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件
「環境教育基金管理會第 6 次委員會議」建議與答復一覽表
委

員

建

議

本 署 答 覆

1.建議加強交流活動，例如：中央及地

1.本署已於 101 年 11 月 17、18 日辦理

方政府舉辦環境教育經驗分享。

「環境教育、環境科學與工程教育研
習工作坊」
，邀請環境教育及環境工程
兩方學者齊聚一堂進行互動及經驗分
享。未來本署將持續加強與地方政府
之交流。

2.請問：空氣污染防制基金、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整治基金、資源回收管理基
金是否有相關「教育宣導」活動，亦

陳曼麗

2.
(1)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
會：

或是移到「環境教育基金」來執行。

1 今年度推廣主題為「土淨水
○

建議「環境教育基金」要運用於空氣

清」
，以落實民眾對於土壤及地

污染防制基金、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

下水污染之認知，並可將調查

治基金、資源回收項目。

結果回饋至環境教育。
2 透過網路行銷，將教材與雲端
○

科技、3C 產品結合，以讓民眾
有感。
(2)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委員會：資
源回收在臺灣已是共通語言，「資
源回收、垃圾減量」於民眾生活中
隨處可見，因此不需特意強調。
3.建議環境教育專案活動應在「電子報」 3.本署環境教育專屬網頁，為本署環境
的布告欄預先告知，以使民眾可就近

教育資訊平臺，如登錄環境教育機

參與環境教育。

構、設施場所、人員認證及補助民間
辦理相關環境教育活動，以提供民眾
瀏覽及搜尋環境教育資訊。

梁明煌

1. 103 年環境教育基金預算編列建議能

1.本署 103 年環境教育基金編列方式與

與貴署委託臺灣大學地理系研究中的

委託臺灣大學辦理之「環境教育基金

環境教育基金運作規劃研究初步結果

規劃與運用」相符合。

相符合。
2.依法環境教育基金的運作理應依照國

2. 國家環境教育行動方案已於 102 年 2

家環境教育綱領與環境教育行動方案

月 21 日第 4 次陳報行政院備查中，

來編列，但是行政院遲遲不能核定環

目前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正

境教育行動方案，希望貴署能有對應

會請各部會提供意見。為落實環境教

1

之策略。

育之推動，各地方政府已依本署所訂
環境教育行動方案（草案）陸續完成
制定，並送本署備查。依環境教育法
規定，環境教育行動方案之陳報係屬
備查性質，故本署已先依草案內容推
動相關事宜，未來將備查內容調整執
行事宜。

3.由於貴署即將升格為環境資源部(以

3.謝謝委員意見，本署將妥為規劃成立

下簡稱環資部)，建議環境教育基金不

環資部後環境教育基金之運用，以發

要只針對目前的工作項目思考，應可

揮最大效用。

移出一些比例，進行未來長期發展需
要的法案、政策計畫等進行規劃研究。
4.103 年度推動氣候行動計畫的內涵為

4.原定 103 年推動之氣候行動計畫，因

何？是一個傘形計畫含括貴署署內現

配合台灣大學辦理之環境教育基金

有溫室氣體減量、低碳永續家園、生

規劃與運用計畫，修正為環境教育能

態社區計畫嗎？還是只是個獨立的小

力計畫，將於 103 年於北、中、南、

計畫？（佰芳）

東成立區域環境教育中心，以推動環
境教育。

5.環境教育基金補助案審查結果流程選

5.為鼓勵獲補助單為推動環境教育，對

擇績優單位保留下一年入選資格的作

於 101 年成果報告績優單位，102 年

法，使得剩餘名額過少，例如圓夢計

如再提出申請，將優先予與補助；尤

畫預計補助 4 個，已經保留 2 個，只

於 102 年（捐）助計畫已審查核定，

剩下 2 個名額給全國申請單位競逐，

本署將於規劃 103 年補（捐）助計畫

數目太少，建議 102 年再議保留名額

時一併考量。

額度。或增加 102 年的補助額度。
6.建議 102 年度務必邀請初審委員參加

6.謝謝委員意見，102 年補助成果發表

成果審查會，讓初審者知道當初選定

會將會邀請參與初審委員參加，屆時

單位的實際表現。本席曾經參與其中

請委員撥冗與會。

幾個項目計畫申請書的初審工作，也
曾接獲委辦單位邀請，但是最後並未
接到委辦單位邀請，查詢原因才知
道，願意協助委員人數已足，而直接
將本席刪除，感到相當遺憾。

林淑英

1.103 年環境教育基金規劃方針多元充
實，希望在未來實施的時候，斟酌幾
2

個原則：
（1）落實環境教育中所重視的「環境

1.謝謝委員意見，本署將納入參考辦理。

素養」和「反思」的內涵，將之
作為學習的重點。
（2）環保署長期耕耘的「社區」
，以及 2.目前已有幾處社區取得環境教育設施
青輔會的「青年社區行動」案例

場所認證，環境教育透過社區來推

等，均可以提供給各地學校作為

廣，將可提升就近在地學習之效益。

「在地戶外學習」的場所。
（3）根據會議簡報指出：金門高中的
學生參與「環保教育競賽」有很

3. 謝謝委員意見，本署將持續以長期
性、全面性推動學校環境教育。

好的表現。以實地訪查所見，金
門高中的環境優美，學生社團積
極參與環保行動，包括到街坊店
家宣導減廢－不用免洗筷。金寧
國中小則在校園留一片水域空
間，讓候鳥有棲身之處，還有外
來種「銀膠菊」的移除。可見長
期性、全面性的教育推廣是很重
要的，透過學習，方能產出「問
題意識」。
2.基金的補助可以是「雪中送炭」、「發

謝謝委員意見，本署將納入參考辦理。

動機」的角色功能，同時可以思考的
是：
「加強培養受補助單位捲動資源能
力」以發揮基金的效能。
1.建議每年度提出一項主題，領導社區
可以因應配合。

本署 101 年度已辦理「101 年度社區大
學氣候變遷環境教育試辦課程計畫」，邀

高翠霞

請 5 所社區大學共同推動，希望下一年度
可增加參與社區大學之數量，結合在地化
加強學習。
1.為了教材的使用及推廣，建議可參考
教育處作法，邀請獲獎作品至全國辦

1.謝謝委員意見，未來辦理相關徵選時
將納入考量。

理宣傳說明會與教師、學生進行互動。
林素華

2.建議編列經費針對推廣永續發展教育

2.謝謝委員意見，本署將納入參考辦理。

所帶來的成果效益進行分析。
3.建議將補助案件之成果報告及發表會
簡報進行公開分享。

3. 101 年成果報告相關資料，已置於本
署環境教育資訊網站，供各界瀏覽參

3

考。
1.建議辦理全國環境教育研討會，邀請

1.為汲取國外推動環境教育之經驗，本

國內外專業人士一同參與，以對外展

(102)年度預定國內外專業人士辦理 2

現臺灣環境教育。

場環境教育研討會，第 1 場已訂於 4
月 15 日及 16 日舉行，第 2 場預訂於

溫清光

8 月份舉行。
2.部分產業，如土木、營造等，較易對

2.由於委員所提產業議題涉及多方，環

於環境造成影響，是否可針對該等產

境教育並非僅屬本署業務，需由全國

業辦理環境教育？

機關（構）一同努力，本署將朝此方
向努力推動。

周春娣

1.推動環境教育人員或環境教育機構至

1.謝謝委員意見，針對偏遠地區一直有

偏遠地區學校講授環境教育課程，也

在推動環境教育人員認證，但部分縣

應積極培植偏遠地區在地的環境教育

市仍然未有人員提出，本署將持續鼓

人員認證。

勵偏遠地區提出申請。

2.補助計畫最後評審，請事先通知必須

2.101 年補助計畫成果發表會雖未於事

作書面及口頭評審，並給獎，讓受補

前說明，但已於成果發表會前辦理說

助團體有所準備。

明會，並自 102 年起公開徵求計畫內
明確規範。

3.口頭評審委員會，委員應給予被評審
者尊重。

3.謝謝委員意見，未來本署遴選委員時
會更加謹慎辦理。

4.環境教育證書及證明，應慎重頒發，

4.謝謝委員意見，本署會更加謹慎處理

並鼓勵。

林耀國

1.肯定本年度舉辦環境教育基金受補

1.謝謝委員意見，下年度將儘早邀請管

（捐）助單位成果發表會之效益，對

理會委員擔任評審，但由於評審從事

提升環境教育者之能量與經驗交流具

前規劃評審規則至成果發表會當天各

有實質助益，惟 102 年度起需事先於

階段皆須全程參與，希望下年度可以

計畫說明書上明確註明本項義務。為

邀請環境教育基金管理會委員擔任評

幫助環境教育基金管理會委員更了解

審。

國內推動環境教育之現況與思維，建
請盡量聘請管理會委員擔任評審。
2.建請環訓所檢討及修正現行之 3 項認

2.目前審查委員所提意見會經過篩選才

證審核基準，並公告讓受審個人或單

送交受審個人或單位補正資料，已解

位有所依循及準備。審查委員若提出

決委員所提之問題。

不合宜之改善意見，亦請事先過濾並
再次提交評審會議確認內容後，再送
交受審個人或單位要求改善補正。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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