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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行期間：108 年 1 月 1 日～108 年 11 月 30 日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 
  



一、計畫目的： 

  為推廣環境教育，凝聚宜蘭縣內環境教育專業人力資源，自民國 102年

11月起，由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發起，與宜蘭縣內其他通過環教設施

場所認證單位共同成立蘭陽環境學習中心俱樂部，並以每季一次辦理工作

坊的方式，透過友好團體聚會方式，促使宜蘭在地環境學習中心間串連合

作。同時也與公部門、民間組織建立合作的夥伴關係、提昇宜蘭各環境學

習中心成員相關專業知能，並透過不同主題的討論、研商及共擬策略，共

創宜蘭地區優質環境學習場域分工與行動，會議中並定名「蘭陽環境學習

中心俱樂部 (Lanyang ELC Club)」。 

截至 107年夏季為止，已分別由不同場域主辦，持續辦理了 17場的共

學工作坊，108年度亦持續辦理五次的培力課程，並納入一次的縣外參訪交

流。本次增能計畫除了邀請宜蘭縣內已通過設施場所認證的單位外，同時

邀請擬申請設施場所、機構認證的單位組織、環境教育工作者參與本次聚

會，一同分享、交流環境教育經驗，凝聚共識、為永續未來而行動。 

二、指導單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三、主辦單位：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四、承辦單位：財團法人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  

六、時間： 108年 1月 1日起至 108年 11月 30日。 

七、地點：臺灣戲劇館、羅東自然教育中心、蘭陽博物館、香草菲菲、頭城農

場、花蓮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據點。 

八、執行內容 

  本計畫共計辦理四場次單日培力課程，一場次過夜型活動。實際執行單日

培力課程為五場次，一場次過夜型活動，總計參與學員人數為 191人次，參與

培力時數為 1572人時。 

整體執行日期、主題、參與人數、人時一覽表如下。各場次主題及內容於

後續說明。 

表、本計畫參與人數一覽表 

日期 主題 人數 時數 人時 

3/7 春季工作坊：銀光閃閃、樂齡環教 38 7 266 

5/31 夏季工作坊：戶外教育~離開教室，學

習更有感 

39 7 273 



9/12 秋季工作坊：讓環境教育更有趣~博物

館裡的實境解謎 

38 7 266 

11/7 冬季工作坊：手心裡的森林～園藝治療 33 7 231 

6/27-28 共享太平洋~~花蓮環境教育學習交流行

程 

21 14 294 

11/25-26 加場工作坊：創意紙偶課程實作工作坊 22 11 242 

小計  191  1572 

 

（一）春季工作坊：銀光閃閃、樂齡環教 

環境教育是環境保護最基礎的全民教育工作，針對各種身分及齡層

之對象，透過教育的力量將環境意識、價值、倫理、技能化為實際行

動，落實於全民參與，以達到資源永續利用，更是終身學習的體現，並

同時增進民眾對環境問題的認識和解決環境問題的能力，進而改變個人

的行為觀念，培養正確的態度，以喚起全民維護自然生態環境之力量。  

少子化和高齡化是現今社會必須面對的議題，在城鄉差距顯著、長

照機構林立的宜蘭縣，環境教育對於銀髮族的供給（自然體驗、自然療

育）與需求（勞力市場外再度貢獻環境的動力與能力）更是值得探討的

議題，本次工作坊將探討高齡化社會可能面臨之社會及環境議題以及銀

髮族的環境教育樂齡需求，共同思考環境教育如何融入銀髮生活中。詳

細執行時間、課程內容、影像記錄如下。 

 日期：108年3月7日(四) 0850-1700 

 地點：臺灣戲劇館一樓展演廳（260宜蘭縣宜蘭市復興路二段101號） 

 培力課程規劃 

表2、春季工作坊課程表 

時間 主題 主講人 進行方式 

0850-0900 報到、開場 宜蘭縣環保局  

0900-1020 淺談長照制度 2.0 

台灣面對老齡化社會應

有的準備 

宜蘭縣衛生局長

照所張宸雅督導 

專題講座 

1020-1040 休息   

1040-1200 認識老化及各系統的生

理變化與影響 

聖母專校護理科

高琇珠老師 

專題講座 



1200-1300 午餐   

1300-1430 宜蘭戲劇館的戲曲演出

與樂齡服務 

臺灣戲劇館 專題講座暨戲劇

實作 

1430-1440 休息   

1440-1640 樂齡體驗~超乎你所想的

不老世界 

弘道老人福利基

金會 五結社區

照顧服務中心 

宋琬婷副主任 

專題講座暨體驗 

1640-1700 綜合討論 與會人員 綜合座談 

 影像記錄 

 

 

與會學員合照 手部動作是減緩老化的重要練習 

  

聖母高琇珠老師分享老化症狀 宜蘭縣衛生局長照所張宸雅督導 



（二）夏季工作坊：戶外教育~離開教室，學習更有感 

戶外教育透過真實情境，學習者與環境中的人 事 地 物互動，

經由互動過程，學習者獲得經驗，也藉由經驗成長獲得 學習成長。對學

習者而言，互動過程是經驗的成長，也是意義建構的歷程。戶外教育課

程的「做中學」，不是只強調「做」（ ），也同時重視「認知」

（ ），戶外教育課程核心內涵是營造學習者與環境互動，創造有

意義與整合性的學習經驗。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作為推動環境教育的重要據點，本培力課程期能

將以國內外戶外教育的發展與現況出發，帶入台灣教育部戶外教育推動

政策，再引入宜蘭地區戶外教育推廣案例，引導各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規

劃符合戶外教育精神之課程方案，更甚至與教育系統進行串連，提供參

與者更完整的學習經驗。

 日期：108年5月31日(五) 0840-1700 

 地點：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羅東自然教育中心（265宜蘭縣羅東鎮

中正北路118號） 

 培力課程規劃 

表3、夏季工作坊課程表 

時間 主題 主講人 進行方式 

0850-0900 報到、開場 宜蘭縣環保局  

0900-1050 淺談戶外教育與教育部推動戶

外教育實施計畫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環

境教育及管理碩士班  

曾鈺琪助理教授 

專題講座 

1050-1110 休息   

1110-1200 成為學校的好夥伴：戶外教育

補助計畫提案指南實作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環

境教育及管理碩士班 

曾鈺琪助理教授 

專題講座

及實作 

1200-1300 午餐   

1300-1350 走入生活的宜蘭學 宜蘭高中徐銘鴻老師 案例分享 

1350-1400 休息   



1400-1450 宜蘭高中跨領域學習戶外教育

案例—東北角海洋環境種子學

生研習營 

宜蘭高中周士堯老師 案例分享 

1450-1500 休息   

1500-1550 成為學校好夥伴：羅東自然教

育中心戶外教育合作案例 

羅東自然教育中心 

林成禮經理 

案例分享 

1550-1600 休息   

1600-1700 綜合討論 與會人員 綜合座談 

 影像記錄 

 
與會人員合照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環境教育及管理碩

士班 曾鈺琪助理教授 

羅東自然教育中心林成禮經理 

 
 

宜蘭高中周士堯老師 宜蘭高中徐銘鴻老師 

 

  



（三）秋季工作坊：讓環境教育更有趣~博物館裡的實境解謎 

實境解謎是一種將「密室逃脫」、「偵探解謎」、「角色扮演」這

些手機或是網路遊戲實境化，真人化的團體活動。注重遊戲前後的解說

與討論空間，遊戲過程比桌遊，線上遊戲，手機 更令人意猶未盡，甚

至讓人身歷其境在遊戲裡化身成冒險故事的主角。不管是對學生的積極

合作精神、對員工的團體動力與默契培養、朋友之間聚會同樂、親子家

人互相聯絡感情等，都有相當程度的助益。此次培力運用蘭陽博物館的

場域空間結合環境教育的教學內涵，辦理全日型實境解謎實務操作工作

坊！

 日期：108年9月12日（四）0900-1700（0850於一樓大廳報到集合） 

 地點：蘭陽博物館一樓研習教室（26144宜蘭縣頭城鎮青雲路三段750

號） 

 培力課程規劃 

表4、秋季工作坊課程表 

9/12(四) 

0850-0900 報到 蘭陽博物館一樓大廳報到 

0900-0910 計畫說明及夥伴簡介 一樓研習教室 

環保局/人禾基金會 

0910-1000 培力課程簡介 / 分組 聚樂邦 

1000-1100 遊戲的力量 聚樂邦 

1100-1200 議題遊戲概論 聚樂邦 

1200-1300 午餐/休息  

1300-1400 六大核心玩法 聚樂邦 

1400-1500 遊戲關卡實作 聚樂邦 

1500-1600 試玩修正/總結 聚樂邦 

1600-1700 綜合討論 經驗分享 / 冬季培力預告  

夥伴團體活動交流 

環保局/人禾基金會 



 

 影像記錄 

  
有趣的開場暖身活動 博物館的實境解謎設計 

  
認識議題型的解謎活動 實際操作解謎課程 

 
與會人員合影 

 

 

  



（四）冬季工作坊：手心裡的森林～園藝治療 

園藝治療，或稱園藝療法，是一種輔助治療專業，旨在通過園藝活

動，發揮植物的療癒力量，為各類有需要人士帶來身心效益。在園藝治

療師的引導之下，服務對象藉由實際接觸和運用園藝材料，維護美化植

物或盆栽和庭園，從而達至預定的治療目標，例如紓解壓力、復健心

靈、促進社交、情緒、小肌肉訓練、認知訓練、專注力恢復、精神健康

等等好處。此次培力將運用香草菲菲的場域空間結合環境教育的教學內

涵，辦理全日型園藝治療操作工作坊！

 培力日期：108年11月7日（四）0850-1700 

 培力地點：香草菲菲 芳香植物博物館（264宜蘭縣員山鄉內城路650

號） 

 培力課程規劃 

表5、冬季工作坊課程表 

時間 課程 目的 

8:50-9:00 報到 放鬆心情，認識環境~ 

9:00-9:30 走一趟香菲~香草菲菲現場解說服

務 

認識香菲環境與服務 

9:30-12:30 幸福花草茶 -中醫理論中的五行五色，如何運用到生活當

中？ 

走進園藝治療的世界 了解 

什麼是五行五色？ 認知、打開五感、與身

體連結 

幸福花草茶 手部操作、觸覺、味

覺、嗅覺、認識自己身

體 

泡一杯花草茶 味覺、嗅覺 

12:30-13:30 花園自助午餐  

13:30-17:00 平安除障按摩槌 -用平安植物來做個按摩棒，按摩疲憊的身

心 

認識平安、溫熱青草 認知、嗅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92%E8%97%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4%8D%E7%89%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4%8D%E7%89%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B%86%E6%A0%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A%AD%E5%9C%92


--艾草、香茅、樟樹葉、七葉埔姜

等 

拓印棉布袋 手部操作、觸覺、視覺 

按摩棒 手部操作、味覺、嗅覺 

課後總討論  

 影像記錄 

  
黃盛璘老師的專題分享 認識原生藥用植物 

 

 
動手實作香草茶包 完成品 

 



  
各種香草植物 五行五色各有用途 

 
與會人員合影 

 
  



（五）共享太平洋~~花蓮環境教育學習交流行程 

辦理二天一夜的交流工作坊，前往花蓮環境教育設施場所進行交流學

習，進行課程實作與研討。

 培力日期：108年6月27日(四)-6/28(五) (本活動為兩天一夜) 

 培力地點：花蓮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據點（太魯閣國家公園、鯉魚潭、

池南自然教育中心、牛犂社區、黑潮基金會、洄瀾風、地球公民基金

會花東辦公室等） 

 課程規劃 

表6、花蓮參訪行程一覽表 

6/27(四) 

0800-0930 宜蘭-花蓮車程 前往花蓮交通自理 

0930-0940 報到 花蓮火車站前站集合並簽到 

聯絡人：劉冠妙 0958-139092 

0940-1010 車程 0940準時發車，前往太魯閣國家公

園 

1010-1230 太魯閣國家公園環境教育

推廣經驗分享 

太魯閣國家公園解說課 解說志工 

@太魯閣國家公園遊客中心 

1230-1400 午餐便當/休息/車程 @太魯閣國家公園遊客中心 

1400-1600 七星潭海岸行 

認識保安林及花蓮海岸海

洋議題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 吳昌鴻執行長 

@燕濱海植物園區入口處七星亭、編

號 2618號防風保安林（花蓮縣新城

鄉漁場街 1號） 

1600-1730 東部陣線聯盟 交流會議 

東部環境我們一起守護 

 

 地球公民基金會花東辦公室 黃

斐悅主任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 張卉君執

行長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 吳昌鴻執

行長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辦公室 



1730-1830 車程。前往用餐地點  

1830-1930 晚餐 / 立川漁場 

http://www.lichuan.tw/ 

團體用桌餐。 

1930- 小雨蛙生態農場 

入住/自由交流 

房型均為 2大床，2人一房，分房

名單請見附件。本住宿經費由環保

局補助支應。 

6/28(五) 

0700-0830 早餐/自由活動 @小雨蛙生態農場 

0830-1030 牛犂社區環境教育推廣經

驗分享 社區導覽 

@牛犁社區 

1030-1100 車程 前往鯉魚潭 

1100-1230 鯉魚潭環境教育中心交流 交通部觀光局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

管理處 管理課 

@鯉魚潭遊客中心 

1230-1400 抵達池南森林遊樂區 

午餐/休息 

青陽農場午餐。 

1400-1600 池南自然教育中心課程 池南自然教育中心 吳明勳教師 

1600-1700 綜合座談及交流(暫訂)  宜蘭縣政府環保局 

 花蓮縣政府環保局 

 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 

 交通部觀光局花東縱谷國家風

景區管理處 管理課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 

 花蓮糖廠 

1700-1800 車程前往花蓮火車站 1800解散 

 

 

http://www.lichuan.tw/


 影像記錄 

  
拜訪太魯閣國家公園 花蓮海岸議題研討 

  
拜訪地球公民基金會及黑潮基金會 牛犂社區參訪 

  
鯉魚潭交流 池南自然教育中心合影 



 
宜蘭縣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夥伴合影 

 

  



（六）加場工作坊：創意紙偶課程實作工作坊 

課程方案是環境學習中心的核心要素，而優質的教具則讓環境教育

課程效益倍增。池南自然教育中心位於花蓮鯉魚潭邊，於 年正式對

外運作，是花蓮地區重要的環境教育學習據點，獲得許多獎項的肯定。

其中，具有特色的創意紙偶更讓環境教育的課程方案大獲好評。

蘭陽環境學習中心俱樂部增能計畫，特於

年末加場辦理過夜型創意紙偶課程實作工作坊，邀

請池南自然教育中心資深環境教育教師 吳明勳，

分享多年投入環境教育的實務經驗，同時結合頭城

農場的場域與夜間生態觀察活動，讓參與者深入體

驗並操作為期一天半的創意紙偶的實作教學。

 日期：108年11月25日13:30至26日15:30（過夜型活

動） 

 地點：頭城農場（261宜蘭縣頭城鎮更新路125-1號） 

 課程規劃 

表7、加場創意紙偶工作坊課程表 

時間 主題 內容 進行方式 

11/25(一) 

1300-1330 報到、開場 頭城農場遊客中

心 

 

1330-1500 池南自然教育中心教育推

廣經驗分享 

吳明勳環境教育

教師 

專題分享 

1500-1520 休息   

1520-1700 創意紙偶教學實作 part1 吳明勳環境教育

教師 

實作體驗 

1700-1830 晚餐/頭城農場戶外觀察

解說 

 夜間觀察 

1830-2000 創意紙偶教學實作 part2 吳明勳環境教育

教師 

實作體驗 

2000-2100 單位交流/分享   



11/26(二) 

0800-1000 頭城農場生態農業體驗活

動 

海廢玻璃創意設

計 

頭城農場 

1000-1200 創意紙偶教學實作 part3 吳明勳環境教育

教師 

實作體驗 

1200-1330 午餐   

1330-1500 各單位創意教案交流分享 人禾基金會 

劉冠妙 

單位交流 

1500-1600 綜合討論   

1500- 賦歸   

 影像記錄 

  

開場活動畫一隻熊 吳明勳老師帶領紙偶創作 



 

 

挑燈夜戰紙偶 紙偶上膠未來可作為教具使用 

 

 
單位間的創意教案交流 海廢玻璃創意設計 

  
金棗摘果體驗 課程一角 

 

 



九、成果效益： 

(一) 強化宜蘭縣內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及人員向心力 

     蘭陽環境學習中心俱樂部運作己有四年，期間不間斷辦理各式主

題培力工作坊，不但增進人員專業知能，更創造了夥伴團體彼此間的向

心力及凝聚力，為宜蘭縣的環境教育推動建立緊密的夥伴關係。 

(二) 進行人員多元主題增能培訓 

    此系列培力過程中，規劃了符合未來趨勢的相關主題，包括長照議

題、戶外教育、實境解謎、園藝治療等，課程中理論與實務並進，與會

人員均有收獲，同時也建立起協辦單位對環境教育跨越合作的未來可能

性。 

(三) 加強宜蘭花蓮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交流 

    此次花蓮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參訪，不但拜訪了在地的環境教育單

位，更了解花蓮地區推動環境議題的運作方式，以及在地的環境議題。

對於宜蘭地區的夥伴而言，不但拉近彼此的關係，更開啟後續合作的機

制。11 月辦理的加碼過夜工作坊，則是在此參訪中開啟的合作可能，

值得進行更多合作交流的活動規劃。 

(四) 作為其他縣市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整合運作推動之典範 

   蘭陽環境學習中心俱樂部的長期增能培力系列活動，在全台灣獨一

無二，運作成效良好，值得各縣市參考。 

 

  



十一、附件 

 

附件 1、各場次宣傳 EDM 

 

 
 

 
  



 
 

 
 



 
 

 
 



附件 2、各場次簡章及行前通知 

 
 

 

 



 
  



 
  



 
 

  



 



 
  



 
 

 

 

 



 
  



 
  



 
  



 
 



 
  



 
 

  



附件 3、各場次活動簽到單 

春季工作坊簽到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