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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術暨實務交流國際研討會 
暨 

第五屆兩岸四地可持續發展教育論壇 
 

後灣戶外參訪工作坊 

行前通知 

 集合地點、時間： 

 請詳閱本通知單並配合工作人員，以免權益受損。 

 搭乘大會接駁專車車次 3者，請於 11月 14 日（星期五）上午 9:30於高鐵左營站 2

號出口新光三越（SOGO）百貨公司的彩虹市集(高鐵路上詳如下二圖)向國立海洋生

物博物館志工（身著淺藍色背心）王國憲先生（手機 0937‐379‐696）報到，09:55

準時上車，10:00  準時發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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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在枋寮站上車的夥伴，請事先以電話告知領隊志工王國憲先生 (手機

0937‐379‐696），本車預計 11:00‐11:10之間停靠枋寮大型巴士站對面（鮮茶道門

口），請各位提早抵達候車點，逾時不候。

 

 若無法及時搭車請自行前往大型巴士站搭乘墾丁快線（9189）或往墾丁線快速巴士

（9188）至恆春下車後，轉搭接駁公車至本館由遊客門進入。 

 本次接駁車由汶其遊覽公司負責。 

 自行開車前往或搭乘計程車者（請參考附件交通圖），請於 11月 14 日（星期五）

中午 12:00 至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行政中心，統一由公務門進入前往行政中心，

進入時請示出行前通知單，請將車輛停放來賓停車場後，再前往行政中心第二教室

報到領取名牌及午餐餐盒。 

 請您詳閱最後兩頁「後灣戶外參訪參與者名單」，並謹記個人編號(C○○)，搭乘

大會接駁車、經過公務門檢核及戶外參訪報到時報上編號，以便您快速完成相關流

程。 

 自行搭乘公共運輸巴士前往者，由本館遊客驗票口入場者，請先至業務部表明來意

之後，出示行前通知書，由公務閘門進入展館大廳之後，轉由服務台旁公務門進入

行政中心，若有困難可詢問服務台協助。 

 

 

 

候車點

火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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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餐後 13:00 請學員一律(包含自行開車者)於行政中心外搭乘大會戶外參訪接駁車

次 3至後灣安佳村。晚餐在恆春鎮福爾摩莎農莊體驗風味餐後，回程遊覽車將開往

日月光飯店→恆春轉運站→海生館行政中心（預計 20：00前），以便取車。 

 本館三大展館已經委由海景世界股份有限公司經營，活動期間請勿擅自進入展館參

觀，以免造成不必要之紛擾。大會預計在 11/16日當日安排導覽員，請配合相關規

定進入參觀。 

 為減少垃圾量，請自備環保杯、環保筷、環保袋與筆。 

 本館行政中心於 1樓與地下室設有飲水機，請善加使用。 

 參訪期間請勿擅自脫隊，請穿著適合活動之服裝。 

 請攜帶防曬用品、防蚊液、雨具、帽子、健保卡、身分證、個人藥品；活動期間日

夜溫差大，請備妥自身防風、防曬與禦寒衣物。 

 參訪行程請參閱下列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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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五） 研討會戶外參訪(C)---後灣 

簡介 

後灣位於屏東縣車城鄉後灣村，緊鄰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其被選為全國最

美麗的九大海岸之一。後灣海岸地形地貌多元化，且為恆春半島陸蟹多樣性

最高的地點，並且該位置並不位於半島熱鬧景點，故生態環境保持豐富完

整。後灣村是牡丹事件中日軍登陸的海灘，當地曬海鹽的文化歷史悠久，是

一個兼具生態與文化的小漁村。近年來，當地居民主動守護家園，從發起淨

攤到保育陸蟹活動獲得許多迴響，進而推動生態旅遊，是一處落實環境教育

於生活的典範。 

學習目標 

1. 認識後灣村生態與在地人文。 

2. 觀察體驗後灣沙灘生態。 

3. 瞭解當地海岸環境及人為歷史的變遷。 

所需時間 6 小時 

適用對象 18 歲以上之一般大眾 

費用 
980 元（包含從高鐵左營站至目地的之交通接駁、中午便餐、解說導覽、活

動體驗、晚餐《社區風味餐》、意外保險等。） 

人數 以 40 人為限額；20 人即可成行。 

11/14 聯絡人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志工王國憲先生（手機 0937-379-696） 

參訪行程 

時間 停留據點 環境資源 活動內容 

10:00 高鐵左營站 集合、報到 

10:00-12:00 高鐵左營站→海生館 搭乘接駁車至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12:00-13:00 海生館 餐敘交流（便餐） 

13:15-17:00 後灣 後灣沙灘巡禮

後灣探索活動： 

(1)海鹽煮鹽活動 

(2)後灣沙灘巡禮 

17:00-17:20 前往福爾摩沙牧場享受風味餐 車程時間 

17:20-19:00 社區餐廳 福爾摩沙牧場
社區風味晚餐簡介：以恆春在地當季食材

的健康餐點 

19:00-20:00 
福爾摩沙牧場→恆春鎮→海生

館 

日月光飯店、恆春轉運站、海生館（終點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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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戶外參訪(C)---後灣 

後灣港南北側具有廣大珊瑚礁潮間帶，加上多樣的海蝕地形，孕育相當豐富的潮間帶生物資源。

 

後灣岩礁岸潮間帶充千百樣的生命。 煮海鹽是後灣的海洋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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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海生館交通示意圖： 
（詳請參閱 map.google.com 關鍵字：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1. 若由國道 3 號前來本館者請至南州交流道（324 公理處）轉接省道 1

號  

2. 由國道 1 號前來本館者請由南下國道 1 號轉接東向 88 快速道路（往

屏東）向西轉接國道 3 號（約 18 公里處往林邊、南州、崁頂）由南

州交流道（324 公里處）下轉接省道 1 號（往新埤或枋寮）至楓港（約

460 公里處）之後接省道 26 號（往恆春）經車城（約 18-20 公里處），

右轉入 4-11 號縣道（台灣牛肉麵店斜對面）或循本館咖啡色大型指示

立牌向西斜接 4-11，線道末端會遇到 3 叉路口，請向前直往本館公務

門（請與警衛說明來意），而後循綠底白字標識牌，駛往行政中心（T-

字路口左轉）至來賓停車場（請參考海生館全區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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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術暨實務交流國際研討會 

暨 

第五屆兩岸四地可持續發展教育論壇 

後灣戶外參訪參與者名單 

編號 姓名 單位 職稱 

C01 David Kopelke 
Boyne Isl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entre 
Principal 

C02 方春憲 環球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行政助理 

C03 方偉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助理教授 

C04 王子芮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學生 

C05 石盛莉 集美大學 講師 

C06 吳美麗 臺北市立大學 教授 

C07 吳倩菊 臺北市立動物園 輔導教師 

C08 吳雅詩 雙流自然教育中心 環境教育教師 

C09 呂天琦 劍湖山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環境教育專員 

C10 李采茵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學生 

C11 李慧蓉 個人 老師 

C12 汪竹筠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環教碩士班 碩士生 

C13 沈錳美 嘉義縣布袋嘴文化協會 專案研究員 

C14 林秀穎 台北市立動物園 服務員 

C15 林怡君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課員 

C16 林秉延 國泰人壽 中級專員 

C17 邱士倢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碩士生 

C18 洪韻棠 長鴻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師 

C19 孫婉菁 內政部營建署臺中都會公園 環境教育教師 

C20 徐育鈴 美城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專案經理 

C21 張博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碩士研究生 

C22 張琬婷 臺中都會公園 環境教育教師 

C23 許民陽 臺北市立大學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 教授兼理學院院長

C24 許菁芬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專案助理 

C25 郭淑貞 觀樹教育基金會 專員 

C26 陳冠儒 正修科技大學 辦事員 

C27 陳音任 永達營造 助理 

C28 童瑞華 荒野保護協會 
兒童教育組志工召

集人 

C29 黃安調 台南大學 
環境生態研究所學

生 

C30 黃姿怡 觀樹教育基金會 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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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名 單位 職稱 

C31 黃彥霖 澗仔壢環境教育中心 講師 

C32 黃昭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研究生 

C33 楊詩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研究生 

C34 潘淑蘭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兼任助理教授 

C35 蔡宗翰 個人報名  

C36 蔡炅樵 嘉義縣布袋嘴文化協會 總幹事 

C37 薛怡珍 國立臺南大學 副教授 

C38 薛燕璘 高雄市私立真愛國際幼兒園 生態老師 

C39 關召芳 台江國家公園濕地學校 環境教育教師 

C40 蘇玉萍 福建師範大學 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