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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 108 年度第 3 屆小志工招募簡章 

壹、緣起 

為推廣博物館教育，培養兒童美感與創作能力，寓教於樂，啟蒙兒童

對文物、文化與歷史的興趣與了解。 

貳、目的 

一、以博物館作為美育薰陶場域，鼓勵國小學童藉由參與博物館教育推廣

活動，啟發孩童無限可能的創造力、故事力與表達力，並從小培育小

公民認識公共服務的精神價值。 

二、提供小學生深入瞭解故宮文物的機會，達成文化紮根實效。 

三、藉由多元課程與博物館學習環境，引導國小學生對人文藝術的興趣和

認知。 

四、鼓勵國小學生參與觀眾服務活動，發揚熱心公益之美德。 

參、對象與報名 

一、對象： 

（一）雲嘉南地區各公私立小學五、六年級學生，且未曾擔任南院小

志工者。 

（二）具備服務熱忱、創意和活力，喜歡主動與人分享者。 

（三）認真負責，積極活潑，能團體合作及勇於自我挑戰者。 

（四）能兼顧學校課業與志工勤務者。 

（五）獨立自主，能自行克服服勤期間之交通與膳食問題。 

二、報名方式： 

（一） 報名日期：107 年 12 月 17 日起至 108 年 1 月 4 日止，以郵

戳為憑。 

（二） 報名文件：請填妥附件一：報名表，請黏貼兩吋照片 2 張與學

生證影本、附件二：家長同意書、附件三：國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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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博物院搜集個人資料告知同意書。 

（三） 報名方式：一律採紙本通訊報名，郵戳為憑。 

（四） 收件地址：嘉義縣太保市故宮大道 888 號 

      收件人：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院處教育展資科  

      請註明報名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 108 年導覽小志工培訓。 

（五） 寄件後一週內如未收到本處電子郵件回復，請來電主辦單位確

認是否完成報名。 

（六） 相關資料未於報名期限內檢附齊全者，視為資格不符。 

肆、遴選方式 

一、採申請審查制，經書面審查擇優錄取 30 名，備取 5 名。相關資料

恕不退件。 

二、錄取名單將於 108 年 1 月 15 日 17:00 前公布於南院網站最新消

息，請自行上網閱覽（網址：http://www.npm.gov.tw）。另將

以電子郵件寄發錄取通知及注意事項。 

  伍、培訓課程 

   一、培訓課程表：南院得視情形酌予調整。 

日    期 時    間 課   程   名   稱 地    點 

第一天 

1月 24日 

（週四） 

9：30-10：00 報到 兒創中心前 

10：00-10：50 相見歡與認識故宮南院 兒創教室 

10：50-11：00 休息 南院 

11：00-11：50 兒創中心大冒險與押章體驗課程 兒創中心 

12：00-13：30 午餐與午休 兒創教室 

13：30-14：20 尋寶南不南文化闖關體驗 兒創教室 

14：20-14：30 下課時間 兒創教室 

14：30-15：20 不可不知的亞洲織品 兒創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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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15:30 下課時間 兒創教室 

15:30-16:20 亞洲服飾小走秀 兒創教室 

16：30- 賦歸 兒創教室 

第二天 

1月 25日 

（週五） 

 

9:30-10:00 報到 兒創中心前 

10:00-10:50 
絕妙好瓷—認識亞洲陶瓷與體驗

課程 
兒創教室 

10:50-11:00 下課時間 兒創教室 

11:10-12:00 茶顏觀色-我是泡茶小達人 兒創織品展區 

12:00-13:30 午餐及休息 兒創教室 

13:30-14:20 青花瓷文化體驗課程 兒創教室 

14:20-14:30 下課時間 兒創教室 

14:40-15:30 越南風情-越南的食衣住行文化 兒創教室 

15:30-15:40 下課時間 兒創教室 

15:40-16:20 討論習作課 兒創教室 

16:30 賦歸 兒創中心前 

第三天 

1月 26日 

（週六） 

9:30-10:00 報到 兒創中心前 

10:10-11:00 
我是導覽小尖兵 

--服務禮儀暨導覽技巧大解密 
兒創教室 

11:00-11:10 下課時間 兒創教室 

11:10-12:00 兒創導覽示範暨現場演練 兒創中心 

12:00-13:30 午餐與午休 兒創教室 

13:30-15:20 展廳文物巡禮及導覽示範 南院展場 

15:20-15:30 轉換學習場地  

15:30-16:20 
綜合討論及作業時間 

我的故宮小志工日記/解說稿整理 
2404 會議室 

16：30- 賦歸 兒創中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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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培訓須知： 

(一)學員須全程參與培訓課程，並請自備健保卡、水壼（杯） 、文

具、雨具及個人所需物品。 

(二)培訓期間學員若有無故遲到、早退或中途離席，或違反課堂紀

律致影響他人學習等不符本院各項規定之情形，且屢經提醒及

勸導後仍未改正者，主辦單位得取消資格。 

(三)午餐統一由本院代訂便當（70 元/天），請於第一天報到時告知

葷、素食。 

(四)培訓期間請家長於本院兒創中心接送學員，以確保孩童安全。 

陸、培訓與考核  

一、 培訓 

（一）培訓時間：108 年 1 月 24~26 日，為期三天。 

（二）須全程參與培訓課程，遲到、早退或中途離席者，取消資格。 

二、 考核 

（一）考核資格：須全程參與培訓課程者，方可參加考核。 

（二） 考核日期：108 年 2 月 1 日及 2 月 2 日，採分組進行。（未

能參加者，以棄權論）。 

（三）考核方式：現場示範兒童創意中心展覽與互動引導內容。 

（四）考核通知：考核結果將於 2 月 15 日前以電子郵件通知。考

核通過者，方可參與值勤服務；考核未通過者，取消資格。 

柒、值勤與服務 

一、 須通過考核者，方可參與南院值勤服務。 

二、 值勤時段與次數： 

（一）108 年 6 月底前完成 20 小時值勤。 

（二） 限週六、周日值勤，每時段執勤時間為 2 小時，同時段至多

4 人登記同時值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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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9：30-11：30 

             中午 12：30-14：30  

             下午 14：30-16：30 

三、 服務內容： 

（一）支援南院兒童創意中心參觀引導工作。 

（二）以兒創中心各區展示提供駐點式導覽服務。 

（三）協助整理兒創中心展示教材教具。 

捌、資格認證與服務證明 

一、 導覽考核通過者，授予南院志工證，成為本年度正式小志工，並

開始排班參與值勤服務。 

二、 完成規定之值勤次數，無遲到、早退、曠職及服務不良紀錄，並

歸還志工證者，發給志工服務證明。 

玖、值勤須知  

一、 每次值勤時間不得少於 2 小時，無故未到、遲到、早退或擅自離

開兒創中心，視為曠職。 

二、 每次值勤時均應親自至兒童創意中心辦理簽到與簽退，並填寫出

勤表，不得委託他人代理。 

三、 值勤時請穿著南院小志工制服及佩掛志工服務證以茲識別。 

四、 值勤態度須親切有禮，勿破壞公物、群聚聊天、喧嘩嬉鬧，並遵

守南院內相關規定。  

五、 非特殊理由勿任意自行調動排定之工作，以維持服務品質。 

拾、志工福利 

一、 完成培訓及考核者，執勤時間由南院發給志工證及辦理保險。 

二、 服務期間，小志工可憑志工證免費參觀故宮南院展覽，及優惠購

買南院各項出版品、紀念品及餐飲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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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志工證限本人使用，嚴禁轉借他人使用。如有查獲轉借之實者，

南院得取消志工資格。 

拾壹、請假規則 

一、 值勤當日無故未到者，以曠職論。  

二、 如欲調動排定值勤時間，需至少於值勤 3 日前以電子郵件或電話

請假獲准。臨時請假者，請於值勤前以電話通知。 

三、 臨時因身體狀況需請假者，請於原定值勤時間前以電話通知。 

四、 值勤當日如遇颱風、地震等天然災害，將依據嘉義縣政府及學生

志工居住當地縣市政府所發布之停止上班、上課訊息，以公假辦

理。（僅計入服勤次數，不列入服勤總時數。） 

五、 未依規定請假達 3 次者，得免除小志工資格。 

拾貳、注意事項 

一、 所有志工服務均為無給職。  

二、 培訓課程須全程參與。 

三、 值勤或服務資格撤銷時，須繳回制服及志工服務證。 

拾參、聯絡方式 

承辦單位：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院處 

洽詢電話：（05）362-0555 轉 5103 /5104 

電子郵件：sbvolunteer@npm.gov.tw 。 

拾肆、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mailto:volunteer@npm.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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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給家長的一封信 

    感謝您對國立故宮博物院「108 年小志工培訓計畫」的支持！鼓勵孩

子透過參與博物館教育推廣活動，從中學習自我成長與志願服務精神，發

展正向的品格責任觀。報名前請陪同孩子再次詳閱培訓、考核、值勤及請

假須知，以確認孩子的學習時間與參加意願，日後亦能遵守培訓相關規定。 

感謝您的支持與配合！                 

        國立故宮博物院 敬上 

 

 

家 長 同 意 書  

  茲同意                 參加國立故宮博物院 108 年度小志工之培訓

課程及志願服務，且充分瞭解相關培訓內容與執勤須知，亦將督促小朋友

遵守貴院培訓與服務期間的各項規範。 

 

此致  

國立故宮博物院 

  

                    學生家長：                     （請親自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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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故宮博物院 108 年小志工培訓報名表 

基本資料 

（請以正楷書寫，字跡清楚，以利聯繫建檔） 

姓名  

請服貼 2 吋照片 2

張，並於照聘背後寫上

名字。 

出生年月日  

就讀學校 

（O 年 O 班） 
 

連絡電話  

電子信箱   

緊急連絡人  關係  

聯絡方式 
行動電話： 

電子信箱： 

 

學生正反面或相關就學證明影本 

 

 

 

 

 

黏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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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小朋友，請讓我們更了解你！ 

（請小朋友自行填寫） 

1.你曾經來過故宮南院嗎?覺得故宮南院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呢? 

 

 

 

 

2.請簡單介紹你自己。 

 

 

 

 

3. 為什麼想成為南院的小志工? 

 

 

 

 

4. 請與我們分享：你曾經感到最快樂或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