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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環境教育志工召募計畫                                                

一、 依據：依據環境教育法第20條及志願服務法相關規定辦理。 

二、 目的：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本局)配合環境教育

法第20條及志願服務法之實施，鼓勵桃園市民眾加入環境教

育志工，透過環境教育課程培訓，加強其環境教育知識及技

能，以提升服勤效能，宣導環境保護政策及經驗分享，協助

加強環境教育之推動。 

三、 運用單位: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四、 服務項目：環境教育志工服務項目主要為協助環保局推動

環境教育相關工作，以加強環境教育之推動、提升環境教

育之品質，環境教育志工服務項目如下： 

(一) 協助前往企業、社區、學校或其他需要單位宣導環境保護

知識及經驗分享，加強環境教育之推動。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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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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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蚤市場、環保競

賽、話劇表演、頒獎表揚等)，鼓勵民眾參與。 

(四) 協助環境保護志願服務運用單位訓練環境保護志工。 

(五) 協助本局推動其他環境教育相關工作。 

五、 志工召募： 

(一) 召募對象：凡領有桃園市政府志願服務紀錄冊，身心健康、

口齒清晰，對環境教育具有服務熱忱之志工。 

(二) 召募人數：預計30人。(實際召募人數依本局核定為主) 

(三) 報名方式： 

1. 報名期間：即日起至民國110年4月15日截止收件，以

郵戳為憑。 

2. 報名資料：報名者應填妥甄選報名表(附表一)，並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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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證影本及(或)其他證明文件(附表二)、桃園市環境

教育志工服務同意書(附表三)各1式6份。 

3. 受理窗口：報名資料請以郵寄或親送至「桃園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地址：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1樓)，

封面請註明為「桃園市環境教育志工甄選資料」。 

4. 洽詢專線：(03)3386021分機2115，江美昭小姐。 

(四) 甄選方式及程序：報名經程序審查合格者，由本局邀請專

家、學者組成甄選小組，擇期召開甄選會議，甄選合格者，

於參加特殊訓練完成並考試通過後，由本局發給結業證書，

並授予環境教育志工證，成為本市環境教育志工成員。甄

選方式說明如下： 

1. 甄選程序 

(1) 程序審查：由本局針對申請文件之完整性進行審查，

審核通過者，得進入甄選階段。 

(2) 甄選會議：由本局邀請專家、學者組成甄選小組，依

據評分標準共同進行審查，擇優錄取，平均分數未達

70分或有超過1/2委員評定為不及格(未達70分)者不予

錄取。 

2. 評分標準： 

(1) 書面審查： 

a 素質專長：含學經歷、與環境教育志工服務內容越

接近之專長，如解說、文宣設計、表演等，擇優錄

取。 

b 服務熱忱與經驗：含表達服務意願熱忱、過去相關

志工服務經驗、活動參與情形、其它可證明具備服

務熱忱和經驗之相關資料等。 

c 特殊專長：針對個人具有特殊才藝，例如:語言等。 

(2) 現場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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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表達能力：口語清晰、時間掌握等。 

b 組織能力：思考完整、條理清楚等。 

c 人格特性：團隊合作、服務學習態度等。 

d 整體表現：儀態、自信、從容、創意等。 

3. 甄選會議時間、地點另以專函通知報名志工參加現場

口試。 

4. 取得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者，如於書

面審查時檢附「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教育人員認證

證書｣，將予與加分(+10分)。 

(五) 教育訓練：甄選錄取之志工，須依規定完成志願服務特

殊訓練，並經考核通過，始取得本市環境教育志工資格。

特殊訓練：特殊訓練總計 6 小時，由本局聘請專家學者開

設環境教育訓練課程，結訓時發給特殊訓練結業證明書，

課程內容如下： 

1. 當前環境現況及環境保護政策  一小時 

2. 環境倫理與環境教育概論  一小時 

3. 戶外(或社區)環境教育的理論與實務  二小時 

4. 環境教育宣導實際演練  二小時 

六、 環境教育志工相關規定依桃園市環境教育志工服務隊志願

服務計畫辦理。 

七、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以本局最新公告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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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10年度桃園市環境教育志工評分標準 

110年度桃園市環境教育志工評分標準 

一、書面資料(50%) 

評分類別 評分項目說明 配分 總分 

a 素質專長 

具有環境相關學歷。 10 

100 

具有環境相關工作經驗或服務經驗 
(含服務內容、年資及時數等) 20 

具有環境相關證照或合格證書。 10 

b 服務熱忱

與經驗 

領有「志願服務榮譽卡」或其它可證明

具備服務熱忱和經驗之相關資料。 20 

曾獲得中央單位、地方政府志願服務或

環保相關獎項。 20 

著有環境教育相關出版品，或其它有助

於證明服務能力之相關資料。 10 

c 特殊專長 針對個人具有特殊才藝，例如:語言等 10 

加分項目 

d 認證 具備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教育人員認

證 10 10 

二、現場口試(50%) 

評分類別 評分項目說明 配分 總分 

a 表達能力 口語清晰、時間掌握等 25 

100 
b 組織能力 思考完整、條理清楚等 25 

c 人格特性 團隊合作、服務學習態度等 25 

d 整體表現 儀態、自信、從容、創意等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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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110年度桃園市環境教育志工甄選報名表 

姓名  身分證字號  照      片 
(浮 貼2張 一

吋，半身照片) 
可於上課時繳

交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方式 
電話/行動電話  

電子信箱  

通訊住址  

最高學歷  服務單位/職稱  

可服務時段 
(可複選) 

□上午（09:00～12:00）□週一□週二□週三□週四□週五□週六□週日 
□下午（14:00～17:00）□週一□週二□週三□週四□週五□週六□週日 

可服務地區 
(可複選) 

□全市   □桃園區 □中壢區 □平鎮區 □八德區 □大溪區 □楊梅區   
□蘆竹區 □龜山區 □龍潭區 □大園區 □新屋區 □觀音區 □復興區 

是否取得環境教育人員認證 □是（編號：                                  ）□申請中 □未申請 

專長、經歷

或擔任志工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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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源回收             □自然保育 
  □節能減碳             □政令宣導 
  □海洋減塑             □病媒蚊防治 
  □綠色消費             □其它                                               
3.環境教育相關專長：（可複選） 
□教案設計           □活動設計    □環保影片解說 
□環境教育場域解說   □生態導覽    □環境教育課程講師 
□其它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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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擔任志工經驗及環境教育相關經歷(請簡述)：                                   

                                                                  

                                                                    

本局依法辦理環境教育志工甄選作業，為達「教育與訓練行政」之目的所蒐集之個

人資料，僅供案件審查、紀錄及相關會議編排、資料套印、證書核發之用。您得針

對個人資料行使個資法第3條的請求查閱、更正等當事人權利，並洽本局承辦人員

進行相關作業。 

報名人簽章：                     報名日期：中華民國110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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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110年度桃園市環境教育志工甄選報名表-續 

身分證影本(正面) 身分證影本(背面) 

身分證影本(正面)黏貼處 身分證影本(背面)黏貼處 

志願服務紀錄冊影本 

 

※如有需要請自行加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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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桃園市環境教育志工服務同意書 

本人                             志願擔任【桃園市環境教育志工】並遵守相關

規範，特立此書。 

一、 受訓期間遵守課程規範並完成6小時環境教育特殊訓練。 

二、 完成受訓後，願意配合推動桃園市環境教育工作，如三

年內未有任何服勤相關紀錄，將自願放棄環境教育志工

資格。  

三、 願意配合桃園市政府對環境教育志工服務成效之輔導考

核。 

四、 願意參與桃園市政府辦理之環境教育志工專業訓練課程，

增進知能與宣導技巧。 

五、 服勤期間遵守志願服務法及桃園市環境教育志工服務隊

志願服務計畫之相關規範。 

六、 同意將「110年度桃園市環境教育志工甄選報名表」所填

姓名、聯絡電話、電子信箱、具專長、可服務時段及地

區等資料，公布於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相關網站，並

用於媒合環境教育志工及需用單位使用。 

 

 

立同意書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