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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起守護這座島嶼，好嗎？---柯金源 

 

國立苗栗高中辦理１０８學年度寒期【恁久好無】苗栗人文生態營實施計畫 

  

壹、 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國立苗栗高中 

二、合辦單位：台灣石虎保育協會、苗栗縣自然生態學會、雪霸國家公園 

三、協辦單位：台灣李喬文學協會、老家藝文生活空間 

四、承辦單位：國立苗栗高中圖書館 

五、贊助單位：國好獎學金   

參、說明：  

    一、 實施目的： 

      （一）文化閱讀培力：藉由作家自然書寫作品導讀、地景走讀，培養在地人文觀 

            點，建立閱讀素養與鄉土文化基本知能。 

      （二）環境保育培力：藉由影像導讀與對話、田野調查與實作，建立永續經營理念 

            ；藉由走拍實作與發表，增益報導紀實與傳播知能。 

      （三）公民行動培力：藉由社區營造實務論述及環境議題思辨，培養在地觀察與公 

            共參與知能，延伸課堂學習，發展創新思考與解決問題能力。  

      （四）學習資源彙整：藉由苗栗在地重要的環境保育團體苗栗縣自然生態學會台灣 

石虎保育協會，以及雪霸國家公園的共同參與，促進校際教師交流，輔助教 

師 PLC（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專業學習社群進程規劃，裨 

益教學知能與特色課程基礎建構，協助學生多元探索並建立學習歷程檔案。 

二、 研習特色： 

 （一） 名家導讀、閱讀土地：邀請全國知名作家、導演、音樂創作人，以專書導 

        讀、主題對談、影像賞析、地景走讀、歌曲展演等跨域閱讀方式，引領學員 

        關懷鄉土與議題思辨： 

1. 榮獲客委會第 1屆終身貢獻獎、國家文藝獎、台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

獎、2019 行政院文化獎的國寶級縣籍文學大師李喬老師導讀散文作品《游

行飛三友記》，以感恩之心書寫為人類奉獻的動物朋友；與談人為榮獲台

灣文學獎客語新詩金典獎客家詩人，客家電視台節目主持人、前桃園市

客家文化基金會副執行長、臺灣李喬文學協會常務理事劉慧真博士。 

2. 詩人、報導文學作家、公共電視台節目主持人，現任中央社董事長劉克

襄老師，以近 300公里【石虎進香團】徒步旅行的實察體驗進行《走過

石虎的家園》專題講座及唯一公開報名的石虎輕旅行。 

3. 台灣生態紀錄片教父、資深媒體人，現任公共電視新聞部製作人柯金源 

導演，以 30年紀實影像生動回顧《我們的島》美麗與滄桑並思考當前環

境課題。 

4. 拍攝苗栗石虎影像的知名生態紀錄片導演李偉傑，曾以《九九蜂鷹》生

態紀錄片榮獲第 10屆日本野生生物電影節「野生生物賞」（Best Animal 

Behavior Award），以《台灣生態攝影師亂彈》為題，透過觀影座談與大

http://homeruntaiwan.com/detail/article/250
https://www.facebook.com/chinyuan.ke
https://www.mlsh.mlc.edu.tw/ischool/publish_page/0/
https://www.facebook.com/LCAT2017/
https://www.facebook.com/MiaoLiNature/
https://www.facebook.com/SHEIPA.NP/?__tn__=K-R&eid=ARCHuN6WbZfStdU1x-024bFSXDR_B3OQw_cAHdGz-mVdgr_2EqHk5an9gJzpjwY5oJaOm1TJEdaBsy_q&fref=mentions&__xts__%5b0%5d=68.ARCerPhJMthBtSUbXxnmKA9uAIjgTOJsFe6p7SE7RVVqvRUdaSOMI7MX_o2xc-tqJAFqv59lbC-fqCFSdyNtjT0pfgDkWUMw
https://www.facebook.com/%E8%87%BA%E7%81%A3%E6%9D%8E%E5%96%AC%E6%96%87%E5%AD%B8%E5%8D%94%E6%9C%83-319965858519204/
https://www.facebook.com/soulxfamily/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8E%E5%96%AC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74613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74613
http://award.nmtl.gov.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29:2011-05-30-02-57-19&catid=53:2009&Itemid=17
https://www.facebook.com/avian007
https://www.facebook.com/avian007
https://www.facebook.com/chinyuan.ke
https://ourisland.pts.org.tw/
https://tw.news.yahoo.com/%E8%87%AA%E7%84%B6%E7%94%9F%E5%91%BD%E5%8A%9B%E8%93%AC%E5%8B%83%E9%8F%A1%E9%A0%AD%E4%B8%8B%E6%BB%BF%E6%98%AF%E7%B2%BE%E5%BD%A9-%E7%B4%80%E9%8C%84%E7%89%87%E5%B0%8E%E6%BC%94%E6%9D%8E%E5%81%89%E5%82%91-022037564.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UeN6U2On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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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趣味互動。 

5. 顧蕙倩，文學博士。曾任中央日報副刊編輯、國立師大附中教師、國立

台灣師範大學教師。曽獲師大噴泉詩獎、臺北詩人節新詩即席創作首獎、

國立臺灣文學館愛詩網現代詩獎、教育部特色課程特優獎、廣播金鐘獎

「單元節目獎」、國藝會創作補助，現專事寫作。近年受天下雜誌邀請，

為台三線古道留下以雋永紀實篇章。 

6. 台灣母語音樂原創大賽首獎、總統就職典禮晚宴演唱，苗栗縣三灣鄉成

長，Misa 溫尹嫦選擇以客語詞曲創作為終身職志，獻唱《1894》、《若此

身為樹》兩首華語與客語歌曲為研習最佳引言。 

（二） 環境倡議、深耕貓裏：邀請全國知名生態保育學者、專家，以實務經驗分 

       享、石虎田調及公民審議等方式，引領學員關懷鄉土與議題思辨： 

1. 以「疼惜生命，珍愛自然」為宗旨，創立 20年的苗栗縣自然生態學會培

育無數環保種子扎根、萌芽，獲得林務局 2019【綠色奧斯卡】榮銜的林

錦坤理事長和團隊，以 10年石虎保育推廣經驗帶領石虎友善棲地實察。 

2. 為台灣僅存的貓科保育動物駐點苗栗，走入荒野、深耕校園，台灣石虎

保育協會以熱忱、專業與行動攜手每一位關心生態與生活的朋友，在經

濟開發與生態保育之間取得更大平衡。台灣石虎保育協會四位核心成

員：陳美汀理事長、吳佳其秘書長、棲地保育陳祺忠專員、環境教育顏

振暉專員，分別以講座、實察、公民審議等方式與學員親切對話。 

3. 2010年正式職掌保育業務，開啟石虎保育之路，現任林務局新竹林管處

的石虎生態保育推手余建勳，在石虎保育戰中，擔當不可或缺的後勤角

色。以 10 年石虎保育推廣經驗分享《石虎里山行--發現友善的種子》專

題講座。 

4. 老寮 Hostel 邱星崴創辦人為南庄返鄉青年。結合店家、NGO、公部門辦

理「頭份四月八」地方文藝復興運動，串聯社區小農、社造青年舉辦系

列在地小旅行、藝文嘉年華及打工換宿活動，活絡地方文化、產業。與

同樣具有公共議題實務經驗的台灣石虎保育協會棲地保育專員陳祺忠、

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研究生林辰、楊有騰 3位在地青年以「公

民審議」為方式，一探社會參與的內涵與展望。 

（三）教育創新、後生遊藝：邀請人文與生態教育專業師長，以桌遊、偶劇、裝置 

      藝術及新興科技等創意融入教學，引領學員關懷鄉土與議題思辨： 

1. 苗栗縣自然生態學會所屬石虎偶劇團為台灣目前唯一以石虎保育推廣為

主旨的偶劇團體。來自各界的志工團員，利用閒暇自行設計並打造專屬

舞台、布偶及劇本，深獲苗栗縣政府、集集特有生物保育中心所重視，

於苗栗縣國小及各縣市巡迴展演。榮登教育部杏壇芬芳錄並曾擔任苗栗

縣教師會理事長的林鳳吟團長，同時擔任雪霸國家公園解說員並創立以

櫻花鉤吻鮭為保育推廣的偶劇團，和團隊志工以兩場展演分享環境教育

推廣的樂趣。 

2. 苗栗縣生命大樂共享教育學會第 1屆理事長、老家藝文生活空間陳鵬文

創辦人不僅是地方創生代表，同時受邀擔任苗栗高中第 1屆駐校藝術家。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748120931
http://www.hakkatv.org.tw/program/115-19
http://www.hakkatv.org.tw/news/178577
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0673/306503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vO5N4KVXMo
https://www.facebook.com/hsingwei.chiu
https://www.facebook.com/toufenhakka48/
https://www.facebook.com/soulxfamily/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34356971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34356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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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各級公部門、學校與公益團體，串聯苗栗縣各地青年組織，挹注社

區藝文活動學習資源與產業發展。特別邀請擔任【貓裏之夜】限量講座，

導覽解說全台唯一以苗栗客庄節慶的火旁龍活動為內涵、120 米巨龍為裝

置藝術的圖書館，並帶領苗栗客家美食與知性之旅。 

3. 榮獲苗栗縣政府頒贈環境教育個人組特優、第一套環境教育文創桌遊認

證，苗栗縣自然生態學會前總幹事李業興現為苗栗縣獅潭鄉藍色小屋文

史暨生態工作室創辦人。近年與客委會、縣政府、交大客家學院及社區

合作，為國家級計畫「浪漫台三線」心力付出。最新設計的《桌遊客》

即是以精采的客家文化為內涵，呈現豐富的 HaKka采風的經典桌遊。 

4. 榮獲教育部高中職閱讀推動優良教師、特色課程特優獎，入選親子天下

教育創新 100並帶領學校團隊獲得客委會「客語結合十二年國教校訂課

程實施計畫」特優學校榮譽，現任苗栗高中實驗研究組組長黃琇苓不僅

以科技融入與跨域教學分享《行聊苗青》苗栗高中特色課程的實踐，更

擔任【貓裏之夜】限量講座，以圖書館密室逃脫與貓裏主題桌遊，帶領

大家在學、玩、轉的過程中，體會創意教學的神奇魔力。 

   三、 研習日期：１０９年１月１９日（日）~２１日（二） 

   四、 研習地點：請參照【研習課程表】 

   五、 研習對象：全國各級教師、國中以上學生、社區人士暨志工總計１５０名。 

   六、 報名方式：  

    （一）學生：由各校師長推薦並可跨校組隊，８位學生為一編組，於１２月１２ 日（四） 

         前，依報名順序錄取８０人，備取８人；報名表暨家長同意書如附件一及附件二。 

（二）師長：於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報名，課程代碼２７４３６３２。依報名順序錄 

      取４０人，備取５人。 

（三）志工暨社區人士：依合辦單位召募，錄取３０人，備取５人。 

   七、 經費：免費。由苗栗高中、台灣石虎保育協會、苗栗縣自然生態學會、雪霸國家 

              公園相關項下補助講師費暨講師交通費、三天午餐費、1/20第 D、E組專 

              車費，其餘請自理。 

  八、 獎勵： 

  （一）學員依師長指導發表，表現優良者由各校簽請敘獎。 

    （二）學員依規定全程出席，核予研習證書。 

    （三）各校指導師長及業務承辦、協辦人員，請各校依權責簽請敘獎。  

 九、 注意事項： 

（一）學生任務：依指導師長說明繳交相關作品，加入「２０２０苗栗人文生態營」

網路社群專區；於１月２１日（二）下午，進行 PPT分組發表，並上傳圖文檔

研習心得至網路社群專區。 

（二）第二天分組活動以校外實查為主，請穿著適合郊山健走且避寒的衣物、鞋帽和

雨具。 

（三）三天研習提供午餐，不提供一次性餐具，請研習師生自備環保餐具及飲用水。 

（四）因應課程需求，１月２０日（一）當天除第 E組為特定學員外，其餘各組以隨

機方式進行分組學習活動，１月１９（日）及２０日（一）晚間為限量特色活

動，晚餐自理。 

（五）參加師生請各校惠予公（差）假登記，差旅費由原服務單位依規定報支。 

（六）研習課程表如後；本計畫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並依實際情形修訂執行。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777086923
https://www.facebook.com/HsiuLing.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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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苗栗高中辦理２０２０寒期【恁久好無】苗栗人文生態營  研習課程表 

1 月 19 日（日） 1 月 20 日（一） 1 月 21 日（二） 

09:00~09:20 學員報到   

09:20~09:30 研習說明 
07:30~07:50 學員報到    07:50~08:00研習說明 

報到地點：國立苗栗高中圖書館四樓會議廳【苗栗市至公路 183 號】 

09:30~10:30 始業典禮 

苗栗高中校長 劉瑞圓 

①【展演活動】 

 01 石虎偶劇團展演 

苗栗縣自然生態學會石虎偶劇團 

團長 林鳳吟暨團員 

 02 獻唱：1894、若此身為樹  

客家歌手 Misa 溫尹嫦 

②【致歡迎詞】 

苗栗高中校長 劉瑞圓暨貴賓 

08:00~09:30 專題講座⑤ 

【自然書寫】《走過石虎的家園》 

 作家 劉克襄 

08:00~09:30 專題講座⑥

《石虎與滅絕的距離》 

台灣石虎保育協會理事長 

陳美汀 

09:30~17:00 分組研習 

A 組【石虎進香團】 

走過石虎的家園/ 作家 劉克襄 

（苗栗公車--銅鑼鄉新雞隆步行到大湖--公車返程) 

 

B 組【石虎田調】 

1. 石虎友善棲地實察/苗栗縣自然生

態學會理事長 林錦坤 

2. 石虎調查/台灣石虎保育協會環境

教育專員 顏振暉 

（09:30 苗中共乘專車—通霄鎮楓樹社區、石虎

田—16:30 共乘專車返程) 

 

C 組【公民審議】 

1. 老寮 Hostel 創辦人 邱星崴 

2. 台灣石虎保育協會棲地保育專員 

陳祺忠 

3. 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研究生 林辰、楊有騰 

 

D 組【人文生態創意教育】 

1. 《阿鮭的夢想》櫻花鉤吻鮭偶劇展演

暨影像導讀/雪霸國家公園解說課卓

孝娟暨特聘講師 林鳳吟 

2. 《桌遊客》客家文創桌遊/苗栗縣 

自然生態學會前總幹事李業興 

（09:30 苗中專車—雪霸國家公園汶水遊客中心—

獅潭鄉藍色小屋— 16:30 專車返程) 

 

E 組【苗青。行聊~徐霞客】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助理講師 顧蕙倩 

2. 苗栗高中實驗研究組組長 黃琇苓 

（09:30 苗中專車—出磺坑--尋找出油人— 

出雲古道—16:30 專車返程) 

10:30~12:00 專題講座① 

【自然書寫】 

《游行飛三友記》 

作家 李喬、劉慧真對談會 

10:00~11:30 專題講座⑦

《台灣生態攝影師亂彈》 

生態紀錄片導演 李偉傑 

12:00~13:00 午餐交流 

11:30~13:30 午餐交流。問

題導向學習

（Problem-based 

learning）暨學習心得分組

共備 

13:00~13:50 專題講座② 

《行聊苗青》苗栗高中特色課程 

苗栗高中實驗研究組組長 

 黃琇苓 

13:30~15:30 

① PPT分組發表 

②綜合座談 

③結業典禮 

 

苗栗高中校長 劉瑞圓 

暨貴賓 

14:00~15:30 專題講座③ 

《我們的島》 

公共電視新聞部製作人 

 柯金源 

16:00~17:30 專題講座④ 

《石虎里山行--發現友善的種子》 

林務局新竹林管處 

余建勳 

17:30~20:30【貓裏之夜】 

①客庄節慶苗栗火旁龍裝置藝術 
②客家經典美食③城南秉燭遊 

駐校藝術家 陳鵬文 

18:30~20:00【貓裏之夜】 

①圖書館密室逃脫 ②貓裏主題桌遊 

苗栗高中實驗研究組組長 黃琇苓 

賦歸 

https://www.mlsh.mlc.edu.tw/ischool/publish_page/2/?cid=764
https://www.facebook.com/dramamisa
https://www.facebook.com/avian007
https://www.facebook.com/mountainlodge2014/
https://www.facebook.com/hsingwei.chiu
https://www.facebook.com/ilovesongyy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777086923
https://www.facebook.com/spnp.vc
https://www.facebook.com/naturalbluehouse/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748120931
https://smiletaiwan.cw.com.tw/article/1522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74613
https://udn.com/news/story/7266/3712082
https://award.nmtl.gov.tw/information?uid=4&pid=788
https://tw.news.yahoo.com/%E8%87%AA%E7%84%B6%E7%94%9F%E5%91%BD%E5%8A%9B%E8%93%AC%E5%8B%83%E9%8F%A1%E9%A0%AD%E4%B8%8B%E6%BB%BF%E6%98%AF%E7%B2%BE%E5%BD%A9-%E7%B4%80%E9%8C%84%E7%89%87%E5%B0%8E%E6%BC%94%E6%9D%8E%E5%81%89%E5%82%91-022037564.html
https://www.facebook.com/HsiuLing.Huang
https://ourisland.pts.org.tw/
https://www.facebook.com/chinyuan.ke
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0673/3065039
https://www.tbc.net.tw/Mobile/News/NewsDetail?id=417ac934-7cef-4b41-a765-27643ce03609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34356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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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苗栗高中辦理１０８學年度寒期【恁久好無】苗栗人文生態營 

              學生報名表  編號：    報名時間：        （主辦單位填寫）                                     

 

   隊名：                 

序號 身份 學校 姓名 
任教科目/  

職稱  
用餐 

0 
領隊/推薦 

師長 

   

 
□葷 □素 

未隨隊者免填 

1 
學員 

【小隊長】 

 

 

科別/班級 

□葷 □素 
 

2 學員 
 

 
 

□葷 □素 

3 學員 
 

 
 

□葷 □素 

4 學員 
 

 
 

□葷 □素 

5 學員 
 

 
 

□葷 □素 

6 學員 
 

 
 

□葷 □素 

7 學員 
 

 
 

□葷 □素 

8 學員 
 

 

 

□葷 □素 

 

學校名稱：                  學校承辦人/推薦師長：處室：           職稱：                 

姓名：                     公務電話 ：                     分機：                    

              

備註：                                                                                

                                                                                      

 

注意事項 

請參加學員填妥個人資料並繳交家長同意書（家長同意書由各校自行存查），由各校推薦及承辦師

長彙整，於１２月１２日（四）前寄至 library@mlsh.mlc.edu.tw 信箱，依報名收件順序錄取８０名，

候補８名，錄取名單公告於本校網站並回寄報名者電子信箱。相關問題歡迎洽詢苗栗高中圖書館主

任吳作楫（０３７）３２００７２＃９０５ 

 

 

 

mailto:library@mlsh.ml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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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苗栗高中辦理１０８學年度寒期【恁久好無】苗栗人文生態營 

家長同意書 （報名學校自行存查） 

 

 

 

 

 

本人已確實瞭解１０９年１月１９日（日）~２１日（二）研習活動相關內容，

並保證以下事項： 

1.敝子弟身心狀況適合參加此次研習活動。 

2.敝子弟遵守學校及研習相關規定。 

3.自負住家往返苗栗高中或集合點之交通責任。 

 

 

 

 

學生資料：     年     班      號   姓名：                   

家長（監護人）                    (簽章)   

緊急聯絡電話：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