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 年度農遊元素特色化及優化-生態與綠遊環境產業加值發展計畫

生態農遊進階培訓課程簡章
＊國內頂尖師資授課─特邀農委會林業試驗所、福山植物園、農遊行銷
、生態教育等實務專家演講！
＊ 優質專業培訓課程─從生態監測、觀察記錄、到遊程、體驗服務設計、
導覽解說及監測影片製作等實務，精彩可期！
(一) 培訓目的：
建立農場從業人員對生態農遊、生態監測、與生物多樣性棲地營造的專業
認知，特辦理本培訓課程，以生態永續農業旅遊為基礎，將生物監測技術
及運用知識導入，創造更多元化之農遊亮點，提升生態農場競爭力。
（二）指導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主辦單位：台灣生態教育農園協會

（三）培訓梯次：北部及中部各一梯次，共二梯次，每梯次 3 天 2 夜
梯

次

第一梯(北部場)

第二梯(中部場)

6 月 14、15、16 日

6 月 28、29、30 日

(週二~週四)

(週二~週四)

招收名額

20 人

30 人

住宿房型

2人1房

2 人 1 房或 8 人 1 房

辦理地點

福山植物園

林業試驗所

(宜蘭縣員山鄉湖西

蓮華池研究中心

村雙埤路福山 1 號

(南投縣魚池鄉華龍巷 43

Tel:03-9228900)

號 Tel:049-2895535)

辦理日期

(四) 培訓對象：
111 年度農遊元素特色化及優化計畫輔導農場、及本會會員為優先受
理對象，其次為對投入生態農遊、農場經營、導覽解說有興趣之團體
或個人。若報名人數超過名額則由協會徵選之。
(五) 訓練費用：
每梯次農委會計畫專案補助每名學員 100%訓練經費，學員僅需自行負
擔住宿費用每名 1,400 元，非本會會員每名需自行負擔$2,800 元之培
訓費用。(以上包含全程食、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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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報名方式：可採線上報名及實體報名方式
1. 線上報名：手機掃描右列報名網址 QRcode 即可線上
報名，填寫報名資料後按「提交」，完成報名程序。
或於電腦連接報名網址 https:// reurl.cc/e3Dv57
填寫報名資料，完成報名。

報名網址 QR Code

2. 實體報名：填寫報名表後傳真至 02-27580785 或
Email:service2@eco-farm.org.tw，並致電協會確認。
3. 報名期限：北部場即日起至 111 年 6 月 8 日止；中部場即日起至 111
年 6 月 22 日止，名額有限請即早報名，以統籌後續開課作業。
4. 已報名學員請於開課前將應繳交之費用匯款至本培訓課程專戶，並將
匯款收據傳真至協會確認，以利後續安排：
戶名：台灣生態教育農園協會
銀行：華南商業銀行 敦化分行
帳號：130100022246
5. 注意事項：由於福山植物園入園管制，第一梯次將安排接駁專車於 111
年 6 月 14 日(二)上午 9 點宜蘭火車站接駁報名學員入園。
(七) 對本培訓課程有相關問題歡迎致電 02-55690858 協會秘書處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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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課程表：(預定)
 第一梯：北部場

地點：福山植物園
第一天 6/14（二）

時間

預定議程

預定講師

09:30-10:00

學員報到

10:10-10:20

開場

10:20-10:30

長官致詞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30-12:00

農業旅遊的現況及趨勢~以大數
據分析探討

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
管理學系 孔維新教授

台灣生態教育農園協會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5:00

農場生態環境和旅遊如何相結合
與潛在客群分析

15:00-15:20

休息時間

15:20-17:20

棲地營造的基本概念及案例分享

17:20-18:30

晚餐時間

18:30-20:00

生態影像的取得、後製與加值利
用

KKDay 旅遊平台
林岷勳 公關經理
原生植物保育協會
陳超仁 顧問
林業試驗所
劉一新 研究員

第二天 6/15（三）
時間

預定議程

預定講師

07:30-08:20

早餐時間

08:20-10:20

蜜蜂品種特性、辨識及蜜粉源植
物介紹

10:20-10:30

休息時間

10:30-12:00

福山植物園生態監測導覽解說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5:00

休閒農場常見陸域動物與水域動
物調查實務

15:00-15:20

休息時間

15:20-17:20

休閒農場常見植物系統分類與物
種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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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植物園

福山植物園

野聲環境生態顧問公
司 李昱研究人員

野聲環境生態顧問公
司 李承翰生態專員

晚餐時間

17:20-18:30
18:30-20:00

生態夜間觀察

福山植物園

第三天
時間

6/16（四）

預定議程

預定講師

07:30-08:20

早餐時間

08:20-10:20

生態教育遊程規劃與案例分享(含
實務操作)

10:20-10:30

休息時間

10:30-12:00 精彩生動的生態導覽解說技巧

阿嚕咪生態走讀
呂芳千
蛙趣自然生態顧問公
司 莊孟憲總經理

午餐時間

12:00-13:00
13:00-13:50 學員心得分享及交流

台灣生態教育農園協會

全體大合照、圓滿 Ending

13:50-14:00

 第二梯：中部場

地點：蓮華池研究中心
第一天 6/28（二）

時間

預定議程

預定講師

09:30-10:00

學員報到

10:00-10:20

開場

10:20-10:30

長官致詞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30-12:00

農業旅遊的現況及趨勢~以大數
據分析探討

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
管理學系 孔維新教授

台灣生態教育農園協會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5:00

休閒農場常見陸域動物與水域動
物調查實務

15:00-15:20

休息時間

15:20-17:20

休閒農場常見植物系統分類與物
種辨識

17:20-18:30

晚餐時間

18:30-20:00

生態影像的取得、後製與加值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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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聲環境生態顧問公
司 李昱研究人員

野聲環境生態顧問公
司 李承翰生態專員

林業試驗所 劉一新研
究員

第二天 6/29（三）
時間

預定議程

預定講師
早餐時間

07:30-08:20

08:20-10:20 斑蝶生態與蝴蝶生態導覽解說
休息時間

10:20-10:30

10:30-12:00 蓮華池生態(監測)導覽解說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5:00

農場生態環境和旅遊如何相結合與
潛在客群分析

15:00-15:20

休息時間

15:20-17:20 棲地營造的基本概念及案例分享
17:20-18:30

晚餐時間

18:30-20:00

臺灣溪流常見生物介紹及調查檢測
方法與國外溪流遊程案例分享
第三天

時間

蓮華池研究中心
KKDay 旅遊平台
林岷勳公關經理
原生植物保育協會
陳超仁顧問

上下游新聞平台
胡冠中專欄作者

6/30（四）

預定議程

預定講師

07:30-08:20

早餐時間

08:20-10:20

生態教育遊程規劃與案例分享(含
實務操作)

10:20-10:30

休息時間

10:30-12:00 精彩生動的生態導覽解說技巧

阿嚕咪生態走讀
呂芳千
蛙趣自然生態顧問公
司 莊孟憲總經理

午餐時間

12:00-13:00
13:00-13:50 學員心得分享及交流
13:50-14:00

蓮華池研究中心

台灣生態教育農園協會

全體大合照、圓滿 E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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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資訊】
第一梯北部場-福山植物園
地址 ：宜蘭縣員山鄉湖西村雙埤路福山 1 號 Tel:03-9228900
福山是大台北地區重要的水源保護區，福山植物園四周的山林谷地至今仍保有
自然面貌，不僅林相原始、中低海拔樹種繁多，樹幹及枝條上層層包覆的蕈菇、
蕨類與蘭科植物亦增添如熱帶雨林般的神秘感，且水質清澈的哈盆溪與粗坑溪
蜿蜒林間，除了孕育豐富的魚蝦及無脊椎動物，也是各種鳥類與哺乳動物理想
的棲息環境。透過有趣的 Q&A 問答與手繪故事，揭開植物的謎漾世界、野生動
物的生活秘辛…，展開一場知性的森林探險吧！

《如何前往》宜蘭交流道→縣民大道→嵐峰路一段→嵐峰路二段→嵐峰路三段
→員山路一段→復興路→溫泉路→大湖路→隘界路→雙埤路→福山植物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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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梯中部場-林業試驗所蓮華池研究中心
地址：南投縣魚池鄉華龍巷 43 號 Tel: 049-2895535
蓮華池研究中心所轄區原名藥草園，日治時期曾被設置為藥用植物栽培試驗地，
即因本區域內之森林組成植物相中具有藥效的植物多達四百餘種之故。藥用植
物原為森林副產物或林木主林分之一部分，以往林業經營方式多注重森林主產
物（林木本體）之經營價值，鮮有特別重視森林副產物中之藥用植物者；近年
由於自然療法的風行，藥用植物遂受到社會大眾及醫學界的重視。
「蓮華池地區自然資源保育計劃」所獲資料及藥園等相關硬體設備，於民國 79
年在第三林區蓮花池畔設置了藥用植物標本園約二公頃，並在后崙苗圃設有特
用植物培育溫室一棟，作為培育及馴化野生藥用植物的場所。因其周遭環境具
有豐富的生物種類，目前園區內之動植物相調查，計有高等植物 177 科，561 屬，
879 種，其中 589 種為自生種，290 種為引進種。野生鳥類 78 種。另已調查蝶
類 131 種，兩棲類之蛙類 24 種、蜥蜴類 10 種、爬蟲類 11 種，哺乳類 20 種。
而每年 4-5 月這裡也是賞螢的好地方。
《如何前往》由草屯沿台 14 號省道往日月潭方向，於里程標 56.4 公里處右轉
接南投縣 131 號縣道，依指標前行約十公里即可到達。
搭車：由埔里搭往水裡的南投客運，在五城站下車，沿林道步行 3.6 公里可抵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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