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件
「環境教育基金管理會第 9 次委員會議」建議與答復一覽表
委

員

建

議

本 署 答 覆

1. 目前全國環境教育志工總計約為 15

1. 環境教育志工團為 128 名是指在環境

萬人，是否能說明目前環境教育志工

教育法實施之前協助本署及環保局至

團的目的及工作內容？

社區、村里、學校及企業等宣傳環保
理念政策及作法。15 萬人是全國所有
的環保志、義工，其工作內容是社區
環境維護、資源回收、綠美化、綠色
消費、生態保育及監督通報等，非指

林耀國

環境教育志工。
2. 所有通過環境教育機構認證的單位都 2.本署將於 103 年透過公開徵求方式，
遴選設置北、中、南、東環境教育區
在西部，東部則尚未有環境教育機構
域中心，以專業領導、增能學習、科
通過認證，如何提升東部環境教育機
技支援、研究評估與夥伴傳播為 5 大
構認證情形，是否有規劃？
設置目標。本署委託設置之區域中心
主辦單位應於計畫執行第 1 年辦理環
境教育機構認證作業，並於第 2 年內
取得環境教育機構之認證。
3.目前提供給社區改造的經費，並非來
3. 社區環境改造亦納入環境教育基金裡
自環境教育基金，是另編公務預算，
支出，係希望將社區改造為適合進行
若社區從事環境教育，則經費就自環
環境教育的設施場所，但就這幾年觀
境教育基金撥付；不過有幾個社區經
察，目前社區的環境教育的觀念尚不
過社區改造後，目前已成為環境教育
足，如何加強社區環境教育知識應有
設施場所，如嘉義縣頂菜園發展協會
更周詳規劃。
及臺東縣永安社區等。
4. 104 年的亮點計畫，其中有一項是環 4.關於環境改善計畫編列 600 萬元預算
境改善計畫，指的是硬體的還是其他
並非做硬體，也必須結合環保署各處
部分？預算僅編列 600 萬元是否足

或其他部會，目前的想法是每年找一

夠？

個主題，以環境教育共同推動。例如
過去在臺北市每年找一個共同主題進
行推動，年底驗收成果，但尚需做細
部規劃。

5. 新北市議會認定廢棄物的處理基金， 5.新北市議會認為焚化爐的重置基金不
不符合環境教育專款專用原則，目前
能提撥到環境教育基金，因其認為該
有無相關解決方式？

基金為硬體費用，而環境教育屬於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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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環保署已發函解釋，焚化爐的重
置基金已經不足以作為未來焚化爐的
重建費用，依照環境教育法，有盈餘
才需提撥。環保署已於 102 年 5 月 7
日函請新北市環保局在與議會加強溝
通。
1. 環境教育之公務體系執行情形，建議
納入，期使公部門也一起來進行。
2. 建議環境講習違規 4 小時以上者(6%)
要有實務講習參與活動，例如到

1. 各部會環境教育 4 小時的成果，環保
署會做彙整、統計及分析。
2. 違規講習課程改為實務參與活動，環
保署將納入考量。

NGO、社區參與。

陳曼麗

3. 地方政府通過認證為 1,662 人及教育

3. 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後的運用狀況，一

部 306 人，這些環境教育人員之運用

般來說，學校的環境教育人員是負責

模式，建議加以統計分析，並規畫安

學校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則是至少需

排進修活動。

要一位環境教育人員負責環境教育課
程規劃。

4. 連江縣目前沒有環境教育機構得到認

4. 有關連江縣政府環保局推動環境教育

證，現任連江縣長楊綏生係投入環保

不夠積極，環保署環訓所已積極輔導

團體，對環境教育有概念，建議應可

該縣並進行環境教育認證相關資訊說

積極遊說其推動環境教育相關認證。

明。

1. 相關計畫與環境教育的聯結不夠，如

1. 環保署相關計畫均已要求應加入環境

社區環境改造及金秋環境季計畫等，

教育執行內容，以提高民眾環境教育

應強化及提昇社區居民及民眾環境教

素養。

育素養為優先考量。

林素華

2. 環境教育法推動已 2 年多，各部會對

2. 有關提昇各部會環境教育增能，環保

環境教育法仍不清楚，尤其身為中央

署正持續辦理中。如 7 月份曾邀請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做的事，如環境

部會科長級以上代表參加增能培訓課

教育機關認證、環境教育人員認證

程，由葉副署長說明各部會如何將環

等，閒置空間改造及設施場所改造等。

境教育融入政策；另本（102）年 10
月 26 日至 27 日與學界環工、環科及
環境教育領域工作坊，進行意見交流
與溝通。

3. 如何協助推動環教成果不彰的縣市？
經費補助或管考是否有相關連結？

3. 環保署訂定考評標準實施考評，並每
年辦理推動環境教育策進會，輔導協
助地方政府推動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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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得獎教材、教案或獲獎社區，應宣傳

4. 環保署所編環境教育教材，編撰後皆

或擴大(提昇)環境影響力，以使資源

辦理北、中、南及東部進行種子人員

及人力獲得充分運用。

訓練。

5. 環境教育國際交流，可擴充至歐洲，

5. 謝謝委員意見，環保署將參考辦理。

如英國。
1. 收集並分析中央與地方政府首長們的

1. 對各部會決策者進行環境教育，如邀

環保教育成果，並加強政府首長與決

集各部會首長參加活動或會議，有諸

策者環保教育的工作。

多問題尚待克服，環保署會參考規劃
辦理。目前與各部會有橫向聯繫的業
務為在編輯環境教育書籍時邀請相關
部會參與，例如環境正義的編輯就邀

簡又新

請法務部、原住民的智慧則邀請行政
院原民會一同參與提供意見。
2. 編纂並提供各部會所需環境教育內
涵，提供國際趨勢及各國環保方案執

2. 環保署將持續努力與其他部會推動環
境教育的合作。

行內容及成果，以建立政府決策人員
間的環保共識。
1. 國家環境教育行動方案的 3 點指示，

1. 已請相關部會提供各部會主管政策涉

節能減碳、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納入

及環境議題者納入國家環境教育行動

推動策略，是正確的方向，除已有與

方案，未來執行上可納入經濟部能源

教育部合作的計畫外，可朝與經濟部

局合辦節能減碳、與經濟部水利署合

能源局合辦節能減碳、與經濟部水利

辦氣候變遷及臺灣洪、旱災的教育。

署合辦氣候變遷及臺灣洪、旱災的教
育。
歐陽嶠暉

2. 環境教育的國際交流，除與美國環保

2. 除了與美國環保署進行交流外，未來

署交流外，建議能擴大與日本、韓國

將規劃與日本、韓國及東南亞諸國進

及東南亞各國進行交流。

行交流。

3. 各種環境教育活動計畫的內涵，最終

3. 謝委員意見，環保署納入參考辦理。

應能使參與者落實在生活面與生產
面，以降低環境的負荷，這才是環境
教育的最終目標。

楊懿如

循序推動相關計畫及活動立意甚佳，建

所有計畫的相關性，環境素養的調查，

議亦加強計畫間的相關性，例如環境教

去年是第 1 年，往後每 4 年會調查 1 次。

育核心能力暨全民環境素養調查之結

而所有的增能計畫都必須與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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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否可以做為編列 103、104 年度

有相關性。

環境教育增能計畫及環境改善計畫之
參考資料。
1. 地方政府推動環境教育的狀況，是否 1. 關於地方政府考核，皆定有考核基
有縣市考核查核？如經費編列是否

準，除了書面資料外，亦將邀請各地

異常？提報的成果如何？

方政府說明。嘉義縣預算編列最多的
原因為，該縣有鹿草焚化爐處理事業
廢棄物，焚化爐的基金較多，將焚化
爐基金的 5%全數提撥至環境教育基
金，導致預算較其他縣市高。

2. 全國環境教育人員認證 6 種管道差異
甚大，可否具體檢討？

2. 環境教育人員認證 6 種管道之修正已
召開 3 場次之公聽研商會聽取各界意
見，於 102 年 10 月 17 日發布修正「環

郭昭吟

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
3. 教育部人員、經費的投入是否有更積

3. 教育部已將環境教育列為國民中小學

極的做法？大專院校的環境教育尚需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重大議題之一，教

教育部的行政行為投入。

科書出版業者皆依環境教育分段能力
指標融入各學習領域編撰教科書，並
經國家教育研究院審定通過後提供給
全國中小學選用。另有關大專院校的
環境教育，未來配合環保署環境教育
區域中心之設置，將規劃由大專院校
負責執行，並由教育部協助輔導。

劉湘瑤

地方政府環境教育基金編列情形，收入

地方政府環境教育基金編列情形以及

與支出比例是否代表地方政府環境教

環保署補助經費之執行情形，均已納入

育執行績效，未來是否列入管考？

績效考評，執行情形績優之地方政府本
署已給予獎勵。

1. 101 年度講習完成率為 62%，比率仍

1. 有關環境講習完成率過低情形，係因

低，其原因為何？年度計畫中都有補

環境講習是必須等到行政救濟確定後

助各縣市做講習，如何達到 100%，應

才可進行環境講習課程，若在訴願中

做考量。

或訴訟進行當中者，將無法進行環境

李元陞

講習課程；另因環境講習搭配處分，
經常造成環境講習無法送達，因此造
成環境講習完成率之延遲，故環境講
習完成率無法達至 100%。
2. 社區環境改造計畫中，宜增加「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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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區環境改造計畫已將環境教育納入

教育」之內涵，講師可由通過認證之

執行內容並鼓勵其環境教育相關課程

環教人員擔任。

應由通過認證之環境教育人員擔任。

3. 101 年度罰鍰收入 5%增加為 320 萬

3. 環境教育基金罰鍰的收入，是罰鍰繳

元，原因為何？依規定 3 大基金需編

交後方提撥；執行機關的變賣所得，

列 5%，因此建議將 3 大基金收入實際

需再瞭解各地方政府是否照此比例提

金額列出，才知道乘上 5%後之實際金

撥，地方政府的回收是在鄉鎮公所，

額為何。

是否能要求其列為地方政府的環保基
金，需再瞭解。直轄市清潔隊歸環保
局管理，因此變賣所得須提撥。

4. 「103 年辦理第 2 屆國家環境教育獎

4. 本獎項名稱為「第 1 屆國家環境教育

頒獎典禮…」
，建議修正為「103 年辦

獎勵表揚」，辦理內容分為初審、複

理國家環境教育獎頒獎活動」
，以免誤

（決）審及頒獎典禮，非僅為頒獎典

認為僅辦理頒獎典禮。

禮。

5. 簡報及書面資料，編輯宜加強可讀性。 5.謝謝委員意見，爾後將更謹慎辦理。
1. 離島地區之人員認證、場所認證仍有

1. 離島因缺乏人力，如多核撥經費給地

不足，宜再鼓勵與強化縣市之環境教

方環保局，因其人力缺乏反而無法負

育量能。

荷，這是經費補助較少的原因。

2. 103 年度亮點計畫之一「辦理優質戶

2. 由環境教育基金扶植認證，環保署目

外環境教育活動補助計畫」
，優先補助

前 1 年編列約 1,000 萬元給已經通過

規範要上 4 小時對象至已通過設施場

認證的單位提計畫申請經費，經過評

所進行環境教育。

選後給予補助。

3. 鼓勵各縣市在地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的
多元類型(自然生態、環保設施、社區

3. 謝謝委員意見，環保署將適時加以鼓
勵及宣傳。

與文化資產)，提升民眾對家鄉、在地
高翠霞

的認識。
4. 建議將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簡介編輯成

4.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簡介編製成冊，目

冊，提供環境教育 4 小時實施之參考。

前已在辦理，網站上亦有介紹。另亦
辦理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推廣計畫。

5. 環境教育認證機構、場所、人員的運
用，環境教育基金的扶植與獎補助比

5. 謝謝委員意見，環保署將納入參考辦
理。

例可以在最初幾年提高比率，之後逐
年降低，以營造環境教育的市場，優
化市場產業的環境，保持大家對環境
教育的熱情；除修正管理辦法外，資
金的運用與投入亦很重要。
梁明煌

1. 地方政府環境教育基金編列，環保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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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方政府僅 3 個縣市提撥一般廢棄物

金項目下一般廢棄物基金之金額，全

基金之金額，將再進行了解。

國僅新北市、臺南市、嘉義縣編列，
其餘皆未編列，在法令解釋上需再釐
清。
2. 地方政府之環境教育基金編列差異

2. 補助地方政府環境教育基金款項，除

很大，中央環境教育基金補助地方政

考量地方政府績效外，亦需考慮地方

府的金額是否參考地方的基金程度

政府是否能負荷。

來調配？對基金較少的縣市是否可
以有較多補助？
3. 國家環境教育行動方案 10 大策略之

3. 10 大策略基金運用狀況，已在前次委

執行，工作項目與國家環境教育基金

員會預算編列報告時，依照環境教育

10 類預算編列之間的關係可以進一

法規定的用途分別統計。

步釐清。
4. 103 年度及 104 年度預算是否預留經

4. 環境教育行動方案後續之修正本署會

費比例，以作為環境教育行動方案版

視行政院備查情形，於 103 年度及 104

本修正所需要之預算？

年度持續編列預算辦理。

5. 區 域 環 境 教 育 中 心 的 區 域 如 何 定 5. 區域環境教育中心的劃分，係以直轄
義？依照內政部區域計畫分區或是

（市）
、縣市為基準，區分為北區、中

以縣市、直轄市來分區？

區、南區及東區 4 區。

6. 美國環保署環境教育交流計畫是與

6.環保署與美國環保署的交流計畫，將

永續發展室合作，計畫內容為何？是

邀請美國的環境教育專家來臺灣進行

否要在教育部的現行計畫綠色學校

推廣及交流，並由環保署永續發展室辦

外再新增一個學校認證系統？

理「Eco School」計畫；關於「Eco School」
的認證，目前規劃是希望直接授權在臺
灣辦理認證事宜。

7.考核評鑑的經費，可否增加列入環境
教育基金預算？

教育基金預算。

工程施工常是造成環境破壞的元兇，每

有關地方政府工程人員的環境教育，將

件工程超過 100 萬元以上均要辦理工程

參考規劃辦理。

品質查核，在查核的規定上，施工人員
溫清光

7.環境教育考核評鑑的經費已列入環境

及監造人員均需施以環境與安全教
育 ，依本人參與查核的經驗，工地環安
教育常欠缺落實，請環保署督促地方環
境教育委員會能協助工務單位提升環安
教育的品質，以落實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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