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投縣 

106 年度環境教育 

行動方案執行成果報告 

 

 

 

 

 

 
中華民國 107年 4月 



 

I 

目   錄 

第一章 年度工作項目摘要 ........................................................ 1 

第二章 執行現況及績效 ............................................................ 7 

第三章 分析檢討 ...................................................................... 49 

第四章 未來策進事項 .............................................................. 54 

 

 

 

 

 

 



 

1 

第一章  年度工作項目摘要 

我國環境教育法已於民國 100年 6月 5日正式實施，並於翌年後

實施。其立法精神與現有的環境保護法律最大的不同點在於，現有的

環境保護法律多為管制性、限制性的法律，而環境教育法是一部促進

學習及促進環境永續發展的法律，強調人民與自然環境斆學。有鑑於

此，為其提升全民環境道德，並整合自然環境教育資源，給予環境教

育經費及講習之法源依據。 

環境教育已為全民運動，需長期且有效的執行，也要結合政府、

學校、社區及媒體共同推動環境教育。以政府訂立法律實行規範；以

學校規劃教育課程進行教學；以社區辦理活動傳立正確觀念；以媒體

傳播訊息宣傳成效。此外，推動環境教育之志工與人員、環境教育設

施場所等群體，透過教育的推廣將環境意識、價值、倫理、技能及行

動融合在地的特點。可以藉由環境教育生活化增加縣民認同感，提升

縣民保護環境之意識，達到全民參與。由於南投縣格外受到大自然的

眷顧，潤澤而溫情，並提供獨一無二的土地，為台灣大地之母；更應

透過環境教育的過程，使本縣各階層團體及縣民瞭解環境發展對在地

性的重要，能主動關切環境問題，進而省思並改變個人的生活與行為

模式，以「地球唯一、環境正義、世代福祉、永續發展」為理念，透

過環境教育政策轉化為具體行動使環境教育意識內化成為南投縣民

生活態度，提升南投縣民環境教育素質。 

1.1 推動策略 

依國家環境教育綱領及國家環境教育行動方案，配合本縣地方特

色及環境教育推動方向，訂定 106年南投縣行動方案短期行動策略一

至四，透過健全法規、組織人力及推動特色環境教育場所，以奠定本

縣環境教育基石；訂定長期行動策略五至六，開發特色環境教育課程

與教材，並推廣與運用於機關（構）、學校及各設施場所等，以深化

本縣環境教育，提昇縣民環境素養；持續推動行動策略七至十，以輔

導獎勵與考核評鑑本縣環境教育執行成效。依南投縣環境教育行動方

案規劃，預計完成之短程目標與長期目標為促使本縣各機關（構）、

學校，在環境教育法及環境永續發展原則下積極推動所屬業務，並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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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推動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輔導認證及配合社施場所辦理環境教育活

動及宣導，以奠定本縣環境教育基石。此外，加速環境教育普及化，

培育本縣縣民瞭解環境倫理，提昇環境素養，增進環境保護之知識、

技能、態度及價值觀，促使重視在地的生活、產業、歷史及自然環境

等發展特色，落實各項環保行動，融入本縣發展願景，以達永續發展

最終目標。爰此，本縣對環境教育推動規劃策略共區分為十大項： 

壹、 法規建置 

配合研修環境教育法相關配套法規。 

貳、 組織人力 

一、 設置環境教育審議會、基金管理會。 

二、 指定環境教育負責單位或人員，負責制訂法規、行動方案、 

執行計畫及獎勵評鑑。 

三、 加強環境教育負責單位人員培訓，以提升計畫執行能力。 

四、 機關、公營事業機構、學校及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

之五十之財團法人，應指定人員推動環境教育，其中學校

所指定之人員，應於法定期限內取得環境教育人員認證。 

五、 積極召募、訓練、運用與管理環境教育志工。 

參、 協調聯繫 

一、 邀請本府及相關單位召開工作會議，積極推動環境教育。 

二、 整合本府及相關單位共同推動環境教育，涵蓋學校及社會

環境教育、氣候變遷、災害防救、自然保育、公害防治、

環境及資源管理、文化保存及社區參與等面向。 

三、 結合社區、民間團體、企業建立夥伴關係，透過社區營造、

在職教育、生態旅遊等共同推動環境教育。 

肆、 品質與認證 

一、 推動及輔導本縣環境教育人員、設施場所申請認證。 

二、 鼓勵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辦理環境教育，以及環境教育機構

辦理環境教育人員訓練或環境講習。 

三、 整合規劃具有特色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及資源，依據順應

自然、尊重生命之原則，優先運用閒置空間、建築物或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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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民間設置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並善加維護、利用、發展

多主題性之戶外學習活動。 

伍、 課程與資訊 

一、 蒐集、編撰及製作本縣各級學校運用課程教學及校園空間，

研訂環境學習課程或教材，並實施多元教學活動。 

二、 建置本縣環境教育宣導網，提供環境教育人才、設施場所、

課程、教材及活動相關成果等資訊。 

三、 規劃適宜之環境講習課程及教材，加強環境教育相關學術

研究，彙編環境教育之課程、教材及編製媒體影片與文宣，

提供全民便捷資訊。 

四、 建構本縣多元環境教育課程，涵蓋氣候變遷、災害防救、

水土保持、自然保育、公害防治、環境及資源管理、文化

保存及社區參與等面向；並研訂分級、分類學習內容。 

五、 以本縣現有終身學習或文官培訓制度，共同推動環境教

育。 

六、 辦理環境教育活動，主動發布資訊，並結合媒體宣導環境

議題及環境教育，擴大全民參與。 

七、 蒐集國際環境教育資訊，參與國際環境教育合作、交流及

活動。 

八、 本縣目前所面臨之環境問題及改善現況資訊透明化，讓縣

民得以瞭解。 

陸、 循序推動 

一、 機關、公營事業機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政府捐助基金

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應參酌環境議題、永續

發展訂定短、中、長程環境教育計畫，每年並完成所有員

工、教師、學生每年至少 4小時以上之環境教育。 

二、 推動本縣機關及學校人員建立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 

三、 鼓勵大專院校自主推動環境教育。 

四、 鼓勵全民、企業及各社群積極加入自主學習，改變行為，

實現永續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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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基金運用 

一、 設立環境教育基金，提供穩定財源，並辦理補助環境教育

機構、設施場所、環境教育活動及計畫。 

二、 妥善管理及運用基金，辦理環境講習、人員訓練、宣導活

動、教材、研究、國際合作及補助民間推動環境教育。 

捌、 輔導獎勵 

一、 輔導欲參加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環境教育機構及環境教育

人員認證申請之培訓、研習事宜。 

二、 鼓勵及輔助民間團體、企業辦理環境教育。 

三、 對環境教育成效優良者，頒發環境教育獎項或提供獎勵措

施，激勵全民參與。 

玖、 違規講習 

一、 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或自治條例經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罰鍰

及停工、停業處分者，施予環境講習。 

二、 針對講習參與者（個人、事業單位）進行再訓率分析，以

檢討稽查輔導及環境教育執行成效。 

壹拾、 考核評鑑 

一、 針對本縣機關、公營事業機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政府

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每年應訂定環

境教育計畫及完成成果申報。 

二、 設立評鑑或追蹤考核機制，針對本縣環境教育每年度各工

作項目進行定期檢討，以實現環境教育整體推動目標。 

1.2 現況與議題 

我國推動環境教育已近 30 年，本縣推動許多環境教育措施、計

畫及活動，促使民眾之環境意識、知覺、技能及行動獲得成長與進步。

其推動現況及議題如下： 

一、 加強相關單位協調聯繫 

環境教育的面向廣泛，除了本府及各相關局處在政策推動與

業務執行時能納入永續發展的考量外，需要各級學校、企業、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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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團體、社區及民眾的主動參與，透過辦理環境教育活動、運用

網路宣導與終身學習護照等，逐步擴大縣民參與及自主學習，增

進各相關單位間之合作及資源整合，為本府推動環境教育的重要

工作之一。 

二、 妥善管理與運用環境教育經費 

過去大部分機關或單位無編列環境教育預算，相關所需經費

則由其他業務經費項下勻支，易造成因其他業務需求而排擠環境

教育經費，以致無法整體及持續推動。環境教育法中已明定編列

預算及設立環境教育基金，提供穩定充實的經費；惟有妥善管理

及有效運用環境教育經費，以擴大環境教育推動成效。 

三、 充分利用閒置空間，發展為環境教育教室 

將閒置空間再利用，結合附近生態景點與古蹟，成為最佳的

環境教學教室，並設計在地生態文化特色專屬課程，供地方機關、

學校與社區民眾方便就近參與環境教育教學課程或活動。如此一

來，不但可充分利用空間，減少資源耗損，也可提高民眾參與意

願，增加對地方的認知度與認同度，促進環境教育的推廣。 

四、 強化環境教育專業能力 

環境教育議題及範圍包含甚廣，推動者須具備環境教育專業

能力，除有效推廣外更能促使大眾具有正確環境保護知識、觀念、

價值觀、態度及行為等。為強化本縣環境教育的能量，除了積極

輔環境教育業務負責人及設施場所進行申請並通過認證，亦加強

培訓與研習課程，以提升人員的專業知能與計畫執行品質。 

五、 建立獎勵與管考機制 

大部分環境教育多由政府機關及學校推動，已無法符合現今

社會發展需求，建立或提供獎勵及輔導措施，以增進民間團體、

大專院校、社區及事業等多元化單位參與投入環境教育推動。而

對於推動環境教育成效優良者應予以獎勵表揚，激勵各界積極推

展。同時對環境教育執行成果與作法，應訂定追蹤考核機制，以

實現環境教育行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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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建立環境教育志工體系，定位環保志工與環境教育志工差異 

以往環境教育著重在環境知識的傳遞，以垃圾分類、資源回

收為主，而現在環境教育推動的議題已呈現廣泛性，舉凡空氣、

水污染、廢棄物處理、綠色消費、節省資源、自然保育及永續發

展等議題都是環境教育重要的一環。隨著環境教育推動體系逐漸

健全，對於志工的能力需求也逐漸提高，從以往協助清掃的環保

志工，轉型成具備環境知識與技能的環境教育志工。建立完整的

環境教育志工體系，透過環境教育課程培訓，提升環境教育志工

的服勤效能，有助於環境教育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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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執行現況及績效 

本縣致力於推動環境教育工作，自環境教育法實施後，已於民

國 100年 02月 08日行法字第 10000291890號發布南投縣環境保護

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並於民國 100 年 5 月 24 日府授環綜字

第 10001063930號函，訂定南投縣環境教育審議會設置要點。 

本縣訂定環境教育審議會設置要點後，遂積極組織環境教育推

動組織及其架構，並於民國 106 年 10 月 6 日召開第六屆南投縣環

境教育審議會會議。依南投縣環境教育審議會設置要點，委員會置

委員 9 人，其中 1 人為召集人，由縣長兼任；1 人為副召集人，由

環境保護局局長兼任；置有關機關代表一人，由本府教育處處長彭

雅玲兼任之；其餘委員 6人。 

本縣指定環境教育對象為 108處機關、8處公營事業機構、187

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共計 303個單位。目前已完成指定人員推廣

環境教育，並完成 106年度 4小時環境教育課程成果及 107年度相

關計畫之申報工作。 

自環境教育人員認證開辦以來，南投縣通過認證人數共計 374

人，包括經由環保署環訓所取得認證 188人及透過教育部取得認證

共 186人。取得認證的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

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奧萬大自然教育中心、溪頭自然教育園區、臺

大山地實驗農場、杉林溪森林生態渡假園區、茄荖山環保生態園區、

玉山國家公園塔塔加遊憩區、九族文化村-原住民部落區、國立中

興大學實驗林管理處惠蓀林場、日月潭特色遊學中心及萬大發電廠

等 11 處場所。此外，本縣相關單位及團體在環境教育的推動上，

第六屆國家環境教育獎共有社區組-珠仔山社區發展協會、機關(構)

組-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萬大發電廠及南投縣農產運銷股份有限

公司等 3個單位獲得環境教育縣內特優，並推薦參加全國複審作業。

由於本縣為觀光大縣，若有優質的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不僅能提供

優質的環境教育機會，亦有助於帶動地方產業發展，因此積極輔導

特色場域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推展環境教育學習與活動為

重點行動之一。 

另違反相關環境保護法規者須接受 1小時以上 8小時以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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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習，使其充分瞭解環境問題，體認環境倫理及責任，減少未來違

反環境保護法律之行為發生，本縣自 106 年 5 月起至 106 年 10 月

30日止，共辦理 3場次環境講習，參加講習人數約 162人。 

本縣結合各機關局處之資源，106 年「環保知識挑戰擂臺賽」

南投縣初賽共有 43 所學校辦理校內選拔賽，共計 196 人參賽，並

有學校教師、陪同家長共同參與競賽，顯示環境教育推動已從學校

深入家庭；第 5屆環保戲劇競賽、環保志義工環境知識競賽均吸引

社區團體積極參與，表現出南投縣社區團體參與環境教育活動的熱

忱與實力；辦理環境教育活動 3場，以「環境保護、節能減碳」為

宣導主軸；推動本縣民眾開通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結合「全國

淨灘活動-珍愛南投齊淨潭辦理」及「舊是傳奇」辦理 2場次設攤；

另推廣本縣所屬員工開通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辦理 5場次「環

境教育旅行」，共計 216 人參與。配合環保局活動辦理，期培養正

確的態度，改變個人的行為觀念，瞭解個人與社會及環境的相互依

存關係，落實全民參與環保行動，以達永續發展最終目標。 

 

  



 

9 

議題一、 加強相關單位協調聯繫 

一、 法規建置 

(一) 訂定環境教育審議會設置要點 

本府為促進轄內環境教育實施與發展，依環境教育法第十

二條第一項規定，設置南投縣環境教育審議會並訂定本要點，

於 100 年 5 月 24 日正式頒布(府授環綜字第 10001063930 號)，

每半年召開會議ㄧ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以審議、

協調及諮詢本縣環境教育行動方案、審議本縣環境教育行動方

案年度執行成果報告及其他事項。 

(二) 訂定本縣行動方案 

依據環境教育法第七條規定，依國家環境教育綱領及國家

環境教育行動方案，參酌地方特性，訂定南投縣環境教育行動

方案；本縣參酌縣政發展主軸研擬於 101年 12月 28日完成「南

投縣環境教育行動方案」，於本(106)年將以現況、工作項目、

期程等項目進行滾動式修正南投縣環境教育行動方案，並於

106年 4月 13日完成提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核備。 

二、 組織人力 

(一) 設立相關專責、諮詢組織 

1. 設立環境教育審議會 

106 年度南投縣環境教育審議會會議依南投縣環境教育

審議會設置要點，委員會置委員 9 人，其中 1 人為召集人，

由縣長兼任；1 人為副召集人，由環境保護局局長兼任；置

有關機關代表 1 人，由本府教育處處長兼任之；其餘委員 6

人，由召集人就具有環境教育相關學術專長(領域涵蓋環境工

程、污水處理、環境工程、生態教育、環境綠美化等)或實務

經驗之專家、學者及團體中遴選聘任，任期二年。 

本會任務有三，其一為審議、協調及諮詢本縣環境教育

行動方案及環境教育行動方案年度執行成果報告；其二為審

議本縣環境教育行動方案年度執行成果報告；其三為其他審



 

10 

議事項。並於民國 106年 10月 6日召開第六屆南投縣環境教

育審議會會議，會後協助彙整會議記錄，依各委員們意見修

正本縣環境教育行動方案。 

  

執行成果報告簡報 委員意見討論 

2. 設立環境教育基金管理會 

南投縣環境保護基金管理委員會組成：機關委員共2人，

專家委員共 11人，總計 13人，任期 2年。於本 106年 10月

6 日召開會議，其會中針對本府環境保局報 107(明)年度環境

保護基金概算編列情形及 106年度基金決算進行審查。 

(二) 指定負責單位或人員及其培訓 

1. 指定環境教育負責單位或人員辦理環境教育推動相關事項 

自民國 100 年 6 月 5 日環境教育法正式實施，本縣環境

教育法指定之對象共有機關 108處機關、8處公營事業機構、

187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共計 303個單位，已完成指定 129

位環境教育專責人員負責推廣單位內環境教育相關事項。 

三、 結合社區推動環境教育 

(一) 辦理社區環境及改造計畫 

為協助社區進行環境調查，進而辦理社區環境改造，促使

社區資源永續利用，並提出解決環境問題的方法及改善社區環

境，清除髒亂，綠化環境，並將閒置空間規劃再利用，打造社

區特色，達到促進社區發展的目標，希望透過在地環境調查與

維護環境的方式，進行社區環境教育扎根工作。南投縣環保局

致力於推薦轄內社區參加「社區環境調查及改造計畫」，本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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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仁愛鄉楓林社區發展協會」、「埔里鎮一新社區發展協會」

及「集集鎮隘寮社區發展協會」獲得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核定。 

 

  

8月 18日仁愛鄉楓林社區輔導 8月 18 日輔導埔里鎮一新社區輔導 

 

社區 執行成果 

仁愛鄉楓林社區發展協會 

1.每月社區環境整潔活動 

2.社區環境調查 

3.社區觀摩學習參訪 

4.環境教育推廣 

5.環境維護與管理-髒亂點清除活動 

6.資源永續利用-環保生物碳製作活動環境保護與復

育-自然農園推廣示範活動 

埔里鎮一新社區發展協會 

1.環境調查-人物、文化、地理等大面向 

2.社區志工培訓、社區觀摩學習參訪 

3.環境教育研習 

4.環境維護與管理 

5.社區節能減碳宣導 

6.資源永續利用-廚餘回收再利用社區生物資源監

測、調查與資料整理建檔 

埔里鎮清新社區 

1.建構社區資料庫 

2.建立健全志工群。垃圾減量、資源回收宣導。 

3.環境教育推廣。 

4.落實環境維護與管理。 

5.節能減碳。 

6.資源永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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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9 日埔里鎮清新社區輔導第一

次 
8 月 18日埔里鎮清新社區輔導第二

次 
10月 26日埔里鎮清新社區輔導第

三次 

 

四、 縣府各局處推動環境教育 

(一) 南投縣信義鄉公所 

由南投縣信義鄉公所辦理「資源回收宣導」、「資源回收、

廢棄農藥三沖三洗」等活動，針對社區及學校進行環境及資源

管理宣導，其宣導內容含有獎徵答活動、如何做好垃圾回收分

類、廢農藥罐三沖三洗及相關環境政策宣導等。 

  
106.06.15  105.06.28 

  
105.07.05 105.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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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8.24 105.09.08 

(二) 南投縣埔里鎮公所 

由南投縣埔里鎮公所辦理為期將近 4 個月的「森森森呼吸

(二)」以及 3場次的「資源回收環保教育宣導」等活動。「森森

森呼吸(二)」配合世界森林日，透過各式各樣的活動體驗，讓

民眾能快樂學習、與自然共舞，並能從「探索」森林、「關懷」

環境的過程中，承諾以「行動」來愛護地球。另外「資源回收

環保教育宣導」活動可以提升本鎮鎮民資源回收環保概念、環

境敏感度等相關知識，並進一步提升環境態度，以期能轉化為

具體行動，落實環境保護行為及有效解決生活上所面臨的環境

問題。 

  
106/6/1~106/9/30森森森呼吸(二) 106/6/1~106/9/30森森森呼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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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4.15-4/18 資源回收環保教育宣導 106.04.15-4/18 資源回收環保教育宣導 

(三) 南投縣竹山鎮公所 

由南投縣竹山鎮公所辦理「悠遊蚵人文與濕地探索之旅」、

「觀摩活動」、「動手清理積水容器及孳生源，共同防治登革熱」

等活動，潮間帶之旅使民眾感受台灣物種多樣性及體驗自然之

美。藉由活動的觀摩，提升本所同仁環保概念、環境敏感度等

相關知識，並進一步提升環境態度，以期能轉化為具體行動，

落實環境保。 

  
106.05.16自然保育 106.05.16自然保育 

  

106.07.18觀摩活動 106.08.29觀摩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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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8/29觀摩活動 106/8/29觀摩活動 

 

106.10.01竹山鎮公所清潔隊辦理宣導活動 

(四) 南投縣水里鄉公所 

由南投縣水里鄉公所辦理「環境與衛生醫療宣導」活動，

於台中仁愛醫院辦理衛教講習宣導活動，宣導遠離環境中的毒

害、健康好生活。 

  
106.06.27環境與衛生醫療宣導 

(五) 南投縣草屯鎮公所 

由南投縣草屯鎮公所辦理「環境保護及防治污染」、「環保

教育園區參訪」活動。除了讓民眾觀賞電影外，於 106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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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及 6日舉辦二手傢俱廠與資源回收分類參訪活動 

  
106.06.21環境保護及防治污染 106.06.27 環境教育宣導 

(六) 南投縣市清潔隊 

南投市清潔隊透過本次環境教育講習活動，讓同仁更深一

層認識節約用水的重要性，冀望啟發同仁落實平時生活習慣。 

  
106.07.04 

南投市清潔隊 

106.08.14 

南投市清潔隊 

(七) 南投縣政府各局、處 

由南投縣政府、南投縣政府財政處、南投縣政府農業處、

南投縣政府社會及勞動處、南投縣政府稅務局、南投縣政府民

政處、南投縣政府觀光處、南投縣政府教育處、南投縣政府新

聞及行政處辦理各相關環境教育活動，讓民眾參與更加了解環

境議題。 



 

17 

  

106.04.29 南投縣政府民政處-2017南投

縣桐花季活動 

106.06.30 南投縣政府民政處-106

年國姓鄉國姓村村民大會 

  

106.04.19 南投縣政府地政處-埔里鎮文

頭股段及忠孝段重劃區說明會 

106.05.17 南投縣政府地政處-南投市

藍田市地重劃座談會 

  

106.04.26 南投縣政府財政處及農業處-

有機農業~關愛地球、關懷生命 

106.04.26 南投縣政府財政處及農業

處-盆栽 DIY玩創意~營造綠美化辦公

環境 

  

106.05.11 南投縣政府社會及勞動處-106

年南投縣職業安全衛生宣導會\ 

106.04.14 南投縣環保局-106年滅飛

打蠅暨登革熱防治環境教育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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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4.28 南投縣政府建設處-影片欣賞 

106.05.26 南投縣環保局舉辦「畜牧糞

尿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使用」政策

暨水污染防治費徵收宣導說明會 

  

106.06.30 南投縣政府民政風-106年國姓

鄉國姓村村民大會 

106.08.16-106.08.17 南投縣政府人事

處-南投縣政府 106年度承辦人員心

靈成長營 

  

106.09.12南投縣政府人事處-生態保育 

106.09.15 南投縣政府社會及勞動處

-106年度全國職場安全健康週及事業

單位推行職場安全健康有功人員表揚

活動暨一般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106.10.18 南投縣政府社會及勞動處-南

投縣辦理 106年度瓦斯行與局限空間作

業事業單位安全衛生宣導會 

106.11.26南投縣政府民政處-106年

移民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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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鼓勵全民、企業及各社群參與環境教育 

(一) 珍愛南投其淨潭 

配合 106 年地球日全國淨灘活動辦理，除了淨潭活動外，

現場還設有攤位宣導，從寓教於樂中學習 PM2.5 防護要領與環

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宣導等多元活動。本次針對伊達邵至日月

潭纜車站、伊達邵碼頭區、伊達邵商店街及日月潭潭面進行淨

掃，清理出資源垃圾 118.6 公斤及非資源垃圾類 176 公斤，總

計 294.6公斤。 

  

啟動儀式 大合照 

  

淨潭實錄 方信雄局長淨潭實錄 

(二) 世界地球日~浪漫桐花雪 守護地球行 

臺灣客家桐花的嘉年華會，在春夏交替之際，桐花滿山遍

野綻放，一朵朵白皙嬌柔的油桐花繽紛盛開在樹上，為翠綠的

山區添上新裝。本活動安排於苗栗縣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西湖

渡假村，並將雪白桐花的意象結合 422 世界地球日，傳達客家

人硬頸精神的油桐強韌的生命力連結永續發展的概念，並落實

於日常的環境教育中，賦予桐花獨特的存在意義。竹山鎮公所

假西湖渡假村辦理浪漫桐花雪 守護地球行，共計 120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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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山鎮公所 

(三) 世界森林日~「森森森呼吸(二)」 

配合世界森林日，透過各式各樣的活動體驗，讓民眾能快

樂學習、與自然共舞，並能從「探索」森林、「關懷」環境的過

程中，承諾以「行動」來愛護地球。埔里鎮公所假嘉義好美里

辦理森森森呼吸，共計 120人參與。 

  

埔里鎮公所 導覽解說 

  

以管窺天(水質檢測試驗) DIY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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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江國家公園 鎮長一同參加生態導覽 

(四) 有經輕食愛地球 

配合「世界糧食日」與里山倡議的理念辦理-惜飲惜食救地

球活動。使用在地有機農產品，降低食物里程，以手工、天然、

環保的方式，減少地球能源的消耗，採用永續性自然資源與有

機原料，更以環保植物油墨印刷、用可再生及回收的簡約包裝

方式，避免具污染性的有害物質傷害地球；藉由體驗希望民眾

能在不破壞大自然環境下，適當的開發土地資源，減少對生態

環境的破壞。共約 80人參與。 

  

九芎湖休閒農場 題陞自然農場 

  

迴鄉有機生活農場 DIY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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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導覽 生態導覽 

(五) 生物探索樂 

配合國際生物多樣性日辦理-生物探索樂活動。於台灣蠶蜂

昆蟲教育園區辦理，認識昆蟲多樣性資源、保育及永續利用。

園區包括農業博覽館、生物產業館及台灣蠶業文化館等三大主

題館，可瞭解昆蟲與其他生物的共生、互生關係是讓生態系繁

衍不息的主因之一，對人類的發展而言，更有其不可抹滅的貢

獻。共約 84人參與。 

  

導覽解說生態館 導覽解說蠶絲製作 

  

導覽解說蜜蜂生態 DIY搓愛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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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Y搓愛玉 臺灣蠶蜂昆蟲教育園區 

(六) 愛地球護家園 

配合「國際對抗沙漠與乾旱日」，認識綠色能源在於了解水利、

風力、太陽能資源運用與演進，並認識綠能發電對環境生態並非無

衝擊，透過體驗了解能源取得不易。南投縣樂活婦女關懷協會假石

門水庫辦理愛地球護家園，共計 79人參與。 

  

九九峰生態園區 草屯鎮環保教育園區 

  

鎮長親自授課 清潔隊隊長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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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覽員解說 七股潟湖 

(七) 愛護家園淨擊之旅 

配合「世界水質監測日」辦理-愛護家園淨擊之旅活動。於

頭前溪生態治理區為戶外學習場址，經驗豐富的環境教育志工

帶領南投縣民認識頭前溪生態治理淨化水質的效果，親身感受

從社區污水引入源頭ㄧ直到濕地完成自然淨化後的池，水質由

黑色污濁並帶有臭味，經過生態池作用逐漸變成透明清澈、沒

有味道的水質，驚奇的體驗可增進民眾環保及生態認知與行為

作法。4部車，共 160人參與。 

  

體驗活動 新竹縣竹東頭前溪水質生態治理區 

 

新竹縣竹東頭前溪水質生態治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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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多元學習環境教育宣導列車活動 

南投縣環保局為將霾害空污、綠能、生態及動物保育及節

能減碳等正確觀念及知識推廣到本縣學校及社區，特辦理「環

境教育宣導列車活動」，透過環境教育列車巡迴各鄉鎮，推廣並

加強環境教育知識，邀請埔里 PM2.5 空污減量自救會、漳興國

小能源科技推動學校種子教師、玉山國家公園、鳳凰谷鳥園及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等宣導單位，藉由專

業講師、環境教育志工以互動遊戲及有獎徵答等寓教於樂方式，

使本縣學童及社區民眾關懷環境的意識，讓環境教育向下扎根。

宣導列車共計辦理 48場次，約有 9,474人參與。 

  

說明：再生能源、太陽能設施、太陽能

玩具車介紹及有獎徵答。 

說明：介紹台灣生態樣貌、動植物多樣

性，現場邀請學生參與有獎徵答。 

  

說明：介紹大自然生態及獼猴相關知

識。 
說明：介紹帝王斑蝶成長及遷徙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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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空污與健康環教宣導，講解 AQI。 
說明：介紹各項再生能源、太陽能烤爐介

紹及實地操作。 

(九) 清潔隊員節環保趣味競賽 

為體恤終年辛勤付出、維護環境清潔的清潔隊員，並利各

項環保工作之推動，環保局特於 106 年 10 月 25 日(三)假埔里

鎮均頭國中體育館辦理「清潔隊員節環保趣味競賽」，競賽項目

包含地球保衛戰、牽手護地球、資源分類王及環境保衛戰共四

項競賽項目。 

今年度來自 8 個鄉鎮市清潔隊隊伍，共計 281 人參與，隊

員發揮平日團隊合作的精神，藉由參與競賽及互相交流，增進

彼此間的相處情誼，凝聚南投縣各鄉鎮市清潔隊團隊合作及向

心力。 

  
方信雄局長致詞 大成國中太鼓打擊表演 

  
牽手護地球 環境保衛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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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推廣「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 

為鼓勵縣民充分運用學習資源，養成終身學習之習慣，進

而促使縣民重視環境並採取行動，除鼓勵本府所屬員工開通終

身學習護照之宣傳，縣府環保局訂定縣民參與「環境教育終身

學習護照」獎勵計畫，並辦理 5 場次「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

推廣活動」，積極輔導開通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鼓勵大家有

系統且循序漸進的學習及辦理「環境教育活動時設攤宣導推廣」

2 場次，輔導協助民眾及本府所屬員工參與環境教育相關活動

並開通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 

1. 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推廣活動 

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鼓勵縣內公務機關人員與民眾開

通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除訂定「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

獎勵計畫」，並舉辦一系列「環境教育旅行」。安排至獲得環

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之日月潭特色遊學中心進行環境教育課

程體驗，參加對象主要來自南投縣各機關同仁及學校老師，

共計有 176人次參與。 

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推廣活動_5場次辦理時間、地點及各梯參與人數 

梯次 時間 參與人數 地點 

1 07月 05 日（星期三） 37 

溪頭自然教育園區 

(南投縣鹿谷鄉森林巷 9號) 

2 07月 12 日（星期三） 48 

3 07月 19日（星期三） 42 

4 07月 26日（星期三） 39 

5 08月 02日（星期三） 40 

總計 206 

 

  

日月潭遊湖文化歷史導覽 玄光寺文化歷史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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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盆地導覽解說及體驗 參與活動的朋友們於活盆地上大合照 

2. 環境教育活動時設攤宣導推廣 

3 場次的設攤宣導推廣活動，開通護照共計 216 筆，參

加對象主要為南投縣民及遊客。活動製作環境教育終身學習

護照介紹看版，針對「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進行介紹並

說明其用途及功能，也讓民眾瞭解在辦理終身學習護照後，

如何進行並參與獎勵活動。 

第一場設攤宣導推廣活動於 4月 22日結合 106年地球日

全國淨灘活動-珍愛南投齊淨潭辦理，開通護照共 23 筆；第

二場設攤宣導推廣活動於 9月 24日結合日月潭泳渡辦理，開

通護照共 110 筆。第三場設攤宣導推廣活動於 11 月 25 日結

合「舊是傳奇」綠市集活動辦理，開通護照共 83筆，三場次

設攤宣導推廣開通護照共計 216筆， 

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宣傳推廣活動辦理時間地點 

場次 時間 地點 護照開通數 

第 1場 
106年 4月 22日 

(星期六) 
日月潭伊達邵碼頭廣場 23筆 

第 2場 
106年 9月 24日 

(星期日) 

月潭國家風景區明德街

宣導攤位 
110 筆 

第 3場 
106年 11月 25日 

(星期六) 
南投縣立體育場 83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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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南投縣「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獎勵計畫 

106 年南投縣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推廣計畫，南投縣

縣民凡至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網址：

http://elearn.epa.gov.tw/)註冊個人終身學習護照成功，並點選

同意參加活動，且在活動期程中獲得環境教育實體學習時數

1 小時以上，並於系統上完成登錄，即可參加本抽獎活動。

由本局於活動結束後抽出 50名得獎者，每人致贈禮券 200元

(或等值獎品)。 

南投縣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獎勵計畫之抽獎活動，於

106年 11月 16日假南投縣環保局辦理，邀請環保局綜計科張

宗義科長由電腦抽獎系統，以亂數抽出 50名得獎者，每人致

贈商品禮卷 200 元，獲獎名單於 12 月 11 日公布在南投縣環

保局官方網站(http://www.ntepb.gov.tw/) 

議題二、 妥善管理與運用環境教育經費 

一、 依法設立環境教育基金 

  

教導民眾開通 民眾踴躍開通 

  

民眾踴躍開通 民眾踴躍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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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設立環境教育基金並開立專戶專款專用 

本府依照環境教育法第 8條規定，於 100年 2月 18日修正

本縣「環境保護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行法字第

10000291890號)，並於辦法第11條規定，環境教育經費之用途，

應供辦理環境教育法第 5 條至第 7 條國家環境教育綱領、環境

教育行動方案所列事項之用，包含辦理環境講習、辦理環境教

育宣導及活動、編製環境教育教材、文宣及手冊、進行環境教

育研究及發展、推動環境教育國際交流及合作、補助環境教育

設施或場所辦理環境教育活動、補助環境教育機構辦理環境教

育人員訓練或環境講習、補助辦理環境教育計畫、訓練環境教

育人員及其他與環境教育推展相關事項等十項。 

二、 妥善管理及運用環境教育基金 

(一) 召開環境教育基金管理會 

本縣 106 年環境教育基金來源為環境保護基金補(捐)助款

420萬 0,000元，執行機關變賣所得 185萬 4,000元，違反環保

罰鍰收入 52萬 3,000元，環保署補助 520萬 0,000元及利息收

入 2 萬 4,000 元，雜項收入 2 萬 0,000 元，總計 1,182 萬 1,000

元整，主要用於環境教育各項執行計畫及本縣各單位申請相關

環境教育經費之用途。其基金管理會環境教育基金來源與用途

說明。 

NO 項目 金額 佔比 

1 環境保護基金補(捐)助款 420萬 0,000元 35.5% 

2 執行廢棄物回收變賣所得 185萬 4,000元 15.7% 

3 違反環保罰鍰收入 52萬 3,000元 4.4% 

4 環保署補助 520 萬 000元 44.0% 

5 利息收入 2萬 4,000元 0.2% 

6 雜項收入 2萬 0,000元 0.2% 

總金額 1,182 萬 1,000元 100% 

議題三、 輔導場域申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 

為能使輔導內容符合場域之現況及實際需求，本縣將設施

場所分為已提出認證申請及尚未提出認證申請兩類，分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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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 

一、已提出認證申請 

今年新增的萬大發電廠經由輔導已通過認證，足見南投縣

在自然環境、生態保育及文化保存等議題的重視與肯定。今年

度珠仔山社區發展協會表達有意願申請場域認證，並已於 7 月

25日、8月 18日至該社區輔導社區內觀光工廠「果實生技股份

有限公司」，後續持續協助場域申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事

宜。 

  

萬大電廠 中永花精芳香體驗坊 

  

輔導實錄 埔里鎮牛尾農村發展協會 

議題四、 強化環境教育專業能力 

一、 環保知識競賽 

(一) 環保知識挑戰擂臺賽 

本縣 106 年度環保知識挑戰擂臺賽由各校自行於 8 月 10

日前辦理校內初賽，並推派選手參加南投縣預賽。南投縣預賽

於 9月 16日假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辦理，分國小組、國中組、高

中職組、社會組 4 組進行比賽。總計 163 位選手參與競賽，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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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決選出 20位優勝選手，並代表本縣參加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

106 年 12 月 18 日假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辦理全國環保知識挑戰

擂臺賽決賽。 

  

參賽選手報到 主持人開場 

  

擂台賽過程 擂台賽過程 

  

國小組頒獎 國中組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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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組頒獎 社會組頒獎 

 

 

比賽名次板 競賽全程錄影 

(二) 臺美生態學校聯盟認證 

臺美生態學校聯盟推廣計畫以節約能源、省水、廢棄物減

量、降低校園碳排放等有效方案，達到保護能資源、節省經費、

強化學生環境覺知與責任感、提升家長參與程度及結合社區發

展之目標。南投環保局特於 106年 3月 22日辦理臺美生態學校

聯盟之推廣宣傳說明會，共 3 所學校參與。於 106 年 5 月 4 日

辦理臺美生態學校之遴選作業，評選出南投市南投國中、僑建

國小、營盤國小、草屯鎮土城國小、中原國小、國姓鄉乾峰國

小及福龜國小等 7所學校通過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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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官致詞 土城國小李致德主任介紹臺美計畫 

  

委員意見與建議 綜合討論 

議題五、 建立獎勵與管考機制 

一、 輔導與獎勵 

(一) 辦理南投縣國家環境教育獎 

為配合國家環境教育獎，對於本縣推動環境教育績效優良

之單位及個人，辦理國家環境教育獎南投縣地方初審作業，冀

以獎勵類別之多元性，鼓勵民間企業、政府機關（構）等共同

推動環境教育。106年度「第六屆南投縣國家環境教育獎」，各

組報名參選情形：機關組(構)2 組(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萬大

發電廠、南投縣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社區 2 組(埔里鎮珠

仔山社區發展協會、埔里鎮守城社區發展協會)、學校 1 組(南

投縣僑建國民小學)、個人 1 組(林俊雄)，共計 6 個單位參選，

經歷二個月書面審查及現地訪評工作。於 105年 9月 22日完成

地方初審作業，並於 106年 11月 25日完成辦理公開表揚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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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選組別 名次 參選單位名稱 

機關(構)組 特優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萬大發電廠 

機關(構)組 優等 南投縣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 

社區組 特優 南投縣埔里鎮珠仔山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組 優等 南投縣埔里鎮守城社區發展協會 

學校組 優等 僑建國民小學 

個人組 優等 林俊雄 

●地方初審作業 

  

機關組-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萬大發電廠 

  

機關組-南投縣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 

  

社區組-埔里鎮珠仔山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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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組-埔里鎮守成社區發展協會 

  

學校組-南投縣僑建國民小學 

  

個人組-林俊雄老師 

●公開表揚活動 

  

環保局方信雄局長頒獎表揚第六屆國家環境教育獎 

二、 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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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環境講習 

本（106）年度共辦理 3場次（計 21班次）「違反環境教育

法環境講習」，平均到課率為 80.63%。 

開課班數 
總計 

1 小時 2小時 4小時 8小時 

7 4 7 3 21 

 

場次 日期 應到人數 實到人數 
到課率 

（%） 

1 106年 5 月 5日 46 36 78.3 

2 106年 7 月 31日 72 64 88.9 

3 106年 10 月 24日 83 62 74.7 

3場平均到課率 80.63 

自 105年 11月 1日至 106年 10月 31日止應接受講習之新

案，裁罰案件共計有 76 件，已完成其中 60 件，新案執行完成

率為 87.9%(計算公式為【已辦理件數/未完成件數】)；本年度

共計有 4 件異地移入案件，4 件均已完成講習課程，移入案件

明細如下表所示，異地講習辦理完成率為 100%；舊案清理完成

率為 62.07%；暫緩處理案件完成率 100%。 

環境講習移入案件一覽表 

104年 11月~105年 10月南投縣移入案件辦理明細 

NO. 辦理縣市 原縣市 裁處書字號 到課狀態 授課日期 

1 南投縣 新北市 21-105-120077 到課 106/07/31 

2 南投縣 新北市 21-105-120080 到課 106/07/31 

3 南投縣 雲林縣 21-100-110004 到課 106/05/05 

4 南投縣 雲林縣 21-105-060019 到課 106/05/05 

查詢日期：106/10/30 

 

5月 5日第一場次環境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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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31日第二場次環境講習 

  

10月 31日第三場次環境講習 

  

講習再犯案件以違反水汙染防治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18

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23 條第 2 項、第 34 條、第 42 條第 1

項、廢棄物清理法第 31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31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36條第 1項等為主要再犯項目。 

本縣自環境教育法 100 年 6 月 5 日實施起算至 106 年 10

月 31日止，受裁處對象接受環境講習進行歷年成效分析，如圓

圓 3.2 所示，受裁處環境講習之案件自 101年 242件逐年遞減

至 106年為 103件，達 反類別仍以空氣污染防制法、廢棄物清

理法、水污染防治法為主要，但件數也逐年減少，顯示本縣辦

理環境講習對於受裁罰單位其有降低達反環境法規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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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歷年環境講習新案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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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考核 

(一) 環境教育計畫及成果申報查核 

由於南投縣各單位及學校已完成 10 年環境教育成果申報

及 106 年環境教育計畫提報，故本計畫之執行重點在於協助輔

導 106 年環境教育成果申報及 107 年環境教育計畫提報，並提

供相關諮詢。經本計畫於 106 年 10 月 18 日、10 月 25 日辦理

線上申報操作說明會後，南投縣 105 年環境教育成果申報完成

率達 100%，106年環境教育計畫提報完成率為 100%。 

107年計畫提報（查詢日期 107年 4月 2日） 

 
 

106年成果申報（查詢日期 107年 4月 2日） 

 

本計畫針對 EEIS 系統羅列 105 年成果申報疑似異常單位

進行現場查核，共完成 24處異常查核。 

  

機關組-10月 18日上午 機關組-10月 25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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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組-10月 18日下午 學校組-10月 25日下午 

(二)每年至少 4小時環境教育 

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為協助縣內各單位於每年 1 月 31

日前確實完成環境教育計畫提報及成果申報作業，於 103年 11

月份開始進行輔導查核工作，以協助各單位完成網路申報相關

工作，經輔導後，106 年度計畫提報及 105 年度成果申報完成

率達 100%。 

年度 環境教育計畫提報完成率 年度 環境教育成果申報完成率 

102年 100 % 101年 100 % 

103年 100 % 102年 100 % 

104年 100 % 103年 100 % 

105年 100 % 104年 100 % 

106年 100 % 105年 100 % 

另外，為協助南投縣環境教育法指定對象（機關、公營事

業機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

十之財團法人）瞭解並符合環境教育法相關規定，特辦理四場

次環境教育線上申報操作說明會，分別為兩場次機關組及兩場

次學校組，會中針對環境教育計畫提報及成果申報、實際操作

依據申報單位的性質進行說明，使申報環境教育人員瞭解環境

教育計畫提報及成果申報相關規定及業務辦理實務。四場次說

明以協助輔導 106 年環境教育成果申報及 107 年環境教育計畫

提報。線上申報操作說明會四場次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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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時間 參與人數 對象 

第一場 106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三) 09:30-12:00 38 人 機關 

第二場 106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三) 13:10-15:40 40 人 學校 

第三場 106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三) 09:30-12:00 27 人 機關 

第四場 106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三) 13:10-15:40 39 人 學校 

議題六、 建立環境教育志工體系，並定位環保志工與環境教育志工

差異 

一、 環境教育志工培訓 

配合環境教育法第 20 條及志願服務法，鼓勵南投縣縣民加入

環境教育志工，透過環境教育課程訓練，提升其環境教育知識及技

能；另加強環境教育志工團運用，協助環境教育之推動，以提昇本

縣生活環境品質，共創永續發展。 

本年度於 8 月 3 日及 4 日假南投縣立婦幼館 A 棟 2 樓階梯教

室辦理環保志(義)工教育訓練研習參與人數共 48 人，此次邀請議

題專業講師授課，針對環保志(義)工隊長宣導環境相關知識，讓學

員從環境倫理及台灣環境現況及環境保護政策，探討當前環境議題

及環境保護政策推動，瞭解面對環境資源相關議題應負的責任與義

務，並藉由登革熱及蒼蠅防治、垃圾分類及資源回收、環境綠化等

課程，共同維護家園周遭環境，同時說明南投縣空污問題介紹空氣

品質指標與防護措施宣導，透過兩天環境教育課程訓練，提升環保

志(義)工隊長的環境教育知識及技能，並協助環境教育之推動。 

  

白子易教授上課情形 何坤益教授上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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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湘虹講師上課情形 林明德教授上課情形 

  

唐立正教授上課情形 莊財福副授上課情形 

  

志義工上課情形 志義工上課情形 

二、 環保志（義）工運動會 

為凝聚環保志(義)工之間的向心力，讓本縣環保志(義)工投入

環保工作更能達到自我實現的目標，並激勵環保志（義）工之榮譽

感，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特於 106年 8月 5日假國立暨南國際大

學附屬高級中學活動中心辦理「活力山岳縣~環保志(義)工環境知識

趣味競賽」，透過具環保意涵的趣味競賽，讓環保志義工朋友一同

活動筋骨、彼此相互交流，增加團隊合作之默契，提升環境保護工

作及環境教育推廣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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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環保志(義)工環境知識競賽南投縣初賽，共有 8 組志(義)

工隊參與競賽，共計 225人參與，競賽活動有「環保啦啦隊」、「環

保金頭腦」、「環境保衛戰」以及「資源分類王」等四項競賽項目，

「環保啦啦隊」項目，各環保志(義)工隊搭配自行設計的隊呼精神

抖擻的整隊進場，發揮創意以環保與回收物資設計具有環境教育意

涵之服裝與表演道具，充分展現出各隊精神與活力，而「環保金頭

腦」、「環境保衛戰」以及「資源分類王」等項目，讓所有參與環保

志(義)工於比賽過程中學習到環保知識，以寓教於樂的方式，增加

環保志(義)工團隊默契，提升環境教育推廣成效。 

106 年環保志(義)工環境知識競賽南投縣初賽，環保啦啦隊由

枇杷社區環保義工隊獲得第一名；環保金頭腦由枇杷社區環保義工

隊獲得第一名；環境保衛戰由內新環保義工隊獲得第一名；資源分

類王由枇杷社區環保義工隊獲得第一名。 

  

入口布置 參賽者報到 

  

競賽前跳暖身操 長官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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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啦啦隊 環保金頭腦 

  

環境保衛戰 資源分類王 

  

頒獎典禮-環保啦啦隊 頒獎典禮-環保金頭腦 

  

頒獎典禮-環境保衛戰 頒獎典禮-資源分類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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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典禮-總成績 枇杷社區發展協會勇奪第一名 

於 8 月 25 日假埔里鎮公所 3 樓開標室召開南投縣代表參與全國

賽之協商會，由同聲里環保義工隊參加環保啦啦隊、枇杷社區發展協

參加環保金頭腦、內新環保義工隊參加環境保衛戰、枇杷社區發展協

會參加資源分類王，於 11月 11日代表南投縣至臺東參加全國決賽。 

  

決賽會場 副總統致詞 

  

環保啦啦隊 環保金頭腦 

  

環境保衛戰 資源分類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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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邊加油團 成績公告板 

 

三、 環保志（義）工表揚餐會 

105 年度環保志（義）工表揚餐會由南投縣長林明溱親自出席

主持頒獎典禮，代表南投縣民感謝他們平日對生活周遭清潔的努力

與付出。今年分別有服務滿 5 年 608 位、10 年 255 位及 15 年 133

位資深環保義工，共計 996人接受表揚。藉由公開表揚來強化志（義）

工團隊的功能，達到凝聚環保志（義）工的團結力及向心力，使其

能向外發展、向下紮根，落實環境教育、環境保護及永續發展，協

助本縣推動環境教育及環境保護工作。 

目前南投縣共有環保義工 186 隊，共計有 6,616 人投入環保志

工行列，環境保護是一項持續不息的工作，由於環保志工們每日不

辭辛勤的為地方服務，讓南投縣擁有優質清新的環保形象，辦理績

優表揚餐會，除了感謝環保志義工為生活環境無私的付出與貢獻，

也希望能將這股志願服務的精神散佈到南投縣各鄉鎮市。 

  

林明溱縣長致詞 林縣長與授獎之環保志(義)工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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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局方局長致詞 環保局方局長與授獎之環保志(義)工合影 

  

活動現場高朋滿座 南村環保志工隊啦啦隊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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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分析檢討 

議題一、 加強相關單位協調聯繫 

課題一、擴大環境教育對象  

說明：南投縣政府所屬單位人員於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開通個

人帳號，自 105年 12月至 106年 12月已由 12.53%提升

至 23.04%。此外，一般民眾的有效護照人數亦由 1,131

人提升至 1,849人。 

對策：環境教育之最終目標在於提升全體國民的環境素養，因

此環境教育之推動不應僅侷限於環境教育法第 19 條所

含括之對象，後續推動執行上，建議以推動一般民眾開

通為主要推動方向，鼓勵南投縣民共同參與環境教育。 

對應未來策進事項：  

加強相關單位協調聯繫：環境教育推廣。 

議題二、 妥善管理與運用環境教育經費 

課題一、研擬基金運用計畫  

說明：本縣環境教育基金來源為環境保護基金，分科設帳專款

專用，宜先進行基金運用之整體規劃，以提昇環境教育

基金運用與管理效率，促進本縣環境教育發展。  

對策：將依據本縣環境教育行動方案與中央主管機關環境教育

績效考評指標，研擬本縣環境教育基金至 2020年運用計

畫，包括本縣環境教育基金之願景、目標、方針、實施

綱要以及各年度工作主軸與預算分配，據以推動環境教

育。並提出環境教育基金執行成果之量化衡量指標，評

量基準區分為量化及質化指標，以明確瞭解環境教育推

動之具體績效。  

對應未來策進事項：  

妥善管理與運用環境教育經費：研擬本縣環境教育基金至 2020

年運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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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 輔導場域申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 

課題一、縣內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之整合規劃 

說明：南投縣已有 11處取得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依「環境

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及管理辦法」應定期實施評鑑且證書

每五年應辦理展延，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人員訓

練所於設施場所通過認證後，不定期進行訪查，並於認

證後第 3 年實施評鑑，因此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的永續經

營管理，將是南投縣環境教育推動須因應的工作項目。 

對策：建議結合教育局推廣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為本縣高中職

以下學校辦理戶外學習之地點，或結合本縣各局處進行

環境教育活動辦理及推廣，以提昇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的

環境教育推動成效，並為評鑑及證書展延做準備。 

對應未來策進事項：  

輔導場域申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營造環境教育學習空

間。  

課題二、申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困難 

說明：有意願申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單位，在辦理場所認證

時容易遇到缺乏環境教育人員、環境教育課程方案撰寫

及執行困難；因此造成申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意願

低。  

對策：將訂定「推動環境教育補助辦法」，補助本縣轄內設置環

境教育設施、場所之單位辦理環境教育活動。藉由環境

教育審議會統籌規劃，增進各局處、機關(構)整合資源

及合作，協助申請者予以輔導申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

認證，並持續輔導已取得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之單位，

增進環境教育課程方案及經營管理方式，確保提供現民

進行戶外學習之專業品質。 

對應未來策進事項：  

輔導場域申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輔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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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四、 強化環境教育專業能力 

說明：南投縣境內目前有 11處環境教育設施場所、240餘處社

區發展協會、186隊環保義工隊約計環保義工 6,616人、

9 隊水環境巡守隊約計水環境巡守志工 180 人，發展環

境教育的支援相當充足。 

對策：以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或社區活動中心為據點，結合當地

DIY 教室、有機小農、具有環保或環教理念之經營者，

以一鄉鎮一特色的概念，設立及辦理具有在地特色的環

境教育教室推廣活動。同時藉由此一推廣活動，帶動場

域、社區、產業在生活、生態、生產三生面向的群集性

發展，使本縣環境教育更行深耕在地化。在人員方面，

除了既有環教人員外，建議由退休公教人員、各社區環

保志工中，積極招募環境教育志工，以增能培訓課程、

宣導活動的解說運用，累積環教志工實務經驗，進而輔

導通過環境教育人員認證，成為南投在地推動環境教育

的種子講師。 

對應未來策進事項：  

強化環境教育專業能力：培育專業師資；建立環境教育志工體

系。 

議題五、 建構在地化環境教育素材 

課題一、建構多元環境教育資源網絡 

說明：目前本縣刊登的管道分別為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

教育資訊網、環保局官網、Facebook粉絲頁。在網路經

營上。  

對策：建議不單只刊登活動訊息於上述網站，於活動結束後，

主動提供活動照片供民眾下載，將有助於提升相關網頁

瀏覽率；此外，社群網路的經營，建議結合活動，以按

讚、分享抽取換紀念品的方式，有效提升環保局粉絲頁

的關注度，並進一步增加環保局訊息的發散、推廣。 

對應未來策進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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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相關單位協調聯繫：環境教育推廣。 

議題六、 建立獎勵與管考機制 

課題一、學校及機關申報異常 

說明：學校單位常見的異常原則「單次環境教育內容其參與人

員超過該單位總人數之百分之九十者」，則是由於學校規

模較小，活動辦理皆為全校參與之活動。另外，部分學

校單位於線上申報輔導時反映，申報期程無法與學校學

年度相配合，學生因畢業人數變動，造成申報上的困擾。 

對策：後續在環境教育推動執行上，建議宜以公文通知或電話

簡訊、語音宣傳等方式，讓各單位環境教育業務承辦人

知悉活動訊息，以轉知單位所屬員工參與活動。另外，

部分學校單位於線上申報輔導時反映，申報期程無法與

學校學年度相配合，學生因畢業人數變動，造成申報上

的困擾，環境教育法已於 106 年 11 月 29 日修法完成，

針對環境教育線上申報修改申報期程及計畫執行申報，

將可因應學校學年度之變動。因此於後續應依「環境教

育計畫與成果提報執行辦法」輔導本縣環境教育指定單

位依相關辦法完成線上申報。 

對應未來策進事項：  

建立獎勵與管考機制：申報異常查核。 

課題二、鼓勵環境教育獎報名 

說明：本縣辦理國家環境教育獎南投縣地方初賽，於徵件、說

明過程中，有意願參與的單位相當多，但由於在時程上

參賽資料準備不及，而放棄參與評選。 

對策：建議後續宜針對有意願或潛力之單位進行常態性輔導，

於平時即培植學校、機關、團體、社區等單位之參選實

力，以擴增參選組別及單位。另可由環保局發文至縣府

各局處，調查於業務轄下所輔導之社區或具環境保護理

念的民營單位、志工、團體等，做為未來國家環境教育

獎的後補參選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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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未來策進事項：  

建立獎勵與管考機制：獎勵表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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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未來策進事項 

本縣境內先天上具特殊地理自然生態保育優勢環境特色，獨天獨

厚造就了豐富的生態野趣，另本縣亦積極致力於推廣自然教育、戶外

教學與環境教育相關場域輔導及建設；爰此，依南投縣環境教育行動

方案規劃，預計完成之短程目標與長期目標為促使本縣各機關（構）、

學校，在環境教育法及環境永續發展原則下積極推動所屬業務，策劃

本縣既有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環境教育宣導及學習活動等，以奠定本

縣環境教育基石。此外，加速環境教育普及化，培育本縣縣民瞭解環

境倫理，提昇環境素養，增進環境保護之知識、技能、態度及價值觀，

促使重視在地的生活、產業、歷史及自然環境等發展特色，落實各項

環保行動，融入本縣發展願景，以達永續發展最終目標。未來策進事

項說明如下： 

議題一、 加強相關單位協調聯繫 

一、環境教育推廣  

透過社區總體營造、環保小學堂、低碳社區與清淨家園計畫

及綠色學校，以環境教育工作坊、課程方式，輔導實施環境教育；

透過「點線面」策略模式，藉由鄰里社區由下而上逐漸擴展至全

縣，厚植本縣環境教育的基石。另外透過增能工作坊、宣導活動

等，鼓勵退休公教人員、社區環保志工申請環境教育人員認證，

進而過擴大宣傳環境教育並推廣至政府各部門及各社區居民，使

環境教育逐漸延伸至各領域之縣民。 

議題二、 妥善管理與運用環境教育經費 

一、研擬本縣環境教育基金至 2020年運用計畫  

研擬本縣環境教育基金至 2020 年運用計畫之願景、目標、

方針、實施綱要；逐年規劃環境教育活動、教材編製、輔導設施

場所推動策略、國際交流、環境教育計畫補助、環境教育人員訓

練補助等各項辦理方式與經費分配，具體實踐短中長程目標。 

議題三、 輔導場域申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 

一、營造環境教育學習空間 

補助轄內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辦理環境教育活動，鼓勵進行戶



 

55 

外學習的方式進行環境教育，結合生態旅遊概念及環境教育設施

場所、休閒農業與原鄉部落之資源共同辦理環境教育活動。 

二、輔導與整合規劃 

為使縣民及其他民眾瞭解本縣的地方特色與環境教育，除輔

導新場域申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外，未來可將環境教育設施

場所整合規劃，由環境保護局負責統籌規劃本縣環境教育設施場

所及相關民間資源，充實各設施場所之軟硬體設備，以及加強宣

導場域之環境教育活動。並整合縣內環境教育社施場所，成為環

教旅遊廊帶，連結環教場域、DIY 教室、特色社區、低碳餐廳、

環保旅館、在地小農等資源連結起來 

議題四、 強化環境教育專業能力 

一、培育專業師資 

協助辦理「學校申請環境教育人員認證研習」課程，使本縣

學校環境教育指定人員取得認定申請資格之 24 小時研習時數，

強化學校環境教育人員專業及推動工作。另外辦理環境教育志工

召募、培訓及運用，輔導環境教育志工申請環境教育人員認證，

提升本縣環境教育能量。  

二、輔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  

協調整合本府各局處資源，輔導有意願申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之認證，此外，加強人員訓練及教案編寫，使欲申請認證之單位

更加順利取得認證。並協助已取得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之單位，

進行環境教育課程方案及經營管理方式之增能，確保提供縣民進

行戶外學習之專業品質。  

議題五、 建立獎勵與管考機制 

一、獎勵表揚  

修訂「南投縣環境教育成效獎勵要點」，辦理國家環境教育

獎南投縣地方初審，利用新聞稿、海報、網站、報紙或廣播等媒

體管道，強化報名宣傳作業，推薦優秀單位參選，並提供本縣環

境教育成效卓越者實質獎勵。  

二、申報異常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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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申報異常之原則，由於學校舉辦之環境教育活動均為全

校性活動，應視單位編制及申報內容進行抽查。 

議題六、 建立環境教育志工體系，並定位環保志工與環境教育志工

差異 

一、建立環境教育志工體系 

以往環境教育著重在環保知識的傳遞，而現在環境教育推動

的議題已多元化，舉凡空氣、水污染、廢棄物處理、綠色消費、

節省資源、自然保育及永續發展等議題都是環境教育重要的一環。

隨著環境教育推動體系逐漸健全，對於志工的能力需求也逐漸提

高，因此對於志工之召募、培訓及運用也應有完善的規劃，強化

環境教育志工專業知識與技能，並鼓勵申請環境教育人員認證。

未來可整合大專院校、非政府環保組織、環保志工等資源，成立

環境教育志工體系，協助至社區、學校或企業宣導環境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