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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喜歡大自然帶給你的快樂嗎？或是喜歡與人接觸的溫暖呢？歡迎年滿十八歲、喜愛大自然

的你，加入我們的行列！如果對於服務、棲地保育工作有興趣的夥伴，這是絕對不能錯的好

機會。歡迎您的加入。 

■ 哪些工作需要您：  

 

現場服務組- 

假日班 

任務 

 自然中心展場現場活動協助及宣

導，遊客諮詢服務。 

 戶外驗票處，遊客諮詢，動線指

引，活動介紹等任務。 

 非假日不定時現場支援(如預約團體

人數多，防疫需求實名制，特殊活

動等) 

服務

規定 

 每年度服務時數須滿 60 小時 

 每季值勤至少 4 次，每次 4 小時 

 值勤日期：依每季排班表 

 

環境維護組 

-假日班 

任務 

協助維護自然環境，移除外來物種、疏

伐維護生態池、種植水生植物，藤蔓清

除等任務。 

服務

規定 

 每年度服務時數須滿 48 小時。 

 每季固定執勤 4 次以上 

關渡自然公園 110年度志工招募活動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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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傳真：02-2858-7416  地址：112 台北市北投區關渡路 55 號                     - 2 - 

■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關渡自然公園管理處 

■ 活動須知： 

1. 報名日期：即日起受理報名(110 年 1 月中旬~109/3/31 截止)。 

2. 報名網頁：https://gd-park.org.tw/page/118 或以手機掃瞄 QR code。 

3. 報名前請詳細閱讀面談與培訓日期、結訓及保證金退還等規定。 

■ 研習費用：免費，本管理處免費提供培訓研習手冊、講義、師資、場地〈午餐自理〉。 

■ 保證金繳交：需繳交$1,000 元保證金。 

■ 保證金退還說明：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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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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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能於實習規定日期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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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程 日期 內容 

初審(書面) 至 3/31 止 依本處需求之人選進行自傳審核，初審通過邀請面談。 

複選(面談) 另外通知 學員展現表達能力及志願服務觀念討論。 

通識課程 4/10-4/11 
需全程參與兩全天的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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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研習 4/24~4/25 
需全程參與兩全天的基礎研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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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處保有調整上課日期及考核、錄取與否的權利。 

■ 培訓日期：請參考附件(一)的面談、各階段上課與實習日期與完成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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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面談、各階段上課與實習日期與完成期限   

組別 現場服務組 環境維護組 

面談日期 書審通過後，電子郵件通知 

第一階段- 

通識課程 

日期：4/10(六)-4/11(日) 

時間：09：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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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階段- 

基礎研習 

日期：4/24(六)-4/25(日) 

時間：09：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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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與專業

課程的培訓。 

第三階段- 

專業與共同課程 

日期：5/1(六)、5/8(六) 

時間：09：00-16：00，共四堂課程 

實習階段 

1.環境維護實習一次     

(5/22、6/5、6/26 擇一) 

2.現場服務實習 3 次         

(大門票亭 2 次、中心現場 1 次，

5/15~6/27 前) 

3. 110 年 7 月起每月固定執勤 

1. 依上課日期完成 5 次環境維護實

習。5/22，6/5、6/26、7/3、

7/24、8/7(可補課)、8/28(可補課) 

2. 110 年 9 月起每月固定執勤。 

 

 ※凡上課遲到或早退 15 分鐘(含)，該堂課視為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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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志工基礎研習課程 

 ※凡上課遲到或早退 15 分鐘(含)，該堂課視為缺席。 

 ※兩天課程皆無法請假 

4/24(六) 

時段 課程名稱 主講者 

09:00-09:15 

報到地點：票亭活動名單簽到、領取活動證。票亭逾

09:10 不受理報到。學員室內課時間遲到或早退逾 15 分

鐘，將不開放入場上課，並視同自願放棄培訓活動，恕無

法補課。 

票亭同仁/小隊輔 

上課地點：一樓會議室 

憑活動證進教室領取上課教材、繳交餐費，做好上課的準

備。 

環教部/小隊輔 

09:15-09:30 開幕式，開訓致詞 
營運督導長-李昭賢 

關渡處長-何麗萍 

09:30-10:00 
工作人員介紹-專職、小隊輔                                                                            

團康活動(室內) 
環教部/小隊輔 

10:00-12:00 認識園區：主要設施區、自然中心、戶外設施與功能 環教部/小隊輔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3:45 認識緊急逃生設施與流程 行政室-賴駿鴻 

13:45-14:00 課程小提醒(出發前的準備) 環教部/小隊輔 

14:00-16:30 走訪戶外觀察區/東南與西南賞鳥牆 環教部/小隊輔 

16:30-16:45 課程提醒 環教部/小隊輔 

4/25(日) 

09:00-09:15 

報到地點：票亭活動名單簽到、領取活動證。票亭逾

09:10 不受理報到。學員室內課時間遲到或早退逾 15 分

鐘，將不開放入場上課，並視同自願放棄培訓活動，恕無

法補課。 

票亭同仁/小隊輔 

上課地點：一樓會議室 

憑活動證進教室領取上課教材、繳交餐費，做好上課的準

備。 

環教部/小隊輔 

09:15-09:45 認識關渡自然公園工作團隊/部門業務介紹 環教部 

10:00-10:50 簡介志工管理制度、各組聯繫窗口介紹 環教部-謝侑儒 

11:00-11:50 園區年度活動介紹 環教部-謝侑儒 

11:50-12:00 課程提醒：入園、停車、手冊使用 環教部-鄭澶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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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志工共同與專業課程 

 ※凡上課遲到或早退 15 分鐘(含)，該堂課視為缺席。 

 ※兩天課程皆無法請假 

 

5/1(六) 

時段 課程名稱 主講者 

09：00-12：00 濕地生態概論 環境保育部-葉再富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4：30 認識人工濕地-永續經營區「心濕地」 環境保育部-葉再富 

14：50-16：00 現場服務演練-自然中心 營業服務部-陳育琳 

5/8(六) 

09：00-12：00 認識關渡的水牛 環境保育部-周品秀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4：30 認識關渡常見的鳥類 環境保育部-周品秀 

14：50-16：00 現場服務演練-驗票處 營業服務部-陳育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