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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構）介紹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是68年行政院
頒定的12項建設計畫，將興建博物館列
為中央文化設施項目之一，並於78年10
月結構工程動工興建；86年7月26日科
技教育中心啟用；87年11月8日18個常
設展示廳全部對外開放。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為國立社會教
育機構，以推廣社會科技教育為主要功
能，故其建館任務為研究、設計、展示
各項科技主題，引介重要科技之發展，
以及科技對人類生活的影響。高雄都會
區為工業匯集地，包含中鋼、台船、台
機、中化、煉油廠、發電廠等重工業；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配合地區工業及
科技發展，展示其原理與應用，具有相
輔相成之效果，更可在工業型態的社區

26

中，注入文化教育氣息。採高跨距、高
承載設計，以求百年使用為原則，建築
本體一次興建完成；建築本身即是展示
品，顯現科技博物館的內涵，並採用智
慧型資訊設備，進行科學化管理，兼具
展示示範效果，以及儲冰式空調系統，
夜間製冰，日間使用，分散顛峰用電時
間。
在科技社會與終身學習時代，如何
增進國人對於各項科技與科技發展能有
更深入的瞭解，使科技與生活結合，以
促進個人的生存發展、社會的進步與國
家的永續發展，是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推展社會大眾科技教育的目標，並配合
教育部施政的四大主軸，即培養現代國
民（學科技的懷有人文思維、學人文的

標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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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升館內研究水準，建立兼具科技、
休閒、教育的博物館區，建立世界知名
的一流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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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環境教育事蹟
為配合環境教育政策，落實環境教
育，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結合外部資
源，規劃環境教育專業課程，期望藉由
展示、教育、設施與活動，透過專業人
員的解說、引導及傳授，提供師生環境
教育專業服務。
以國小與國中學生為對象，透過相
關課程教育學童正確的環境保育觀念，
啟發對於環境議題相關知識之興趣，引
領學生在真實環境中進行體驗與互動，
學習如何從日常生活中愛護環境、保育
生態及力行環境保護工作。
以成人團體為對象，透過相關課程
傳播氣候變遷、日常節能、災害防治等

愛水尖兵課程

樂活節能屋

太陽能車課程

盆栽時鐘課程

機關（構）組

具備科技素養）、建立臺灣主體、拓展
全球視野與強化社會關懷。
依據上述理念，國立科學工藝博
物館未來將朝向建立完整蒐藏政策與進
行科技文物的徵集，並增進館藏利用管
道，進行科技文物數位化，以及建置展
示更新機制，逐步汰換展示主題，活化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展示功能。配合教
育政策，結合學校資源，積極規劃科學
教育活動，開發教材教具；強化公共服
務機能，擅用媒體、社區民間資源，建
立多元行銷策略，提高參觀率；加強館
區公共安全，營造優質參觀環境，提升
服務品質；建立全館行政自動化，推廣
網路終身學習管道；加強充實國立科學
工藝博物館數位化之各項服務，提升工
作效率；規劃數位化圖書館，運用網路
資料庫提供各類資訊；針對館內研究主
題，積極建置專題圖書庫；加強館際合
作交流，辦理各項學術演講活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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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克展示廳

莫拉克劇場

領域之知識，促進對於環境之關懷，進
而提升環境素養，並於生活中落實環境
友善行為。
培育具備環境教育專業知能之志工
團隊，特別在日常生活節能與節水的技
術，增進整體服務團隊環境教育專業，
並透過環境議題相關的創意競賽與動手
體驗活動，增進大眾對環境之重視，促
成民眾在生活中確實展開珍惜能源與愛
護環境的行動。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逐步更新環境
教育認證課程，館內提供10門環境教育
認證課程，讓國中小學校可預約報名參
與。除此之外，為擴大推廣層面，將藉
由競賽及館內外免費體驗活動，推動全
民體驗環境教育，以期提升環境素養，
執行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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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教育部與民間補助款，以補助
車資及活動費用方式，提供給國中小學
蒞臨館區進行氣候變遷展示廳探索、節
能減碳知多少、愛水尖兵、大自然的饗
宴「蛙現臺灣」、綠色魔法「盆栽時
鐘」、悠遊樂活節能屋、莫拉克風災重
建展示館探索等環境教育課程，並結合
學校及民間團體，鼓勵參加國立科學工
藝博物館氣候變遷展示廳探索、悠遊樂
活節能屋、莫拉克風災重建展示館探索
之成人教育認證課程。
與茂迪股份有限公司合作，並由其
所屬的茂迪文化藝術基金會補助辦理
「太陽能光電應用設計創意競賽暨成果
展」，邀請全國大專學院校生及研究生
組隊參加，提出具體的生活應用創意設
計，使太陽能光電科技的應用能更貼近
一般人生活，藉以落實能源開發與地球
環境永續經營。競賽活動執行包含活動
網站建置、參賽者教育訓練、初賽與決
賽等。
由教育部補助經費且合作辦理「全
國能源科技競賽」，針對國中、高中職
與大專學生，以及國小至高中職教師分
別辦理「能源科技創意實作競賽」及
「能源科技教案設計競賽」。能源科
技創意實作競賽是以「能源科技」為主
題，邀請全國大專學院學生與國中、高

第

與外部夥伴合作，於館內辦理「你
愛水我節水」與「地球一小時Earth
Hour」等現場闖關暨水資源宣導系列
活動，並運用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大
型互動教具，至館外辦理「花博水體
驗」、「節水減廢愛地球」等現場體驗
活動。
為增加環境教育豐富性，不定期以
各種型式（研習、冬夏令營、現場活
動、講座），推出多元環境教育活動，
內容包含颱風、地震、節水、土石流、
生物多樣性、節能、海洋及全球暖化等
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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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職學生組隊參加，發揮團隊想像力，
提出具體的創意設計作品，提倡在生活
中確實展開珍惜能源、愛護環境的行
動。另外，結合教育部能源科技人才培
育計畫，向各大專教學聯盟中心推薦其
辦理競賽之得獎作品參加決賽，與所有
參賽隊伍共同競技，並交流分享。能源
科技教案設計競賽主要目的是邀請全國
的教師，以「節能」、「綠能」、「儲
能」等能源科技為設計主題，實際參與
教學實務設計，表達教學創意概念，期
望能創造出新穎且具創意性的效果，並
能有效達成教學目標之學習活動。同時
透過競賽提供的交流與學習平臺，共同
討論教學活動之創新設計，以利未來將
能源科技真正落實於日常教學中，確實
引導學生展開珍惜能源與愛護環境的行
動。

推動心得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以環境教育學
習中心為理念，於101年5月取得環境教

105年臺南館外服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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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燈具課程

氣候變遷展示廳

育設施場所認證後，經由本館館長、主
任及專業人員思考執行方向後，藉由本
館相關展示設施及活動教具，建構各種
課程，讓民眾瞭解及關心周遭環境，且
教導民眾及學生學習如何愛護有限資
源。因此，做為一座社教館與環境教育
場所，協助民眾面對威脅人類及生態的
環境問題，自當不遺餘力。
104年度本館的環境教育認證課程
將原4小時之套裝課程做出調整，分為
多堂1小時之課程，並依據個別團體需
求，選搭不同課程方案，大幅提升自由
度，在沒有時間壓力的情況下，相信更
能促進學習成效。整體而言，辦理梯次
與人數較去年成長，本館環境教育小組
也就環境教育推動各面向進行檢討，據
此提出建議措施，做為未來辦理相關課
程活動之參考。
而為了拓展課程深度與廣度，落實
永續發展教育，我們目前的環境教育課
程，主要是以能源教育與水資源教育為
主軸，未來將會繼續發揮場域優勢與外
部資源結合，持續完善本館課程系統。
未來主要著重於擴展課程對象，針對高
中與大專院校學生，開發相關環境教育
課程，以期拓展環境教育課程之深度與
廣度，以促進國家社會之永續發展。
持續構築與各界之協力夥伴關係，
以及為了擴大環境教育效益，我們將持
續積極拓展公私部門合作關係，希望藉
由社會資源挹注，彌補本身的不足。從

資源整合的角度觀之，二者所建立的夥
伴關係，促使我們在工作推動時，不僅
獲得豐富的財務與人力支援，為環境教
育注入新的活力，帶來新氣象；同時，
藉由雙方長期的合作過程，亦能相互學
習成長，強化整體環境教育效益。
為能夠瞭解課程之教學成效，本館
於今年度大幅修改問卷，除了滿意度之
外，更增加認知與態度面向之問題。未
來將累積經驗，衡量學員作答時間與情
況，對現有問卷之問題，進行改善與修
正，並逐漸加入測量行為意向之題目，
以瞭解本館環境教育認證課程是否能夠
有效促進環境友善之行為。

未來展望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秉持永續發展
理念，透過「教育」及「示範」雙管齊
下的方式，以「環境學習中心」的經營
理念，期盼成為全國推廣環境教育之最
佳場域，以及臺灣首座之「綠博館」。
執行策略則以「環境永續」、「社會永
續」、「文化永續」及「經濟永續」四
大面向做為發展之核心。
環境永續之執行目標在於建立國立
科學工藝博物館成為友善、舒適、愉快
的參觀環境。執行內涵可歸納三大議
題，「節能減碳」議題包含運用再生能
源、節約各類能源使用、減廢及增進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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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館雨水中水回收設施

源再利用等內容；「環境管理」議題包
含綠建築、綠建材、綠景觀等內容；
「綠色消費」議題則包含綠色產品採購
及綠色商店經營等內容。
社會永續之目標在於善盡國立科學
工藝博物館社會責任，追求社會公平正
義，拓展多元參與，以獲得參觀民眾、社
區及國內外博物館社群的認同與支持。主
要執行內涵可歸納為三大議題，「增進多
元族群教育與服務」議題之執行內容，
包含博物館主要觀眾群之經營、非觀眾
之開發、加強弱勢族群之教育與服務品
質等內容；「促進社區關係與發展」議
題之執行內容，包含推廣社區環保意識
與共同推動生活環境改造等內容；「推
展多元文化與國際合作」議題之執行內
容，與國內外博物館、專業組織與社群
等機構，進行展示、科教、研究、出版
品和人員訓練等交流與合作。
文化永續之目標在於透過國立科學
工藝博物館之蒐藏研究、展示及教育活
動、教材教具、出版品等途徑，增進文
化的傳承與創新。主要執行內涵可歸
納為三大議題，「文化資產保存」議題
之執行，內容包含提升文化資產保存維護
技術、綠能產業蒐藏、蒐藏品之研究、詮
釋與再利用等；「綠色教育」議題之執行
內容，包含綠色消費教育宣導及輔導、推
廣大眾科普教育，以提升全國國民的節
能減碳素養、能源教育教材開發與利用
等；「綠色展示」議題之執行內容，包

含綠色能源與產業之展示，以及展示資
源再利用等內容。
經濟永續之目標在於進行成本管
控，降低營運成本，健全財務機制。主
要執行內涵可歸納為三大議題，「資
源再利用」議題之執行內容，包含營
建、展示、辦公、生活資源回收再利
用；「能源管理與效率」議題之執行
內容，包含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在用
水、用電、空調、照明等各類能源運用
之效能；「外部資源運用」議題之執行
內容，主要為爭取其他公部門、私人企
業、非營利機構之經費、人力與物力等
資源。

機關（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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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解水實驗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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