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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友善祭祀推廣種子教師培訓工作坊 
 

一、目的 

臺灣由於文化多元，有著許多不同樣貌的宗教文化活動，
現今社會因宗教文化活動產生部分的環境問題，希望透過環境

教育的方式，提升民眾之環境倫理觀及對於環境友善祭祀之認

識，以選擇符合自身宗教理念及友善環境的祭祀方式。 

本次講師培訓對象為環境教育人員、各級學校教師、環保

團體相關人員、志工或有興趣者、完訓之種子教師（進階課程），

透過提供的環境友善祭祀環境教育教材手冊及一套基本教案的

教學，培訓有心推動環境友善祭祀的種子教師，並結合後續推

動的環境友善祭祀之環境教育宣導活動，以達到教育民眾兼具

尊重宗教文化意涵與環境友善之目的。 

主辦單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環境資源研究發展基金會 

協辦單位：國立宜蘭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高雄科技
大學、松山奉天宮 

二、時間及地點 

場次 基礎班 進階班 地點 

北區場

【臺北】 

6月 21 日

（星期四） 

09:30-16:00 

6月 22日

（星期五） 

09:30-16:00 

松山奉天宮大殿 B1道教文化教室 

（臺北市信義區福德街 221巷 12號） 

中區場

【臺中】 

6月 26 日

（星期二） 

09:30-16:00 

6月 27日

（星期三） 

09:30-16:00 

臺中教育大學環境樓 N207教室 

（臺中市西區民生路 140號） 

南區場

【高雄】 

6月 28日

（星期四） 

09:30-16:00 

6月 29日

（星期五） 

09:30-16:00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第一校區圖書資訊館

1樓遠距教學教室 J124 

（高雄市楠梓區卓越路 2號） 

三、參加對象 

（一）基礎班：環境教育人員、志工、各級學校教師、環保

團體相關人員等，每場次預計 25名，額滿為止。 

（二）進階班：需上過基礎班、或參加過本會 106 年辦理之

相關種子教師培訓工作坊，方能報名進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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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議程 

（一）基礎班 

時間 基礎班課程主題與內容 

09:30-10:00 報到 

10:00-11:00 祭祀文化知多少—國內常見祭祀方式及用品的意義 

11:00-11:10 休息 

11:10-12:10 祭祀行為的環境、健康與安全影響 

12:10-13:10 中午用餐 

13:10-14:10 

種子教師教材運用及教案課程說明 

1. 課程方案介紹 

2. 解說方案講述技巧 

14:10-14:20 休息 

14:20-15:20 環境友善祭祀措施及案例 

15:20-16:00 綜合討論 

16:00- 賦歸 

（二）進階班 

時間 進階班課程主題與內容 

09:40-10:00 報到 

10:00-12:00 教材教案分組撰寫 

12:00-13:00 中午用餐 

13:00-14:30 

推廣教學模組演練 

1. 分組實務演練 

2. 教材教學演練 

14:30-14:50 休息 

14:50-15:30 綜合討論 

15:30- 賦歸 

五、報名方式 

採線上報名，報名網址：
https://goo.gl/forms/o0mMptBWVrysTkef2 

（一）北區場 6月 21 日基礎班、6 月 22 日進階班 

1. 報名截止日：107 年 6 月 15日（星期五）止。 

2. 相關事宜請洽財團法人環境資源研究發展基金會，電

話：02-25149997 ext.129 林小姐；或國立宜蘭大學李
元陞老師，電話：0911-230150，傳真：03-9367642。 

 

 

https://goo.gl/forms/o0mMptBWVrysTke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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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區場 

1. 報名截止日：107 年 6 月 22日（星期五）止。 

2. 相關事宜請洽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電話：0965-188496

林小姐。 

（三）南區場 

1. 報名截止日：107 年 6 月 22日（星期五）止。 

2. 相關事宜請洽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電話：07-6011000 

ext.32394陳小姐。 

六、注意事項 

（一）本次工作坊將進行會場活動拍攝，相關照片僅供本計

畫使用。 

（二）本工作坊免費參加，提供餐點，不提供交通、停車及
住宿費用。為響應環保行動，請與會人員自備環保筷、

杯子。 

（三）因維護課程教學品質的關係，如報名人數過多情形，
將按報名先後順序錄取，本會保有報名審核權。 

（四）本工作坊將核發環境教育時數或環境教育人員展延時

數，基礎班 5小時、進階班 5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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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環境友善祭祀推廣種子教師培訓工作坊 

報名表 

身分別 
□環境教育人員        □志工／環保團體相關人員 

□各級學校教師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參加場次 

基礎班 進階班* 

□6/21（四）北區場次【臺北】 

□6/26（二）中區場次【臺中】 

□6/28（四）南區場次【高雄】 

□6/22（五）北區場次【臺北】 

□6/27（三）中區場次【臺中】 

□6/29（五）南區場次【高雄】 

姓  名  
所屬單位 

及職稱 

 

 

身分證字號   

（環境教育時數登錄）  

飲食  □葷    □素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電子郵件 
 

                                          

是否願意擔任推廣種子

教師 
  □是              □否 

是否需要環境教育認證

展延時數 
  □是              □否 

各場次報名方式 

場次 線上報名連結 聯絡人 報名截止 

北區場 

https://goo.gl/forms/o0mMptBW

VrysTkef2 

02-25149997 ext.129 林小姐 

jiesiang@ier.org.tw 
6/15（五） 

中區場 
0965-188496林小姐 

bee097111@gm.ntcu.edu.tw 
6/22（五） 

南區場 
07-6011000 ext.32394陳小姐 

tin1020@nkfust.edu.tw 
6/22（五） 

*曾參加過本基礎班或本會 106年辦理之相關種子教師培訓工作坊者，方可報名進階班。 

  

https://goo.gl/forms/o0mMptBWVrysTkef2
https://goo.gl/forms/o0mMptBWVrysTke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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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資訊 

一、北區場—6/21(四)基礎班、6/22(五)進階班 

地址：臺北市信義區福德街 221巷 12號 

（一） 大眾運輸工具：近「後山埤捷運站」2號出口，直走至大道路左

轉，直行到底接福德街 177巷即可抵達，步行時間約 10分鐘。 

（二） 開車：沿信義路直行至六段接福德街，至福德街 221巷右轉，

抵達奉天宮後，沿此巷往前直行約 250公尺可達停車場。 

 

 

 

 

 

 

 

 

 

 

 

 

 

 

二、中區場—6/26(二)基礎班、6/27(三)進階班 

地址：臺中市西區民生路 140號 

（一） 搭火車至臺中火車站 

1. 火車站前廣場：搭乘藍二、27、57、86及 290路公車，於臺中

教育大學站下車即達本校後門。  

2. 步行至仁友東站（第一廣場）前：搭乘 30、40路公車，於五權

民生路口站下車即達本校。  

3. 搭乘計程車至本校約十分鐘。  

4. 直接步行至本校約三十分鐘。  

（二） 搭乘國道客運 

1. 有經過台中教育大學之國道客運，可直接在本校民權路側門下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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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無經過本校之客運，可搭至台中火車站或是朝馬、中港轉運站

等站轉乘其他交通工具。 

（三） 自行開車(行駛高速公路、中投公路) 

1. 中山高速公路下台中交流道後往台中方向，直行台中港路右轉

民權路或五權路即可到達。  

2. 中山高速公路下南屯交流道後往台中方向，直行五權 西路接五

權路即可到達。  

3. 中投公路北上至台中端，直行五權南路→五權路即可到達。 

（四） 搭乘高鐵 

1. 由高鐵站搭乘接駁車至 SOGO百貨公司站或土庫停車場站（五

權西路與忠明南路口）下車，改搭計程車至臺中教育大學民生

路校門口。 

2. 相關資訊請參考《臺灣高鐵》網站。 

 

 

※上課地點導覽圖 

1. 教室位於環境樓 1樓，請從本校大門口(民生路上)進入後，往右邊沿

著圍牆直走到底即為所在。 

2. 臺中教育大學全區導覽圖 

http://www.thsrc.com.tw/tw/StationInfo/tbus/3301e395-46b8-47aa-aa37-139e15708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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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區場—6/28(四)基礎班、6/29(五)進階班 

地址：高雄市燕巢區大學路 1號 

（一） 高雄捷運及市公車接駁 

1.  搭乘高雄捷運至 R21都會公園站，轉搭以下公車： 

(1) 紅 58A：公車終點站為本校西校區門口(鄰近學生宿舍區)  

(2) 紅 58B 、97路公車 (行駛路線停靠本校東、西校區)：公車終

點站為本校東校區門口(若參加研討會或洽公，請至東校區再下

車) 

2. 搭乘高雄捷運至 R22青埔站，可轉搭以下公車： 

(1) 98路公車(行駛路線停靠本校東、西校區)：公車終點站為本校

東校區門口(若參加研討會或洽公，請至東校區再下車) 

（二） 臺灣高鐵 

1. 至高鐵左營站下車，離本校約 9公里，可搭乘捷運或計程車至本

校。 

2. 搭乘計程車：沿路行經高鐵路-高楠公路-德民路-德民新橋-土庫

二路-創新路至本校，車程約 15~2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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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火車 

不管是北上或南下，均至楠梓站下車，再轉搭 97高雄學園專車或

紅 58市公車接駁，約 15分鐘可至本校；亦可搭計程車，車程約 10

分鐘。 

（四） 長途客運（包含國光、統聯、和欣或阿囉哈等） 

至中山高速公路之楠梓交流道附近客運停靠站下車，轉搭計程車至

本校。 

 

（五） 飛機 

至高雄小港機場，可搭乘捷運、市公車或搭計程車至本校。 

（六） 自行開車（小客車或中型巴士） 

至中山高速公路楠梓交流道下高速公路，依沿路指標由本校西校區

大門進入校園。交通地圖。 

（七） 上課地點導覽圖 

1. 教室位於東校區圖書資訊館 1樓 遠距教學教室 J124。 

2. 可連結網址觀看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全區導覽圖(校園地圖) 

http://www.nkfust.edu.tw/files/11-1000-1771.php 

 

http://www.ksbus.com.tw/schedule/Roadmap/97r.htm
http://www.stbus.com.tw/mrtredroute58.htm
http://epage.nkfust.edu.tw/ezfiles/0/1000/img/256/all_campus_20130704.jpg
http://www.nkfust.edu.tw/files/11-1000-177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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