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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保扎根教育】教師研習系列 

2016 南區活動 研習簡章 
 

壹、前言 

教師研習為關懷生命協會推廣動物保護教育之重要活動，期盼藉由學校教

育，讓愛護動物的觀念在孩子心裡扎根。動保扎根教育對於培養學生同理心與責

任感，提升環境素養有重要影響。本研習邀請專家學者授課、經驗豐富的老師做

教學分享、安排實地參訪，讓學員更能理解動物處境與相關問題。本系列課程會

依各地區合作夥伴之特色做規劃，今年活動內容以四大動物議題為主： 

 

同伴動物包括犬貓，為孩子在生活中最容易接觸到的動物。培養孩子不隨意

動物、飼主責任與尊重生命之態度，共創與動物和諧共處的環境。 

 

野生動物存續問題，除了盜獵走私及棲地破壞外，人為濫用或恣意引入外來

種等也是相當關鍵的因素。如何減少動物利用、維護棲地與生物多樣性，在教育

中越顯重要。 

 

在實驗動物部分，去(2015)年嘉華高中解剖幼兔之違反動物保護法案件凸顯

許多學校對於動物保護相關法規及替代教學方案之陌生。認識相關規定，透過友

善動物的過程觀察與認識動物，培養尊重生命的態度，是研習重點。 

 

展演動物是另一個校園常見的議題，參訪生態農場或海生館是許多學校校外

教學及畢業旅行的選擇，但是，動物不為娛樂人類而生。如何引領孩子理解動物

處境；如何結合環境教育戶外教學與生態解說以豐富教學，是我們希望介紹給老

師的資源。 

 

各場次環境教育研習時數 6.5小時，歡迎老師報名。更多資訊與教學資源請

上動保扎根教育平台 http://www.awep.org.tw/。 

 

貳、目的 

1. 讓老師瞭解校園常見的動物保護議題。 

2. 串聯各地產官學界、民間團體及環境教育區域中心，建立教育網絡。 

3. 介紹動保扎根教育平台，分享教學資源，鼓勵各地教師實施相關課程。 

 

http://www.awep.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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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報名方式： 

 學校教師請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報名： 

http://www4.inservice.edu.tw/index_login.aspx 

7/4 課程代碼：2011403 

 [環境教育]【動物保護扎根教育】同伴動物議題（臺南場次） 

7/5 課程代碼：2011408 

 [環境教育]【動物保護扎根教育】實驗與展演動物議題（臺南場次） 

7/6 課程代碼：2011411 

 [環境教育]【動物保護扎根教育】實驗與野生動物議題（高雄場次） 

7/7 課程代碼：2011412 

 [環境教育]【動物保護扎根教育】野生與同伴動物議題（高雄場次） 

 非教師之教育工作者請至關懷生命協會官網報名： 

http://www.lca.org.tw/ 

 

肆、報名時間：即日起至研習前一週止，詳各場次。 

伍、連絡方式： 

  1.電話：（02）2542-0959        傳真：（02）2562-0686 

  2.Email：edu@lca.org.tw       聯絡人：劉孟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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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保扎根教育】教師研習系列 

同伴動物議題（臺南場次） 
 

一、研習日期：2016年 7 月 4日 星期一 

二、研習地點：成功大學-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臺南市東區大學路 1號） 

三、主辦單位：關懷生命協會 

四、合辦單位：成功大學流浪動物志工隊、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南區環境教

育區域中心、臺北市立大學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 

五、贊助單位：財團法人全聯慶祥慈善事業基金會、財團法人全聯佩樺圓夢社會

福利基金會 

六、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6/28止。 

七、研習課程： 

南區臺南場：7/4（一）成功大學-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 

時間 課程 講師 

08:30-08:50 報到 

08:50-09:00 開場 
主持人：關懷生命協會 

常務理事湯宜之 

09:00-10:50 
飼主義務法制化的 

教育意義 

成功大學法律學系 

王毓正老師 

11:00-12:00 
動保扎根教育平台 

資源介紹 

關懷生命協會 

常務理事湯宜之 

12:00-13:00 午餐與交流時間 動保教育影片欣賞 

13:00-14:50 
【友善校園】 

成功大學浪犬管理經驗分享 

成功大學 

總務處何美誼 

流浪動物志工隊 

15:00-15:50 
【教學分享】 

有你！同伴幸福就在身邊 

新北市保長國小 

簡淑娟老師 

16:00-16:30 
南區環境教育區域中心 

環境教育推廣介紹 

南區環境教育區域中心 

專案經理 

16: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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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地點位置圖】 

成功大學-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臺南市東區大學路 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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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保扎根教育】教師研習系列 

實驗與展演動物議題（臺南場次） 
 

一、研習日期：2016年 7 月 5日 星期二 

二、研習地點：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實驗動物中心-南部設施 1樓會議室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二路 17號；位於臺南科學工業園區內） 

三、主辦單位：關懷生命協會 

四、合辦單位：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南區環境教育區域中心、國家實驗研究

院國家實驗動物中心、臺北市立大學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 

五、贊助單位：財團法人全聯慶祥慈善事業基金會、財團法人全聯佩樺圓夢社會

福利基金會 

六、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6/28止。 

七、研習課程： 

南區臺南場：7/5（二）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實驗動物中心-南部設施 

時間 課程 講師 

08:30-08:50 報到  

08:50-09:00 開場 
主持人：關懷生命協會 

常務理事湯宜之 

09:00-10:50 
生活中的實驗動物與 

動物實驗替代教學倫理 
國家實驗研究院 

國家實驗動物中心 

企劃推廣組組長秦咸靜 11:00-12:00 
動物實驗替代教學 

教具示範 

12:00-13:00 午餐與交流時間 動保教育影片欣賞 

13:00-13:50 
【解說與參訪】 

實驗動物中心 

國家實驗研究院 

國家實驗動物中心 

14:00-14:50 
【議題分享】 

醫學教育必要之惡？ 

中國醫藥大學 

學士後中醫系王建霖 

15:00-15:50 

【教學分享】 

從「戶外教育」談動保觀念

與教學 

臺中市西區中正國小 

黃玉翎老師 

16:00-16:30 
南區環境教育區域中心 

環境教育推廣介紹 

南區環境教育區域中心 

專案經理 

16: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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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資訊】 

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實驗動物中心-南部設施：台南市新市區南科二路 17號（位

於台南科學工業園區內，緊鄰南科創業育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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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保扎根教育】教師研習系列 

實驗與野生動物議題（高雄場次） 

 

一、研習日期：2016年 7 月 6日 星期三 

二、研習地點：柴山生態教育中心 

（高雄市鼓山區內惟路 73號；內惟國民小學 1樓） 

三、主辦單位：關懷生命協會 

四、合辦單位：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南區環境教育區域中心、柴山生態教育

中心、柴山會、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實驗動物中心、臺北市立大學地球環境暨生

物資源學系 

五、贊助單位：財團法人全聯慶祥慈善事業基金會、財團法人全聯佩樺圓夢社會

福利基金會 

六、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6/30止。 

七、研習課程： 

南區高雄場：7/6（三）柴山生態教育中心 

時間 課程 講師 

08:30-08:50 報到 

08:50-09:00 開場 
主持人：關懷生命協會 

常務理事湯宜之 

09:00-10:50 
生活中的實驗動物與 

動物實驗替代教學倫理 
國家實驗研究院 

國家實驗動物中心 

企劃推廣組組長秦咸靜 11:00-12:00 
動物實驗替代教學 

教具示範 

12:00-13:30 午餐與交流時間 動保教育影片欣賞 

13:30-14:00 
南區環境教育區域中心 

環境教育推廣介紹 

南區環境教育區域中心 

專案經理周家弘博士 

14:00-16:30 

【解說與參訪】 

柴山的傳說故事 

史溫侯讓臺灣獼猴登上國際

舞台 

小溪貝塜文化 

高雄市柴山會 

16: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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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保扎根教育】教師研習系列 

野生與同伴動物議題（高雄場次） 

 

一、研習日期：2016年 7 月 7日 星期四 

二、研習地點：柴山生態教育中心 

（高雄市鼓山區內惟路 73號；內惟國民小學 1樓） 

三、主辦單位：關懷生命協會 

四、合辦單位：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南區環境教育區域中心、柴山生態教育

中心、柴山會、臺北市立大學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 

五、贊助單位：財團法人全聯慶祥慈善事業基金會、財團法人全聯佩樺圓夢社會

福利基金會 

六、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6/30止。 

七、研習課程： 

南區高雄場：7/7（四）柴山生態教育中心 

時間 課程 講師 

08:30-08:50 報到  

08:50-09:00 開場 
主持人：關懷生命協會 

常務理事湯宜之 

09:00-10:20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的 

生物多樣性 

高雄市柴山會 

總幹事楊娉育 

10:40-12:00 繪本如何幫助生態教育 

高雄市柴山會 

環境教育人員/繪本故事老師 

朱惠娟 

12:00-13:00 午餐與交流時間 動保教育影片欣賞 

13:00-13:50 
從高雄市校犬專案 

到搜救犬「阿勇計畫」 

高雄市動物保護處 

技士鄭莉佳 

14:00-15:00 
【教學分享】 

愛牠，請尊重牠 

臺中市西區中正國小 

黃玉翎老師 

15:10-16:00 
【教學分享】 

有你！同伴幸福就在身邊 

新北市保長國小 

簡淑娟老師 

16:00-16:30 
南區環境教育區域中心 

環境教育推廣介紹 

南區環境教育區域中心 

專案經理 

16:30 賦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