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環境教育政策推動專案計畫

「國際環境教育課題實踐工作坊」簡章
壹、依據：
依「教育部環境教育政策推動專案計畫」辦理。

貳、目的：
為促進與國際環境教育發展趨勢的連結，環境教育課題實踐工作坊將以「永
續發展教育與學校環境教育的連結」為主題，期望強化教師對永續發展概念、目
標與教育理念的認知，進而瞭解如何運用永續發展目標進行課程規劃，並分享教
育部環教大使國際交流與推動環境教育經驗，期望引領臺灣學校環境教育走向國
際。

参、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
二、承辦單位：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
三、協辦單位：國立臺灣博物館、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肆、辦理時間：
中華民國 108 年 9 月 27 日（星期五）

伍、辦理地點：
國立臺灣博物館南門園區-小白宮（臺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一段 1 號）

陸、對象與人數：
在校從事環境教育工作或對環境教育有興趣的教師。本場工作坊總人數以 80
名為上限，超過者以報名之優先次序錄取。

柒、報名及聯絡方式：
一、報名時間：即日起至中華民國 108 年 9 月 20 前（星期五）止。
二、報名方式：進入 https://forms.gle/oFj62R6pShY7RXgr5 填妥 google 表單。
三、聯絡方式：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 楊雅文專員，聯絡電話：
（07）350-4455/
Email: amy2684268@gmail.com。

捌、研習義務與說明：
一、課程進行中將全程拍照、錄影、錄音作為後續活動成效分析，以及作為本計
畫成果使用。
二、請所屬機關（單位）核予出席人員公（差）假登記及課務派代事宜。
三、全程參與者核發環境教育展延時數及教師進修時數 6 小時。
四、午餐無提供免洗餐具，請自備環保餐具及水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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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議程：
時間 Time

主題內容 Content

主講（持）人

8:30-9:00

報到、領取資料（國立臺灣博物館南門園區-小白宮）Registration

9:00-9:30

開幕致詞
Opening Remarks

9:30-9:50

國內外環境教育發展趨勢
張子超 教授
The trend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development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 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理事長

教育部
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

在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潮流下的日本永續發展
教育
Sachi Ninomiya-Lim 副教授
ESD in Japan under the Wave of SDGs
9:50-10:40 Sachi 教授致力於高等教育中永續發展教育之研究， 日本東海大學通識中心
她強調今日大學生的教育，是未來決策者的養成，透 與談人：
過永續發展的系統思考，學會應對嚴肅和複雜的社 張子超 理事長
會問題。
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

10:40-11:00

意見交流與討論
Open Discussion

11:00-11:20

茶敘 Coffee Break

臺灣學校環境教育走向國際（I）：
Taiwan School EE connecting to the Globe (I):
劉雲傑 校長
韓國環境教育交流參訪見學的啟示
Inspirations from the study visit to Korea for EE 桃園市中壢區中平國民小學
11:20-11:50
劉雲傑校長為教育部第一屆環教大使，曾代表臺灣前 （第一屆環教大使）
往韓國進行環境教育成果發表與交流，於韓國環境教 與談人：
育研討會分享推動永續校園成果，獲得許多熱烈的回 何昕家 助理教授
饋。本演講將分享韓國參訪的環境教育經驗與心得。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11:50-12:00

意見交流與討論
Open Discussion

12:00-13:30

13:30-14:00

午餐 Lunch
臺灣學校環境教育走向國際（II）：
Taiwan School EE connecting to the Globe (II):
運用 Maker 概念導入環境教育之實踐
The practices of introducing “Maker” concept
into EE
徐慶宏校長為教育部第一屆環教大使，曾代表臺灣前

徐慶宏 校長
苗栗縣後龍鎮大山國民小學
（第一屆環教大使）

往韓國進行環境教育成果發表與交流。本演講將分享 與談人：
校長結合苗栗生態資源、科學繪圖與 Maker 創作精 黃琴扉助理 教授
神，推動跨領域環境教育，並透過臺美生態學校計畫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與跨國學校進行視訊交流成果。

14:00-14:30 環教 Maker 創意實作示範與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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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Time

主題內容 Content

主講（持）人

徐慶宏校長帶領參會者實際體驗運用 Maker 素材實
際創作自然主題作品。

14:30-15:00

茶敘 Coffee Break
泰國推動永續發展教育現況
ESD promotion in K-12 schools in Thailand

Fuangarun Preededilok
Fuangarun 教授致力於泰國永續發展教育之推 助理教授
15:00-15:50
動，包括朱拉隆功大學教育學院大學生及研究所 泰國朱拉隆功大學教育學院

15:50-16:10

師資培育，以及中小學現職教師的進修推廣，並 與談人：
且投注於永續發展創新研究與發展。
許毅璿教授
意見交流與討論
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
Open Discussion

16:1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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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門園區 小白宮 交通資訊（臺北市中正區南昌路 1 段 1 號）
捷運：可搭乘臺北捷運在中正紀念堂站 1、2 或 7 號出口出站，步行至園區。
公車：
公車站名
財政大樓
南昌路
捷運中正紀念堂

停靠該站的公車路線
200, 204, 227, 235, 295, 38, 5, 630, 662, 663
15, 18, 204, 227, 235, 295, 38, 5, 630, 662, 663
15, 208

中正紀念堂(羅斯福) 15, 18, 208, 208 直, 236, 236 夜, 251, 252, 297, 644, 648, 660
臺北市立大學

252, 644, 660

牯嶺街小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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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二分局

262, 262 區, 304 承德, 304 重慶

臺北法院

262, 262 區, 304 承德, 304 重慶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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