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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野親子團台北六團 2020 年招生簡章 

愛、守護、行動 

透過自然觀察  生態遊戲  混齡學習  團體行動 

大手牽小手  讓孩子與大人一起創造生命中的感動與精采  

兒童生態教育，一直是荒野保護協會在自然保育工作上最重視的一環。培養「小小自然觀察家」的

親子團組織，是協會在累積多年的兒童活動經驗以後，實現的理想。 

 荒野親子團，不是一個活動或訓練，而是一個長期性與常態性的組織。藉著接觸自然，培養孩子

的觀察力、想像力與創造力，關注自然環保的相關議題，同時在混齡小隊中，學習與人的互動，學習領

導與被領導的能力與態度，期待在這樣多元自然的環境中，學會對生命的尊重，對環境的關愛，以及樂

於付出的服務精神。 

 荒野親子團台北六團自 2015 年成立以來，期初定位為以中、永和地區家庭為主的親子生態共學、

在地守護團體，成員由大班至二年級孩子組成的「小蟻團」、三至五年級孩子組成的「炫蜂團」、六年

級至國中二年級組成的「奔鹿團」，以及由所有家長組成的「育成會」，並且與協會各志工群組交流接

軌。 

 我們希望透過團隊的活動與家長的陪伴，讓孩子們快樂地奔馳在自然中的每一個角落，從探索自

己成長的土地開始，擴及整個台灣、地球的環境關懷；從觀察身旁的小花、小蟲開始，培養對大自然的

情感，延伸至愛護環境、生態保育的領域。 

 我們的活動方式包括了生態遊戲、體驗教育、自然探索、故事引導、自然創作、自然觀察解說……

等等。希望藉由親身的體驗、接觸與認識，欣賞大自然豐富多樣的面貌和奧秘。 

 我們誠摯地邀請您及孩子，一同加入荒野保護協會親子團台北六團。請您詳閱以下說明，與孩子

做充份的討論，並幫助他了解親子團，期盼有緣攜手走在荒野的美麗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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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野親子團台北六團 2020 年招生說明 

【招生對象】 

小蟻團：預計邀請 2020 年暑假過後升大班的孩子 7 位、升一年級的孩子 4 位加入。 

炫蜂團：預計邀請 2020 年暑假過後升三年級的孩子 2 位加入、升四年級的孩子 2 位加入。 

奔鹿團：預計邀請 2020 年暑假過後升六年級的孩子 4 位加入、升七年級的孩子 4 位加入。 

 

  

【活動地點】 

荒野親子團台北六團（以下簡稱台北六團）成立之初為關懷社區，推廣在地守護的一個團體，因此主要

活動範圍以中、永和地區為中心，再擴及其它地方。 

 

  

【活動時間】 

自 2020 年 08 月起至 2021 年 07 月，每個月會有 1 次或 2 次的團集會活動，一年至少會有 12 次的團

集會活動。（原則上訂於每個月的第二個星期日，偶因團集會活動性質，會有兩天一夜活動），日期依

台北六團正式公佈之行事曆為準。 

 

  

【入團須知】 

以下為加入荒野親子團台北六團之必要條件，請父母仔細研讀後，再考慮讓孩子入團。 

1. 加入荒野會員：台北六團是荒野保護協會親子教育成長委員會中的一個次團體，加入的成員能認同荒

野保護協會「尊重生命、愛護環境、棲地守護、回饋社會」的理念，所以正式加入親子台北六團時，必

須先成為荒野保護協會會員，並持續成為荒野會員。 

2. 家長必須陪同參與團集會活動：台北六團是一個由親子共同組織的團體，每次的團集會活動，家長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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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同參與，不可以讓孩子單獨前來，也不可以將孩子帶來之後大人自行離開。此外，若家中有兩位以上

的孩子同時加入，父母雙方須一起陪同參與。 

3. 回饋與接棒：台北六團是一個志工團體，工作團隊成員都是由家長組成的志工擔任，家長要協助團隊

工作、活動設計、或提供各式協助 (如交通探勘、安全巡查、影音記錄…等工作)。每位家長都應本著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為了團隊的傳承與身教的考量，皆須輪流擔任工作團隊 (正、副團會

長、小隊導引員)，使親子團台北六團能持續長久經營。 

4. 親子教育基礎訓練：為協助工作團隊的運作與落實荒野保護協會親子團的理念，每個家庭的家長有權

利與義務參與親子團的親子教育訓練活動。 

5. 正式入團規定：當您與孩子受邀三次參與我們的團集會活動之後，並在第四次活動中舉行入團儀典，

我們會請您與孩子仔細考慮是否願意與親子台北六團共同成為地球的公民，與我們一同保護環境，將邀

請您與孩子成為台北六團的正式團員。 

6. 離團規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我們會請您與孩子離團，並由育成會通知公布離團訊息： 

(1)   家長或孩子自行申請離團。 

(2)   一年之中，請假達 2 次者先口頭提醒；達 3 次者會書面通知；累計達 4 次者即通知離團。 

(3)   一年之中，家長或孩子未請假而無故缺席 3 次，亦無法向團務會議提出可被接受之理由者即通

知離團。 

 

  

【費用說明】 

1. 荒野保護協會入會費：1000 元。參加荒野保護協會之後，即不退費，終身只繳交一次，每一家庭一

人代表參加即可。 

2. 荒野保護協會年費：每年 1000 元，參加荒野保護協會之後，即不退費。 

註：以上兩項費用請自行至荒野保護協會繳交。 

3. 親子團入團費：孩子每人 1000 元，正式入團時需繳交一次。（入團之前離團，全額退款；入團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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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團，則不予退款。） 

4. 台北六團活動費：每年每位小蟻、小蜂 3000 元、小鹿 3500 元，內含一年度活動的保險費、講師

費、場地租金、器材費…...，實際費用視當年活動設計需求而定，並將由家長中選出財務人員，負責管

理。入團儀典團集會前申請離團，按月份比例退費。入團團集會後離團，不予退費。 

5. 保險費：依每位參加團集會者均須投保旅行平安險之原則，每位育成家長收 500 元；未入團的小小

蟻收 300 元。所收取之保險費採專款專用，不與前項活動費混用。（正式入團團集會前離團，按月份比

例退費。正式入團團集會後離團，不予退費。） 

6. 團服費：未入團前，大人與孩子們須穿著北六團服 T 恤作為團集會的制服。若孩子正式入團後，炫蜂

團的孩子須穿著荒野綠背心及領巾，小蟻團的孩子須穿著荒野紅背心及領巾，奔鹿團的孩子須穿著荒野

襯衫及領巾，這些服裝費用須另外自付，做為團集會的制服。若大人承擔團副會長或導引工作團隊，也

須穿著相對應的背心或卡其襯衫。 

  

【報名說明】 

請您與您的孩子充分討論，若決定加入台北六團，請於即日起至 2020 年 03 月 08 日（星期日）17 時

止，進入以下連結，填寫報名表與問卷完成報名。如有任何問題，歡迎寄 email 至

sow.north.seven@gmail.com 詢問，主旨請寫「○○○（孩子姓名）報名荒野親子團台北第六團」等資

訊，或者電話洽詢(02)2307-1317 分機 35 涂小姐，請於星期一至五上午 09 時至晚上 09 時來電洽詢。 

若涂小姐不在座位上，可請接電話的專職協助轉達。 

  

【面談說明】 

當我們收到您的報名表及填寫完整的回覆問卷，並確認提交後，我們將於 2020 年 03 月 15 日前通知您

（含配偶）參加於 2020 年 03 月 22 日（星期日） 由荒野親子團台北六團舉辦的招生說明會。會中我

們將詳細向您說明我們的組織架構及活動內容、引導方式、……等，同時藉由面對面的對談、溝通，瞭

解彼此的想法與意見，請務必撥冗準時參加，若缺席者，視同放棄申請入團。 

面談之後，我們將在 2 個星期內以 E-mail 或郵寄通知您，告知是否錄取。並寄邀請函及團集會年度活

動時間表到您的信箱，請您和孩子親自出席 2020 年 05 月 31 日（星期日）新生日以及從 2020 年 08

https://forms.gle/a3D35DUxNQxDYDDQA
https://forms.gle/RvRmpXkrjxrDS5WS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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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開始的團集會活動。 

孩子如果要一直擁有他天生的新奇感， 

那麼，至少要有一個能分享他新奇感的大人陪伴著， 

與他一起重新發覺世界的喜樂、驚異與神秘。 

                                                                                 瑞秋．卡森 

    

 

 

 

  

    

 

台北六團官網 https://sites.google.com/site/sowtp6/ 

https://sites.google.com/site/sowtp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