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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108 年澎湖縣環境教育志工召募暨培訓課程簡章 

壹、 計畫緣起 

行動是環境教育最重要的實踐，志工是讓社會邁向美好之重要力量，為

提升澎湖縣民環境教育素養，共創永續發展之未來，澎湖縣政府環境保

護局配合環境教育法第 20條及志願服務法相關法令，鼓勵澎湖縣民眾加

入環境教育志工，透過環境教育課程培訓，從多面向的課程內容與講師

分享，加強志工其環境教育知識及技能，以增進服勤知能及效能，亦瞭

解環境教育背後各項思維與目標，希望提升環境教育志工們自身的環境

素養，讓他們在未來能確實宣導環境保護政策及經驗分享，協助縣內環

境教育相關工作之推動。 

貳、 主(協)辦單位 

指導單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主辦單位：澎湖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協辦單位：澎湖縣政府文化局 

承辦單位：深耕文化工作坊 

參、 招募資格 

一、志工召募： 

 召募對象：凡設籍或居住澎湖縣之縣民均可加入。 

 對環境教育活動及宣導有興趣之民眾，可配合至澎湖縣一市五鄉

參加環境教育宣導服務等。 

 能全程參加本次環境教育志願服務特殊訓練，訓練期間均不得缺

課，如需請假需提前登記並完成補課。 

 需完成志工基礎教育訓練，如未完成者可至「臺北 e大學習網」

參與線上版「志工基礎教育訓練」(6小時)課程。 

 完成訓練之志工，每年累計服務時數須達 20小時(含以上)，方能

享有環境教育志工之權利與福利。 

二、志工權利 

 本課程全程免費。 

 完成訓練即依志願服務法授予特殊訓練結業證書並核發志願服務

紀錄冊。 

 志工服務期間全程投保意外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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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志工福利與獎勵 

 每年至少辦理兩次志工聯誼活動。 

 每年頒發績優志工獎，以年度服務時數最多，前 5位志工，頒給

禮券 500元及獎狀 1張。 

 每年頒發活躍黃金志工獎，以年度參加環境教育活動時數最多，

65歲以上之前 5位志工，頒給禮券 500元及獎狀 1張。 

 每年頒發勤學志工獎，年度環境教育增能課程時數最多，之前 5

位志工，頒給禮券 500元及獎狀 1張。 

四、志工義務 

 應配合本局推動環境教育政策。 

 依規定使用志工證、服務紀錄冊。 

 服務時應尊重受服務者之權利。 

 對因服務而取得或獲得之重要訊息，應保密之。 

 妥善保管本局所提供之可利用資源。 

 本局保有文字、照片使用和編輯之權利。 

五、招募名額：預計招募 30名。 

肆、 訓練課程及服務規劃 

一、訓練課程： 

(一) 基礎訓練：線上課程 6小時 

本訓練不另外辦理志工基礎訓練(內政部函知志願服務基礎訓練

課程，自 101年 1月 1日起可至臺北市政府「臺北 e大學習

網」網路教學，上線時間總累計滿 270分鐘，並完成線上測驗

成績達 70分以上)，請於參加特殊訓練課程結束前完成基礎訓

練線上課程，並將基礎訓練修課證明書以紙本或電子檔方式，

提交給承辦單位。 

(二) 特殊訓練：環境教育核心課程 14小時。 

由主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授課解說，課程包含環境教育倫理、

環境教育教材、澎湖生態環境宣導、志工服務等幾個主題，闡

明各項政策的重要性及志工所扮演的角色。（須全程參與，未

能如期完成課程者應完成補課，方可成為環境教育志工）。 

二、環境教育志工服務規劃 

通過環境教育志工訓練課程者，即可成為澎湖縣環境教育志工，必

須配合澎湖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推動環境教育政策，參與多元趣味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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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教育宣導活動。 

(一) 環境教育志工服務項目： 

1. 協助前往企業、社區、學校或其他需要單位宣導環境保護政

策及經驗分享，加強環境教育之推動。 

2. 協助編輯環境保護文宣品、宣導影片、教案、海報設計、圖

書整理等工作，提高環境教育品質。 

3. 協助設計、辦理各項環境教育活動(例如政令宣導、觀摩參

訪、戶外學習、環教研討、環境講習、頒獎表揚等)，鼓勵

民眾參與。 

4. 擔任環境教育課程方案解說員，進駐水產種苗繁殖場執行環

境教育課程方案活動帶領工作。 

5. 參與環境教育水資源課程推動計畫，擔任課程講師，帶領學

校/社區認識水資源相關知識，以達全民珍愛水資源的美

德。 

三、其他： 

(一) 環境教育志工凡違反志願服務法相關規定、服務時數未達 20小

時或服勤技巧經多次輔導仍無法達到要求者或於服勤時有違

法、行為不當、損及本局聲譽並經查證屬實者，將予以離隊。 

(二) 服務時數：配合環境教育志工服務項目，今年必須參與志願服 

務達 20小時(必要時，將補助交通誤餐費用)。 

(三) 學習時數：配合增能研習課程取得。 

伍、 報名方式 

一、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8年 4月 8日(一)1700止 

二、現場報名：網路下載報名簡章後填寫報名表、服務同意書，備妥佐

證文件（基礎訓練結業證書）及 1吋照片 1張，親送至澎湖縣 885

湖西鄉大城北 6-1號。 

三、紙本報名：網路下載報名簡章後填寫報名表、服務同意書、佐證文

件（基礎訓練結業證書）及 1吋照片 1張以郵寄至澎湖縣 885湖西

鄉大城北 6-1號，澎湖縣環保局環境教育計畫專案辦公室收，並註

明「108年澎湖環境教育志工招募報名資料」。 

四、網路報名：填寫網路表單 https://reurl.cc/E19qm 後需致電 06-

9214939確認後即完成報名，並於本次課程期間繳交佐證文件（基礎

訓練結業證書）及 1吋照片 1張，並簽署服務同意書。 

五、志工訓練報名表及服務同意書如附表一、二。 

https://reurl.cc/E19q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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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培訓課程內容 

一、課程時間：108年 4月 13-14日（星期六、日） 

二、課程地點：澎湖縣生活博物館(澎湖縣馬公市新生路 327號) 

4/13上午於地下室多媒體簡報室，其餘時間皆於 4樓研習教室。 

三、課程表： 

時間 
04/13 (六) 04/14 (日) 

時數 
課程 授課講師 課程 授課講師 

0830-0900 報到  

0900-1000 環境倫理 

林維捷老師 

當前環境現況 

高佩瑤老師 

1 

1000-1200 環境教育概論 
戶外環境教育 

實務 
2 

1200-1300 午餐 

1300-1500 
環境教育教材

規劃與執行 
許桓瑜老師 

環教解說技巧 

黃招勤老師 

2 

1500-1700 
環境教材 

與教法 

環境教育 

宣導實務 
2 

17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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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師資 

 姓名 學經歷 環境教育人員認證 

1. 林維捷 
現職 

學歷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環境教育專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博士班 

(100)環署訓證字第 

EP111105-01號 

2. 許桓瑜 
現職 

學歷 

深耕文化工作坊 專案經理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 學士 

(105)環署訓證字第 

EP105081號 

3. 高佩瑤 
現職 

馬來西亞新紀元大學學院媒體研究系講師 

ECO永續環境資源工作室課程協調兼講師 - 

學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博士 

4. 黃招勤 
現職 

馬來西亞新紀元大學學院媒體研究系講師 

ECO永續環境資源工作室執行長兼培訓員 - 

學歷 世新大學傳播博士學位學程博士 

 

柒、 注意事項： 

 為維護您的權益報名時請務必填寫正確資訊。 

 如遇天候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之延期，將另行通知參加人員。 

 為響應環保署「源頭減量」政策，現場將不提供瓶裝水，並請自行攜

帶餐具與水杯。 

 如有未盡事宜，以本局最新公告內容為準。 

 本簡章於環保局網站下載，另相關聯絡資訊如下： 

報名地點：澎湖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885澎湖縣湖西鄉大城北 6-1號） 

報名傳真：06-9221782 

線上報名：https://reurl.cc/E19qm 

連絡電話：06-9214939 

E-mail：yhchen0919@gmail.com 

連絡人：陳小姐 

 

  

https://reurl.cc/E19qm
mailto:yhchen091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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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108 年度澎湖縣環境教育志工報名表 

姓名  
性

別 
 

身份證 

字號 
 

照片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行動電話  

通訊地址  

職業  最高學歷 (含科系) 

志願服務 

專長與 

經歷 

服務年資：  年  月 

志工隊名稱 運用單位 服務期間 

   

1.語言能力：(可複選) 

  □國語 □台語 □客語 □英語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專業領域：(可複選)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含節能減碳、綠色消費等) 

  □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 

  □文化保存             □環境及資源管理(含資源回收等) 

  □公害防治             □社區參與      

  □其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電腦文書相關專長：（可複選） 

□文書、簡報軟體 □電腦美編 □影音編輯 □攝錄影 □其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完成志願服務 6小時基礎訓課程: □是;請附結訓證書或其他佐證資料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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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即日起接受報名，預計招收 30名，備妥報名表、服務同意書及 1張 1吋照片
後，於 108年 4月 8日(一)17:00前，以親送、傳真或 Email方式向主辦單
位報名。 

報名地址：澎湖縣湖西鄉大城北 6-1號 澎湖縣環境保護局 
連絡電話：06-9214939      報名傳真：06-9221782 
Email  ：yhchen0919@gmail.com       連 絡 人：陳小姐 

報名人簽章：                            報名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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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澎湖縣環境教育志工服務同意書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志願擔任【澎湖縣政府環境教育志工】 

並於遵守相關規範，特立此書。 

 

(1) 受訓期間遵守課程規範並順利完成基礎和特殊課程受訓。 

(2) 完成受訓後，願意配合澎湖縣政府環境教育政策宣導，且服務達 20小

時(服務過程將補助誤餐費用)。 

(3) 願意配合辦理環境教育人員認證。 

(4) 願意參與澎湖縣政府辦理之環境教育志工回訓課程，增進知能與宣導

技巧。 

 

            立同意書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