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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屏東縣環境教育人員 120 小時訓練計畫簡章 

一、依據 

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第 9 條規定辦理。 

 

二、目的： 

環境教育法於 100 年 6 月 5 日正式實施，環保署依環境教育法及規費法規範

訂定「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本局為能有效推廣環境教育人員認證事

宜，辦理「環境教育人員核心科目 120 小時研習班」。核心科目為環境教育、環

境倫理、環境教育教材教法；另增加環境教育法規、環境概論等相關課程。以協

助參訓人員取得環境教育人員證書。 

(一)因應「環境教育法」實施後，進行環境教育指定人員訓練課程，學員透過專

業講師之說明與指導，領略更豐富的環境與資源管理相關知能。 

 (二)輔導各參訓人員通過認證，以利屏東縣各相關單位環境教育工作之推廣。 

 

三、主辦單位及訓練機構： 

(一)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二)訓練機構：大仁科技大學 

 

四、報名資格： 

 (一)以訓練合格管道申請環境教育人員認證之本縣縣民(以本府各局處推薦人員

及各校教職人員、本縣社區團體及環境認證教育場域之志工優先綠取)。 

 (二)以學歷申請環境教育人員認證之本縣縣民。 

 

五、訓練相關期程及地點： 

(一)訓練期程：109 年 7 月 1 日至 109 年 8 月 26 日；共 17 日(每週三、六)。 

(二)研習時間：8：30~17：30 (依課程表排定時間) 

(三)研習地點：光采濕地再生能源教育示範園區  

(屏東縣林邊鄉光林村 10 鄰信義路 180 號) 

 

六、報名日期及錄取人數、方式： 

(一)報名截止日期： 109 年 6 月 17 日，或額滿為止 

(二)報名方式：線上報名，詳見「十二、報名事項及聯絡窗口」 

(三)錄取人數：3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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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訓練方式 

(一)以環境及資源管理為課程專業領域範圍，以室內課程為主，輔以戶外教學活

動。 

(二)依據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第 9 條第 2 項規定，頇學習滿 120 小時以

上研習時數，方可獲核發研習證明。未全程參與研習者僅授予實際研習時數

證明。 

(三)參訓者可取得環教志工特殊訓練時數及環境教育時數。 

(四)出缺勤考核：本課程每堂課登記出、缺席狀況，若參加環境教育人員訓練卻

任一課程缺課時數達該課程時數四分之一以上者，不得參加評量；其缺課時

數達總訓練時數四分之一以上者，應予退訓。 

 

八、評量日期 

(一)筆詴評量：原則於訓練期滿後第 4 週實施。 

(二)實務評量：訓練期滿後第 1 週繳交環境教育行政報告、環境教育實務報告，

並於第 2 週舉行實務展演評量。 

(三)評量日期如下： 

實務評量：109年 9月 2日(星期三) 繳交行政報告、實務報告 

109年 9月 9日(星期三) 舉行教學展演評量 

筆詴評量：109年 9月 23日(星期三) 

 

九、評量方式 

(一)依據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第 9 條訂定評量科目為核心科目、專業科

目及環境教育行政實務、環境教育教學實務等 4 個評量科目。 

(二)另欲申請環境教育行政人員認證，應修習環境教育法規及環境教育課程設計

6 小時以上。 

(三)筆詴評量（核心科目、專業科目），題型為選擇題，應詴時間 1 小時。 

(四)實務評量（環境教育行政實務科目、環境教育教學實務科目）： 

1.環境教育行政實務科目：需繳交環境教育行政報告。 

2.環境教育教學實務科目：需繳交環境教育實務報告及教學展演。 

3.行政報告、實務報告等書面報告以分組方式（以每組成員 3 至 4 人為原則）

編撰，繳交一式三份。 

4.教學展演以分組方式（以每組成員 3 至 4 人為原則）辦理，並由 3 名以上專

家學者（環境教育、專業領域及環境教育實務各 1 名，含外聘專家學者 1 名

以上）指導與評分。 

(五)及格： 

1.環境教育行政實務科目：核心科目、專業科目、環境教育行政實務等各科目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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詴均達 60 分以上，並應修習環境教育法規及環境教育課程設計 6 小時以上。 

2.環境教育教學實務科目：核心科目、專業科目、環境教育教學實務等各科目筆

詴均達 60 分以上。 

(六)成績複查：得於成績通知單送達之次日起 14 日內，向核發機關申請複查，成

績複查以 1 次為限。 

(七)筆詴再評量：評量不及格科目，由機構協助參訓學員於結訓日起 1 年內完成

再評量，再評量以 2 次為限，再評量仍不及格者，應重新訓練。 

(八)實務再評量：以個人方式進行，主題自選或可由機構授課教師訂定主題，並

經由 3 名以上專家學者（環境教育、專業領域及環境教育實務各 1 名）指導

與評分。 

(九)統一評量： 

1.參訓學員應於訓練期滿後參加當期評量，未到考者，該應考科目當次評量以零

分計，視同評量不及格。 

2.展延評量頇事先申請：因天然災害、重大傷病、服兵役等不可抗力緣由，無法

參加評量者或需申請展延評量期限，應事先檢具證明文件由機構報經行政院環

保署環訓所同意。 

(十)核發機關：行政院環保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訓練機構：大仁科技大學。 

 

十、其他 

(一)本局保留課程、師資及其他異動之權力，當日講師安排依照實際狀況調整。 

(二)本訓練課程因不可抗力之特殊原因（如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及其他天災或事

變等）無法執行時，本局有權決定取消、終止、修改或暫停，報名之參訓人

員視同承認本規定之效力。如有未盡事宜，本局保留修改、終止、變更活動

內容細節之權利，並另行公告通知。 

(三)訓練課程期間未提供午餐，請學員自行準備。為響應環保，請自備環保杯及

環保餐具。 

(四)因應 2019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相關說明： 

1.請學員於報到時配合量測體溫並於課程期間配戴口罩、勤洗手，以維護自身及

他人健康安全。 

2.自己或家人有下列特徵之學員請勿進入教室，並建議盡速就醫或自我健康管理。 

(1)額溫高於 37.5 度或有發燒、咳嗽或其他呼吸道感染疾病。 

(2)近期有國外旅遊史(不限國家) 。 

(3)曾接觸返台者或確診者。 

3.疫情通報請撥打免付費防疫專線 1922。 

4.依環保署規定，使用完畢的口罩請對折後丟入垃圾桶，勿隨意棄置，以免面臨

罰鍰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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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課程規劃表 

訓練日期 上課時間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時數 

109/07/01 

(三) 

08:20-08:30 - 開幕式 - 

08:30-12:30 
環境倫理 

(核心科目) 
環境倫理學 4 

13:30-17:30 
環境教育 

(核心科目) 
環境教育概論 4 

109/07/04 

(六) 

09:00-12:00 
環境教育教材教法 

(核心科目) 

環境教育活動方案規劃與

設計 
3 

13:30-16:30 
環境教育教材教法 

(核心科目) 
環境教育課程設計 3 

109/07/08 

(三) 

08:30-12:30 
環境教育 

(核心科目) 
環境教育與永續發展 4 

13:30-14:30 
環境教育 

(核心科目) 
環境教育與永續發展 1 

14:30-17:30 
環境教育教材教法 

(核心科目) 
環境教育教材教法 3 

109/07/11 

(六) 

08:30-12:30 
環境倫理 

(核心科目) 
環境倫理之實踐 4 

13:30-14:30 
環境倫理 

(核心科目) 
環境倫理之實踐 1 

14:30-17:30 
環境教育教材教法 

(核心科目) 
環境解說與環境傳播 3 

109/07/15 

(三) 

08:30-12:30 
環境教育行政實習 

(實務訓練) 
環境教育計畫撰寫與執行 4 

13:30-15:30 
環境教育行政實習 

(實務訓練) 
環境教育計畫撰寫與執行 2 

109/07/18 

(六) 

08:30-12:30 
環境及資源管理 

(專業科目) 
綠色技術 4 

13:30-17:30 
環境及資源管理 

(專業科目) 
環境政策 4 

109/07/22 

(三) 

09:00-12:00 
環境及資源管理 

(專業科目) 
生態工程與管理 3 

13:00-16:00 
環境及資源管理 

(專業科目) 
永續發展 3 

109/07/25 

(六) 

09:00-12:00 
環境及資源管理 

(專業科目) 
環境教育法規 3 

13:00-17:00 
環境及資源管理 

(專業科目) 
再生能源與能源管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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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日期 上課時間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時數 

109/07/29 

(三) 

08:30-12:30 
環境及資源管理 

(專業科目) 
環境管理 4 

13:30-17:30 
環境及資源管理 

(專業科目) 
資源再利用 4 

109/08/01 

(六) 

08:30-12:30 
環境及資源管理 

(專業科目) 
節能減碳 4 

13:30-16:30 
環境及資源管理 

(專業科目) 
企業環境管理 3 

109/08/05 

(三) 

09:00-12:00 
環境及資源管理 

(專業科目) 
綠色消費及生活 3 

13:00-17:00 
環境及資源管理 

(專業科目) 
環保 DIY 4 

109/08/08 

(六) 

08:30-11:30 
環境及資源管理 

(專業科目) 
環境影響評估 3 

12:30-17:30 
環境教育教學實習 

(實務訓練) 

生態工程環境教育教學實

習(含戶外參訪) 
5 

109/08/12 

(三) 

08:30-11:30 
環境及資源管理 

(專業科目) 
環境績效管理 3 

12:30-17:30 
環境教育教學實習 

(實務訓練) 

環境教育體驗(含戶外參

訪) 
5 

109/08/15 

(六) 

08:30-12:30 
環境及資源管理 

(專業科目) 
水資源管理 4 

13:30-17:30 
環境及資源管理 

(專業科目) 
土地資源管理 4 

109/08/19 

(三) 

08:30-12:30 
環境教育行政實習 

(實務訓練) 

環境教育推動要領與成效

評估 
4 

13:30-15:30 
環境教育行政實習 

(實務訓練) 

環境教育推動要領與成效

評估 
2 

109/08/22 

(六) 

08:30-12:30 
環境教育教學實習 

(實務訓練) 
綠色能源教學實習 4 

13:30-16:30 
環境及資源管理 

(專業科目) 
海洋環境資源管理 3 

109/08/26 

(三) 
08:30-12:30 

環境教育行政實習 

(實務訓練) 

環境教育行政實習(含環境

教育管理系統) 
4 

※本局保留課程、師資及其他異動之權力，當日講師安排依照實際狀況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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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報名事項及聯絡窗口 

(一)報名截止日期： 109 年 6 月 17 日，或額滿為止 

(二)報名方式 

1.需經線上報名，及填妥附件寄至報名信箱，並請來

電確認，方完成報名程序，未完成程序者視同未報

名，概不受理。 

2.報名網址: https://tajen-ee.weebly.com/ 

3.報名信箱: eetajen@gmail.com 

4.聯絡電話及聯絡人： 

大仁科技大學 環境教育中心 

李育儒 主任(08-7624002 轉 2810) 

黃啓翔 先生(08-7624002 轉 2810) 

5.錄取及通知： 

(1)將以 e-mail 或電話方式個別通知錄取者，未錄取者概不另行通知。 

(2)俟報名截止後仍有餘額者，將依報名順序遞補錄取。 

 

十三、交通資訊 

(一)地點：光采濕地再生能源教育示範園區 

(二)地址：屏東縣林邊鄉光林村 10 鄰信義路 180 號 

1.大眾運輸： 

（1）台鐵：搭乘台鐵至林邊火車站下車，火車站後方沿信義路直行約 50 公尺即

為目的地。 

（2）公車：高鐵左營站至客運候車處，搭乘台灣好行公車墾丁快線，至大鵬灣

站下車，轉搭屏東客運 503 線綠能公車，可抵達林邊火車站，車站後方 50

公尺即為目的地。 

2.自行開車前往： 

由國道三號下林邊交流道，接省道台 17 線抵達警察局林邊分駐所後，右轉中林

路（屏 128 線）至林邊火車站，續直行信義路約 50 公尺即為目的地。 

報名 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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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屏東縣環境教育人員核心科目 120小時研習班簡章報名表 
【個人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相片 

(1 吋) 

身分證字號  電話(日)  

電話(夜)  行動電話  

電子信箱  

畢業學校  畢業科系所  

報名班別 10902 期環境教育人員 120 小時訓練班 

專業領域 ■環境及資源管理 辦理環境教育工作之事項 □教學   □行政(可複選) 

聯絡地址 郵遞區號:        地址: 

戶籍地址 
□同上  

郵遞區號:        地址: 

緊急聯絡人  關係  緊急連絡電話  

【服務機關資料】 

服務機關  職稱  

機關電話  機關傳真  

機關地址 郵遞區號:        地址: 

※本人確實已詳閱簡章所訂之訓練測驗及再訓練等相關規定，再行報名。 

 

報名人：                 (簽章)  年  月   日 

【其他資料】 

收據開立 □個人 □機關 收據抬頭:          統編: 

身分證影本黏貼處(正面) 身分證影本黏貼處(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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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環境教育機構人員訓練班 學員參訓認證頇知 

依據環境教育法第 10 條規定，環境教育人員可透過學歷、經歷、

專長、薦舉、考詴、訓練等 6 種多元方式取得認證，並依從事工作之

性質，區分為環境教育行政人員及環境教育教學人員 2 類，其中以訓

練認證方式申請環境教育人員認證之相關規定，請詳閱「環境教育人

員認證及管理辦法」第 9 條所列之認證資格，請學員事先評估是否符

合認證資格。 

※詳細辦法規定請參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網站業務項目之環境教育認證 

（網址 http://www.epa.gov.tw/training/index.html） 

●敬請於閱讀後，於「□」打「」並簽名確認參訓。 

一、我欲以 □訓練 申請 環境資源及管理 領域 環境教育人員認證。 

二、我瞭解訓練取得認證要求： 

□ 參加環境教育機構辦理之環境教育人員訓練，並經核發機關評量合格。 

□ 

申請環境教育行政人員認證者，訓練 120 小時以上之課程（應包含核心

科目 30 小時以上、實務課程 30 小時以上及專業訓練 60 小時以上、環

境教育法規與環境教育課程設計 6 小時以上），評量合格（核心科目、

專業科目、環境教育行政實務科目）。 

□ 

申請環境教育教學人員認證者，訓練 120 小時以上之課程（應包含核心

科目 30 小時以上、實務課程 30 小時以上及專業訓練 60 小時以上），評

量合格（核心科目、專業科目、環境教育教學實務科目）。 

□ 
頇經核發機關評量，不及格科目得於 1 年內申請 2 次再評量；再評量仍

不及格者，應重新訓練。 

□ 我已瞭解以上環境教育人員認證相關資訊。 

                學員簽名：        簽名日期：_______________ 

 

http://www.epa.gov.tw/training/index.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