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第 2 期志工召募計畫 

一、依據：依「志願服務法」、「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志願服務計畫」等相關規定辦理。 

二、目的：運用社會服務之人力資源，參與海洋國家公園各項經營管理服務工作，協助辦理

解說服務、環境教育、保育研究、環境維護等工作之推動，同時經由擴大民眾參與

層面，激發國民熱心公益，奉獻智慧的社會風氣，增進民眾對海洋國家公園的認識、

瞭解、關心及支持，進而共同經營永續利用海洋資源的文化。 

三、報名資格： 

   (一)一般條件： 

  1.需年滿 18歲以上，70歲以下者。（需識字但學歷不予限制） 

 2.國籍不予限制，但能精通中文者。 

 3.對海洋管理維護及環境教育等各項工作，具有服務熱忱與興趣，且能嚴守服勤規定與

時間者。 

 4.能全程參加培訓課程者。 

(二)特殊條件： 

1.保育志工：需具備下列(1)-(3)項中其中之一項且能執行第(4)項者 

(1)需具備潛水執照或動力小艇執照或生態攝影等專長(報名時須附潛水執照與潛水

紀錄、動力小船駕駛執照等證明文件影本，其他專長者面試複審時請攜帶相關作

品集等證明資料)。 

(2)海洋生態、動物、植物、園藝與獸醫系等相關科系畢業(報名時須附畢業證書影本)。 

(3)現任本處第 1期志工(仍需參與審查與部分培訓課程)。 

(4)能至東沙島上服勤，每年至少可上島 3次，每次至少 2周。 

    2.解說志工： 

具有海洋自然生態與環境之興趣專長或有相關解說經驗，並能夠每月至本處解說服

務中心服勤至少 1次以上者。 

四、報名及培訓： 

(一) 預計錄取名額： 

保育志工-10人 

解說志工-20人 

(二) 報名方法： 

1.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99年 7 月 15日止。 

2.索取報名表：請親洽本處解說教育課或上網（http://marine.cpami.gov.tw/）下載。 

3.報名方式：請親送或郵寄志工報名表、自傳及三個月內之一吋相片 3張，另保育志工

需提送保育計畫，並於截止日前送達本處解說教育課，註明「報名保育或解說志工類

別」，以完成報名手續(7月 15日 17:00截止收件，以郵戳為憑)。 

(三) 甄選方式： 

1.初審：符合報名資格者，由本處進行資格、自傳及保育計畫等初審，並於 7 月 23 日

前於本處網站公告錄取者，初審將擇優錄取保育志工 15人、解說志工 30人參加面試

複審。請錄取者最遲於 7月 27日前於上班時段上午 9：00-12：00、下午 13：00-17：

00，電洽本處解說教育課(07)360-1891確認預約時段。 

2.複審：於 7月 29日-30日進行面試，審查小組將依需求擇優錄取參與志工培訓人員，

並於 8月 6 日前於本處網站公告。 

(四)培訓階段： 

1. 培訓日期：錄取者需於 8月 16日至 8月 21日全程參加。 

2. 培訓內容： 

(1)基礎訓練：12 小時（含志願服務倫理、志願服務的內涵、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

志願服務經驗分享、志願服務發展趨勢、自我了解及自我肯定等課程） 

(2)特殊訓練：30小時（含國家公園概論、國家公園環境倫理、國家公園經營管理、國家



公園保育研究、國家公園環境教育、國家公園環境維護、無痕海洋、海洋國家公園

與海洋保護區、墾丁國家公園與海域之經營管理、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簡介、東沙陸

域生態資源、東沙海域生態資源、東沙文史與考古、東沙海域生態資源介紹與監測、

東沙行為規範與守則、解說員應具備條件、解說技巧、解說服務中心與志工管理要

點介紹等課程）。 

(五) 實習階段：於完成課程後依本處安排服勤實習及撰寫服勤心得報告，並經志工考評會

審議合格，始正式成為本處志工。 

實習階段之最低服勤標準如下： 

1.保育志工：6個月內至少至東沙島上服勤 1次，每次 2周。 

2.解說志工：6個月內至少累積 24小時以上的服勤時數。 

五、志工之服勤須知、權利義務與管理： 

實習期間保育志工上島服勤由本處提供上島機位、保險、住宿及補助每日膳食費 200

元整，解說志工服勤時之保險與每班(3小時)補助膳食及交通費 100元整。其他更詳細之

相關訊息請參閱本處網站之志工專網介紹： 

（一）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志願服務計畫。 

（二）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志工服務召募訓練獎懲要點。 

六、注意事項： 

(一) 在報名本處志工前，請務必考量清楚，在您目前的工作與生活狀態中，確有足夠時間

可以參與志工的服務，再決定參加報名，以免錄取後無暇參與服務，遭取消資格。 

(二) 所有錄取之志工，培訓及實習期間一律要參加，培訓課程如缺課超過 4小時者將逕

行解除受訓資格，特殊情形經本處核准者除外。 

(三) 除本處第 1期志工已接受過之相同培訓課程訓練者外，餘不得免訓。 

(四) 受訓期間由本處提供中餐與茶水(住宿請自理)，並請自行攜帶環保筷與杯子。 

(五) 報名資料均予保密，報名資料概不退還。 

(六) 對報名規定有疑問者，可在上班時間上午 9：00-12：00、下午 13：00-17：00，電洽

本處解說教育課(07)360-1891 王君如小姐。 

(七) 通訊地址：81157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 24號，電子郵件：smart0910@cpami.gov.tw 

七、附件： 

(一)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第 2期志工服務項目及報名資格表。 

(二)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第 2期志工培訓課程表。 

(三) 報名表 1份(含基本資料表、自傳及保育計畫，共 3頁)。 

八、附則： 

(一)志工均為無給職。 
(二)志工均應遵守本處有關之各項規章。 
(三)凡有怠忽職責、行為不良，有損本處之榮譽者，得撤銷其資格。 
(四)凡經訓練，皆應履行義務。 



 

 

-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第 2期志工-服務項目及報名條件說明表 
 

志工類別 服   務   項  目 報名條件 

保育志工 

協助本處辦理東沙島上之保

育工作為主及其他配合本處活動

等事項。 

1.移除銀合歡等外來種 

2.淨灘及環境整理 

3.協助海洋監測事宜 

4.場域之環境調查、生態紀錄等 

5.苗圃原生種培育與移植等 

6.野生動物救護 

7.其它本處需協助事項 

1.需具備潛水執照或動力小艇執照

或生態攝影等專長之一。 

2.海洋生態、動物、植物、園藝與獸

醫系等相關科系畢業。 

3.現任本處第 1期志工。 

以上 3項擇一 

4.能至東沙島上服勤，每年至少可上

島 3次，每次至少 2周。 

 

解說志工 

以室內駐點導覽解說及協助

活動解說、策劃辦理為主。 

服務內容如下： 

1.本處解說服務中心導覽解說 

2.協助解說相關活動辦理 

3.其它本處需協助事項 

1.具服務熱忱，對導覽解說教育活動

有興趣者、及有相關活動策劃與解

說經驗者。 

2.能夠每個月來本處解說服務至少

一次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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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第 2期志工培訓課程表 

授課地點：高雄都會公園活動中心 

時間 內容 講師 備註 

99 

年 

8 

月 

16 

日 

（一） 

0900-0930 報到   

0930-1000 始業式 鄭肇家副處長 海管處副處長 

1000-1100 相見歡、認識夥伴 許書國課長 海管處解說課課長 

1100-1200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簡介-1 鄭肇家副處長 海管處處長 

1200-1330 午餐休息   

1330-1520 國家公園概論-2 徐韶良秘書 海管處秘書 

1520-1530 休息   

1530-1720 國家公園環境倫理-2 王敏男老師 
高雄中學(玉山國家公

園資深解說志工) 

99 

年 

8 

月 

17 

日 

（二） 

0820-0830 報到   

0830-1020 
國家公園現況及海洋國家公園未來

發展方向-2 
楊模麟處長 海管處處長 

1020-1030 休息   

1030-1220 國家公園經營管理-2 余澄堉課長 海管處企劃課課長 

1220-1330 午餐休息   

1330-1520 國家公園保育研究-2 陳國永課長 海管處保育課課長 

1520-1530 休息   

1530-1720 國家公園環境維護-2 陳瑞芳課長 海管處環維課課長 

99 

年 

8 

月 

18 

日 

（三） 

0820-0830 報到   

0830-1020 國家公園環境教育-2 許書國課長 海管處解說課課長 

1020-1030 休息   

1030-1130 無痕海洋-1 余光輝老師 墾管處解說課 

1130-1220 墾丁國家公園與海域之經營管理-1 余光輝老師 墾管處解說課 

1220-1330 午餐休息   

1330-1520 東沙陸域生態資源介紹-2 林昆海總幹事 高雄市野鳥協會 

1520-1530 休息   

1530-1630 海洋國家公園與海洋保護區-1 張仲佐主任 海管處東沙管理站主任 

1630-1720 東沙陸域生態監測與復育-1 張仲佐主任 海管處東沙管理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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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內容 講師 備註 

99 

年 

8 

月 

19 

日 

（四） 

0820-0830 報到   

0830-1020 東沙海域生態資源介紹與監測-2 吳瑞賢研究員 海管處東沙管理站 

1020-1030 休息   

1030-1220 東沙文史與考古-2 湯熙勇副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 

1220-1330 午餐休息   

1330-1430 東沙行為規範與守則-1(暫訂) 林玉山指揮官(暫訂) 東沙巡防指揮部指揮官 

1430-1520 解說員應具備條件-1 商樂家技士 海管處解說課技士 

1520-1530 休息   

1530-1720 自我了解及自我肯定-2 鄭如安主任(暫訂)  高雄市生命線協會 

99 

年 

8 

月 

20 

日 

（五） 

0820-0830 報到   

0830-1020 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2 陳政智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

學與社會工作學系 
1020-1030 休息  

1030-1220 志願服務經驗分享-2 陳政智教授 

1220-1330 午餐休息   

1330-1520 志願服務倫理-2 林勝義教授(暫訂) 

長榮大學社工系主任 1520-1530 休息  

1530-1720 志願服務的內涵-2 林勝義教授(暫定) 

99 

年 

8 

月 

21 

日 

（六） 

0820-0830 報到   

0830-1020 志願服務發展趨勢-2 謝東宏老師 保德信青少年基金會董事 

1020-1030 休息   

1030-1220 解說技巧-2 李如珍老師 
普門中學老師 

高雄都會公園資深解說志

 
1220-1330 午餐休息   

1330-1430 
解說服務中心及志工服務召募訓練獎
懲要點-1 

王君如技士 海管處解說課 

1430-1500 綜合座談、結業式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第 2期志工報名表-1( □保育 □解說) 
編號：         (由本處填寫)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黏貼 1吋照片 1張 

 

 

 

(另繳 1吋照片 3張) 

出生年月日： 血    型： 

身分證字號： 電子信箱： 

緊急聯絡人：               關係：        緊急聯絡電話： 

電話： (O):                     (H):                      （手機):                       

通訊地址： 

戶籍地址: 

學歷：                       畢業學校科系： 

職業 

狀況 

□軍    □公    □教    □農    □工    □商    □服務業   □家管   □退休 

□學生  □自由業(請填明)：            □其他(請填明)：          

現職機關(就讀學校)： 退休機關： 

參加動機：□回饋社會  □增進工作經驗  □交新朋友  □充實精神生活  □學習成長  □自我磨練 

□其他(請填明)：                                                                  

擔任其他機構志工之經驗：  □無  □有(請填明) 

曾任：              現任： 

是否領有志願服務紀錄冊： 

  □無   □有(請附影本) 
是否參加基礎訓練： 

  □否    □可 

個人興趣(請自填)： 

個人專長(可複選)： 

□文書處理   □資料統計   □圖書管理   □電腦網路   □視聽廣播   □活動企劃   □團康輔導   

□幼兒照護   □急救護理   □攝影     □美工設計   □文字編輯   □寫作     □外語     

□自然生態   □環境保護   □人文史蹟   □園藝景觀   □解說教育   □登山旅遊   □運動     

□音樂欣賞   □水電維修   □潛水       □開船        □ 其他                  

可參與服勤之時間 

上午:□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週日  

下午:□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週日  

●彈性服務時段者（請註明可服務時間）：                       

請以阿拉伯數字填選兩個以上參加複審面試時段，註明優先順序，以方便安排。 

7月 29 日(星期四)  □ 09:30~11:30    □ 14:00~16:00 

7月 30 日(星期五)  □ 09:30~11:30    □ 14:00~16:00 

備註：1.您的個人資料除受司法機關要求外，絕不對外公開，亦不退件，感謝您的報名。 

2.請於 99年 7月 15日前以郵遞或親自送達本處解說教育課報名，錄取人員將於 7月 23日

前於本處網站公告，並請錄取人員於 7月 27日前來電確認面試時段。 

3.地址：81157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 24號（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 解說教育課）。  

聯絡電話；(07)360-1891            傳真；(07)364-5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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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第 2期志工報名表-2 
姓名： 

自傳：請擇要簡述(1)個人學經歷、專長、目前生活狀況、個性特質。(2)參加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志工的動

機及您對志工生涯規劃與期許。(3)您對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的瞭解與看法。(篇幅不夠，可書寫或電

腦打字於其他紙張) 
 

 

 

 

 

 

 

 

 

 

 

 

 

 

 

 

 

 

 

 

 

 

報名者親自簽名： 

 
 
 
 
 第 2頁／共 3頁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第 2 期志工報名表-3     保育志工撰寫 
姓名： 

保育計畫：請發揮您個人專長或興趣，提供您在東沙島上等離島可進行之相關研究、調查、記錄、拍攝等計

畫。 (篇幅不夠，可書寫或電腦打字於其他紙張) 

 

 

 

 

 

 

 

 

 

 

 

 

 

 

 

 

 

 

 

 

 

 

報名者親自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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