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臺北市立動物園 104 年度動物認養計畫成果報告 

行動動物園教學模組設計計畫 

計畫編號：104環教 6 

計畫項目：□ 動物福利  □ 保育研究  ■ 環境教育 

計畫主辦人：臺北市立動物園吳倩菊研究助理 

參與人員： 吳念真、李沛縈 

執行期間：104年 01 月 08日至 104年 12月 31日 

經費核定數： 300,000 元 

經費執行數： 217,987 元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赴國內外公出或研習心得報告_1_種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__種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__種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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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動物園  104 年度動物認養保育計畫成果報告 
日期： 105  年 2 月  29  日 

中文摘要： 
為推動生物多樣性保育教育與擴大臺北市立動物園之教育影響力，以

「行動動物園」教育推廣模式為研究目的，設計 4 組目標逐步進行。

步驟一為參考國外動物園推廣經驗，蒐集可資參考之推廣課程或活動

類型，二為盤點目前園區進行中之課程樣態，三為透過觀摩交流與試

作課程了解不同形式之推廣方式；四為邀請偏遠學校教師以焦點座談

交換課程需求意見。 
本計畫主要執行期間為 9-12 月，透過蒐集國外行動動物園課程案例

及盤點現有教學資源，檢視以活體動物作為課程與推廣人力之限制。

9 月至南投「特有生物研究中心野生動物急救站」參與野生動物教育

推廣計畫課程，了解其他單位操作流程及內容。10-11 月於園區發展

學童體驗「動物親近」課程之可行性研究及試作，做為未來發展之基

礎。12 月參與「動物星球頻道(臺灣)─全民動物檢定」活動，至桃園

市大成國小及南興國小進行「動物檢定 X 行動動物園」校園推廣活

動觀摩，評估檢定效果。12 月邀請偏遠地區教師參與焦點團體座談

會，釐清偏遠地區學校需求與「行動動物園」活動的預期。 
Abstract： 
To promot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education and expanding educational 
influence, Taipei Zoo conduct a "mobile zoo" educational outreach program as 
research purposes. Step one is looking for foreign experience in "mobile zoo" 
programs. Second, collecting the zoo’s programs ,courses or activities for 
reference. Third, participated other institute’s program,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t forms of promotion way. Four, is Invite teachers from  remote schools 
to join focus groups to exchange views about curriculum needs. 
During the execution of the main program from September to December, the 
collection and inventory of foreign "Zoomobile " programs, zoo courses and 
teaching resources support. Taipei Zoo has restrictions about live animals as 
program animals and   human resounces. September to Nantou "Endemic 
Species Research Center Wildlife First Aid Station" , to learn participate the 
wildlife education course and the operating processes. October-November 
develop pilot test course about "Animal closeness" as the basis for future 
program development. With "Animal Planet (Taiwan) ─ Animal verification" 
campus campaign to Taoyuan City Dacheng primary school to observe and 
assess the course and activites style. In December, invite teachers work in 
remote areas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ject of focus group discussion, to clarify 
the expectations, needs and current campus resource to  associated with the 
"Mobile Zoo"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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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動物園動物認養保育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計畫編號：104環教 6 

計畫名稱：行動動物園教學模組設計計畫 

計畫主持人：臺北市立動物園吳倩菊研究助理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

價值、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

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字為限）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

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字為限） 

從本計畫了解規劃良好的動物園主題課程，對於正規教育的學校課程，具

備有深度、豐富化的內涵條件。在規劃設計所需考量的需求，在此次教師

焦點團體座談，了解推廣課程應先考量當地學校特色及地理環境外，要有

效結合校內課程，應以學期前整體規劃配合學期課程規畫較為合宜。並可

借助教師力量來延伸推廣主題課程之深度及時間。如以學校為對象，行動

動物園的推動，必須更早與學校行政聯繫和討論安排可行之教學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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