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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社區林業中心 

「社區林業 2.0 實務課程-原鄉部落生態旅遊」招生簡章 

一、前言 

106年林務局與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合作，成立社區林業中心，做為社區林業及山

村綠色經濟永續發展之人才庫、培力增能、知識交流、網絡鏈結、國際合作的基地，以培養

更多「社區林業」及「山村循環經濟」的種子。希望藉由中心的運作平台與專業服務，開辦

系列課程，推動跨域合作、資源整合，逐步建構社區營造、社區組織經營，社區生態旅遊，

林下經濟、友善環境生產、文化活化利用、自然資源永續經營，以及創新一、二、三級農業

產業價值鏈等知識體系，期透過多元參與的力量，提升社區、部落的價值與競爭力。 

台灣有許多山村、農村、漁村仍保有相當好的自然與人文資源，特別是有些社區部落位

於保護區及國家森林周邊，其資源條件更是豐富。這些擁有好山好水的地區，通常以休閒旅

遊做為社區發展的方向，希望提供國內外民眾悠閒安適的休閒去處，同時也藉由休閒旅遊的

發展，為經濟相對弱勢的鄉村帶來更多的收入與就業的機會。生態旅遊是一種調適性的產業

發展方式，以環境永續為原則，避免重蹈過度開發的惡果，另一方面藉由社區參與，讓遊客

對文化與生態有深度體驗與認知，並將收益回饋給守護家園的住民，鼓勵居民再投入環境守

護。 

雖然生態旅遊是產官學普遍接受的永續發展策略，也在各地蔚為風潮，但生態旅遊自資

源調查、社區培力、遊程規劃、解說設計、服務作業等，涉及許多的專業，是知識密集的學

習過程。為協助社區有效率的推動生態旅遊，學習如何從無到有的發展，本次「社區林業2.0

實務課程」以原鄉部落生態旅遊為主題而設計，透過為期三天二夜的課程模組進行訓練，解

析生態旅遊操作模式，內容理論與實務兼具，是為從事社區生態旅遊或有志學習者量身打造。

誠摯邀請社區林業、農村再生實務工作者與相關單位業務人員，透過社區生態旅遊實務課程，

一同創造社區林業2.0的永續生態旅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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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的 

原鄉部落生態旅遊實務課程重點如下： 

（一）生態旅遊概論 

（二）生態旅遊資源調查、遊程規劃、解說設計 

（三）服務作業、品質管控、生態旅遊地參訪 

三、主協辦單位 

（一）主辦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二）承辦單位：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 

（三）協辦單位：各社區發展協會、林務局各林區管理處 

四、研習對象資格 

預計招募 30~40 人，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可報名參加甄選。 

(一) 執行社區林業、農村再生、多元就業、培力就業及社區營造等計畫單位，負責規劃與執

行社區生態旅遊、深度旅遊業務之社區組織核心成員、專案經理人、社區窗口人員，以及受

政府委託輔導陪伴社區之專業人員。 

(二) 已發展生態旅遊、生態產業，推動里山倡議之協會組織經營管理人員。 

(三) 曾經完成社區林業中心「社區林業 2.0 共通課程」之人員為優先。 

※因住宿空間有限，同一單位報名至多 2 名。 

四、研習費用 

(一) 本系列課程由林務局補助，受訓學員無需自行負擔。學員僅需自行負擔從出發地點到屏

科大集合地點之來回交通食宿費用，課程期間，食、宿、交通由主辦單位支付。 

(二) 錄取者請於時間內確實報到，為珍惜課程資源，請勿任意缺席，違者退訓，往後屏科大

社區林業中心辦理之社區林業 2.0 相關課程將不再錄取。請謹慎考慮報名。 

(三) 課程期間，若需請假，請提前告知主辦單位之工作人員。 

五、研習方式 

(一) 訓練期間：106 年 11 月 2 日(週四)、3 日(週五)、4 日(週六)，共計 3 天 2 夜。 

(二) 訓練地點：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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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生態旅遊實務訓練班課程表 

時數 項目 講師 

11/2 (週四)  

12:30-13:00 完成報到(簽到、領取訓練手冊) 

13:00-13:30 開訓式 

課程規劃及相關須知說明 

林務局、屏科大 

社區林業中心主持人：陳美惠老師 

主題一：生態旅遊概論 

13:30-15:00 生態旅遊的意涵、認證指標與案例  陳美惠老師 

15:00 -15:20 休息時間 

15:20-17:30 原鄉部落遊程案例： 

台 24(40 分鐘)、牡丹鄉(90 分鐘) 

林晨意老師 

吳儷嬅老師 

17:30-18:20 入住安排 

18:20-19:20 晚餐 

19:20-21:00 交流晚會 學員代表該單位經驗分享 

11/3 (週五) 

07:30-08:30 早餐時間及報到  

主題二：生態旅遊資源調查、遊程規劃、解說設計 

08:30-09:20 社區生態旅遊資源概論 陳美惠老師 

09:20-10:20 生態旅遊資源調查及監測 

10:20-10:40 休息時間 

10:40-11:30 生態旅遊資源調查練習 屏科大森林系社區林業研究團隊 

11:30-12:30 生態旅遊資源監測練習 

12:30-13:30 午餐 

13:30-14:30 調查、監測資料之整理與建檔練習 屏科大森林系社區林業研究團隊 

14:30-15:20 GPS 與 Google Earth 軟體操作練習 

15:20-15:40 休息時間 

15:40-16:30 資源評估與遊程規劃 賴鵬智老師 

陳美惠老師 15:40-17:30 遊程規劃實務-以學員所屬社區為例 

17:30-19:10 晚餐 

19:10-21:00 解說設計 賴鵬智老師 

11/4 (週六)  

07:30-08:30 早餐時間及報到  

主題三：服務作業、品質管控與生態旅遊地參訪 

08:30-12:30 台 24 線部落現場教學 

1.遊程規劃 2.解說設計 3.服務作業 

賴鵬智老師 

陳美惠老師 

12:30-13:30 午餐 

13:30-14:30 問卷資料分析 屏科大森林系社區林業研究室團隊 

14:30-16:00 成果發表： 

學員為自己的社區規劃遊程 

賴鵬智老師 

陳美惠老師 

16:00 賦歸  

※以上時間、主題、主講人相關規劃，主辦單位得保留臨時更動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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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考核 

學員須同時完成下列各項考核，始具結訓資格。 

1.培訓過程中，請假時數不得逾受訓總時數的六分之一。 

2.完成培訓期間的各項課堂作業繳交並經評定合格者。 

3.繳交個人學習心得報告(500-1,000字)。 

(三)核發結業證書 

針對符合結訓資格人員，由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頒給結業證書。 

七、講師實蹟 

(一)陳美惠/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副教授兼系主任、林場主任 

82-93 年任公職，提出社區林業計畫。93 年自林務局轉任屏科大森

林系教職，並成立社區林業研究室。95 年受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委

託，開始輔導社頂部落發展生態旅遊，持續帶領學生蹲點墾丁國家

公園區社頂、水蛙窟、里德、龍水、港口、大光、滿州等 7 社區。

97 年受屏東林區管理處委託進入霧台鄉阿禮部落，持續陪伴遭遇莫

拉克風災重襲的霧台鄉阿禮及大武部落，三地門鄉達來及德文部落

等 4 個社區災後重建與生態旅遊發展。105 年受屏東縣政府委託培

訓山川琉璃吊橋結合解說服務人員，串連屏北的瑪家、三地門、霧台三原鄉社區生態旅遊與

地方產業，發展合作社組織型態的社會企業。106 年受屏東林區管理處委託，培訓十八羅漢

山自然保護區環境解說人員，建立保護區經營團隊。95 年至今，帶領研究團隊持續陪伴屏東

的社區部落，形成點線面串連的生態旅遊圈域。 

 

 (二)賴鵬智/臺灣野 FUN 生態實業有限公司總經理、臺灣生態旅遊協會監事 

長期關注全球自然與環境議題，藉撰寫文章、報導、翻譯國外資訊、拍

攝生態影像及演講等方式進行大眾環境教育，積極推廣環境保護與生態

保育的觀念及實踐之道。希望藉由生態旅遊喚起民眾對自身所處環境有

更深層的認識，並瞭解現代人生活與環境衝突的危害，知道怎樣的作為

會加速、減緩或改善環境問題，讓人類與萬物可以友善、健康、永續的

生存在這美麗的藍色星球。所建置的台灣網誌「賴鵬智的野 FUN 特

區」，系為華人世界重要的生態旅遊新知平臺，分享世界最新旅遊產業

可持續發展相關資訊，也記錄個人對環境保護、生態保育、生態旅遊、

環境教育之觀察心得等。輔導嘉義阿里山達邦部落、頂笨仔聚落、東石鰲鼓濕地周邊聚落發

展生態旅遊都具範例模式，生態旅遊發展實務經驗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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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吳儷嬅/台灣藍色東港溪保育協會總幹事 

87 年黑皮衫大專青年工作隊發起人、89-96 年台灣藍色東港溪保

育協會幹事、96-105 屏東縣社區營造中心計畫協同主持人、

99-100 屏東縣莫拉克風災災後社區自主重建計畫協同主持人、

100-103「推動學習型城鄉—社區永續發展實驗站」【東港溪流

域】推動社區永續之學習型城鄉建構計畫協同主持人、100-105

信義房屋社區一家計畫審查委員、102-104 年屏東縣政府終身學

習委員會委員、103-105 年度東港溪水環境課題公民參與計畫協

同主持人、104-106 年屏東縣牡丹鄉公所委託辦理 105 年原住民族知識發展創意經濟計畫

「【Mudan 心旅遊】牡丹人文生態開發計畫」計畫主持人。自 100 年受屏東縣政府委託進

駐牡丹鄉旭海村陪伴旭海部落發展生態旅遊工作，更從 100-105 年協助辦理「阿朗壹古道生

態旅遊解說員認證訓練班」認證超過 60 名旭海觀音鼻自然保留區解說員，從牡丹鄉高士、

旭海、東源、大梅、四林到滿州鄉港仔等部落，帶動屏 199 縣道與屏 200 縣道區域聯盟發展

生態旅遊。 

(四) 林晨意/奧山工作室負責人 

97-98 年進入屏科大森林系碩士班，成為阿禮部落駐點人員之一，期

間參與社頂部落社區參與監測研究。99 年自研究所畢業，99-101 年

成為研究團隊派駐德文與達來部落助理，主要任務為培訓在地解說

員，協助培力就業方案執行，擔任研究計畫「屏東縣原住民部落八

八災後社區植樹及棲地營造計畫-以霧台鄉阿禮部落及三地門鄉達來

部落為示範」助理。102 年擔任勞委會職訓局高屏澎東區就業服務中

心培力就業方案「深活台 24 感動藝起來」達來部落專案管理人，103

年擔任屏東林區管理處「臺 24 線原鄉部落災後生態旅遊聯合營造暨

保育諮詢及狩獵文化調查計畫」研究計畫，104 年駐點大武部落推動大武森雞及林下產業現

場工作，105 年擔任阿禮部落駐點人員，執行林務局「原鄉參與里山倡議及協同經營模式之

行動研究」研究計畫助理，推動紅肉李採收工作假期與紅肉李產品開發，同年成立奧山工作

室與接待家庭山間居。 

八、報名方式與錄取 

一律採網路報名，請於 10 月 23 日(週一)前於網站報名系統(https://goo.gl/tG3CS1)填寫報名，

主辦單位將於 10 月 27 日完成甄選並以電子郵件寄發受訓研習通知。若報名人數過多，則提

早結束報名。主辦單位保有決定錄取學員名單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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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林業 2.0 實務課程-原鄉部落生態旅遊」報名表 

學  員  基  本  資  料 

報名資格* 

請勾選 

□1.執行社區林業計畫、農村再生計畫、多元就業方案、培力就業方案及其他

社區營造計畫之單位，負責規劃與執行社區生態旅遊、深度旅遊業務之社區組

織核心成員、專案經理人、社區生態旅遊窗口人員，以及受政府委託輔導陪伴

社區之專業人員。 

□2.社區已發展生態旅遊、生態產業，推動里山倡議之協會組織經營管理人員。 

□3.曾經完成社區林業中心「社區林業 2.0 共通課程」之人員為優先。 

□4.其他請說明： 

*姓    名  *性   別  

*身分證號  *出生日期  

*單位名稱  

*機關電話  分  機  傳真電話  

住家地址  郵遞區號  

住家電話  *行動電話  

*個人電子信箱  

緊急聯絡人 
姓名  關係  

行動電話  住家電話  

*住   宿 □是     □否     

*交    通 自行前往 

*飲食習慣 □葷    □純素食  □蛋奶素   □其他(請說明) 

 

單位簡介 500 字 

 

一、 單位全銜 

二、 單位之通訊地址、電話、email 

三、 單位簡介 

四、 單位發展重點 

 

社區自然人文資源

1000 字以上 

一、介紹社區的自然及人文資源特色 

二、介紹社區的生態旅遊或休閒事業發展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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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部分請務必填寫 

注意事項： 

1.報名窗口：請於 10 月 23 日(週一)前於網站報名系統(https://goo.gl/tG3CS1)填寫報名，主

辦單位將於 10 月 27 日完成甄選並以電子郵件寄發受訓研習通知。 

2.研習日期：第一梯次 106 年 11 月 2 日(週四) 至 106 年 11 月 4 日(週六)。 

5.報到及研習地點：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 1 號，訓練期間由主辦單位

統一安排住宿、交通及餐飲）。 

6.訓練地點提供無線網路服務，有需要者請自備筆記型電腦（需配有無線網路卡）。 

7.為顧及個人衛生及配合環保政策，受訓期間請自行攜帶水杯、環保餐具、手帕、毛巾、牙

刷及牙膏，並自備袋子。 

8.為顧及參訓人員用餐、住宿等權益，公告學員名冊之用餐習慣或住宿登記有誤者，請於報

到時告知本活動工作人員更正。 

9.晚會以學員所屬單位的發展重點與經驗分享時間，需準備 5 分鐘 PPT 簡報（交流晚會），

500 字單位簡介以及 1000 字的社區自然人文資源介紹。 

10.工作人員：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社區林業研究室全體師生 

聯絡電話：08-7740475  email：comforestry@gmail.com 

九、課程相關重要提醒 

1.為方便不同學員與講師間之交流互動，請於報名時詳細填寫所屬單位、身分、職務等資訊，

主辦單位將準備學員名牌，以利現場意見和資訊交流。 

2.交流晚會以學員所屬單位的發展重點與經驗分享時間，需準備 5 分鐘 PPT 簡報（交流晚

會），500 字單位介紹，以及社區自然人文資源介紹 1000 字以上(報名時一併上傳報名系統)。 

3.為評估課程訓練成效，敬請學員務必在課程結束前配合主辦單位填寫評估問卷。 

十、其他 

1.上課時間，學員之行動電話請關機。 

2.教室中請勿飲食。 

3.貴重物品請自行妥為保管，遺失恕不負責。 

4.學員在受訓期間，如有緊急事故、生病或其他情事，請隨時洽詢工作人員協助處理。 

5.受訓期間應請遵守主辦單位相關規定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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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保護法同意書  

個人資料授權/取得使用同意書 

  為辦理培訓課程活動之各項行政業務需要，本人同意提供貴單位使用個人

資料。惟僅限於使用於本次活動必要之範圍內，且本人個資必須採取安全妥適

之保護措施與銷毀程序，非經本人同意或法律規定外，不得揭露於第三者或散

佈。 

 

【立同意人】 

姓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培訓課程後利於學員相互之間學習與溝通，是否願意提供個人資料給其他

學員，煩請告知。 

□不願意提供       □願意提供 

 

願意提供項目：(只需願意提供者勾選提供項目) 

□機關電話(含分機號碼)        

□行動電話 

□個人電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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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環境介紹 

住宿環境為本校-迎賓館-實習旅館，提供該系學生實習飯店經營管理，空間由舊宿舍內

部改裝而成，同學們從櫃檯、客房整理等房務工作，學習飯店的餐飲經營與管理。 

※礙於住宿空間有限，住宿房型為 2 人一間(無法安排單人一間) 

 
 

雙人房(1 大床) 雙人房(2 小床) 

  

房間設備 1 房間設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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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室(乾式分離) 衛浴被品(用不習慣者，請自行攜帶) 

 

房間設備說明： 

1.WIFI 

2.毛巾、浴巾等、吹風機、牙刷、漱口杯、刮鬍

刀 

3.沐浴乳、洗髮乳(大罐裝) 

4.飲水機(1 樓層一台)、快速煮水壺(每房 1 台) 

5.冷氣、電視機 

早餐空間(1 樓大廳旁 07:30 開始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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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地圖﹝上課地點：森林系(紅線)、住宿地點：迎賓館(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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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科技大學交通示意圖及校區配置圖 

￭ 交通資訊明細：https://goo.gl/MVJR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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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客運-509 屏東站-屏科大聯外路線 

屏東火車站 ----屏東科技大學 (森林系要在行政大樓站下車，步行一段路 ) 

 

往程  返程  

1-4.6 5.7 屏東  
誠齋 (生機

系 ) 
1-4.6 5.7 誠齋 (生機系 ) 屏東  

0 √  07:10 07:58 0 √  08:10 08:58 

0 √  09:20 10:08 0 √  10:15 11:03 

0 √  11:55 12:43 0 √  12:50 13:38 

 √  12:25 13:13  √  13:25 14:13 

0 √  14:25 15:13 0 √  15:25 16:13 

 √  15:00 15:48  √  16:00 16:48 

0 √  16:25 17:13 0  17:20 18:06 

 √  17:00 17:48  √  17:30 18:18 

0 √  18:50 19:38  √  18:00 18:48 

 √  19:30 20:18 0 √  19:50 20:38 

0 √  20:50 21:38  √  20:30 21:27 

    0 √  21:45 22:33 

0 週一至週四及週六 √ 週五及週日 

票價：屏東→屏科大 59 元 

 

其餘乘車資訊： 

1.508 屏東站-六堆文化園區-原住民文化園區 goo.gl/vMFrwE 

2.8232 屏東-老埤-水門(屏科大下車，需步行入校，步行時間約 30 分鐘) goo.gl/hihG3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