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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10711 

計畫屬性： 

□族群管理___% □保育繁殖___% □域內保育___% 

■國際交流 80 % □動物醫療___% □照養管理___% 

□行為豐富化___% ■教育推廣 20 % □人才培訓___% 

□動物營養___% □其他：_________ 

計畫主持人：臺北市立動物園園本部吳怡欣副研究員 

參與人員：林文淇輔導員 

 

執行期間：107年 01月 01日至 107年 12月 31日 

經費核定數： 252,000 元 

經費執行數： 25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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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1_種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__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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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動物園 107 年度動物認養保育計畫成果報告 
日期：   年  月   日 

中文摘要： 
    IZE 每兩年召開一次全球性的雙年會議，會議地點在五大洲輪流擇地舉

行。該協會為本園最早加入之國際組織，並定期參與會議與各國動物園教育

工作者交流，今( 2018)年第 24 屆國際動物園教育者協會雙年會（The 24th  
International Zoo and Aquarium Educators' (IZE) Biennial Conference）於中東

的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阿布達比-埃因動物園(Al Aln Zoo)舉辦，會議主題為"
文化與保育 -為動物園教育帶來更深層次的人文思維 (Culture and 
Conservation-Bringing a deeper human dimension to zoo education)” 
，本園藉由參與本次之研討會，除可了解近期全球動物園教育工作的發展方

向，也各國動物園、水族館、博物館、非營利組織等教育工作者進行專業經

驗與技術交流，並分享本園近年發展環境教育之成果，及建立夥伴關係及共

同參與推廣國際保育教育的事務。此外，亦可藉由此國際會議的參與，培育

具國際視野、外語能力與推展跨領域合作能力之專業人才。本次大會共有超

過 40 個國家，約 100 人與會，發表了 61 篇專業報告，其中包括口頭報告

46 篇及海報 15 篇（本園口頭發表 1 篇，海報 2篇，報告內容如附件），還

有 2 個工作坊議題討論，以及動物園及科學教育中心參訪活動等。 
   另因有鑒於本園新建之熱帶雨林館即將於 2018年年底開幕，為了解如

何以室內景觀與教育展示呈現熱帶雨林，特至 Wasit Wetland Centre 濕地中

心、Arabic Wildlife Center 、阿布達比動物園、杜拜熱帶雨林展示館 Green 
Planet、阿布達比羅浮宮美術館、杜拜博物館 杜拜 MALL 及各市區等地參

訪，觀摩園區環境教育與動物園教育展示等資訊，以供本園熱帶雨林館開

館後之教育展示與課程規劃所需之材料與解說設施之參考，並於教育資

源、保育研究、動物交換與棲地資源維護等領域進行專業交流。 
Abstract： 
The 23rd International Zoo and Aquarium Educators '(IZE) Biennial Conference is held at the 
Fundación Temaikèn Eco Park, Buenos Aires, Argentina. The theme of the conference is "Craftin  
effective narratives". All the delegates will be able to learn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works of worldwide zoos, aquariums, museums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Many educators ca  
communicate and share with each other for zoo educational strategies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  
ideas.  Everyone can gain the establishment of partnerships and joint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mo  
of international conservation education. There are 120 attendants coming from 35 countries, 77 
organizations and universities. It presents 44 oral reports and 20 posters, six workshops and an 
eco-park visit. 
In view of Taipei Zoo Tropical Rainforest House will open in 2017, the consultation of design of 
landscape and education facilities are needed, the Taipei zoo staffs visit Argentina Iguazu Nation  
Park, Holland Artis Zoo and Rotterdam Zoo. The zoo educational resources as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exhibitions, curriculum planning and interpretation, conservation are surveyed by them  
and discuss with professional opinions including the fields of animal exchange, conservation res  
habitat resources maintenance and so on. 
關鍵詞 Keywords：國際動物園教育者協會雙年會、環境教育、動物園教育/IZE 、
environmental education、zoo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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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1 

計畫名稱：國際動物園保育教育技能提升與交流計畫 

計畫主持人：臺北市立動物園園本部吳怡欣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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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園藉由參與本次之研討會，除了解近期全球動物園教育工作的發展方向，

也與各國動物園、水族館、博物館、非營利組織等教育工作者進行專業經驗與技

術交流，並分享本園近年發展環境教育之成果，及建立夥伴關係及共同參與推廣

國際保育教育的事務。此外，亦可藉由此國際會議的參與，培育具國際視野、外

語能力與推展跨領域合作能力之專業人才。本次大會共有超過 40個國家，約 100

人與會，發表了 61篇專業報告，其中包括口頭報告 46篇及海報 15篇（本園口頭

發表 1篇，海報 2篇，報告內容如附件），還有 2個工作坊議題討論，以及動物園

及科學教育中心參訪活動等。 

   另因有鑒於本園新建之熱帶雨林館即將於開幕，為了解如何以室內景觀與教育

展示呈現熱帶雨林，特至 Wasit Wetland Centre 濕地中心、Arabic Wildlife Center 、
阿布達比動物園、杜拜熱帶雨林展示館 Green Planet、阿布達比羅浮宮美術館、杜

拜博物館等地參訪，觀摩園區環境教育與動物園教育展示等資訊，以供本園熱帶

雨林館開館後之教育展示與課程規劃所需之材料與解說設施之參考，並於教育資

源、保育研究、動物交換與棲地資源維護等領域進行專業交流資源、保育研究、

動物交換與棲地資源維護等領域進行專業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