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田新亮點，以科技、藝術與綠意新生的隆田文化資產教育園區，志
工熱烈招募中
從四鐵產業遺跡轉變的文化園區
日治時期，園區周邊有運送建造烏山頭水庫重機械的「水鐵」
；戰後，
七股鹽場透過「鹽鐵」及「糖鐵」運送包裝鹽至園區內堆置場及鹽倉
儲存，再由「臺鐵」今隆田車站運至高雄港外銷，過往繁榮的往來運
輸，皆屬嘉南大圳百年故事的一環。臺南市政府由 2016 年起，逐步
進行歷史建築臺鹽隆田儲運站及周邊閒置倉庫修復，建置「隆田文化
資產教育園區」。園區保存「四鐵共構」的產業遺跡，修復後的歷史
建築倉庫群完善整合週邊的自然環境，期望讓民眾來趟兼具知識性與
休閒的文資小旅行。
全台最大嘉南大圳沉浸式劇場
由專業團隊規劃設計，融合科技與藝術再現歷史中嘉南大圳地景及各
種角色記憶，透過身體行為與影像進行互動，藉此讓觀眾能融入感覺
人與水、土地共存的歷史意涵。
專業考古中心
2006 年臺大考古隊進駐，而後市府於此建置隆田考古展示室，進行
出土遺物展示及教育推廣，是唯一以百年大圳及考古遺址為主題之文
化資產教育推廣基地。
水文化互動公共藝術
大隆田地區藉由埤塘、圳道與溪流的交織，構成了嘉南平原歷史聚落
與土地、水共存發展後的蓬勃富庶樣貌。園區以此為主題所規劃的公
共藝術充分展現水文化樣貌。
周邊旅行景點整合串聯
園區鄰接台鐵隆田車站及大隆田生態文化園區、水雉生態教育園區與
葫蘆埤自然生態休閒公園，往南連結到山上水道花園博物館，往東接
連八田與一紀念園區及烏山頭水庫，與鄰近觀光節點的整合串聯，顯
示著將成為兼具文資教育與文化觀光能量的軸帶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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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隊招募簡章
隆田文化資產教育園區(以下簡稱本園區)為有效結合社會人力資源，
協助本館為民服務、導覽解說及展演活動，特辦理本次招募，以培養愛好
嘉南大圳與隆田文化並具服務熱忱之志願服務人員(以下簡稱志工)，提昇
文化服務績效和品質。
一、招募依據：依隆田文化資產教育園區志願服務隊實施計畫辦理。
二、招募對象：預計 40 名，未滿 20 人，本園區保留延後開課權利
1、凡年滿 18 歲，高中(職)學歷以上畢業。
2、熱愛文化，具奉獻及服務熱誠，並能嚴守時間者。
3、服務期間至少滿一年，並能全程參加基礎訓練與特殊訓練課程者。
4、針對志工各組工作項目學有專長或具濃厚興趣者。
三、訓練地點：臺南市官田區圖書館 2 樓（臺南市官田區中山路一段 129
號）
四、訓練日期：
1、第一梯次：110 年 12 月 11 日(六)及 12 月 12 日(日)、12 月 26 日(日)
2、第二梯次：110 年 12 月 19 日(日)及 12 月 25 日(六)、12 月 26 日(日)
※時間、地點如有異動，將另行公告。
五、訓練課程：聘請專家學者講授基本訓練與實務演練；基礎訓練：至臺
北 e 大網站(http://elearning.taipei.gov.tw)線上學習課程
第一天
09:00~10:00
10:00~12:00
12:00~13:30
13:30~16:30

科目

課程內容
始業式
公共安全
午餐，休息
健康救護

基礎訓練

1.基本救命術概念
2.CPR+AED 訓練(成人、兒童、嬰兒)
3.異物哽塞處置
4.創傷處理基本概念
5.創傷出血控制與固定骨折
6.病患搬運與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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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09:00~12:00

課程內容
災害防治、緊急疏散
1. 災難（火災、水災、地震）緊急處理及人員疏散。

12:00~13:30

基礎訓練
+
專業訓練

13:30~16:30

2. 認識環境安全的重要性與潛藏的危機。
3. 用電的相關基本常識
午餐，休息
嘉南大圳與隆田園區的歷史脈絡

第三天
09:00~12:00

課程內容
專業訓練

溝通技巧及服務

12:00~13:30

午餐
園區環境、特色介紹說明
13:30~15:30
專業訓練 沉浸式劇場展示導覽及維運說明
※以上師資名單依實際邀約，最終以機關確認及核定後為準。
六、報名時間：
自 110 年 11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11 月 30 日截止。(郵寄者以郵戳為
憑;電子檔以發送時間為依據)
七、報名方式：填寫簡歷表(如附件)
1、紙本：填妥報名表及自傳後，以掛號郵寄至: 70041 臺南市中西區
中正路 5 巷 1 號 3 樓。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 張小姐 收(電話：
06-221-3569 分機 701 )，或親自繳交至本處。
2、電子檔:請寄至 mimi415623@gmail.com 謝小姐 收。郵件標題請註
明「110 年隆田文化資產教育園區志工招募報名表」
八、甄選方式：
1、資料審：本館將視需求依報名表進行審核，資料審通過者以電話通
知複選，不通過者恕不另行通知。
2、職前訓練：經複選合格之人員，皆需參加基礎訓練 6 小時與特殊職
前訓練小時，以瞭解本館狀況、個人服務工作性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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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隆田文化資產教育園區志工招募簡歷表各項資料請詳實填寫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保險用)

性別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民國
餐別

手機

年

月

□葷

日
□素

住家

□□□__________市／縣________鄉鎮市區__________路／街_____段
_____巷______弄_______號_____樓_____室

E-mail：
學習經歷

學校

工作單位
就讀學校

□在職
□兼職

科系

□肄業
□就學
□退休

□畢業

□其他

□曾任：
志工經歷

專長

服勤時間

語言能力
擔任志工最
主要的動機

□現任：
(若有必填)志願服務手冊編號：
□導覽解說 □動物生態 □植物生態
□水電木工 □電腦美工 □攝影繪圖
□其他

□藝術文學 □歷史人文
□電腦文書 □護理急救

□ 星期（
、
、
）（上午 / 下午 / 全天）
□ 星期六（上午 / 下午 / 全天） 上午時段 9:00-12:00
□ 星期日（上午 / 下午 / 全天） 下午時段 14:00-17:00
□ 其他
國語：□精通□中等□略懂
英語：□精通□中等□略懂
臺語：□精通□中等□略懂
日語：□精通□中等□略懂
客語：□精通□中等□略懂
其它
□ 回饋社會，服務他人 □吸收藝文新知 □精神生活樂趣
□ 交新朋友 □空閒時間太多 □磨練自己 □其他

自我介紹
(選填)
備註：
以上各欄資料，請務必填寫及勾選完整。報名表請 E-mail: mimi415623@gmail.com 或郵寄至臺南市文化資產
管理處地址: 70041 臺南市中西區中正路 5 巷 1 號 3 樓，張小姐 收，註明：「報名 110 年度臺南隆田文化教
育園區志工」
。如有相關諮詢請來電(06) 06-221-3569 分機 701 張小姐 或(02)8793-2313 謝小姐。本資料
僅提供志工招募及志工相關業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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