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東林區管理處知本自然教育中心 
「學‧森林」教室外的必修課－森林環境教育課程 

實務工作坊簡章 

一、 課程說明 

集結林務局八個自然教育中心課程精華出版的「學．森林」森林環境教育課

程彙編教材，今(109)年新加入一本以原民傳統山林智慧為主題的專冊，知本自

然教育中心特別選出專冊中的「動物追蹤師」以及「不可思議建築師」，加上中

心場域特色課程「五彩樹」，透過工作坊形式讓學員習得三個模組教案、培養環

境教育人員推動環境教育課程之能力，體驗與感受不同於正規教育的教學方式，

並進一步將其內化而應用於自身場域的環境教育推廣上。為了提升學員自身的專

業知能以及加深對原民傳統山林智慧的了解，將帶領大家走訪國立臺灣史前文化

博物館卑南遺址公園實際體驗原民傳統文化與山林智慧，讓學員以第一手的真實

經驗深入了解不同土地與人的故事，也期待學員能連結至跨文化、跨領域的學習，

讓課程學習活動呈現多元價值，建立亞熱帶島嶼的自然環境史觀，呈現臺灣的多

元文化及環境倫理價值。期望提升學員的環境知識、態度與價值觀，進而培養友

善環境的行動力。 

※完訓之夥伴可獲得獲得森林環境教育之種子教師證書乙份。 

二、 課程目標 

(一)習得「學．森林」森林環境教育課程彙編以及專冊中精華模組教案，透

過實作深度了解環境教育教案模組操作的技巧。 

(二)透過體驗了解原民傳統山林智慧。 

(三)成為森林環境教育種子教師。 

三、 主辦單位：林務局臺東林區管理處 

四、 承辦單位：知本自然教育中心、鯨旗國際環境創產有限公司 

五、  協辦單位：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環境教育中心、國立臺灣史前

文化博物館卑南遺址公園  

六、 研習地點：知本國家森林遊樂區知本自然教育中心、國立臺灣史前文

化博物館卑南遺址公園  

七、 研習費用： 

(一)課程研習費用 2,500元(含課程相關費用，不含住宿，教材另計)。 

(二)本研習上課須使用「學，森林」—森林環境教育課程彙編套書+專冊，中

心提供優惠價格予研習學員訂購。※請於報名時註明購買之教材。 

1.「學．森林」—森林環境教育課程彙編套書+專冊，共 6 冊（定價 1,500 元）



 

優惠價 1,200 元。 
2.「學．森林」—森林環境教育課程彙編專冊(定價 300 元)，優惠價 240 元 

(三) 繳費流程請參閱【附件一】，如有退費情形將依本中心退費作業辦法辦

理【附件二】及【附件三】。 

八、 研習時間：109 年 5 月 23 日至 5 月 24 日(星期六至星期日)。 

九、 參與對象及名額：各級學校教師、環境教育實務工作者、對推廣森林環境

教育興趣之民眾，共 30 人。 

十、 報名方式及時間： 

(一)報名方式：請點選連結至《臺灣山林悠遊網》知本自然教育中心-專業研

習進行線上報名。 

(二)109年 3月 10日上午 9時，開始開放報名，至 109年 4月 17日下午 5時

或額滿截止。 

(三)聯絡方式：知本自然教育中心 089-510961轉 22 蘇小姐。 

(四)為創造教學者之交流平台，本工作坊將依照報名順序審查(若報名者超過

名額限制時，以一單位一人為原則)，敬請見諒。 

十一、 活動流程： 

「學．森林」森林環境教育課程實務工作坊」課程表 
5/23 星期六 第一天 

時間 主題 
11:00-11:10 報到(地點：知本國家森林遊樂區知本自然教育中心) 

11:10-12:00 
進入多樣的森林環境教育課程世界─「學‧森林」簡介及知本自然

教育中心環境教育課程教案設計 
12:00-13:00 中餐時間 
13:00-13:10 分組及流程說明 

13:10-15:10 
進森林裡「學‧森林」I 
實作體驗課程-動物追蹤師 

15:10-15:30 休息/茶點時間 

15:30-16:30 
進森林裡「學‧森林」II 
實作體驗課程-五彩樹  

16:30-17:30 
進森林裡「學‧森林」III 
認識課程-不可思議建築師 

17:30- 明天見 
5/24 星期日 第二天 

時間 主題 
8:30-9:00 報到(地點：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卑南遺址公園 ) 

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Education?short=JB&cate=3�
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Education?short=JB&cate=3�


 

09:00-10:40 
不可思議建築師課程深化學習 I- 
學習野外避難帳搭建技巧及實作 

10:40-11:00 休息/茶點時間 

11:00-12:00 
不可思議建築師深化學習 II- 
卑南族的傳統家屋與生態智慧 

12:00-13:00 中餐時間  

13:00-14:00 
不可思議建築師深化學習 III- 
實地參觀卑南族家屋傳統建築 

14:00-15:30 
不可思議建築師深化學習 IV- 

實作課程-搭建模型屋了解原民山林智慧 
15:30-16:00 綜合討論、頒發證書 

16:00 賦歸 

＊ 活動內容可能因天候或其他因素而調整，改變是為了讓研習活動順利進行，

謝謝您的理解。 

十二、 注意事項： 

(一)恕不接受現場報名。 
(二)參加工作坊可取得環保署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展延研習時數(需事先告知)。 
(三)參加工作坊可登記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及教師研習時數(需事先告知)。 
(四)本工作坊不提供住宿，請自行處理住宿。 
(五)工作坊備有專車統一接駁， 
1. 第一天預計接駁地點為：台東轉運站、台東火車站、知本火車站。 
2. 第二天預計接駁地點為：台東轉運站、台東火車站 
3. 詳細接駁時間另於行前通知公告。需搭乘接駁車或自行開車前往者，請於

報名時載明。 
(六)為減少一次性消耗品的產生，請自備餐具餐碗、水杯及盥洗用具。 

  



 

【「學．森林」森林環境教育課程彙編】書籍介紹(一套 5本) 

 

 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

自 96年成立發展至今已滿 10
年，10 年來各中心發展出優

質且豐富的課程方案，本書

係由 10 年間累積之眾多課程

方案中，精選 12 套不同面向

之森林環境教育課程，期望

國內教育工作者能使用本書

之森林環境教育課程，教育

我們的下一代如何體現永續

林業價值，實現環境教育目

標，落實戶外學習精神，培

養對環境永續的負責任公

民，也培養更多「在地思考、

全球行動」的地球公民! 

 
 
 
 
 
 
 
 
 
 
 
 
 
 
 
 
 
 
 
 
 
 
 
 
 

【「學．森林」森林環境教育課程彙編】專冊介紹 

 
今 109 年【「學．森林」

森林環境教育課程彙編】加

入原民傳統山林智識為主題

的專冊，專冊以原住民的用

火、狩獵、建築的生態智慧

為三大主軸，發展 3 套課程

模組。歡迎各級學校教師、

環境教育者、戶外學習的實

務工作者能自由廣泛運用，

連結至文化跨領域的學習，

讓課程活動呈現多元價值，

讓原住民族的傳統智識融入

我們的生活中。期建立亞熱

帶島嶼的自然環境史觀，呈

現屬於臺灣的多元文化及環

境倫理價值。 
 



 

【附件一】繳費流程 

 

 
  

線上報名

報名審核通過

E-mail 通知繳費

以ATM或匯款方式繳費

確認繳款成功

7 天內 

3 天內 



 

【附件二】 

知本自然教育中心專業研習退費申請辦法 

1. 本中心制定課程費收取標準，依標準收費。 

2. 依循本中心標準作業流程，完成繳費者始完成報名程序。 

3. 完成繳費後，欲申請退費者，其標準如下： 

(1) 活動前 14日 (含) 告知者，全額退費。 

(2) 活動前 7 日(含) 告知者，退費 70%。 

(3) 活動前 2日(含)告知者，退費 50%。 

(4) 活動前 1日(含)至當日(含以後)告知者，不予退費。 

(5) 課程當日如因天候或不可抗拒之事件，由中心認定無

法執行課程而取消者全額退費。 

(6) 上述日數計算不含活動當日，其退費金額需再扣除銀

行手續費。 

4. 退費申請需先填寫「知本自然教育中心退費申請表」以及相

關申請資料傳真(089-510749)至本中心受理，並來電確認

(089)510961*22，受理日期為本中心人員接收到完整文件日

為準。 

5. 如無法執行傳真，請郵寄「知本自然教育中心退費申請表」

之圖檔(需有親筆簽名)至本中心電子信箱

jbcenter089@gmail.com。 

6. 本中心退費程序為退費申請受理後 1個月內完成。 

  



 

【附件三】 

知本自然教育中心課程退費申請表 

收件日期：民國     年     月     日（工作人員填寫） 

申請人  
課程 

名稱 
 

聯絡電話 
市內電話： 

行動電話： 

報名人數 共 ________ 人 

退費人數 共 ________ 人 

已繳報名費

 

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請以國字書寫：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 

繳款資訊 (包含繳款方式與轉帳後五碼) 

退款資料（請填寫申請人帳戶） 

匯入銀行  銀行代號  

匯入分行  分行代號  

匯入帳號  

退費申請 

項目 

【此欄由工作人員填寫】 
□ 活動前 14 日(含)前申請「全額退費」，退費金額：＿＿＿＿＿＿＿＿＿＿＿

□ 活動前 7 日(含)申請「退費 70％」，退費金額：

。 
＿＿＿＿＿＿＿＿＿＿＿

□ 活動前 2 日(含)申請「退費 50％」，退費金額：

。 
＿＿＿＿＿＿＿＿＿＿＿＿

□ 因天候或不可抗拒因素由中心取消課程，退費金額：

。 
＿＿＿＿＿＿＿＿。 

注 

意 

事 

項 

1. 退費比例日期確認以本中心人員收到本申請表單之日期為主。 
2. 退費作業將於受理後 1 個月內完成。 
3. 退費金額為扣除匯款手續費用之金額。若因資料填寫錯誤，轉帳失敗，需自

付再次匯款手續費用。 
4. 退費申請需連同申請表和退費帳號存摺影本，請傳真至 089-510749，並來電

089-510961 轉 18 確認。 

（請申請人據實填妥上列欄位，並詳讀注意事項後簽名於下） 

申請人簽名：＿＿＿＿＿＿＿＿＿ 

申 請 日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