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年學校環境教育人員研習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 總統 99 年 6 月 5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900137311 號令頒布「環境教育

法」。 

二、 教育部 103 年 1 月 9 日臺教資(六)字第 1020190630B 號令修正發布

「學校人員申請環境教育人員認證之研習時數認定原則」。 

三、 教育部「各級學校環境教育指定人員認證精進計畫」。 

四、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所屬高級中等學校及國立國民小學環境教育人員

認證精進行動方案。 

 

貳、 目的： 

一、 推動學校環境教育，培養教師環境意識，了解個人及社會與環境的相互依存

關係，促進學校環境教育發展，達成永續發展之目標。 

二、 落實執行環境教育法相關規定，加強督導之責。 

三、 協助所屬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小學之環境教育人員取得認證，以提升學校環

境教育人員之環境素養與能力，發展各校師生環境教育學習機會，促使全面

推動學校環境保護教育，建構永續校園。 

四、 督導所屬學校每校至少 1 人取得環教人員認證資格，並於 2 年內完成環境

教育人員認證，以符「環境教育法」相關規定。 

 

參、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 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三、 承辦單位：國立竹山高級中學 

 

肆、 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資格說明： 

一、 環境教育法第 18 條規定：「機關、公營事業機構、學校及政府捐助基金累

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應指定人員推廣環境教育。前項學校所指

定之人員，應自本法施行之日起五年內，依第十條規定取得認證。未依第

一項指定及未依前項規定取得認證者，各級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不得補助其環境教育相關經費。」 

二、 本計畫係為各校教師依「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規定：「曾任教或任

職於各級學校從事環境教育工作連續 1 年或累計 2 年以上，並參與環境相

關議題研習，其研習時數經教育部認定達 24 小時以上」，辦理教育部認定之 

24 小時環境教育相關議題研習。完成 24 小時的研習時數認定只是符合申請

資格的依「經歷」認證之必要條件之一，非取得認證。 

三、 依「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第15條規定，環境教育人員除經薦舉取得

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者外，其認證有效期限為5年，期限屆滿前3~6月內得申請展

延。 

 

 

 



 

伍、 課程綱要： 
 
課程 

 
類別 

 

課程名稱 

 
時 

 
數 

 

教學目標 

 

內容大綱 

必選

課程 

環境教育

法規 
2 

1. 認識環境教育法的起

源和立法精神。 

2. 瞭解環境教育法規的

特性和內涵。 

3. 認識環境教育相關法

規的規範。 

我國為繼美、日、韓、巴西之後，

擠身少數將環境教育立法的國家。

環境教育相關法規明定了環境教

育的定義、推動目的和辦理事項

等，使環境教育政策、辦理事項和

經費籌措使用有所依據，並規範

專責單位和人員，以及獎勵與

罰則，為國內環境教育進展的

一大里程碑。 

環境教育 2 

1. 認識環境教育起源與理

念。 

2. 瞭解環境教育原理、目

標與內涵。 

3. 認識環境教育國際重

要發展趨勢。 

4. 認識我國環境教育現

況。 

透 過 介 紹 環 境 教 育 的 起 源

與發展演進，探討環境教育的基

本理論、發展目標及實施方法，以

進一步瞭解環境教育認知、情意及

技能的內涵，並藉由國際間及我

國環境教育之推動現況進行實

例應證與回饋改善。 

環境倫理 2 

1. 認識環境倫理的基本

概念與學說。 

2. 瞭解社會環境價值觀

的演變以及價值澄清

方法。 

3. 瞭解環境倫理與環境

友善行為之關聯，進而

於日常生活中實踐。 

4. 從環境倫理的角度思

辨社會成長與永續

的衝突與決策。 

探討人與環境相互依存的關係，瞭

解環境倫理思想的演變，強調人對

環境的責任與義務。透過論辯不

同的環境價值觀，以及日常生活

中的環境議題，瞭解具環境倫理

內涵的在地性和全球性思想與

行為，並應用於各類環境教育教學

中。 



環境教育 

教材教法 
2 

1. 認識學童在環境學習

上的階段發展，以確認

教學目標和策略。 

2. 瞭解環境教育教學

法，並熟悉教學法之

實施原則、步驟及技

巧。 

3. 瞭解戶外環境體驗與

教學的教材資源、規劃

設計及教學場域的選

擇。 

推動環境教育是有方法、有原則

的，需有清楚的教學目標與合

適的教學法與教材。瞭解不同

年齡的教學策略及準則，選擇合

適的教材和運用多元的教學方

法，才能使學習者主動建構環

境經驗、提升環境素養，產生自發

性的公民行動。 

環境教育

課程設計 
2 

1. 認識環境教育課程規

劃的理論基礎。 

2. 瞭解學校環境教育計

畫的實務準則。 

3. 瞭解環境教育課程設

計、執行、實施及評量

之概念與方法。 

環境教育的教學目標不僅在於

知識的傳達，更是強調以解決問

題的行動技能為依歸。故透過環境

教育課程規劃理論之建構，運用

環境教育教學案例的示範、實

作、討論與修正，以提升環境教育

課程規劃與設計，以及教學前、中、

後過程評量的能力。 

環境概論 2 

1. 認識自然資產與永續

社會的議題。 

2. 透過環境問題檢討與

分析、認識國家環保政

策與環境 指標。 

3. 瞭解環境風險評估與

環境品質管理。 

探 討 環 境 之 意 義 及 環 境 問

題發生原因，瞭解人口、都市和

經濟發展與環境問題之關係，認識

環境管理基礎（環境經濟學、環境

科學、環境生態學、土地利用與國

土規劃等），以及環境規劃原理及

方法。藉由討論都市環境管理、永

續發展管理的案例，認識環境指標

與環境政策，進而達成環境行為

的塑造。 



學校

環境

教育

實務 

環境教育

計畫撰寫

與執行 

2 

1. 認識環境教育計畫的

元素、結構、特性和意

義，瞭解計畫撰寫的

基本原則。 

2. 透過實際案例分享，

探討可發展的需求面

向，並適切融入環境

教育的操作原理與

方法。 

3. 藉由資源盤點的概

念，瞭解計畫撰寫與

執行之間的優勢與

阻礙。 

探討學校內可發展的環境教育需

求，藉由實際案例的分享，從中瞭

解可學習的面向。透過理解現有環

境資源的特色、組織管理、經費

來源及環境政策等課題，研擬出

符合學校本位課程、環境教育目標

且具體可行的環境教育計畫。 

資源整合

及伙伴關

係建立 

2 

1. 建立學校環境教育資

源盤點之知能。 

2. 確認學校及關聯團體

各自所  擁  有  的  環 

境 教 育 資源，並瞭解

聯結之互惠關係。 

3. 學習如何建立環境教

育伙伴關係，並增進組

織溝通與協調能力。 

透過資源盤點的方式，建立學校環

境教育資源清單，包括設備、人力、

社群、制度、文化、自然生態等，

並確認環境教育關聯伙伴的需求、

對象及其所擁有的資源，進一步導

入外部伙伴資源與協力，並學習如

何建立擁有共識的內部與外部環

境教育團隊。 

環境教育

體驗 
2 

1. 認識多元的團隊互動

和引導方式，將創意體

驗教學融入環境教育

中。 

2. 瞭解活動安全與團隊

管理之技巧與方法。 

3. 從案例分享或個人實

際經驗中，瞭解體驗教

學規劃與實施之歷程、

成效與挑戰。 

藉由策略聯盟，邀集外部伙伴團隊

導入多元教學方案，或者實際參訪

公（私）部門環境學習中心、環

境教育績優學校、綠色學校等，

瞭解體驗教學融入環境教育的實

施效果，從中吸取學校環境教育可

供借鏡與參考之面向。透過實際參

訪與體驗，瞭解在實務操作上可能

面臨的困難，提供未來規劃執行的

參考與省思。 



環境變遷 

與防災 
2 

1. 瞭解環境變遷議題與

成因，思考人類在其中

扮演的角色。 

2. 瞭解災害概念，並培養

對災害的警覺意識。 

3. 瞭解國內對環境變遷

與防災的策略，以及相

關的教育資源。 

 
探討全球共通的環境變遷議題

及其所引發災害的主要原因；建

立災害發生前的預防、災害發生

時的應變與災害發生後的處理，

以及災後重建的正確知識。透過

國內相關防災策略，建立校園防

災應變措施，並養成避難求生

的基本能力，以實際行動演練、

預防、減緩災害發生時所帶來精

神和物質上的損失。 

環境

變遷

與 

永續

發展 

生態保育 2 

1. 認識生態系統的組成、

互動、功能，並省思人

類在生態系中扮演的

角色。 

2. 瞭解國內外生態保育

的演變、現況與作法。 

3. 認識校園生物多樣性，

以及觀察物種棲息環

境的變化。 

4. 將校園生物多樣性調

查融入環境教育中，營

造教室外學習場域。 

建立生物多樣性及棲地之概念，再

以生態原則進行維護或營造工作。

並且藉由永續校園的施行，鼓勵學

校師生動手做共同維護校園生態

環境，提供各種生物棲息，同時藉

以發展學校生態化課程與教材，融

入環境教育教學中，營造符合鄉土

生態的學習場所。 

節能減

碳與能

源管理 

2 

1. 認識再生與非再生能

源的種類，以及各種不

同能源的產生與特性。 

2. 瞭解校園中如何進行

能源使用之正確知識，

以及碳排放的盤點與

管理。 

3. 確立學校能資源節約

效標，並落實生活節能

減碳教育。 

瞭解過去、現在與未來人類發

展的歷程，對於能源的依賴和使

用趨勢，並認識能源種類以及目

前面臨能源短缺的現況。針對校

園內能源使用進行整體規劃，建立

資訊化平台與管理制度，將學校

能 資 源 管 理 落 實 到 教 育 與

生活層面，深化節能減碳的觀

念。 

 

陸、 辦理日期：111年7月25日(星期一)至111年7月27日(星期三)，共三天。  

 

 



柒、 實施對象： 

一、 本署所屬（含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及國立小學）尚未有環教教育指定人員認

證完成之學校，請務必薦派已具環境教育工作一年以上或累計兩年以上經

驗，未有環境教育人員 24 小時研習者參加。 

二、 本署所屬學校尚未取得環境教育認證研習時數之校長 (請務必取得環境教

育人員認證 )。  

三、 本署所屬（含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及國立小學）新任環境教育及衛生工作

者。 

四、 本署學校有意願參加環境教育人員認證之教師或職員（學校儲備人員）。 

 

捌、 實施方式： 

一、 研習時數共24小時。 

二、 課程內容依本部103年1月9日臺教資(六)字第 1020190630B 號令修正發布之

「學校人員申請環境教育人員認證之研習時數認定原則」規定之課程內容辦

理： 

課程 

類別 

 
課程名稱 

 
時數 

必修

課程 

環境教育法規 2小時 

環境教育 2 小時 

環境倫理 2 小時 

環境教育教材教法 2 小時 

環境教育課程設計 2 小時 

環境概論 2 小時 

合計 

12 小時 

選修

課程 

學校環境教

育實務類 

環境教育計畫撰寫與執行 2 小時 

資源整合及伙伴關係建立 2 小時 

環境教育體驗 2 小時 

合計 

6 小時 

環境變遷與

永續發展類 

環境變遷與防災 2 小時 

生態保育 2 小時 

節能減碳與能源管理 2 小時 

合計 

6 小時 

三、 授課師資： 

(一) 校內環境相關系所專業師資。  

(二) 校外專家學者。  

(三) 民間團體或企業之各領域實務經驗豐富者。 

 

 

 

 

 

 

 



 

四、 課程表： 

時間 7/25 第一日 7/26 第二日 7/27 第三日 

7：30-8：10 報到 

報到 報到 

8：10-8：20 開幕式 

8：20-10：20 

(2 小時) 

環境教育法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環境教育研究所 

/張子超教授 

資源整合及伙伴關係建

立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

育中心/何昕家副教授 

環境教育課程設計 

臺中教育大學 

環境教育及管理碩士班 

/林明瑞教授 

10：20-10：30 茶敘與休息時間 

10：30-12：30 

(2 小時) 

環境倫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環境教育研究所 

/張子超教授 

環境教育教材教法 

臺中教育大學 

環境教育及管理碩士班 

/林素華教授 

環境變遷與防災 

臺中教育大學 

環境教育及管理碩士班 

/林明瑞教授 

12：30-13：30 午餐與休息時間 

13：30-15：30 

(2 小時) 

環境概論 

臺中教育大學 

環境教育及管理碩士

班 

/白子易教授 

環境教育 

臺北市立大學地球環境

暨生物資源學系 

/劉思岑教授 

生態保育 

國立臺南大學 

生態暨環境資源學系 

/薛怡珍教授 

15：30-15：40 茶敘與休息時間 

15：40-17：40 

(2 小時) 

節能減碳與能源管理 

臺中教育大學 

環境教育及管理碩士

班 

/白子易教授 

環境教育計畫撰寫 

與執行 

臺北市立大學 

/王懋雯副教授 

環境教育體驗 

國立臺南大學 

生態暨環境資源學系 

/薛怡珍教授  

17：40- 賦歸 
17：40-17：50  

閉幕式暨綜合座談 

 

五、 全程出席課程者核發教師或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 24 小時及研習證明，研

習證書並註明上課時數及課程名稱。 

六、 報名方式： 



即日起至111年6月27日止，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YG2pLbYWVFBuBiJN8，若特殊原因無法完成線上報名者，

請填妥報名表(如附件一) email至cs10302@gm.cshs.ntct.edu.tw或傳真049-

2641344至國立竹山高級中學承辦人員。傳真時間比較後優先順序做錄取。 

七、 報名名額：上限70人，額滿為止(依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報名及因特殊原因傳

真時間比較後優先順序做錄取) 

八、 研習地點：臺中福華大飯店5樓CR500會議廳(臺中市西屯區安和路129號)。 

九、 本研習課程活動免費，提供全程之餐食及戶外課程、每日高鐵至研習會場來

回接駁專車，但參與人員需自理住宿及住宿費。 

(一) 接駁車資訊： 

臺中高鐵站六號出口，發車時間：7:40。 

搭乘火車的人員請至新烏日站，並依站內指示至臺中高鐵站六號出口乘坐

接駁車。 

(二) 自行搭乘臺中市公車前往研習會場資訊： 

1. 搭乘臺灣大道路廊公車編號300~309，於福安站下車，往安和路步行約

三分鐘即可抵達。 

2. 由臺中高鐵站至高鐵快捷公車出口6，搭乘161高鐵快捷公車「高鐵臺中

站-東海大學-中科管理局」之路線，請於福安站下車，往安和路步行約

五分鐘即可抵達。 

(三) 自行開車前往：臺中福華大飯店提供免費停車服務。 

十、 防疫注意事項： 

(一) 參與人員應配合進行體溫量測，固定座位入座，除飲水、用餐外應全程配

戴口罩、維持社交距離。 

(二) 現場提供酒精供參加人員維持手部衛生。 

(三) 請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各項防疫規定。 

(四) 發燒、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自主檢康管理、自主防疫者，請勿參加。 

十一、 聯絡人： 

國立竹山高中 學務處 劉惟中主任 049-2643344#120 

江廷筑組長 049-2643344#124 

 

 

玖、 經費編列與支用： 

本計畫辦理研習所需經費由本署相關經費項下勻支，並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

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壹拾、 預期效應： 

https://forms.gle/YG2pLbYWVFBuBiJN8


一、 本署所屬高級中等學校學校環境教育指定人員及尚未取得環境教育認證研

習時數之校長均依「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完成 24 小時以上環境

教育研習。 

二、 督導所屬學校環境教育指定人員認證申請，通過率達 80%以上。 

 

壹拾壹、 注意事項： 

一、 由於名額有限，經報名核准後請勿臨時取消，若有要事無法出席，最晚須於

一週前向主辦單位告知，以便開放候補人員參加。 

二、 響應環保請自備水壺與環保餐具，戶外參訪行程請穿著長袖衣褲以防蚊蟲咬

傷、並帶雨具及防曬用品、毛巾衣物。 

三、 請出席學員向所屬機關(學校)核予公(差)假及課務派代事宜。 

 

壹拾貳、 其他： 

一、 承辦本計畫績優工作人員依規定予以獎勵。 

四、 本計畫經奉教育部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111 年學校環境教育人員認證研習報名表 

請一律線上報名，特殊原因方使用本報名表(請先來電告知) 

※報名時間至 111年6月 27日 (星期一 )止  

 (本表請傳送至承辦學校-國立竹山高中) 

 

學校名稱  縣市別  

姓名  職稱  

身分證字號 

 

 

(登錄研習時數用) 
生日 

年 月 日 

(登錄研習時數用) 

聯絡電話 

 

(公) 

(手機) 

(手機) 

性別 女 男 

E-mail  

膳食 

葷  食     

素  食  

住宿 

本研習須自理住宿，僅協助代訂 (房間數量
有限，若代訂房間已滿，仍須自理住宿 )：  
單人房 (一間 2300，含早餐 ) 
雙人房 (一間 2900，含早餐 )，由承辦學校
安排同房室友  

住宿自理  

交通方式 
每日搭乘臺中高鐵接駁車 (每日 7：40 於六號出口發車 ) 
僅第一日及最後一日搭乘臺中高鐵接駁車  
自行前往  

備註 

若無法網路報名，請填妥本報名表 

E-mail至cs10302@gm.cshs.ntct.edu.tw或傳真至學校 

(FAX：049-2641344)，並請來電確認 

(學務處劉惟中主任、江廷筑組長，TEL：049-2643344 轉 120、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