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名表  

第八屆  ISA 認證樹藝師 Certified Arborist 中文考試  

考試日期：2019年 06月 01日 下午 13:00至 17:00，含入場時間共 4小時。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建議以護照為準) 

 西元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非台籍免填) 

 

護照號碼 

(無護照免填) 

 

畢業學校及科系

(全銜) 

 

服務機構(全銜)、

職稱及時間 

服務機構： 

職稱： 

時間：＿年＿月＿日～＿年＿月＿日 

行動電話  

通訊地址  

Email 

※請避免使用多人

共用之信箱 

 

※為保障您的權益，請於填寫報名表前，詳閱以下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一、主辦單位提供考試報名相關服務，並確保報名考生之共同利益，將遵循個

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蒐集、處理及利用考生所提供之個人資

料，包括姓名、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服務機構、電話、通訊地址、

email等資訊。 



二、報名考生就其個人資料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之規定，行使：查詢或

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利用與刪除

等權利。 

三、報名考生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或行使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所定

之權利，但報名考生提供資料不足或有其他冒用、盜用、不實之情形，可

能將不能參加相關課程及影響各項相關服務或權益。 

四、在考生就其個人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之規定，請求停止蒐集、處

理、利用或請求刪除前，主辦單位得依循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

定，於個人資料提供之範圍與目的內使用該等個人資料。 

☐我已閱讀並同意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所述內容。 

本人：  



【相關科系畢業者】請詳附以下證明文件 

1. 畢業證書及學校成績單 

2. 在職證明 (必須包含工作年資、工作內容說明、證明人職稱、證明人簽章及

證明人聯絡電話) 

3. 若為自營業者，請附上至少三年之樹木工作發票或收據影本 

 

  



【非相關科系畢業者】請詳附以下證明文件 

1. 在職證明 (必須包含工作年資、工作內容說明、證明人職稱、證明人簽章及

證明人聯絡電話) 

2. 若為自營業者，請附上至少三年之樹木工作發票或收據影本 

 

 

  



ISA 認證樹藝師道德規範、認證協議與授權 

 

  國際樹藝協會（ISA,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Arboriculture）

是一個自發性且非營利的專業協會。從業人員在樹藝領域的專業知

識達到一定標準，通過 ISA 認證考試，即獲得 ISA 認證委員會認

證。無論這些從業人員從屬於其他任何專業領域，ISA 認證樹藝師

道德規範適用於所有樹藝師考生和通過認證的樹藝師，ISA 認證樹

藝師道德規範定義所謂適切、應執行的職業行為準則，也含括對樹

藝師考生的最低道德要求，ISA 認證樹藝師道德規範也同時是專業

的一環，樹藝師考生和 ISA 認證樹藝師尊重並遵守此規範要求。 

 

I. 對 ISA、樹藝專業與大眾的責任 

1. 認證樹藝師遵守所有政府的政策、規定和法律要求。認證者和

考生必須： 

1. 遵守所有適用的法律、法規、政策和道德，以此作為樹藝專

業管理與執行的標準。 

2. 遵循所有相關的樹藝專業執行的標準，包括國家建設計畫與

政策。 

3. 正確、完整和誠實的陳述所有自身認證和重新認證的歷程。 

4. 維護 ISA 認證考試和資料的秘密安全性，包括防止未經授權

披露的考試資訊。 

5. 與 ISA 合作道德相關事宜並收集與道德問題有關的資訊。 

6. 及時向 ISA 組織報告個人行為可能違反任何 ISA 認證樹藝師

道德規範或組織的道德申報程序。 

7. 避免從事可能違背職業專業、道德或法律規範的職業服務或

有關活動。 

II. 對客戶、雇主、員工和大眾的責任。 

A. 有關專業服務的認證樹藝師責任。認證者和考生必須： 

1. 在決策過程中提供客觀、獨立的專業判斷，提供安全且有效

的服務。 

2. 對自身專業能力的局限有所認知，通過認證才適合提供服



務。認證者和考生必須根據自身學歷、教育程度、知識、技

能、實際執行經驗及其他相關因素確定自己專業能力的限

度。 

3. 在無法提供專業協助時，盡可能並合理轉介給適當的專業單

位。 

4. 保護並尊重在專業服務工作中可能獲得的敏感資訊的保密

性，除非：合理判斷資訊與非法活動有關；法院或政府機構

依法指示提供資訊；客戶或雇主明確授權的特定性發布信

息；或者未發布此類資訊可能會導致員工或群眾的死亡或嚴

重的人身傷害。 

5. 正確使用認證證書，提供有關教育、經驗、能力和服務表現

的真實而準確的陳述。 

6. 向公眾做出真實而準確的陳述，包括在廣告、公開聲明、其

他描述以及在編制相關成本、預期的服務與成果。 

7. 承認並尊重他人的知識財產權，並以準確、完整、真實的方

式進行與專業工作和研究有關的活動。 

2. 有關利益衝突及不正當行為的認證樹藝師責任。認證者和考生

必須： 

1. 向客戶或雇主披露潛在或實際的利益衝突、不當表現的重大

情況。 

2. 避免可能與客戶、雇主、員工或群眾利益衝突的行為。 

3. 確保利益衝突不損害客戶、雇主、員工或群眾的合法利益，

並且不影響或干涉專業判斷。 

4. 避免提供或收受重金、禮物或其他形式的補償或不當利益來

獲取工作或影響專業判斷。 

3. 對於公共健康和安全的認證樹藝師責任。認證者和考生必須： 

1. 在執行專業工作的過程中遵守適當的健康和安全程序，以保

護客戶、雇主、員工或群眾不受到可預期的傷害或其他間接

傷害。 

2. 發現可能導致不安全狀況或違反法定要求的行為或情況時，

通知適當的政府單位或代表機關。 



作為申請人或證明人： 

1. 我承認我已閱讀並理解 ISA 認證樹藝師手冊和 ISA 認證計劃政

策中所定義的 ISA 認證的所有條款和條件。 

2. 我了解 ISA 認證計劃是獨立於所有其他 ISA 計劃和服務的。ISA

認證與 ISA 會員不同。除非我也是 ISA 會員，否則我不能使用

任何 ISA 會員標誌或標誌。 

3. 我同意向 ISA 認證計劃提供與我的認證申請和認證相關的完整

和準確的資訊，包括在此類變更六十（60）天內對住家或公司

地址、電話或電子郵件信箱所做的所有更改。 

4. 我同意 ISA 認證部門有權聯繫任何人或組織作為我初次申請審

查的一部分。我授權 ISA 要求審查我的認證申請的資訊發布。

我同意，如果我的申請包含假資料，ISA 有權通知相關組織。 

5. 我明白維護我的 ISA 認證是基於我對所有認證和重新認證要求

的履行，包括遵守 ISA 認證樹藝師道德和道德規範案例程序。 

6. 我同意向我的 ISA 認證部門報告我的行為可能違反任何規定的

認證樹藝師道德規範或認證組織計畫，在我知道這種行為的六

十（60）天內。此報告要求適用於在我申請之日或之後發生的

行為或活動為 ISA 認證。 （註：在此期限內報告的任何行為必

須在另一張紙上提供，並與本協議一起提交。） 

7. 我了解，ISA 所發的認證並不代表執業許可或註冊，或以其他方

式進行商業活動的許可、註冊或其他授權。 

8. 我同意賠償並使 ISA 及其代理人，僱員，代表和繼承人免受任

何和所有第三方的索賠、訴訟、投訴、損失或責任（索賠）（包

括律師費）由於或涉及：我的 ISA 認證；我使用或顯示 ISA 認

證程序憑據或指定、參考 ISA 認證計劃；我的專業活動和服

務；或者我的其他商業活動。 

9. 我了解 ISA 認證是針對我個人，不得轉讓或轉讓給任何其他個

人、組織或公司。關於我的使用或顯示 ISA 認證標誌與專業商

業活動有關，我同意遵守所有適用的 ISA 政策，包括 ISA 認證

計劃政策和程序聲明 CERPP016，並可能在將來進行修改。 

10. 獲得 ISA 認證後，我明白 ISA 可能會被個人或組織要求驗證我



的認證，包括認證日期，我同意這些信息可能會被公佈。 

11. 我同意，根據我的要求，ISA 可以在 ISA 互聯網網站上公佈與我

有關的某些專業信息，包括我的雇主和業務聯繫信息。我進一

步同意，我申請 ISA 認證的信息可能用於研究和統計目的。 

12. 如果我的 ISA 認證過期、暫停或撤銷，我同意立即停止使用或

顯示 ISA 認證樹藝師認證標誌、憑證，以及任何其他特定與 ISA

認證有關的名稱。我同意遵守 ISA 認證計劃的任何其他指令。 

 

 

 

 

 

 

立同意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