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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二水臺灣獼猴生態教育館 

109年里山學習列車環境教育推廣活動計畫補助辦法 

一、依據 

教育部 109年 4月 6日臺教資(六)字第 1090049157號函核定本處二水臺灣獼猴生態

教育館辦理 109年度里山學習列車環境教育推廣活動計畫，特訂定本辦法。 

二、目的  

(一) 鼓勵學校師生至本館進行環境教育戶外教學。 

(二) 宣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增進學生認識里山概念。 

(三) 透過專業的戶外活動規劃，培養學生對自然環境的友善行動。 

三、辦理單位 

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二水臺灣獼猴生態教育館 

活動地點：二水臺灣獼猴生態教育館(彰化縣二水鄉員集路一段 20號)。 

四、補助對象 

未申請其他單位補助之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臺中市及苗栗縣各國民中、小學，

以學校為申請單位，108 年未申請過本館「108 年里山動物歷險記環境教育推廣

活動計畫補助」之學校為優先。 

五、補助基準及經費 

(一) 共計提供 14車次，每車次補助新台幣 7,000元整，不足費用由學校自籌。 

(二) 補助車資係用於學校至二水臺灣獼猴生態教育館戶外教學，以校為申請單位，

為使資源合理分配，同一學校至多以補助 2車次為原則，學生人數每車次至少

25人以上，並指派隨隊老師 2~3 名。為避免對環境造成過度負載及維持戶外教

學品質，本館設有單場次環境承載量 40 人次之上限，如申請 2 車次之學校，

需選擇不同時段前來。(可參考附件三鄰近環教場域資訊，安排上、下午交換

場次) 

(三) 申請獲得補助者需配合繳交成果報告及回饋問卷，未繳交或內容不合規定者，

無法辦理核銷，不予結案。 

六、實施期程 

自 109年 7月 1日起至 109年 12月 4 日，每週三~週五(館區週一、週二休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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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申請作業 

(一) 申請作業自 109年 5月 18日上午 10點起至 109年 6月 1日下午 5時止，請至

以下連結填妥申請表單，本館將依完成申請順序依序錄取，額滿後依序列為備

取，如有取消或放棄補助，將依序通知備取遞補。提前申請、條件不符或資料

有誤，不予錄取。 

申請表單 https://forms.gle/QWeBeNp9SUYJjhGs9 

(二) 本館收到申請資料，會以 email 回覆確定活動日期，如於 5 個工作天內未收到

回覆，敬請來電 (04-8797640#16 環教教師：林佳蓉 )或來信 (電子郵件：

macacaee106@gmail.com)與我們聯繫。如承辦人員未能接聽電話，請留下您的

姓名、電話、學校，將盡快與您聯繫。 

八、經費請撥及核銷 

(一) 本計畫車資補助經費專款專用，每車次補助 7,000 元，依實核銷，不得挪至其

他用途。活動當天請檢附以下兩項資料，以利南投林區管理處補助計畫經費核

銷事宜。(1)交通車核銷憑證，核銷憑證抬頭「南投林區管理處」，需標明單價

和數量（例：單價 7,000，數量 2），無須統編，開立單位的印章要和負責人或

車行名字相同；(2)遊覽車公司帳戶影本。 

若無法於活動當天提供，須於活動後一週內將上述兩項寄至南投林區管理處 

(54254  南投縣草屯鎮史館路 456 號 育樂課 葉俊余 先生收) 

單據經確認無誤後，將由南投林區管理處匯至遊覽車公司帳戶。 

(二) 課程回饋問卷原則上於課後當場發放填寫，如帶回學校填寫，請於活動完成後

1 週內收齊寄回二水臺灣獼猴生態教育館 (53041 彰化縣二水鄉員集路一段 20

號 教育推廣組 收) 

(三) 受補助各校應於活動完成後 10個工作天內，回傳成果報告 A4規格電子檔至本

館教育推廣組信箱 macacaee106@gmail.com。主旨及檔名請註明：「OO學校車

資補助成果報告」（如附件二，下載成果報告 word檔 https://reurl.cc/lVNmK6，

一車次乙份，至少 2頁） 

(四) 年度計畫應於 109 年 12 月 4 日前執行完畢，成果資料基於教育研究或宣傳推

廣用途，南投林區管理處保有使用權。 

九、補助成效考核 

受補助學校未依期限、行程表辦理、未配合行前通知相關事項或未於限期內提交問

卷、成果報告、經費結算不清者，本館未來不再予以補助機會。 

 

https://forms.gle/QWeBeNp9SUYJjhGs9
https://reurl.cc/lVNmK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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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二水臺灣獼猴生態教育館 109年車資補助戶外教學課程方案簡表 

 里山動物歷險記 

課程簡介 

近年來國際間討論透過農業保育生物多樣性、保存傳統知識以及強化鄉

村社區發展等議題間都有密切的關聯，由日本發起的「里山倡議

（Satoyama Initiative）」關注坐落於淺山環境的人類聚落，這些聚落與當

地的生物棲地密切的重疊，扮演森林到都市間的緩衝角色，在重視生態

保育的基礎上探討在淺山地景中人類社會如何與環境互動，探索出社會

與自然共存的可能性，連結因社會發展開發所造成破碎的棲地，成為國

土生態綠網的一部分。 

課程目標 

瞭解里山地景的樣貌及里山動物的物種特徵、習性與生態，進入步道與

透過桌遊了解里山動物的棲地及遭遇的問題，進一步懂得人與動物如何

共好生存，實踐里山精神。 

日期／時間 學期間每週三、四、五  09:30~11:30 或 13:30~15:30 

所需時間 2小時 

適用對象 國小 5~6年級，人數上限 30位。 

課程費用 
免費。 

保險及交通請自理。 

報名方式 線上申請，申請表單 

課程內容及簡介 

時間 單元 內容 

09:30~09:40/ 

13:30~13:40 
相見歡 人員介紹，歡迎您在快樂中學習！ 

09:40~10:20/ 

13:40~14:20 
里山動物躲貓貓 

透過抽動物卡片玩「你說我猜」的互動遊戲

認識彰化二水地區的野生動物，實際進入步

道中找尋野生動物，了解野生動物的習性、

食性，接著透過將動物卡片放進事前準備好

的「里山地圖」認識動物的棲地。 

10:20~10:30/ 

14:20~14:30 
                   休息時間 

10:30~11:20/ 

14:30~15:20 
里山動物歷險記 

進行場域自製的桌遊讓學生認識里山組成

的構面：生產－生活－生態，由各組派出代

表進行抽事件卡後討論解決問題的方案，並

上台發表「里山地圖」中發生了甚麼樣的事

件？各組如何因應？教師亦補充介紹現各

種問題正在實施的解決之道。 

11:20~11:30/ 

15:20~15:30 
分享與回饋 心得分享與問卷填寫 

備註 課程內容將視當日天氣或臨時狀況調整部分時間與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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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里山居大不易 

課程簡介 

現今在臺灣山與海之間由城市與鄉野接緊密串聯，土地的開發與利用鮮

明的區隔了棲地空間、壓縮了生物生存的空間，生物多樣性地消失造成

生物生存的壓力，以在八卦山台地棲息的臺灣獼猴群為例，因猴群與人

活動的淺山地區密切重疊，導致人猴衝突不斷，為維持在地的生產、生

態與生活平衡，淺山聚落扮演重要的角色。 

課程目標 

願意注意在地人猴衝突的問題接納人與猴之間不同的立場，試圖達到平

衡，能鑑定資料正確性、對人猴衝突的不平衡感進行調適，能找出人猴

衝突的問題並討論出解決方案，對結果抱持開放態度。 

日期／時間 學期間每週三、四、五  09:30~11:30 或 13:30~15:30 

所需時間 2小時 

適用對象 國中 7~9年級，人數上限 30位。 

課程費用 
免費。 

保險及交通請自理。 

報名方式 線上申請，申請表單 

課程內容及簡介 

時間 單元 內容 

09:30~09:40/ 

13:30~13:40 
相見歡 人員介紹，歡迎您在快樂中學習！ 

09:40~10:20/ 

13:40~14:20 
猴~你是不是想靠近我 

實地走訪與觀察臺灣獼猴的棲地，透過解說

認識臺灣獼猴的資訊，建立正確且安全的態

度。 

10:20~10:30/ 

14:20~14:30 
                   休息時間 

10:30~11:20/ 

14:30~15:20 
我們與牠的距離 

園區步道為範圍進行二水近年人猴衝突的

資料調查，再引導透過簡單的整理分析結

果，進而整理歸納出合適的解決方案。 

11:20~11:30/ 

15:20~15:30 
分享與回饋 心得分享與問卷填寫 

備註 課程內容將視當日天氣或臨時狀況調整部分時間與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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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活動成果報告 

「       (縣市)       國小/中」參加南投林區管理處二水臺灣獼猴生態教育館 

109年里山學習列車環境教育推動活動計畫成果報告-1 

計畫目標 

(一) 鼓勵學校師生至本館進行環境教育戶外教學。 

(二) 宣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增進學生認識里山概念。 

(三) 透過專業的戶外活動規劃，培養學生對自然環境的友善行動 

活動時間 
 109 年    月    日 

    :    至    :     

課程名稱 
□里山動物歷險記 

□猴~里山居大不易 

參加對象        年       班 參加人數 學生   位，教師   位，家長   位 

教師心得分享 

 

學生心得分享 

 

檢討與建議事項 

 



 

 6 

「       (縣市)       國小/中」參加南投林區管理處二水臺灣獼猴生態教育館 

109年里山學習列車環境教育推動活動計畫成果報告-2 

「設定圖片格式」： 

1.大小： 

高度設定 4.5公分，勾選「鎖定長寬比」 

2.配置： 

文繞圖選矩形、水平對齊方式選置中。 

※貼圖時請將此段文字刪掉 

 

說明： 說明： 

  

說明： 說明： 

  

說明： 說明： 

  

說明： 說明： 

1.上述表格不敷使用時，可自行增刪。 

2.請選取最具代表性之成果照片至少 8張以上（每張照片大小請調整至 600×480 像素、或 150KB

左右），以電子檔方式插入上表。 

3.插入圖片時，請依照圖片格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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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鄰近的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為避免對環境造成過度負載，維持戶外教學品質，本館設有單場次環境承載量 40 人次之上限，申

請 2車次之學校，需選擇不同時段前來，可參考以下資訊，安排上、下午交換場次。 

 

距離本館車程約 15分鐘 

農田水利環境教育園區 

雲林縣林內鄉林中村三星路 9-2號 

http://www.ylia.gov.tw/web/page.aspx?at=38 

(05)5324126#135 

 

距離本館車程約 25分鐘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南投縣集集鎮民生東路 1 號 

http://www.tesri.gov.tw 

(049)2761331#645 

 

以上資訊僅提供學校戶外教學行程安排參考，預約流程、其他相關規定等，請自行洽詢該單位。 

來源：環保署環境教育認證系統 https://eecs.epa.gov.tw/frontRWD/_cert/place_list.aspx 

 

https://eecs.epa.gov.tw/frontRWD/_cert/place_list.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