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 

池南自然教育中心 108 年度暑期大學院校學生實習計畫 

一、 計畫說明 

花蓮林區管理處為促進池南自然教育中心與大學院校學術機構合作，

開創青年學子一個嶄新的學習環境，藉由理論與實務結合之培訓課程，提

供學生參與環境教育及志願服務管道，以培育未來環境教育專業從業人員

為目標，特訂定本計畫。 

 

二、 招募對象及人數 

招募各大學院校各系所之在學學生 15名(新生請附錄取通知)，以環境

教育、環境科學、森林、動物、植物、生物、自然資源、地理、景觀、生

態保育、休閒遊憩、教育等相關科系、所學生，或具社團服務經驗者優先

錄取。 



 2 

此外，歡迎各大學院校系所於暑假期間推薦優秀學生至本中心實習，

並與本處簽訂合作協議(詳見附件一範例)，共同推廣環境保育理念，培訓

環境教育人才。 

三、 申請時間：公告日起日至 5月 3日(五)截止。 

四、 申請辦法： 

（一）個人申請：由學生自行檢具申請表及自傳(詳見附件二)、實習計畫 (詳

見附件三)，並檢附就讀學校指導教師推薦函，以掛號郵件寄至花蓮

林區管理處育樂課（地址：花蓮市林政街 1號），請於信封上註記(自

然中心暑期實習申請) 

（二）學校申請：由學校以公函檢具申請表及實習生自傳、實習計畫，就讀

學校指導教師推薦函等資料，以掛號郵件寄至本處(地址:花蓮市林政

街 1號)。 

五、 徵選：實習申請之受理期間截止後，本處就申請案進行書面審查。經審查錄

取者，於 5月 17 日(五)於中心 FB網頁公告結果。倘不符本中心需求者，則

不予錄取。 

六、 實習內容： 

(一) 環境教育課程規劃與操作實務。 

(二) 暑期營隊活動籌劃及執行。 

(三) 教學空間及教材規劃設計。 

(四) 協助中心維護與管理生態教學場域。 

(五) 中心行政運作實務與檔案歸檔。 

(六) 協助中心搜集、整理資料與影像記錄。 

(七) 見習國家森林志工業務。 

(八) 保安林與海岸棲地保育議題探討。 

(九)其他臨時增加環境教育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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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實習時間 

（一）出勤 

1.108 年 7 月 1日(一)至 108 年 8 月 30 日(五)，排定 30天出勤，原則週

一至週五出勤（遇假日辦理營隊、活動及研習，應配合出勤），每天上

午 8時至 17時，以刷卡或現場簽到方式確認。每週應撰寫實習週誌，

並由實習指導員簽名確認。 

2.實際實習週數、每週實習天數或實習期間累積總時數如須調整時，本處

於取得實習學生同意後為之，並通知實習生就讀學校。 

（二）請假 

1.病假：當日應向實習單位主管報備，並於三日內補辦請假手續。 

2.事假：須於三日前提出申請，偶發事件須先向實習單位主管報備，事後

應補辦請假手續。 

3.公假：應檢附公假證明文件或學校公文，於事前辦理請假手續。 

4.病假、事假合計超過五次，或排班無故不到者，本處有權終止實習並通

知就讀學校。 

八、 保險 

本處為實習學生辦理意外事故 200 萬理賠保險+20 萬意外醫療保險。 

九、 住宿、交通及膳食 

本中心位址於花蓮縣壽豐鄉池南村林園路 65 號，不提供住宿設施，實

習生請自備交通工具及膳食。 

 

◎注意事項: 

東華大學鄰近中心約 15分鐘車程，且有暑假住宿方案可供申請，若有

住宿需求者，中心可協助實習生申請東華大學暑期宿舍，待申請後由東華大

學住宿組核備，並公告申請結果及繳費事宜。 

十、 結業 

(一)實習結束後 5天內，應繳交實習心得報告（字數不得少於二千字）。 

(二)參與中心課程設計及規劃，並於實習結束前 5天內，繳交一份環境教育

教案書面資料(依本中心環境教育課程設計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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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習結束後一個月內，本中心提供實習生「實習表現評估表」，供實習

學生、指導業師及學校參考。 

(四)實習學生依期限完成實習，由本處核發實習證明書。 

(五)若有特殊及遭遇不可抗力情況，未能依期限完成實習者，經由本處審定

後，將視個案狀況給予相關時數證明。 

(六)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如有不適任，或有損壞本處名譽之行為，本處有權

終止實習，並通知就讀學校。 

十一、 實習注意事項: 

本處將派任環境教育教師擔任實習指導員，指導實習學生。實習學生

於實習期間，應遵守事項如下： 

（一） 每月實習日期應於前三週事先排定並向實習指導員報備。 

（二） 每日出勤時間以 8時至 17時為原則，若遇自然教育中心暑期營隊期

間，將依實際狀況調整值勤時間。 

（三） 每週撰寫實習週誌，並由實習指導員簽名確認。 

（四） 未盡事宜請洽本案承辦人，花蓮林區管理處育樂課謝小姐，聯絡電

話 03-8325141#270，或池南自然教育中心環境教育教師吳老師，連

絡電話 03-864059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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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大學○○系實習合約書 
立合約書人 
甲方：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花蓮林區管處(以下簡稱甲方) 
乙方：○○大學○○○○系(以下簡稱乙方) 
 
茲為乙方分派學生○○○至甲方實習，經雙方協議，願意共同遵守下列條款﹕ 
一、 
 

實習期間自民國 108 年 7 月 1 日起至 108 年 8 月 30 日止，合計     
30 日( 至少 240 小時)，共計有學生 1 名至甲方所屬「池南自然教育

中心」實習。實習結束，此實習合約書自動失效。 
二、 
 

為使學生有實習之機會，俾理論與實務融合貫通，特商請甲方同意乙

方分發學生前往實習。 
三、 實習期間乙方應指派教師，擔任甲乙雙方之聯繫人及教學事宜。 
四、 
 

乙方學生利用甲方所提供之場所實習，務必遵守甲方管理規則，接受

甲方人員之指導，並切實注意維護安全及業務上保密。 
五、 學生實習計畫由甲乙雙方會同擬訂，按時實習。 
六、 
 

乙方之學生如因工作表現不符甲方之要求，或乙方之學生無法適應甲

方之工作要求，均應先知會對方後，並得於一週內進行解約，雙方均

不得要求損害賠償。 
七、 

 
實習性質應與學生所學相關事務為宜，並不得令實習生從事危險、違

法之實習活動，甲方不得非法利用實習生留置到夜間加班、輪班，或

從事無關專業能力表現之事情。另，甲方因實習課程需求，可依實習

生意願，配合辦理過夜型暑期營隊活動。 
八、 甲方實習期間提供乙方實習學生團體保險, 煩請依規定辦理。 
九、 實習學生評量表，實習期滿，該生將依實習內容撰寫實習報告，並請

甲方負責督導實習生之主管予與評分。 
十、 除考核「實習學生評量表」外，乙方已舉辦學生行程前之訓練並規定

每週回報實習狀況，期能有效即時輔導實習生擬將每兩週以電話訪問

甲方負責督導實習生之主管。 
十一、 甲方如未遵守本合約規定，乙方得終止學生實習，同時本合約效力終

止。 
十二、 本合約如有未盡事宜，得經甲乙雙方同意修訂之。 
十三、 本合約書壹式貳份，甲方雙方各執壹份。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1 日 

 

乙方：○○大學○○○系 
地址： 
代表人：○○○系所主任 

立合約書人 
甲方：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花蓮林區管理處 
地址：花蓮市林政街 1 號 
負責人：楊瑞芬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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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申請履歷表參考格式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血型  身分證字號  

自    宅  
地址 

通訊地址  

自    宅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照

片 
 

E-mail  

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人電話  

實習住宿 □自行安排 □需協助申請東華大學暑期宿舍 

汽機車駕照 □有(機車或汽車駕照)                 □無 

基

本

資

料 

自備交通工具 □有(□機車 □汽車 □其他＿＿＿＿)□無 

 

 

學歷 

(學校、系所年

級)  

 

 

經歷 

(含參與社團

經驗)  

 

研究或出版 
 

學

經

歷 

專長領域  

自 

傳 

自傳建議 800 字-1500 字(請完整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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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實習發展計畫書參考格式 

申請單位： 

學生姓名： 

 

(內容請於 1000 字以內) 

一、實習目標 

二、預定工作內容 

三、預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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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南自然教育中心 108 年度暑期大學院校學生實習招募流程 

申請程序 

 

 

 

 

 

 

提出申請(5 月 3 日前) 
1. 學校申請 
2. 個人申請 

本處書面審查 

(本處自然教育中心小組) 

通知錄取人員 
(5 月 17 日) 

實習開始 
(7 月 1 日～8 月 30
日，排定 30 日出勤) 

繳交實習心得報

告、環境教育教案 
(實習結束後 5 天內) 

林管處提供實習表現

評估表及實習證書 
(實習結束 30 天內) 

結案 



 9 

池南自然教育中心 108 年度實習生管理要點 

一、實習時間：108 年 7月 1日至 108 年 8月 30 日，排定 30天出勤 

（一）出勤管理：每天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以刷卡或現場簽到方式確認。 

（二）請假：病假、事假、公假。 

說明：1.實習生實習期間，由環境教育教師本處同仁共同審查，本處將視

營隊及活動之出勤時間，通知實習生調整時間。 

2.配合營隊活動，每日出勤超過 8 小時，依實際出勤時間計列，8

小時得換算 1 天計列。 

3.實習心得報告、環境教育教案交環境教育教師確認後轉送教育推廣組組

長，並於實習結束後，彙整送交本處辦理。 

二、 實習內容： 

(一)環境教育課程規劃與操作實務。 

(二)暑期營隊活動籌劃及執行。 

(三)教學空間及教材規劃設計。 

(四)協助中心維護與管理生態教學場域。 

(五)中心行政運作實務與檔案歸檔。 

(六) 協助中心搜集、整理資料與影像記錄。 

(七)見習國家森林志工業務。 

(八)保安林與海岸棲地保育議題探討。 

(九)其他臨時增加環境教育相關業務。 

 

說明：1.實習生需求及個人實習內容，應請環境教育教師及經理於實習開

始日前 3 週提出。 

2.實習生報到後，由環境教育教師及池南國家森林遊樂區負責人確

認並告知個人實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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