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徵召
有種夥伴
環境友善種子

環境友善種子有限公司，簡稱「友種團隊」。

友種相信，教育是改變人心的力量與基礎，期待透過環境

教育的專業培力與產業協力，共創友善環境的社會。

 如果您充滿創意、熱愛教學、善於接觸人群、

願意守護環境，歡迎加入友種團隊！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輔導、環境教育人員培力訓練、環境學習中心經
   營管理、環境教育推廣活動、環境教育課程與解說方案之規劃執行、環
   境傳播影片拍攝。

   薪資面議。
   除了基本勞健保、勞退、年假、年終獎金，我們看重個人的學習與成長，
   因此提供專業成長訓練、員工旅遊、每年進修學習獎金。

1、應徵資料│請於2015年12月14日（一）前，將您的個人CV、畢業證書、工作
   成果、作品集或教案等相關文件，寄至友種信箱service@friendlyseed.com.tw

2、e— mail主旨│請於主旨註明「應徵—職務名稱—姓名」。 若您對每項工作
   都很有興趣，您的職務可以寫多一點（如：應徵—中心/國際/環推—王小明）。
   確認收件後我們會回覆訊息，若您沒收到回覆，請來電確認。

3、面試通知│通過書面審查者，預定於2015年12月21、22日安排面試與試教。
  （應徵職務為前三項者，面談時請準備一份完整教案，並進行5 ~10分鐘試教）

4、錄取通知│將以電話與e— mail通知。

友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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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
福利

徵聘
流程

環境友善種子
S   EDe

riendly

地  址│ 11673台北市文山區景福街41-1號
電  話│ 02 - 8663 - 3010
官  網│ http://www.friendlyseed.com.tw/
粉絲團│ https://www.facebook.com/friendlyseed

 職責  執行自然中心環境教育計畫（海洋/地質/森林）
 地點  台北 或 高雄壽山
 出差  視工作需求能配合出差
 上班  週休二日，視工作需求能配合週末上班

 **本專案採取年約制度 
 工作內容
 1、海洋/地質/森林環教課程設計、執行、評估與修正。
 2、環境教育設施場域認證規劃與申請。
 3、報告書彙整與編撰。

自然中心部 專員2位

 職責  規劃執行遊學活動與環教人員培訓
 地點  台北
 出差  視工作需求能配合出差（台灣或大陸）
 上班  週休二日，視工作需求能配合週末上班，
          且能連續出差一週

 **本專案採取年約制度
 工作內容 
 1、台灣環境教育遊學活動規劃與執行。
 2、赴國外規劃與辦理環境教育人員培訓。
 3、彙整、翻譯國外環境教育重要文獻與資料。

國際事務部 專員1位

 職責  執行環境教育推廣計畫
（合作對象包括政府單位、企業夥伴、非營利組織等）

 地點  台北 
 出差  視工作需求能配合出差
 上班  週休二日，視工作需求能配合週末上班

 **本專案採取年約制度
 工作內容 
 1、環境教育人員培訓規劃與執行。
 2、環境教育活動規劃與執行（到校推廣、戶外教學）。
 3、創業與行銷活動規劃與執行。
 4、報告書彙整與編撰。

環境教育推廣部 專員1位

 職責  美術編輯、網站管理與行政協助 
 地點  台北
 出差  視工作需求能配合出差
 上班  週休二日，視工作需求能配合週末上班
 工作內容 
 1、執行各專案視覺與相關文宣品設計及輸出。
 2、執行網站管理與維護。
 3、協助專案行政協助。

美編與行政 專員1位

 部門專員基本條件 

1、環境教育相關科系畢業或
   相關領域工作經驗，如教
   育、自然資源、大眾傳播、
   觀光休閒、探索教育、環
   境解說、社區營造或生態
   旅遊等相關系所畢業者。

2、具一年以上教育課程規劃
   與實務執行工作經驗。

 加分條件

1、自然中心部專員：
   具海洋/地質/森林相關背
   景或工作經驗者。

2、國際事務部專員：
   具第二外語能力，英文或
   日文尤佳。熟悉台灣生態
   旅遊。

3、環境教育推廣部專員：
   一年以上環境教育規劃或
   現場教學執行經驗。

4、具汽車駕照並可實際駕駛
   上路者。

5、熱衷探索新事物，願意學
   習陌生的知識領域（請於
   面談時分享您最近的學習）。

6、能獨力完成工作，並擅於
   與人溝通協調（請於面談
   時分享您過去獨立完成的
   工作，以及與團隊合作完
   成的工作有那些，讓我們
   能更了解您）。

 美編與行政專員基本條件

1、視覺傳達設計科系畢業，
   或相關領域工作經驗者。

2、具一年以上設計與實務執
   行等工作經驗佳。

3、請附上個人作品集。

* 以上專員預計於 2016年1月4日（一）到職，實際會依現況作彈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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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種應徵職務│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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