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魯閣國家公園 2014 保育志工甄訓簡章                   

一、目的 

保育志工協助本處執行高山登山安全觀念宣導、山屋清潔維護、步道資源景觀監測、設施維修查

報、協助山難搜尋，績效良好，頗獲山友的肯定並對本處業務有相當大助益。 

為實施生態保護區強化步道巡查功能、落實協助山難搜救等措施，本處需更多保育志工協勤，以

進行維護園區環境與登山安全等工作，爰擬招訓保育志工 30 名加入志願服務的行列。 

二、依據 

（一）志願服務法。 

（二）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推動公教志工志願服務要點。 

（三）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保育志工召募訓練獎懲要點。 

三、甄選對象 

（一）具有高山嚮導證者。 

（二）公私立機關團體之登山社會員。 

（三）合法立案之民間社團所屬登山社會員。 

（四）具有豐富登山經驗及服務熱誠並備有登山裝備者。 

（五）其他具有服務熱忱或特殊專長（如具攀登百岳經驗、救護證照者等）經本處審核 

  認定者。 

（六）55 歲以下，30 歲以上之成人。 

四、甄選人數 

    以 30 人為上限。 

五、甄選流程 

（一）報名：即日起至 6月 30 日止（詳如甄選簡章），填妥報名表(附件)後，傳真或 mail 

   至本處遊憩服務課收即可。 

    ※報名表格請由本處網站下載。 

         本處網址：http://www.taroko.gov.tw/ 

        本處住址：972 花蓮縣秀林鄉富世村 291 號 

                  (太魯閣國家公園遊憩服務課 陳淑寶收) 

        聯絡電話：(03) 8621100#602  

        傳真電話：(03) 8621523 

        e-mail address：sheila@taroko.gov.tw 

（二）初審：報名後通過書面審查收取 50 人，於 7月 5日本處以電話或電子郵件通知，參      

            加第一階段課程，之後由專業教練（4人，於計畫實施時另簽）及本處人員（1 

            人，遊憩課人員）組成審核小組，遴選 30 名參加後續訓練。 

（三）複審：通過第一階段至第三階段訓練，取得 WAFA 證照（美國 WMA 證照，由美國 WMA 合 

            格授課教練簽名頒發）後，頒發證書，取得儲備「保育志工」資格。 

六、教育訓練： 

（一）基礎訓練：有關本處保育志工之基礎訓練，請依「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保育志工召募訓練獎 

                懲要點」，於通過特殊訓練後，自行上網取得相關課程時數。 



（二）特殊訓練（甄選流程需全程參加，若無法全程參加者請勿報名） 

1.第一階段課程： 

  （1）7/25~7/27：參加人員自行驅車前往集合，自備 3天 2夜糧食及個人登山溯溪裝備，本處 

       提供保險、教練講師等。 

  （2）地點：合歡山區（3000 公尺以上，符合業務需求地點） 

  （3）課程內容：登山能力與地圖定位能力篩檢 

  （4）課程路線：合歡山區路線探勘、溯溪（視符合業務執行現場環境訂定確切路線）。 

  （5）授課教練：林政翰、柯正民、劉崑耀、許書瑋 

2.第二階段課程： 

  （1）8/29~8/31 

  （2）地點：合歡山區 

  （3）課程內容：搜索計畫擬定與執行(1 天室內課、2天室外課) 

  （4）路線：模擬合歡西峰迷途搜索任務 

  （5）授課教練：林政翰、柯正民、劉崑耀、許書瑋 

  （6）課程表 

時間 課程 地點 

第一天 

08:00~08:30 報到 

課程介紹、課程說明 

交通 

合歡山管理站 

08:30~09:30 迷途者關係人訪談 

指揮中心的角色與人員配置 

合歡山管理站 

09:30~10:30 ICS 指揮系統 

無線電通聯實作與注意事項 

合歡山管理站 

10:30~12:30 搜索分區的劃分 合歡山管理站 

12:30~13:00 午餐時間  

13:00~14:00 各類型迷途者行為特徵 合歡山管理站 

14:00~15:00 搜索方法介紹與實作 合歡山管理站 

15:00~18:00 
綜合演練 

合歡山管理站西

側 

18:00~19:00 晚餐時間  

夜宿 於本處台地紮營 

第二天 

06:00~18:00 
搜索計畫執行實地演練（一） 合歡西峰 

第三天 

06:00~17:00 
搜索計畫執行實地演練（二） 合歡西峰 

 

 



3.第三階段課程 

  （1）10/9~10/12  

  （2）地點：綠水登山學校與綠水文山室外場地 

  （3）課程：WAFA(野外進階急救課程)(美國 WMA 證照，與國際同步) 

  （4）授課教練：林政翰、許書瑋 

  （5）課程表 

時間 課程 地點 

第一天 

08:00~09:00 課程介紹、課程說明 交通 

09:00~10:00 登山裝備確認與糧食檢查 室內課程 

10:00~12:00 野外醫學、傷患評估系統介紹 室內課程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5:00 簡易擔架製作 室內、戶外課程 

15:00~16:00 傷患的翻身、搬動、移動與脫出 室內、戶外課程 

16:00~17:00 狀況演練：肌肉骨骼傷害、夾板固定 室內、戶外課程 

17：0~18：00 狀況演練：大腿骨夾板固定 室內、戶外課程 

18：00~1900 晚餐時間 

19：0~2100 高山症狀的辨識與預防、課程分享與討論 室內課程 

 夜宿登山學校宿舍  

 

時間 課程 地點 

第二天 

08:00~09:00 狀況演練：體溫過高相關疾病 室內、戶外課程 

09:00~10:00 狀況演練：高感染風險傷口演練、傷口清洗 室內、戶外課程 

10:00~11:00 狀況演練：失溫、失溫包裹 室內、戶外課程 

11:00~12:00 狀況演練：雷擊傷害 室內、戶外課程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5：00 狀況演練：外傷性的腦部傷害(一) 室內、戶外課程 

1500~16：00 狀況演練：外傷性的腦部傷害(二) 室內、戶外課程 

1600~17：00 狀況演練：脊椎傷害(一) 室內、戶外課程 

17：0~18：00 狀況演練：脊椎傷害(二) 室內、戶外課程 

18：0~1900 晚餐時間 

1900~21：00 無線電使用、動態的狀況與決策原則 室內課程 

 夜宿登山學校宿舍  

 

 

 



時間 課程 地點 

第三天 

08:00~09:00 全身性過敏反應 室內課程 

09:00~10:00 脫臼復位 室內課程 

10:00~12:00 綜合演練(一) 室內、戶外課程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4:00 失溫狀況演練(一)、高山保暖原則 室內、戶外課程 

14:00~15:00 失溫狀況演練(二)、簡易擔架搬運 室內、戶外課程 

15:00~16:00 肌肉骨骼系統傷害演練(一)、登山杖的應用 室內、戶外課程 

16:00~17:00 肌肉骨骼系統傷害演練(二)、傷患短程搬運 室內、戶外課程 

17:00~18:00 晚餐時間 

19:00~21:00 背包調整、背包打包 室內課程 

 夜宿登山學校宿舍  

 

時間 課程 地點 

第四天 

08:00~09:00 高山症狀況演練 戶外課程 

09:00~10:00 綜合演練(二) 戶外課程 

10:00~11:00 綜合演練(三) 戶外課程 

11:00~12:00 課程心得分享與建議 戶外課程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6:00 車程  

     備註：1.本培訓課程內容依實際需要予以調整修正 

 

七、本計畫奉核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修正後公告實施。 

 

 

 

 

 

 

 

 

 

 

 

 



八、同意書及報名表 

（一）同意書 

2014 太魯閣國家公園保育志工培訓甄訓 

同意書 

本人參加太魯閣國家公園所舉辦之 2014 保育志工培訓甄訓計畫，同意並遵循下列事項： 

 

一、 我認同戶外活動為一具有風險性之活動，可能導致身體及心理受傷、癱瘓、死亡或者導致個人財

產損失，及第三者傷害。我了解在戶外野地活動總是隱藏著危險的可能性。此外，太魯閣國家公

園之領隊、教練與工作人員在活動過程中將擔任艱難的引導及帶領工作並盡力做好安全維護，但

卻不可能永無過失。雖然在全力的注意與維護之下，還是可能會沒注意到參加者的健康狀況及能

力，可能對天氣狀況、大自然的力量、及地形判斷錯誤，可能給予不足夠的警告或指示，以及器

材經使用後發生故障等。 

 

二、 本人了解參與活動期間，戶外活動強調成員間彼此之相互合作與團隊運作，並在活動之領隊、教

練指導下進行訓練活動。倘若因不遵守領隊或教練指導與規範、自己的疏忽、擅自行動、裝備使

用不當或者不可抗拒之因素而發生危險意外，本人及法定監護人將不對太魯閣國家公園及活動相

關領隊、教練與工作人員提出訴訟及求償理賠要求。 

 

三、我確認自己本身並無心臟血管或高血壓或癲癇等疾病。 

 

四、我同意接受此項活動存在上述危險，我參加此活動純為自願。我對此同意書己充分閱讀瞭解，並

同意上述之所有條約。  

 

參加者簽名： 

身份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二）報名表 



報名表 

       基本資料 

中文姓名  性別  血型  

出生日期 年      月      日 身高 cm 體重 kg

身分證字號  電子信箱

住家地址 郵遞區號       

連絡人資料 

中文姓名  與學員之關係  

住家地址 郵遞區號       

聯絡電話 
 □住家：                □行動電話： 

 □公司：                           □傳真： 

您的戶外活動經歷 

 

 

您的登山經歷 

 

 

您的山難救護經驗  

您是否具有 

緊急救護相關證照 

 

您覺得自己擁有什麼

條件(專長、興趣或特

質)對保育志工的工作

會有幫助？ 

  

學員身體健康資訊 

健康資訊 
 □心臟疾病 □癲癇 □氣喘 □過敏體質                

 □遺傳疾病                 □其他疾病                

報名程序： 
1.若您有上述疾病，請務必事先告知，有心臟疾病或癲癇或高血壓等心血管疾病者，請勿報名參加。 
2.請確認參加日期。 
3.請事先閱讀並簽署活動同意書 
4.填寫報名表 
5.請傳真或 mail 報名表、活動同意書（FAX: 03-8621523） 
6.為確保您已完成報名手續，請於傳真或 mail 後來電，我們將由專人為您確認報名手續。 
7.聯絡人：太魯閣國家公園陳淑寶 03-8621100-6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