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11 年度臺北市政府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人員增能訓練簡章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
中華民國 111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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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辦理目的：為提升本市轄內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含潛力場域）之員工及場所
內志/義工等人員增能，自 109 年起串聯臺北市 21 處環教設施場所夥伴，創
立「環教交工」模式，以環教 ALL 北講的標語，推動夥伴合作，今邁入第 3
年，鼓勵促成同質交流、異質學習，111 年度亦規劃 3 場次線上增能培訓，
以提升參與者的場所經營管理策略，探討如何應用策展、Podcast、公民參與
等方式，激發創新思考，並同步響應 2050 淨零排放目標，優化臺北市環境
教育整體教學的質與量。
二、課程日期：111 年 7 月 13 日（三）至 8 月 26 日（五）
，計 3 場次
三、課程方式：Webex 線上課程
四、招收對象：
1.適合想經營線上體驗的環境教育實務工作者及環境教育人員。
2.邀請想提升場所營運的環教夥伴。
3.想精進與交流場所課程方案或執行情形的夥伴。
五、報名方式：報名頁面如下所示。
即日起至 7 月 8 日（五）止，一律線上報名。
https://forms.gle/Wnho8n4o8718Vy3E7
報名網站

六、注意事項：
1. 免收課程費。
2. 本班採線上開課，請先安裝與註冊相關軟體，包含臺北通 Taipeipass(網址：
https://id.taipei/tpcd/)（簽到用）
、Webex（課程用）
，如有疑問請洽本課程
聯絡窗口。
3. 全程完訓協助登入環教時數 2 小時。
4. 課程中，工作人員會錄影及錄音，僅作為主辦單位活動辦理紀錄。
5. 本班採線上開課，可多場次報名，主辦單位於報名截止日後一日，將依報
名順序，以 e-mail 先行寄發【錄取通知】
，課程前三日會以 e-mail 寄發【課
前通知】
（含線上會議室連結）
，如未收到錄取或課前通知，請務必來電洽
詢本課程聯絡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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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遇不可抗拒之因素，主辦單位保有調整變動活動內容或延期舉辦之權利，
並另行以電話通知。
七、本課程聯絡窗口：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陳宥伶小姐 02-27208889 分機 7234
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徐偉倫先生 02-27844188 分機 5122
信箱：a27646415@ftis.org.tw
八、課程安排：每場次招生上限為 100 人次，時間與課程安排如下說明，請依錄
取通知名單為準，並請依本局課前通知參訓及報到。
 場次 1：邁向 2050 淨零排放
時間

主題

7 月 13 日（三）
14:00~16:00

內容

邁向 2050
淨零排放

人們不斷思考，如何善待我們賴以生存的環
境？怎麼找到跟地球好好相處的方法？
響應 2050 淨零排放，環境議題更被重視，它應
該要是 365 天的日常實踐，是生活裡自然而然
的發生，讓我們從不同的角度來思考。
講師介紹

隆中向上教育基金會
袁慧芬策略營運長

不僅是一個媒體，也不僅是網站平台，而是以
每個人都可以加入的生活減塑企劃為宗旨，希
望呼召大家用行動一起邁向 2050 淨零排放。
課程表

時間

課程

內容

13:30~14:00

報到

線上簽到

14:00~14:10

課程介紹

本日流程說明

1%重要行動

把減塑的目標放低至做到減
少 1%就好，如何將 2050 淨
零排放議題融入生活

14:10~15:30

主講人
--

15:30~15:50

環境議題創作

分享今年創新結合 6 個環境
議題 x 52 種創作，更跨域達
成產業界的合作與行動

15:50~16:00

活動回饋

活動回饋與 Q&A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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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基會
邱心淳環教專員

隆中向上教育基金會
袁慧芬策略營運長

產基會
邱心淳環教專員

 場次 2：Podcast 說出環境議題
時間
8 月 10 日（三）
14:00~16:00

主題

內容

Podcast 說出環境
議題

Podcast 是年輕人吸收新知的管道之一，跨出環
教的舒適圈，讓我們用 Podcast 轉化議題，邀請
講師跟大家分享如何企劃節目主題與設計節目
綱要，讓你不煩惱節目內容。
講師介紹
節目上線短短三個月，從零到 12 萬下載，藉由
課程理解近期網路宣傳趨勢，如何從零開始，
製作自己的 Pocast 頻道，使人人都能上手!

旅行快門 Travel Shutter
許庭棟主理人暨節目主持人

課程表
時間

課程

內容

主講人

13:30~14:00

報到

線上簽到

14:00~14:10

課程介紹

本日流程說明

Podcast 新手

人人都能上手的 Podcast 製作
方法

14:10~15:30

寶典

-產基會
邱心淳環教專員

15:30~15:50

創造有吸引力 解構與分享 Podcast 頻道【旅
的議題
行快門】的節目經營法則

15:50~16:00

活動回饋

旅行快門
Travel Shutter
許庭棟主理人暨
節目主持人
產基會

活動回饋與 Q&A 時間

邱心淳環教專員

 場次 3：社群參與的力量
時間
8 月 26 日（五）
14:00~16:00

主題

內容

社群參與的力量

這是個公民科學的時代，每個人都有不同資
源，透過跨域整合資源，進行物件與文稿的轉
化、詮釋，藉以傳達環境文化之美。
講師介紹

輔仁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
林玟伶助理教授

著重從博物館學與管理學的多維觀點引導，探
討環境如何與社會建立更為包容友善、文化平
權的夥伴關係。
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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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課程

內容

13:30~14:00

報到

線上簽到

14:00~14:10

課程介紹

本日流程說明

14:10~15:30

社會參與及實 公民參與的時代，如何將環境
踐
教育的理論與實務並重

15:30~15:50

人人都是環教 透過討論，彙整知識與價值的
種子
成果，培育跨域整合能力。

15:50~16:00

活動回饋

主講人
-產基會
邱心淳環教專員
輔仁大學博物館學
研究所

活動回饋與 Q&A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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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玟伶助理教授
產基會
邱心淳環教專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