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桃園地景藝術節 

藝術家創作工作坊-志工招募 

20190611 

【活動說明】 

桃園地景藝術節創辦於 2013 年，以桃園的自然景觀及人文資產為基礎，

透過豐富多元的藝術展演活動，讓大家以嶄新視角看待土地和環境，以及生態

發展、人文特色及歷史足跡。2019 桃園地景藝術節訂於 2019/9/6 至 9/22 舉

辦，展覽場域將轉進八德區，以閒置多時而今規劃為森林公園 的「保一總隊大

湳舊營區」為核心展區，並向外擴延至週邊的陂塘生態區及桃園市兒童美術

館。本屆邀集國內外藝術家駐地創作或與民眾合作共創，亦將規劃一系列與在

地化、歷史記憶與生活環境相關的藝術體驗和參與活動，希望串連起桃園的自

然、人文甚至情感脈絡，打造一個探索地方過去也思考共同未來的地景藝術

節。 

【服務期間】2019 年 08 月 05 日（一）~08 月 28 日（三）  

 

【服務時段】如工作項目，如跨越午餐，則含用餐休息時間。 

    *服務時段依不同藝術作品工作坊安排進行排班。 

 

【服務地點】桃園八德大湳森林公園(桃園市八德區重慶街 36 號)、桃園市兒童

美術館(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 728 號) 

 

【服務內容】 

由 2019 桃園地景藝術節參展之國內外藝術家，於創作期間規劃工作坊，開放

並邀請在地大專院校學生或社區民眾，以志願方式共同參與，透過藝術家工作

坊的設計、在地社群的參與，一同完成藝術作品。  

 

【工作項目】 

藝術

作品 

人數 服務期間 服務內容 專長/其他需求說明 工作 

地點 

A 30 8/5(一)-

8/9(五) 

09:30~17:00 

✓ 藝術作品創

作製作協力 

✓ 有藝術創作、水泥石膏翻

模活動參與經驗的高中或

大專院校學生為佳。 

✓ 有藝術創作活動參與經驗

者佳。 

✓ 須能全程參與。 

大湳森

林公園 



B 20~

36 

8/14(五)、

8/16(日)、

8/18(二) 

13:00~17:00 

擇日排班 

✓ 藝術作品創

作製作協力 

✓ 有藝術創作、水泥石膏翻

模活動參與經驗者佳。 

✓ 於工作坊期間，依排班時

段出席。每人至少須排班

1 時段。 

大湳森

林公園 

C 10~

15 

8/6(四)-

8/12(一)、

8/14(三)~8/28

(五)擇日排班 

✓ 藝術作品創

作製作協力 

✓ 有藝術創作活動參與經驗

者尤佳。 

✓ 因創作期有協助藝術家搬

運物品，或趴坐地板黏貼

物件需求，建議請評估體

能狀況報名參與。 

✓ 於工作坊期間，依排班時

段出席，能全程參與者為

佳。 

桃園市

兒童美

術館 

 

 

【志工福利】 

1. 工作期間供應午餐、飲用水，本館將負責服務期間保險相關事項。 

2. 提供出席時數達 80%者，志工參與感謝狀。 

 

【報名方式】 

即日起至 2019 年 7 月８日（一）前填妥本館指定之報名表（如附件）郵寄至

（334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 728 號 6 樓，桃園市立美術館曹先生收，以郵

戳為憑）或 E-mail 至指定信箱（桃園市立美術館曹先生：

enwei8006@gmail.com），並載明主旨「2019 桃園地景藝術節藝術家創作志

工報名__（附註姓名）」。 

本次志工報名採書面資料審查制，符合者以 E-mail 或電話通知入選者，請報名

者確認提供聯絡資訊之正確性，若無法及時取得聯繫回覆，則取消報名資格。 

 

【注意事項】 

1. 須自備交通工具至工作現場。 

2. 經報名通過確認並完成排班，請遵守準時出席、不無故未到。若遇緊急情

況，務請於原定到勤時間一日前通知志工聯絡窗口。 

3. 值勤當日如遇天然災害，依據桃園市政府所發布之停止上班上課訊息，暫

停乙次。 

4. 服務期間中途退出或終止服務者，將撤銷其資格。 



5. 若對藝術創作工作坊志工招募有任何疑問，請先 email 至指定信箱（桃園

市立美術館曹先生：enwei8006@gmail.com）洽詢，或電洽（桃園市立

美術館教育推廣組 曹先生，電話：03-2868-668#8006）。 

 

關於 2019 桃園地景藝術節 

【活動期間】 

2019 年 09 月 06 日（五）~09 月 22 日（日） 

平日 10:00~20:00，假日 10:00~20:30 

【活動地點】 

桃園八德區大湳森林公園、桃園市立兒童美術館、西坡陂塘生態公園、溪濱公

園和中大公園等地。



 

 

       桃園市立美術館 

           2019 桃園地景藝術節 藝術家創作工作坊 

                 志工申請報名表 

姓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請黏貼 2 吋照片一

張) 
電話    手機  身分證字號  

緊急 

聯絡人 

 關係  緊急聯絡人 

聯絡電話 

 

E-mail  

通訊 

地址 

 

學歷 學校科系                                                     □畢業/□在學                                                           

志工服

務經歷 

1.有無志願服務紀錄冊：□有   □無 

2.有無參與過志願服務的工作：□有（請回答第 3 題）   □無 

3.機構名稱：             

  服務期程（服務多久？）：          

  服務內容概述：                   

創作經

歷 

1.創作年資：□無 □有，      年   

2.有無參與藝術家創作工作坊：□有（請回答第 3 題）   □無 

3.活動名稱：            ， 服務時間：          

  服務內容概述：                   

本欄位申請者免填 

收件日期：  /   /   

收件編號： 

附件 



 

可服務 

時段 

請勾選下列排班時段，以作為未來勤務安排參考(可複選)： 

□ A：8/5(一)-8/9(五) 09:30~17:00 (須能全程參與)； 

 

□ B：8/14(五)、8/16(日)、8/18(二) 13:00~17:00 (工作坊期間，依排班時段出席，能全程參

與者為佳)  

※ 請至少勾選 1 個於展出期間皆可固定配合之時段 

□8/14(五) 13:00~17:00； 

□8/16(日) 13:00~17:00； 

□8/18(二) 13:00~17:00； 

 

□ C：8/6(四)-8/28(五) 10:00~18:00 (工作坊期間，依排班時段出席，能全程參與者為佳) 

※ 請至少勾選 5 個於展出期間皆可固定配合之時段 

時段 8/7(三) 8/8(四) 8/9(五) 8/10(六) 8/11(日) 

13:00-18:00 

  
   

時段 8/12(一) 8/14(三) 8/15(四) 8/17(六) 8/18(日) 

13:00-18:00      

時段 8/19(一) 8/20(二) 8/21(三) 8/22(四) 8/23(五) 

13:00-18:00      

時段 8/24(六) 8/25(日) 8/26(一) 8/27(二)  

13:00-18:00      

時段 8/6(二) 8/28(三)    

10:00-18:00 

 
    

時段 8/16(五)     

11:00-18:00 

 
    

 

 

 

 

 

 

 

 

 

 

※本表格可自行調整大小；可用打字或手寫填寫 

 

請自行黏貼身分證影本 

（背面） 

 

請自行黏貼身分證影本 

（正面） 



 

個人經驗/工作經歷 (300 字以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