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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亞洲區動物園保育教育交流與技能提升計畫 
 
 

計畫編號：1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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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倩菊研

究助理 

參與人員：李沛縈、李政哲、劉世芬、曹先紹、彭仁隆、高雋、

王建博、謝欣怡、戴為愚、王馨翎、黃建宸 
 

執行期間：108 年 01 月 01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經費核定數：430,000 元 
經費執行數：329,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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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種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_2_種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__種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0 2 月 2 8 日 



臺北市立動物園   108 年度動物認養保育計畫成果報告 
日期：109 年 02 月 28 日 

中文摘要： 
   現代化動物園是野生動物保育及環境教育的重要據點，為符合世界動物園暨水族館

保育方略，生物多樣性保育及環境教育的目標，除了維持完善的動物展示設施與解說

系統外，必須要不斷地強化與更新動物園內的各項主題展示與景觀美化，以發揮自然

保育教育的功能。因此，身為動物園的工作者，必須時隨時精進推動野生動物保育和

環境教育的各項技能，同時也須與國際動物園保持互動，建立夥伴關係，除吸取世界

各動物園推動動物保育的經驗，引進最新的理念外，亦可加強國際保育形象的行銷，

以期建立本園保育研究與環境教育專業形象，並成為臺灣地區動物園區的典範。 
本計畫在參與東南亞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年會部份，由本園劉世芬副園長帶領，共計 6
人與會，並發表 5 篇專業口頭報告，會後並參訪 Vinpearl Safari 及西貢動物園，汲取動

物飼養管理、展演、動物欄舍設計等相關資訊；在亞洲動物園教育者雙年會部份，由吳

怡欣副研究員等人與會參加，共發表 2 篇口頭報告及 1 篇海報，並主持一場專業教育工

作坊，並於會議中參訪清邁動物園及皇家植物園等，而另因有鑒於國內動物展演法即將

實施及配合本園象足跡象前進特展教育活動內容，藉由此次行程，參訪清邁夜間動物園

及大象保育收容中心，了解動物展演及大象收容保育之議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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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a modern zoo, the display of animals is no longer its main function. Instead, it is of value 
for animal conservation and education. However, the zoo also realized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imal conservation in a zoo alone was very limited and could not last. Therefore, many 
regional associations have been established around the world, such as the World Association of 
Zoos and Aquariums (WAZA),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Zoos and Aquaria (EAZA), the 
American Zoo and Aquarium Association (Association of Zoos & Aquariums (AZA), South 
East Asian Zoos and Aquarium Association (SEZA) and the International Zoo Educators 
Association (IZE) etc. Taipei Zoo has joined the World Zoo and Aquarium Association, 
Southeast Asia Zoo and Aquarium Association and International Zoo Educators Association for 
many years, and has participated in the annual conferences and key projects. Therefore, for the 
coop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animal conservation plans to promote affairs, exchange of animal 
care experiences, population management, animal welfare and conservation education, Taipei 
zoo has the responsibility to participate the 2019 SEAZA Annual Conference and AZEC 
Conference. Through this platform, we can interact with zoos in Southeast Asia which not only 
expands the new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network and consolidates the old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but also moves towards the goal of region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animal conservation. 

In this project, we published 7 oral presentations and 1 poster totally, and use this chance to 
visit such as Chiang Mai Zoo, Saigon Zoo and so on for learning about animal management, 
exhibition design, curriculum planning and interpretation and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also 
discuss with professional opinions including the fields of animal exchange, conservation 
research, habitat resources maintenance and so on.  
關鍵詞：東南亞動物園暨水族館、亞洲動物園教育者研討會、動物園管理、動物福

利、環境教育、動物園教育 
Keywords：SEAZA, AZEC, zoo management, animal wel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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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9 

計畫名稱：108 年亞洲區動物園保育教育交流與技能提升計畫 

計畫主持人：臺北市立動物園園本部吳怡欣副研究員 

            推廣組吳倩菊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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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計畫執行後進行出國報告分享，並將本次與會及參訪相關資料辦

理工作坊，分享學習心得，並討論可本園未來可應用之項目。 



(二)、 與「 永續棕櫚油圓桌會 」 影響與評估組首席 Ms. Oi Soo Chin

積極交流 分享本園推動 RSPO 的資料，Ms. Oi Soo Chin 也提供

該會大陸地區與香港等工作窗口，提供其推動之文宣資料，供本

園未來推動活動之訊息，以強化本園下一年度的計畫內容，及提

供未來將應用在園區相關教育活動，以呼應全球趨勢。 

(三)、 參觀大象保育中心，蒐集正確與大象進行生態旅遊方式，提供未

來可以在本園的相關大象教育活動中，提醒民眾在旅遊時如何慎

選觀光活動 不要再參加騎乘包含大象在內的野生動物，不要成為

助長利用野生動物不當利用的工具，共同為守護大象保育而努

力。" 

(四)、 藉由經驗分享，確定後續保育計畫推動與各動物園經驗引入本園

業務實際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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