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9999999 年雲林布袋戲館年雲林布袋戲館年雲林布袋戲館年雲林布袋戲館導覽解說志工培訊簡章導覽解說志工培訊簡章導覽解說志工培訊簡章導覽解說志工培訊簡章    

    

「「「「掌中乾坤掌中乾坤掌中乾坤掌中乾坤    雲林亮眼雲林亮眼雲林亮眼雲林亮眼」」」」    

    

指導單位：行政院交通部觀光局 

主辦單位： 雲林縣政府 

文化處觀光行銷科 

 

執行單位：環球科技大學健康休閒學院-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一一一一、、、、    活動背景活動背景活動背景活動背景    

布袋戲館是雲林縣最重要文化觀光之地，平日、假日皆有許多遊客來此參

訪，因此雲林布袋戲館為雲林觀光發展重點之ㄧ。為培養雲林布袋戲館專

業導覽人員，本次課程由相關專業師資加以培訓，在於培訓布袋戲館專業導

覽課程，使認證志工或對布袋戲館導覽有興趣者，能深入瞭解雲林的雲林

布袋戲館身歷史文化、建築特色、在地民俗慶典、及文化資產保存等課程，

參與帶領經驗體驗實物解說工作。 

二二二二、、、、    辦理辦理辦理辦理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1. 指導單位：行政院交通部觀光局 

2. 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文化處觀光行銷科 

3. 執行單位：雲林縣政府文化處觀光行銷科 

三三三三、、、、    招募招募招募招募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1. 十八歲至六十八歲，身心健康之男女。 

2. 對雲林布袋戲館導覽解說有興趣，並自願於結訓後至民國 100 年間導覽服務

滿 150 小時者。 

四四四四、、、、    辦理辦理辦理辦理時間時間時間時間及地點及地點及地點及地點    

1. 時間：99 年 9 月 18 日（週六）、9 月 19 日（週日）、9 月 25 日（週六）。 

2. 地點：雲林布袋戲館（3 樓）。 

3. 地址：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一段 498 號。 

五五五五、、、、    培訓方式培訓方式培訓方式培訓方式    

1. 邀請相關專業講師與在地導覽員，以深入式教學加強觀光知識及在地專業

化，並透過實地教學與演練達到學以致用目標。 

2. 8 至 10 人/組，全程以組別行動，課後共同分享經驗。 

3. 全程參與者核予 24 小時學習證明。 

4. 通過觀光導覽志工培訓者，即可參與布袋戲館導覽服務。 

5. 為響應節能減碳，請自備飲水杯及餐具。 

六六六六、、、、    課程內容課程內容課程內容課程內容    

志願服務概論、建築概論、布袋戲館身歷史文化、偶戲文化及技巧。 



七七七七、、、、    報名報名報名報名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1.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99 年 9 月 10 日（星期五）17:30 止（依報名順序審核， 

額滿 30 人為止）。 

2. 報名管道：索取簡章報名表檔案，請至雲林縣政府文化旅遊網索取，填寫後 

以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回傳報名表，標題請註明「布袋戲館志工

培訓課程-報名者姓名」  

3. 傳真電話：（05）5339734 何旻娟老師收 

4. 電子信箱：L9150133@hotmail.com、mandy@twu.edu.tw 

 

九九九九、、、、    活動洽詢活動洽詢活動洽詢活動洽詢    

1. 雲林縣政府文化處觀光行銷科（05）5336104 劉小姐 

（每週一至五上午 8：00 至 12：00；下午 13：30 至 17：30。） 

2. 0952-695315 林小姐 



十十十十、、、、    99999999 年雲林布袋戲館解說志工培訓年雲林布袋戲館解說志工培訓年雲林布袋戲館解說志工培訓年雲林布袋戲館解說志工培訓（（（（課程一課程一課程一課程一））））    

日期：99 年 09 月 18 日（星期六）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課程內容課程內容課程內容課程內容    主講人主講人主講人主講人    

08：20-08：50 報到 報到、領取課程資料 
雲林縣政府 

觀光行銷科 

08：50-09：20 開幕式 

長官致詞 

館長致勉勵詞 

館區巡禮（ppt 講解） 

雲林縣政府 

觀光行銷科 

09：20-09：30 中場休息(10 分鐘) 

09：30-12：00 偶戲概述 偶戲源由、偶戲世界 黃世志  講師 

12：00-13：30 用餐 / 休息 

13：30-16：30 大小ㄤ仔任偶遊 偶戲參觀、偶戲操練 蕭仁能  講師 

16:30 快樂賦歸   

 

日期：99 年 09 月 19 日（星期日）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課程內容課程內容課程內容課程內容    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    

08：20-08：50 報到 報到、領取課程資料 
雲林縣政府 

觀光行銷科 

08：50-09：20 團康互動 團康教學 陳良旻 

09：20-09：30 中場休息(10 分鐘) 

09：30-12：00 館舍建築概述 
郡役所、郡長官邸、

合同廳舍介紹 
楊彥騏  講師 

12：00-13：30 用餐 / 休息 

13：30-16：30 館舍建築巡禮 
郡役所、郡長官邸、

合同廳舍實際參訪 
劉銓芝  講師 

16:30 快樂賦歸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    99999999 年雲林布袋戲館解說志工培訓年雲林布袋戲館解說志工培訓年雲林布袋戲館解說志工培訓年雲林布袋戲館解說志工培訓（（（（課程二課程二課程二課程二））））    

日期：99 年 09 月 25 日（星期六）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課程內容課程內容課程內容課程內容    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    

08：20-08：50 報到 報到、領取課程資料 雲林縣政府觀光行銷科 

08：50-09：30 測驗內容講解 分組、標準解說  

09：30-12：00 導覽測驗 
館區導覽 A 組 

館區導覽 B 組 
 

12：00-13：30 用餐 / 休息 

13：30-15：00 
導覽測驗 

（交換） 

館區導覽 A 組 

館區導覽 B 組 
 

15：00-16：00 綜合座談  

16:00 快樂賦歸  雲林縣政府觀光行銷科 

 



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99  99  99  99 年雲林觀光導覽進階導覽解說志工課程報名表年雲林觀光導覽進階導覽解說志工課程報名表年雲林觀光導覽進階導覽解說志工課程報名表年雲林觀光導覽進階導覽解說志工課程報名表    

報名時間：    年    月    日 

中文姓名  性 別 □ 男   □ 女 

英文姓名  飲 食 □素□葷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學 歷  

身份字號  現 職  

服務單位  

請浮貼照片 

(或電腦照片

150dpi) 

聯絡電話 （宅）              （公）              手機                  

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通訊地址  

 

 

 

相關課程 

資  歷 

 

參加動機及期待：                                                           

                                                                           

注意事項（請詳閱）： 

� 報名表資料將作為辦理平安保險之用，務必確實填寫。 

� 請依上課時間，準時到達現場。 

� 不克出席請事先告知請假，並且不可找人替代。 

� 如遇颱風天或其他災害是否停課，以政府公告為主。 

� 有特殊疾病請主動告知主辦單位，並於活動期間自備隨身藥品。 

� 為減碳愛地球，請大家自備餐具（碗筷、湯匙、水杯）。 

� 結訓後，自願於民國 100 年間服務布袋戲館導覽解說 150 小時。 

………………………………………………………………………………………………… 

祝您未來參訓能有飽滿的收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