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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4年度環境教育計畫 
 

一、計畫目標 

（一） 建立專業領導能力：彙集本署各處（室）環境保護專業
領域能力，透過正確且有效的活動辦理方式，構築環境

保護連結環境教育之專業領導能力。 

（二） 提升個人環境敏感度：經由環境教育提升本署同仁經辦
環境保護相關業務時的環境敏感度，協助其應用有關環

境品質問題的決策及自我定位的行為規範。 

（三） 擴大公眾參與層面：導引更正向的環境價值觀、提升署
內同仁及退休人員整體環境素養，並產生更深入的環境

保護行動。 

（四） 符合相關法令規定：完成環境教育法第 19條規定政府機
關員工每年須參加 4 小時以上環境教育。 

二、實施對象 

（一） 本署全體員工，包含投保勞工保險或公務人員保險者。 

（二） 本署退休人員及環境保護志工。 

三、期程及方法 

（一） 期程：104 年 1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 

（二） 方法：藉由演講、討論、體驗、參訪、影片觀賞、實作、

課程及其他活動等，以深入淺出的方式介紹環境教育及
環境保護知識。除給予知識外，更進一步走向戶外，實

際感受環境與人的緊密關係，期能進一步促進環境素養

與處理環境問題的能力，共同邁向新環境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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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內容概要（詳見附表）  

（一）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1. 辦理空氣品質監測預報與防護教育研習會：於北、中、
南區分別辦理 1場次研習會，讓環保與教育相關承辦人

員及學校教師能於本署網站揭露空氣品質不良資訊

時，採行適當應變或防護措施，並深化教育機構及環保
機關對空氣品質監測資訊內涵與相關作業之瞭解。 

2. 辦理 104 年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種子人才培訓營：使

目前就學中及應屆畢業生得以瞭解國內土壤及地下水
產業發展現況與未來願景，促使相關人才就業所需之專

業技能及早準備，以增加未來就業競爭優勢。 

3. 創意環境教育教學法專題演講：透過介紹國內外有趣案
例，認識環境教育如何與不同科目結合，運用於不同的

場域，並藉由不同的教學方式，以到多元教學目標。 

4. 規劃性別主流化及人權相關影片欣賞，促進及提升署內
同仁性別平權及人權意識，並培養員工具性別與人權之

敏感度，用影像改變世界。 

（二） 氣候變遷 

氣候變遷影片欣賞：以探討人類追求財富過程中，卻也犠牲

了空氣品質的現象，透過氣候變遷與環境議題結合之環境教

育影片欣賞，引導人類正視對環境與健康的潛在威脅，另瞭
解全球暖化造成的影響及探求人類在該危機下的真實生存

之道。 

（三） 災害防救 

認識化學物質安全辨識影片欣賞：結合交通部 9 大危險品、

勞動部化學品全球調和制度(GHS)，提供民眾透過標誌辨識

生活周遭化學品之危害性。透過化學危害品辨識，民眾如何
進行基本防護。 

（四） 自然保育 

1. 羅東池畔賞鳥趣戶外學習：園區內偌大的貯木池及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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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的水生池，為南來北往的候鳥及終年居留的留鳥

們，提供了豐富的食物與安身的住所。 

2. 春季淨灘守護美麗的海岸：將地方環保局共同辦理淨灘

活動，並邀請民眾、志義工、機關團體共同參與。透過

實際淨灘活動，灌輸正確的環保觀念，進而提升環境素
養及產生環保行動。 

3. 新北市三芝區營造友善城鄉環境推廣觀摩：透過觀摩讓

參與同仁認識三芝區在地景觀特色及農村再生成果並
同時瞭解營造友善城鄉環境計畫之指標，並藉由經驗分

享及交流，達到宣導生態環境永保育理念及營造友善城

鄉環境之目的。 

4. 動人的民間保育故事專題演講：藉由翡翠水庫及臺北赤

蛙的實例，見證眾人齊心，即可實現人與萬物和諧共存

的善美境界。 

（五） 公害防治 

氣象與空氣品質關聯專題演講：邀請氣象專家彭啟明教授至

本署演講，說明空氣品質與天氣型態、擴散模式之關係。 

（六） 環境及資源管理 

1. 辦理 104 年環境科技論壇及 104年環境奈米論壇：藉由

論壇將前一年度委辦之重要科技及奈米科技研究計畫
成果讓社會各界知悉。 

2. 瞭解環境水質監測專題演講：規劃介紹我國環境水體監

測現況與方法。 

3. 辦理資源回收業務檢討會：規劃於新竹縣、臺東縣及嘉

義市各辦理 1 場次，合計 3 場次（每場次 7 小時），透

過研討會方式，讓各執行機關對於資源回收工作進行經

驗分享及交流，以提升回收成效。 

4. 辦理 2015 資源回收國際檢討會：以演講方式宣導我國

資源回收制度及成果，並與各國進行交流，建立我國與
其他國家合作管道。 

5. 福山植物園參訪：使同仁透過參訪學習，運用環境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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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自然的體驗，以瞭解野生動物生活狀況、生態系的

運作情形及環境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 

6. 看歐萊德如何打造綠色品牌參訪：因該團隊以「搖籃到

搖籃」為產品發明的重點，從最前端的原料、製造、包

裝、行銷等所有細節皆竭排除生產過程中所有對環境可
能造成的傷害，以確保產出之產品對人及環境均友善。 

（七） 文化保存 

1. 永續農業戶外學習：好時節休閒農場永續農業環教中心
係結合在地環境資源特色及農村產業特色之環境教育

中心。 

2. Hakka文化體驗行：藉由探索客家文化、體驗客庄風情
暨探索城南之居-「紀州庵」老屋的故事，提供同仁對

各族群多元學習及了解，進而尊重融入客家文化之精

神。 

五、預期效益 

（一） 量化效益：總累計推動環境教育時數將達 8,415 小時，

可有效提升本署同仁、退休人員及環境保護志工在推動

環境教育之整體規劃、專業領導之能成及環境素養。 

（二） 質化效益：透過跨處（室）間的聯繫，進而擴大參與推

廣至與其他部會進行合作，瞭解各單位執行困難與原

因，以提升環境教育推展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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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4年度同仁環境教育計畫時程及分工表（以本署各單位排序） 

序號 課程名稱 辦理方式 1 實施地點 實施縣市 內容類型 2 內容概要 
預計 

人數 
時數 辦理單位 

1 性別主流化及人權 影片觀賞 本署 11樓 臺北市 
學校及社會

環境教育 

播放豐富多元的影片，規劃性

別主流化及人權相關影片欣

賞，促進及提升本署同仁性別

平權及人權意識，並培養員工

具性別與人權的敏感度，用影

象改變世界。 

100 2 綜計處 

2 羅東池畔賞鳥趣 戶外學習 羅東林業文化園區 宜蘭縣 自然保育 

羅東林業文化園區內偌大的

貯木池及生物多樣的水生

池，為南來北往的候鳥及終年

居留的留鳥們，提供了豐富的

食物與安身的住所。秋冬時

節，最先報到的是愛潛水的花

嘴鴨，偶爾遇見成群的高蹺鴴

小歇片刻；盛夏時節最常見的

則是黃毛小子牛背鷺。最吸睛

的本土留鳥則有小鷿鷈、紅冠

水雞及梳龐克頭的紅嘴黑鵯

等。 

50 3 綜計處 

3 
看歐萊德如何打造 

綠色品牌 
參訪 

歐萊德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 
桃園縣 

環境及資源

管理 

歐萊德研發團隊以「從搖籃到

搖籃」為產品發明的重點，從

最前端的原料、製造、包裝、

50 2.5 綜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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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課程名稱 辦理方式 1 實施地點 實施縣市 內容類型 2 內容概要 
預計 

人數 
時數 辦理單位 

行銷等所有細節皆竭力排除

生產過程中所有對環境可能

造成的傷害，確保產出之產品

對人友善、對環境更友善。 

4 永續農業 戶外學習 
好時節休閒農場 

永續農業環教中心 
桃園縣 文化保存 

永續農業為參訪桃園縣結合

在地環境資源特色及農村產

業特色之環境教育中心。 

40 2 綜計處 

5 Hakka文化體驗行 參訪 
客家文化主題公園

及紀州庵 
臺北市 文化保存 

邀請專人導覽館場設施並推

廣知性文化，藉由探索客家文

化、體驗客庄風情暨探索城南

之居-「紀州庵」老屋的故事，

提供同仁對各族群多元學習

及了解，進而尊重融入客家文

化之精神。 

60 2.5 綜計處 

6 氣象與空氣品質關聯 演講 本署第二辦公室 臺北市 公害防治 

邀請氣象專家彭啟明教授至

本署演講，說明空氣品質與天

氣型態、擴散模式之關係。 

50 2 空保處 

7 
福山植物園人與 

環境心體驗 
參訪 福山植物園 宜蘭縣 

環境及資源

管理 

使同仁透過戶外學習，運用環

境資源進行自然的體驗，以了

解野生動物生活狀況、生態系

的運作情形及環境與人之間

的相互關係。 

50 1 環管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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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課程名稱 辦理方式 1 實施地點 實施縣市 內容類型 2 內容概要 
預計 

人數 
時數 辦理單位 

8 認識化學物質安全辨識 影片觀賞 本署 臺北市 災害防救 

1.結合交通部 9大危險品、勞

動部化學品全球調和制度

(GHS)，提供民眾透過標誌

辨識生活周遭化學品之危

害性。 

2.透過化學危害品辨識，民眾

如何進行基本防護。 

50 1 環管處 

9 動人的民間保育故事 演講 本署 本署 自然保育 

1. 翡翠水庫供應北臺灣五百

多萬人之生活用水，福智

慈心基金會推動「淨源茶

專案」保護水源，針對水

庫上游採用慣行農法之茶

園，輔導改採有機農法，

但誰來買有機茶呢？ 

2. 臺北赤蛙因農藥濫用與土

地開發造成數量大幅減

少，阿石伯賴以謀生的蓮

花田內尚存數十隻，他放

棄使用農藥以保育赤蛙，

但蓮花產量變少，花也變

小，誰來照顧阿石伯的生

計呢？ 

3. 透過實例，見證眾人齊

心，確能實現人與萬物和

諧共存的善美境界。 

50 2 環管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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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課程名稱 辦理方式 1 實施地點 實施縣市 內容類型 2 內容概要 
預計 

人數 
時數 辦理單位 

10 
春季淨灘  

守護美麗的海岸 
實作 

北部濱海地區 

海灘 

北部濱海 

地區 
自然保育 

與臨海地方環保局共同辦理

淨灘活動，邀請民眾、志義

工、機關團體共同參與。透過

實際參與淨灘活動，灌輸正確

的環保觀念，進而提升環境素

養及產生環保行動。 

200 2 環管處 

11 
新北市三芝區營造友善 

城鄉環境推廣觀摩 
參訪 

新北市三芝區公所

及共榮社區農夫 

市集 

新北市 自然保育 

透過觀摩會讓參與同仁認識

三芝區在地景觀特色及農村

再生成果並同時瞭解營造友

善城鄉環境計畫之指標，藉由

經驗分享及交流，達到宣導生

態環境永保育理念及營造友

善城鄉環境之目的。 

80 2.5 環管處 

12 
空氣品質監測預報與防護

教育研習會（北區） 

課程及 

測站參訪 
測站所在學校 臺北市 

學校及社會

環境教育 

為讓環保與教育相關承辦人

員及學校教師能於本署網站

揭露空氣品質不良資訊時，採

行適當應變或防護措施，並深

化教育機構及環保機關對空

氣品質監測資訊內涵與相關

作業之瞭解。 

50 2 監資處 

13 
空氣品質監測預報與防護

教育研習會（中區） 

課程及 

測站參訪 
測站所在學校 臺中市 

學校及社會

環境教育 
50 2 監資處 

14 
空氣品質監測預報與防護

教育研習會（南區） 

課程及 

測站參訪 
測站所在學校 高雄市 

學校及社會

環境教育 
50 2 監資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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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課程名稱 辦理方式 1 實施地點 實施縣市 內容類型 2 內容概要 
預計 

人數 
時數 辦理單位 

15 瞭解環境水質監測 演講 本署會議室 臺北市 
環境及資源

管理 

介紹我國環境水體監測現況

與方法 
35 2 監資處 

16 創意環境教育教學法 演講 
環境督察總隊 

8 樓第 1會議室 
臺中市 環境教育 

透過國內外有趣的案例，認識

環境教育如何與不同科目結

合，在不同的場域實施，並且

有不同的創意教學方式，以達

到多元的教學目標。 

60 3 環境督察總隊 

17 104 年環境科技論壇 演講 
(暫訂) 

臺大集思會議中心 
臺北市 

環境及資源

管理 

藉由論壇將前一年度委辦之

重要科技研究計畫成果讓社

會各界知悉。 

70 6 永續發展室 

18 104 年環境奈米論壇 演講 
(暫訂) 

臺大集思會議中心 
臺北市 

環境及資源

管理 

藉由論壇將奈米科技計畫研

究成果讓社會各界知悉。 
70 6 永續發展室 

19 
資源回收業務研討會 

（第 1場） 

課程及 

參訪 
未定 新竹縣 

環境及資源

管理 

透過辦理研討會，讓各執行機

關對於資源回收工作得以互

相交流，提升回收成效。 

100 7 回收基管會 

20 
資源回收業務研討會 

（第 2場） 

課程及 

參訪 
未定 臺東縣 

環境及資源

管理 
50 7 回收基管會 

21 
資源回收業務研討會 

（第 3場） 

課程及 

參訪 
未定 嘉義市 

環境及資源

管理 
50 7 回收基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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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課程名稱 辦理方式 1 實施地點 實施縣市 內容類型 2 內容概要 
預計 

人數 
時數 辦理單位 

22 2015 資源回收國際研討會 演講 未定 臺北市 
環境及資源

管理 

宣導我國資源回收制度及成

果，並與各國進行交流，建立

我國與其他國家合作管道。 

150 12 回收基管會 

23 
104年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

治種子人才培訓營 

課程及 

戶外活動 
待定 待定 

學校及社會

環境教育 

使目前就學中及應屆畢業之

莘莘學子得以瞭解國內土壤

及地下水產業發展現況與未

來願景，並促使未來土壤及地

下水人才就業所需之專業技

能及早準備，以增加未來就業

的競爭優勢。 

100 15 土污基管會 

24 氣候變遷與環境教育 影片觀賞 
北區環境督察大隊 

14樓會議室 
臺北市 氣候變遷 

透過氣候變遷與環境議題結

合之環境教育影片欣賞，與參

加同仁分享氣候變遷議題與

環境、健康之關係，引導正視

氣候變遷衝擊對人類環境與

健康的潛在威脅，期能深植環

境友善觀念並落實具體實踐。 

60 4 
北區環境督察

大隊 

25 關懷大自然-全球暖化 影片觀賞 
中區環境督察大隊 

8 樓第 2會議室 
臺中市 氣候變遷 

瞭解全球暖化造成的影響及

探求人類在該危機下的真實

生存之道。 

60 2 
中區環境督察

大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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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課程名稱 辦理方式 1 實施地點 實施縣市 內容類型 2 內容概要 
預計 

人數 
時數 辦理單位 

26 空襲警報 影片觀賞 
南區環境督察大隊

4樓會議室 
高雄市 氣候變遷 

探討人類追求財富的過程中

卻犧牲了空氣品質的現象，呈

現了石化工業區、違章工廠集

中區，或者飽受境外長程傳輸

污染的島嶼環境。 

90 4 
南區環境督察

大隊 

總累計環境教育時數至少 8,415小時（可對外辦理之環境教育活動 3,040小時） 

 

[註]1.辦理方式：請填寫課程、演講、討論、網路學習、體驗、實驗（習）、戶外學習、參訪、影片觀賞、實作或其他活動。 

2.內容類型：請填寫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氣候變遷、災害防救、自然保育、公害防治、環境及資源管理、文化保存或社區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