要找的人！ 

歡迎年滿十八歲，喜愛大自然、身心健康，具主動服務的熱忱，願意協

助推廣溼地環境教育、棲地保育工作的民眾加入關渡自然公園的志工行列。 

■ 哪些工作需要您： 

1、如果您熱情友善、很喜歡與人接觸，對推廣溼地環境教育解說、帶領假日現場教

育活動及遊客服務有高度熱忱，歡迎您加入『教育解說組』。 

2、如果您想勞動筋骨、流流汗、玩玩泥巴、協助維護生態池、或捻花惹草照顧樹木

的成長，享受服務中發現自然的驚奇，您適合『環境維護組』。 

■ 招募的志工組別(班別)與執勤規定：  

 教育解說組(假日班)：每年度服務時數須滿 60 小時。 

每季執勤至少 4 次，每次 4 小時。 

執勤日期：依每季排班表。 

執勤時段：上午 9：00~ 13：00，下午 13：00~17：00。 

 環境維護組(假日班)：每年度服務時數須滿 48 小時。 

    每季固定執勤 4 次以上；每月的第一及第四個週六。每次 3 小時 

    執勤時段：下午 13:30（夏季 14:00）~17:00。 

■ 活動須知：即日起受理報名~106/3/25 截止。 

 1、請至本處官網查詢活動內容。 

   關渡自然公園/加入志工或以智慧型手 機掃瞄QR code。 

2、報名前請詳細閱讀107志工招募簡章內面談與培訓日期、

結訓及保證金退還等規定。 

3、報名網址：請點我填寫報名 

■ 研習費用：免費，午餐自理。惟需繳交 1,000 元保證金  (收到基礎研習行前通知

再繳交)。本處免費提供培訓研習手冊、講義、師資、場地。 

■ 保證金退還說明：學員如遇有下述情況之一者，保證金將轉為捐贈給公園保育用

途之款項。 

   1、開訓日前一週內或培訓期間因個人因素取消參加培訓活動者。 

http://gd-park.org.tw/volunteer
https://goo.gl/forms/U7kykhzzm89n1Cg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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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未能全程出席培訓課程。※凡上課遲到或早退 15 分鐘(含)者，該堂課視為缺席。 

3、未能於規定期限前完成各組的實習課程。 

 4、培訓期間未通過考核，且已參與本培訓活動達 1/2(含)以上課程 (自基礎研習~

共同與專業培訓期間) 。 

 5、未能於 107/11/1 ~108/10/31 前，完成各組規定之服務時數者、或服務期間

內服務績效考核未通過者。 

■ 甄選流程： 

1、初審(書面)：依本處需求之人選進行自傳審核，書面初審通過邀請面談。 

2、複選 (面談)：學員展現表達能力及志願服務觀念討論。 

3、通識課程： 學員需全程參與 4/14~4/15 兩全天課程，瞭解且認同本會三處之

組織與經營理念，展現團隊合作態度與精神。 

4、基礎研習：學員需全程參與 4/28~4/29 兩全天的基礎研習，以瞭解園區環境

規劃、設施功能與服務內容。(未能全程參與者，視為自願放棄培

訓活動)。 

5、本處保有調整上課日期及考核、錄取與否的權利。 

■ 培訓日期：請先參考附件(一)的面談、各階段上課與實習日期與完成期限。 

■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 關渡自然公園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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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面談、各階段上課與實習日期與完成期限  ※凡上課遲到或早退 15 分鐘(含)，該堂課視為缺席。 

組別 

階段 

甄選/ 

面談日期 

第一階段/需全程參與 

通識課程 

第二階段/需全程參與 

基礎研習 

第三階段/請假各以 2 堂為限 

共同與專業課程 

第四階段/均需於期限前完成 

實習課程與培訓目標 

教
育
解
說
組(

假
日
班)

、

環
境
維
護
組(

假
日
班) 

信件另行約談 

4/14~4/15(六-日) 

09:00~17:00 全天 

志工學員完成通識課

程並通過考核者，將

以電子信函寄發第二

階段(基礎研習)培訓

通知及保證金繳交通

知。 

4/28~4/29(六-日) 

09:00~17:00 全天 

志工學員完成基礎研

習並通過考核者，將

以電子信函通知參加

第三階段（共同與專業

課程）的培訓。 

 培訓日期：09:00~17:00 全天 

  5/12、5/26 (環維實習/現場服務實習) 

  6/9、6/23 (環維實習/解說演練) 

  7/14、7/28 (環維實習/解說演練) 

  8/11、8/25 (環維實習/解說演練) 

  9/8、9/15(環維實習/解說演練) 

  10/06、10/13。 

 每月第 2 個上課日的下午時段為解說演

練課程。每位教育組學員須依規定主

題，進行至少 15 分鐘的解說演練。 

 每月第 2 個上課日的下午時段，為環境 

維護組的實習課程。因實習工項需預先

安排、並由專人帶領，如遇請假時恕無

法另擇時間補實習。 

實習規定-教育解說組 

1. 107年 7-9 月間完成 3 次中心解說

實務；10 月起正式執勤。 

2. 107/11/30前完成1次環維實習。 

3. 107 年 10 月起帶領解說大廳導覽 

4. 108 年 4 月起帶領四季主題導覽。 

5. 108年10月起帶領3個解說方案。 

實習規定-環境維護組 

1.按上課日期完成 5 次環維實習。           

(請參考第三階段共同與專業課程說明) 

2. 107 年 5 月起正式每月執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