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美國地區世界自然保育基金會 
共同舉辦~~~ 

 
關於 WOW 培訓班 

「野生新視界」（Windows on the Wild，簡稱 WOW），是由美國地區世界自然保育基金會（World 
Wildlife Fund in United States，簡稱 WWF）所創立的長程教育計畫。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

（Society for Wildlife And Nature，簡稱 SWAN）自 2001 年起，即與 WWF 合作簽訂「夥伴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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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 2003～2017 年舉辦了第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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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將兩個班合併成初階班與進階班，用最優秀的 WOW─生物多樣性師資進行授課；在此誠摯邀請

新夥伴報名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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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創造環境永續發

展盡一份心力! 
透過四天三夜的 WOW 培訓班，不但能獲取最新、最豐富、最多元的生物多樣性教育推廣資源；

藉由密集的分組討論、與講師夥伴的互動，使您更能深刻感受到同心協力，共同學習的真摯情誼。知

識技能並重，理論實務兼行，WOW 培訓班給您的，是可以串聯的力量，是可以互燃的熱情。歡迎您

一起學習、一起成長！ 
 

WOW 培訓班報名注意事項 
◎報名時間：107 年 8 月 13 日起至 10 月 19 日止。 
◎報名辦法：有意參加者，請至 https://reurl.cc/oDdyl填寫文件及相關事宜；WOW培訓班採取線

上與傳真報名。傳真報名文件請寄至本會官網下載：（http://www.swan.org.tw/) 
(傳真：02-23685873 諮詢電話：02-23685810.23685862 ) 

◎甄選說明：WOW 初階班預計招收 46 位與會夥伴，推廣組課程強調生物多樣性推廣活動策

劃的訓練，教育組強調生物多樣性教育教學教案的擬定。 
WOW 進階班預計招收 40 位與會夥伴。 
名額有限，我們將以報名資料呈現的個人背景經歷，進行資格甄選。因此請確

實填寫報名表、自傳簡歷、相關問答和生物多樣性推動計畫表等文件，以利本

會審核。入選者將於報名截止後 5 日內，以電子郵件寄送入選通知；未入選者，

恕不退還相關資料。 
◎結業證書： 
  符合以下條件之培訓班夥伴將獲得本會授予結業證書： 

 全程出席參與本培訓班（含住宿）。 
 培訓課程當中出勤狀況、課程表現、參與程度優良。 

◎研習時數： 
本培訓班提供公務人員研習時數及環境教育研習時數之申請，符合以下條件之培訓班夥

伴將可獲得所需之研習時數： 
 於本會寄送入選通知時回報時數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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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全國生物多樣性教育培訓班熱情招募中！！ 

    

https://reurl.cc/oDdyl填寫文件及相關事宜；WOW培訓班


  

 全程出席參與本培訓班（含住宿）。 
本培訓班也提供環教人員認證展延研習時數，符合以下條件之培訓班夥伴將可獲得所需

之展延研習時數： 
 為環訓所認證環境教育人員 
 於本會寄送入選通知時回報時數需求。 
 全程出席參與本培訓班（含住宿）。 

◎活動費用：初階班基本材料費 3,000 元，進階班基本材料費 3,200 元。寄送入選通知時將同時

說明繳費方式。 
◎活動時間&地點： 

 初階班：107 年 10 月 26 日至 10 月 29 日（四天三夜） 
陽明書屋 
地址：台北市北投區陽明山中興路 12 號 02-28611444  02-28619816 

 進階班：107 年 11 月 9 日至 11 月 12 日（四天三夜） 
石門山勞工育樂中心 
地址：桃園市龍潭區三林村清水坑 22 之 2 號電話：03-4711225   0955-686-489  

◎食宿說明：WOW 培訓班期間，將由本會於活動地點內統籌辦理所有與會夥伴的食宿，各項食

宿費用不另行收費。 
課程主題簡介 

生物多樣性相關工作現況 
國內推動生物多樣性現況與工作策略 
國內生物多樣性教育與推廣現況 
「野生新視界」教材指南與教學觀摩 

生物多樣性推廣技能之建立 
如何規劃生物多樣性教育活動 
國內生物多樣性教育資源分享 
如何建立推動生物多樣性的夥伴關係 
如何有效評量教學活動 

生物多樣性行動技能之建立 
發展地區生物多樣性行動計畫 
行動計畫評鑑 
未來行動期許與承諾 
戶外實地觀察與體驗 
 

與會夥伴任務 
完成所有報名手續。 
全程參與四天三夜的 WOW 培訓班課程。 
課程結束前，提出個人未來的生物多樣性行動計畫與承諾。 
會後積極規劃、辦理地方或社區的生物多樣性教育、培訓活動。 
主動連繫相關夥伴團體或單位，分享推廣生物多樣性的成果。 
主動連繫相關專業人士或單位，定期檢視、協助評鑑所辦理的生物多樣性各項計畫。 
 



  

初階班地點 

陽明書屋交通位置圖    台北市北投區陽明山中興路 12 號 
◎自行開車 

 國道 1 號-臺北交流道下-省道臺 2 乙線-百齡橋-中正路-省道臺 2 甲線-陽投公路-紗帽路-湖山

路一段-中興路。 
 國道 3 號-中和交流道下-省道臺 64 線-省道臺 106 甲線-省道臺 3 線-環河快速道路-民族西路-

省道臺 2 乙線-百齡橋-中正路-省道臺 2 甲線-陽投公路-紗帽路-湖山路一段-中興路。 
 到達陽明山後，車子停放後山公園第一停車場或立體停車場，轉搭往花鐘方向的小 9 區間車

至陽明書屋。（亦可步行至花鐘，沿著中興路緩坡行走約 1.8 公里抵達） 
(http://www.ymsnp.gov.tw/index.php?option=com_tourmap&view=tourmap&id=2&gp=0&Itemid
=123) 

 

 
 
 

◎大眾交通 
 搭高鐵或臺鐵至臺北站下-轉搭皇家客運(往金山)至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站下，自中興路口

前行抵達陽明書屋。(費用：全票 NT$58 元/半票 NT$29 元) 
 搭高鐵或臺鐵至臺北站下-轉搭臺北捷運至劍潭站下-轉搭臺北市公車(紅 5 路)至陽明山站下-

轉搭臺北市公車(108 路)至遊客中心站下，再至中興路口左轉，前行至陽明書屋。(費用：全

票 NT$15 元/半票 NT$8 元) 
 搭高鐵或臺鐵至臺北站下-轉搭臺北市公車(260 路)至陽明山站下-轉搭臺北市公車(108 路)至

遊客中心站下，再至中興路口左轉，前行至陽明書屋。(費用：全票 NT$30 元/半票 NT$16
元) 

 搭捷運淡水線至北投站，轉搭小 9 公車至陽明書屋。(費用：全票 NT$30 元/半票 NT$16 元) 

 

 

 

http://www.ymsnp.gov.tw/index.php?option=com_tourmap&view=tourmap&id=2&gp=0&Itemid=123
http://www.ymsnp.gov.tw/index.php?option=com_tourmap&view=tourmap&id=2&gp=0&Itemid=123


  

進階班地點 

石門山勞工育樂中心交通位置圖    桃園市龍潭區三林村清水坑 22 之 2 號 
◎自行開車 
 南下：中山高速公路接機場系統交流道→三鶯交流道下(接國道 3)北二高南下→龍潭交流道

下往石門水庫方向→右轉往竹東、關西方向→看到勞工育樂中心指示牌後左轉【台 3 乙線

8.5K】→『石門山勞工育樂中心』。 
 北上：中山高速公路→北二高（新竹系統聯絡道 100k）→龍潭交流道下往石門水庫方向→

右轉往竹東、關西方向→看到勞工育樂中心指示牌後左轉【台 3 乙線 8.5K】→『石門山勞

工育樂中心』。( http://shimen-shan.emmm.tw/?ptype=tra ) 

 

◎大眾交通 
 台鐵：搭至中壢車站，到站轉搭桃園客運 5050 至民治七街下，到站步行時間約 5~10 分鐘 
 客運：搭桃園客運 5050 至民治七街下，到站步行時間約 5~10 分鐘 
 其他交通工具：計程車；起點：龍潭市區至飯店，車程時間約 15 分鐘，費用約 NT$250 元 

中壢車站發車時刻：石門車站發車時刻： 
07：47  09：50                             06：40  07：30 
13：37  15：47                             08：37  14：27 
17：17                                     16：37   
費用：全票 NT$47 元/半票 NT$27 元 

 
桃園客運 5050 時刻表暨路線圖 

http://shimen-shan.emmm.tw/?ptype=tr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