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教育基金管理會第 22 次委員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7 年 3 月 30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40 分
二、 地點：本署 5 樓會議室
三、 主席：李召集人應元（劉委員宗勇代）

記錄：陳孝仲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附簽名單。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報告事項：略。
七、 討論與建議（依發文順序）
（一）林委員俊全
1. 可進行跨部會合作，如參與教育部推動各級學校之環境
教育及災害教育。
2. 環境教育的人才培育，需有更多管道培養。
3. 環境教育基金因收入減少，建議可再檢討及規劃其策略
及方向。
（二）賴委員榮孝
1. 簡報第 9 頁多元化推動環境教育，特別把幼兒園環境教
育列入，可否說明其特殊性。
2. 環境友善祭祀教育宣傳執行不易，卻又是很重要項目，
該如何落實？
3.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各單位執行計畫
應與環境教育有更緊密關聯性。
（三）徐委員貴新
1. 107 年環境教育基金預計收入新臺幣（下同）7 億 305
萬元，預計支出 5 億 9,557 萬元，尚有約 1 億元經費；
如基金收入有大於支出經費，其剩餘經費是否有規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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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支出計畫，以凸顯歷年計畫之亮點成果？
2. 108 年度預算編列，多屬例行性工作，民眾對環境教育
成果可能較無深刻感受，建議思考年度推動亮點，與網
路紅人合作，於融入推動環境教育。
3. 目前雖有環境教育平臺，但環境教案、環境教育影片等
內容尚有更充實的空間，也要有更容易讓民眾上傳的介
面，如完成會讓環境教育推廣更廣泛。在 1 億 6,114 萬
元中，只要花很少的錢，就會有成效。
（四）周委員晉澄
1. 提赤字預算要有較佳彈性原則因應重點所需，未來年度，
因應又將如何，要先有計畫策略，並考量如企業捐助等
可行性。
2. 循環經濟有可能創造利多，可以多鼓勵相關實例以減廢
再利用，增加各領域公私部門參與。這方面的研究創新
如能具體評估分析，可以有助相關基金運用。
3. 持續性、例行性的推動計畫，多數是既有的公部門各層
級計畫。明年可以考慮相關地區性推動，由民間團體來
接手，減少行政部門工作與固定公部門人力支出，且由
國民第一手體認維護。
（五）劉委員志堅
1. 附件預算全部加起來是 2 億 5,000 多元，補助各縣（市）
政府才 450 萬元（係指辦理環境教育執行成效調查、統
計及分析），另附件第 9 頁 108 年社區環境調查及改造
計畫經費 2,000 萬，請說明。
2. 附件第 11 頁綜計處補助友善祭祀，空氣品質保護及噪
音管制處也有空污基金，建議此項經費評估酌減。
3. 附件第 13 頁水質保護處的「地面水體水質模式模擬運
用及教育推廣計畫」，此計畫是屬於特定業務，建議評
估酌減或刪除。
4. 辦理畜牧糞尿資源化利用之環境教育及宣導活動經費
440 萬，此利用計畫不是環境教育觸及的議題，請評估
2

調整業務內容。
5. 簡報第 4 頁柱狀圖橫軸最後是 107 年度？
（六）王委員俊淵
1. 108 年環境教育基金預算工作項目，請說明與環保署 4
項施政主軸之連結。
2. 108 年環境教育基金各業務推動重點項目請補充具體
績效目標。
3. 重點工作項目，其中環境教育區域中心請檢討功能並設
定年度重點工作及目標，另多元化推動環境教育建議納
入事業及多元媒體環境教育之推動內容。
4. 補助民間團體與學校辦理環境教育及環境教育設施場
所，請注意與地方重複申請之管控。
5. 環保署相關單位計畫；各項計畫請檢討是否符合環境教
育基金用途項目，例如環保財團法人查核、地面水體水
質模式模擬運用、環境荷爾蒙新興污染物管理模式請評
估等。
6. 108 年環境教育基金預算說明附件標頁似與內容不符，
為 107 年環境教育基金收支運用狀況報告，請修正。
7. 第 5 頁全國環境講習統計表完成率統計數據錯誤，請修
正，另各項統計數據請再確認。
8. 107 年環境教育基金各執行工作項目請提出預期效益
及具體績效指標。
9. 第 14 頁 107 年環境教育認證管理評鑑訪查，建議應提
出評鑑意見並追蹤改善。
10. 108 年環境教育基金預算說明，建議符合環境教育基金
用途項目（歸屬其他項者請檢討合宜性），另預期效益
宜有具體績效量化指標。
11. 環境教育機構及設施場所評鑑作業簡報（以下簡稱評鑑
作業簡報）第 4 頁請說明評鑑對象認證年限＋3 年之法
規依據，建議考量 1 年以上應全面評鑑並依分段評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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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方式，以達公平評鑑績優表揚之目的。
12. 評鑑作業簡報第 6 頁初審（書審）需 10 位委員，是否
合理，且需於 4 月完成，請說明。
13. 評鑑作業簡報第 10 頁書面審查設施場所 18 項指標（168
分）70 分為及格，機構 18 項指標（164 分）80 分為及
格，達成 30%及 42%即合格，請再檢討。
14. 實地審查請應訂定評鑑查核項目及標準。
（七） 周委員桂田
1. 建議環保署環境教育要與風險溝通作連結，以環保署目
前所執行的減香政策，以及會中所提到的空氣盒子
（AirBox），藉由空氣品質監測體驗活動讓學童對於當
地交通、環境以及產業等，產生一種價值性的概念，均
是一種風險溝通的概念。
2. 除了環境教育以外，建議環保署各單位可將風險溝通納
入思考，尤其是毒物及化學物質局的計畫與其他部會相
關，須與各平臺強化風險溝通。
（八）吳委員東傑
1. 108 年新南向環境教育所提培訓新住民第 2 代是相當務
實的作法。
2. 建議也能結合在臺灣念書的東南亞學生，和招收東南亞
學生的科系、學校，也考慮在臺灣念書的非東南亞國籍
的外籍生。如此不但可以更具體瞭解東南亞現狀，且透
過其他國家同學互相激勵培養地球村的視野，國際的發
展與趨勢。另外交部相關單位也應列入考量。
（九）張委員皇珍
1. 108 年度空氣污染防制基金無累計賸餘，環境教育基金
收入大幅縮減，因此 108 年度工作項目也必須整體檢討，
規劃重點、亮點計畫，並結合現代的媒體宣導方式辦理
或針對不同宣傳族群規劃環教方式。
2. 環保署各處室所提計畫，個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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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空氣盒子結合手機流動應用程式(application, APP)為區
塊鏈技術的運用，未來可朝區塊鏈技術，大數據方式發
展。
（十）賴委員曉芬
1. 環保署各單位的計畫說明並無法完全扣合環境教育八
大領域，此外，屬於基本業務，還是環境教育亦須釐清。
2. 環境衛生及毒物管理處飲用水安全教育工作計畫，應著
重水源的現況與風險的討論，並將減少瓶裝水的使用等
文字明列。
3. 國際環保合作事務，其事項文字說明多屬行政業務費，
且經費運用對象為外商，建議辦理時應納入更多民間團
體參與，達成資訊無落差並達到培力年輕世代學習之
效。
（十一）周委員春娣
1. 多元化推動環境教育，及環保署裡推動年度工作環境的
宣傳可運用不需經費的宣傳管道，如網路、 Line、
facebook 等。
2. 請注意各處（室）辦理計畫，是否合乎環境教育推廣目
的，如為基本業務，不宜列為環境教育計畫基金。
3. 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補助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辦理環境
教育活動，如認證場所，隸屬於各部會，應由各部會編
列，此項補助應評估省略。
4. 開源節流，如基金來源減少，請注意節流，不符合環境
教育的計畫及項目請考慮不予補助。
5. 毒物及化學物質局補助地方或機構宣傳謹慎使用除草
劑相關活動，此項工作宜由農政單位如農委會、農改場、
農會鄉鎮公所處理。
（十二）王委員敏玲
1. 廢棄物管理處「廢棄物非法棄置政策管理」，字面上看
不出與環境教育之連結，內容為強化民眾對非法棄置行
為的認知，這對一般民眾之意義為何？目前廢棄物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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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置的問題非常嚴重，如果此計畫是對一般民眾宣導是
否有辦法杜絕這類惡勢力介入的事情發生，此計畫用環
境教育推廣的成效為何？應思考經費的效益並謹慎使
用。
2. 綜合計畫處「辦理臺美暨新南向環境教育合作與交流計
畫」中辦理空氣品質監測體驗營，請問空氣品質監測活
動的地點在哪裡？由於中南部的空氣品質問題很嚴重，
經費是否有花在刀口上？還有現在各種空品感測器如
空氣盒子等等監測設備與工具很普遍，此監測活動利用
環境教育基金該如何做出其特殊性？尤其是針對中南
部民眾，請說明之。
（十三）何委員舜琴
1. 環境教育基金收入在 108 年可能大幅減少，並由基金累
餘額支應，請加強基金安全存量之控管機制。如未來經
費不足，有些比較特定業務面之計畫，似可酌予刪減。
2. 依據環境教育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狀況第 9 頁，108
年將檢討變更「國家環境教育綱領」「國家環境教育行
政方案」，建議列入簡報。
3. 請說明環境教育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狀況第 11 頁補
助美國國家野生動物協會及北美環境教育學會與提升
臺灣學校環境教育之關係。
4. 環保署相關單位辦理計畫，其計畫名稱宜表現出與環境
教育的關係，以免遭誤解，例如廢棄物管理處再生粒料、
非法棄置。
5. 環境教育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狀況中第 5 頁案件簽結，
完成率之意思請說明，另為何有些單位完成率為 0。
6. 環境教育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狀況中第 11 頁中第四
項的第一款製作未來 5 屆獎座 182 座，請說明其必要
性。
7. 環境教育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狀況第 15 頁，建議廢
棄物管理處除持續對 107 年限用塑膠袋教育宣導外，也
能增加一些對未來源頭減量工作之教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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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蔡委員惠卿
1. 撙節經費減輕（少）訪查，環境教育執行多年，環保團
體，學校所申請補助計畫，也有多年理念，如將來經費
短缺，不妨先減少，或改為紙上作業等，網路連結等查
核方式，審核申請單位辦理成效，再輔以抽查（執行 2
年以上者抽查訪視）
，應該可以獲得督察效果。
2. 捐助國外團體推動環境教育，就以往考核環境教育獎經
驗，在學校間獲得臺美學校執行之效益，是有其效益，
但在北美或美國由 NPO、NGO 之補助，確實可以就我
國整體環境教育經費之充裕與否，討論補助之金額，或
可同時規劃逐年降低補助，提早告知對方，以利誠實作
事，友誼長存之寶貴關係。
3. 無塑海洋：減塑、無塑是環保署的重要政策，但若擴及
海洋，並跨部會合作，甚至是跨兩岸、跨國際合作，否
則以海洋的流動，垃圾其實會一直湧現在我國四周海域，
年年清除，固然是國人致力海洋保育環保工作，但若能
清除更是長久之計。
（十五）環保署綜合答覆
1. 針對補助計畫的優先順序以及環保署四大主軸檢討，會
再研究討論，另外補助美國國家野生動物協會(National
Wildlife Federation, NWF)、 全球環境教育夥伴會議
(Global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artnership, GEEP)等，
主要是藉由捐助的方式，與國際民間團體等，建立夥伴
關係協助我國在國際上宣傳及推廣環境教育。
2. 國家環境教育獎座因有智慧財產權，如 1 次開模可減少
相關費用，故大量製作較符合經濟效益，並於每年度將
得獎名單及文字刻上獎座上。
3. 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評鑑訪查分兩個程序，認證要項當
年度就會限期改善，改善沒有完成即廢止；第 2 個程序
為後續增能和現場訪查的建議事項，會列為下年度的訪
查重點，每 5 年認證查核建議有沒有改善。
4. 廢棄物管理處去年 106 年輔導國內紡織產業綜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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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敦閣織品股份有限公司與義達創新股份有限公司等
3 家業者產品符合搖籃到搖籃設計理念，紡織產業綜合
研究所的抗菌紗及敦閣織品股份有限公司綠色纖維緹
花捲簾等 2 項產品，申請國外搖籃到搖籃認證。關於廢
棄物管理處所提再生粒料計畫名稱，會再釐清工作內容
及修正名稱，108 年會增加限制塑膠吸管之使用政策。
5. 環境荷爾蒙牽涉到到食、衣、住、行等方面，目前行政
院已核定環境荷爾蒙管理計畫，為跨部會計畫，有一部
分為管理層面的運作，由毒物及化學物質局負責其中的
評估跟宣導，因此此計畫委辦業務費會搭配運用環境教
育基金來執行。
6. 「幼兒園環境教育」
，係因環境教育法第 19 條對象不包
含幼兒園，但環境教育從小扎根是有其重要性，因而此
計畫目的為對幼兒園教師進行環境教育宣導，強化對幼
兒教師的環境教育認知，以擴散到幼兒環境教育的學
習。
7. 關於綜合計畫處辦理臺美暨新南向環境教育合作與交
流計畫的去年成果中，環保署與美國環保署合作，106
年在臺中市曉明女中舉辦「空氣品質監測體驗營」，教
導學生親身體驗實作，操作簡易空氣品質感測器，藉此
學習空污基本知識、空污與健康的關係。由於曉明女中
表現相當傑出，美方安排曉明女中代表臺灣至泰國參加
「國際空氣品質監測體驗營」。未來會加強辦理，地點
會再依據最新環境狀況斟酌。
8. 廢棄物管理處所提「廢棄物非法棄置政策管理」計畫，
此計畫為第 1 次編列於環境教育基金，主要為宣導教育
民租地期間要時常巡邏，不要讓不良廠商非法棄置，以
達到杜絕非法棄置的問題，計畫的標題及工作內容會再
研議調整以符合環境教育基金的運用。
9. 108 年環境教育基金預算說明簡報第 4 頁資料，年度軸
資料將進行修正，另本次會議資料附件為 108 年專案計
畫費用，會再未補充行政及相關人事費等預算資料。
10. 「辦理環境教育執行成效調查、統計及分析」45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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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補助地方政府計畫，係為行政委託費用，另「108
年社區環境調查及改造計畫」，規劃與地方政府合作，
補助 114 個社區，調查社區內資源、推動社區環境教育
及環境改造相關工作。
11. 環境友善祭祀計畫由綜合計畫處與空氣品質保護及噪
音管制處合作辦理，綜合計畫處並委託財團法人環境資
源研究發展基金會進行相關教育宣導，為 108 年重點政
策。
12. 水質保護處「地面水體水質模式模擬運用及教育推廣計
畫」，環境教育部分為將水質模式簡化放在網路上讓民
眾輸入地方人數，可以合理預測分析河川的污染狀況，
達到增進水體環境保護效益，達到水質保護的環境教育
目的。辦理研討會觀摩會，為針對特殊團體如養豬協會
與酪農業等進行沼渣再利用之環境教育。
13. 環境衛生及毒物管理處「飲用水安全教育」內容非食安
議題，主要係因臺灣飲用水合格率已達 99.9%，希望藉
由此計畫對民眾宣導臺灣的飲用水安全問題，並宣導民
眾多喝自來水少喝瓶裝水，以減少塑膠瓶之使用。
14. 永續發展室「辦理國際環保合作行政支援」，主要是將
環保署政策翻譯為英文資料，讓位於臺灣之外商或是外
國人瞭解環保署的最新政策與資訊。
15. 環保署每年均辦理 106 年「補（捐）助民間團體及學校
辦理環境教育」公開徵求案計畫，平均徵選 40 多個團
體合作，明年的經費為 1,600 萬元。
16. 辦理民間團體及學校申請補助、訪查及核銷輔導這項工
作，是為避免部分民間團體申請補助未確實依據核定計
畫內容辦理，以達到請民間團體及學校參與推廣環境目
的。
17. 配合「無塑海洋」政策，會推行幾個重點事項，「源頭
減量政策」：包含 108 年禁用柔珠；「限塑政策」：2020
年推動禁用塑膠吸管；
「淨海活動」
：每年在熱門景點、
漁港地區進行大規模淨海活動，亦配合「環保艦隊」，
船隻出海後將廢棄物帶回來，並與多個民間團體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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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朝向與國際團體及跨部會進行合作。
八、 主席結論
108 年度環境教育基金概算將參酌各位委員意見建議進
行調整後通過，另由於 108 年度環境教育基金來源尚未完全
確定，後續還會視基金來源再做微調，另外本署各單位計畫，
請再修改及確認後，編入基金概算送行政院審查。
九、 散會：中午 12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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