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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永續發展與環境教育輔導團 109年度推展活動系列－辦理高、國、

中小校長及教師環境教育人員認證研習暨輔導研習計畫 

壹、 依據： 

一、 教育部 107年 12月 04日臺教資(六)字第 1070190494B號令修正「教 

育部補助地方政府辦理環境教育輔導小組計畫作業要點」辦理。 

二、 桃園市「環境教育行動方案」暨「桃園市 106-109年永續發展與環境教育中

長程計畫」辦理。 

三、 109年度桃園市永續發展與環境教育輔導團工作計畫辦理。 

貳、 目的： 

一、 因應環境教育法之實行，協助學校長期推動環境教育之教職員符合申請資

格，以鼓勵參與環境教育人員認證。 

二、  透過環境教育人員認證研習提升學校環教推動人員之環境教育素養，以利後

續於學校推動環境教育工作。 

三、 透過環境教育人員認證研習提升學校環教推動人員之環境教育專業知能，以

利學校環境教育課程活動的設計與教學。 

參、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三、 承辦單位：桃園市蘆竹區龍安國民小學、桃園市永續發展與環境教育輔導

團。 

肆、 實施期程：109年 7月 1日起至 9月 30日止 

伍、 實施對象： 

一、 桃園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各校負責環境教育業務尚未取得環境教育指定人員

認證者，請務必參加，各校參加人員至多以二名為限，其中以未取得認證之

校長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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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桃園市永續發展與環境教育輔導團團員尚未取得環保署或教育部環境教育人

員認證、未曾參與 24小時研習者，請務必報名參加研習。 

陸、 辦理方式：  

一、  109年度環境教育人員認證研習： 

 (一) 暑假梯次：109年 7月 20日(一)至 7月 23日(四)共 4天 

 (二) 研習地點：桃園市蘆竹區龍安國民小學 

（桃園市蘆竹區文中路一段 35號）向陽樓五樓視聽教室 

        （當日停車：東警衛室旁地下停車場） 

(三) 研習人數：市內高中、國中、國小校長及教師共 100人。 

 (四) 報名方式： 

1. 自 109 年 6 月 20 日起開始報名至 109 年 7 月 15 日止。(以未取得環境

教育認證人員之學校教師優先錄取，其次為教師研習系統報名先後順

序，每校至多錄取二名， 100人額滿恕不受理報名。) 

2. 本研習計畫活動工作人員及報名參加經審核通過者，於活動期間在不

影響課務及不支領代課鐘點費原則下，准予公（差）假登記。 

3. 報名方式： 

請至「桃園市教育發展資源入口網」報名  

4.課程規劃：詳如附件一。 

 (五) 備註說明： 

1. 全程參與本研習者，將由主辦單位核發研習時數 24小時及研習證書。 

2. 完成本研習並取得核發之證明文件者，務必於當年度 8 月 21 日備齊資

料參與認證資料審查，以符合各校須至少一名環境教育認證人員之法

令。之後並備妥相關證明文件，送認證核發機關審核申請環境教育人

員認證。 

3. 因應環境教育法及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辦理，須全程出席該

梯次完整課程，方授予研習證書；如有遲到或缺課者，僅提供研習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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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4. 研習結束將核發研習證書作為申請教育部環境教育指定人員之用，比

照環保署環訓所訓練實施對號入座，每節課進行拍照點名，請參與研

習人員準時上課，切勿遲到早退。 

二、  109年度輔導申請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資料審查： 

(一) 請未取得環境教育學校認證人員的學校及暑假參與研習的學員務必送件

參與認證資料審查： 

1. 審查日期及時間：8月 21日(五)上午 9:00-12:00。 

2. 審查地點：龍安國小德進樓三樓晴空教室。 

3. 審查人數：市內高中、國中、國小校長及教師約 100人。 

(二)參加認證審查給予公(差)假登記：本計畫工作人員及各校環境教育推動

人員參加認證審查當日，於課務自理前提下，給予公(差)假登記。 

柒、 經費概算：如附件二 

捌、 獎勵方式：依據「桃園市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獎懲要點」核予下列獎

勵。 

一、 環境教育人員認證研習：承辦學校工作人員給予敘嘉獎 1次 4人，獎狀 1張

4人。 

二、 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資料審查：承辦學校工作人員給予敘嘉獎 1次 2人，獎狀

1張 2人。 

玖、 預期效益： 

109 年度協助本市高中以下學校尚未取得認證之環境教育指定人員完成認證達成

率 100%。 

壹拾、 本計畫陳  教育局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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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課程表及課程綱要 

桃園市 109年高國中小校長及教師「環境教育人員認證」研習課程表 

日期 7/20(一) 7/21(二) 7/22(三) 7/23(四) 

08：00 

- 

10：00 

環境概論 

（臺灣師範大學環教所 

張子超教授） 

環境教育 

（清華大學蘇宏仁教授） 

生態保育 

（臺北市立大學 

陳建志副教授） 

環境變遷與防災 

（臺北市立大學 

許民陽教授） 

10：10 

- 

12：10 

環境倫理 

（臺灣師範大學環教所 

張子超教授） 

環境教育教材教法 

（清華大學蘇宏仁教授） 

環境教育課程設計 

（臺北市立大學 

陳建志副教授） 

資源整合及伙伴關係建立 

（臺北市立大學 

許民陽教授） 

12：10 

- 

13：10 

午餐時間 

13：10 

- 

15：10 

環境教育推動要領與 

成效評估 

（臺北市立大學 

徐榮崇教授） 

環境教育法規 

（環境教育人員認證） 

（教育部資科司 

賀冠豪助理研究員） 

環境教育計畫撰寫與執行 

（中壢國小 

胡家溱前校長） 

資源使用與循環型社會 

（臺北市立大學 

許民陽教授） 

15：10 

- 

15: 30 

賦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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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109年高國中小校長及教師「環境教育人員認證」研習課程綱要 

課程名稱 時數 課程綱要 

環境變遷與防災 2 

1. 瞭解環境變遷議題與成因，思考人類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2. 瞭解災害概念，並培養對災害的警覺意識。 

3. 瞭解國內對環境變遷與防災的策略，以及相關的教育資源。 

資源整合及伙伴關

係建立 
2 

1. 認識學校環境教育課程融入範例。 

2. 認識社區環境教育資源。 

3. 認識社區與學校課程結合案例。 

環境教育法規 2 

1. 認識環境教育法的起源和立法精神。 

2. 瞭解環境教育法規的特性和內涵。 

3. 認識環境教育相關法規的規範。 

環境教育教材教法 2 

1. 認識學生在環境學習上的階段發展，以確認教學目標和策略。 

2. 瞭解環境教育教學法，並熟悉教學法之實施原則、步驟及技巧。 

3. 瞭解戶外環境體驗與教學的教材資源、規劃設計及教學場域的選

擇。 

環境教育計畫撰寫

與執行 
2 

1. 瞭解學校環境教育計畫目標。 

2. 瞭解學校環境教育多元化執行方式。 

3. 瞭解環境教育計畫撰寫原則。 

資源使用與循環型

社會 
2 

1. 瞭解生態系中資源循環利用的原理與概念。 

2. 認識循環型社會的定義和演進，透過他山之石的案例分享，思考

國內對循環型社會的推動及策略。 

3. 瞭解個人或群體的環境行動方案（如綠色設計、綠色生產、綠色

消費等），並思考如何將做法融入環境教育教學中。 

環境倫理 2 

1. 認識環境倫理的基本概念與學說。 

2. 瞭解社會環境價值觀的演變以及價值澄清方法。 

3. 瞭解環境倫理與環境友善行為之關聯，進而於日常生活中實踐。 

4. 從環境倫理的角度思辨社會成長與永續的衝突與決策。 

環境教育課程設計 2 

1. 瞭解如何透過教學法運用，設計符合學生學習階段之環境教育課

程。 

2. 認識具教育意義之生活化環境教育議題。 

3. 環境教育課程設計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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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推動要領

與成效評估 
2 

1. 瞭解環境教育推動的目標及意義。 

2. 從案例分享中吸取學校環境教育推動之實務經驗。 

3. 瞭解學習成效評估之概念與操作方法。 

4. 瞭解活動或方案的輸入、過程與輸出要素，並檢討改善措施。 

環境概論 2 

1. 認識自然資產與永續社會的議題。 

2. 透過環境問題檢討與分析、認識國家環保政策與環境指標。 

3. 瞭解環境風險評估與環境品質管理。 

環境教育 2 

1. 認識環境教育起源與理念。 

2. 瞭解環境教育原理、目標與內涵。 

3. 認識環境教育國際重要發展趨勢。 

4. 認識我國環境教育現況。 

生態保育 2 

1. 認識生態系統的組成、互動、功能，並省思人類在生態系中扮演

的角色。 

2. 瞭解國內外生態保育的演變、現況與作法。 

3. 認識校園生物多樣性，以及觀察物種棲息環境的變化。 

4. 將校園生物多樣性調查融入環境教育中，營造教室外學習場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