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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水同行」- Green 漾青年培力服務推廣計畫 

【第三期】2022 初階種子青年導覽員培力訓練課程與認證評鑑簡章 
 

壹、計畫願景與目的 
一、核心願景： 

    著名動物保育人士-珍古德博士(英國生物學家、人類學家)曾說：「唯有了解，

才會關心；唯有關心，才會行動；唯有行動，生命才有希望。」“Only if we 

understand, can we care. Only if we care, we will help. Only if we help, 

we shall be saved.” 

    本計畫希望能帶領青年從「瞭解」到「關心」再到「行動」三步驟，以「與水

同行」、以培力更多 Green 漾青年成為專業認證的初階種子青年導覽員為核心主

軸，建立專業與共好社群，共創更美好的未來環境。 

 

二、計畫目的：   

(一)透過多元探索與體驗鼓勵參與的青年朋友能走到戶外親近自然，了解水文與 

生活的連結，進而開始關心身邊的環境，拉近人與水環境的距離，促進青年嘗試挑

戰之冒險突破精神及身心健全發展。 

 

(二)推動培力認證運作機制，促進青年對公益服務、水環境生態及文史導覽方面的

知能、技能與心態面的養成，讓更多青年學子授證合格成為種子青年導覽員以提升

服務專業度、增進服務品質與影響力。 

 

貳、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 

財團法人十大傑出青年基金會 

 

二、主辦單位： 

環保星勢力志工隊、十傑志工隊 

 

【本計畫由慈濟基金會青年公益實踐計畫支持】 

 

 (協辦單位陸續新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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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課程日期地點與參加對象 

 

一、課程日期： 

2022 年 8月 1日、8月 2日、8月 3日、8 月 4日、8月 5日 0900-1800 

→共 5天，為 4天不過夜研習培訓課程+1天戶外實習與考核認證評鑑 

●第一天：8/1（週一)0900-1800 團體動力培訓 

●第二天：8/2 (週二)0900-1800 導覽專業訓練 

●第三天：8/3 (週三)0900-1800 導覽專業訓練 

●第四天：8/4 (週四)0900-1800 導覽專業訓練  

●第五天：8/5 (週五)0900-1800 戶外實習與考核認證評鑑 

 

二、課程地點： 

(一) 萊客共享空間 802教室 (臺北市中正區許昌街 42號 8樓) 

(二) 大臺北地區自然生態與社區據點(新北市濕地故事館等地，將另外公告通知每日

培訓地點資訊與交通方式。  

 

三、參加對象： 

培力對象以 13歲至 40歲之就讀臺北市、新北市國、高中職與大專院校在學青年以及社

會青年為主(其它各縣市青年朋友若有高度學習動機有意參與培力與認證者也開放報名

參加)，辦理 5天不過夜的「Green漾青年培力訓練課程」研習 (含四天整日課程加一

天戶外實習與考核認證評鑑)，後續亦將開辦增能進階課程。 

本計畫培力課程結業且通過認證之青年可授證成為合格「初階種子青年導覽員」並投

入後續推廣服務行動，名額有限，報名從速。 

 

四、參與費用： 

【揪團限定推廣方案-全程參與 4 天課程+1 天戶外實習含認證評鑑註冊】 

→報名費每人推廣價 3,000 元、兩人同行優惠價 5,000 元、三人同行揪團價 7,000 元 

全程參與者可獲「初階種子青年導覽員培力結業證書」、「服務時數證書」 

通過認證者可獲第一級【初階種子青年導覽員】(Level-1)專業認證榮譽合格證書 

本計畫推薦鼓勵各位青年朋友優先選擇此方案。 

 

●收費說明： 

報名費用含 5日餐費、保險費、講師費、認證評鑑費、場地費、器材費……等。 

整套培力課程總價值至少 8,000元以上，請把握機會快來參加。 

 

 

五、繳費方式： 

(一)親自繳交：可於上班時段(週一至週五 0900-1800)親自至十大傑出青年基金會

繳交，親自蒞臨前請事先來電與基金會確認時段。 

十大傑出青年基金會 / 電話：02-27951929  / E-mail：tkkyvc@gmail.com   

地址：臺北市內湖區民善街 129號 6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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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轉帳或劃撥帳戶 

🔴金融機構：臺灣銀行信義分行(總行代號 004 分行代號 0543) 

🔴戶名：財團法人十大傑出青年基金會 

🔴帳號：054-004-088-158 

 

※繳費時請於備註欄註明參加者姓名+人數 

 

【1人報名】-如：王大明，1 人報名 

→請匯款繳交 3,000 元報名費 

→繳費後請填寫線上表單完成報名確認。 

 

【2人報名】-如：王大明、吳中明，2人報名 

→請匯款繳交 5,000 元報名費 

→繳費後請填寫線上表單完成報名確認。 

 

【3人報名】-如：王大明、吳中明、黃小強，3人報名 

→請匯款繳交 7,000 元報名費 

→繳費後請填寫線上表單完成報名確認。 

 

●「與水同行」Green 漾青年培力服務推廣計畫 

第三期、第四期 2022 初階種子青年導覽員培力訓練課程與認證評鑑 

【線上報名專區】 

https://forms.gle/DRpYQoqSWnNzVDaU9 

 

 

https://forms.gle/DRpYQoqSWnNzVDaU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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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計畫執行內容 

 

 「與水同行」- Green 漾青年培力服務推廣計畫 

【第三期】2022 初階種子青年導覽員培力訓練課程與認證評鑑 

行程規劃表(第一級課程) 
 

天數/時間 
8/1(一) 

第一天 

8/2(二) 

第二天 

8/3(三) 

第三天 

8/4(四) 

第四天 

8/5(五) 

第五天 

地點 
萊客共享空間 

(臺北市中正區許昌街 42 號 8 樓) 

臺北大直橋下 
（大佳河濱公園基

隆河段） 

新北市濕地故事館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

435 號） 
0900-0930 學員報到 

0930-1000 始業式 小組時間 

1000-1200 
自我探索與成長 

(2 小時) 

認識水環境生態 

(2 小時) 

永續發展議題

挑戰賽 

議題咖啡館 

(2 小時) 

GOGO 大臺北地區

水環境生態探索 

(2 小時) 

【戶外實習】 

戶外導覽解說操作與踏

查演練 

(2 小時) 

1200-1300 午休時間 

1300-1500 

團隊凝聚與 

溝通合作 

(2 小時) 

當個優秀的 

導覽員 

(2 小時) 

戶外風險急救

你我他 

(3 小時) 

特色遊程 

(2 小時) 

評鑑認證 

1500-1800 

活動企劃 

概念與實務 

(3 小時) 

體驗教育引導反

思與自我覺察 

(3 小時) 

活動帶領 

(3 小時) 
導覽教案 

workshop  

(2 小時) 

1800- 
小組時間/明日重點事項說明 

平安賦歸 

認證評鑑重點說明 

平安賦歸 

結業式 

平安賦歸 

 
※本計畫課程活動內容行程安排將以實際狀況進行適度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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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專業認證評鑑說明 
● 認證評鑑考核方式 : 

包含「實作報告」、「學科筆試」及「團體術科」三項，三項成績經加權計算達 80 分

(含)以上者，即通過本計畫專業認證授予合格證書。 

一、實作報告(40%) 

1.報告：個人完成繳交符合認證規格之「導覽教案」(主題須與水環境相關)。 

2.演練：繳交教案後於認證評鑑現場上臺進行個人 15分鐘「導覽教案試教」。 

3.作業：於認證日結束後一週內繳交本次培力參與 1,000字以上「個人心得」報告。 

 

二、學科筆試(30%) 

  筆試成績 70分(含)以上及格(不及格者須下一期認證日補考)。 

   1.選擇題(60分)：共 24題，每題 2.5分，答錯不倒扣。 

   2.簡答題(20分)：4題，每題 5分，答錯不倒扣。 

   3.申論題(20分)：2題，每題 10分，答錯不倒扣。 

 

三、團體術科(30%) 

   1.小組於戶外實習現場進行「簡易水質監測」操作示範教學。 

   2.小組完成繳交符合認證規格之「一日以上遊程」活動規劃(主題須與水相

關)。 

   3.小組於認證評鑑「現場團體上臺報告」遊程活動規劃(10分鐘以內簡報)。 

   4.小組於認證日結束後一週內繳交提出對本計畫「推動專業社群運作」提案。 

     

● 合格通知與授證典禮： 

一、合格名單於認證評鑑考核結束後公告通知。 

二、預計於 12/5(週一)晚上舉辦青年導覽員授證典禮暨 Green漾年會成果發表 

    →地點另行通知，請先預留時間參與。 

三、授證典禮將頒發專業認證合格證書，未合格者僅核發研習證書(於結業當日頒

發)。 
 

 

※如有其他未盡事項，由主辦單位另行公告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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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參與本計畫培力認證取得合格證書的效益 
 

一、「從關心到行動」-提供青年成長與社會公益實踐的最佳舞臺！ 

    完成本次培力課程結訓並通過認證取得第一級【初階種子青年導覽員】

(Level-1)榮譽認證資格者，得優先錄取參與主辦單位辦理推動本計畫後續水環

境生態導覽解說及文史踏查走讀、公益壯遊生態導覽與遊程規劃、生態體驗營

隊帶領、各團體淨灘淨溪行動帶領……等各項水環境關懷與生態體驗推廣專案

服務活動，用青年的角度帶動更多年輕朋友揪團用行動關心環境。 

 

二、「持續精進學習」-朝多元專業發展導覽解說員之路繼續邁進！ 

    通過認證取得第一級【初階種子青年導覽員】(Level-1)榮譽認證資格且後

續積極投入參與本計畫後續水環境導覽解說、生態體驗推廣及公益關懷服務行

動者，可享有優先參與後續相關進階專業培訓課程的福利，並推動各類專科認

證，鼓勵持續進修成長、培養多元能力與專業素養。 

 

三、「表揚與激勵」-提供獲得推薦與肯定管道、增加被看見的機會！ 

    表現優異者經主辦單位審核確認後將進行相關表揚敘獎鼓勵，若有職涯需

求工作選擇或升學需求者可優先獲得主辦單位的推薦。 

 

●在學青年： 

1.有助於充實豐富學習歷程檔案，作為個人國、高中職與大專院校升學、獎補助相

關計劃執行等各項申請績效指標參考用。 

 

2.學生求職面試、升學、甄試、職涯規劃、可當職能加值依據；促進畢業就業接

軌，表現優異者可優先獲得辦理單位之推薦機會。 

 

●社會青年： 

1.可作為職能專業發展加值之依據；自行創業或是發展第二副業的最佳輔助。 

 

2.可至各校社團、社區大學、協會等各非營利組織單位進行相關課程之特約導覽員

及徵聘講師資格佐證文件參考。 

 

3.參與導覽服務表現優異且具備推廣教育熱忱者，取得專業認證後將收錄於推薦人

才庫與「水環境生態導覽人才培育社群」，優先安排提供授課分享、導覽解說與活

動帶領遊程媒合等合作相關事宜。 

 

●本課程歡迎校園/機構專案合作包班授課，可依據單位需求與預算，量身設計研

習課程，詳細辦法，請於上班時間來電洽詢: 

十大傑出青年基金會/電話：02-27951929。E-mail：tkkyv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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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聯絡資訊 
關於培力課程與認證有任何問題請洽聯絡人： 

 

●「與水同行」Green 漾青年培力服務推廣計畫 

李明峯 (小強)創辦人 

手機號碼：0928089119 (同 LINE ID，可加 LINE聯繫) 

E-mail：daniel27811421@gmail.com 

臉書： http://ppt.cc/pKYl 

       

●臉書粉絲團-環保星勢力志工隊： http://ppt.cc/1dc4 

 
●報名繳費詢問確認窗口：十大傑出青年基金會 

電話：02-27951929 

E-mail：tkkyvc@gmail.com    

地址：臺北市內湖區民善街 129號 6樓 

 

●退費辦法說明： 

1.如遇天災、疫情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以臺北市人事行政局公佈停課資訊為基

準，並以調整上課日期為優先。 

 

2.如無法參與調整後課程，將會扣除已產生之必要費用（報名費一成並扣除行政處

理費 500 元）後進行退費。 

 

3.開課當天恕不予辦理退費。 

 

●防疫注意事項： 

1.本活動遵守中央防疫規範辦理，並備有防疫應變規劃，敬請放心參與。 

 

2.為保障參與者的健康安全，敬請配合填寫表單內「健康聲明書」調查，並於活動

前一天再次填寫確認(主辦單位將另寄聲明書連結)。 

 

3.參與本活動請務必全程戴口罩（用餐時除外），提供酒精消毒與體溫測量(如超過

37.5℃者不得參與，將保留下次參與權利)、場所實聯制登記與梅花式座位規劃。 

 

4.如有未盡事宜，將因應中央防疫政策規範辦理。 

 

捌、報名方式 
採網路線上報名(歡迎大家揪團報名，額滿為止) 

●2022 初階種子青年導覽員培力訓練課程與認證評鑑 

【活動簡章資訊】https://reurl.cc/9GdrM8  

【線上報名專區】https://forms.gle/DRpYQoqSWnNzVDaU9 

 

 

http://ppt.cc/pKYl
http://ppt.cc/1dc4
https://reurl.cc/9GdrM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