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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遊接地氣 環教齊接力 

109 年度環境教育評鑑表揚暨網路人氣獎分享會 

一、 緣起 

本年度環境教育評鑑表揚暨網路人氣獎分享會規劃主題「綠遊接

地氣 環教齊接力」，回顧所有夥伴在環境教育上辛苦的汗水外，分享

環教傳承的經驗，凝聚環境教育的力量，共同注入綠色生活的行動力。。 

本次分享會包含傳承表演、紀實影片、頒獎典禮、設施場所網路

人氣王頒獎及現場抽獎活動、綠遊行動分享攤及主題性互動課程等豐

富內容。希冀在年終之際，邀請在各崗位的環境教育夥伴及各界關心

環境的朋友，共襄盛舉。 

二、 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主辦單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 

新視紀整合行銷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三、 活動時間、地點 

1.主場活動：109 年度環境教育評鑑表揚暨網路人氣獎分享會 

時間：109 年 11 月 17 日（二）12：30〜16：00 

地點：臺北市立動物園（臺北市文山區新光路二段 30 號） 

入口內大門廣場  

2.全天活動(含上午「綠行者的修練秘笈暨實務課程」，限額 50 名)  

時間：109 年 11 月 17 日（二）9：50〜16：00 

地點：臺北市立動物園（臺北市文山區新光路二段 30 號） 

紅鶴池前廣場 

四、 活動對象 

（一）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及環境教育機構從業人員或認證通過之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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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教育人員及各界專家學者 

（二） 環境教育認證相關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三） 直轄市及縣市環保局 

五、 報名方式 

1. 主場活動(下午場)：109 年度環境教育評鑑表揚暨網路人氣獎分享

會現場座位有限，每單位原則限 2 名，採網路報名，額滿為止，點

我報名(網址：https://reurl.cc/N6xaz9)。 

2. 全天活動(含上午場「綠行者的修練秘笈暨環教實務課程」，限額 50

名 ) ， 採 網 路 報 名 ， 額 滿 為 止 ， 點 我 報 名 （ 網 址 ：

https://reurl.cc/N6xaz9）。 

六、 報名時間 

即日起至 109 年 10 月 30 日（五）止。 

七、 研習時數 

參與活動者，將核發相對應之環境教育時數。 

（一） 參加下午主場活動者，核發 3.5 小時環境教育時數。 

（二） 參與全天活動者，核發 5.5 小時環境教育時數(限額 50 名)。 

八、 注意事項 

（一） 防疫期間，請自備口罩，依行前錄取通知於動物園大門報到，

園區實施量額溫、實名制，請配合現場人員，測量額溫再入園。

請民眾自備並主動出示身分證提供工作人員掃描，可加速入

園唷！ 

（二） 響應環保請自備水杯。 

（三） 若取消報名，請於活動日前 5 天，電話通知承辦單位聯絡人。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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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依據現場狀況，主辦單位保留活動內容、議程異動之權利。 

（六） 因場地限制不允許用火及私人用電。 

https://reurl.cc/N6xaz9
https://reurl.cc/N6xaz9
https://reurl.cc/N6xaz9
https://reurl.cc/N6xaz9
https://reurl.cc/N6xaz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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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聯絡資訊 

1. 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 

莊雅菁 03-4020789(分機 303) 、吳方元 02-77045122 

陳浥柔 02-77045219  

2. 環保署訓練所  楊惠如  03-4020789 (分機：305) 

十、 活動說明 

主場活動(下午)：109 年度環境教育評鑑表揚暨網路人氣獎分享會 

時間 議程 講師/主持人 

12:40-13:20 本年度評鑑受評單位彩排 環保署訓練所 

12:30-13:20 主場報到 環保署訓練所 

13:30-13:40 主持人開場（介紹長官、委員、貴賓） 主持人 

13:40-14:00 開場-環境教育傳承表演 
台灣戲劇館 

鄭英珠老師團隊 

14:00-14:03 環境教育評鑑紀實影片播放 環保署訓練所 

14:03-14:10 引言 
環保署訓練所 

蕭慧娟所長 

14:10-14:20 長官致詞、大合照 環保署長官 

14:20-15:00 

【頒獎暨人氣抽獎活動】 

 環境教育機構及設施場所評鑑績優單位頒獎、合照 

 環境教育機構及設施場所補（捐）助績優單位頒獎、

合照 

 環境教育機構及設施場所評鑑合格單位頒獎、合照 

 網路人氣王頒獎及抽獎活動 

環保署長官 

12:30-16:00 綠遊行動分享攤 

16: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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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天活動：含上午【綠行者的修練秘笈】實務課程(限額 50 名) 

時間 主題 內容 場地 

09:50-10:00 【綠行者的修練秘笈】課程報到(限額 50 名) 紅鶴池前廣場 

10:00-10:45 探索 COOL 節能屋 
來探索節能減碳、環境變遷與

生物間的關係 
Cool 節能屋 

10:45-11:00 前進永續食堂 移動到下個活動點 永續食堂 

11:00-11:40 動物蹤跡大搜查 
分組實境尋寶解任務，認識每

個氣候帶的動物。 
園區 

11:40-12:00 綠行者終極考驗 
解析動物與環境的緊密連結，

發行綠行者待用券 
永續食堂 

12:00 午餐時間 

13:00-13:30 主場活動報到 

13:30-16:00 
全民綠生活-不塑保鮮術 蜂蠟手作體驗 

暨評鑑表揚網路人氣獎分享會 
大門廣場 

 主題一：探索 Cool 節能屋 

動物的棲地和生態因為人類開發而受到影響，透過動物園裡的

COOL 節能屋的互動體驗，了解能源該如何使用和延續，引領學員探

索生物與環境直接的生態關係。 

 主題二：動物蹤跡大搜查 

你知道動物園是如何劃分動物區域的嗎？為什麼能同時並存

寒帶氣候、熱帶氣候、溫帶氣候等的動物呢？動物園的小小生態系中

暗藏的環境、氣候與參觀設計的蹤跡，透過分組，深度搜查園區吧！ 

 主題三：綠行者終極考驗 

進行搶答與活動回饋，讓學員反思每一個決定和行為將帶來什

麼樣的影響，並發行綠行者貨幣，讓學員直接在午餐時間進行;一場學

以致用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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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交通資訊 

 

鼓勵多利用大眾交通運輸工具前往，如自行開車須自付停車費用 

臺北捷運 

 請搭乘文湖線，在動物園站下車→ 請參閱臺北捷運

公司─捷運路線圖 

 請搭乘板南線，在市政府站下車，再轉乘綠 1、棕 18

或棕 21 公車 

公共汽車 

請搭乘 236(含區間車)、237、282(含副線)、294、295、

611、676、679、793、933、小 12、棕 3、棕 6、棕 11(含

副線)、棕 15(含區間車)、棕 18、棕 21、綠 1、1501、

1503 及 1558 等路線，在捷運動物園站下車→ 查詢「愛

遊動物園」公車動態 

 

http://www.metro.taipei/ct.asp?xItem=78479152&CtNode=70089&mp=122035
http://www.metro.taipei/ct.asp?xItem=78479152&CtNode=70089&mp=122035
http://cloud.taipei/web_tzo_getBusList
http://cloud.taipei/web_tzo_getBusLi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