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公園繪本創新應用 
國際研討會暨工作坊 

~繪出永續新世代~ 

活動宗旨 

瞭解運用繪本進行環境教育及環境解說之國際趨勢，精進國家公園解說服務發

展，強化國際保護區環境教育及環境解說之合作聯繫，回顧及展望國際國家公園

環境教育、繪本應用的思潮與行動、國家公園與幼兒、學童之關係內涵、繪本如

何融入創意課程教學等範疇進行研究成果發表及工作坊，使參與人員充分瞭解國

家公園環境教育及解說與出版繪本相關教學素材成果，進而培養環境教育、環境

解說之國際觀，期望透過本次活動能夠獲得孩童、幼兒環境教育未來的實行策略

與發展方針。 
 

時間地點 

 研討會  

時間：2019 年 9 月 19(四) 10:00-17:00、2019 年 9 月 20(五) 10:00-12:00 

地點：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中商大樓 2 樓國際會議廳 

名額：200 名 

 工作坊 A-「海之友．山之友」繪本製作-原賀老師 

時間：2019 年 9 月 20(五) 13:00-17:00 

地點：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中商大樓 2 樓研討室 7203、7204 

名額： 50 名 

 工作坊 B-介紹「Aman Theater」和體驗「生物動態雕刻創作」-鹿谷老師 

時間：2019 年 9 月 20(五) 13:00-17:00 

地點：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中商大樓 2 樓研討室 7208、7209 

名額： 50 名 
 



國際研討會及工作坊參加對象 

各國家（自然 ）公園管理處及都會公園管理站同仁或保育解說志工、從事環境教

育、自然體驗及戶外教育相關業務人員或志工、圖書館從業人員或說故事志工、

國民中小學校及幼兒園故事志工、國內大專院校環境教育相關學系及其他有興趣

社會人士等。 

 可申請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及環境教育時數 19 日研討會全程參與以 6 小時

計；20 日上午講座全程參與以 2 小時計；20 日下午工作坊全程參與以 4 小

時計。 

 工作坊因名額及場地空間有限，每場次開放 50 位，報名後優先錄取原則，說

明如後 3 點，並另行通知報名成功參與人員: 

1.全程參與 19 日國際研討會及 20 日上午講座者。 

2.從事或曾參與過國家公園環境教育相關業務者。 

3.具備 5 年以上實際執行推動繪本閱讀或相關活動經驗者。 
 
 

 



9 月 19 日(四)國際研討會議程表 

國家公園繪本創新應用研討會 (時數 6 小時) 

108 年 9 月 19 日(四)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中商大樓 2 樓國際會議廳 

時間 活動議程 

9:30~10:00 報到 

10:00~10:10 開幕式及貴賓致詞 

10:10~11:20 
相互思考 SDGs 的繪本·繪畫歌·紙芝居·布繪劇場工作坊 

講者：原賀いずみ  日本北九州インタープリテーション研究会 代表 

11:30~12:30 從繪本的世界，看臺灣的環境議題 

講者：陳旻昱 

12:30~13:30 午餐與休息 

13:30~14:40 
向孩子傳遞沖繩海洋之聲 ～在室內快樂學習海洋奧妙之計畫的經驗～ 

講者：鹿谷麻夕  日本沖繩鹿谷自然導覽 創立者 

14:40~14:50 茶點與交流 

14:50~15:50 
繪本，讓科普知識更有趣  

講者：張東君 

16:00~17:00 

與談方向：國家公園環境教育繪本應用推動現況交流 

主持人：張維銓組長及專案主持人(暫定) 

與談人(暫定 6 名)：林素華、陳旻昱、張東君、謝文綺、張明純、吳立涵 

17：00~ 賦歸 

 



9 月 20 日(五)研討會講座及實務工作坊 

研討會講座 (時數 2 小時) 

108 年 9 月 20 日(五)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中商大樓 2 樓國際會議廳 

9:30~10:00 報到 

10:00~10:10 開幕式 

10:10~11:10 
從地圖創作認識臺灣《台灣最美的地方：國家公園地圖》創作分享 

講者：陳又凌 

11:10~12:10 
《是誰躲在草叢裡》繪本創作分享 

講者：鄭潔文 

12:10~13:00 午餐與休息 

實務工作坊 (時數 4 小時) 

108 年 9 月 20 日(五)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中商大樓 2 樓研討室 

13:00~17:00 

【工作坊 A】 

主題：「海之友．山之友」 

      屏風繪本製作 

講者：原賀老師 

地點：7203、7204 

【工作坊 B】 

主題：介紹「Aman Theater」和體驗 

     「生物動態雕刻創作」 

講者：鹿谷老師 

地點：7208、7209 

會外書展設攤，配合出版社展示國家公園、自然體驗及戶外教育相關繪本及圖書，

講座規劃有獎徵答活動，書展提供本研討會活動專案折扣優惠。 

 
 



實務工作坊 

報名資格：將採審核制度，以有實際執行推廣的志工為優先  

原賀老師工作坊-「海之友．山之友」繪本製作 

以 Eric Carle 的方式進行  

工作坊的部分，介紹一位在臺灣成長的日本詩人「工藤直子」，將「のはらうた」做

成一頁繪本，這樣一來，可以在短時間內，將從水陸生物那得到的訊息製作成繪本。

工藤直子是日本非常有名的詩人，日本的教科書一定都有記載她的詩集。另外，在

地球繪本的工作坊，可以討論 SDGs 的各種問題，共享對於自然和地球的感受的工作

坊。想要做「屏風繪本」（如附圖）。以棲息在各種地方的生物為主題製作，相互討

論分享。＊參與者須準備的材料：各自想介紹的生物的照片。 

鹿谷老師工作坊-介紹「Aman Theater」和體驗「生物動態雕刻創作」 

1. 介紹利用手作布偶來完成的「Aman Theater」和可以習得珊瑚的生態的「珊瑚雙

六遊戲」。 

2. 體驗和自然及生物有關連性的「生物動態雕刻創作」 

這是一個使用色紙等素材製作出自然元素及生物，利用夾子和繩子使其串在一起，

來表現生態系的活動。 

活動最後會將讓大家思考如何利用大家的生物動態雕刻創作，一同創作出一個大型

生態系。 

 

 



講師簡介 
 原賀いずみ 

北九州自然解說研究會代表、豐之國海幸海幸山幸事務局長 

北九州 ESD 協議會宣傳委員長、日本環境省公認環境指導員・福岡縣地域發展統籌者。

在 2002 年開發了一個名為「布藝劇場‧大包包博物館」的獨創自然解說手法，並且著

眼於與觀眾互動的形式來介紹生物的多樣性及其成長史，也在日本、中國、韓國等地的

環境教育交流場合推廣此手法。 

 

 鹿谷麻夕 

設立鹿谷自然導覽，專長為自然觀察導遊、海洋環境教育、環境教育教案及教材開發、

以自然或環境為主題的工作坊或協作、對於有在進行環境保存活動的地方團體進行支

援。自然導遊或是生態旅遊（環保低消耗的旅行）的導遊養成等。 

 

 陳旻昱 

陳昱昱（玉米辰），透過最直接的觀察與生動的內容，描繪屬於台灣在地的環境議題，

運用繪本和故事與小朋友對話。同時也致力於紙藝及動畫創作－透過最直接的方式製作

＜台灣掌中戲＞、＜廟街 3D 立體書＞；其中，「螃蟹過馬路」獲 2010 年金鼎獎最佳繪

本動畫獎；原創之「小島故事 Muisland」系列動畫更榮獲 2012 數位內容最佳產品獎肯定。

2018 年，實驗性開發＜我早就知道＞盲點浮雕繪本。目前致力於環境議題動畫及多媒體

數位相關工作。 

 

 張東君 

臺灣大學動物系所畢業，日本京都大學理學院動物所博士課程結業。科普作家、推理評

論家、英日口譯。著有《爸爸是海洋魚類生態學家》、《動物勉強學堂》、《象什麼》、《動

物數隻數隻》等，著譯作超過一百八十本，目標為「著作等歲數，譯作等身」。第五屆

吳大猷科學普及著作獎少年組特別獎翻譯類、第四十屆金鼎獎兒童及少年圖書類得主。 

 

 陳又凌 

畢業於 Utrecht School of the Arts, NL. Editorial Design, MA 

喜歡散步、大自然、和貓說話，喜歡畫畫，生活中微小的小事物和自己的小喜小悲。期

待自己有天能優雅的過生活及畫圖，但目前為止還沒發生過。 

2018 年出版《臺灣地圖貼紙書》、《臺灣地圖》、《媽咪怎麼了？》 

2017 年韓國南怡島插畫獎、2015、2016 年連續榮獲義大利波隆那插畫獎 

2013 年開始設計自己的商品，覺得這是一件有趣又充滿驚喜的體驗 

 

 鄭潔文 

喜歡和故事裡的角色滴滴咕咕，腦袋五顏六色的繪本創作者。 

擅長以水彩、粉彩、色鉛筆等混合媒材繪圖。出版作品：《看見》、《成語運動會之生肖

成語來報到》、《諺語運動會之超級數一數》、《詩精靈的化妝舞會》、《燭火小精靈》等。

粉絲頁：罐頭裡的藝想 https://www.facebook.com/daiski42000 

https://www.facebook.com/daiski42000


場地及交通資訊 

 
 

 

 
 
 
 



交通資訊 > 臺中科大三民校區 
A.大眾交通： 
搭乘路經「國立臺中科技大學」站名之公車，皆可直抵本校區。 
另由臺中火車站步行約 20~30 分鐘，即可抵本校區。 
1.臺中客運：6、8、9(圖書館路)、12、14、15、26、29、35、70、71、82、99、108(港
尾路)、132、201、304、307、324、500、700、901 路等直抵本校區。 
2.仁友客運：21、105 路直抵本校區。 
3.統聯客運：1、25、61、73、301、303、308、326 號直抵本校區。 
4.豐原客運：55、203、280、285(台中二中路)、286、288、289、900 號直抵本校區。 
5.全航客運：5、58 路直抵本校區。 
 
B.搭乘高鐵： 
由高鐵臺中站搭乘快捷公車或市區公車，依公車路況，最久需約 1 小時到達本校。 
159 高鐵快捷公車：高鐵台中站—中國醫藥大學—台中公園，於台中一中站下車再步行

至「臺中科技大學」。 
26 市區公車：嶺東科技大學—高鐵台中站—新民高中，至「臺中科技大學」站下車。 
70 市區公車：嶺東科技大學—高鐵台中站—綠川東站(經台中科大) ，至「臺中科技大

學」站下車。 
82 市區公車：高鐵台中站—水湳，至「臺中科技大學」站下車。 
99 市區公車：嶺東科技大學—高鐵台中站—莒光新城，至「臺中科技大學」站下車。 
 
C.開車前往： 
國道 1 號： 
(1)中港(臺中)交流道→下交流道(往臺中市區方向)→臺中港路→(左轉)五權路→(右轉)三
民路三段→(右側) 本校區校門。 
(2)中清(大雅)交流道→下交流道→中清路→大雅路→(左轉)五權路→(右轉)中華路二段

→本校中商大樓→本校區。 
(3)南屯(五權)交流道→下交流道→五權西路→五權路→(右轉)三民路三段→(右側) 本校

區校門。 
2.國道 3 號： 
龍井交流道→下交流道(往臺中市區方向)→中棲路→臺中港路→(左轉)五權路→(右轉)
三民路三段→(右側) 本校區校門。 
3.中彰快速道路 74 號、中投快速道路 63 號於臺中市系統交流道路經市區平面道路可抵

達本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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