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志工總隊設置及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27 日科展字第 10203002520 號函簽核實施
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25 日科展字第 11003000130 號函修訂實施

一、宗旨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以下簡稱本館）為運用熱心服務社會之人力資源，挹
注本館服務人力，招募並組成志工總隊，實現社會教育機構提供志工參與、服務、
學習機會，進而激發民眾探討科學的興趣、提升本館服務品質，特制定本要點。
二、組成
志工總隊由全體志工組成，下轄三個大隊，包含第一、二大隊及支援大隊；
第一大隊及第二大隊下設八個組，支援大隊下設六個組。經由選舉產生總隊長及
大隊長，由大隊長及本館共同邀請，符合資格者擔任組長，協力合作推動各項觀
眾服務工作。
三、資格
（一）年齡：
凡年齡滿 20 歲至 80 歲者，志願參與本館展場營運服務及教育推廣活
動，經本館招募並通過實習考核者核發志工證，成為本館正式志工。
（二） 身份：
志工總隊依任務需求區分為正式志工、儲備志工。
（三） 服勤時數：
1.正式志工：平、假日皆可服勤；年度服勤時數達 120 小時（含）。
2.儲備志工：鼓勵在職教師或專業人士，於平假日服勤，年度服勤時數達
60 小時(含)。
（四） 榮譽志工：
1.志工於本館服務滿 5 年以上，且年齡屆滿 80 歲(含)以上者，經年度志
工大會嘉勉表揚，榮升為本館永久榮譽志工。
2.榮譽志工毋須繼續值班服勤，且得享有本館志工各項福利。
四、組織
志工總隊設總隊長、大隊長、副大隊長、組長。
（詳附件 2：國立臺灣科學教
育館志工總隊組織架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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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工及任務
（一） 第一大隊
1.組別：
(1) 週一組:固定於週一服勤者
(2) 週二組:固定於週二服勤者
(3) 週三組:固定於週三服勤者
(4) 週四組:固定於週四服勤者
(5) 週五組:固定於週五服勤者
(6) 週六組:固定於週六服勤者
(7) 週日組:固定於週日服勤者
(8) 引導組:對跨領域有興趣者
2.工作要項：
展示觀眾服務事項，諸如引導觀眾、展場動線、一般簡介、諮詢服務、
走動巡檢、展場秩序、指引活動、公益活動、工作坊、劇場放映、報到
事項、展品操作、安全性通報等…。
（二） 第二大隊
1.組別：
(1) 第一組：參與本館針對團客大型科學演示活動秀，如初探劇場。
(2) 第二組：參與本館針對偏鄉學校進行科學演示秀，如公益活動。
(3) 第三組：創新教具展櫃機動性增加展場之活絡，如移動式胖卡。
(4) 第四組：運用廚房多元性進行科學探究活動，如生活中的科學。
(5) 第五組：利用生活中常見的材料進行手作活動，如小桌子科學。
(6) 第六組：挑選展場亮點展品進行展品操作正確性，如電漿球等。
(7) 第七組：活用展場各類型活動設計體驗挑戰，如闖關體驗活動。
(8) 第八組：本館為環境教育場所需進行各類型服務，如戶外導覽。
2.工作要項：
展示觀眾服務事項，諸如科學活動、科學演示、科學導覽、解說操作、
教案活化、環境教育、團客活動、親子活動、工作坊、樂齡活動、外語
導覽、貴賓導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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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支援大隊
1.組別：
(1) 第一組：教育活動研發及志工培訓等，如研發應用。
(2) 第二組：展區資訊及維修支援及協助，如資訊應用。
(3) 第三組：配合科教巡迴至外縣市服務，如館外服務。
(4) 第四組：協助本館進行優秀志工招募，如人才招募。
(5) 第五組：針對樂齡團體進行相關服務，如樂齡學習。
(6) 第六組：支援本館各類型的展品維護，如展品維修。
2.工作要項：
支援展示營運及各大隊運作進行各類觀眾服務，諸如創新研發、活化科
普、維修處理、資訊處理、人才招募、樂齡學習、展品維修等…。
六、幹部產生及職掌
（一） 總隊長
1.產生方式：
（1） 以推舉方式競選產生，由第一大隊、第二大隊及本館，各推舉一名
具資格之人選共同參與遴選。
（2） 由本館 10 位及各大隊幹部共計 30 人選出。
（3） 應於志工年度大會召開後 10 日舉行票選，得票最高者為總隊長；
任期 1 年，連選得連任。
（4） 得視需要增設 1 名副總隊長，由總隊長及本館共同邀請，符合條件
者擔任。
（5） 總隊長因故無法繼續執行任務，則由大隊長其中一位代理職務(由
本館指派) 至任期屆滿為止。
2.資格：
（1） 累計服勤時數達 500 小時(含)以上。
（2） 本館志工連續服務經驗 3 年以上。
（3） 曾擔任過幹部者，且服務表現優良。
3.職掌：
（1） 綜理隊務。
（2） 志工總隊營運管理與發展優質服務等事項。
（3） 強化志工專業知能，建立科教志工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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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領導各大隊正常運作，協助本館開館營運。
（5） 協助新志工招募、面談、訓練及評核作業。
（6） 召開志工大會、幹部會議及相關定期會議。
（7） 隨時鼓勵志工，並代表志工總隊表示關懷。
（8） 倡導終身學習，服務人群，貢獻社會，
我為人人，人人為我之精神。
（二） 大隊長
1.產生方式：
(1) 大隊長以票選方式產生，每年於志工大會前，得由該大隊成員推薦、
自由報名登記及本館提名等方式，由本館事先公告候選人名單並由
志工大會投票選出。
(2) 第一大隊及第二大隊個別投票，最高票者為大隊長。
(3) 任期 1 年，連選得連任。
(4) 得視需要增設 1 名副大隊長，由大隊長及本館共同邀請，符合條件
者擔任。
(5) 如大隊長及副大隊長因故無法執行職務時，則由總隊及本館共同推
派。
2.資格：
(1) 累計服勤時數達 300 小時(含)以上。
(2) 本館志工連續服務經驗 3 年以上。
(3) 曾擔任過幹部，且服務表現優良者。
3.職掌：
(1) 綜理隊務
(2) 志工總隊營運管理以及優化服務事項。
(3) 召開定期會議並與本館溝通協調事項。
(4) 參與開館營運，進行多型態觀眾服務。
(5) 大隊每日營運現場人力調派輪值事項。
(6) 協助新志工招募、面談、訓練及評核。
(7) 鼓勵志工，並代表志工總隊表示關懷。
(8) 規劃年度增能工作坊及戶外參訪事項。
（三） 支援大隊：由總隊長，二位大隊長各輪值 4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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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組長
1.由各大隊長及本館共同邀請，符合條件者擔任。
2.具服務熱忱及領導能力尤佳。
3.任期 1 年，期滿經邀請得連任。
4.職掌：
(1) 邀請優秀社會人士，加入科教志工行列。
(2) 各組依屬性之不同，自行訂定任務目標。
(3) 邀請組員加入運作及跨組合作相互支援。
(4) 各組志工人力調度與辦理各類增能訓練。
(5) 透過團隊學習與合作，並增進組織和諧。
(6) 與本館共同合作一起推動各項創新服務。
七、定期會議
志工總隊定期召開下列會議並做成紀錄，會議決議經本館核定後生效。
（一） 志工大會：
志工總隊每年第一季召開志工大會，必要時得召開臨時志工大會，均由本
館相關人員列席。大會任務如下：
1.選舉志工總隊長及大隊長
2.報告隊務營運
3.年度服勤績效
4.提案討論事項
5.優良表揚志工
6.其他重要事項
（二） 幹部會議：
1.志工總隊幹部每季定期召開會議，討論隊務優化事項。
2.本館相關人員列席會議，並做成記錄，做為觀眾服務精進之參據。
（三） 組務會議：
各組成員每季定期召開會議，本館相關人員應列席會議，並做成記錄，做
為觀眾服務精進之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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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招募
（一） 依「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志工總隊設置及管理要點」辦理年度志工招募相
關事宜。
（二） 正式志工招募：
1.每年 5 月-6 月開放報名，公開上網公告進行招募新進志工。
2.實習通過後，分派第一大隊、第二大隊各組服勤。
（三） 儲備志工招募：
1.每日受理現場報名。
2.本館開放時間，親自至一樓志工招募服務處報名與面談。
3.實習通過後，分派支援大隊值勤服勤。
九、培訓
（一） 正式志工培訓：
1.基本教育訓練：館務簡介、基礎志工服務禮儀、了解館務相關政策、了
解各組室業務等課程。
2.專業教育訓練：依本館志工類別安排展場安全、服務品質、導覽實作、
展區更新等專業培訓課程。
（二） 儲備志工培訓：
1.基本教育訓練：館務簡介及基礎志工服務禮儀等課程。
2.專業教育訓練：依本館招募志工類別需求，另為安排適當的訓練。
（三） 實習課程：
為利實習志工熟稔展場服務工作，安排於基本教育訓練(及專業教育訓
練)結束後進行為期 2 個月實習，時數達 32 小時(含)以上。
（四） 進階專業培訓：
1.為維持志工服務及解說品質，視展場服務人力需求，不定期辦理。
2.包含展場安全、服務品質、導覽實作、常設展進階培訓及展區更新等專
業培訓課程。
（五） 自策特展：
本館不定期辦理自辦特展，會依個別自策特展任務需求，辦理志工招
募，相關志工培訓另依簡章事項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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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認證
（一） 對象：凡服勤具解說、導覽、演示性質之志工。
（二） 凡完成新進志工培訓、實習期滿且考核通過者，始具參與認證資格。
（三） 認證項目：以本館常設展展區為主，必要時得視自策特展需求，辦理
特展認證。
（四） 認證時間：視解說人力狀況及志工需求規劃辦理，認證時間由本館展
覽組於認證辦理日前二週公布之。
（五） 認證方式：由至少 2 位以上志工幹部，針對認證展項及區域進行評分，
加總平均為 80 分以上者始通過認證。
（六） 認證徽章：認證核可後將頒發展區認證徽章。
（七） 評分項目：
1.解說技巧佔 30 分
2.專業知識佔 30 分
3.概念銜接流暢性佔 20 分
4.語言表達佔 10 分
5.親和力佔 10 分。
十一、 福利
（一） 正式志工享有下列權利及福利：
1.發給志工證及志工背心。
2.本館提供志工服勤誤餐費。
3.本館為志工辦理團體意外保險。
4.憑證免費參觀本館常設展廳及自策特展。
5.憑證登記觀賞本館獨立售票之劇場，以未額滿場次為限。
6.憑證享有與員工同等之館內消費折扣優惠(視各家廠商提供為限)。
7.提供團體優惠票價購買特展票券。
（二） 正式志工享有其他福利：
1.本館不定期辦理戶外教育參訪，各種增能培訓。
2.每季慶生會及年度出遊、志工親子日等活動。
3.本館舉辦之演講、研習或其他活動，視情況保留部分名額供志工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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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考核
（一）考評委員會議
1.組成：設考評委員會置委員，由志工總隊長及本館展覽組組主任為
共同召集人，志工幹部代表及本館代表 9-15 人共同組成，辦
理志工考核相關事宜。
2.考評：
（1） 正式志工全年服勤時數達 120 小時(含)、儲備志工全年服勤時數達
60 小時(含)以上者，得予次年授證。
（2） 年度服勤時數未達標準，但平時表現優良，且有具體事由致未達時
數之理由者，經提送志工考評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得核予列冊通過
次年授證。
（3） 志工年資、出勤紀錄與服務態度等，做為考核相關依據。
3.輔導：志工如有服勤異常及違反本館相關規定者，初期先由志工幹部進
行輔導，經輔導無效則提請考評委員會審議。
（二） 志工獎勵
1.正式志工：
（1） 每年辦理表揚，依據各項考核結果，針對志工服務年資達一定標準、
具特殊貢獻或績效良好者。
（2） 志工服務達一定年資，其獎勵標準如下：
1 連續服務滿 3 年者，頒給銅質榮譽獎章。
○
2 連續服務滿 5 年者，頒給銀質榮譽獎章。
○
3 連續服務滿 8 年者，頒給銀質一等榮譽獎章。
○
4 連續服務滿 10 年者，頒給金質榮譽獎章。
○
5 連續服務滿 12 年者，頒給金質一等榮譽獎章。
○
6 連續服務滿 15 年者，頒給特殊榮譽獎章。
○
7 連續服務滿 15 年以上者，得提請志工考核委員會另訂獎勵方式
○

獎勵。
（3） 連續服務滿 5 年以上，且當年度年齡屆滿 80 歲（含）以上者，頒
給永久榮譽獎章及感謝狀。
（4） 凡因服勤表現良好，具特殊貢獻事蹟或擔任幹部者，頒給楷模榮譽
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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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志工於服務期間表現優良，如有對外推薦表揚機會，將依各主辦單
位甄選辦法，由本館推薦表揚。
（6） 額外獎勵項目將俟實際需要經志工考評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2.榮譽志工：
（1） 榮譽志工身心狀態俱佳，且服務熱忱，堪為志工楷模者，每年得經
本館邀請，加入支援大隊，彈性參與志工總隊內部優化運作。
（2） 志工總隊得視需要，增設榮譽隊長一名(由榮譽志工產生)，襄助志
工總隊營運；由總隊長及本館共同邀請擔任。
十三、 離隊須知：
（一） 離隊：
服務期間因故離隊，需提出申請（詳附件一：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志工總隊
志工離隊申請單），並繳回志工證及制服背心。如欲返隊，需依前項招募作
業重新審核辦理。
（二）志工資格註銷：
志工有下列情況者，應提請考評委員會審議，情節嚴重者，將註銷志工資格：
1.連續請假，時間 1 年（含）者。
2.未依規定請假，而無故不到勤，年度達 3 班次（含）以上者。
3.臨時請假，年度達 6 班次（含）以上者；經報備核准者不在此限。
4.假借本館名義，私自在外活動或招攬加入團體圖利者。
5.對外發表不實言論，有損本館形象或嚴重破壞志工團隊和諧者。
6.品行不端、怠忽職責、違反相關規定之行為，經檢舉確認者。
7.身心狀態不適合繼續服勤者。
8.其他重大違失者。
十四、 附則
志工招募、培訓認證、服勤請假、專案志工等相關規範另訂之。
十五、 本要點奉館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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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志工總隊志工離隊申請單
第一聯
組別

志工姓名

離隊日期

▌已完成繳交： □志工證

志工組長：

離隊事由

志工簽章

□制服背心

志工承辦人：

備註：
1. 志工因故申請離隊，請主動填寫離隊申請單後送交該組組長並繳交志工證及制服背心始完成離隊手續。
2. 離隊單請該組組長簽字後，送交志工承辦人後存檔備查。
3. 第一聯由申請人自存，第二聯交志工總隊及本館處理。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志工總隊志工離隊申請單
第二聯
組別

志工姓名

離隊日期

▌已完成繳交： □志工證

志工組長：

離隊事由

志工簽章

□制服背心

志工承辦人：

備註：
1. 志工因故申請離隊，請主動填寫離隊申請單後送交該組組長並繳交志工證及制服背心始完成離隊手續。
2. 離隊單請該組組長簽字後，送交志工承辦人後存檔備查。
3. 第一聯由申請人自存，第二聯交志工總隊及本館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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