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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大學 

受文者：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10年5月17日
發文字號： 南大生態字第1100008406號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如主旨

檢送本校辦理線上「環境教育人員展延課程研習：浪浪

綠鬣蜥—從外來物種談環境教育、法規及動物倫理」簡

章1份，請惠予協助公告周知，請查照。

旨揭活動訂於110年6月19日(星期六)辦理，預計招收40
人，額滿即止。

簡章網頁： https://reurl.cc/raGmKr，線上報名表單：
https://forms.gle/51fsA19ahWWJFgy2A，另開班資訊、參
訓資格請參閱簡章。

本活動聯絡人：蔡佩蓉、曾孝經，聯絡電話：(06)213-
3111 分機7717，電子信箱：c2052frank@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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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系列課程報名簡章 

浪浪綠鬣蜥——從外來物種談環境教育、法規及動物倫理 

( 因疫情升溫改為線上上課 !! ) 

 

一、 研習宗旨及目標      

 

  台灣民眾自然保育觀念在近幾年民間團體與政府的努力之下，已有長足的

進步，但對於外來物種觀念的部分至今尚較薄弱。本研習將藉綠鬣蜥為例擴展

至外來寵物，以環境教育推廣野生外來種之人道處置方式，並提昇民眾的飼養

倫理、動物福利、生態保護及法規等觀念。課程邀請多位專家講授包括綠鬣蜥

生態、動物福利與相關法規現況、生命關懷、與生態保護等。 

 

  由上述課程，共可累積 7 小時環境教育人員展延時數，並達成「環境教育

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申請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展延之時數條件。 

  

     

二、 研習對象      

（一）對環境教育推廣及環境教育人員認證有熱忱之民眾、在職人員及志工。 

（二）經「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認證為環境教育人員者，可累積展

延時數 7小時。     

      

  

三、 研習時間      

2021年 6月 19日（星期六）上午 8:00 至 下午 17:30（共 7 小時，含環境教育

法規 1 小時）      

   

     

四、 研習地點      

臺南大學榮譽校區（701台南市東區榮譽街 67號）A303 及 A304(改為線上上

課) 

 

       

 

五、  研習課程費用及退費辦法      

（一） 研習課程費用 



1.研習課程免費，且贈送特色環保袋乙份，惟須先匯款保證金新台幣五

百元整。 

2.當日課程全程線上參與，並完成前後測等線上測驗，於當日結束並線

上簽退後，匯款退還全額保證金及寄贈特色環保袋乙份。 

（二）退費辦法 

完成繳費後，若因個人因素無法上課，依下列標準退費： 

1.課程開始前三天退訓者，退還全額之費用；唯需再扣除行政費用新台

幣 30元，故共退新台幣 470元整。 

2.課程開始前一至二天退訓者，須扣除行政處理費及餐費共新台幣 150

元，故共退新台幣 350元整。 

3.課程開始後則恕不退費。  

       

六、 報名及繳費方式      

（一）報名期限：即日起至 2021年 6月 8日止，6月 2日起將陸續 e-mail傳送

通知錄取及保證金匯款資訊給您，請密切注意信箱。 

（二）線上報名網址：https://ssur.cc/CxzFJN 

（三）報名程序完成後，本單位將透過 e-mail發送報名確認及繳費通知。 

（四）請於繳費期限內（收到錄取 email 的 3 日內)完成繳費，並以 e-mail 回

傳繳款證明文件或匯款帳戶後五碼供查驗，方完成報名手續。 

（五）因名額有限，全程參與者優先錄取，無法全程參與的將為您排在候補名

額。而順序將以收到繳款證明的 e-mail順序作為報名溢額的正取順序。 

 

       

七、 授課老師背景 

王毓正 副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 

專長及研究領域：環境法、環境法制度與案例研究、環境法專題研究 

 

陳添喜 副教授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 

專長及研究領域：動物學、兩棲爬行動物學、生態學、生物多樣性 

 

范玉玲 副教授      國立臺南大學生態暨環境資源學系 

專長及研究領域：環境教育、環境教育教材教法、生態資源管理、生態旅遊規

劃、生態解說、地理資訊系統（GIS） 

  

       

  

https://ssur.cc/CxzFJN


八、 研習課程內容  

時間 課程名稱 大綱 講師 時數 

08:00~ 

08:20~ 
報到 (線上簽到) 

08:20~ 

08:40~ 
做課堂前測問卷 主持人 

范玉玲 

副教授 08:40~ 

08:50~ 
主持人致詞 

08:50~ 

11:20~ 

外來流浪動物相關法規 

與執行面的動物福利、 

環境倫理議題 

1. 動保法與野保法之體系簡介 

2. 外來流浪動物相關規定 

3. 動物權 vs. 動物福利 

4. 動物福利於我國法的規定與意涵 

5. 兼論環境倫理議題 

6. 結語 

王毓正 

副教授 
2.5 

11:20~ 

12:00~ 
午休～影片欣賞 

12:00~ 

14:30~ 

野生動物研究、管理、救傷與

入侵動物控制的生命議題 

1. 對人與動物人道、不虐待是文明社會的普遍價

值 

2. 製作與傳播虐待動物影像對社會的影響 

3. 面對野生動物生命倫理議題 

4. 失控的入侵種 

陳添喜 

副教授 
2.5 

14:40~ 

16:40~ 

從綠鬣蜥看外來流浪野生動物

/寵物的環境教育策略 

1. 本土種?外來種?從綠鬣蜥對生態影響看起 

2. 外來野生動物與寵物的生命省思與政策 

3. 外來野生動物與寵物法規面、民眾認知面差異 

4. 融入生命教育的動物/寵物環境教育發展策略 

5. 環境教育法規 

范玉玲 

副教授 
2 

16:40~ 

17:00~ 
做後測問卷、線上簽退 

17:00~ 

17:30~ 
結業式、大合照 (改為線上上課，略) 

 

      

九、 合格時數之申請      

本單位將依照課程出席狀況統計後，依據「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之

時數規定，於研習課程結束後一個月內線上為學員時數登錄。 

     

   

十、 承辦訓練機構資訊      



機構名稱 國立臺南大學 

機構地址 台南市中西區樹林街 2段 33號 

機構統一編號 69116104 

認證核准字號 (102)環署訓字第 EA210001-01號 

 

 

十一、 補助單位：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十二、主辦單位： 

             國立臺南大學生態暨環境資源學系--遊憩研究與環境教育研究室 

             計畫主持人：范玉玲 

             電話：(06) 213-3111 #7715 或 7717 

             Email：wyfan08093@gmail.com 

             研究助理：蔡佩蓉、曾孝經 電話：(06) 213-3111 #7715 

             Email：c2052frank@gmail.com 

     

 * 報名若有問題請週二至週五上午來電、Email、或至臉書「綠鬣蜥環教育專區」 

      (https://www.facebook.com/TheGreenIguanasFuture) 私訊我們。 

        

主辦單位保有修改、變更或因疫情改為線上進行本活動之權利，如有未盡事宜，悉依

相關規定或解釋辦理，並得隨時補充公告之。 

mailto:wyfan08093@gmail.com
mailto:c2052frank@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TheGreenIguanasFu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