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具環境友善又精深專業的優質學
園，讓朝陽人在這裡茁壯、成長，成
為備受業界及社會歡迎的專業人才。

優等

財團法人

朝陽科技大學

為使培育出來的學生具有國際
觀、環境觀、重視職場倫理及上班即
上手等基本觀念，將「深耕臺灣、邁
向國際、永續發展」定為學校發展願
景。為將學校推動環境教育的成果與

綠色大學領頭
環境教育攜手向前走
校

長

聯絡人
電

鍾任琴
陳銘雄／環境安全衛生中心組長

話 （04）23323000轉6091

Email

ensafe@cyut.edu.tw

地

址

臺中市霧峰區吉峰東路168號

網

址

http://www.cyut.edu.tw/

．學校組織介紹．
朝陽科技大學係由楊天生先生獨力
捐資、捐地所創辦，旨在感念雙親劬哺
之恩，並回饋社會，於83年奉教育部核
准立案招生，校名為「朝陽技術學院」，
為國內第一所私立技術學院。由於辦學
認真，績效卓著，更於86年奉教育部核
准改名為「朝陽科技大學」，改制之快，
打破臺灣教育史記錄，成為全臺第一所
私立科技大學。學校設有5個學院、5個
博士班、20個碩士班、22個學系，學生
約17,000人，教職員工逾600人，師資陣
容及教學設施深受各界肯定。
學校重視學生品德養成及環
境素養的建立，同時也打造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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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分享，並擔負大學的社會責任，
每年除辦理多場環境教育推廣活動
外，更整合校內相關設施與課程，獲
得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教育設施
場所」認證通過，也成為第1所獲得
該認證的大學，且由於推動環境教育
成效卓著，近年來屢獲各界肯定。

推動環境教育事蹟
建立組織及運作
●

為營造符合綠色、生態及具有永續
精神的校園環境，學校積極推廣環
境教育與研究，創造永續文化及培
育具有環境責任與素養之公民，並
成立「綠色大學推動委員會」，成

學校組
員除校內教師及學生代表外，還
包括校外社區代表及專家等。
●

導入教育部校園安全衛生管理系
統、ISO 14001、ISO 14064-1、
ISO 50001 、OHSAS 18001 及
CNS 15506等管理系統，並將推
動環境教育列入環境政策中，每
年均進行系統維持驗證。
設置一級單位
「環境安全衛生
中心」為專責單
位，監督管理適
用職業安全衛生
法規相關系所所
屬實習（驗）場
所、負責校園環
境管理、規劃與
推動環境教育及
建構永續校園
等。

●

設置專責環境教育人員，負責年度環境教育
計畫規劃與訂定，並依據年度環境教育計
畫，進行各單位環境教育推動情形之查核。

●

於102年7月23日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教
育設施場所認證通過，並成為第1所設置環境
教育設施場所的學校。

●

環境教育相關領域師資約占整體師資12%，
分布於各系所單位，且整個教學團隊熱心主
動，充滿活力，全心全力推動環境教育。

●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自創校起即實施「勞作教育」課程，所有大
一新生、轉學生及外籍生皆必修，每學期舉
辦勞作教育日，校長及全校師生一起動手清
理校園及校外街道。勞作教育其內涵包括生
活教育、環境教育、品德教育及服務教育，
透過平時修習勞作教育，讓學生從動手整理
學校環境的過程中，培養學生「愛校惜物」、
「勤勞動手」、「將心比心」、「互助合作」及
「愛清潔、重環保」的良好習慣，除養成學生

●

環保夏令營—921地震教育園區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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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修習環境教育相關通識課程
的學生，占全校學生13%。

每週一蔬食推廣活動

對自己求學與生活環境應共同維護與清掃的
責任心外，藉由「做中學」的過程融入學生
的生活中，以培養具備環境素養的國民。
●

要求各任課教師於下課前實施「一分鐘環
保」，提醒學生收拾座椅周圍環境、將垃圾進
行分類及關燈、關冷氣，讓學生養成節能減
碳的習慣。

●

環境教育課程分成「系所專業課程」、「通識
教育課程」、「服務學習課程」及「環境議題
融入課程」四大面向進行規劃，並將環境教
育課程融入美學、化學、工程暨各種通識課
程領域中。

＊服務學習課程：為讓學生將學習
成果推展至社區及中小學，自
100學 年 度 起 開 設 服 務 學 習 課
程。與環保議題相關的課程包括
「溫室氣體盤查與節能減碳」及
「服務學習—實習與實務專題」等
2門，希望運用所學之環保與防災
專業，至社區或中小學進行專業
協助，讓學生在環境素養提升
後，能轉化為環境行動力，服務
社會，提升整體的環境素養，以
達雙贏之目標。

＊系所專業課程：受到綠色思潮的影響，除環
境工程與管理系外，各系均依系所屬性開設
環境教育相關課程，全校各系所（不含環管
系），100—101學年度環境教育相關專業課
程共開設51門，計有3,342人次。
＊通 識 教 育 課 程 ： 每 學 期 開 設 綠
色、永續及社區總體營造等環
境教育相關課程，供全校學生
修習。100學年度開設環境
倫理學、環境與生態、永續
發展與低碳生活及環保生活
等 10門 （ 33班 ）， 計 有
2,041人次修習；101學年度
開設環境倫理學、環境與
生態、永續發展與低碳生活
及防災概論等10門（36
班 ）， 修 課 人 數 2,083人
校長簽署環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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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議題融入一般課程：將氣候
變遷、環境倫理、生態保育及永
續發展等環境議題，融入課程單
元中。系所課程方面，也適時將
環保議題融入課程，如工業設計
系學生畢業設計專題以「資源回
收再利用」為題目，將廢紙、廢
木材、果皮及小花蔓澤蘭等廢棄
物或有害植物，以設計手法轉化
為環保產品。
● 環境教育活動推廣包括校內、校

外及環保志工培訓三面向；校內
環境教育推廣依環境教育八大專
業領域範疇，規劃具完整性之環

程均有心得分享學習單，以做為環境教育成
效評估之依據；在環保志工培訓方面，自101
年起組織環保志工隊，協助學校推動環境教
育活動，且每年辦理培訓活動，以提升志工
環境知能，近2年共培訓112人次。
將多處環保設施，如中水回收處理廠、雨
水回收、落葉堆肥區、教學大樓屋頂隔熱系
統、再生能源設施、擋土牆自動連續監測系
統、PMV 舒適度管理系統及綠色永續管理中心
等，融入環境教育意涵，並發展出相關環境教
育教案。
學校位處車籠埔斷層附近，設置自動監測
系統及模型，將災後地型變化做為環境教育教
環境教育設施導覽—光德國中

環境教育設施導覽—車龍埔國小教師

境教育推廣活動，100—102年共
舉 辦 89項 環 境 教 育 相 關 推 廣 活
動，參與人數超過萬人；校外環
境教育推廣則積極協助社區及中
小學環境教育推動事務，如暑假
為弱勢學生舉辦環保夏令營，課

環保夏令營—太陽能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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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志工培訓

材，設置簡易順向坡模型、地錨功能剖面，讓
學生瞭解環境影響的層面，讓維安及教學能兼
顧。
學校所在地（霧峰）為一人文薈萃之地，
開設「霧峰學」，讓學生對學校周圍的環境、人
文、歷史及政治有所認識，並以此積極參與社
區營造事務，如霧峰光復新村荒廢多年，師生
結合社區資源辦理霧峰慢活活動，號召20個社
區及附近學校，將20間老房舍改裝成為20個不
同特色的展館，讓居民及遊客體驗霧峰各社區
的自然景觀、歷史文化及社區營造成果。為了
讓推動社區營造與文化保存更有系統性，學校
成立「地方文創產業發展中心」，透過組織的運
作，讓地方文化得以發揚，讓學生踴躍參與，
使傳統文化得以傳承。
學生藉由課程啟發，積極參與環境事務，
如社工系學生的方案實習課程介紹食物銀行，
學生受到課程啟發，主動利用寒假，以機車環
島11個縣市推廣食物銀行，藉此提醒民眾珍惜
食物，減少浪費。

未來展望
朝陽科技大學依據辦學藍圖擬訂中長程校
務發展計畫，在環境永續政策上，以「推動綠
色大學，發展境教特色，提升環境品質」為策
略，充分發展安全、友善及永續的校園特色。
為達成目標，將藉由近、遠程的目標規劃
與推動，導入管理系統的PDCA循環系
統，定期檢視與調整，期使學校環
境教育推動更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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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程方面以「地方文創產業發
展中心」為核心，積極參與社區營
造與文化保存活動，如成立「臺中
市社區營造中心」及持續辦理「霧
峰慢活」活動；持續辦理環保夏令
營，提供弱勢學生暑期學習活動機
會，並從活動中學習環境技能；持
續辦理金秋環境季，以國、高中生
環境教育為主，提升學生環境素
養；持續辦理環保志工增能及課程
增能活動，強化環保志工導覽解說
能力，並提升環境教育課程品質；
完成環境教育機構設置；運用具有
特色之環境教育課程，編撰適合高

勞作教育課程

中生學習的環境教育教材，以提升
環境素養與在地文化認同；運用已
通過申設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深
化對高中、國中、國小及社區民眾
之影響。
遠程方面規劃完成校內學生環
境素養調查並分析，以做為後續推
動環境教育之參考；與中區各大學
組織環境教育聯盟，運用各大學資
源，提升中部地區全民的環境素
養；透過「臺灣綠色大學聯盟」之
平台，積極參與國際環境教育活
動。

學校組

推動心得
根據聯合國跨政府間氣候變遷
小組（IPCC）的歷次評估報告都顯
示，全球暖化的元凶是人類，而且
這個證據越來越明顯。因此，為落
實節能減碳，降低溫室氣體排放，
本校每年編列大量經費進行設施改
善，如建置用水用電監控系統、使
用再生能源、汰換耗電空調與電氣
設備、建置中水回收系統及建置屋
頂隔熱裝置等，當然這些設施的投
入，都可達到預期節能的目標，只
是對大部分的師生而言似乎毫無感
覺。然而，節能減碳這件事應是人
人有責，且要透過大家的落實才能
做的好。因此，除硬體設施建置
外，本校也將相關環保設施與課程
及活動相結合，讓師生能深入瞭解
這些設施設置的意涵。

本校也將環境教育觸角擴展至校外，如
「以大手牽小手」協助中小學進行校園永續環境
的改造，師生會不定期至鄰近中小學協助環境
教育宣導，除了將環保理念傳達給中小學生
外，我們的師生也得以提升環境技能。另外，
師生也會主動參與社區的節慶活動，透過活動
凝聚民眾對社區的認同感，並將傳統文化保留
下來，學生也經由參與，認識更多在地文化。
我們都知道在臺灣，整體來說小學生的環
境素養最好、國中生次之，再則高中，到了大
學，以前學會的環境知識與技能似乎都忘光
了。為扭轉此態勢，本校藉由勞作教育、一分
鐘環保、課程融入與辦理活動等多面向推動環
境教育，從學生主動發起宣導食物銀行活動及
組織社團參與社區環保事務即可得知，藉由潛
移默化，師生已具有基本環境素養。但對我們
來說，後續還有可再進步的空間，希望有更多
的師生主動參與，並將影響力擴展至中部地區
乃至全國，以提升民眾整體環境素養。

高中生環境教育暨金秋環境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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