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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組織介紹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以下簡稱慈濟科技大學）為「財團法人
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證嚴法師所
創辦的教育志業。以教授應用科學與技
術，培養具有關懷社會、尊重生命、大
愛精神及人文素養之專業人才為宗旨。
民國（下同）78年，證嚴法師有感
於東部地區醫護人員的缺乏，為提升東
部醫療與教育水準，以及提供東部地區
原住民少女有繼續升學與學習一技之長
的管道，於是創辦「慈濟護專」。其後
於88年，改制為「慈濟技術學院」，校
務持續蓬勃發展，於104年8月1日起，獲
教育部核准通過，改名為「慈濟科技大
學」，成為宜蘭、花蓮、臺東地區唯一
的科技大學，更成為東臺灣技職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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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性學府。
慈濟科技大學校舍建築融合中國傳
統建築理念，方正的外形有著人字尖
頂、圓柱、圓頂與方窗的設計，寓含
「全人教育」「作人要方正、存心要圓
融」的教育理想。校園鋪設連鎖磚、透
水溝、雨水回收、節水設施、太陽能路
燈、熱泵設備、廣闊的綠地、綠意盎然
的苗圃與林間教室等，學生在大自然的
建築物裡能感受到環境在說話，是「境
教」，也是「心靈的教育」。
「專業與人文」並重的教學，是慈
濟科技大學最重要的教育理念與培育目
標。創校肇始即規劃校園人文教學專
區，並設置全國唯一之獨立一級行政單
位「人文室」，結合全人教育中心積極

搖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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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創新產業學程」-師生下田實際體驗農夫的生活。

推動慈濟人文教育及相關教學活動與志
工服務。
慈濟科技大學設置「慈誠懿德會」
制度，是一群來自全國各地具教育服務
熱忱、術德兼備的慈濟委員所組成，協
助導師、教官及訓輔人員強化學生生活
與學習輔導，並涵養其品格教育。
學校以「系科本位」之課程發展，
代替傳統以「教師為本位」的課程發展
機制，並結合產業發展與人才需求，縮
短學校培育人才與產業界所需人才之落
差，提升系科畢業生就業率與職場競爭
力。
提升原住民教育品質及照顧原住民
就學就業問題，是慈濟科技大學創校宗
旨之一，同時也是教育部核定之東部地
區原住民技職教育重點學校。慈濟科技

博雅園林-營造校園藝術空間，
涵養師生人文美學

大學設立「原住民族博物館」及「原住
民族特藏區」，保存、蒐集、珍藏或採
購原住民文物、器具、服飾等；同時亦
收藏原住民各類鄉土文化教育典籍書
冊、期刊或其它相關之影音、視聽、藝
術、人文等出版品。
慈濟基金會全球志業網絡的資源，
即是慈濟教育志業教學、實習與就業的
最好場所，更是最豐富且珍貴的教育資
源與全體師生學習的典範。

推動環境教育事蹟
開發及設計環境教育教案與教材
慈濟科技大學推廣環境鄉土教材及
戶外教學，帶領學生進行本地鄉土環境

全國唯一大專院校原住民植物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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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考察，經由史前遺
址喚起同學珍視原住民
命脈相傳的觀念。
辦理主題式「駐校
耆老」系列活動，並邀
請當地部落耆老，透過
演講、工作坊及駐校交
流等型式，廣邀校內外
師生及民眾參與，提升
師生對原住民族文化及
傳統技藝的認識，傳承
世世代代族人共同生活
之智慧與巧思。

親身體驗回收分類，這才是最「直接」的環保課程

落實校園環境教育
慈濟科技大學是全國157所大專院
校中，唯一設有原住民族博物館的學
校，典藏創校以來所蒐集之原住民族文
物、器具、服飾等資產六百多件，館內
文物以QR Code之設置，利用網絡介紹
原住民族博物館收藏之文物。培訓種子
學員導覽課程，扮演文化交流與傳承的
角色，讓非原住民也可以學習並互相尊
重文化。
舉辦二手書、二手腳踏車回收義賣
活動，宿舍區規劃物品回收區，放置制
服、棉被、生活用品、衣物、鞋子等，
將可利用的物品重新整理給需要的同
學，以珍惜資源及延續物命。
辦理環保專題活動，透過環保教育

活絡土地使用，建置防災農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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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環保創意活動，提供教職員生環保新
資訊，強化教職員生環保意識，以期重
視環保，力行環保5R（Reduce垃圾減
量、Reuse重複使用、Recycle回收再利
用、Refuse拒用及Repair修理）。
校園綠美化以可食農作物取代園藝
植物造景，同時兼顧綠美化與供應糧食
功用，並以綠籬作為圍牆，保留大片綠
地，校園中常見多樣性生物。
活絡土地使用，建置耕福田農場
（防災農園），種植紅藜等農作物，災
難時可提供居民的糧食。防災農園觀念
教導給學生，亦讓師生參與共同建置。

環境教育與在地連結
慈濟科技大學結合專業課程，由學
生協助部落小農行銷推廣，協助部落小
農開設銷售、定價、顧客服務等課程，
強化小農的營運概念，協助小農擴大銷
售通路，達到產學合作連結，更讓學生
增加實務經驗，達到雙贏的局面。
因應當今地球暖化及生活環保日趨
嚴重，學校以兒童劇為主軸，積極宣導
環保觀念，藉由陪伴孩子觀賞戲劇的同
時，也關心環境議題，落實家庭環境
教育，與孩子們共同成長。103年兒童
劇「森林的傳說」公演、104年兒童劇
「小螞蟻奇遇記」公演及105年兒童劇
「奇異海洋之旅」公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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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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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感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
簡稱環保署），以及花蓮縣政府各級委
員對我們的肯定。慈濟科技大學曾參與
第1屆國家環境教育獎競賽，獲得學校
組優等，4年之後想分享什麼內容呢？
校長羅文瑞認為，以往專注在硬體設備
和有形的環保行為，例如資源回收、垃
圾分類、節水節電、綠色建築等，這些
當然是基本功。本屆提報核心為文化保
存，凸顯創校以來對原住民學生技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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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無償培訓臺東原鄉部落風災
災民種植紅藜，結合學校技術開發原生
作物或中草藥生醫產品，輔導花東產業
與農民，提升農業與生醫產業經濟效
益。
透過文化體驗與參訪，傳承原住民
部落文化並推動部落文物數位化，至今
共計走訪14個縣市、53個部落，已陸續
完成43部耆老文化諮詢暨影像紀錄影
片，出版3套「耆老文化諮詢暨影像紀
錄」光碟，饋贈至全國策略聯盟學校，
讓耆老智慧永續傳承。

校園中建置原住民族博物館

體驗原住民族順時、在地、
低碳生活理念-射箭

駐校耆老教導學生苧麻編織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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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環保兒童劇-４場共吸引近４千人觀賞

孩子們目不轉睛地緊盯舞臺，就怕一
轉移視線，錯過了精彩的劇情

育及保存傳承各族文化的治校理念，將
先人智慧充分與當代環境教育結合。
校園隨處可見的石頭造景，都是就
地取材的廢棄物再利用，換個位置姿態
迥然不同。師生參與大石清理之後，再
將校園落葉和斷枝堆肥覆於地表，收集
大家不要的斷枝，用來改良貧瘠的地
力，使得原本是石塊遍布的荒蕪地，變
身為全國唯一的大專院校原住民植物園
區。如今，遍植民俗植物的園區，綠意
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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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鼓勵學生參與環保體驗活動。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講再多的全球暖
化、氣候變遷，讓學生彎下腰，親手回
收分類，才知道環保的重要！
學校有一項傳統，新生入學必得接
受的「震撼教育」，前往慈濟環保站做
分類。眼前滿坑滿谷的資源回收，學生
們戴上手套，逐一將紙類、寶特瓶、塑
膠等回收物分類、整理、打包。學生都
對臭氣撲鼻的回收物印象深刻，平時隨
手一扔覺得已經分類就好，容器未清
洗，或者根本就將一般廚餘和垃圾混合
丟棄，造成後續處理者的困擾。期許同
學透過自己親身力行省思「做中學，學
中覺」，拓展出不同的世界觀，進而改
變其意識形態，這樣才能澈底解決環境
問題。資源回收量越高，不代表垃圾減
量，慈濟科技大學的目標，在於更長遠
的「零產出」。
多年來，學校推動多元文化教育，
對於各族群文化同等尊重兼容並蓄，尊
重原住民族傳統文化技藝及生活方式，
但也兼顧原、漢校園共同學習及社會發
展融合模式。而原住民族所推崇的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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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We Can(Weakness, Enhancement,
Creation, Aggregation, Network)的思維
推動環境教育，正視東部存在的經濟弱
勢、文化弱勢、教育弱勢(Weakness)等
構面。積極強化(Enhancement)校內圖
書資源、教學設備、專業師資、社區
服務，以及校外策略聯盟學校、政府部
門、原鄉部落、新住民相關協會之協力
關係；創造(Creation)社區民眾、新住
民進修／回流教育，以及求知求新的進
修管道，創造原鄉文化傳承與部落再造
的契機。
聚合(Aggregation)校內外資源，並
透過數位化分享途徑，建構東臺灣技職
教學資源平臺(Network)，為偏鄉技職
教育東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傳承，以及社
區民眾奉獻心力。

學校組

提升教職員生環境素養，實踐
負責任環境行為

建構東臺灣技職教學資源平臺
(Network)

屆國家環境教育獎

未來展望

第

愛地／天地共生（地球只有一個）、
「用多少取多少」（世代福祉、永續發
展）的觀點，亦可作為學校推動環境教
育的核心理念。
另外，藉由原住民母語課程與原住
民傳統技藝選修課程，推廣原住民傳統
民族技藝或教學課程（舞蹈、織布、藤
編、木雕、皮雕、樂器），保留與傳承
原民文化與技藝。同時透過多元文化觀
點推動族語教育，經由部落參訪帶動學
習動能，透過專業所學回饋族人，善用
耆老智慧導入課程，強化資源及擴大分
享效能，將成果透過數位化匯流與分
享，為偏鄉之技職教育與東臺灣原住民
族文化傳承貢獻心力。

推動綠色生活教育，開設多元通識
環境教育課程，增進環境保護知識、技
能、態度及價值觀，實施節能減碳及資
源再利用的教育扎根工作，落實環境保
護人人有責之校園生活，建立師生將綠
色環保理念內化為其信仰，並成為日常
生活中的習慣。

充實校園優質化建設，改善校
園環境品質
規劃永續校園，轉化傳統校園環
境，以「生態、節能、減廢、健康」的
綠建築為首要，採用健康建材與自然素
材，改善耗能建築，有效利用自然採
光、通風、溫度、濕度等自然資源，以
綠色植栽等人性化設計，結合環保及資
源回收再生利用，以符合永續發展之綠
色、生態、環保、健康、省能、省資源
之目標，亦減低大地負擔。

原住民族博物館-原住民學生向外賓
介紹部落文化

參與響應111世界蔬醒日，全校師生
素食868人次，減碳達677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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