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106年第1次志工幹部會議記錄
一、 時間：106年2月19日(日)上午9：30
二、 地點：第二科學教室
三、 主席：王夢龍

列席：謝玉鈴、廖淑芬

四、 出席：如簽到單

記錄：胡慧明

五、 主席致詞
1. 今天的討論議題有106年志工表揚會及80歲資深志工慶祝會，另外各區組長報告
內容請簡單扼要。
六、 業務宣導
1. 榮譽卡：新申辦的榮譽卡已製卡完成，尚未領取的夥伴請記得攜帶舊卡到志工
室簽領。
2. 在職訓練：本年度第一次在職訓練將於2/25(六)上午舉行，8:50-9:00報到，地點：
多用途劇場，專題演講主題為「賞紋-野生秋海棠育種和種原保存特展」策展理
念與展示精華，由生物學組胡維新助理研究員主講，請提醒已報名夥伴準時參
加。
3. 教育訓練：
(1) 講題：「人類的演化」，講者：劉德祥主任，時間：2/20(一)9:00-12:00。
(2) 講題：「敦煌風華再現」特展，講者：劉憶諄研究助理，時間：
3/13(一)9:00-12:00。講者：李作婷博士，時間：3/13(一)14:00-17:00，無需
事先報名，請於上述時間至國際會議廳藍廳簽到參加。
4. 105年度第5次志工幹部會議：第5次志工幹部會議紀錄已核定並於官網志工家族
公告，歡迎參閱瞭解。
5. 跨區見習：上半年跨區見習共有7人申請，將於3月初進行見習活動，時間會另
行個別通知，請準時參加。見習結束請繳交見習心得，字數600字以上。
6. 區域聯誼：上半年區域聯誼補助申請日期為3月15日至3月30日。補助費用標準：
(1)1-10人，補助金額1,000元。(2)11-39人，補助金額1,500元。(3)40人以上，每
人補助金額40元。
7. 志願服務紀錄冊申請：3月5日至3月15日，對象：新進志工，將於新進志工進階
講習當日進行調查。
8. 新進志工進階講習：時間：3月5日(日)，地點：國際會議廳藍廳。
9. 志工室置物櫃：購置經費15萬，預計上半年完成設置。
10. 物理世界展區志工徵募：科學中心4樓物理世界展區未來將採場次控管營運，需
要大量志工協助。近期會徵募一批新志工，專門協助該展區營運，值勤內容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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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定點展品操作及解說、現場秩序維護等相關工作，屆時開始徵募時煩請大家
廣為宣傳。歡迎對該展區有興趣的志工夥伴，即日起至志工室申請新增一個值
勤區域。
11. 志工夥伴在值勤或在館裡有任何問題或狀況，請即時向同仁或輔導員反映，俾
便儘快處理。
七、 前次會議未決事項（執行情形一覽表）
序
案由
執行情形
號
經向營運典藏與資訊組徵詢意
1 建議在太空劇
場、科學中心增 見。公服科表示：科學中心設置
設哺乳室，以利 處，擬請科教組志工室提供設置
觀眾使用。
地點，並將擇期現勘，若符合行
政院衛生福利部設置及管理標
準，擇另簽辦。
太空劇場表示：太空劇場內並無
水源（洗手設施）之多餘空間，
且觀眾屬性為團進團出性質，建
議引導至行政中心之哺乳室。
2 建議「洗手間增 經向秘書室徵詢意見，羅副館長
設適合幼兒使
表示：本年度將由工務科擇一處
用之洗手台」及 洗手間，會同公服科試作友善環
「蹲式廁所增
境改善，之後將逐步推廣至全館
設扶手，以利年 之洗手間。
長者或關節受
損之觀眾使
用」。

組室回應(建議解除列
管或建議結案)
已提供公服科設置地
點一樓或五樓，本案建
議結案。

結案。

八、 各區組報告
1. 服務台 施慶昇
 有志工反映未收到志工室所傳送的電子郵件訊息。
〔玉鈴〕可能有志工的信箱更動，請未收到訊息的志工打電話至志工室修正電子郵
件信箱。
2. 立體劇場 蘇廣英
(1) 往後幹部會議開會時，請先至志工室刷卡後，再由館內通道前往第二科學
教室開會，不要造成立體劇場9:20入場時之混亂狀況。
(2) 立體劇場假日班值勤志工夥伴是否可以三方互調？
〔玉鈴〕假日班調班方式基本上不建議三方互調，建議可用一方請假、一方補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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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解決；另值勤當天的調補班應於前日晚上12點前於系統上操作完成，
值勤當天系統設定是無法進行調補班動作，可以打電話至志工室請行政志
工處理。
〔夢龍〕請假是難免的，請假如果有補班應可抵銷，不影響續任。
3. 鳥瞰劇場 蔡嬿嬌
(1) 請說明區域聯誼經費核銷規定事宜。
(2) 歡迎志工夥伴及親朋好友蒞臨鳥瞰劇場，免費觀賞本年度新播放精心拍攝
製作的影片，片名：鳥瞰龜山島，本片可團體預約英、日語配音版。
〔玉鈴〕區域聯誼經費核銷僅需填寫申請表及領據，不需發票。
4. 展館服務 連曾明
 志工休息室置物櫃鑰匙大都不見了，無法上鎖，重要物品無法安心放置。
請館方另配鑰匙，或使用備用鑰匙。
5. 門口驗票 陳國展
(1) 請假問題應請工程師修正原始程式。
(2) 門口驗票志工反映，提出的意見館方不重視，請館方解釋。
(3) 科學中心到年底均免費進場，門口驗票志工會全力配合。
〔玉鈴〕
(1) 有關未回應志工的意見，會後再去瞭解一下是指那一部份。
(2) 科學中心朝向免收費進館，是館方的未來政策。但物理世界展示區會採取
人數及時間管制，一日7場，以保持觀眾參觀品質，觀眾在科學中心入口領
取各場次入場券，請門口驗票志工協助發放。
6. 芝麻開門 程春鳳
(1) 二期常看到觀眾攜帶麥當勞飲食入場，是否可請麥當勞提醒觀眾勿將飲料
帶入展館。
(2) 志工室二樓休息室跳蚤市場的貨品，有些放置了二、三年，無人問津，是
否要淘汰？建議貨品可設定擺放時限，超過擺放時限，請原主人收回或授
權志工室處理。
〔夢龍〕
(1) 個人用品（用過的衣、鞋）不宜拿至跳蚤市場陳列。跳蚤市場放太久的東
西授權請志工室處理。
(2) 請志工室協調麥當勞宣導不要把食物帶出。
7. 展場導覽 尚志英
(1) 假日班志工遇到連續假日的彈性上班日，常有工作在身，當日要上班，造
成值勤上的困擾，建議連續假日的彈性上班日開放空班。
(2) 分享大師視野講座固定在星期五下午舉辦，致使星期五下午班志工均無法
參與，可否不要只固定同一時段，或有其他方式可以參與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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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區域聯誼是先辦完再申請經費嗎？
〔玉鈴〕
(1) 區域聯誼補助經費是固定的，只需填寫活動申請表及收據。
(2) 連續假日的彈性上班日一直以來皆為以空班設定。
8. 自然學友之家 李香林
(1) 分享大師視野講座DVD，可至科技部官網觀看，科技部官網更新迅速。
(2) 自然學友之家試行入場年齡降低，開放小一、小二由家長陪同可以進場，
每一家長可帶2名幼童（複式顯微鏡不開放）。安親班老師帶領則仍維持三
年級以上。
9. 生物學組（動物） 王曉秀
 動物學組組內六畜平安，但目前台灣2隻腳的動物不太平安，請大家在日常
生活上多注意相關的資訊，以維個人健康。
10. 地震教育園區 曾南馨
(1) 目前新進志工招募為每年5-6月、11-12月，職前講習及現場見習則在1-2月
及7-8月，而志工榮譽卡之申請需滿3年，但不包括職前及見習時間，致新
進志工在3年後申請榮譽卡時有一段權益空窗期（約3-4個月）。
(2) 建議將新進志工招募、職前講習及現場見習時間提早到每年6月底及12月底
前完成；或函請志工榮譽卡製發單位放寬新進志工申請條件。
〔夢龍〕進階訓練完成即授與志願服務證，參與值勤。建議見習期間應計算值勤時
數。
〔淑芬〕
(1) 根據志願服務法第九、十二及十五條規定，志工義務為參與教育訓練(包括
基礎訓練及特殊訓練課程)，又根據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之管理辦法第
二條規定志工完成教育訓練者後，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發給志願服務證及
服務紀錄冊。故按規定值勤時數於志工領到記錄冊後始可列入，而本館於
實習期間的時數在完成實習後都會予以追認登錄。
(2) 榮譽卡申請作業承辦單位為台中市社會局志願服務推廣中心，榮譽卡申請
條件為:1.新進志工服務滿3年300小時，2.舊卡到期前1個月始可送件。故，
依照本館新進志工招募作業期程(1月及6月共2梯次)及服務滿3年300小時
條件，以及因每次申辦時送件常達200餘件，除列名冊外，紀錄冊、值勤時
數、照片等都需一一核對，資料整合工作繁瑣等作業因素外，同時考量志
工室人力有限以及機關統一送件原則下，榮譽卡申辦仍維持原期程。每年2
次，6月、12月收件，7月、1月領取。但夥伴如有急用，可與志工室聯絡，
志工室仍會協助先行登錄時數、個別造名冊，由志工自己進行送件作業。
11. 地震教育園區 曾英雄
(1) 921地震教育園區志工反映，園區教育訓練課程建議能安排專家學者做較專
4

業深入的介紹與教學課程，甚至如有機會本館方面也能給予支援協調相關
單位，讓志工能參訪或學習。
(2) 建議參訪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
12. 地震教育園區 劉清祥
(1) 去年甫成立「關懷小組」服務以志工幹部為主，尤為高齡退休者，小組運
作與惜福基金之關連性為何？
(2) 惜福基金建議喪祭部分調為奇數，以符民風。
(3) 志工幹部會議乃反映各展場及部門實務意見，希望官方主管出席指導，俾
以有效率瞭解及解決第一線問題。
(4) 幹部會議會場投影幕前不宜擺主席台，角度不便，宜調到對面。
(5) 志工提案宜適時追蹤，結論公告周知，或個別以E-mail告知提案志工處理
結果。
〔淑芬〕關懷組成員由現任、卸任幹部及有意願的志工加入，關懷的對象為全體志
工。目前喪祭若為志工本人則致贈花籃，沒有奠儀奇、偶數問題；如為志
工直系親屬，台中市致送電子輓聯，外縣市則以輓聯寄送。
13. 斷層保存園區 蕭麗鈴
 歡迎大家有空過來走走。目前園區志工人數較少，大家都能和樂相處。
14. 鳥園生態園區 謝麗燕
 鳥園位處鹿谷，最近大家可能有禽流感的疑慮，過一段時間歡迎大家去走
走。
15. 製陶演示 王儷砡
 製陶演示區地毯損壞，建議換新。
〔夢龍〕有幹部提議以後開會時請相關單位的主管列席指導，可即時解答志工的問
題。我們也有邀請相關單位參與，但長官們都非常忙，故無法出席指導。
〔玉鈴〕幹部會議紀錄簽呈基本上皆至館長層級，包括副館長、主秘都會看到這份
紀錄。而長官也都很重視志工的意見，建議事項經評估後在經費、時間許
可都是可以採納並實行，以創造本館提供更優質的服務予觀眾，建立更好
的形象，這也是志工及館員未來一致的努力方向。
〔夢龍〕我們對於志工意見的處理態度非常嚴謹，紀錄一定會呈到館長層級，並會
知相關部門，提出處理辦法。
16. 總務組 王儷砡
(1) 惜福基金結餘153,987元，各區組長可至總務組察看詳細收支帳目。
(2) 新任幹部如欲申請費用，請至志工室填寫申請表，背後黏貼收據。
九、 綜合答覆
公服科 段素芬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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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館內管制線更動，麥當勞位於管制線外，二樓到地下室的樓梯及數與形展示區
外均無人管制，一樓綜合服務中心也可飲食，麥當勞也採行將團體訂餐打包引
導至雅園用餐。所以請每位值勤的志工都能幫忙勸導觀眾不要在室內用餐，同
時引導觀眾到可以用餐的地點。
2. 科學中心空間不足，無法設置哺集乳室，請志工夥伴協助向觀眾說明，並引導
至行政中心使用。
十、 討論議案
1. 80歲資深志工慶祝會討論。
(1) 時間：4月23日(日)中午，以茶會方式辦理。
(2) 地點：志工休息室。
決議：通過。
2. 下次會議時間：106年4月8日(六)上午，國際會議廳藍廳。
3. 「106年志工表揚會」活動籌備討論。（詳見表揚會工作區組輪換順序）
〔玉鈴〕
(1) 志工表揚會為志工室年度大事，去年會議已將工作分配排程到112年。今年
會場佈置是展館服務；遞獎人員為優惠卡服務台；接待人員太空劇場；主
持人由植物園黃鈴華志工擔任。明、後年（107、108）要請地震教育園區
幫忙協助。
(2) 常態的工作項目如會前準備、程序說明、會場佈置、攝、錄影、音控等，
負責區組請見附件一。
〔春鳳〕
(1) 會場佈置由展館服務負責，依照慣例會有一個布置的主題，布置重點可詢
問幼兒園或活動組。
(2) 遞獎人員需4-8人，請於4/8開會前確認名單。
(3) 接待人員名單也請於4/8確認，太空劇場未曾做過接待，請活動支援及芝麻
開門多派2人支援。
(4) 主持人的工作包括唱名、帶動整場的活動氣氛，一個人主持責任非常重，
可考慮由2人負責。請主持人參加4/8會議。
(5) 請志工室於3月初將各區得獎名單發給各區組長，得獎名單請列出志工編號，
以免同名的困擾。3/31日各區組長請確認要上台領獎的名單，傳至Line群
組的記事本內。4/8日開會時可再討論。
(6) 程序說明由志工行政負責。
(7) 歷年會場佈置的植物均由植物園提供，請苗圃及植物園先協助挑選適合的
植物，並開始細心照顧這些植物。4/8日會後，請相關會場佈置人員-展館
服務區組長、幹部、隊長及活動組去苗圃挑選適合在會場擺放的植物。
(8) 攝、錄影，音控因屬專業技術，負責人皆為歷年來固定的人員。表揚會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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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工作請在4/15日全部到位，powerpoint於4/15日確定後，所有的人員及項
目不要再異動。
(9) 社團表演由何美津老師負責聯繫；高中志工表演節目請志工室連絡。確認
表演節目後，4/8日再討論節目流程。
(10) 表揚會工作傳承，107年負責區組可派1-2人見習觀摩，105年負責區組也會
派1-2人支援。每一工作都會有前後3個年度的人員一起幫忙。
〔夢龍〕
(1) 請各區組長敦促志工多多參與表揚大會，名單確認後一定要出席，避免會
場空位太多。
(2) 請各區組長參考「志工年度表揚會工作區組輪換順序」表，明年負責工作
的區組派員見習。
十一、 臨時動議
1. 展館服務 連曾明
志工室報告中請志工伙伴在值勤中有問題或狀況，即時向同仁或輔導員反映，
事實上館方人員反應往往無法讓志工滿意。建議每區組成立Line群組，邀請主
管科長派員加入，蒐集組員內意見呈請主管協助解決，並請將解決方案在Line
上回覆。
〔夢龍〕志工室淑芬、玉鈴很願意加入各區組的Line群組，隊長也一定會加入，都
可以將志工意見轉達給主管單位。各區組長也可邀請館方人員加入，但不
要勉強。
十二、 散會 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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