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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智揚老師任教於新竹市立成德

存有信任危機，所以在進行之初並不順

高中，在10餘年的教學生涯中，曾於

遂。然而，隨著環保署公布的「節能減

93至96學年度兼任衛生組長，其間雖

碳十大無悔措施」等政策，因應與調適

曾獲得新竹市校園綠美化等競賽殊榮，

全球暖化的環保議題終於漸漸受到社會

也依職責辦理過電池、資源∕廚餘回收

大眾的重視與響應，在國外方興未艾的

及環境教育宣導相關業務，但對於全球

活動影響下，國內相關活動也逐步開

暖化議題卻未有深切的認知，直到在一

展，環保永續的觀念也在近年看見許多

次偶然的機會下，申請美國前副總統高

具體的成果。

爾製作之「不願面對的真相」紀錄片放

羅智揚老師近年來陸續加入社團

映活動，才對地球面臨的危急處境有進

法人桃園縣推廣教育協會、中華民國妘

一步的體悟，也開始認真思索永續家園

尚愛地球低碳協會及社團法人桃園縣溫

的真諦，進而積極投入環境教育，展開

莘教育推廣協會積極推行環境教育，其

志工生涯！

間辦理過抗暖化講座、大專青年氣候變

不過，自發性的公民運動常因缺

遷研討會、抗暖化公益講師培訓營、抗

乏政府支持與資源挹注，而且民眾對於

暖化展版展出、環保健康書展、低碳環

全球暖化議題也缺乏獲得資訊管道，加

保養生蔬食教學∕品嚐及環保蚊香∕清

上對於「公益活動」的初衷與內涵普遍

潔劑製作教學等多元化的環境教育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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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心，從日常生活裡處處都

屆國家環境教育獎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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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落實環保的理念，那麼，我們留給
下一代子孫的財富，除了經濟成長外，
更加珍貴的，還有珍貴無比的永續環
境！

環境教育事蹟
師，規劃並協助進行各項宣導活
動。

組

辦理低碳環保蔬食品嚐（新竹市營養師公會 ）
新竹市衛生局姚克武局長蒞臨指導

人

一、加入公益團體，擔任環境教育講

灱近 2 年 擔 任 環 境 教 育 講 師 共 計 7 1
場，計17,789 人次參與。
牞
 出任行政職規劃並協助進行各項宣
導活動，安排及協調抗暖化宣導工
作。
犴辦理抗暖化展版展出、環保健康書
展及環保蚊香∕清潔劑製作教學。
犵承辦與協辦氣候變遷研討會，舉辦
低碳環保蔬食餐點品嚐、蔬食烹飪
協辦環保紀錄片欣賞－微妙的平衡 （中興大學）

教學。
玎協 助新竹市各小學（共計29所小

作，除了在校園宣導推廣環保理念，也

學）取得慈濟發行之「呼叫妙博

深入社區鄰里、公民營機構、監獄、看

士」校內公播版權，並籌資贈送各

守所及民間社團，投身公益不落人後，

校一套教材。

頗堪嘉許！
在教學工作崗位上，羅智揚老師

甪規劃、執行一貫道宏宗聖堂道學院
「抗暖化公益講師」培訓營。

也善用每一個機會，除了在課堂上將環

癿編製上課簡報、講義及購置環境教

境議題融入教學外，在社會科領域平

育教材於各項宣導活動中發放。

臺、時事公布欄也提供眾多的環境教育

穵組訓「萬能博士劇團」及「媽媽故

資訊。此外，在教師研習及學生社團活

事團」，並設計製作劇組舞台。

動時，也藉由環境影片的推廣、介紹與

网自 100年11月起參與公益網站「醫

賞析，讓師生以多元的途徑吸收環境教

界蔬食聯盟」環保教育組，編製資

育的訊息與新知，充分讓每一個生活場

料PO網並協助管理網頁工作。

域都能成為環境教育的處所。

艸擔任溫莘推廣教育協會多項職務，

9

環保書展 明新科技大學
參加臺灣20XX 面對氣候變遷下臺灣該做的準備
世界公民咖啡館 臺中場

置環境教育資料。
甪參加主婦聯盟舉辦之「紀錄片：牛
糞傳奇」解說員培訓，並辦理校內
研習活動及辦理社會科領域教師研
習，並對任教的高三班級解說並播
擔任環境教育講師 基隆市文昌社區

放此片，讓學生瞭解全球化過程中
不為人知的面向，如跨國公司以基

積極從事環境教育工作。
艼參與妘尚愛地球低碳協會，並擔任
志工講師及第一屆常務理事，從事
低碳環保蔬食推廣活動。
二、將環境教育融入校內教學活動與課程
灱於任教班級配合課程並隨機將環境
教育融入課程。

正義、環境衝擊的議題等。
癿參加桃園縣推廣動物保護協會等團
體舉辦之「2011動物保護教育桃
竹苗區種籽教師研習」，探討生命
教育及流浪動物與環境之關係，結
合抗暖化議題，以「動物保護法」

牞利用編製隨課講義的剩餘頁面，加

觀點切入及融入各場次講座活動，

入環保資訊∕介紹環保署相關網

發揚愛護動物、保護環境的環保理

頁，提供學生環保資訊。

念。

犴辦理教師及學生環境教育影片研習
與賞析。
犵配合社會科領域時事新聞編製輪
值，將最新環保議題製成海報，張
貼於校內布告欄。
玎於校內「社會科領域平臺網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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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改造食品對開發中國家糧食生產

穵參加環保署辦理之「2011清淨家
園EcoLife暨節能減碳種子教師訓練
班」。
网參加環保署辦理之「世界公民咖啡
館論壇」。
艸擔任成德高中環境教育種子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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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新竹市稅務局擔任環境教育講師

依據「環境教育法」之規定，規劃

犴計畫與新竹市教師會合作，規劃辦

並執行全校師生環境教育時數4小

理新竹市教師環保電影展，透過電

時。

影和老師們對談，落實環境永續發

艼持續參加各項環境教育研習活動，

吸收新知維持動能。
芀參與新竹市環保局「低碳健行五月

天」活動，擔任「低碳蔬食」宣導
講師，並於環境教育宣導講座等活

展。
犵推
 動環保酵素製作與應用教學，減
少環境賀爾蒙對身體與環境的傷
害。
二、校內活動部分：

動中發放環保署印製文宣「節能減

灱持續推動前述各項環境教育工作。

碳隨身卡」。

牞建議學校開闢「落葉堆肥場」，廢

艽在環境教育宣導講座中介紹環保署

節能減碳政策與相關出版品。

物利用並減少垃圾焚化，減少排
放。
犴建議學校規劃新建案時考慮綠建築

未來展望
一、校外活動部分：

與綠建材，響應環保永續發展。
犵推動校內「惜福愛福」活動，鼓勵
學生將剩餘之營養午餐以自備之環

灱持續推動各項環境教育工作。

保餐具帶回家與親友分享，減少廚

牞持續參與環境教育相關研習，充實

餘量，也珍惜市府的愛心。

自我準備取得環境教育人員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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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能博士兒童劇團─全球暖化與調適之道
新竹縣竹東鎮民族托兒所

環保影片─ 美味代價賞析
新竹市立成德高中電影研究社

專業成長 參加安德魯 韋弗教授
全球暖化的挑戰演講

擔任環境教育講師&環保柚子蚊香製作教學
新竹市龍山國小

玎規劃於校內自辦教師研習時，納入

署相關網頁，如EcoLife普及版列為

有機農場、堆肥場之實地參觀及考

宣導重點，並鼓勵實行成效卓越之

察。

師生。

甪建議學校採購新設備時，採購環境
教育教材及環保影片，利用共同時
段播放提供師生共同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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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心得

癿建議學校於晨讀活動中，增列環保

投身環境教育公益活動不知不覺

影片∕書籍為建議書單，並鼓勵學

竟已5年多了，合作夥伴的打氣鼓勵、

生於「每月一得」寫作中，以環保

接觸對象的熱情回饋都是支持我持續前

為寫作主題。

進的動能！在推行公益活動時，一直不

穵建議學校恢復舉辦「廢電池回收競

斷提醒自己應保持客觀中立、不能謹守

賽」，加強學生資源回收行動力。

本位主義！因此，在每次活動中，我們

网建議學校在環境教育部分，將環保

保持開放而客觀的態度，與各界維持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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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環境教育績優獲新竹市長頒獎

好互動；同時，也不吝嗇跟大家分享所

與付出的！

有資訊，保持宗教、政治中立，不謾

很高興能見證這一段歷史，當

罵、攻擊，純以科學數據與醫學文獻立

然，也可以很自豪的說，自己一直參與

說，往往都能收到良好的交流與回饋，

其中！但也時時提醒自己：還可以做的

精心編製的資料也受到大眾普遍的肯

更多、更好！根據這幾年推行環境教育

定。我深信：只要用心付出，一定會被

的經驗，大家都很愛護地球，只是知道

看見，當然也會感動他人，進而吸引更

的太少！一旦有所認知，大多數的人都

多人投入！

願意為地球做一些改變！原因無他，我

環境保育向來深受經濟榮枯影

們都住在這個地球村裡！

響，看來也似乎是相互衝突的！但其

知識就是力量！行動就是改變！

實兩者之間是可以尋求雙贏的！這幾年

我相信地球的永續發展是可以落實的！

來，很明顯看到國內外氛圍的改變：全

最後，要感謝老婆大人無怨無悔的支

球暖化這個環保議題從一開始的懷疑與

持、還有寶貝們無私無我的奉獻，讓我

抗拒，成為人人多能侃侃而談、身體力

得以在課餘、假日南奔北跑盡情投入環

行的改變，從隱流到顯學，在在說明大

境教育！也誠心祝福一路給我鼓勵∕挑

家還是非常關心，也願意為環保做改變

戰的朋友，沒有您們我做不到，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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