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年度新北市政府景觀樹木修剪教育訓練暨 

技術測驗認證計畫(第一梯次) 

1.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綠美化環境景觀處 

2. 執行單位：社團法人台灣都市林健康美化協會 

3. 教育訓練/學科考試時間：110 年 3 月 22 日（一） 

4. 教育訓練/學科考試地點：新北市林口區公所行政大樓七

樓演藝廳(244 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一段 378 號) 

5. 術科考試時間：110 年 3 月 23 日（二） 

6. 術科考試地點：新北市林口區林口社區運動公園(新北市

林口區文化一路一段 223 號)。 

7. 報名所需費用及繳交日期： 

(1) 每人 500 元，學科測驗當日報到時(08:00~09:00)繳

交報名費。 

(2) 針對參加 109 年度新北市政府景觀樹木修剪教育訓練

暨技術測驗認證課程，考試未通過之學員；學科不合

格學員需報名學科及術科考試，每人 300 元；術科不

合格學員可僅報名術科考試，每人 200 元。 

  



8. 學員自備物品： 

學科教育訓練暨測驗：身分證或貼有相片之身分證明文

件、1 吋大頭照片 2 張(背面需先註明姓名、電話)、藍

色或黑色筆、修正液(帶)。 

術科測驗：身分證或貼有相片之身分證明文件、藍色或

黑色筆、修正液(帶)、安全帽、護目鏡、工作服(長袖或

短袖加袖套、長褲)、工作反光背心、工作鞋、工作用手

套、修枝鋸(鋸刃長度 210~360mm)、剪定鋏(長度

180~200mm)、前述工具套袋組。 

9. 名額：本梯次名額上限為 150 名，受理同單位報名學員以

不超過 2 名為原則，名單以景觀處確認後公告於網站為準。

上課當日如非不可抗力之因素而無故缺席者，將不受理下

一梯次之報名。 

10. 報名時間：110/02/22~110/02/26，09:00~17:00 

11. 網路報名/傳真報名 

(1)報名網址：https://reurl.cc/GdeAEx 

(2)傳真：02-2791-6069 

  



12. 學員注意事項： 

(1) 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簡稱新冠肺炎)防

疫需要，報到時均需配合酒精消毒及量測額溫，參訓期間敬請

全程自備醫用口罩配戴避免傳染，若額溫達 37.5 度以上或未

配戴醫用口罩者，將不得參與本梯次訓練。若於近兩個月內曾

有出國旅遊史的學員，請主動告知，並配合相關行政作業。 

(2) 學員報到時，教育訓練暨學科測驗以及術科考試均需核對身分，

請務必攜帶身分證正本，供核對學員身分，回訓人員請攜帶原

新北修剪合格證以供查驗。 

(3) 學科教育訓練報到截止時間為當日上午 09:15，逾時不得參與

學科考試，考試請用黑色或藍色筆作答，作答開始 20 分鐘後

始可交卷。 

(4) 請學員依照工作人員安排及指示坐至指定位置應考，座位設備

有任何問題請於測驗開始後 10 分鐘內反應給工作人員，恕不

受理測驗結束後之反應。 

(5) 考試過程中切勿互相交談、聊天或討論等進行疑似作弊之行為，

禁止使用 3C 產品，經工作人員發現，立即取消學員該次應試

資格並回報主辦單位。 

(6) 術科考試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為鑑別測驗，依工作人員指示

於 30 分鐘內填寫完成並交卷，作答時請用黑色或藍色筆。第

二部分為術科實作，學員自行備妥應試物品，實作測驗時間為

30 分鐘。術科考試於各組鑑別測驗開始後截止報到，逾時不得

參與術科考試。 

(7) 測驗過程中請勿交談或討論，如有疑似作弊之行為，經工作人

員發現，立即取消學員該次應試資格並回報主辦單位。 

(8) 術科實作測驗的樹木皆為事先隨機安排，若對該樹木有相關問

題或疑義，請於測驗開始後 10 分鐘內提出反應，並填寫現場

反應單，恕不受理測驗結束後之反應或陳情。 

(9) 本認證考試試題不提供外語版本，如中文閱讀能力有困難者，

請於報名時於備註欄位註記需求。 

(10) 報名時請謹慎填寫學員個人資料，完成網路報名後，將不予受

理申請學員替換之情事。 

  



13. 交通資訊： 

(1) 林口區公所行政大樓 7 樓演藝廳(學科) 

 

報到地點說明：於區公所 7 樓演藝廳正門口旁報到及繳費。 

 

  



(2) 新北市林口區林口社區運動公園(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一

路一段 223 號) 

 

報到地點說明：從共融遊戲場旁的走道進入，在共融遊戲場斜

對面的黃色涼亭集合。 

 
  



 

 

  

共融遊戲場 



教育訓練課程表： 

110年度新北市政府景觀樹木修剪教育訓練暨學科測驗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08:00~09:00 報到 (09:15截止)  

1 09:00~10:00 

樹木修剪之職業安全與新北市

樹木保護自治條例簡介 
吳孟玲 副所長 

 10:00~10:10 休息  

2 10:10~11:00 樹木健康管理與樹木病蟲害 吳孟玲 副所長 

 11:00~11:10 休息  

3 11:10~12:00 樹木修剪之基本原理 邱志明 前組長 

 12:00 ~13:00 午餐時間  

4 13:00~14:50 樹木修剪之正確技術與方法 邱志明 前組長 

 14:50~15:00 休息  

5 15:00~16:00 學科考試  

 16:00~16:10 休息  

6 16:10~17:00 樹木修剪戶外示範課程 
邱志明 前組長 

張育森 教授 

7 17:00~17:30 

術科測驗說明 

公告術科測驗梯次 

邱志明 前組長 

張育森 教授 

 

*學科考試作答時間為 60 分鐘，總分 100 分，70 分以上合格者可參

加術科考試測驗。  



術科考試時程表： 

時間 流程 參與人員 

8:30-9:00 第一組術科鑑別測驗 第 1組考生 

9:00-9:30 第一組術科實作測驗 第 1組考生 

9:30-10:00 第二組術科鑑別測驗 第 2組考生 

10:00-10:30 第二組術科實作測驗 第 2組考生 

10:30-11:00 第三組術科鑑別測驗 第 3組考生 

11:00-11:30 第三組術科實作測驗 第 3組考生 

11:30-12:00 第四組術科鑑別測驗 第 4組考生 

12:00-12:30 第四組術科實作測驗 第 4組考生 

12:30-13:30 休息  

13:30-14:00 第五組術科鑑別測驗 第 5組考生 

14:00-14:30 第五組術科實作測驗 第 5組考生 

14:30-15:00 第六組術科鑑別測驗 第 6組考生 

15:00-15:30 第六組術科實作測驗 第 6組考生 

15:30-16:00 第七組術科鑑別測驗 第 7組考生 

16:00-16:30 第七組術科實作測驗 第 7組考生 

16:30-17:00 第八組術科鑑別測驗 第 8組考生 

17:00-17:30 第八組術科實作測驗 第 8組考生 

*每組考生須於表定時間前 15 分鐘報到。 



報名表： 

110 年度新北市政府景觀樹木修剪教育訓練暨 

技術測驗認證計畫(第一梯次) 報名表 

*姓名  

*身份證字號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民國)  

*連絡電話(住宅/手機)  

*通訊地址 

(寄送合格證用) 
 

*服務單位(公司/機關)  

電子信箱  

傳真  

*用餐   □葷  □素 *訓別 □新訓 □回訓 

*是否近兩個月內曾有出國

旅遊或確診病例接觸史? 

  □是，地點(國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是否曾參加過109年度考

試但未通過者 

  □是，學號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回訓資料 

(請檢附查驗資料) 

  修剪合格證證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證照核發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緊急連絡人  

緊急連絡人電話  

備註  



*身分查驗 

 

 

 

身分證影本黏貼處(正面，請浮貼) 

 

 

 

身分證影本黏貼處(背面，請浮貼) 

 

 

 

新北市政府景觀樹木修剪合格證 

(正面，請浮貼) 

 

 

 

新北市政府景觀樹木修剪合格證 

(背面，請浮貼) 

「*」為必填 

※ 請回訓者報到當天攜帶合格證以備查驗 

※ 報名當天請攜帶 2 張 1 吋證件照 

※ 填妥後請傳真至 02-2791-60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