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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彰化縣大村鄉八卦山麓的大葉大
學，創設於79年3月，旨在建立一所德國
式 工 業 大 學 ， 以 「 理 論 與 實 務 並 重 」、
「人文與科技整合」、「師徒傳承」與「產
學合作」的教育理念，培育「肯學、肯
做、肯付出、肯負責」的四肯人才。於79
學年度開始參加大學聯招，目前教職員生
逾萬人，共設立「工學院」、「設計暨藝
術學院」、「管理學院」、「外語學院」、
「生物科技暨資源學院」、「觀光餐旅學院」
及「護理暨健康學院」等7大學院，並擁
有「住學合一」的書院制度。大葉大學辦
理過全國大專運動會、全國大專社團博覽
會、大學校長會議、百大企業夥伴策略聯
盟及產學結盟旗飛揚等重大實
績，並連續多年獲得教育部「獎
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之補助，
充分展現該校完備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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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準、優異的管理能力及深厚的研發潛
力。
學校座落於「參山國家風景區」八卦
山風景區當中，在創校初期就以「與自然
環境共生共榮」為原則，進行環境設施之
規劃，校園四周天然林木環繞，環境優
美，各項設施融合八卦山區的自然環境與
綠色科技研發能量，以及綠色美學之設計

「大葉鷹蹤」校園尋鷹戶外教學

員林國小師生參觀智湧塘

理念。透過綠色校園的環境薰陶與綠色永
續教學資源，多年來的課程與活動厚植師
生之綠色競爭力，除推動生態與環境保
育、落實污染防制及資源回收外，更致力
於節能減碳之技術研發與管理實踐，陸續
通過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等認證，打
造學校成為一所省水與節能
的低碳學園。在推動環保
實績豐厚成果基礎上，該
校連續3年蟬連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中華民國企
業環保獎」，並榮獲最高
榮譽獎座之肯定。

為了積極推動環境教育，善盡大學之
社會責任，學校將環境教育融入「教學卓
越計畫」，在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
畫中，訂立「綠色大學課程與體驗」及
「建構綠色永續校園」子計畫，進行全校
性環境教育之規劃、推動與管
考，以豐富預算及教學資
源。102學年度訂定及推
動「大葉大學學生綠
色護照課程認證制度
與實施方法」，除透
過「大學入門」課
程推動外，並鼓勵學
生平時進行自我學習
檢核。在精進通識教
為善盡高教社會責任
育及融合環境教育新元
及推廣環境保護經驗，進而
素部分，101至103學年度
落實環境教育的推展，分別於
共開設26門環境及永續發展教
環境教育志工培訓
101年11月及104年3月先後取得「環
課程「認識植物」
育相關課程，並爭取外部計畫經
境教育機構」及「環境教育設施場
費補助，充實相關課程內容。
所」認證，成為全國第1所同時具備雙項
成立環境教育中心，善盡高教社會責
環境教育認證的場所。於102年3月6日成
任，除了辦理核心課程研習及培訓環境教
立「環境教育中心」後，積極對外提供各
育人員之教育機構外，並配合環境教育設
級機關學校與各界人士綠色相關課程、環
施場所之成立，陸續推出適合學校及社會
境教育課程與活動體驗，並與在地各級學
教育之推廣課程與體驗活動。
校建立「環境教育遊學策略聯盟」，善用
在地社區與八卦山生態環境資源，發展出
一系列環境保護、自然生態保育、綠色人
文與永續發展之在地特色課程。

推動環境教育事蹟
大葉大學之環境教育推動在「校園永
續發展委員會」的架構下，由環境教育中
心與通識教育中心，以及卓越教學與品質
保證中心負責核心工作之規劃與執行，顯
現該校環境教育不囿於環安衛性質之總務
環保工作。

五育中學校外教學「介紹大葉綠能智慧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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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理綠色學程」產官學共構學分學
程，以系所原有基礎課程新增實務課程，
以輔導學生取得「ISO 14064主任確證／
查證員」及「能源管理系統主導稽核員」
證書，培養節能減碳專業人才投入職場。
重視防災教育，積極培養防救人才，工學
2014中時生活粉絲團票選全國校景第1名

邀請臺水公司入校傳授省水撇步

積極推動自然步道生態教學活動，於
校區邊坡及自然步道沿線復育原生樹種及
林下層植被，並融入八卦山自然生態環
境，規劃及設計自然保育環境教育教案，
且逐年將校園之園藝型草花更替為本土特
色植物。在保護校園生物及舉辦生態教育
與導覽活動面向，將灰面鵟鷹與紫斑蝶等
遷徙過境之生態奇景，設計成為生態教育
活動的良好題材，且透過招募師生參加校
內外生態研習活動，以培訓校園生態解說
志工，並擔任相關課程與活動教學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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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校園湧泉水的由來與循環使用

院於104學年度新增設「消防與公共安全」
學士學位學程，為國家社會培育專業救災
人才；另外，在通識課程中開設「環境與
防災」及「國土保育與企業環境責任」等
課程。

推動校園低碳節能公共運輸服務
與共乘教育，102學年度起推動「525交通
服務專案」，以方便快速接送校外通勤學
生，在積極宣導與獎勵措施公布後，除降
低交通危安事故外，更達到節能減碳之目
標。

建置環境教育資源管理系統，打造省
能校園。98至102年投入節能設施改善經
費近6千萬元，與98年相比總共節省用電
量96萬度，減少CO2排放量606噸。依經濟
部能源局年報，學校用電EUI（每年單位
樓板面積之用電量）為69.9，遠優於一般
大學平均值之87.2 。在節水方面，大葉大
學之人均用水量為35.9公升，僅國立大學
之人均用水量三分之一，主要是學校利用
校園內的中水回收系統、雨水撲滿及自來
水監控系統等設施，並搭配專業課程進行
實地教學活動，以達節水之效。

開設氣候變遷調適相關專業
學分學程及「溫室氣體暨

推動資源回收再利用，讓資源回收量
由99年之82.7噸上升至102年之109.3噸，

應呈現之面向，而能再進一步進行組織調
整、課程融入、活動規劃，以及成果之管
考與自我檢核。很榮幸的，此次能將我們
推動作為及成果與各界一同分享，最重要
的也藉此確立本校發展環境教育的整體展
望與身為高教機構所肩負的社會環境責
任。

通識課程福寶溼地生態巡禮

回收率提升至24%，以及推動行政系統與
學習課程數位化後，每年約可省下8佰萬
張紙，並定期舉辦「二手工坊」及「圖書
館二手教科書送愛心」等活動。另外，學
校每年廚餘回收26噸，可產出有機堆肥15
噸，有效應用於校園環境生態營造。

坐擁八卦山林自然環境是本校自我定
位為「綠色大學」最大的優勢，擁有蒼翠
美麗的校景與卓越的環境管理設施及節能
實績更是我們自詡的環保招牌，也是本校

為了健全服務學習制度，結合設計藝
術學院成立「城鄉發展暨產業振興研究中
心」，帶領師生以社區營造與規劃服務專
案為基礎，積極參與文化部與縣市政府之
各項文化保存與文創計畫。
訂定「學生服務學習實施辦法」，並
將學習時數列入畢業門檻，學生所從事之
服務不僅是日常清掃美化之「勞作教
育」，更包含社區公益、教育輔導、營隊
辦理、醫院志工及環境生態保育志工等社
會參與；另外，每年有10門以上專業課
程，將教學融入社區環境服務學習。

環境永續課群拜訪吳晟老師的樹園

推動心得
非常感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彰化縣
環境保護局，以及各位評審委員給予本校
之肯定與支持。我們曾經報名參與前2屆
國家環境教育獎，汲取許多學習經驗與自
我成長的契機，特別是從過程中更掌握推
動環境教育之目標、工作規劃重點與成果

環境教育解說教室進行多媒體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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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水資源日邀請水利署節水宣導車入校

屢獲企業環保、省水節電與資源再生等相
關績優獎項的基礎。然而我們也明白所謂
「環境教育」決不僅止於硬體面之建構與
日常性之環安衛工作，我們從參獎經驗中
認識到環境教育應該回歸到教學與生活行
動實踐層面，也就是貝爾格勒憲章
（Belgrade Charter）所揭櫫之環境教育是
以獲得「環境覺知、知識、態度，以及評
價和參與解決環境問題的技能」為目的，
而進行澄清觀念與形成價值的「教育過
程」。
因此，本校採取更積極與切題的作
法，將環境教育由傳統之「環保教育」與
「勞作教育」思維，提升為培育環境公民
素養的「跨領域綠色永續學習」。在教學
上結合系所專業課程，融入通識博雅教育
與書院生活教育，並列入推動卓越教學與
校務永續發展的核心計畫，由環境教育中
心、通識教育中心及卓越教學與品質保證
中心共同參與課程與活動之執行。本校之
「環境教育中心」，除了執行校內環境教育
工作外，同時也是對外進行推廣教育任務
的主力，因為我們深切認知，做好環保不
是為了獨善其身，身為大學更有推己及人
之責。很榮幸本校能夠獲得「教育機構」
與「設施場所」雙項認證，不僅能為培養
環境教育專才盡一分心力，更樂意
藉由「環境教育遊學策略聯盟」
機制，分享校園做為共同學習
的園地。基於「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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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精神，當前環境教育法並未強制規
定大專院校師生每年需接受至少4小時環
境教育，代表各大學必須建立自己的環境
教育政策；我們認為應從推動配套制度與
深化教育內涵做起，因為環境教育做得
好，不在於進行過多少次環保宣導或發動
掃街、撿垃圾活動，而是在於能突破宣導
形式產生內化改變，結合品德教育，以實
踐環境倫理與永續發展才是真正目的。
在環境教育的道路上，我們還有許多
課題與進步空間。願與大家共同切磋，相
互勉勵，齊為環境未來而持續努力。

未來展望
大葉大學將遵循「國家環境教育綱領」
所揭櫫「地球唯一、環境正義、世代福
祉、永續發展」之理念，提升全體師生與
社區公民環境素養，實踐負責任環境行
為，創造跨世代福祉及資源循環利用之永
續社會而努力。未來推動環境教育之後續
策略及作法，如列所述。
深化大學自主環境教育，導入綠色學
習護照認證制度。現有學生綠色護照課程
認證制度將結合「學習歷程檔案系統」實

生物多樣性與生態永續通識課程「生物多樣性地圖製作」

施，具體要求每位學生達成環境教育法第
19條「每年參加4小時以上環境教育」之
基本規定。
強化環境教育遊學策略聯盟，優化校
內外師生實地學習場域，增建專屬體驗教
室與戶外教學解說設施，將環境教育教學
設施與系所專業課程空間分流，以提供校
內外師生及學員更優質的互動教學場所。

休閒系「綠色旅遊課程」參訪溪頭自然園區

充實校內外環境教育志工制度，協助
在地鄉親環境教育培力工作，除了定期辦
理校內志工知能培訓外，未來將與校外社
群攜手，並導入外部駐校志工制度，讓校
友、社區居民及各級學校師生，只要有熱
情及興趣者，都可以加入推動環境教育的
行列。

校園咖啡館活動進行議題討論

為推廣社會環境教育，特別是喚起國
民重視環境倫理與永續發展議題，未來將
與地方環保局加強合作，進行巡迴推廣並
提供種子師資，以課程融入方式，鼓勵師
生參與環境行動。
結盟中部地區民間組織及社區團體，
善盡環境教育資源共享。大葉環境教育中
心為「中區環境教育區域中心」合作夥
伴，未來將結合「機構」及「場所」雙認
證之優勢，深化與中部機關、學校、企業
及社區之策略合作。
大葉大學未來校務發展與校園規劃將
結合環境教育發展目標，以打造「類博物
館」及「生態園區」之概念，將校園與八
卦山台地、彰化平野及彰濱海岸之生態環
境，以及在地人文民俗資源串聯成一條具
有環境教育內涵之休閒與文化學習動線，
並與在地精緻農業、綠色文創及永續科技
產業結盟，將學校定位為綜合綠色生態營
造、綠色生活經營與綠色生命教育內涵的
教育園區，不僅為「參山國家風景區」再
創亮點，更為大彰化及中部地區創造一處
優質豐腴的環境教育基地。

精誠高中學生參訪大葉植物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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