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營隊主旨：
1. 啟發環境觀察的敏銳度
2. 見證山海本一源的環境實察
3. 觀摩環境守護者的觸角與思維
4. 認識環境倫理培養多元書寫能力
二、 主辦單位：台灣生態學會、山林書院
三、 課程與時間地點：
第一階課程：2018 年 12 月 1 日(六)
室內課程
地點：彰化市永華街52號4樓

時段

內容

講師

08:30 - 08:50

報到

08:50 - 09:00

始業式-兩會代表致歡迎詞

09:00 - 10:20

台灣環境運動的滄桑與力量

10:20 - 10:40

學員交流

10:40 - 12:00

自然寫作隱含的生態學與生態意識

12:00 - 13:00

午餐、二階課程說明並受理報名(報到處)

13:00 - 16:00

我和紀錄片與這個世界

黃淑梅

公民咖啡館（3 桌）
第 1 輪：16:00–16:15
第 2 輪：16:15–16:30
第 3 輪：16:30–16:45
第 4 輪：回饋與分享

鄭𠌷翰

16:00 - 17:00

17:00 -

賦歸

鄭𠌷翰

翁其羽

翁其羽
黃淑梅

第二階課：2019 年 01 月 26、27 日
2019 年 1 月 26 日(六)
野外課：九九峰生態之旅

時段

內容

講師

08:00 - 08:30 高鐵台中站二樓 4A 出口集合
08:30 - 09:30 往九九峰
09:30 - 12:00 九九峰自然生態與大肚溪出山口地質結構

楊國禎
王豫煌

12:00 - 13:00 午餐
13:00 - 15:30 九九峰地質、生態與 921 震後環境變遷：
1.易崩塌的地質與火炎山地質的生態特色
2.大肚溪出山區礫石層地質之成因
3.山區原始松樹林在生態上之意義
4.解說九九峰山區在植物分佈上的意義
5.九二一震災前後植被之改變

15:30 - 16:30 學員整理資料與寫作規劃(車上)
17:00 -

賦歸(高鐵站)

楊國禎
王豫煌

2019 年 1 月 27 日 (日)
室內課：土地倫理與自然寫作
地點：彰化市永華街 52 號 4 樓

時段

內容

講師

08:30 - 09:00 登記發表方式：個人或小組(報到處)
09:00 - 10:20 土地倫理：災後重建的幻影與希望

鄭𠌷翰

10:20 - 10:40 學員交流
10:40 - 12:00 自然寫作：

蔡秀菊

1.愛戀司馬庫斯
2.臺灣現代詩

12:00 - 13:00 午餐
13:00 - 15:00 小組討論與多元寫作
(優秀作品將刊登於生態台灣季刊、山林書院

蔡秀菊
鄭𠌷翰

部落格)

15:00 - 15:20 作品分享準備
15:20 - 16:50 作品分享與回饋

蔡秀菊
鄭𠌷翰

16:50 - 17:00 賦歸

四、講師簡介：

《楊國禎》
台灣大學植物學系學士、碩士、博
士；曾任台灣林業試驗所高考助理、台
灣大學植物學系助教、靜宜大學通識教
育中心人文科副教授、靜宜大學生態學
系副教授。
數十年來致力於台灣野外植物分類
學、調查研究台灣山林植被變遷對環境
生態的影響，足跡遍及百嶽大山，是劍
及履及的學者，曾協助公共電視台拍攝
「我們的島」，為「撞到月亮的樹」與
「重返扁柏神殿」幕後莫大功臣；長期
投入環境運動，亦促成「禁伐檜木天然
林」 之律法，保護母土山林功不唐捐。
現職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兼任副教
授、台灣生態學會理事長。

《王豫煌》
東海大學環境科學系學士、東海
大學環境科學系碩士、東海大學生命
科學系博士，曾任東海大學建築研究
中心委託研究計畫顧問、中央研究院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全球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亞洲節點副
代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
森林保護組特聘研究員、東海大學熱
帶生態學與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博士
後研究員、靜宜大學生態學系兼任助
理教授、生態學系兼任講師。
目前為獨立研究者，關注溪流整
治工程及山坡地開發案對環境與生態
的衝擊，協力促進公部門開放溪流整治工程資料及落實生態檢核制
度，並嘗試推動公民自主無人載具環境觀測網與資料共享。
專長領域生態資訊、生物多樣性資訊、生態感測網、聲景生態、
地景生態。長年參與民間生態保育活動，目前亦擔任台灣生態學會理
事、台灣石虎保育協會理事、台灣聲景協會理事。

《鄭𠌷翰》
現職逢甲大學、亞洲
大學、弘光科技大學三所大
學的兼任講師。台灣大學歷
史學研究所碩士，主修思想
史，長期傾力研究台灣環境
史與全球氣候變遷，曾於台
灣多所大學，教授歷史，思
考，文化，與環境的相關課
程。
十餘年來，將環境運
動、氣候變遷、蔬食運動、生態村、動物權，和環境倫理，種種新研
究與新案例，編寫成文分享大眾，落實社會實踐力，以破除各種負面
迷思。懷抱熱忱應邀演講百餘場，鼓勵群眾加入富有續航力的小而美
的生活方式，期能共同建立美好新社會。目前亦擔任台灣生態學會監
事、環境佈道師、生態台灣季刊編輯委員、台灣動物平權促進會理事、
以及環保蔬食聯盟主編。

《黃淑梅》
為獨立紀錄片工作者，出生於
台南縣白河鎮，世界新聞專科學校
廣播電視科畢業，1990 年進入全景
映像工作室，協助田野採訪；次年
創作 紀錄片， 初期以 人物紀錄 為
主，如生活映像系列。對於凝聚社
區意識與社區關懷多有著力，擁有
多 年 的 紀錄 片 社區 放 映 之推 廣 經
驗。
1999 年生命之河意外轉彎，尤
其 921 震後，國在而山河殘破觸目
心驚，轉身投入災區重建之記錄工
作，由關懷人群而連結至疼惜大
地、所有生靈，先後完成《在中寮
相遇》與《寶島曼波》二部災後重
建紀錄長片。2015 年完成《給親愛的孩子-台灣百年山林開拓史》紀錄
片，用鏡頭傾訴台灣山林百年的美麗與哀愁。

《翁其羽》
靜宜大學生態所碩士、台灣大學生
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博士。自跨出
校門即從事 IC 設計，30 歲後離開 IC 設
計工作，在荒野保護協會從事解說員志
工訓練、服務。爾後任職新自然主義出
版社，擔任本土環保書籍系列企畫編
輯。
2007 考入靜宜大學生態所研讀，
初探生態科學領域，並展開每兩週往返
玉山國家公園楠溪林道樣區的森林野
調與研究工作，直至 2017 年博士班畢
業。於此 10 年間，專注於森林群聚生
態學之研究，探討「自然母體與人」在
時間與空間中的更多面向，以環境倫理
的價值反思人類自我中心的宰制性思考之闕漏。現任職於科技部海洋
學門海洋資料庫。

《蔡秀菊》
台灣師範大學生物學系學士、靜宜
大學生態學系碩士。笠詩社、台灣現代
詩人協會、台灣兒童文學學會同仁。曾
獲第一屆台中市大墩文學新人獎、陳秀
喜詩獎、綠川個人史首獎、吳濁流新詩
獎、巫永福文化評論獎、國藝會長詩創
作專案補助《Smangus 之歌》
、榮後文化
基金會「台灣詩人奬」。
其 關 懷 觸 角尚及 於環 境倫 理， 於
2006 年，2007 年分別參與「環境苦行」
、
「心靈原鄉之旅」
，以雙腳親近土地，喚
起大眾的環境意識，彼此激發守護環境
決心。前後環島共 59 天步行近一千五百
公里，二年苦行體會環境運動錯縱複雜之各種面向，於 2008 年集結
成書《尋找一座島》
，留住環運史的一頁光亮；出版作品亦含現代詩、
散文、報導文學、文學評論、小說等多種，兼具知性與感性之創作者。
現為《臺灣現代詩》主編。

五、參加對象：
關切台灣生態環境的高中、大學學生、社會人士。
每一階課程限 40 人，額滿為止，遇取消可候補。
六、費用：
第一階課程：社會人士 200 元；學生 150 元（含講義、午餐費）。
第二階課程：每人 500 元(含車資，保險與午餐費)。
七、報名方式與繳費：
1.一律先繳費後再於本網路報名系統登入：
google 表單: https://goo.gl/forms/Vhtpil2CGksfnY8y2
2.繳費方式：請使用 ATM 或網路 ATM 轉帳
郵局(代號：700) 帳號：00214410520502
戶名：台灣生態學會
3.請於繳費後三日內，務必完成報名表單登錄。
請留意需填上帳號後五碼，始完成報名手續。
4.匯款明細請務必保留，以便日後核對。
八、報名截止日期：
1.一階課程即日起至2018年11月11日截止；11月16日公告名單。
2.二階課程即日起至2018年12月14日截止；12月19日公告名單。
3.請上網台灣生態學會（http://ecology.org.tw/）查看名單。
九、注意事項：
1.需要公文者，請以e-mail告知，生態學會信箱：
twaoecology@gmail.com或來電山林書院黃女士：
0927–476689
2.活動前一週將以e-mail寄發行前通知，未收到者，請主動聯絡。
3.報名後因故取消、退費，為兼顧候補學員權益和行政需求：
第一階課程請於2018.11.20、第二階請於2019.1.5前辦理，酌
收行政費用30元，逾截止日後恕不退費。亦歡迎轉作生態學
會捐款。
4.同時報名兩階課程者，特贈陳玉峯教授自然生態系列精裝本
著作一本。
5.各階段課程結束時，始核發結業證書。
6.珍愛地球為懷，午餐採用蔬食。敬請自備水杯、餐具(碗筷)。
7.上課中請勿錄影、錄音、拍照，以尊重講師與著作權。
8.如遇天候或不可抗拒之因素，學會有權變更或取消課程及辦
理退費事宜。

十、交通路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