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聯合大學
環境教育人員30(+3)小時認證暨展延研習簡章
一、目的
民國100年6月5日我國開始施行環境教育法，本校於民國102年通過環保署
環境教育機構之認證。本機構為協助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學校、政府捐
助基金累計超過50%財團法人、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等之人員取得環境教育人員
認證，故辦理環境教育人員30(+3)小時研習班，以利學員取得環境教育人員證
書及推廣環境教育。此外，本次研習本機構亦申請展延研習(符合展延所需之30
小時研習及包含「環境教育法規」3小時)，故已取得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而須展
延者，亦可參加本研習。

二、研習對象
(一) 以學歷認證者
依據「環境教育人員認證管理辦法」第四條以「學歷」申請認證環
境教育行政人員或環境教育教學人員認證者，且認證者已修畢環境相關
領域課程18學分以上(查詢採計之專業領域課程請見「八、備註」)；研習
須包含「環境教育」、「環境倫理」、「環境教育教材教法」等三科目六學
分以上(本次研習已包含上述課程)。
(二) 以經歷或專長認證者
依據「環境教育人員認證管理辦法」第五條、第六條及第十條以
「經歷」、「專長」申請認證環境教育行政人員認證者；研習須包含「環
境教育法規」、「環境教育」、「環境倫理」、「環境教育課程設計」、「環境
概論」等五科目，每科目至少二小時以上(本次研習已包含上述課程)。
(三) 須展延之環境教育人員
依據「環境教育人員認證管理辦法」第十五條規定，環境教育人員
除經薦舉取得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者外，其餘認證有效期限為五年，期限
屆滿前三至六個月內得申請展延；另須於環境教育證書有效期間內，完
成至少一項之展延要求(其一即為包含3小時環境教育法規之30小時環境教
育研習，相關規定請見「八、備註」) (本次研習已包含3小時環境教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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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四) 其他
對環境教育有興趣及欲提升對環境之認知者。
[註]：請欲參加研習之學員先自行檢核是否符合「環境教育人員認證管理辦法」
之申請要件(詳見「八、備註」)，以免滋生不必要之誤會與麻煩。

三、研習日期及方式
(一) 研習日期：108年5月25(六)、26(日)及6月1(六)、2(日)，共計四日(本研習
將申請環保署補助學員，人數最多為40名，額滿為止)。
(二) 研習方式：以室內授課為主，研習結訓後核發研習證明。

四、課程名稱、講師與時間
依據「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第十條
及第十五條規定，開設環境教育人員30(+3)小時研習課程。本梯次環境教育人
員30(+3)小時研習班之授課課程名稱、講師與時間如表1。
表1 本梯次環境教育人員30(+3)小時研習班之課程名稱、講師與時間
課程名稱

授課講師

授課時間

時數

班務說明

環教機構

—

環境倫理

張坤森

環境解說與環境傳播
環境教育法規

徐白龍
曾聿穎

環境教育課程設計

徐榮崇

活動方案規劃與設計
環境教育
環境教育與永續發展
環境概論

孫國勛
劉世鈞
童翔新
潘志明

5/25(六) 08：00~08：10
5/25(六) 08：10~12：00
及13：10~14：00
5/25(六) 14：10~18：00
5/26(日) 08：10~11：00
5/26(日) 11：10~12：00
及13：10~18：00
06/01(六) 08：10~12：00
06/01(六) 13：10~17：00
06/02(日) 08：10~12：00
06/02(日) 13：10~16：00

五、研習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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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3
6
4
4
4
3

國立聯合大學第二校區(八甲校區)機械工程學系4樓413階梯教室，交通指
引及研習地點如附件一。

六、研習費用、報名、繳費及退款方式
(一) 研習費用：(1) 報名全程參與30(+3)小時研習者：6,000元/人；(2) 報名參
與部分課程研習者：200元/小時•人；(3) 研習費用含講義、環保袋，提供
茶包、飲水，唯不包括中餐(本機構可代訂中餐)。(4) 全程參與30(+3)小時
研習者須先行繳交6,000元/人研習費，其後本中心代為申請環保署補助(約
補助1,000–2,000元/人，參與部分課程研習者則無補助)，環保署補助之費
用將於研習後環保署匯款本校後匯予學員。
(二) 報名方式：可選擇下列其一方式報名：(1) 線上報名：於本機構網頁，
https://cee.nuu.edu.tw/，點選報名系統/30小時(暨展延)，於線上填妥報名
表 ； 或 (2) Email 報 名 ： 下 載 本 簡 章 附 件 二 報 名 表 ， 填 妥 後 email:
m0416006@gmail.com，周美芳小姐。
另請備妥銀行或郵局存摺影本(以利本機構匯款環保署補助之報名
費)、專科以上畢業之歷年成績表(請先查對是否修畢環保署認定之專業領
域≥ 18學分之科目，https://eecs.epa.gov.tw/front/DClassquiry.aspx，並於歷
年成績表影本中勾選修畢之認定科目，並自行計算是否≥ 18學分)；其後
最 遲 於 5 月 13 日 前 以 電 子 郵 件 將 上 述 2 件 資 料 寄 至 本 中 心 ：
m0416006@gmail.com (因環保署規定環教機構最遲須於開課前10天檢送
學員資料)，方完成報名手續。
(三) 繳費方式：報名人數滿30人確定開班後，本中心將主動通知學員依下列
方式之一繳費：
1. 郵政劃撥：戶名：國立聯合大學 帳號：21998091
(請於劃撥單通訊欄位註明：「參加環境教育人員30(+3)小時認證暨展
延研習」)
2. 開課當日當天繳費。
(四) 退款方式：
1. 實際開課日前第30日前要求退費者，可全額退還。
2. 實際開課日前第29日至前第1日，退還費用總額百分之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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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際開課日後但未逾全期(或總課程時數)三分之一者；退還費用總額
百分之五十。
4. 實際開課日後已逾全期(或總課程時數)三分之一者，不予退還。

七、聯絡方式
聯絡人：周美芳小姐，聯絡方式如下：
地址：36003苗栗市聯大2號 環境教育及永續發展中心
電話：037-382108 (周一至周五9：00 ~ 17：00)
E-mail：m0416006@gmail.com

八、備註
(一) 研習者不得遲到、早退或缺課，否則不予核發研習證明。
(二) 請自備環保杯及環保筷。
(三) 有關「專業領域得採計課程學分」請至「環境教育認證系統」查詢。
https://eecs.epa.gov.tw/front/DClassquiry.aspx
(四) 以學歷、經歷、專長等管道申請環境教育人員認證之要件請詳閱下表：
規定
方式

第4條
學歷

第5條
經歷

環境教育人員認證申請要件
環境教育行政人員
環境教育教學人員
1. 專科學校以上畢業。
1～3. 同左。
2. 修畢環境相關領域課程24個學分以 4. 前項24個學分包含申請之專業
上，含環境教育、環境倫理、環境
領域18個學分以上。
教育教材教法等3個核心科目6個學 [註]：學分採計查詢網頁：
https://eecs.epa.gov.tw/front/D
分以上（得併計公務人員專長轉換
Classquiry.aspx
訓練學分）。
3. 前項核心科目得以核發機關或環境
教育機構辦理之30小時以上研習代
替。
1. 符合下列任一項經歷：
1. 同左。
◎各級學校從事環境教育工作連續1年 2. 應以展示、演出、解說、口
或累計2年以上，並參與經教育部
試、影音或其他方式呈現其
認定環境相關議題研習24小時以
環境素養與環境教育能力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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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條
專長

第7條
薦舉

第8條
考試

◎各級政府機關(構)、事業或團體從
（各級教師證書或經核發機
事環境教育工作，連續2年或累計4
關會議決議者除外）。
年以上。
◎職或志願服務從事環境教育工作，2
年內累計達2百小時或4年內累計達
3百小時以上。
2. 完成環境教育法規、環境教育、環
境倫理、環境教育課程設計、環境
概論之研習24小時以上，每科目至
少2小時以上。（教育部研習議題
相符則可併入計算時數）
1. 具有環境相關領域著作並有助於環 1. 同左。
境教育推廣。
2. 應以展示、演出、解說、口
2. 完成環境教育法規、環境教育、環
試、影音或其他方式呈現其環
境倫理、環境教育課程設計、環境 境素養與環境教育能力（各級
概論之研習24小時以上，每科目至 教師證書或經核發機關會議決
少2小時以上（第5條第1款環境相
議者除外）。
關議題研習，教育部認定議題相同
者可併入計算時數）。
1. 推行或從事環境教育工作20年以上，具有重大貢獻。
2. 原住民族或其他少數民族對傳統環境教育之技能、智慧、文化價值
維護與傳承，著有績效。
3. 曾擔任第3條第1項相關專業領域之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
院或專科學校助理教授以上年資至少5年，且推行或從事環境教育年
資10年以上。
4. 推行環境教育使其機關（構）、學校、事業、團體、社區或個人獲
得國家環境教育獎特優或環境保護專業獎章。
5. 曾任職於第3條第1項相關專業領域之主管機關政務官3年以上或曾任
職於第3條第1項相關專業領域之主管機關推行環境教育10年以上且
曾任簡任正、副主管。
1. 具有專科學校以上畢業，以及修畢 1. 同左。
環境相關領域課程14個學分以上， 2. 筆試及口試：筆試科目含環境
且具有1年以上教學或環境教育工
教育與環境倫理（含環境教育
作經驗者得參加環境教育人員考
法規）、環境概論、環境教育
試。
教材教法等3科；口試(口試不
2. 筆試：環境教育與環境倫理（含環
及格者，1年內得再口試2
境教育法規）、環境概論、環境教 次。)
育課程設計等3科。
3. 同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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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科均及格（60分以上），得以核
發機關考試及格證明文件申請認
證。
1. 參加環境教育人員訓練120小時以上 1. 參加環境教育人員訓練120小
課程（核心科目及實務訓練各30小
時以上課程（核心科目及實
時以上，並含環境教育法規與環境
務訓練各30小時以上，及專
第9條
教育課程設計6小時以上。）
業訓練60小時以上。）
訓練 2. 須經核發機關評量，各科均及格
2～3. 同左。
（60分以上，不及格科目得於1年
內申請2次再評量）。
3. 以訓練合格證明文件申請認證。

(五)

依「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第十五條，除經薦舉取得環境教育
人員認證者外，其餘認證有效期限為五年，期限屆滿前三至六個月內得
申請展延，申請展延者應在原認證有效期限內取得下列證明文件之一：
1.

參加核發機關、環境教育機構或核發機關認可舉辦之環境相關領域
研習累計30小時以上，其中應包含3小時環境教育法規。

2.

參加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或專科學校，或經教育部承
認之國外大學、獨立學院或專科學校之進修或推廣教育，修畢環境
相關領域課程6學分以上。

3.

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論文1篇以上或翻譯專業文獻經登載2
篇以上；作者或譯者2人以上者，平均計算篇數。

4.
(六)

獲得與第3條專業領域有關之國內或國外專利證明。

本機構可協助路途較遠之學員申請校內招待所住宿，唯住宿名額有限，
請提早申請。
1.

單人房500元/日

2.

雙人房800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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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交通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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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地點】
：國立聯合大學第二校區(八甲校區) 機械工程學系4樓413階梯教室
(由大樓後方中央門進入，右轉即413階梯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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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聯合大學 環境教育人員30(+3)小時認證暨展延研習 報名表
個人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電子信箱

相片

行動電話

(1吋)

電話(日)

( )

畢業學校

畢業科系所

最高學歷

□博士 □碩士 □學士 □專科 □高中 □國中 □國小

聯絡地址

□□□

戶籍地址

□同上 或□□□

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電話

現職服務機關資料
服務機關

辦公室電話

部門

職稱

機關地址

(

)

□□□

其他資料
收據抬頭

□個人 □機關 收據抬頭：

公務人員研習證明

□需開立 □不需開立

申請認證管道

□學歷 □經歷 □專長 □薦舉 □訓練 □不申請

身分證影本黏貼處(正面)

身分證影本黏貼處(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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