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申請書
1.申請單位請完整填寫本表紅線框內各欄並備齊各項文件。2.請詳閱填表注意事項。

※

注
意
：
粗
線
框
各
欄
，
如
留
空
或
填
寫
不
全
或
證
件
不
齊
備
，
不
予
受
理
。

設施場所名稱

申請單位全銜

設施場所地址或
座落

□□□□□

申請單位地址

□□□□□

縣/市
段

巷

負責人姓名

鄉/鎮/市/區
弄
號
申請單位統一
編號

全職環教專業人員
姓名

認證核准字號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電郵地址

設施場所網址
每年預估提供
服務容量（人

同時可容納最大
學員量（人次）

經
營
管
理
規
劃
書

附
件

路/街
樓之

經教育部管道申請者，請加註勾選□教育部

（行動）
（公）

次）

應檢具之文件
證
明
文
件

1061019

列舉說明項目

設施場所之所有權、管理權或使用權證明文件影 如：土地所有權狀、建築物使用執照、租賃契約書、
本【詳閱申請注意事項二、（八）】
同意使用書、經營管理委託契約、其他：
申請單位依法須取得政府機關核准設立、登記
如：營利事業登記證、法人登記書、其他：
者，其核准設立、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設施場所依法須取得政府機關許可始得營運者，
如：公文、法規、登記證（類別： ）、其他：
其營運許可證明文件影本
單位簡介及核心宗旨、營運目標
環境現況及自然或人文特色主題與內容說明
請依計畫書之所列要項進行撰寫及說明，
並佐附相關圖片及圖表

環境教育課程方案

環境教育專業人力配置及夥伴關係
服務流程規劃、安全維護規劃、場域管理及環境
負荷規劃、財務計畫
申請單位近3年辦理環境教育相關證明文件
請依附件1格式填寫並佐附活動照片
安全維護證明文件

請依附件2所列文件名稱逐一檢附

涉及動物活動之相關文件及說明

請依附件3所列說明提供相關文件，無者免

A4回郵信封2封【詳閱申請注意事項二、（六）】
1.本申請書填報資料及附件如有不實記載，願負一切法律責任；核發機關必要時可送請有關機關查證，如有不實記載，依法究
辦。
2.核發機關將公開取得認證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資料如后：設施場所名稱、簡介、網址、地址或座落、開放時間、認證日
期及字號、認證有效期限、申請單位名稱、申請單位統一編號、負責人姓名、聯絡電話、課程名稱、課程簡介、授課講
師、授課對象、人數及授課時數。

申請單位用印【單位印信、關防或公司登記章】

負責人簽章

全職環境教育專業人員簽章

□符合「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及管理辦法」第5條規定，通知繳費及審查文件所需數量。
程序審查 □不符「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及管理辦法」第5條規定且逾期未補正，駁回申請。
□因申請資料未備齊，檢還申請資料。
結果
查核人：

單位主管 ：
1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申請書注意事項
一、申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申請書請寄至：「32024桃園市中壢區民族路3段260號5樓，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人員訓練所收」。申請函件請以掛號投遞，如郵件以平信寄
遞發生遺失遲誤，請自行負責。
二、申請文件請依申請書「應檢具之文件」欄位內所列順序檢附文件、編排頁碼成冊平放信
封內，每一封袋以裝1件申請書為限：
(一)本申請書應使用本所制式格式，各欄均須詳實填寫，所填資料必須與所檢附文件上
各項資料相符。
(二)申請書及附件總計80頁以內為原則，並以A4尺寸、再生紙雙面印製，並請裝訂成冊。
(三)相關說明資料內文字體為標楷體，大小為14。
(四)各項證明文件（雙面者，含正、反面）影本，請註明「與正本相符」之核章，並加
蓋騎縫章（若無專用騎縫章可以申請單位之戳章或印信等代替）。
(五)若學歷證件為國外單位頒授者，應譯妥中文，並經法院公證，或經我國駐外單位或
教育部認證後，始予採認。
(六)A4回郵專用信封2封：
1.寫明申請單位全銜、地址，及貼足掛號郵資之A4大小之信封1封（通知程序審查
結果或繳費用）。
2.寫明申請單位全銜、立案地址，及貼足掛號郵資（以原件重量加15公克）之可容
納A4大小之信封1封（寄送通過認證之證明文件）。
(七)檢送審核之文件請獨立撰寫，請勿直接以相關出版品及簡報遞件，相關出版品可為
佐證資料。
(八)設施場所之所有權、管理權或使用權證明文件需檢具土地所有權狀及建築物使用執
照，若非為所有權人，則另需檢附租賃契約書、同意使用書或經營管理委託契約。
三、程序審查：
(一)申請單位依據本辦法第4條檢送規定文件，符合規定者核發機關依據前項辦法第5條
將通知申請單位繳交審查費與審查文件；不符規定者將通知申請單位於限期內補正，
逾期未補正者，駁回認證申請。
(二)依據本辦法第5條第2項規定，申請認證者請於接獲核發機關通知，於15日內以郵政
劃撥方式繳交新臺幣5,020元（含審查費5,000元及劃撥手續費20元）及所需審查文件
之數量一式10份（需裝訂成冊，並依序編列頁碼），逾期未補正者，駁回認證申請。
四、認證審查：
(一)依本辦法第6條規定，核發機關應於收到審查費之次日起3個月內完成設施場所認證
審查，審查期間必要時得延長之，但不得逾3個月，並以延長1次為限。
(二)經審查須由申請者補充申請文件內容者，核發機關應通知申請單位限期補正；逾期
未補正者，駁回其申請。補正日數不計入審查期間。
五、核發機關得於認證有效期間內隨時派員訪查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並就環境教育實施狀
況要求提供必要資料。
六、依本辦法第16條規定，經認證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有下列情形，得廢止其認證：
(一)環境教育成果報告內容不實。
(二)無正當理由拒絕中央主管機關之訪查或提供必要資料。
(三)申請者喪失對該設施場所之所有權、管理權或使用權。
(四)申請者之政府機關核准設立、登記證明文件經撤銷或廢止。
(五)設施場所經政府機關命其停止營運或其營運許可經撤銷或廢止。
(六)設施場所未提供環境教育服務持續達1年以上。
(七)設施場所經評鑑不合格，限期改善未改善完成者 。
(八)設施場所疏於維護及管理，致影響環境教育服務品質，限期改善未改善完成者。
(九)人力配置、課程方案或經營管理與申請檢送文件不符，限期改善未改善完成者。
(十)其他違反本辦法規定，限期改善未改善完成者。
七、申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之疑義，請電洽（03）4020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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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場所名稱

）經營管理規劃書

一、 單位簡介及核心宗旨
（一） 單位創立理念及簡介
（二） 設施場所宗旨及願景
（三） 環境教育推動歷程

二、 營運目標
【請依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四大要素分類撰寫質、量化之具體目標及行動策略】

（一） 短期目標（第1-2年）
（二） 中期目標（第3-4年）
（三） 長期目標（第5年）
三、 環境現況及自然或人文特色主題與內容說明
（一） 環境現況（地理環境、土地或建物面積、交通位置）
（二） 環境資源特色
（三） 教學據點規劃及實施範圍（照片、位置圖、配置圖）
四、 環境教育課程方案
（一） 環境教育課程發展理念及架構規劃
（二） 環境教育課程方案彙總表（表格如後）
（三） 環境教育課程方案詳案
【應涵括課程名稱、教學目標、課程大綱、教學對象、學員人數、授課
時數、教學地點及路線、授課講師、師生比、教學單元詳細活動流程、
操作步驟及內容、學習成效評估方式】

（四） 課程試教紀錄及修正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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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場所名稱

編號

1

2

）課程方案彙總表

課程名稱

課程簡介

授課
對象

授課
時數

操作
地點

濕地驚嘆號

濕地是地球上生產力最豐富的生態環
境之一。本課程藉由遊戲、觀察紀
錄、角色扮演及討論，讓學生了解
○○○ ，並認識 ○○○ 的危機與挑戰。

國小
5-6年級

2.5

地球教室
及
戶外濕地

打擊海洋怪物

隨著生活習慣的改變與地球資源的消
耗，海洋廢棄物已造成許多生物與環
境的影響。本課程透過海洋廢棄物對
於生態環境與生物的影響，帶領學員
了 解 ICC 淨 灘 活 動 之 目 的 並 實 際 操
作，了解海洋環境所面臨到的垃圾問
題。再透過體驗遊戲的操作，帶領學
員了解對於資源使用的態度與反思。

成人

3

海洋教室
及
○○ 海岸

7-8年級

2

○○館及
○○ 步道

○○○ 不 僅 是 台 灣 重 要 的 自 然 資 源 和 當
時 的 ○○ 產 業 發 展 也 息 息 相 關 。 透 過

3

重返 ○○○的
黃金時代

情境劇本和現地觀察，建構出當時生
活形態的想像，了解過去的人們與環
境互動的關係，並省思環境資源的利
用與保護。

( 以上為範例 )

課程時數總計 7.5 小時
備註1、每一課程可彈性規劃教學時數（如範例），所有課程加總達4小時以上即可。
備註2、請視需要自行延伸表格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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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環境教育專業人力配置及夥伴關係

（一） 全職環境教育人員證明文件（環境教育人員證書、在職證明）
（二） 人力組織架構及工作配置
（三） 人員專業能力及環境教育實務經驗
（四） 人員增能培訓經歷及規劃
（五） 夥伴關係發展及合作
六、 服務流程規劃
（一） 環境教育專業服務作業流程
（二） 環境教育課程開放時間及相關資訊
（三） 行銷推廣規劃
七、 安全維護規劃
（一） 課程操作安全措施
（二） 緊急救護作業程序
（三） 鄰近醫療救護資源
八、 場域管理及環境負荷規劃
（一） 環境與設施之維護
（二） 場域硬體設施規劃
（三） 環境友善設施及配套措施
（四） 環境承載量評估
【依整體環境現況、教學環境（講師人數、師生比）分項說明】

九、 財務計畫
（一） 課程收費機制規劃
（二） 營運成本及收入等長期財務規劃
【依設施場所執行期程規劃，並以年度收支平衡表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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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設施場所名稱

）

近三年辦理環境教育相關證明文件
製表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參加
編 活動、訓練、研習
時
活動經費 辦理性質
活動內容摘要 （年月日）
人數
(請填「主辦」或
號
課程名稱
數
（仟元） 「協辦」)
起 迄
（人）
○○ 社區

1

全員逃走中

社區環境尋寶 105 105
耆老拜訪
03 03
社區產業體驗 01 01

6

40

20

主辦

備註
辦理頻度或
活動對象

每月辦理
對象高中生

以上為範例

本填報資料及附件如有不實記載，願負一切法律責任；核發機關必要時可送請有關機關查證，如有不實記載，依法
究辦。

申請單位用印【單位印信、關防或公司登記章】

負責人簽章

全職環境教育專業人員簽章

※ 請按表格之編號次序，檢附照片各一張，並註記活動、訓練或研習課程名稱，地點，拍照日期。
※ 請視需要自行延伸表格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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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將編號1照片列印、印製或黏貼於此處

編號1、（請填列活動、訓練或研習課程名稱，地點，拍照日期）

請將編2照片列印、印製或黏貼於此處

編號2、（請填列活動、訓練或研習課程名稱，地點，拍照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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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設施場所名稱_____________）安全維護證明文件
一、建築物使用執照
二、最近一次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申報結果通知書
三、最近一次消防安全檢查紀錄表
四、最近一次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
五、防護計畫書
六、防火管理人員證書
七、半年一次自衛消防編組演練
八、建築物耐震評估（適用「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修正案」之建築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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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涉及動物活動相關文件及說明
一、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設立或許可之證明文件。
二、 動物飼養清單：其內容至少包括動物種類、來源證明、特性、照料、飼養
與管理方式、設施維護、訓練及操作標準。
三、 對於動物活動與其課程方案及環境教育關連之具體說明。
四、 確保動物福祉之操作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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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申請自我檢核表
一、申請書部分：
欄位

自我檢核情形

設施場所名稱

□已確認填寫

申請單位全銜

□已確認填寫

設施場所地址或座落

□已確認填寫

申請單位地址

□已確認填寫

負責人姓名

□已確認填寫

申請單位統一編號

□已確認填寫

全職環教專業人員姓名

□已確認填寫

認證核准字號

□已確認填寫

聯絡人姓名

□已確認填寫

聯絡人電話

□已確認填寫

聯絡人電郵地址

□已確認填寫

設施場所網址

□已確認填寫

同時可容納最大學員量（人次）

□已確認填寫

每年預估提供服務容量（人次）

□已確認填寫

應檢具之文件

□已確認勾選

申請單位名稱及用印

□已確認用印並填寫名稱

負責人簽章

□已確認簽章

全職環境教育專業人員簽章

□已確認簽章

二、檢送審核之文件部分：
【證明文件】
文件名稱

自我檢核情形

1.設施場所之所有權、管理權或使用權證明 □已檢附，確認無誤
文件影本
2.申請單位依法須取得政府機關核准設立、 □已檢附，確認無誤
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申請單位為政府機關（構）者，免檢附
3.設施場所依法須取得政府機關營運許可證 □已檢附，確認無誤
明文件影本
申請單位為政府機關（構）者，免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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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申請自我檢核表（續一）
二、檢送審核之文件部分（續）：
【經營管理規劃書】
文件名稱

自我檢核情形

1.單位簡介及核心宗旨
1-1單位創立理念及簡介

□已確認表述相關內容

1-2設施場所宗旨及願景

□已確認表述相關內容

1-3環境教育推動歷程

□已確認表述相關內容，並連結附件1說明

2.營運目標

□已確認表述相關內容

2-1短中長期營運目標

3.環境現況及自然或人文特色主題與內容說
明
3-1環境現況（地理環境、土地或建物面 □已確認表述相關內容
積、交通位置）
3-3環境資源特色

□已確認表述相關內容

3-3教學據點規劃及實施範圍（照片、位
置圖、配置圖）

□已確認表述相關內容

4.環境教育課程方案
4-1環境教育課程發展理念及架構規劃

□已確認表述相關內容

4-2環境教育課程方案彙總表

□已檢附，確認無誤

4-3環境教育課程方案詳案

□已確認表述相關內容

4-4課程試教紀錄及修正歷程

□已確認表述相關內容

5.環境教育專業人力配置及夥伴關係
5-1全職環境教育專業人員證明文件

□已確認表述相關內容

5-2人力組織架構及工作配置

□已確認表述相關內容

5-3人員專業能力及環境教育實務經驗

□已確認表述相關內容

5-4人員增能培訓經歷及規劃

□已確認表述相關內容

5-5夥伴關係發展及合作

□已確認表述相關內容

6.服務流程規劃
6-1環境教育專業服務作業流程

□已確認表述相關內容

6-2環境教育課程開放時間及相關資訊

□已確認表述相關內容

6-3行銷推廣規劃

□已確認表述相關內容

7.安全維護規劃

□已確認表述相關內容

7-1課程操作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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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申請自我檢核表（續二）
二、檢送審核之文件部分（續）：
文件名稱

自我檢核情形

7-2緊急救護作業程序

□已確認表述相關內容

7-3鄰近醫療救護資源

□已確認表述相關內容

8.場域管理及環境負荷規劃
8-1環境與設施之維護

□已確認表述相關內容

8-2場域硬體設施規劃

□已確認表述相關內容

8-3環境友善設施及配套措施

□已確認表述相關內容

8-4環境承載量評估

□已確認表述相關內容

9.財務計畫
9-1課程收費機制規劃

□已確認表述相關內容

9-2營運成本及收入等長期財務規劃

□已確認表述相關內容

【附件1、近3年辦理環境教育相關證明文件】
1.編號、活動、訓練、研習或課程名稱、活 □已確認填寫
動內容摘要、日期、時數、參加人數、活
動經費、辦理性質等欄位
2.申請單位名稱及用印

□已確認用印並填寫名稱

3.負責人簽章

□已確認簽章

4.全職環境教育專業人員簽章

□已確認簽章

5.相關活動照片及說明

□已檢附，確認無誤

【附件2、安全維護證明文件】

□已依所列文件名稱逐一檢附，確認無誤

【附件3、涉及動物活動相關文件及說明】（無則免）
1.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設立或許可之證
明文件
2.動物飼養清單
3.對於動物活動與其課程方案及環境教育關
連之具體說明
4.確保動物福祉之操作準則

三、寄送申請
A4回郵信封2封

□已檢附，確認無誤，貼足掛號郵資

寄送申請書與申請文件信封封面

□已檢附，確認無誤，並完整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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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中壢區民族路三段260號5樓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人員訓練所（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收
3

2

申請單位：

0

2

4

地址：

聯絡人：
電 話：

檢核清單請勾選（申請文件請依下列順序排列），本頁請黏貼於信封封面

□申請認證
□補正文件
1、通知補正公文
□1、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申請書
發文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2、設施場所之所有權、管理權或使用權證明文件影本
發文文號：環訓_________字
□3、申請單位依法須取得政府機關核准設立、登記者，其核准設立、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第___________號
□4、設施場所依法須取得政府機關許可始得營運者，其營運許可證明文件影本
2、補件資料（請自行填列）：
□5、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經營管理規劃書
□①
□單位簡介及核心宗旨、營運目標
□②
□環境現況及自然或人文特色主題與內容說明
□③
□④
□環境教育課程方案（需另填寫彙總表）
□⑤
□環境教育專業人力配置及夥伴關係
□⑥
□⑦
□服務流程規劃、安全維護規劃、場域管理及環境負荷規劃、財務計畫
□⑧
□6、申請單位近3年辦理環境教育相關證明文件
□⑨
□7、安全維護證明文件
□⑩
□8、涉及動物活動之相關文件及說明（無者免）
□9、A4回郵信封2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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