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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人員推動生物多樣性推動工作研習初階班- 

WOW在台灣 

 

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 
Society for Wildlife And Nature, SWAN. 

http//:www.swan.org.tw 

 

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SWAN.)成立於經濟起飛、工商發達的 70 年代；除了協助政

策推動與宣導，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傳遞國際資訊與建構交流平台，是本會重要任務外；持

續發行大自然季刊，及帶領大眾貼近大自然，從親近泥土、山嶽的自然學習中，增建綠色家

園需要永續發展的理念。近年來更與專家學者共同呼籲倡導的「生物多樣性保育」，就是以串

連自然界各環節，進而關照整個生態系。 

唯有體察環環相扣的自然界，並且落實生物多樣性保育工作，才能讓生態系綿延不絕，

讓我們一起為子子孫孫留下美好的樂土盡一份心力！ 

 

 

協會在生物多樣性維護工作上的努力 

 

     自 1990 年本會參與生物多樣性國家報告編撰；1991 年起開始執行農業委員會落實生物

多樣性推動工作方案計畫、生物多樣性保育工作推動計畫、生物多樣性指標之建構計畫、生

物多樣性推動方案工作推動計畫、推動生物多樣性永續發展行動計畫─生物多樣性 10 年行動

策略，協助政府從國家報告到政策推動；並從 2003 年起陸續舉辦全國生物多樣性教育培訓班、

行政人員研習班、縣市政府研習班、跨部會分組檢討會議、兩岸生物多樣性國際研討會；2006

年開始辦理生物多樣性系列演講，以加強國人對生物多樣性知識的探討與瞭解。 

 

    在國際上，自 1992 年參加生物多樣性公約組織籌備會議後，每 2 年一次的締約方大會，

本會以觀察員身分代政府單位組團出席大會，將大會上對公約所訂之工作目標及國際約定，

回國後詳細報告給各相關部門，以擬定我國之生物多樣性工作方案，作為因應國際社會永續

發展之需，亦是我國在氣候變遷調適下的永續經營之道。 

 

    尤其是自 2008 年起舉辦的 522 國際生物多樣性日活動，是對大眾推廣宣導的最佳時機，

因此，本會結合夥伴關係，有公部門、企業、學術單位及民間團體，一起舉辦每一年的特展，

從地球急診室、外來入侵種之移除與防治、生物多樣性非你不可、曬書節、許海洋一個未來、

灑落海上的翡翠–島嶼生物多樣性、用鏡頭記錄生命特展，到 2016 年的「擁抱生物多樣性 悟

觀起眾展特展」、2017 年的「與動物們一起去旅行」及 2018 年的「25 年的繽紛印記─永續食

堂」。每一次的特展，不僅緊扣公約組織當年主題，更以契合國內的生態及議題，運用環保減

廢的策展手法籌畫出每一年的展示內容，希望盡快將生物多樣性與生活、生態、生產、生技

的密切關係讓大眾清楚，並瞭解自己在生物多樣性主流化中應該扮演的角色及應盡義務，那

麼在永續發展的未來我們才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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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W 在台灣 

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 

Society for Wildlife and Nature International, Taiwan: SWAN, Taiwan 

 

野生新視界（Windows on the Wild, WOW） 

本教育計畫創始於美國的世界自然保育基金會(World Wildlife Fund-US, WWF)，宗旨係為

加強美國社會各年齡層對生物多樣性議題的認知與素養，啟發人們對此類議題的創造性思考

與研討，期能為永續社會與環境付諸行動。該計畫在美國推行多年，將生物多樣性的概念有

系統地散播於美國各地；並廣邀上百位專家學者共同研發培訓課程、教材、科普資訊等，因

而受到國際其他國家的好評。如今「野生新視界」生物多樣性教育計畫已成為國際性推動的

工作，並自 2001 年起，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與 WWF 正式簽署結盟為合作夥伴關係，

成為世界推動 WOW 的八個國家之一。 

 

期望以 WOW 為出發，協助臺灣推動生物多樣性教育推廣的工作。在雙方長期合作下，

我們除了已經編譯出版，由 WWF 策劃的「野生新視界－生物多樣性基礎篇」教材外，並且

在 2003～2015 年舉辦了第一～十三屆的「野生新視界：全國生物多樣性教育培訓班（簡稱

WOW 培訓班）」。自 2006 年起 SWAN 更將生物多樣性的知識推展到海洋，出版野生新視界《海

洋生命》，並舉辦 WOW 海洋培訓班。今年，2016 年，首次將兩個班合併成初階班，再次以

本土最優秀的生物多樣性師資進行授課。我們熱誠邀請更多新夥伴參與，將生物多樣性教育

推廣更紮實、更廣泛地落實到台灣各個角落。 

 

WOW 的學習方式 

 為有效提升社會各界在生物多樣性保育議題上的覺知、態度、知識、技能與行動能力，

藉由活動參與、概念建構與技能訓練的環境教育策略，進行教材教法之培訓。 

 

WOW 的特點： 

1、以技能建立（Capacity Building）為導向。 

2、以種籽教師培訓（Educators Training）為傳播媒介。 

3、以多元專業的講師、教材、出版品（Teaching Materials）為根基。 

4、以科際整合知識（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為學習範疇。 

5、以夥伴聯盟（Partnerships）為延伸網絡。 

6、以解決現有與未來的問題（Aiming at Problem-solving）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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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W 在台灣 

蔡惠卿  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 秘書長 

  

01 02 

推動生物多樣性教育的障礙

缺乏相關參考書籍與輔助教材 (推廣)

欠缺相關專業背景的教師 (溝通)

無法取得家長、社區民眾的支持 (認知)

無法取得校方政策上的支持 (政策)

教師缺乏職前或在職的訓練 (培訓)

師生不認為該議題有顯著的重要性 (價值觀)

 

傳達環境訊息與危機 (Communications)

促進人們對此議題與生活密切關聯的認知 (Awareness)

引爆人們對此議題的好奇與學習動機 (Empowerment)

提供有效的學習經驗與模式 (Models)

建立行動技能 (Action skills)

解決人們真正關心的問題 (Problem-solving)

生物多樣性教育的重要性

 

03 04 

環境教育目標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 Awareness 覺知

• Knowledge 知識

• Attitudes 態度

• Skills 技能

• Action 行動

  

05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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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08 

 

WOW國際合作

• 包括美國在內，全世界已有八個國家加入〈包括
南非、澳洲、中國、泰國、菲律賓、墨西哥以及
台灣〉

• 各國自主，以地方性資源為主要教育方針與內涵

• 鼓勵全球、區域之間及地區內夥伴關係的結合

• 強調分享、互惠與相互影響

 

09 10 

野生新視界─生物多樣性培訓班

普及與落實生物多樣性保育教育之
概念形成及技能培訓計畫

2001 & 2003 / 二年計畫

教師自然與生物多樣性保育研習班計畫

野生新視界─海洋生物計畫

2004 / 一年計畫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處保育科

2005 / 二年計畫

農委會林務局保育組

2007~2016持續進行

 

WOW  野生新視界
Windows on the Wild

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Society for   

Wildlife and Nature, SWAN）與WWF正式

結盟夥伴關係（Partnership）

透過「技術移轉、豐實本土」的作法

編譯教學教材

辦理種子教師培訓

國際觀摩與交流

 

11 12 

 



 

45 

行政人員推動生物多樣性推動工作研習初階班- 

WOW在台灣 

 

 

 

2002 生物多樣性
教育領導人員國際會議

2002年 11月於美國佛羅里達州狄斯奈動物王
國的保育研究中心

結業證書

 

13 14 

WOW全國生物多樣性教育培訓班

 

WOW全國海洋生物多樣性教育培訓班

2 008

2007

2 010

2 009

2 011

2 006

2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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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生物多樣性教育培訓班
結業證書

 

WOW 培訓講師團隊
現任WOW志工講師

姓 名 現 職

陳俊宏 國立台灣大學生命科學系 教授

李玲玲 國立台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 教授

蔡惠卿 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 秘書長

吳怡欣 台北市立動物園推廣組 組長

吳倩菊 台北市立動物園推廣組 研究助理

周文郅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大溪工作站 技正

林君蘭 台北市立動物園 輔導員

林秀貞 國立員林家商 數學與自然科教師

林勝吉 立賢教育基金會臺灣偏鄉小學海洋課程服務講師

林錦坤 苗栗縣自然生態學會 理事長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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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W 培訓講師團隊
現任WOW志工講師

姓 名 現 職

侯 珏 台北市立動物園推廣組 約聘輔導教師

張志忞 環境友善種子有限公司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環境教育教師

許逸玫 台中市農業局林務自然保育科 技士

許毅璿 真理大學 環境教育暨生態保育研究推廣中心 教授兼主任

許曉華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保育組 科長

郭艷梅 農委會科技處處辦 秘書

陳明慧 環境友善種子有限公司 專員

陳超仁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 秘書

陳麗淑 海洋科技博物館展示教育組 助理研究員兼組主任

蔡秋晨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營運團隊-慶陽海洋事業 導覽解說組課長

 

WOW 培訓講師團隊
現任WOW志工講師

姓 名 現 職

鄭家宏 行政院農委會畜牧處污染防治科 技正

謝君偉 高雄市民族國小 自然教師

闕惠娟 宜蘭縣壯圍國小 級任教師

蘇克特 東南科技大學觀光與生態旅遊系 兼任講師

陳佳慈 新北市政府農業局科員

劉哲瑋 風土好物合作社執行長

張哲瑋 人文中小學見習教師

謝伯鴻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自然谷環境信託基地專案執行

林龍德 華邦電子中科廠測試生產部技術副理

廖珠宏 中興大學食蛇龜保育團隊保育推廣專員

陳若慈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遠洋組海洋保育科助理

 

19 20 

講師團隊

黑衫軍
SWAN

WOW

 

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 教育出版

Society for Wildlife and Nature, SWAN 

 

21 22 

  

23 24 

 



 

47 

行政人員推動生物多樣性推動工作研習初階班- 

WOW在台灣 

 

 

  

25 26 

  

27 28 

  

2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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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2 

  

33 34 

 

2015 522國際生物多樣性日

 

35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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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522國際生物多樣性日

 

2008：地球急診室特展
2009：外來入侵種(Invasive species )

2010：生物多樣性、發展與減貧
( Biodiversity,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

2011：森林生物多樣性
( Forest Biodiversity )

2012：海洋生物多樣性

( Marine Biodiversity )

2013：水資源與生物多樣性日

( AGUA& Biodiversity )

2014：島嶼生物多樣性
(Island Biodiversity)

2015：為了人類福祉永續發展的生物多樣性
(Biodiversit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6：生物多樣性主流化 -維持人類生存與生計
(Mainstreaming Biodiversity; Sustaining People
and their Livelihoods)

 

37 38 

企業合作夥伴關係

  

39 40 

  

41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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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48 

 

 



 

51 

行政人員推動生物多樣性推動工作研習初階班- 

WOW在台灣 

 

SWAN-WOW 野生新視界內容使用同意書 

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甲方）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以下簡

稱乙方）為培訓生物多樣性教育工作者，簽署「野生新視界─□生物多樣性基礎篇(WOW─

Biodiversity Basics) □海洋生命(WOW─Oceans of Life)」教材(以下簡稱本教材)使用同意書，

藉由雙方夥伴合作關係，進行師資、教學資源、教學產出、培訓、展示等面向交流，以促進

彼此專業成長，共創美好保育、教育新視界。 

 

雙方合作重要事項： 

一、 甲方同意乙方於推動生物多樣性及環境教育時可摘錄使用本教材，但基於對本教材著

作權之尊重，乙方同意於使用前告知甲方，並在抽印之教材上註明：「本教材抽印自中

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編譯之野生新視界─□生物多樣性基礎篇 □海洋生命第○

○頁」字樣。 

二、 乙方同意使用本教材後填寫回報單（附件一），回報甲方使用教材情形，做為日後更新

教材之依據。 

三、 其他本同意書未定義之合作與交流事宜，由雙方視實際需要再議。本教材使用同意書

自簽署日起生效，有效期間一年，未再續約視同自動無效。 

 

 

甲方：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 

代表人：徐源泰 理事長 

聯絡電話：02-23685862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 184 號 5 樓之 3 

聯絡人：蔡惠卿 祕書長 

E-mail:swanint@seed.net.tw 

 

 

 

乙方： 

代表人：  

聯絡電話： 

地址： 

聯絡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政府機關團體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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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單位： 申請人： 日期： 

聯絡電話： Email： 

通訊地址： 

1. 請問是如何得知這套教材？ 

 a.參加＿＿＿＿＿年 WOW 培訓班（□基礎班 □海洋班） 

 b.其他管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教材使用對象 

a.計畫（或活動）名稱：＿＿＿＿＿＿＿＿＿＿＿＿＿   日期＿＿＿＿＿＿＿＿＿＿＿＿＿ 

b.計畫（或活動）對象：＿＿＿＿＿＿＿＿＿＿＿＿＿   人數＿＿＿＿＿＿＿＿＿＿＿＿＿ 

c.教材使用者：  姓名＿＿＿＿＿＿＿＿＿＿＿     單位＿＿＿＿＿＿＿＿＿＿＿＿＿＿  

 

3. 教材使用狀況 

a. □ 全本教材 □ 1-2 單元  □ 3-5 單元 □ > 5 單元 

b.操作單元名稱：＿＿＿＿＿＿＿＿＿＿＿＿＿＿＿＿＿＿＿＿＿＿＿＿＿＿＿＿＿＿＿＿＿＿＿ 

c.學員反應 

實用性： □ 很好  □ 尚可    □ 沒差    □ 差 

互  動： □ 很好  □ 尚可    □ 沒差    □ 差   

其  他：＿＿＿＿＿＿＿＿＿＿＿＿＿＿＿＿＿＿＿＿＿＿＿＿＿＿＿＿＿＿＿＿＿＿＿＿ 

d.是否有變換各單元操作模式，請簡述更新後之活動內容或操作模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對於本教材的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WAN 夥伴使用《Windows On the Wild - 野生新視界》教材回報單 

附件一 

請將《Windows On the Wild - 野生新視界》教材回報單以郵件或傳真的方式送至： 

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  野生新視界─生物多樣性基礎篇＆海洋生命 編輯部 

100 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 184 號 5 樓之 3 

電話：(02)23685862  傳真：(02)23685873  E-mail：swanint@seed.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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