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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流守護推廣志工培訓-台中場  招生簡章 

~還給河溪天然無瑕的尊嚴~ 

臺中市區有許多的溪流河川， 

在這些穿城之水中， 

藏著一條生態豐富、濱溪成林的溪流， 

她是城裡的自然-筏子溪。 

 

筏子溪， 

是蘊藏生命的藍綠帶， 

原生溪哥、鱸鰻、牛屎鯽棲息其中， 

更可在欒樹上發現聒噪的八哥、水丁香裡天然呆的草花蛇， 

提醒著我們， 

在大自然裡學習謙卑退讓並善心守護。 

 

荒野台中從淨溪開始走入溪流， 

撿起垃圾，營造生物友善溪地，找回屬於溪流的自然樣貌。 

 

期待藉由志工培訓課程帶領大家找到親近在地溪流的方式，將溪流守護行動推廣及分享， 

讓民眾能在城市中感受到溪流的美好風采。 

 

【主辦單位】 荒野保護協會台中分會 

【課程日期】 2021 年 04 月 09 日～04 月 11 日，共 2.5 天。 

【課程費用】 1.課程免費。(不包含戶外課交通與課程午晚餐) 

2.保證金 500 元 。( 符合結訓標準者即可退還保證金；若未達結訓標準，保證金將以

學員名義捐助「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 

★2021 年 04 月 11 日前完成培訓課程後，於 1 個月內詴教通過，並於 2021 年 11 月

30 日前符合結訓標準，即可結訓並退還保證金。 

★本課程費用由「統一超商零錢捐勸募帄台媒合，民眾捐款支持」。 

【報名資格】 年滿 18 歲，有意願到學校等區域進行溪流推廣的有志之士 

【招生名額】 滿 10 人即開課。 

【結訓標準】 1. 課程期間需修完全部課程，並於課程結束後 30 日完成教案演練。 

2. 詴講通過後於 2021 年 11 月 30 日前至少完成正式對外推廣演講一場(2 人一組)及

完成課程中擬定之溪流守護行動，即可結訓並退還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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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因故未能結訓者，課程保證金將捐予荒野保護協會。 

4. 課程結束結訓後成為荒野保護協會【溪流守護推廣志工】，需參與溪流教案推

廣。 

【報名方式】 1.即日起，至 2021 年 04 月 01 日截止 

2. 有意願參與者，請同時完成 官網報名  Google 表單( https://reurl.cc/l0Y8Kv)填寫 

3.荒野台中分會電話：04-22068468    E-mail：sowtc@wilderness.tw 

4.協會辦公室上班時間週一至週五 09：00～21：00 

5.荒野網址：http://www.sow.org.tw 

【上課地點】 1.室內課－台中分會，會址－台中市北區育德路 115 號 

2.戶外課－筏子溪 

【繳費方式】 課程免費，保證金 500 元，於結訓後退款。請於報名截止日前利用線上繳費、劃撥

或親至協會繳費。 

劃撥帳號：18724292，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 

繳費確認：劃撥繳費（於收據上註明姓名及活動名稱，掃描後 mail，請立即來電確

認，以完成繳費手續，謝謝！ 

【注意事項】 1.   為維護學員權益，本課程不開放學員親友上課，亦不接受單堂選課。 

2.   分會保留更改課程內容之權利。 

3.   課程時間、地點若有異動，將於課堂宣布，敬請注意。 

4.   課程不含午晚餐、交通、食宿，以上相關費用敬請自理。 

 

二、溪流守護推廣志工培訓課程表 

 

 時間 4/9(五) 4/10(六) 4/11(日) 

上午 0900-1200 

 

溪流守護行動 

-淨溪實作 

(室外) 

溪流風貌齊步走 

-人文、生態走讀 

(室外) 

下午 

1200-1400 午餐 午餐 

1400-1530 認識筏子溪(筏子溪之美) 

筏子溪生態遊戲 

(室內) 

溪流教案討論 

1530-1700 
守護行動規劃 

晚上 

1700-1800 
晚餐 

1800-1900  

1900-2000 荒野理念 
自然流域/流域生態系統

服務@台灣河溪網 

 

2000-2100 
溪流垃圾哪裡來 

-ICC 運用  

＊主辦單位保留課程調整的權利。 

http://www.sow.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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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您報名參與本分會「溪流守護推廣志工培訓」，為保障您的權益，請於填寫報名表前，詳細

閱讀以下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之內容： 

一、本分會為提供「溪流守護推廣志工培訓」活動報名相關服務，並確保報名學員之共同利益，將

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蒐集、處理及利用學員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包括 E-

mail 帳號、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服務機構、通訊住址、電話等資訊。 

二、報名學員就其個人資料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之規定，行使：查詢或請求閱覽、請求製給

複製本、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利用與刪除等權利。 

三、報名學員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或行使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所定之權利，但報名學員

提供資料不足或有其他冒用、盜用、不實之情形，可能將不能參加相關課程及影響各項相關服

務或權益。 

四、在學員就其個人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之規定，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或請求刪除

前，本會得依循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於個人資料提供之範圍與目的內使用該等

個人資料。   

□  我已閱讀並同意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所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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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流守護推廣志工 台中場  報名表 

姓名  性別  

荒野會員 □是     □否 會員編號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份證字號(保險用)  

聯絡電話 M> H> O> 

電子信箱  

聯絡地址  

 

Facebook ID Line  ID  最高學歷 現在職業 
有開 

汽車嗎？ 

除司機外 

空車位幾個 

      

 

●誰推薦我參加這次溪流守護推廣志工？  

●我從何處得知這個課程？  

●您曾經在荒野保護協會中參與的活動有哪些？ 

□第     期志工入門班                                      □第    期推廣講師                          □第       期解說員 

□協會其他            志工                                   □參加             定點推廣活動 

□筏子溪常態性淨溪活動(      次數)              □擔任淨溪工作人員   

□未參加 

●您為何想參加本次志工培訓？有何具體的期待？結訓後，您對自己有何期許？ 

 

請於 2021 年 04 月 01 前請同時完成 官網報名  Google 表單( https://reurl.cc/l0Y8Kv)填寫。 

（請來電再確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