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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視野型標竿學習工作坊 

【活動簡章】 

一、 緣起 

一處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的型塑與營運，過程中經常面臨各式課題與挑
戰，並藉此強化精進與成長，方能漸趨成為一處成熟的環境教育學習場域，
提供優質的教育服務。為有助於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從業人員提升專業知能
與技能、建立互動交流平台，環保署環訓所特別辦理「105 年環境教育設
施場所視野型標竿學習工作坊」；藉由專題演講、主題論壇、課程體驗、實
務案例交流、腦力激盪等多樣學習方式，替環境教育工作者注入新動能。 

希冀透過本工作坊倡議的「VIC.勝利」精神，拓展多元視野 Vision、
啟發創新思維 Inspiration、促進合作交流 Cooperation，達到環境、經
濟與社會的三贏，深化落實環境教育的核心價值並擴大影響力。 

二、 學習目標 

 擴展學員視野，了解國內、外環境教育不同面向的發展 

 學習經營管理、課程方案、社區環境教育的標竿經驗 

 提供互動交流的機會，建立夥伴關係 

三、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    行政院環保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 

 承辦單位：    環境友善種子有限公司 

四、 課程日期：105 年 6 月 13、14 日（星期一、二） 

五、 課程地點：中華電信學院高雄所（高雄市仁武區仁勇路 400 號） 



 

2 

六、 活動對象：1、服務於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主管、全職環境教育人員、環境教
育教師等實務工作者 

2、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直轄市及縣（市）環保局 

3、環境教育認證相關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七、 活動人數：170 人，每單位以一人為限，依報名先後順序篩選，以 email 寄

送錄取通知。如尚有員額，每單位開放至 2~3 名，依序候補，額

滿為止。 

八、 報名方式：網路報名，活動網址 https://goo.gl/35sSLE 

【報名時間 5 月 9 日~18 日，上午 9：00 開放報名，5 月 23 日公布錄取名單】 

九、 活動費用：工作坊期間之課程、餐點、住宿（二人一房）、接駁等費用由承辦

單位支應，如需入住單人房，將另收取 1,200 元住宿費用。 

【參加者至集合地點之交通及住宿費用請自理。】 

十、 研習時數：全程參與者，核發 13 小時環境教育時數（可作為環境教育人員展

延時數）；公務人員者，另核發終身學習時數。 

*環境教育時數：一般民眾僅需提供身分證字號；具公務人員身分者，需另提

供機關代碼以供服務機關核對。機關代碼查詢網址。 

十一、 注意事項：1、工作坊資源有限，錄取者如不克出席，請電話通知承辦單

位聯絡人，以利後補人員遞補。 

2、承辦單位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保障報名者個人資料

安全之責任，在符合蒐集之特定目的下處理及利用個人資

料，如申報環境教育時數。 

3、工作坊期間備有餐點，請於報名時註明葷食或素食，並請

自備水杯、環保餐具。 

4、為確保戶外參訪活動品質並響應節能減碳，請學員儘量於

集合地點一同搭乘接駁車。 

5、報名時將提供學員勾選參訪路線志願序，並依報名順序及

志願進行分組。 

十二、 聯絡資訊：活動相關問題，歡迎來信或來電洽詢，02-23680603 

鄭琬春小姐，holluko@friendlyseed.com.tw 

簡珮瑜小姐，phoebe@friendlyseed.com.tw 

https://goo.gl/35sSLE
https://svrorg.dgpa.gov.tw/cpacode/UC3/UC3-2/UC3-2-01-001.aspx
mailto:holluko@friendlyseed.com.tw
mailto:phoebe@friendlyseed.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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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工作坊課程表 

DAY1  6 月 13 日（一） 

時間 課程 內容簡介 主持人/講師 地點 

09:00-09:30 集合 左營高鐵站集合 友種團隊 左營高鐵站 

09:30-10:00 車程 前往中華電信學院高雄所 友種團隊 澄清湖 

10:00-10:30 始業式 長官貴賓致詞 長官蒞臨指導 

會議廳 
10:30-11:00 

工作坊 

說明 
標竿學習工作坊重點學習項目 

環境友善種子 
執行長王書貞 

11:00-12:00 專題演講 
日本北海道黒松内ぶなの森自

然学校營運經驗 

北海道黒松内ぶな
の森自然学校 

高木先生 

12:00-13:30 午餐 餐廳 

13:30-14:30 
主題論壇 I 

市場行銷力 
品牌價值定位與綠色行銷策略 

中山大學 
張榮華教授 

會議廳 

14:30-15:30 
主題論壇 II 

文化環境力 
土地倫理與文化保存的根 

成功大學 
劉益昌教授 

會議廳 

15:30-15:50 茶敘交流 

15:50-16:50 
主題論壇 III 

探索內原力 
老師不在教室~課堂外的燦爛 

雲林華南國小 

陳清圳校長 
會議廳 

16:50-17:20 環保集點，綠色生活 環保署管考處 會議廳 

17:20-17:40 大合照 

17:50-19:30 晚餐 餐廳 

20:00 綠色電影院 自由交流 涼夏時光 友種團隊 戶外休閒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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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2  6 月 14 日（二） 

時間 課程 內容簡介 主持人/講師 地點 

07:30-08:30 早餐 餐廳 

08:30-09:00 前往場域 

09:00-11:30 
課程方案 

體驗分享 

路線 A：花果山中尋大聖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 

路線 B：搶救濕地大作戰 洲仔濕地公園 

路線 C：重生的大地 高雄都會公園 

路線 D：莫拉克風災重建探索之旅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路線 E：環境生活美學 白屋藝術村 

11:30-1200 車程回中華電信學院高雄所 

12:00-13:00 午餐 餐廳 

13:00-15:00 
標竿案例 

討論交流 

從地方人文生態課程方案 

看見國家公園 

台江國家公園 
黃貞雅 辦事員 

分組教室 1 

國際接軌與志工團隊 

的經營歷程 

關渡自然公園 
王柔茜 主任 

分組教室 2 

教育方案如何行銷動物園 
臺北市立動物園 
侯玨 輔導教師 

分組教室 3 

提升團隊組織的環境教育認同 
曾文水庫 

黃信融 課長 
分組教室 4 

融入社區的環境教育 

天埔社區 
環境教育園區 

工作團隊 
分組教室 5 

15:00-15:30 綜合座談 回饋分享 友種團隊 會議廳 

15:30 賦歸 

※如遇氣候不可抗力之因素，主、承辦單位保有變更行程內容順序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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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課程體驗場域介紹 

A 路線：壽山國家自然公園 

【環境場域簡介】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成立於

民國 100 年，是首座由下而上由

民間推動的國家自然公園，也是

鄰近高雄都會區的重要自然場

域。它擁有獨特的高位珊瑚礁地

質地形、豐富的動植物資源及珍

貴的史前貝塚遺跡。為了讓更多人深入了解壽山地區的自然與人文資源，壽

山國家自然公園成立了淺山學堂，規劃多種特色課程，期能讓來參與的民眾

了解壽山、愛護壽山。 

【體驗課程簡介-台灣獼猴課程-花果山中尋大聖】 

台灣獼猴是台灣唯「二」的靈長類動物，聰明的牠們有很強的適應力，

在遊客的餵食下，很快地學會如何輕鬆從人類手中拿到食物，卻也因此造成

許多人猴之間的問題。讓我們透過活動及課程，了解牠們的生活，學習牠們

的語言，探討人猴衝突的原因，共同找出解決之道吧! 

B 路線：洲仔濕地公園 

【環境場域簡介】 

「洲仔濕地公園」位於高雄

市左營區蓮池潭畔，原是一片水

田窪地，後以荒野型作為園區棲

地營造主軸，要打造一座以生物

為優先的濕地公園，是一個兼顧

生態環境、環境教育及生物多樣

性的濕地。因有專業經營團隊及熱情的志工群，雖面臨眾多困難與考驗，但

在大家的團結努力下，洲仔濕地成為一座豐富多元的都市生態濕地公園。 

【體驗課程簡介-搶救濕地大作戰】 

在濕地導覽過程中，看看有哪些生物住在洲仔濕地喔!並藉由體驗活動

讓發現棲地完整性被破壞的嚴重性，不斷的縮小與破碎化的棲地到底對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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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何傷害?生態廊道對生物的生存扮演的角色為何?並了解有多少生物須仰

賴濕地生活以及濕地對人類的重要性。 

C 路線：高雄都會公園 

【環境場域簡介】 

高雄都會公園係內政部營

建署依行政院核定之「台灣地

區都會區域休閒設施發展方

案」，首先推動的區域型森林公

園，為國內第 1 座都會公園。

面積 95 公頃，位處高雄市橋

頭區及楠梓區交界，提供高雄都會區居民遊憩休閒之場所，其主要建設目

標除休閒遊憩外，並希望達成增進環境景觀資源及改善地區環境品質之保

健功能。 

【體驗課程簡介-重生的大地】 

以園區土地利用的歷史演變，介紹這片土地從甘蔗園成為垃圾場再到

公園綠地的故事。透過講解、討論與實地觀察，發現當地的歷史變遷，省

思人們對土地使用的態度，資源回收與垃圾減量的重要性，覺知環境衝擊，

並能採取適當的環境態度與行動。 

D 路線：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環境場域簡介】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為國

立社會教育機構，以推廣社會科

技教育為其主要功能，故其建館

任務為研究、設計、展示各項科

技主題，引介重要科技之發展及

其對人類生活的影響。近年來持

續以綠行動建構「科技生活化、生活科技化」的「綠博物館」（Green 

Museum），在永續發展理念的基礎下，積極推動館務工作，開發各種主題

展覽及有趣的科技教育活動，藉以提升全民科技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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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課程簡介-莫拉克風災重建探索之旅】 

為保存莫拉克風災的救災及重建經驗，特建立「莫拉克風災重建展示

館」，教育民眾正確的防救災知能。展場設置多元的互動教具，藉由動手操

作認識颱風的原理、複合型災害、及防災科學的重要性，最後透過暴風雨

STORM 解謎遊戲，了解土石流防災的正確觀念。 

E 路線：白屋藝術村 

【環境場域簡介】 

1901 年，橋仔頭糖廠

是臺灣第一座現代化工業

園區，面積達 28 公頃，於

1999 年停產後成為臺灣第

一座獲得文化資產法保護

的工業遺址。白屋原址是橋

仔頭糖廠日式招待所，是臺

灣唯一以「藝術與生態」通

過認證的場所。我們想像我

們的孩子，可以赤腳踏在這片美麗的土地上，撿拾樹下的落葉，並視每顆

種子為珍寶；每年秋天，國際的藝術家會在白屋穿梭。我們相信五感的美

學體驗以及源自生活的創意，是與環境共生的生存之道。 

【體驗課程簡介-環境生活美學】 

在百年的平地森林裡，認識橋仔頭糖廠藝術村，深刻體驗臺灣文化的

根本與認識環境資產，從了解自己的文化到實踐環境教育，並透過美學互

動體驗「生活」欣賞四季的生態。在認識百年糖廠故事之後，由生活藝術

家帶著學員利用大自然的素材、工程廢棄物、進行美學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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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視野型標竿學習工作坊 

【會議場地交通位置圖】 

會議地點：中華電信學院高雄所（高雄市仁武區仁勇路 400 號） 

電話：07-3444296 

【由高雄市區來】 

走建工路往澄清湖方向行進，至球場路、圓山路及松藝路四叉路口時，

左轉松藝路，沿松藝路直行約 2 公里到 T 字路口後，右轉直行約 200 公尺

遇四叉路口時，左轉仁勇路，直行約 500 公尺，本所大門位於道路左邊。 

走鼎力路往仁武方向行進(於仁武區內本道路名稱為仁雄路)，直行至八

德南路交叉路口(看到 7-11 超商及大灣國中)，右轉接大全路，直行約 1000

公尺遇四叉路口時，左轉仁勇路，直行約 500 公尺，本所大門位於道路左

邊。 

走鳳山鳳仁路往仁武楠梓方向行進，至仁勇路交叉路口時，左轉直行

約 1000 公尺，本所大門位於道路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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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國道 1 號南下】 

從楠梓交流道出口下，順著高速公路邊道(匝道)往南約 1 公里至鳳仁

路，往鳳山方向行駛約 3 公里，沿途經過高鐵橋、國道 10 號快速道路，

過 10 號快速道路後，約經過 4 個紅綠燈，至仁勇路交叉路口時，右轉直

行約 1000 公尺，本所大門位於道路右邊。 

【走國道 10 號朝高雄方向】 

從仁武交流道出口下，順著橋下道路(澄觀路)直行，至鳳仁路交叉路口

時，左轉鳳仁路，行進至第 4 個紅綠燈為仁勇路交叉路口時，右轉仁勇路

直行約 1000 公尺，本所大門位於道路右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