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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 

國家森林志工第七期國家森林解說宣導志工甄選簡章 

一、 目   的：嘉義林區管理處（以下簡稱本處）為加強環境教育解說及提高

遊憩服務品質，特徵求喜愛大自然，對學生戶外教學及導覽富有興趣之人

士參與本處導覽解說志願服務工作，提供高品質之解說服務。 

二、 對象與條件： 

（一）年滿 18歲(未滿 20歲者須一併檢附法定代理人同意報名之證明文件)，

且 65 歲以下，身心健康，對林業各項工作具有服務熱忱與興趣，有

意參與志願服務之社會大眾。尤其歡迎鄰近地區人士、退休人員及精

通外語能力等人士踴躍報名參加。 

（二）每位志工每年至少於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服務 24小時，觸口自然教

育中心服務 32 小時，尤以精通第二外國語言，並能全程參與課程訓

練者優先入選。 

三、 錄取名額：預計 50 名(正取 50 位、備取 5 位，本處得視召募報名人數、

甄選結果，有增減額錄取人數之權利)。 

四、 甄選過程： 

（一） 報名：召募簡章及報名表可至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網站

http://www.ncyu.edu.tw/forestry/ 或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網站

http://chiayi.forest.gov.tw/查詢下載，自民國 106 年 8 月 8 日起受理報

名。 

（二） 書面初審：依報名之書面資料由本處進行初審，初審錄取名單於 106

年 8月 24日下午 2時公告於本處網站。 

（三） 面試複審：初審合格者通知參加複審，由本處組成評審委員會進行面

試，複審日期為 106年 8月 26日，複審錄取名單 106年 8月 27日下

午 2 時 於 嘉 義 大 學 森 林 暨 自 然 資 源 學 系 網 站

http://www.ncyu.edu.tw/forestry/ 或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網站

http://chiayi.forest.gov.tw/上公布，除可自行上網查閱，並將另行通知。 

（四） 教育訓練、實地見習、實地解說考核及任用：通過面試複審者，需於

開訓當日簽章完成並交回「國家森林志工培訓意願書」，完成基礎訓

練課程及特殊訓練之實習訓練課程（含室內、室外課程與實地見習）

後，經實地解說考核且同意簽立「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國家森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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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服務約定書」，始成為本處正式解說志工。 

五、 甄選委員：由本處主管及外聘專業人士組成。 

六、 權利與義務: 

依據「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國家森林志願服務計畫」及「林務局嘉義林

區管理處國家森林解說宣導志工運用管理作業要點」辦理。 

七、 講習訓練： 

（一） 基礎訓練課程：依據中央主管機關「志工基礎教育訓練課程」規定辦

理，共計 12 小時，採線上學習方式(可至臺北市政府「臺北 e 大學習

網」進行網路教學)，請於 106 年 8月 29 日前自行完成。已持有服務

紀錄冊，且持有參加相關機關所辦理基礎訓練課程之相關證明者，可

免接受基礎訓練。 

（二） 特殊訓練之實習訓練規劃 

1.實習訓練含室內、室外課程 77小時。 

2.課程規劃大綱包括： 

（1）林務局及本處的基本介紹（包括發展沿革、主要業務內容及重要

政策等） 

（2）本處國家森林志願服務計畫及其相關規範之認識 

（3）服勤內容及相關權利義務說明 

（4）服勤地點之環境資源介紹（包括環境地理、植物、動物、人文等） 

（5）解說及帶隊技巧與實務 

（6）基本救護及應變處理 

（7）其他相關課程 

3.完成實習訓練課程且通過檢覈，始成為實習志工。 

4.實地見習：觀摩預約團體帶隊解說實習 4次，觸口自然教育中心環境

教育實習 2次，繳交個人作業 2篇。（實地見習期間不計列服勤時數，

不支給服勤津貼）。 

5.完成實地見習且通過實地解說考核，發給結業證明書，並簽署「林務

局嘉義林區管理處國家森林志工服務約定書」，正式任用為本處解說

志工，並核發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服勤時數滿 56 小時製發制

服。 

八、 勤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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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環境解說服務、駐館解說諮詢服務。 

（二） 觸口自然教育中心環境教育服務、駐館解說諮詢服務。 

（三） 活動支援及行政事務協助。 

（四） 其他本處指定服務。 

九、 報名辦法： 

（一） 報名期限：自民國 106年 8月 8日起至 106年 8月 22日止。 

（二） 報 名 資 訊 請 至 嘉 義 大 學 森 林 暨 自 然 資 源 學 系 網 站

http://www.ncyu.edu.tw/forestry/或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網站

http://chiayi.forest.gov.tw/下載。 

（三） 報名方式：採公開徵求報名。請將報名表等資料(詳如附件)於期限

內以電子郵件報名，檔名為【報名 106年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第

7期國家森林解說宣導志工-○○○（姓名）】，寄至

litjan0124@gmail.com信箱。並請報名後 1日內未收到回信者(遇

假日順延)，上班時間來電（05-2717463楊先生）確認受理，以完

成報名手續。 

（四） 請確實填寫報名表內各項欄位，資料填寫不完整者，將以電子郵件

及電話通知 1日內補件，逾期或未補齊者，恕不受理報名。 

十、 退訓規則： 

（一） 未完成基礎訓練課程(12小時）及參與本處辦理之七期志工教育訓

練課程 63小時以上(含室內、室外課程)者、未達實地見習規定次數

者及未繳交個人作業者，不授予從事嘉義林區管理處國家森林解說

宣導志願服務工作者。 

（二） 未遵守林務局暨本處相關規範者。 

（三） 實地見習期間，學習及服務態度不佳，或有損林務局形象者，本處

得逕行取消其受訓資格，並需賠償課程訓練期間之費用。 

十一、 附註事項： 

（一） 報名資料恕不退還，資料內容除審查人員外均予保密。 

（二） 報名資料如發現不實者，由本處依規定撤銷其資格。 

（三） 服勤地點常為嘉義縣阿里山鄉，海拔 2,000公尺以上，請考量個人

健康體能狀況及時間再決定報名與否，以避免錄取後無暇參與值勤

解說遭取消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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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複審面試時請務必攜帶身分證正本以備檢核填報之資料。 

十二、 附錄一： 

嘉義林區管理處國家森林志工第七期國家森林解說宣導志工甄選報名表 

十三、 附錄二： 

志工培訓招募計畫時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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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編號：（免填寫） 

附錄一、第七期國家森林解說宣導志工甄選報名表 

姓名  性別 □男□女 

一年內半身脫帽 

二吋照片影像檔 

英文姓名 

(同護照名) 
 血型  

生日 年   月   日 飲食 □葷  □素 

身份證字號  編號 （免填寫） 

通訊住址  

電子信箱 (請務必填寫，以利管理處聯絡與通知) 

住家電話  傳真  

公司電話  行動  

緊急連絡人  關係  聯絡電話  

在職與否 
□ 已退休，原服務單位: 
□ 在職，職業：現服務單位: 

最高學歷  

經歷  

志工經驗 

□無□有(請填明) 

機構名稱： 

期 間：  年 月至  年 月 

工作內容： 

 

機構名稱： 

期 間：  年 月至  年 月 

工作內容： 

 

家庭狀況 □單身   □已婚，子女 人 

可服勤時間 
□星期六、日   □寒暑假、連續假日 
□非假日     □全部皆可 

語言能力 國語 台語 客語 英語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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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 

□讀□寫 

□聽□說 

□讀□寫 

□聽□說 

□讀□寫 

□聽□說 

□讀□寫 

□聽□說 

□讀□寫 

專長 

個人專長 

(請於空白處寫下認證資格或經歷，若有相關證明文件請檢附) 

□外語：           

□文書處理(應用軟體):           

□資料統計:           

□圖書管理:           

□電腦網路:           

□視聽廣播或攝影:           

□活動企劃:           

□幼兒照護或急救護理:           

□寫作:           

□其他:           

興趣 

□導覽解說□活動帶領□數位攝影□美工海報□急救醫護 

□自然生態________________ □人文歷史________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是否有活動或課程帶領經驗？□否； 

□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無管理處志工擔任推薦人 □無；□有: 

自我介紹：(至少 300字以上；建議含個人家庭背景歷程、參與動機、生態保育理念、專長、自然接

觸或實務相關經驗、參與管理處志工之動機、本志願服務之期望及時間規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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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認為國家森林志工應具備哪些素養： 

 

 

 

 

 

 

 

備註：1.報名截止日期為 106 年 8月 22日（逾期不予受理）。 

2.表格大小如不敷使用可自行調整。 

3.請將報名表等資料於期限內以電子郵件報名，檔名為 

【報名 106 年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第七期國家森林解說宣導志工－○○○（姓名）】，

寄至 litjan0124@gmail.com。並請報名後 1 日內未收到回信者(遇假日順延)，上班時間來電

確認受理，以完成報名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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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志工培訓招募計畫時程表 

＊開幕式時間為 8:00-17:30。 

 第一至第八堂上課時間均為 9:00-17:30(8:40 開始報到)。 

 第九堂上課時間為 9:00-17:30(8:30 森林系館前集合出發)。 

 第十堂上課時間為 9:00-17:30(7:30 森林系館前集合出發)。 

＊錄取名額：初試 70人；複試 60 人：筆試 50人。 

 

 日期 說明 地點 

報名開始 8/8(二) 網路報名  

報名截止 8/22(二)   

初試(書面審查) 8/23(三) 不用出席  

初試結果公布 8/24(四) 網路公布及電話通知  

複試(面試) 8/26(六)  嘉義大學森林系演講廳 

複試結果公布 8/27(日) 網路公布及電話通知  

開幕 8/29(二) 交通自理 嘉義林管處 

第一堂 8/30(三) 交通自理 嘉義大學森林系演講廳 

第二堂 9/1(五) 交通自理 嘉義大學森林系演講廳 

第三堂 9/2(六) 交通自理 嘉義大學森林系演講廳 

第四堂 9/3(日) 交通自理 嘉義大學森林系演講廳 

第五堂 9/5(二) 交通自理 嘉義大學森林系演講廳 

第六堂 9/6(三) 交通自理 嘉義大學森林系演講廳 

第七堂 9/9(六) 交通自理 嘉義大學語言中心視聽

教室 

第八堂 9/10(日) 交通自理 嘉義大學森林系演講廳 

第九堂 9/23(六) 遊覽車接駁 觸口自然教育中心 

第十堂 9/24(日) 遊覽車接駁 阿里山森林遊樂區 

筆試 未定 預計 10月 嘉義大學森林系演講廳 

筆試結果公布 未定 預計 10月 嘉義大學森林系演講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