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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第 4期（106年度）保育解說志工招訓計畫 

主    旨：為協助國家自然公園解說及宣導工作之推展，培訓自然生態環境教育人員，並擴大民眾對國家自

然公園事務的參與，爰訂定保育解說志工招訓計畫。 

報名資格： 

一、 凡年滿 18 歲以上、70 歲以下，熱愛大自然、具服務熱忱、身心健康、願意投入生態保育及解說志工

工作，且能全程參與「課程訓練」、「實習訓練」者，暨訓練期滿審查後能返回本處擔任保育解說志工

至少 1 年者。 

二、 工作內容：協助進行保育巡查、解說服務、推廣宣導、環境維護、環境教育、監測研究、協辦活動等

適合志工服務之工作項目。 

三、 招收名額：預計招募 40 人。。 

訓練時程：分為「教育訓練」及「實習訓練」二階段。 

一、 教育訓練：106 年 07 月 15、16、22、23、29 及 30 日，共 6 天「特殊訓練」課程。 

二、 實習訓練：須於 106 年 11 月 30 日之前完成至少 28 小時的實習訓練，並通過考核認證方取得本處保

育解說志工之資格。 

甄選方式 

一、 採公開徵求報名，有意參加者需填妥報名表（如附表）向本處保育解說課報名，報名時請繳交報名表

（請務必附上三個月內近照），採電子郵件或一般郵件報名，請註明「報名第 4 期保育解說志工」。 

二、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06 年 05 月 15 日截止，以郵戳及電子郵件收件時間為憑。 

三、 符合資格報名者由本處進行資格及自傳初審，初審擇優錄取 60 人，於 05 月 26 日前以電話通知錄取

者參加面試複審，複審由本處人員及專業委員於 06 月 06、08 及 10 日進行面談，以了解報名者個人

資歷、應對、口語表達能力等，並依本處需求擇優評選。 

四、 面談地點：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籌備處（高雄市鼓山區萬壽路 301 號）。 

五、 面談日期及時間：訂於 106 年 06 月 06 日（週二）、06 月 08 日（週四）、06 月 10 日（週六）舉行面

談。面談時間自上午 9 時起至 12 時，及下午 2 時起至下午 5 時止，請參加面談者事先（最遲面談前

1 天）mail 回覆承辦人邱先生或以電話預約面談時間，逾期視同放棄。（面試日期若因實際需求更改，

正確日期則以電話通知為準） 

六、 徵選結果預訂於 106 年 06 月 16 日公佈於本籌備處網站（http://snnp.cpami.gov.tw），並電話通知錄取

者，未錄取者恕不另行通知。 

七、 錄取者須於 106 年 07 月 13 日前自行完成志工教育訓練之「基礎訓練」課程，並取得結業證書。 

八、 錄取者請於 106 年 07 月 15 日上午 8 時 30 分於本處報到（高雄市鼓山區萬壽路 301 號），並繳交「基

礎訓練」結業證書，且需參加 07 月 15 日至 07 月 30 日期間共 6 天的教育訓練課程（45 小時，請假

時數不得超過 8 小時），於完成課程後依本處需求安排至少 28 小時以上服勤實習，經實習考核合格後

始正式成為本處志工。 

訓練課程： 

一、 課程內容： 

特殊訓練（含國家公園總論如國家公園發展史、經營管理、保育研究、環境教育、環境倫理及壽山的

地質地景、植物與外來種、動物、臺灣獼猴、人文歷史、解說技巧、步道解說實務訓練等課程）。 

二、 授課講師：由本處敦聘。 

三、 室內授課地點：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籌備處（高雄市鼓山區萬壽路 301號）。實習訓練地點由本處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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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及勤務管理： 

一、 課程訓練期間由本處提供保險及午餐（早、晚餐自備、住宿自理），不提供補助費。正式志工服勤每

年服勤時數不得少於 48 小時，服勤（不含實習訓練）每 4 小時核給交通及膳食補助費 100 元整（每

2 個月結算 1 次)。 

二、 課程訓練期間請假時數不得超過 8 小時，缺課過多者本處得逕行取消其受訓資格。（特殊情形經本處

核准者除外） 

三、 實習訓練期間，服務態度不佳，或有損本國家公園形象者，本處得逕行取消其受訓資格。 

四、 每月實習訓練日期由本籌備處依序排定（分為假日及非假日班），若當日無法服勤需自行洽其他志工換

班，無故缺席 3 次以上或不參加服勤者，本處得逕行取消其受訓資格。 

認證： 

一、 依規定完成「教育及實習訓練」者，經成果評量及撰寫一份服勤心得報告通過審查後，本處發給結業

證書。 

二、 於 106年 10月 31日前完成本處各種服勤項目合計 28小時之實習訓練，正式取得保育解說志工資格，

由本處發給志工證書及識別證。 

注意事項： 

一、 至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籌備處（高雄市鼓山區萬壽路 301 號）交通方式: 以自備交通工具往返為佳。 

 自行騎車（因本處停車位有限，不建議開車） 

1. 鼓山二路→興隆路→元亨寺→動物園→興國路→忠烈祠→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籌備處。 

2. 鼓山一路→壽山公園入口→萬壽路（往忠烈祠方向）→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籌備處。 

 捷運+公車 

於高雄火車站或捷運鹽埕埔站搭乘 56 路公車→情人觀景台站下車，向上步行約 3 分鐘抵達壽山國家

自然公園籌備處。 

二、 戶外課程訓練期間如需車輛者，本處將協助安排共乘，個人日常生活用品及裝備（如：雨具、防曬用

品、帽子、望遠鏡、放大鏡、相機及參考書籍……等）請自備。 

三、 為響應環保，課程期間請自備茶水器具及環保筷，以減少垃圾量。 

四、 索取報名表、報名及查詢：請註明「報名保育解說志工」或「索取保育解說志工報名表」。 

1. 一般郵件：80444 高雄市鼓山區萬壽路 350 號「保育解說課  收」 

2. 電子郵件：snnpvolunteer@cpami.gov.tw （務必填寫主旨：報名第 4 期保育解說志工）。 

3. 網址：http://snnp.cpami.gov.tw/（可下載報名表） 

4. Facebook：請搜尋「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可下載報名表） 

5. 查詢電話：(07) 262-0629（保育解說課） 

6. 本處擬於今年度搬遷至新建行政園區，搬遷後之地址及電話更動以本處官方網站公告為主。 

※在報名本處志工前，請務必考量清楚，在您目前的工作與生活狀態中，有足夠時間可以參與志工 

  的服務，再決定參加報名，以免錄取後無暇參與服務，遭取消資格，而留下不佳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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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錄取者若無受過志願服務基礎訓練者，須於 106 年 07 月 13 日前自行完成志工教育訓練之「基礎訓

練」課程，並取得結業證書，方可參加本處之志工教育訓練課程。（下方提供高雄地區基礎訓練課程

供參，日後如有其他單位開辦之基礎訓練課程亦可參加） 

●高雄地區基礎訓練課程 

基礎訓練 

訓練時間 上課地點 主辦單位 

4月 15-16日 

(六-日) 

高雄市大寮區公所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 492 號) 

第一志願服務協會 

聯絡電話：745-8455  

地址：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 26號 2樓 

http://www.kvc.org.tw/action/507 

4月 15-16日 

(六-日)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旗山社會福利服務

中心 

(高雄市旗山區中正路 199號) 

台灣百香果創齡協會 

聯絡電話:725-6343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 5號 

http://www.kvc.org.tw/action/509 

4月 15-17日 

(六-一) 

(基礎+特殊)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國民小學 

(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三路 623 號) 

志願服務協會 

聯絡電話：761-1018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三路 60號 2樓 

5月 3-4日 

(三-四)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長青綜合福利服務

中心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二路 51號) 

揚善社會公益服務協會          

聯絡電話：235-3132        

地址：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 242號 9樓之 4 

6月 13日-14日 

(二-三) 

高雄市岡山區公所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 343 號) 

台灣百香果創齡協會 

聯絡電話:725-6343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 5號 

7月 1日-3日 

(六-一) 

(基礎+特殊) 

左營區果貿里活動中心 

(左營區果峰街 8號) 

社團法人高雄市青少年關懷協會 

聯絡電話:747-1393#33 

地址：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 128號 2樓  

 

●網路上課 

台北 e大 

https://elearning.taipei/mpage/home/view_page/372#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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