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WOW 全國生物多樣性教育培訓班  課程表 

第一天 7/27               星期五 

 歡迎式與生物多樣性教育培訓計畫概述 
主持人：李玲玲名譽理事長 

15:00 報到、領取資料 

SWAN工作人員 

16:00  開幕式    （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李玲玲名譽理事長、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保

育組管立豪組長、行政院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湯曉虞主任） 

16:20 歡迎式與暖身活動【100 min】 

 

生物多樣性是什麼?  

生物多樣性為什麼重要？ 

李玲玲名譽理事長＆SWAN培訓講師 

18:00 星光晚餐 

19:10 國內生物多樣性重點工作與策略 

林務局保育組 管立豪組長 

20:20 檢視培訓目標與課程發展 

 李玲玲名譽理事長 

20:40 誰來約會 

SWAN 培訓講師 吳倩菊 

21:00 圓滿收場 

  

第二天 7/28               星期六 

 生物多樣性保育與教育之現況 
主持人：李玲玲名譽理事長 

7:30 元氣早餐 

8:30 
準備就緒：檢視今日課程與學習目標 

 

8:40 

 

從生物多樣性 2010年目標到愛知目標 

國立台灣大學 李玲玲教授 

9:50 團體紀念照 & 能量補給～陽光、食物、H2O 

10:30 概念活動：GLOBAL 200 【30 min】 
SWAN 培訓講師 吳怡欣 

WOW的緣起（An Overview of WOW）【20 min】 

SWAN 培訓講師 許毅璿 

WOW在台灣（WOW in Taiwan）【20 min】 

SWAN 培訓講師 蔡惠卿 

11:40 

 

生物多樣性的表演—規則說明  

SWAN 培訓講師 張志忞 

12:00 午餐、表演排練 

13:50 概念活動：餐桌上之多樣性【40 min】  
SWAN 培訓講師 吳倩菊 



14:30 

 

WOW教材教學指南 

SWAN 培訓講師周文郅 

15:30 生物多樣性的表演 
SWAN 培訓講師 張志忞 

16:20 能量補給～陽光、食物、H2O 

16:50 

推廣組 

教育組 

(兩間教室) 

推廣組：策劃生物多樣性推廣活動                     

                                          SWAN 培訓講師 許曉華&吳怡欣 

                                                                                      

  

教育組： 策劃生物多樣性教育計畫【45 min】            
                                                 SWAN培訓講師 許毅璿 

教學觀摩說明-課程活動的選取與準備【25 min】 

                                                            SWAN 培訓講師周文郅 

 

18:00 圓滿收場 

18:20 晚餐 

 

 

第三天 7/29                星期日 

 生物多樣性推廣技能之建立 
主持人：李玲玲名譽理事長 

8:00 早餐 

8:50 
準備就緒：檢視今日課程與學習目標 

9:00 里山倡議 

          林業試驗所 趙榮台研究員 

10:10 能量補給～陽光、食物、H2O 

10:40 

 

國內生物多樣性教育推廣資源分享與夥伴關係之建立                  

                                       SWAN 培訓講師 陳超仁 

11:50 午餐 

13:30 概念活動：建構未來世界 

SWAN 培訓講師 許逸玫＆鄭家宏 

14:00 行銷生物多樣性 

            SWAN 培訓講師 吳倩菊 

15:10 能量補給～陽光、食物、H2O 

15:40 如何有效評量生物多樣性活動 

SWAN 培訓講師 許毅璿 

16:40 

推廣組 

教育組 

(兩間教室) 

推廣組：研提生物多樣性行動計畫                  

                                           SWAN 培訓講師 許曉華＆吳怡欣 

 教育組：教學觀摩 （第一回合）                  

SWAN 培訓講師 周文郅 

18:00 圓滿收場 

18:20 晚餐 



20:00 昆蟲電影院 

SWAN 培訓講師張志忞&闕惠娟、周文郅＆林秀貞 

 

 

第四天 7/30                 星期一 

 生物多樣性行動技能之建立 
主持人：李玲玲名譽理事長 

07:30 早餐 

08:30 特生中心生態園區導覽解說、救傷中心戶外動物展場解說、活體解說示

範、特生影片簡介 

11:30 午餐 

13:00 

推廣組 

教育組 

(兩間教室) 

推廣組：研提生物多樣性行動計畫-實作                  

                                           SWAN 培訓講師 許曉華＆吳怡欣 

 教育組：教學觀摩 （第二回合）     *晴天戶外                                                

SWAN 培訓講師 周文郅 

 

14:30 
能量補給～陽光、食物、H2O 

15:00 

推廣組 

教育組 

(兩間教室) 

推廣組：生物多樣性行動計畫提案徵選            

                                           SWAN 培訓講師 許曉華＆吳怡欣 

 教育組：擬定生物多樣性教育計畫                                                     

SWAN培訓講師 許毅璿 

16:00 WOW 培訓活動評鑑 
                                                                                    SWAN 培訓講師 許毅璿 

16:20 個人未來行動承諾與期許 
李玲玲名譽理事長 

16:30 閉幕式： 

頒發結業證書、團體照、紀念品 

                                         司儀：志忞&SWAN 志工講師 

17:00 賦歸 

 

 

 

 

 

 



2012 WOW 全國海洋生物多樣性教育培訓班  課程表 

第一天 8/17               星期五 

 歡迎式與海洋生物多樣性教育培訓計畫概述 
主持人：李玲玲名譽理事長 

15:00 報到、領取資料 

SWAN工作人員 

16:00  開幕式    （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李玲玲名譽理事長、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保

育組管立豪組長、行政院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湯曉虞主任） 

16:20 歡迎式與暖身活動【100 min】 

 

什麼是海洋生物多樣性?  

海洋生物多樣性為什麼很重要？ 

李玲玲名譽理事長＆SWAN培訓講師 

18:00 星光晚餐 

19:10 海洋生物多樣性研究及保育現況與國際趨勢 
中央研究院 邵廣昭研究員 

20:30 檢視培訓目標與課程發展 

李玲玲名譽理事長 

20:50 誰來約會 

SWAN 培訓講師 林勝吉 

21:10 圓滿收場 

 

 

 

 

 

第二天 8/18               星期六 

 海洋生物多樣性工作現況及保育教育之重要性 
主持人：李玲玲名譽理事長 

07:45 元氣早餐 

08:30 
準備就緒：檢視今日課程與學習目標 

08:45 

 

國內海洋生物多樣性現況與問題 

 中央研究院 鄭明修研究員 

10:00 團體紀念照 & 能量補給～陽光、食物、H2O 

10:40 概念活動：發現海洋生物多樣性【40分】 

SWAN 培訓講師鄭家宏&張志忞 

WOW的緣起（An Overview of WOW）【20分】 

SWAN 培訓講師 許毅璿 

WOW在台灣（WOW in Taiwan）【20分】 

SWAN 培訓講師 蔡惠卿 

12:00 

 

概念活動：海洋的服務表演—規則說明  

SWAN 培訓講師 周文郅 

12:10 Yummy午餐、表演排練 



13:30 

 

概念活動：一日所獲 

SWAN 培訓講師 許逸玫&郭艷梅 

14:20 推廣海洋生物多樣性之夥伴關係與資源分享 
         SWAN 培訓講師 陳麗淑 

15:30 能量補給～陽光、食物、H2O 

16:00 如何研提海洋生物多樣性行銷計畫 

SWAN 培訓講師 許曉華＆許逸玫                                                                                                      

17:10 概念活動：海洋的服務表演(圓形廣場) 

SWAN 培訓講師 周文郅 

18:10 圓滿收場 

18:20 星光晚餐 

19:30 壽司與全球漁獲(宿舍前) 

SWAN 培訓講師 陳麗淑 

 

 

 

第三天 8/19               星期日 

 海洋生物多樣性推廣技能之建立 
主持人：李玲玲名譽理事長 

07:45 元氣早餐 

08:30 
準備就緒：檢視今日課程與學習目標 

08:45 濕地保育 

林務局保育組  張弘毅科長 

10:00 能量補給～陽光、食物、H2O 

10:30 

 

為海洋生物多樣性打廣告 

SWAN 培訓講師周文郅 

11:15 海洋生物多樣性行銷計畫分組討論與實作 

SWAN 培訓講師 許曉華＆許逸玫 

12:10 Yummy午餐 

13:30 海洋生物多樣性推廣活動暨教案分享 

                                     台灣自然研究學會  鄭清海常務監事 

14:45 教材教學指南 

SWAN 培訓講師周文郅&吳慧貞 

15:45 能量補給～陽光、食物、H2O 

16:15 概念活動：五星級海鮮鍋(圓形廣場) 

SWAN 培訓講師 林勝吉             

17:00 海洋生物多樣性行銷計畫徵選                  

 SWAN 培訓講師 許曉華＆許逸玫 

18:00 圓滿收場 

18:20 星光晚餐 

20:00 軟絲仔電影院(圓形廣場) 

SWAN 培訓講師 張志忞&許逸玫、林勝吉&闕惠娟 



 

第四天 8/20               星期一 

 國內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育實例 
主持人：李玲玲名譽理事長 

07:00 元氣早餐 

07:00 整裝出發 

09:00 
戶外實地觀察與體驗—高美濕地 

12:00 Yummy午餐  

13:30 
WOW 培訓活動評鑑 

SWAN 培訓講師 許毅璿 

13:50 
個人未來行動承諾與期許 

李玲玲名譽理事長 

14:10 
閉幕式： 

頒發結業證書、團體照、紀念品 

                                                                               司儀：SWAN 培訓講師 周文郅 

15:30 賦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