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一期寬尾鳳蝶班解說員培訓簡章 
 

一、宗  旨：台灣蝴蝶保育學會為推動蝴蝶生態研究、保育、教育、推廣工作

而成立，為持續推動蝴蝶生態教育及生態保育理念宣導，蝶會需

要更多有心之士共同參與，特此推動一年一度之『寬尾鳳蝶班解

說員培訓』計畫。 

二、主辦單位：台灣蝴蝶保育學會（網址：http://www.butterfly.org.tw）     

    電話：02-2553-2322 

三、培訓時間：分四階段循序漸進式培訓。（詳閱課程表！） 

3/16～3/30【第一階段․基礎培訓課程】 

4/13～9/07【第二階段․專業培訓課程】 

09/21【第三階段․自我檢測】 

2019/10/01～2020/12/31【第四階段․解說實習課程/服勤】 

四、參加資格：年滿十八歲，喜愛大自然，對於推動蝴蝶生態保育解說工作有

興趣與犧牲奉獻熱忱之社會大眾，本會志工及會員享優先報名

權利。 

五、培訓名額：30 人。 

六、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8 年 2 月 24 日（日）止。 

七、報名方式：填妥附件報名表格，以傳真 (02)2553-2112；E-mail：

butterfly@butterfly.org.tw或親自至蝶會繳交；聯絡電話：02-2553-2322  

八、面談時間：3 月 08 日(五) 晚上於本會會館進行，面談時段本會另行通知。 

九、報名費用：本培訓課程參加學員需繳交學習金新臺幣 3,000 元（面談錄取

後現場繳交，內含學雜費 1,800 元及保證金 1,200 元，完成培訓後保證金全額

退還！）。 

十、解說員權利與義務： 

※權利部分： ◎定期參與解說員進修課程與聯誼活動 

       ◎參與蝶會活動及購買商品享志工優惠價 

       ◎經結業授證之解說員，學會授予蝶會解說背心及榮譽徽章乙式 

 ※義務部分： ◎每季輪值週日賞蝶導覽活動乙次 

     ◎機動性支援會務推廣活動，含週日帶隊整年度達 24 小時 

     ◎協助定期之蝴蝶資源調查與環境監測工作 

      ◎在生活周遭發揮影響力宣揚蝶會理念，並協助會員招募工作 

http://www.butterfly.org.tw/


 

十一、注意事項： 

1.學雜費主要支付講師費、場地水電、戶外課程保險、講義及相關行政雜支。

餐飲部分需自理；戶外課程之食宿交通費用視實際狀況由學員分攤。 

2.每階段課程結束需通過考核（考核標準詳見課程表說明），始有資格進階至

下階段課程；未達標準者取消受訓資格，學雜費及保證金轉為本會保育基金，

恕不退還。 

3.保證金退還辦法：通過第四階段考核成為正式解說員後全額退還。 

4.如招生名額不足 10 人，本期取消開班。蝶會保有開班權力，將在 03/07(四)

面談前一天在蝶會網站公佈。 



 

第二十一期寬尾鳳蝶班解說員培訓課程表 

 
【第一階段】基礎培訓課程 

 
日期 時間 課  程  名  稱 學分 課  程  內  容 地點 

3/16 

(六) 

0900~0930 蝶會會務 2 蝶會理念及會務工作推動 

蝶會會館 

0940~1200 
開啟人生的另一扇窗 

台灣蝴蝶資源與保育 
8 

志願服務倫理與態度 

台灣重要蝴蝶資源、保育及

應做的方向 

1330~1430 認識好夥伴 1 新進夥伴彼此認識 

1440~1700 與蝴蝶做朋友 5 

漫談蝴蝶觀察入門 

體驗蝴蝶生態之美 

蝴蝶形態、分類等基礎介紹 

3/23 

(六) 

0830~1130 認識劍南路棲地 4 戶外實地參訪-劍南路 劍南蝶園 

1330~1430 小組時間 1 分組討論及分享 

蝶會會館 
1440~1700 劍南蝴蝶棲地經營推廣實務 5 

介紹劍南蝴蝶步道棲地經

營、保育策略及校園和社區

推廣 

3/30 

(六) 

0830~1130 賞蝶初體驗 4 戶外課 芝山岩 

1330~1430 小組時間 1 分組討論及分享 
蝶會會館 

1440~1700 政府保育政策 5 政府保育政策相關內容介紹 

☆考核標準☆ 

1. 以上第一階段之基礎培訓課程合計 36 學分，學員最低累計學分數需達 29(含)學分以上。

尊重講師，請務必準時上課。若上課遲到(早退)30~60 分鐘，當堂課學分減半；若遲到(早

退) 1 小時以上，則該課程學分只剩 1 分。 

2. 基於蝶會解說員所應具備之使命為推廣蝴蝶生態保育觀念以及宣揚蝶會理念宗旨，進入

第二階段研習之學員必須具備蝶會會員身分。 

※ 符合上述 2 項者始有資格進階至第二階段專業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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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專業培訓課程 (教材：台灣常見的蝴蝶圖鑑) 
日期 時間 課  程  名  稱 課  程  簡  介 地 點 

4/13 

(六) 

0830~1130 戶外主題研討 賞蝶再體驗 貴子坑 

1330~1430 小組時間 分組討論及分享 
蝶會會館 

1410~1700 蝴蝶分科漫談 鳳蝶、粉蝶解說研討 

5/11 

(六) 

0830~1130 戶外主題研討 賞蝶再體驗 軍艦岩 

1330~1430 小組時間 分組討論及分享 
蝶會會館 

1440~1700 蝴蝶分科漫談 蛺蝶(一)解說研討 

6/15 

(六) 

0830~1130 戶外主題研討 操網原則與斑蝶標記 大溝溪 

1330~1430 小組時間 分組討論及分享 
蝶會會館 

1440~1700 蝴蝶分科漫談 蛺蝶(二)解說研討 

7/13 

(六) 

0900~1200 蝴蝶分科漫談 弄蝶解說研討 

蝶會會館 1330~1430 小組時間 回傳表介紹 

1440~1700 室內主題研討 昆蟲的保育 

8/10 

(六) 

0830~1130 戶外主題研討  賞蝶 白鷺鷥山 

1330~1430 
小組時間 13：30~14：00 

室內主題研討 14：00~14：30 

分組討論及分享 

(蝴蝶書籍介紹) 蝶會會館 

1440~1700 蝴蝶分科漫談 灰蝶解說研討 

9/07 

(六) 

0830~1130 戶外主題研討  分組解說演練 象山 

1330~1430 小組時間 分組討論及分享 
蝶會會館 

1440~1700 導覽解說實務 如何當解說員和應該如何解說 

☆考核標準☆ 

1. 以上第二階段之專業培訓課程上下午共計 12 次，至少應出席 10 次。 

2. 除以上課程，應觀摩週日賞蝶帶隊達 6 次以上，擔任行政志工協助會務至少 8 小時(不含設攤宣

廣、大型蝶舞嘉年華活動)。 

3. 一年一度「數蝶日」、「北部-蝶舞嘉年華」需參加並支援擔任志工協助活動並宣導蝴蝶生態保

育理念。 

4. 期末心得報告：於 09/15 前繳交"蝴蝶自然觀察記事"或"蝴蝶與環境保育心得"一篇(書面或電子

檔皆可)。 

※ 尊重授課講師，上課中禁止拍照和錄影。 

※ 撰寫心得報告請尊重智慧財產權，引用他人資料未註明出處者不予計分。 

※ 符合上述 4 項者始有資格參與第三階段「自我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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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自我檢測 

日期 時間 課  程  名  稱 課  程  簡  介 地點 

09/21 

(六) 

0900~1200 考核及檢測 
分標本辨識、即席解說、分

組座談三部分 
蝶會會館 

1330~1600 期末心得報告 
"蝴蝶自然觀察記事"或 

"蝴蝶與環境保育心得" 

☆考核標準☆ 

1. 期末心得報告製成簡報檔上台報告，限時 5 分鐘。 

2. 自我檢測成績標準：總分 100 分(標本辨識 40 分、即席解說 30 分、分組座談 15 分、期末心得

報告 15 分)，考核成績達 70 分以上者(標本辨識需 20 分以上)，即成為寬尾班實習解說員。 

※ 符合以上２項考核成績標準者，始得以參與第四階段「解說實習課程/服勤」。 

 
 
 

【第四階段】解說實習課程/服勤 (2020 年) 
 

月份 星期 時間 課程內容(戶外) 注意事項 

1～3 月 日 0830~1200 週日賞蝶排班實習帶隊(第 1 季) 由當日主領隊評分考核 

4～6 月 日 0830~1200 週日賞蝶排班實習帶隊(第 2 季) 由當日主領隊評分考核 

7～9 月 日 0830~1200 週日賞蝶排班實習帶隊(第 3 季) 由當日主領隊評分考核 

10～12 月 日 0830~1200 週日賞蝶排班實習帶隊(第 4 季) 由當日主領隊評分考核 

2019/10 

~ 

2020/12 

(六) 

~ 

(日) 
0830~1200 教學組解說員進修教育 以例行賞蝶導覽路線為主 

☆考核標準☆ 

※ 符合上述每季週日賞蝶排班實習帶隊１次，並參與教學組解說員進修課程 9 次 (含) 以上者，並繳

交實習課程心得報告乙份者，於會員大會頒授正式寬尾解說員證書及解說背心。 

※ 教學組解說員進修課程，單月第四週六、雙月第三週日，自 2019 年 10 月到 2020 年 12 月共計

15 次，至少參與 9 次 (含) 以上者。 

※ 2019 年 9 月第三階段考核通過者即可開始參加 2019 年 10 月進階課課程。 

※ 週日實習帶隊須實際上場解說並經當天主領隊評分考核，及格者方得以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