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een Mapmaker Registration
绿地图制图者注册表

欢迎来到绿地图，非常高兴知道您有兴趣与您的社区一起制作绿地图。我们期待您一同参与全球性的绿地图运动。

请先浏览GreenMap.org 的网页，尤其是 “Maps(地图集)”、 “Participate(参与)”以及”FAQ(问与答)”的单元，您将会发现参加绿地图的意义。虽然GreenMap.org网站以英文为主，不过您也可以在左上方的地方找到其他语言的简介、网站以及相关资源的链结。

新的绿地图制图者将可以从多年来的项目有发展以及新的绿地图之家 (Greenhouse)获得得帮助和相关信息，绿地图之家是属于制图者的专区，提供有：

• 注册与工具中心
• 合作、交流与网络
• 内容管理系统，同时也是一个动态的公众展示资源

每个在GreenMap.org 上的绿地图项目，都会透过您的地图与制图者作品集，以您的语言呈现给大众，您可以展示您的故事、地图观点，图片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成果。

您可以将这个网站当做您的全球信息中心，并且随时更新您最近的新闻、事件、资料、照片以及所制作的绿地图！请经常利用这个网站来了解绿地图的动态，共同发展制作绿地图的新创意并持续沟通交流。

这个 RTF格式的文件档，是为了便于您以离线的方式起草制图者注册表。您可以与您的制图团队、同事或者项目主管一起填写。建议您事先拟好将需要填写在文字方块(text box)中的问题，之后再直接在绿地图之家的界面中填写，这样比一个一个条目的处理要简单很多。每个条目都已经编上编号以方便您处理。

请将这份文件以 .RTF 的格式储存，引号标示以及重音符号等特殊字符才能够正常显示在线上表格。接着您就可以直接复制剪贴到线上的表格版本上了。

如果您无法在线提交注册表，您可以将其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寄送到绿地图系统 (greenhouse@greenmap.org)。
	
任何以蓝色标示的注解内容，都将不会出现在线上版本。

注意：我们选择用绿地图之家这个比喻性的名字，来表示是一个培植绿地图的园地。虽然大众将不会看到“绿地图之家”的标示文字，但是他们可以很快的在“Maps(地图集)”单元找到您的作品集。

请您慢慢的填写，并在填写的同时考虑到全球的读者(包括媒体与赞助者等)。我们很期待您成为绿地图的一员，并将帮助您创作精采的绿地图，与全世界的朋友一同分享！


New Mapmaker Registration
新制图者注册流程

请完成以下的注册表成为正式注册的绿地图制图者。
所有标示有*的项目都需要填写，否则您填写的表格将不会被接受。

您大概需要60分钟的时间填写这个表格。如果您想要先离线草拟注册内容，您可以下载离线版本并储存到您的桌面上（注意！这里指的是离线的版本)。当您准备好可以注册的时候，您可以从离线版本复制剪贴到在线的版本。
 
这个表格将成为您制图者作品集的公开内容。请花时间认真填写，因为当您收到绿地图系统的欢迎信之后，除了标示为私密的内容之外，都将会公开给公众查阅。您可以随时编辑更新这些内容！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请写信到greenhouse@greenmap.org

请务必在完成所有的必填内容后，点击“提交”按钮，否则，所有的信息都会丢失。

如果您在线填写的时候，没有完成所有的必填条目，那您将无法成功“提交”。系统会将需要填写的条目标注出来，请补充完整后重新提交。

请注意：不要将此RTF版本中以蓝色标式的文字内容贴到线上的版本上。

Account information
帐户信息

用户名：*
您的使用者名称必须为您所在的地方或者项目的名称，比如London 21 UK, Stockholm Sweden Green Map 或者 Pereira University Colombia (而不是您个人的名字)。您只能填入字母、数字以及空白。重音符号等特殊字符可能会造成登陆时的问题，所以最好不要使用。

每当您的图片、网络日志与资源显示在网站时，您项目的使用者名称将会出现在旁边 (而不是在您的作品集中)。您后续可另行更改。

电子邮件地址：*
请输入有效的电子邮件地址。所有绿地图系统送出的邮件会寄到这个信箱。此电子邮件地址将不会公开给公众，只会在您忘记密码或者通知重要信息时使用。如果您以后更改您的电子邮件，请记得更新您的帐户信息。

密码：
请为您的帐户设定一组密码。这组密码不可以超过30个字符且不可以包含空格。
您可与您的制图者团队成员分享这个密码，不过您必须要为这个密码，以及用这个密码对绿地图之家所提供的所有信息负责。


A. Organization Details
组织的详细信息

1．组织名称: *
创作这个绿地图的组织名称。如果没有组织名称，或者您是个人，请使用您所在城市或者区域的名称 (如 Stockholm Green Map Project)。您后续可另行更改。

2. 组织名称，用当地语言（如果不同的话）
如果您的组织用当地语言有不同的名称的话，请在这里标出。

3．组织类型：*
请选择（可多选）：
企业 – 社区/民间团体 – 政府部门 – 个人 – 非营利组织 – 学校 – 旅游机构 – 大学院校 – 青年 – 其他

4．Organization website :
组织网站：

5. City or area (standard English spelling): *
城市或地区 (请以标准的英文填写)：*
请以标准的英文填写您要描绘的城市或地区，例如'Florence'， 'Downtown Florence'， 'Metro Florence'，等。

6. City or area (local spelling or nickname):
城市或地区（以当地的名称或者昵称填写）：
请以当地的名称填写您要描绘的城市或地区，例如'Firenze'。这是当地原有的或者歷史名称。(仍然以英文字母填写)

7. State/prefecture/province: *
州/辖区/省: *
您地图所在的州、辖区或者省。

8. Country: *
国家：*

9. Continent*
洲：*
非洲 - 亚洲 - 欧洲 - 北美洲 - 拉丁美洲 - 大洋洲 - 南极洲


B. Contact Information
联系方式

1. Contact name, last: *
    The last name of you or the main contact for the Green Map Project
联系人姓名，姓：*

2. Contact name, first: *
联系人姓名，名：*

3. Contact name, salutation: *
联系人姓名，称谓：*
博士 – 先生 – 女士 – 教授 – 其他

4. Other salutation:
其他称谓：
如果有任何其他的称谓，请在此注明。

5. Project leader email address: *    
项目负责人的电子邮件地址：*
绿地图系统通常会以您初始注册的电子邮件地址与您联络。然而我们仍需要多种方式可以与您或者您的制图团队联络。请在以下至少另外提供一个电子邮件地址，以及至少一支联络电话。您可以选择公开此项信息，不过这些信息主要是提供绿地图系统使用。

6. Make email address public: *
   Choose from the drop menu:
请选择谁可以看到这个信息。
公开-制图者-私密

7. Organization's email address: 
组织的电子邮件地址：
如果您是某组织的一员，请将该组织的主要电子邮件地址标示在这里。您可以选择是否要在网站上公开这项信息。

8. Make email address public: 
请选择谁可以看到这个信息。
公开 = 任何人。制图者 = 只有经过注册的制图者。私密 = 只绿地图系统管理团队。


9. Project leader phone number: *
项目负责人电话号码：*
请包含国际码以及区码以供拨打国际电话。(例如，+55 (0) 5555 555 5555)。
如果没有电话，请提供另外一个电子邮件地址。

10. Make phone number public: *
请选择谁可以看到这个信息。
公开-制图者-私密

11. Organization phone number: 
  If you are part of an organization please include the main phone number here. 
  组织电话号码：
如果您是某组织的一员，请将该组织的主要电话号码标示在这里。

12. Make phone number public: 
请选择谁可以看到这个信息。
公开-制图者-私密

13. Other ways to contact:
其他联络方式:
如果有其他您希望的联络方式，请在这里标示，比如您的Skype帐号，MSN帐号，AIM等。您可以选择是否要在网站上公开这项信息。

14. Make other ways to contact public:
请选择谁可以看到这个信息。
公开-制图者-私密

15.  Mailing Address: *
邮寄地址：*
这项信息将会被保密不被公开。
请确认填写完整的地址，包括邮递区号以及国家等信息。


C. Mapmaker Information
制图者信息

1. Mapmaker status: *
您的制图组织的现状是？
新制图者 = 新的组织
新负责人 =对已经存在的制图项目，更改组织的负责人
持续 = 正在进行制图的组织
完成 = 已经不进行制图的组织
停滞 = 由于未维持更新其作品集或者缴交费用而被终止的项目

2. Your Role: *
您的角色：*
协调者 – 执行指导者 – 项目负责人 – 项目成员 – 志愿者 – 其他

3. Other role:
其他角色
如果您有其他的角色，请在此填写。

4. Your Profession: *
Choose from the drop menu:
Administrator – Artist - Cartographer – Designer – Educator - Environmentalist - Geographer – Planner - Student – Web/IT Specialist – Other
您的职业：*
管理者 – 艺术家 – 绘图师 – 设计家 – 教育家 – 环境保护者 – 地理学家 – 规划师 – 学生 – 网络技术专家 – 其他

5. Other Profession:
其他职业：
如果您有其他职业，请在此填写。

6. Your first language:
您的母语
阿拉伯语 – 中文 – 英语 -法语 – 德语 – 希伯来语 – 印尼语 – 日语 – 马来语 – 波兰语 – 葡萄牙语 – 西班牙语 – 瑞典语 – 泰语 – 其他

7. Other first language:
If other, please specify here
其他语言：
如果您使用其他语言，请在此填写。

8. Other languages:
其他语言：
其他您可以沟通的语言？
由于我们大部分时间会以文字方式沟通，您可书写的语言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D. Statement of Purpose
D. 目的声明

1. One sentence Introduction to your organization: *
请以一句话介绍您的组织：*
请以简短有趣的方式介绍给公众。

2. Statement of purpose: 
项目说明
谁，在哪里，以何种方式，为什么原因，做什么：
请以两到四段有意思的文章说明您制作绿地图的目的 (为什么您要开始绿地图项目)，有任何的哲理或者重要的问题吗？您的方法、意图以及实际将造成的影响。关于您的社区 － 区域的大小，人口以及其他关键特性。请叙述您的团队、伙伴以及读者群。这项信息将会公开。
请确认您写的内容适用于全球的读者。请记得根据您的项目发展，随时更新您的进度。(您将引发赞助者、媒体以及民众的兴趣)

3. Add an overview of your Green Map project in your local language (other than English):
请用当地的语言（非英语）简单介绍一下您的绿地图项目。

E. RegistrationInformation
请从绿地图之家下载Mapmaker Agreement (制图者协议书)与Release(授权书)、Fee(费用)与Glossary (词汇表)等文件，或者从 GreenMap.org 的 “Participate(参与)” 单元下载。若有需要也可寄送电子邮件索取。

1.	我们的组织已经充分阅读并且同意列在绿地图制图者协议书中的各项规范与条件。*
阅读规范与条件（在新视窗中开启）。这项信息将被保密。

我们建议您保留此份文件的档案副本。您可在GreenMap.org网站“Participate(参与)” 单元，找到清楚说明的协议书与授权书档案，并有多种语言的版本。

2. 我们的组织已经充分阅读，并同意列在绿地图制图者授权书中，关于提供所有资源与内容给绿地图之家与绿地图系统的规范。
阅读授权书 （在新视窗中开启）。此项信息将被保密。

请确认您详细阅读与充分理解所下载的授权书中所规范的内容。请保存一份签署过的文件副本直到您的项目结束。绿地图系统有时候可能会需要用到您的这份文件。
如果您提交这份RTF文档，请在1和2之前打X

3. Team skills: *
团队的技术：*
请简短的叙述您以及您的团队已经有的相关技术、资料以及网络。此项信息将被保密。

4. What are the big issues in your area?: 
什么是您所在区域的最重要的议题?
可持续发展与环境相关议题。此项信息将被保密。


5. Resources other than Green Maps:
除了绿地图之外的资源：
您的绿地图项目是否发展出除了地图之外的相关作品，如书、产品、旅游、或者其他与制作绿地图直接相关的特别项目？请以一段文字说明之，包括公众如何可以取得这些资源。
如果您想要以电子方式与其他制图者分享这些成品，请上传到网站上面“Resources (资源)”的单元。如果您想要透过绿地图系统的线上商店出售，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同时希望您可以上传一份副本到绿地图系统档案库上。

如果要加入网址，请加入：

6. Did you check GreenMap.org to see if there is a Green Map project already underway in your community?:您是否上 GreenMap.org 网站，查询是否您的区域已有正在进行的绿地图项目？：*
是-否
请上GreenMap.org 确认，如果您的区域已有绿地图项目在进行，请回答下一个问题。这项信息将被保密。

7. If there is a Green Map project in your area have you tried to contact them to get involved? How will this be different?:
如果您的区域已有绿地图项目，您是否已经尝试与他们联系以加入他们？您的绿地图项目将会有怎样的不同？
请解释您的绿地图项目与您的区域现有的绿地图项目有什么不同。比如：新颖的出发点，更大或者更小的区域，学校的项目等。这项信息将被保密。

8. How did you find out about Green Map?: *
This will be kept private.
 您是怎样知道绿地图的？：*
这项信息将被保密。

9. Are you a consultant to a local organization that wants to make the Green Map? If yes, please explain:
您是希望制作绿地图的当地组织的顾问吗 ？如果是，请解释：
这项信息将被保密。

10. If you are a business entity, tell us about your company’s environmental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rogram:

 如果您是企业实体，请告知您公司的环境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相关项目。

F. Fees 
费用
您所缴交的制图者服务支持费用帮助绿地图系统可以持续的发展。所有的绿地图项目都对绿地图系统有所贡献。相应的，您也可以使用绿地图系统”制图系统”所提供的各项资源，包括受版权保护的图例、概念以及制图相关资源、对外活动(线上、媒体以及展览等)、支援网络、商标使用、信誉以及绿地图之家等相关资源。
这是您的项目所有需要缴交的费用，没有其他的版税费！在您的项目预算中，您可以将这费用列为 “经常费用”、 “软件”、 “通信费用”、 “授权费用”等 (如有需要绿地图系统可以提供发票)。
我们希望您可以寄送几份您所创作的作品成品给绿地图系统归档，加上百分之一(最多两百份)您印制的绿地图。这些绿地图对新的制图者、我们的商店、媒体宣传等，会有很大的帮助。另外，如在制图者协议书中所说明的一样，如果您要创作地图之外的成品，请先跟绿地图系统联系，并根据协议的结论分享其成果。
制图者费用的计算是根据您组织的型态、贵国平均收入水准 (依据世界银行所公布) 以及您所选择的项目执行期间（多年期的项目将会有一些折扣）。
请在选单中，选择将领导绿地图项目以及代表登记制图者注册的恰当组织实体。
如果需要，您也可以提供交换性服务来替代部分或者全部的费用。请在关闭计算机之后，在注册表上提供相关的细节。
如果您想要比较其他类型组织的制图者费用，请参考费用表与词汇表。
在1995到2007年春天注册的绿地图项目的特殊声明：如果您在2007年五月十五日之前注册，则您一直到2008年三月二十五日(绿地图系统的生日)之前都不需要缴交费用。
是的，虽然不用缴交费用，但请您花些时间填写绿地图之家中的作品集、相关资源以及合作等网页内容。并请利用计算器计算一下费用以协助我们测试它的功能。

费用将以美金为单位标示。
1. Your Service Support Fee ($US): *
Your service fee is based on the type of organization, your country, and length of term you choose.
您的服务支持费（$美金）：*
您的服务费将基于您的组织型态、 您的国家以及您所选择的项目执行时间来计算。
如果您无法使用网路，请直接参阅费用表（如果需要，请用邮件索取）。请根据您的组织以及执行期间查询应缴费用，并将这些信息填到此表上。

2. Organization Type: * 
组织型态：*
此项信息将被保密。

3. Term of project in years: *
项目执行年限：*
1-2-3
此项信息将被保密。

4. Double your Fee! to become a Supporting Mapmaker 
缴交双倍费用！成为支援等级制图者？
您将会帮助支持低收入地区的制图者，帮助绿地图系统持续发展并分享相关资源。您的项目将会在线上被列为支援等级制图者，并会在绿地图系统每年发行的里程碑（Milestone）通讯中报导。
如果您以RTF的格式缴交此份文件，您必须在第四项前面打上一个X。谢谢您！
此项信息将被保密。

5. Triple your Fee! to become a Sustaining Mapmaker. 

缴交三倍的费用！成为持续等级制图者
您将可对绿地图系统提供更多的帮助，包括支持在低收入地区的制图者。您的项目将会在线上被列为持续等级制图者，并会在绿地图系统每年发行的里程碑（Milestone）通讯中报导。
如果您以RTF的格式缴交此份文件，您必须在第五项前面打上一个X。谢谢！
此项信息将被保密。 

6. If you want to donate any other amount of money, please add it here:
如果您想要有其他金额的捐款，请在这里注明：
谢谢！

7. Purchase a Mapmaker Kit ($25 including postage & handling).
购买制图者辅助套件（总价25元美金，包括邮递以及处理费用）。
辅助套件包含一些绿地图范本，印制的相关资源、光碟、气球、报章剪辑等。
此外，所有的相关工具都是电子资料，您将可以立刻从线上的“Tool Center(工具中心)”中取得。如果您想要工具套件但没法负担美金25元的费用，请告诉我们。

8. Total Cost: *
The calculator will auto-import your selection. This will be kept private.
Please check that all fields are automatically filled before closing the Fee Calculator.
 总费用：*

9. Are you unable to pay the full fee?
If you are unable to pay the full fee (1) tick this box and (2) tell us how much you can afford to pay and/or about the Exchange Services you will provide instead of the full fee. You will be contacted to finalize this. This will be kept private.
 您是否无法缴交全部的费用？
如果您无法缴交全部的费用，请(1)勾选这个方块，并(2)告诉我们您可以负担多少费用，以及/或者提供您可以作为交换服务的内容。您将会被通知最后的决定。此项信息将会被保密。

10. How much can you afford to pay?:
您可以负担多少的费用？
此项信息将被保密。

11. Providing an Exchange Service to Green Map System:
提供交换服务给绿地图系统：
如果您希望提供一些服务给绿地图系统来替代部分或全部的费用，请在这里详细说明，例如翻译、网页工作、图案设计、对外活动以及协助在您区域内的其他制图者，甚至接待来访的制图者。如果您选择对外活动，请向绿地图系统说明您将如何完成这些活动。
此项信息将被保密。

12. Please send me a letter acknowledging the amount received by GMS  (in PDF)
请以信件通知我绿地图系统所收取到的金额（以PDF格式标示）
如果您以RTF的格式缴交此份文件，请在第十二项前面打个X。
此项信息将被保密。

13. How do you wish to pay?:
您希望怎样缴交费用？：
银行匯款 – 邮寄支票 – 信用卡 – Paypal 服务– 还不确定- 其他
我们现在不会要求您的信用卡或者缴款资料。请等您收到接受注册的电子邮件以及付款指示之后再缴款。此项信息将被保密。

14. Other payment method:
其他付款方法：
请清楚说明您将如何缴交您的服务费用。此项信息将被保密。

G. Administration
 管理

1. Would you like your grammar and spelling to be corrected in the Greenhouse ?: *
您是否希望您的英文语法、拼写被绿地图之家更正？：
否 – 是
任何时候您更新您的相关区块内容时，绿地图之家可确认您的文法与拼字。此项信息将被保密。
Submit to Green Map
Don’t forget to click this button. THANK YOU!
“提交”给绿地图。请不要忘记点击这个按钮。

请注意：发送出这个制图者注册表之后并不代表自动完成注册程序。绿地图系统将会尽快审查您送出的资料（理想状况为两天内）。如果注册被接受了，我们将以电子邮件联络您并安排您缴交服务支持费用的方法，或者讨论您的交换服务内容。

一旦您缴费完成或是交换服务被接受，您将会收到我们的欢迎信，并且您的项目也将会正式成为绿地图全球网络的一部份。您将可以完全使用制图者工具中心中所有的相关资源来制作绿地图、共同合作或者宣传您的绿地图。您也将可以编辑您的制图者作品集以及加入您的绿地图作品集。

在此同时，我们也邀请您多探索在GreenMap.org 上的其他作品集或公开资源，这些资源将可以启发您成为一个正式的绿地图制图者。再次感谢您！
Think Global, Map Local! 
 心怀世界，手绘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