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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福利教育發展計畫 
——動保教育環島教師研習 

 
一、前言 

人和動物應該建立甚麼樣的關係？我們該如何面對人和其他動物的

衝突？例如：愛護流浪犬貓與其衍生公共安全或衛生問題之間，該如何平

衡？小朋友常飼養的巴西烏龜如何成為生態浩劫？學童參訪休閒農場的

動物展演活動又示範了怎樣的生命教育？ 

動物福利教育之建立不僅只是為了解決街頭流浪犬貓問題，其涵蓋範

圍還包括經濟動物、實驗動物、娛樂動物，甚至擴及野生動物等衍生之社

會議題，影響層面廣泛。此外，從食品安全、環境保護到生物多樣性等皆

與動物福利教育探討課題有所關聯。 

今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與臺大-永齡「關

懷生命、愛護動物」專案計畫合作執行「動物福利教育發展計畫」，邀集

相關學者專家與動保人士共同參與，目的在發展適合我國中小學之動物福

利教育，以利動物保護觀念向下紮根。考量階段發展目標，目前以最有教

學資源的同伴動物與具國家實驗動物中心支援的實驗動物為發展主題。 

本次「動保教育環島教師研習」為本計畫重要之環節，將透過此巡迴

活動，串聯各地產官學界、民間團體及大學動保社團，建立教育網絡。且，

暨教師研習後，將舉辦兩場教案徵選活動，並報導各地教學活動，以鼓勵

教師實施相關課程。 

 

二、目的 

1. 舉辦環島教師研習，分享動物保護教育之相關資源，與當地組織交流，

並瞭解各地動保教育施行之差異。 

2. 串聯各地產官學界、民間團體及大學動保社團，建立教育網絡。 

3. 宣傳下半年度動保教案徵選與相關活動，鼓勵各地教師實施相關課程。 

三、研習期間 

本環島教師研習活動從2014年7月1日至11日止，將於北中南東四區舉

辦八場教師研習，每場次一日，各場次環境教育研習時數六小時。歡迎老

師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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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保教育環島教師研習 

-臺東場 
 

一、 指導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二、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臺大-永齡「關懷生命 愛護動物」

專案計畫 

三、 協辦單位：台灣之心愛護動物協會、臺東縣關懷生命協會、臺東縣動物

防疫所、臺東大學汪汪社、臺北市立大學 

四、 研習日期：2014年 7月 1日 星期二 

五、 研習地點：臺東縣動物防疫所三樓會議室（臺東市中興路二段 733號） 

六、 研習課程： 

東區臺東場：7/1（二）臺東大學臺東校區 

時間 課程 講師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致詞 
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 

秘書長黃慶榮醫師 

09:10-11:00 
環境教育與 

臺灣動保教育發展 

東華大學 

梁明煌副教授 

11:10-12:00 動保教學經驗分享 
集美國小 

李心儀老師 

12:00-13:00 午餐與交流時間 動保教育影片欣賞 

13:00-14:50 
臺東流浪動物問題 

與 參訪說明 

臺東縣關懷生命協會理事 

劉正吉醫師 

15:00-15:30 【遊覽車上】 動保教育影片欣賞 

15:30-16:00 

參訪 

臺東縣流浪動物收容中心 

（臺東市中華路 4 段 861 巷 350 號） 

收容所工作人員 

與志工團隊 

16:00-16:30 
參訪討論 

【遊覽車上】 

台灣之心愛護動物協會 

執行長劉晉佑 

16:30-17:00 
臺東大學汪汪社 

校園經驗分享 
臺東大學汪汪社 

17:00 回臺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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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保教育環島教師研習 

-花蓮場 
一、 指導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二、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臺大-永齡「關懷生命 愛護動物」

專案計畫 

三、 協辦單位：台灣之心愛護動物協會、花蓮縣動植物防疫所、東華大學敖

屋福利社、臺北市立大學 

四、 研習日期：2014 年 7月 2日 星期三 

五、 研習地點：花蓮縣動植物防疫所（花蓮市瑞美路 5號） 

六、 研習課程： 

東區花蓮場：7/2（三）花蓮縣動植物防疫所 

時間 課程 講師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致詞 
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 

秘書長黃慶榮醫師 

09:10-11:00 
環境教育與 

臺灣動保教育發展 

東華大學 

楊懿如副教授 

11:10-12:00 動保教學經驗分享 
集美國小 

李心儀老師 

12:00-13:00 午餐與交流時間 動保教育影片欣賞 

13:00-13:30 
參訪說明 

【遊覽車上】 

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 

公關企劃組吳明青組長 

13:30-14:00 

參訪 

流浪犬中途之家 

（吉安鄉南濱路一段 599 號旁巷內） 

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 

公關企劃組吳明青組長 

14:00-14:30 
參訪說明 

【遊覽車上】 

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 

公關企劃組吳明青組長 

14:30-15:00 
參訪 

私人流浪犬收容所 
馮少敏女士 

15:00-15:30 
參訪討論 

【遊覽車上】 

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 

公關企劃組吳明青組長 

15:30-16:30 

校園經驗分享 東華大學敖屋福利社 

從校園到社區 
前花蓮教育大學汪旺社 

創社社長 張楷庭 

16:30-17:00 

【交流座談】 

如何發展與推廣動物保護 

教育活動？ 

主持人： 

東華大學 

楊懿如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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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 賦  歸 

動保教育環島教師研習 

-宜蘭場 
一、 指導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二、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臺大-永齡「關懷生命 愛護動物」

專案計畫 

三、 協辦單位：台灣之心愛護動物協會、宜蘭縣動植物防疫所、宜蘭大學動

物關懷社、臺北市立大學 

四、 研習日期：2014 年 7月 3日 星期四 

五、 集合時間與地點：報到處有二，一為 08:20 羅東火車站；二為 08:30 宜

蘭縣動植物防疫所 

六、 研習地點：宜蘭縣動植物防疫所（宜蘭縣五結鄉成興村利寶路 60 號） 

七、 研習課程： 

北區宜蘭場：7/3（四）宜蘭縣動植物防疫所 

時間 課程 講師 

08:20-08:40 
報到 1：羅東火車站（08:40準時發車） 

08:40-9:00 遊覽車開車至宜蘭縣動植物防疫所 

08:30-09:00 報到 2：宜蘭縣動植物防疫所 

09:00-09:10 致詞 
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 

秘書長黃慶榮醫師 

09:10-11:00 
環境教育與 

臺灣動保教育發展 

東華大學 

梁明煌副教授 

11:10-12:00 動保教學經驗分享 
集美國小 

李心儀老師 

12:00-13:00 午餐與交流時間 動保教育影片欣賞 

13:00-13:50 
宜蘭流浪動物現況 

與相關政策 
宜蘭縣動植物防疫所 

14:00-15:00 
參訪 

宜蘭流浪動物收容所 
收容所工作人員 

15:10-16:00 動物保護教育推動經驗分享 
台灣之心愛護動物協會 

執行長劉晉佑 

16:00-16:30 校園經驗分享 
宜蘭大學動物關懷社 

湯凱詠 

16:30-17:00 

【交流座談】 

如何發展與推廣動物保護 

教育活動？ 

主持人： 

東華大學 

梁明煌副教授 

17:00 
賦  歸 

遊覽車開車至羅東火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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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保教育環島教師研習 

-臺北場 
 

一、 指導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二、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臺大-永齡「關懷生命 愛護動物」

專案計畫、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實驗動物中心 

三、 協辦單位：台灣之心愛護動物協會、臺北市立大學 

四、 研習日期：2014 年 7月 4日 星期五 

五、 研習地點：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實驗動物中心 三樓會議室（中央研究

院院區：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號） 

六、 研習課程： 

北區臺北場：7/4（五）中央研究院國家實驗動物中心 

時間 課程 講師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致詞 
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 

秘書長黃慶榮醫師 

09:10-11:00 
生活中的實驗動物 與 

動物實驗替代教學倫理 

國研院實驗動物中心 

企劃推廣組組長秦咸靜博士 

11:10-12:00 動保教學經驗分享 
江翠國中 

紀慧玲老師 

12:00-13:00 午餐與交流時間 動保教育影片欣賞 

13:00-14:20 動物實驗替代教學教具示範 
國研院實驗動物中心 

企劃推廣組組長秦咸靜博士 

14:30-16:20 臺灣實驗動物倫理之發展 
臺灣大學 

徐濟泰教授 

16:30-17:00 

【交流座談】 

如何發展豐富的替代教學？ 

主持人： 

臺灣大學 

徐濟泰教授 

17:00 賦  歸 

 

【交通資訊】 

中央研究院：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號 

 

公車路線：205、212、212(直)、212(區)、270、276、306、620、645、 

     小 12、藍 25、679、小 5、小 1(中研院站) 

 

火  車：至南港站換乘公車 306、205、276、小 12、212、679、 

     小 5(中研院站) 

http://www.e-bus.taipei.gov.tw/Period23/BusStop.asp?rid=10181
http://www.e-bus.taipei.gov.tw/Period14/BusStop.asp?rid=10912
http://www.e-bus.taipei.gov.tw/Period14/BusStop.asp?rid=10911
http://www.e-bus.taipei.gov.tw/Period14/BusStop.asp?rid=10913
http://www.e-bus.taipei.gov.tw/Period23/BusStop.asp?rid=11841
http://www.e-bus.taipei.gov.tw/Period23/BusStop.asp?rid=11851
http://www.e-bus.taipei.gov.tw/Period23/BusStop.asp?rid=10473
http://www.e-bus.taipei.gov.tw/Period23/BusStop.asp?rid=15334
http://www.e-bus.taipei.gov.tw/Period23/BusStop.asp?rid=10461
http://www.e-bus.taipei.gov.tw/Period23/BusStop.asp?rid=11052
http://www.e-bus.taipei.gov.tw/Period14/BusStop.asp?rid=10941
http://www.e-bus.taipei.gov.tw/Period23/BusStop.asp?rid=16127
http://www.e-bus.taipei.gov.tw/Period23/BusStop.asp?rid=11059
http://www.e-bus.taipei.gov.tw/tmp.ebus.web/Home/ShowRouteInfo?rid=11051&period=2
http://www.e-bus.taipei.gov.tw/Period23/BusStop.asp?rid=10473
http://www.e-bus.taipei.gov.tw/Period23/BusStop.asp?rid=10181
http://www.e-bus.taipei.gov.tw/Period23/BusStop.asp?rid=11851
http://www.e-bus.taipei.gov.tw/Period23/BusStop.asp?rid=11052
http://www.e-bus.taipei.gov.tw/Period14/BusStop.asp?rid=10912
http://www.e-bus.taipei.gov.tw/Period23/BusStop.asp?rid=16127
http://www.e-bus.taipei.gov.tw/Period23/BusStop.asp?rid=1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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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  運： 

1. 至南港站 2 號出口右轉換乘公車 212(直)、212(區)、270 或藍 25(中研院) 

2. 至南港展覽館站換乘公車 212、276、306、620、645、679、205、 

  小 5、小 1、小 12(中研院站)  

 

  板南線：到台北車站轉〔板南線〕到「南港站」或「南港展覽館站」 

  淡水線：到台北車站轉〔板南線〕到「南港站」或「南港展覽館站」 

  文湖線：到忠孝復興站轉〔板南線〕到「南港站」或「南港展覽館站」 

  蘆洲線：到忠孝新生站轉〔板南線〕到「南港站」或「南港展覽館站」 

https://www.sinica.edu.tw/location.htm 

國家實驗動物中心（生科大道北側，編號 7之建築） 

 

http://www.trtc.com.tw/ct.asp?xItem=1015926&CtNode=24569&mp=122031
http://www.e-bus.taipei.gov.tw/Period14/BusStop.asp?rid=10911
http://www.e-bus.taipei.gov.tw/Period14/BusStop.asp?rid=10913
http://www.e-bus.taipei.gov.tw/Period23/BusStop.asp?rid=11841
http://www.e-bus.taipei.gov.tw/Period14/BusStop.asp?rid=10941
http://www.e-bus.taipei.gov.tw/Period14/BusStop.asp?rid=10912
http://www.e-bus.taipei.gov.tw/Period23/BusStop.asp?rid=11851
http://www.e-bus.taipei.gov.tw/Period23/BusStop.asp?rid=10473
http://www.e-bus.taipei.gov.tw/Period23/BusStop.asp?rid=15334
http://www.e-bus.taipei.gov.tw/Period23/BusStop.asp?rid=10461
http://www.e-bus.taipei.gov.tw/Period23/BusStop.asp?rid=16127
http://www.e-bus.taipei.gov.tw/Period23/BusStop.asp?rid=10181
http://www.e-bus.taipei.gov.tw/Period23/BusStop.asp?rid=11059
http://www.e-bus.taipei.gov.tw/tmp.ebus.web/Home/ShowRouteInfo?rid=11051&period=2
http://www.e-bus.taipei.gov.tw/Period23/BusStop.asp?rid=11052
https://www.sinica.edu.tw/locati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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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保教育環島教師研習 

-臺中場 
一、 指導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二、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臺大-永齡「關懷生命 愛護動物」

專案計畫 

三、 協辦單位：台灣之心愛護動物協會、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臺北市立

大學 

四、 研習日期：2014 年 7月 7日 星期一 

五、 集合時間與地點：報到 1【全家便利商店-台中世貿店】08:10-08:30；報

到 2【臺中市動物之家-南屯園區】08:30-09:00 

六、 研習地點：臺中市動物之家-南屯園區（臺中市南屯區中台路 601 號） 

七、 研習課程： 

中區臺中場：7/7（一）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時間 課程 講師 

08:10-08:30 

報到 1：【全家便利商店-台中世貿店】臺中市西屯區朝富路

18-5號，統聯客運朝馬站對面（08:30準時發車） 

08:30-9:00 遊覽車開車至臺中市動物之家-南屯園區 

08:30-09:00 報到 2：臺中市動物之家-南屯園區 

09:00-09:10 致詞 
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 

秘書長黃慶榮醫師 

09:10-11:00 
環境教育與 

臺灣動保教育發展 

臺灣師範大學 

王順美副教授 

11:10-12:00 動保教學經驗分享 

臺中市西區中正國小 

黃玉翎老師 

（臺中市 102 年動物福利教案 

設計特優老師） 

12:00-13:00 午餐與交流時間 動保教育影片欣賞 

13:00-13:50 
臺中流浪動物現況 

與相關政策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14:00-15:00 

參訪 

臺中市動物之家-南屯園區 

（臺中市南屯區中台路 601 號） 

收容所工作人員 

15:00-15:50 
臺灣流浪動物現況 

與飼主責任教育 

台灣之心愛護動物協會 

執行長劉晉佑 

16:00-16:30 校園經驗分享 中興大學動保社團 

16:30-17:00 
【交流座談】 

如何發展與推廣動物保護 

主持人： 

臺灣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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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活動？ 王順美副教授 

17:00 遊覽車開車至【全家便利商店-台中世貿店】；賦 歸 

動保教育環島教師研習 

-彰化場 
 

一、 指導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二、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臺大-永齡「關懷生命 愛護動物」

專案計畫 

三、 協辦單位：台灣之心愛護動物協會、彰化師範大學汪汪社、臺北市立大

學 

四、 研習日期：2014 年 7月 8日 星期二 

五、 研習地點：彰化師範大學進德校區（彰化市進德路一號） 

六、 研習課程： 

中區彰化場：7/8（二）彰化師範大學進德校區 

時間 課程 講師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致詞 
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 

秘書長黃慶榮醫師 

09:10-11:00 
臺灣流浪動物現況 

與飼主責任教育 

農委會動物植物防疫檢疫局 

高雄分局鄭純彬局長 

11:10-12:00 動保教學經驗分享 
集美國小 

李心儀老師 

12:00-13:00 午餐與交流時間 動保教育影片欣賞 

13:00-15:00 
【電影賞析與座談】 

十二夜 

十二夜導演 

Raye 

15:10-16:00 
彰化流浪動物現況 

與相關政策 

彰化縣動物防疫所 

洪世恩醫師 

16:00-16:30 校園經驗分享 

台灣之心愛護動物協會 

執行秘書楊英伶與 

彰化師範大學汪汪社社員 

16:30-17:00 

【交流座談】 

如何發展與推廣動物保護 

教育活動？ 

主持人： 

農委會動物植物防疫檢疫局 

高雄分局鄭純彬局長 

17:00 賦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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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保教育環島教師研習 

-臺南場 
 

一、 指導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二、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臺大-永齡「關懷生命 愛護動物」

專案計畫 

三、 協辦單位：臺灣之心愛護動物協會、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實驗動物中

心、臺北市立大學 

四、 研習日期：2014 年 7月 10日 星期四 

五、 研習地點：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實驗動物中心-南部設施 第一會議室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二路 17號-位於台南科學工業園區內，緊鄰南科創業育

成中心） 

六、 研習課程： 

南區臺南場：7/10（四）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實驗動物中心-南部設施 

時間 課程 講師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致詞 
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 

公關企劃組吳明青組長 

09:10-11:00 
生活中的實驗動物 與 

動物實驗替代教學倫理 

國研院實驗動物中心 

企劃推廣組黃苡瑋老師 

11:10-12:00 動保教學經驗分享 
關懷生命協會 

常務理事湯宜之 

12:00-13:00 午餐與交流時間 動保教育影片欣賞 

13:00-15:00 動物實驗替代教學教具示範 
國研院實驗動物中心 

企劃推廣組組長秦咸靜博士 

15:10-16:00 
國小教師對動物利用態度之

探究 

高雄縣大樹國小 

莊維倢老師 

16:10-17:00 

【交流座談】 

如何發展豐富的替代教學？ 

主持人： 

國研院實驗動物中心 

企劃推廣組組長秦咸靜博士 

17:00 賦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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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保教育環島教師研習 

-高雄場 
 

一、 指導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二、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臺大-永齡「關懷生命 愛護動物」

專案計畫 

三、 協辦單位：台灣之心愛護動物協會、高雄市動物保護處、臺北市立大學 

四、 研習日期：2014 年 7月 11日 星期五 

五、 研習地點：高雄市動物保護教育園區（高雄市鼓山區萬壽路 350 號） 

六、 研習課程： 

南區高雄場：7/11（五）高雄市動物保護教育園區 

時間 課程 講師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致詞 
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 

公關企劃組吳明青組長 

09:10-11:00 
臺灣流浪動物現況 

與飼主責任教育 

農委會動物植物防疫檢疫局 

高雄分局鄭純彬局長 

11:10-12:00 
關懷校園流浪動物的 

生命教育意涵與實踐 

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副教授 

暨愛護動物社社團指導老師 

王頌梅老師 

12:00-13:00 午餐與交流時間 動保教育影片欣賞 

13:00-14:00 
壽山流浪動物 

收容所參訪 
收容所工作人員 

14:00-14:30 
高雄市校犬專案 

與教育活動介紹 

高雄市動物保護處 

鄭莉佳醫師 

14:40-15:50 教孩子和狗兒做朋友 

美國 Karen Pryor Academy 

認證訓練師 

徐淑莉 

16:00-16:30 大學社團校園經驗分享 中山大學校園守護犬志工隊 

16:30-17:00 

【交流座談】 

如何發展與推廣動物保護 

教育活動？ 

主持人： 

農委會動物植物防疫檢疫局 

高雄分局鄭純彬局長 

17:00 賦  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