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 年秋季（107-1 學期）大專生服務學習課簡章
「都市綠地生態監測團隊」培訓營
一、計畫緣起
國立臺灣博物館為全臺現存歷史最悠久之自然史博物館，過去藉博物學家的
縝密紀錄啟蒙了臺灣現代知識，臺博館所在之公園綠地更是位於首都中心難得的
美麗綠地。如今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與自然知識的普及，每位市民都有潛力為臺
博館周邊生態系的博物學家。
本計畫目標為建置「二二八和平公園」與南門園區綠地生態監測系統，博物
館周邊生態情報地圖，將都市綠地生態監測系統透過教育推廣方案建置，彙整適
合調查方法學與平台，以期未來長期推動、增加監測腹地以擴大影響力，並驗證
「綠島效應」，讓都市綠地的重要性被看見。
二、課程時間與內容
日期

時間

內容

講師

助教

地點

09:00-09:20 報到、自我介紹
09:20-09:30 計畫介紹
09:30-11:00
11:00-12:00

方慧詩

二二八公園動物介紹
維管束植物辨識與生態解說

9/15
(六)

謝昀臻

(上)

本館三樓視
聽室(東側)

午餐、交流

12:00-13:00
13:00-14:00

林俊聰

維管束植物辨識與生態解說

謝昀臻

(下)

14:00-15:00 iNaturalist APP 介紹

許正德

大遷徙
15:30-17:00

iNaturalist APP 實作- 南門園區

徐錦弘

生物多樣性紀錄

17:00-17:30 服勤規定、期末發表說明

南門園區多
功能室

方慧詩

晚餐、返家盥洗

17:50-20:00
20:10-22:00 都市角落博物學

黃瀚嶢

土銀展示館

22:00-23:30 2017 野望影展

鯨豚平台

~夜宿~

23:3007:30-08:00 報到

08:00-09:00 鳥類多樣性與觀察技巧入門
9/16
(日)

劉鎮

09:00-11:00

植物物候觀察技巧

王相華

11:10-12:40

二二八公園植物介紹、週例物候

謝昀臻

黃瀚嶢

本館三樓視

(服勤 2 小時)

普查實作(I)

蔡孟穎

許正德

聽室(東側)

二二八公園植物介紹、週例物候

謝昀臻

黃瀚嶢

普查實作(II)

蔡孟穎

許正德

午餐、交流

12:40-13:10
13:10-14:50

14:50-15:10 大遷徙
15:10-17:00 南門園區普查實作

許正德
(1hr)

南門園區多

劉鎮
許正德

9/22
(六)

14:00-16:00

從建築看台北市都市發展

凌宗魁

10/6
(六)

10:00-12:00

從地圖看台北市都市發展

黃清琦

功能室
本館三樓視
聽室(東側)
本館三樓視
聽室(東側)

成果發表
日期
12/22 (六)
(服勤 2 小時)

時間

內容

講者

14:00-15:30

228 公園生態導覽

都市綠地生態
監測團隊

15:30-16:30

228 公園歷史導覽

外語導覽團隊

16:30-17:00

心得分享、填寫問卷

全體

地點

本館三樓視聽
室(東側)

三、服務執勤地點
1. 本館&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園區（中正區襄陽路 2 號）
2. 南門園區（臺北市南昌路一段 1 號）
四、學員基本能力要求
1. 學術興趣或專長：自然科學、生物多樣性、環境資源。
2. 個人特質：對生態調查活動與生物多樣性議題有熱情，對環境議題或環
境教育有興趣。
3. 預計招收 25 名。
五、報到地點
1.
2.

第一次上課 9/15（六）請攜帶學生證至本館服務台報到(襄陽路 2 號)。
服勤時間簽到請至國立臺灣博物館-本館服務台、南門服務台。

六、個人服勤內容
1.

2.
3.

於服勤班表上服勤滿 14 小時。服勤項目可從以下選擇：
1) 建立臺博周邊綠地 iTree 資料
2) 每週日早上二二八和平公園生態普查
3) 每週日早上南門園區生態普查
4) 臺博官網環境教育頁面維護與生態普查資料 key in
5) 博物館環境教育支援
培訓營心得一篇 500 字。
期末服勤心得／都市綠地生態文章一篇 500 字以上。

國立臺灣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學生服勤注意事項：
1.
2.

服務學習學分生須全程參與 18 小時完畢，逕給予服務學習時數證明。
若無法到館服務，請於服務前 3 個工作天與推廣組陳彥云、方慧詩小姐聯
絡。

3.

執勤期間請嚴守本館之規範，請勿有傷害博物館與學校形象之行為。

4.

臺灣大學學生可依據本館核發之「服務學習時數證明」抵免服務學習學分，
但須在開學後前兩周內進行網路加選。
1)
2)

服務二：由生科系老師開設，詳情請聯絡生科系助教室吳聖傑
（02-33662496）。
服務三：由森林系余家斌老師開設，詳情請聯絡(02)33664618
Email: simonyu@ntu.edu.tw

聯絡人：
教育推廣組說明員陳彥云

(02)2382-2699＃400

yychen01@ntm.gov.tw

教育推廣組說明員方慧詩

(02)2382-2699＃466

hsfang@ntm.gov.tw

參考資料、都市綠地生態監測培訓團隊：

林俊聰
現職：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管理組 副研究員
專長：兩棲爬蟲類研究
經歷：


國立臺灣博物館動物學組 組長



國立臺灣博物館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 計畫主持人



臺灣博物館館藏哺乳類標本典藏數位化計畫 計畫主持人



「兩棲爬蟲動物：適應與保育特展」共同策展人



省立臺灣博物館研究助理

許毓純
現職：國立臺灣博物館研究組 助理研究員
學歷：國立臺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 博士
專長：植物形態學、植物分類學
經歷：

 國立臺灣博物館「以斯文豪為名」、「遇見大未來」、「愛地球特攻隊」、「植物的魔法」
等特展策展人或共同策展人。


《植物的魔法》專書作者

 國立臺灣博物館大專生服務學習課木本植物辨認觀察講師
 國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病理部技士
吳聖傑
現職：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系 助教
學歷：國立臺灣大學植物學研究所 碩士
國立臺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 博士肄業
專長：植物分類學、生態學、植物學、演化生物學
經歷：


靜宜大學生態系兼任講師

 新竹師院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兼任講師

 台灣原生植物保育協會講師
 自然步道協會講師
 荒野保護協會講師
 國立臺灣博物館大專生服務學習課程講師
蔡孟穎
學歷：臺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研究所博士
專長：植物生理生態學、植物生殖生物學
經歷：


環保署環境教育認證講師



臺灣大學普通植物學實驗教學助理



《植物的魔法》專書作者



國立臺灣博物館週日組志工



臺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研究所研究助理



國立臺灣博物館大專生服務學習課草地植物生理生態講師

謝昀臻
現職：農委會林業試驗所研究助理
學歷：國立臺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碩士
專長：植物學、演化生物學
經歷：


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遊學自然」活動講師



國立臺灣博物館大專生服務學習課維管束植物多樣性講師



第 127 梯林務局農業服務替代役



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行銷企劃

許正德
現職：
學歷：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研究所碩士
專長：植物辨識、GIS 應用分析

經歷：


農委會林業試驗所研究助理



國立臺灣博物館大專生服務學習課樹木測量講師



國立臺灣博物館快閃公民科學家活動講師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研究所研究助理

黃瀚嶢
現職： 自然插畫家、作家
學歷：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研究所碩士
專長：森林生物多樣性、繪本創作、科學插畫
經歷：


第 38 屆時報文學獎短篇小說組首獎得主



永和社大「走入荒野看見生物多樣性」講師



合著有自然教育繪本《圍籬上的小黑點》（小天下出版）



國立臺灣博物館大專生服務學習課都市自然生態講師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生物多樣性」課程講師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中心研究助理

劉鎮
現職：農委會林業試驗所研究助理
學歷：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研究所碩士
專長：鳥類生態學
經歷：


永和社大「走入荒野看見生物多樣性」召集人



永和社大生態課程講師

方慧詩
現職：國立臺灣博物館教育推廣組研究助理
學歷：國立臺灣大學動物學研究所碩士、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學位學程博士班
專長：演化生物學、動物行為學

經歷：


環保署環境教育認證講師



國立臺灣博物館教育推廣組說明員、英語導覽



國際研討會「承繼城市：增進都市襲產的理解」晚宴主持



成功高中醫學研究社精進計畫講師

徐錦弘
專長：都市動植物攝影、園藝、生態觀察與紀錄
經歷：


國立臺灣博物館置物櫃壓花設計



國立臺灣博物館粉絲臉書社團生態文章撰寫



「小小神農氏」食農計畫農田生物多樣性講師



國立臺灣博物館大專生服務學習課南門園區生物多樣性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