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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宗旨及目標 

一、宗旨 

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推動環境教育政策，爰依環境教育

法第 7 條規定依國家環境教育綱領及國家環境教育行動方案，參酌臺

中市（以下簡稱本市）地方特性，訂定臺中市環境教育行動方案（以下

簡稱本方案），期以「全球性思考，在地化行動」的國際性視野，啟發

市民「只有一個地球（Only One Earth）」的覺知與態度，並以「地球

唯一、環境正義、世代福祉、永續發展」為理念，提升市民環境意識，

主動關切環境議題並落實友善環境的行動，並邁向「消除飢餓、實現糧

食安全、改善營養狀況和促進永續農業、提供穩定水資源衛生及進行

永續管理以及確保人人負擔得起、可靠和永續的現代能源」之願景，創

造跨世代福祉及資源循環利用之永續城市。 

二、目標 

促使各機關（構）、學校、民間團體與企業共同推動環境教育，並

呼應聯合國與國家永續發展目標推動所屬業務，加速環境教育普及化，

培育市民瞭解環境倫理，增進保護環境之知識、技能、態度及價值觀，

促使重視環境，採取各項環境保護行動，打造一處建設包容、安全、具

防災能力與永續的城市和人類住區，並確保永續的消費和生產模式，

積極採取緊急行動應對氣候變遷及其衝擊之行動，以達永續發展之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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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現況、議題及挑戰 

一、現況及議題 

本府長年推動環境教育，並執行各項相關政策、計畫及活動，提升

市民環境覺知、知識、態度、技能及行動，其推動現況及議題如下： 

（一）環境教育法規與執行：環境教育法規範各機關、學校及民眾執行環

境教育，提報環境教育計畫與執行成果、違反環境教育法律或自治

條例之行政法義務講習、輔導申請環境教育專業認證等法規及執行

體系，自環境教育法施行後已穩定落實。 

（二）環境教育議題：環境教育涉及層面極為廣泛，議題需與時俱進，配

合現行政策推行節能減碳、空氣品質維護、限塑、公害防治、綠色

消費、惜食教育、自然保育、環境及資源管理、文化保存、社區參

與、國際合作及交流等，並強化多媒體領域之環境教育人才培育，

促使擴散公民環境素養，提升環境保護之成效。 

（三）環境教育增能：目前參加 4 小時以上環境教育對象，除為機關、公

營事業機構、學校及政府捐助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財團法人之外，

應積極鼓勵企業、社區及各社群參與環境教育，俾利環境教育落實

於全體國民；並持續鼓勵、輔導環境教育機構、人員及設施場所認

證及展延，持續提升整體環境教育品質及成效，截至 109 年 12 月

止，本市共計有 20 處取得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2 處環境教育

機構，並有 1,132 位取得環境教育人員認證。 

（四）輔導獎勵機制：各局處利用補助、獎勵或競賽等方式鼓勵本市民間

團體、企業、社區或民眾積極參與環境教育課程及活動。另可結合

機構、環保團體或社區等力量共同辦理，以創造社會優質環境倫理

及價值觀為目標。 

（五）環境教育經費：各局處依本方案編列環境教育經費，提供穩定財源，

並妥善管理及運用，以辦理環境講習、環境教育人員培訓、活動、

課程、研究、國際交流並補助相關單位推動環境教育等工作，以引

領市民改變生活方式，產生保護環境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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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氣候變遷責任：面對空氣污染、氣候變遷及全球暖化等問題，聯合

國 2015 年 12 月於法國巴黎召開的 UNFCCC 第 21 屆締約方大會

（COP21）中通過氣候協議「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主

要控制地球氣溫的上升幅度，在工業革命前水準以上低於攝氏 2 度

內的範圍，且努力追求前述升溫幅度標準減至攝氏 1.5 度內的更艱

難目標。本府推動都市降溫全民植樹計畫，鼓勵企業落實社會責任，

透過公私協力於公有場域種植樹木，一同淨化本市空氣品質，達到

降溫之效。 

（七）空氣品質維護：臺灣西半部地區於秋冬季節，易受外圍環流等時序

性影響，導致大氣擴散條件變差，本府秉持「先公後私、先大後小」

持續管制空污，包含持續要求臺中電廠落實減煤、推動臺中燃煤工

業鍋爐退場、加碼老舊車輛汰換補助、推廣雙十公車政策、iBike 公

共自行車、電動公車等低污染運具，嚴格控管固定污染源、移動污

染源及逸散污染源排放，讓 PM2.5逐年降低，各局處亦配合於相關

活動、會議及說明會等宣導空氣品質環境教育宣導活動，讓市民了

解空氣品質相關知識、自我防護觀念，鼓勵其參與空氣污染防制行

動、減少碳排放。 

（八）源頭減量零廢棄：為落實綠色新生活，減少垃圾量，各局處配合落

實源頭減量、減少使用一次性用品，並透過活動及會議積極鼓勵市

民及業者，從生活中減少垃圾及過度包裝，落實資源回收工作，共

同提升生活品質，以達成零廢棄之目標。 

二、挑戰 

（一）透過環境教育引導民眾將低碳生活的理念於生活中實踐並非容易，

傳統的生活模式、民俗節慶或習俗難以改變，應制定與推廣相關媒

體文宣，並培訓志工或講師至社區、企業、學校或機關宣導，並制

定相關誘因，減少過度包裝、一次性用品使用、糧食浪費、露天燃

燒等行為，將正確的環境友善行動落實於生活。 

（二）因應產業結構改變、貿易自由化與跨領域科技整合等變遷，農業發

展受到挑戰，藉由環境教育推動，推廣友善環境耕作以保護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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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市民宣導地產地消及綠色飲食的重要性，並結合環境教育場所認

證，以讓產業轉型，並使農業創造更多元的附加價值。 

（三）持續鼓勵本市潛力場域申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各局處除持續

增列環境教育人員培訓外，為確保本市現有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收益

及學習品質，應優先運用環境友善建設及環境教育設施場所進行學

習，並整合及串聯地區性具環境教育意涵的場所，形成旅遊路線，

達到增加市民造訪比率。 

（四）網路媒體日新月異變化快速，使用者分眾，並充斥虛偽資訊混淆大

眾視聽，為普及全民環境教育，因應新網路媒體趨勢，各局處應培

育環境教育傳播能力的人才，並以多元管道推廣，彙編相關素材，

俾利宣導環境政策、議題及闢謠。 

（五）環境教育涉及層面極為廣泛，跨足多個面向，仰賴各局處協調與合

作，除各局處職掌所涉業務融入環境教育外，應整合平臺及資源，

促使訊息互通，跨界積極合作，避免各自為營，俾利建立各組織推

動環境教育之共識。 

（六）各局處應鼓勵環境教育對象擴展至企業，並得於各獎項或競爭型計

畫之評比項目納入環境管理與落實職場教育，促使企業重視環境相

關議題，並鼓勵聘用環境教育人員，結合在地資源推動環境教育，

落實企業社會責任。 

（七）回顧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通過後的五年，雖然逐漸轉向潔

淨能源發展，但仍仰賴化石燃料為主要能源，如何降低化石燃料依

賴程度，減少產生碳排放量，逐步邁向潔淨能源技術發展，達成淨

零排放常態化將是一大課題。 

（八）臺灣西半部地區於秋冬季節易受氣象條件與地形影響，常出現空氣

品質不良之情形，本府為因應空品不良好發期，採取前 30 大污染

源工廠降排、前 100 大營建工地灑水降低揚塵等措施，全力降低污

染排放，減緩空氣品質惡化，但仍需市民共同努力，參與空氣污染

防制行動、減少碳排放，落實生活減污，攜手改善環境空氣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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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推動策略、工作項目及期程 

環境教育涉及層面廣泛，包含氣候變遷、災害防救、自然保育、公害防治、

環境及資源管理、文化保存、社區參與等八大面向。因此，環境教育並非只是環

保機關的權責，尚需相關機關共同推動。 

本方案依據「國家環境教育綱領」及「國家環境教育行動方案」行動策略，

據以研訂工作項目及主、協辦機關，實施期程為 109年至 112年，分成 10大推

動策略、36項工作項目，並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對應。 

 

十大推動策略、36 項工作項目及對應之 SDGs 
     

推動策略   工作項目  
 對應之 SDGs 

     

一、法規建置   

1.檢討修正環境教育法相關配套法

規。  

2.配合教育部訂定教育部補助地方政

府辦理環境教育輔導小組計畫作業

要點。  

 1.SDG 7：確保所有的人

都可取得負擔得起、可

靠的、永續的，及現代

的能源。  

2.SDG 15：保護、維護及

促進領地生態系統的

永續使用，永續的管理

森林，對抗沙漠化，終

止及逆轉土地劣化，並

遏止生物多樣性的喪

失。  

3.SDG 17：強化永續發展

執行方法及活化永續

發展全球夥伴關係。  
     

二、組織人力   
1.指定負責單位、人員及其培訓。  

2.環境教育志工召募、培訓及運用。  

 SDG 17：強化永續發展

執行方法及活化永續發

展全球夥伴關係。  
     

三、基金運用   

1.本市環境教育基金來源依法提撥收

入，並妥善管理及運用。  

2.每年召開環境教育基金管理會。  

 SDG 17：強化永續發展

執行方法及活化永續發

展全球夥伴關係。  

     

四、品質與認證   

1.輔導與鼓勵申請環境教育認證及展

延。  

2.整合規劃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及資

源，鼓勵各級機關、學校進行戶外學

習，以及整合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資

源，連結成環境教育策略聯盟夥伴，

促進資源共享及提供多元環境教育

學習機會。  

3.提升環境教育人員專業知能。  

 1.SDG 11：促使城市與人

類居住具包容、安全、

韌性及永續性。  

2.SDG 12：確保永續消費

及生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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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推動策略、36 項工作項目及對應之 SDGs 
     

推動策略   工作項目  
 對應之 SDGs 

     

五、教育與資訊   

1.課程規劃與發展。  

2.發展環境教育課程融入各科領域。  

3.環境教育資訊系統建置及資源提

供。  

4.進行公眾溝通與教育。  

5.氣候變遷教育推廣。  

6.提升市民循環經濟概念。  

7.食農教育推廣。  

8.海洋資源環境保育宣導。  

9.災害防救教育推廣。  

10.自然保育教育推廣。  

11.文化保存教育推廣。  

 1.SDG 7：確保所有的人

都可取得負擔得起、可

靠的、永續的，及現代

的能源。  

2.SDG 9：建立具有韌性

的基礎建設，促進包容

且永續的工業，並加速

創新。  

3.SDG 11：促使城市與人

類居住具包容、安全、

韌性及永續性。  

4.SDG 12：確保永續消費

及生產模式。  

5.SDG 13：採取緊急措施

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

影響。  

6.SDG 14：保育及永續利

用海洋與海洋資源，以

確保永續發展。  

7.SDG 15：保護、維護及

促進領地生態系統的

永續使用，永續的管理

森林，對抗沙漠化，終

止及逆轉土地劣化，並

遏止生物多樣性的喪

失。  

8.SDG 17：強化永續發展

執行方法及活化永續

發展全球夥伴關係。  
     

六、多元推動   

1.執行每年至少 4 小時環境教育。  

2.建立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個人學習

管道。  

3.鼓勵大專院校自主推動環境教育。  

4.鼓勵全民、企業、社區及各社群參與

環境教育。  

5.結合社區民間力量推動環境教育。  

 1.SDG 9：建立具有韌性

的基礎建設，促進包容

且永續的工業，並加速

創新。  

2.SDG 11：促使城市與人

類居住具包容、安全、

韌性及永續性。  

3.SDG 12：確保永續消費

及生產模式。  
     

七、組織合作   

1.召開本府各機關環境教育工作會

議。  

2.與環境教育專家學者溝通聯繫。  

3.與民間團體和企業團體協調聯繫。  

4.配合現有終身學習、文官培訓制度

推動環境教育。  

5.辦理環境教育研究及國際環境教育

資訊蒐集。  

 SDG 17：強化永續發展

執行方法及活化永續發

展全球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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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推動策略、36 項工作項目及對應之 SDGs 
     

推動策略   工作項目  
 對應之 SDGs 

     

八、環境講習   

1.辦理環境講習並通知受處分人完成

講習。  

2.規劃適宜的環境講習課程及教材。  

 SDG 17：強化永續發展

執行方法及活化永續發

展全球夥伴關係。  

     

九、考核評鑑   1.環境教育計畫及成果提報查核。  

 SDG 17：強化永續發展

執行方法及活化永續發

展全球夥伴關係。  
     

十、輔導獎勵   

1.鼓勵民間團體、企業及學校辦理環

境教育。  

2.鼓勵已取得認證者辦理環境教育。  

3.獎勵推動環境教育成效優良者。  

 SDG 17：強化永續發展

執行方法及活化永續發

展全球夥伴關係。  

一、法規建置 

（一）檢討修正環境教育法相關配套法規。 

1.檢討修正本市環境教育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環保局） 

臺中市政府 100 年 7 月 19 日訂定「臺中市環境教育基金收支保

管及運用辦法」。 

2.檢討修正本市環境教育審議會及基金管理會設置要點。（環保局） 

臺中市政府 

(1)100年 2月 16日訂定「臺中市環境教育審議會設置要點」，並於 102

年 2月 21日修正發布。 

(2)100 年 3 月 7 日訂定「臺中市環境教育基金管理會設置要點」，

並於 101 年 12 月 14 日修正發布。 

3.檢討修正本市獎勵環境教育學習實施要點。（環保局） 

臺中市政府 102 年 7 月 18 日訂定「臺中市政府獎勵環境教育學

習實施要點」。 

4.檢討修正本市環境教育行動方案。（環保局） 

臺中市政府 110 年 3 月 4 日府授環綜字第 1100052715 號函提報

修正本市環境教育行動方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 110 年 3 月 5

日同意備查。 

5.檢討修正本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環保局／低碳辦） 

環境保護局、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  

(1)「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已完成 29 項子法計畫，持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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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低碳工作。 

(2)中央自 109年起辦理「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法工作，大幅度

修正為「氣候變遷法」，惟現階段尚未預告修正草案內容，為避免

修法造成競合問題，故本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暫緩修法，仍持

續透過相關會議落實法規內容。 

6.檢討修正本市建築物應取得綠建築標章實施辦法。（都發局） 

都市發展局「臺中市建築物取得綠建築標章實施辦法」已於 105

年 5 月 9 日府授法規字第 1050093870 號令發布實施，考量申請

人及建築產業之需要，以簡政便民為出發點，目前尚無修法需求。  

7.檢討修正本市食農教育自治條例。（農業局） 

農業局臺中市食農教育自治條例於 107 年 9 月 26 日公告實施，

另中央刻正制訂食農教育法，將俟中央公告實施食農教育法後，

視情形檢討自治條例內容。 

8.檢討修正本市石虎保育自治條例。（農業局） 

農業局本自治條例業經本府 109 年 08 月 11 日府授法規字第

1090190786 號令公告施行有案。 

二、組織人力 

（一）指定負責單位、人員及其培訓。 

1.指定環境教育負責單位或人員辦理環境教育推動相關事項。（各

局處） 

各局處皆已指派至少 1 名環境教育人員專責辦理環境教育業務，

並由相關業務單位協助共同推動環境教育，如規劃辦理各項環境

教育活動。 

2.辦理或薦送人員參與環境教育相關培訓課程，提升環境教育人員

多媒體領域及傳播的能力。（各局處） 

教育局 109 年 7 月 20 至 23 日辦理 1 場次科技玩環教互動學習樂

研習，透過結合現有的 360 度照片，建置具有互動功能及虛擬實

境的校園植物地圖，也整合中研院研發的臺灣百年地圖與 Google

地球，讓學生能夠了解所處環境的前世與今生，共計 47 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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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局配合學校環境教育業務執行人員更替，安排於 109 年

9 月 2 日、16 日及 24 日辦理 3 場次環境教育申報說明會，邀請

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系統管理單位環資國際有限公司進行系統

操作說明，並透過環境教育活動設計規劃分享，強化環境教育辦

理方式及議題融入，共計 385 人參與。 

  

科技玩環教互動學習樂研習 環境教育申報說明會 

秘書處薦送 6 名人員參與環境教育相關培訓課程： 

(1)109年 1月 9日環境教育研習班(第 1期)。 

(2)109年 2月 13日永續環境議題研習班。 

(3)109年 6月 12日循環經濟及資源回收教育研習班(第 1期)。 

(4)109年 10月 26日植栽綠美化研習班(第 1期)。 

(5)109年 11月 6日筷樂環保生活研習班。 

主計處 109 年 8 月 31 日辦理 1 場次環境教育課程，以靜態課程

方式舉辦環境教育研習，並邀請國立台中教育大學科學教育與應

用學系(含環境教育及管理碩士班)白子易教授講授「秋收-從秋季

豐收談糧食與環境倫理」課程，共計 28 人參與。 

人事處 109 年 7 月 22 日辦理 1 場次環境教育研習，講述空氣污

染與健康議題，並安排廢棄空瓶再利用手作黏土課程供同仁實作

體驗，共計 20 人參與。 

政風處薦送 4 名人員參與環境教育相關培訓課程： 

(1)本府公訓中心 109年 2月 13日辦理「永續環境議題研習班」。 

(2)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9年 8月 28日於臺中新譽會議中心辦理「109

年度綠色採購推動與申報說明會」。 

(3)本府環境保護局 109 年 9 月 24 日於惠中樓 301 會議室辦理「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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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申報說明會」。 

(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9 年 9 月 16 日於本市大墩文化辦理「環境教

育計畫提報及成果訓練班」。 

  

環境教育研習「秋收-從秋季豐收談糧食與環境倫理」 

3.辦理本市高中職以下學校環境教育指定人員增能研習，落實推廣

校園環境教育。（教育局） 

教育局 109 年 8 月 13 日辦理 1 場次「教育部補助永續循環校園

探索及示範計畫」，並安排「永續循環校園規劃與設計」及「永

續循環校園規劃與實務」課程，協助學校營造永續校園，共計 220

人參與。 

4.辦理里鄰長、里幹事研習會，充實基層人員專業知識及環境素養，

並傳遞給市民。（民政局） 

民政局本市各區公所於 109 年 7 月至 10 月期間辦理里鄰長研習

會，安排相關局處蒞會向全體里鄰長進行業務宣導，並將宣導內

容編印於研習手冊供與會人員研閱，共計辦理 29 場次，宣導人次

約 14,000 人。 (109 年度里幹事研習會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疫情影響暫停辦理。) 

  
臺中市石岡區 109年度里鄰長研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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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北區 109年度里鄰長研習會 

（二）環境教育志工召募、培訓及運用。 

1.依業務性質辦理環境教育志工召募、培訓及運用，增進志工專業

能力，提升環境教育品質。（各局處） 

建設局為培訓在地志工擔任公園解說員，本局及新工處於「公 93

水環境教育主題園區」納入水環境教育志工培訓工作坊，藉此提

升志工環境教育相關知能。於 109 年舉辦 5 場次工作坊，志工培

訓內容包含研擬水環境教育課程、邀請外聘講座分享社區經驗、

執行志工教育訓練等項目，共計 203 人參與志工培訓工作坊。 

(1)109 年 12 月 13 日辦理「公 93 水環境教案課程操作介紹及環境倫

理」，共計 53人參與。 

(2)109年 12月 14日辦理「社區在地化公民參與課程」，共計 44人參

與。 

(3)109年 12月 15日辦理「在地水資源分佈、繪本運用及園區概念」，

共計 36人參與。 

(4)109年 12月 16日辦理「環境教育法趨勢與社區議題分享探討」，共

計 36人參與。 

(5)109年 12月 19日辦理「基地規劃、環境教育課程設計及如何創造

大自然教室」，共計 34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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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93水環境教案課程操作介紹及環境

倫理 

在地水資源分佈、繪本運用及園區概

念 

  

環境教育法趨勢與社區議題分享探討 基地規劃、環境教育課程設計 

環境保護局 

(1)109年 7月 21日、7月 24日及 8月 28日辦理 3場次環境教育志工

增能培訓活動，分別於文山焚化廠、東海大學及外埔綠能生態園區

辦理，共計 66人參與。 

(2)109年度共計 734人次環境教育志工出勤。 

  

環境教育志工增能培訓-東海大學 
環境教育志工增能培訓-外埔綠能生態

園區 

文化局 

(1)109年 8月 1日於屯區藝文中心辦理 1場次志工環境教育，以提昇

導覽解說之專業能力，共計 45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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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化資產處於 109年 6月 13日、7月 5日、7月 18日及 8月 15日

辦理 4場志工研習課程，以培育文化資產人才，共計 132人參與。 

  

志工研習課程(7月 5日) 志工研習課程(8月 15日) 

新聞局 

(1)109年 7月 24日辦理 1場次清淨新家園課程，參與人次 23人。 

(2)109 年 8 月 29 日辦理 1 場次臺中市水文化與環境教育的融創共生

—以綠川為例，參與人次 21人。 

(3)109年 12月 18日辦理 1場次築夢臺中，由「南牒設計工作室」創

辦人賴冠傑講授，參與人次 8人。 

秘書處 109 年 10 月 13 至 14 日辦理 1 場次志工隊「導覽觀摩暨

低碳環境教育研習」，於羅東自然教育中心及宜蘭戲劇館 2 個環

境教育設施場所辦理戶外學習活動，提升所屬志工環境教育知能

能力，共計 39 人參與。 

  

導覽觀摩暨低碳環境教育研習 

2.辦理社區營造人才培育相關課程或工作坊，提升環境教育負責人

員相關知能。（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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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局 109 年 5 月 16 日至 6 月 6 日辦理 12 場次(共計 36 小時)臺

中市社造人才培力課程，充實民眾對本市社區營造之認知，進而

提升社區生活品質，共計 880 人參與。 

  

臺中市社造人才培力課程 

三、基金運用 

（一）每年召開環境教育基金管理會。（環保局） 

環境保護局 109 年 5 月 27 日辦理 1 場次臺中市環境教育基金管理

會議，邀請環境教育基金管理會委員及本局相關科室，由業務單位

報告 108 及 109 年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情形，並提案討論 110 年基

金預擬編列與運用一案，共計 21 人參與。 

  

109 年臺中市環境教育基金管理會 

（二）本市環境教育基金來源依法提撥收入，並妥善管理及運用。（環保

局） 

環境保護局環境教育基金由空污基金提撥 5%、水污基金提撥 5%、

稽查罰鍰提撥 5%、資源回收變賣所得提撥 10%，109 年應提撥經

費分別為 26,672,000 元、738,000 元、2,850,000 元、15,000,000 元，

合計 45,26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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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品質與認證 

（一）輔導與鼓勵申請環境教育認證及展延。 

1.鼓勵、輔導本市環境教育人員、設施場所及機構申請認證。（環

保局） 

環境保護局 

(1)109 年 4 月 10 日及 7 月 3 日辦理 2 場次「環境教育人員及設施場

所認證申請及展延說明會」，說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及人員認證及

展延作業，共計 33人次參與。 

(2)109年輔導本市相關人員取得環境教育專業認證，已完成 6位認證、

4位展延，其中市府相關人員為 5位，3位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人員，

1位環保局環教志工，1位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潛力單位人員。 

(3)109年共計 3處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分別為大安濱海樂園、

東海大學校園永續生態場域及達德能源環境教育中心。 

(4)109年輔導 9處具環境教育潛力之設施場所進行認證申請，包含大

安濱海樂園、達德能源環境教育中心、外埔綠能生態園區、立法院

民主議政園區、竹仔坑環保生態園區、臺中市農業創生協會、新光

水資源回收中心、葵海休閒農場、國定古蹟霧峰林家宮保第園區，

共計輔導 13場次，合計 54人次參與。 

  

環境教育人員及設施場所認證申請及展延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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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輔導規劃本市閒置空間申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各局處） 

觀光旅遊局大安濱海樂園於 109 年 8 月 17 日取得環境教育設施

場所認證。 

環境保護局 

(1)東海大學校園永續生態場域於 109 年 8 月 17 日取得環境教育設施

場所認證。 

(2)達德能源環境教育中心於 109 年 11 月 3 日取得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認證。 

  
大安濱海樂園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證書 

東海大學校園永續生態場域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證書 

3.鼓勵、輔導本市休閒農場、自然教育中心、水土保持教室、生態

教育館、社區申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農業局） 

農業局有關休閒農場申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部分，查本市目

前尚無休閒農場申請，將持續鼓勵本市休閒農場進行環境教育認

證。 

4.整合規劃公園、園道、綠地及開放空間軸帶，並輔導申請環境教

育設施場所認證。（建設局） 

建設局輔導清水區高美濕地遊客服務中心、中央公園申請環境教

育設施場所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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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鼓勵、輔導本市風景區申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觀旅局） 

觀光旅遊局所屬之風景區管理所申請大安濱海樂園環境教育設

施場所，已於 109 年 8 月 17 日取得認證。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大安濱海樂園 

6.鼓勵、輔導本市環保設施申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水利局、

環保局） 

水利局目前輔導本市新光水資源回收中心，已於 110 年 3 月 25

日向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提出環境教育設施

場所認證申請。 

環境保護局外埔綠能生態園區已於 110 年 3 月 25 日取得環境教

育設施場所認證。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外埔綠能生態園區 

7.輔導本市高中職以下學校申請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展延。（教育

局） 

教育局辦理 4 場次領角鴞生態之社區環境教育推廣計畫，列為環

境教育人員認證展延時數，共計 130 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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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角鴞生態之社區環境教育推廣計畫 

（二）整合規劃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及資源，鼓勵各級機關、學校進行戶外

學習，以及整合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資源，連結成環境教育策略聯盟

夥伴，促進資源共享及提供多元環境教育學習機會。（環保局） 

環境保護局 

1.響應地球日 50 週年，109 年 7 月 11 日於台中都會公園辦理 1 場

次綠色行動 GO！說到做到愛臺中暨環保戲劇競賽初賽頒獎典禮，

邀請經濟部水利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中科台中園

區污水處理廠、朝陽科技大學、友達光電台中廠區、八仙山自然

教育中心、台積電中科生態園區、台中都會公園、荒野保護協會

台中分會、台中市台中故事協會及台中市環保生態保育志工協會、

利樂包裝股份有限公司、梨理人農村工作室、擬真立體紙雕藝術

工作室等單位設攤宣導共襄盛舉，共計 399 人參與。 

2.辦理 25 場次地球日及世界環境日環境教育系列活動，整合本市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資源進行戶外學習及 DIY 實作體驗活動，合作

單位包含東勢林場遊樂區、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八仙山自然教

育中心、石岡壩水資源回收中心、寶之林廢棄家具再生中心等，

共計 756 人參與。 

  

綠色行動 GO！說到做到愛臺中暨環保戲劇競賽初賽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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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升環境教育人員專業知能。 

1.辦理環境教育人員增能培訓、認證展延課程。（環保局） 

環境保護局 

(1)109年 8月 7日及 10月 19日辦理 2場次環境教育增能訓練，以食

農教育及環境倫理永續發展等課程提升環境教育人員視野，共計 80

人參與。 

(2)109 年 9 月 2 日、16 日及 24 日辦理 3 場次環境教育申報說明會，

邀請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系統管理單位環資國際有限公司進行系

統操作說明，並透過環境教育活動設計規劃分享，強化環境教育辦

理方式及議題融入，共計 385人參與。 

  

環境教育增能訓練(8月 7日) 環境教育增能訓練(10月 19日) 

  

環境教育申報說明會(9月 2日) 環境教育申報說明會(9 月 24日) 

2.辦理環保人員環境教育訓練，優先運用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或環境

友善建設辦理環境教育活動，提升環保人員之環境教育素養。（環

保局） 

環境保護局 

(1)辦理 10 梯次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清潔人員環境教育訓暨自強活

動，規劃於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臺灣油礦陳列館」進行戶外學習，

活動響應節能減碳，全程皆使用環保餐具，共計 2,784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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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9 年 7 月至 10 月間本市各區公所辦理環保志工增能教育訓練，

共計 52場次、15,202位環保志工參與。 

(3)109 年 10 月 7 日辦理 1 場次環境教育法及法規，讓學員了解環境

教育法規為臺灣推廣環境教育重要法源依據，它規範了環境教育的

課程、場域、人員等面向，而教育部與行政院環保署也依據此法設

立 12 年國教環境教育核心素養目標與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與人員的

認證，讓臺灣的環境教育呈現多元化的發展，共計 30人參與。 

(4)109 年 10 月 7 日辦理 1 場次循環經濟概述與推動，讓學員們互相

討論與回答並引起興趣；「循環經濟是從搖籃到搖籃」，讓一個物品

在使用完後，還能再次被使用，成為另一個物品的生產材料，讓物

品能循環被利用，即是循環經濟，並舉出生活中的實例讓學員們了

解生活中處處藏有循環經濟，有些看似廢棄物的東西，只要在重組

後，就能成為孕育其他物品的搖籃，共計 30人參與。 

(5)109年 10月 14日辦理 1場次環境教育教材教法，介紹環境教育教

材種類及不同類型的教學法之外，並展示不同場域所撰寫的教案內

容，如巧拼與卡牌製作相關課程教案，讓學員實際了解場域於實際

教學上會遇到的問題。同時講師實際帶領學員們走出戶外，練習如

何透過角色扮演的方式來傳遞教案知識，共計 30人參與。 

(6)109年 10月 14日辦理 1場次環境教育課程與教案設計，帶領學員

前往校園中，進行資源盤點探索練習，分組找尋校園中是否有可成

為教案內容的相關資源材料，並利用一張紙即可製作成小書，並將

所設計的教學內容，利用繪本的樣貌呈現，同時也請學員各自分享

如何將盤點內容轉化成教案的歷程，共計 30人參與。 

  

109年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清潔人員環境教育訓暨自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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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9 年 10 月 21 日辦理 1 場次優質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課程教案分

享，分享通過不同場域類型的設施場所之教案與設計脈絡及課程營

運情況做說明，共計 30人參與。 

(8)109年 10月 21日辦理 1場次模組化螺旋式課程設計操作，請學員

小書的內容加入循環經濟概念轉化成正式教案，並利用模組化、螺

旋式的方式呈現，由講師指導撰寫教案的重點與巧思，讓學員們能

在撰寫教案時有更多的想法與思緒。本次發展三種教案：乾廚餘堆

肥、黑水虻和水果酵素等，並實際準備及製作教案道具，共計 30人

參與。 

(9)109年 10月 28日辦理 1場次滾動式修正課程範例說明，由講師先

就循環經濟與教案撰寫須注意的地方簡單提醒，便請各組討論教案

內容和在旁給予建議，共計 30人參與。 

(10)109 年 10 月 28 日辦理 1 場次場域教學模式推展演練，由兩位講

師扮演審查委員角色，並由各組學員們上台並發表其教案內容，共

計 30人參與。 

五、教育與資訊 

（一）課程規劃與發展。 

1.發展環境教育課程及教材，加強於新媒體及網路工具宣導重大環

境教育政策及議題。（環保局、教育局、消防局） 

環境保護局 

(1)為推動民眾環保意識與臺中環保政策，針對空氣污染議題製作「換

口氣‧好呼吸」紀錄片，挖掘值得紀錄的在地人物與故事，結合社

會脈動與環境議題，並製作數位策展主題網站，讓全民更深刻認識

臺中市的多元與真實性，提升民眾環境保護素養及思考環境永續意

涵，進一步達到環境教育宣導的目的。 

(2)編製 1 本環境教育互動式繪本「最簡單的大事」，以惜食為議題，

敘述一位小男孩很喜歡吃一堆零食，因零食外包裝設計精美可口誘

人各種口味都吸引著他，每次一開好幾包，時常晚餐沒吃完而讓剩

食進入廚餘桶，藉由爸爸與媽媽教導告知小男孩要是食物沒吃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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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環境造成哪些影響，藉由故事傳達珍惜資源、減少廢棄物、節能

減碳並提升健康飲食之態度，並置於環境教育宣導網公開閱覽。 

  

「換口氣‧好呼吸」主題網站 「換口氣‧好呼吸」紀錄片 

  

環境教育互動式繪本「最簡單的大事」 

(3)編製 3套環境教育教案教材，分別為焚化爐夯什麼、空氣盒子面對

面及生生不餘，作為環境教育志工運用宣導之教材，並置於環境教

育宣導網公開使用。 

(4)109年編製環境教育創意繪本《古愛爾星球上的怪獸們》，含實體繪

本及數位繪本，印製實體繪本 700本，並發送本市各國小、圖書館，

架設數位閱讀網站(含配樂、配音等互動方式)，並於「臺中市推動

校園閱讀線上認證系統」認證數量達 1,244次。 

(5)製作 1 部關於本市焚化廠扮演 20 多年來處理垃圾的任務，與未來

設備整改轉型成環境友善設施及生質能源設施之宣導影片，並置於

本局台中好環保粉絲專頁及 Youtube頻道。 

  

環境教育創意繪本 

《古愛爾星球上的怪獸們》 

臺中市焚化爐整改宣導影片 

「垃圾大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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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 109 年度就 108 年度結合世界地球日辦理「世界地球日探

索地球氣候變遷及環境生態演變研習暨教學活動設計比賽」及

「環境教育主題式教學模組工作坊」之環境教育教學活動設計成

果集結成「氣候變遷教學設計環教主題式教學模組成果冊」，相

關 成 果 置 於 本 局 環 境 教 育 輔 導 團 資 源 網

(http://ee.tc.edu.tw/2020/p10-2.html)，作為學校推動環境教育參考。 

消防局 109 年度防災宣導及教育執行計畫，由各大隊、分隊進行

防災宣導教材製作，包含製作或蒐集 VCD、DVD、防災宣導影片

等電子化宣導資料，並於各項防災教育及宣導活動中實施，共計

辦理 441 場次，23,207 人參與。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環境教育輔導團資源網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防災宣導專區 

2.彙編社區營造人才培育研習手冊，並辦理文化資產人才課程。（文

化局） 

文化局 

(1)彙編「109 年臺中市社造人才培力課程」手冊或課堂講義，供參與

的社區民眾參閱使用。 

(2)文化資產處於 109年 6月 13日、7月 5日、7月 18日及 8月 15日

辦理 4場志工研習課程，以培育文化資產人才，共計 132人參與。 

3.本市動物保護防疫處網站建置尊重動物生命及鼓勵認養等相關

資訊，供各機關團體辦理環境教育課程時下載運用。（農業局） 

農業局於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官網頁設置鼓勵認養公告並結

合相關動物保護觀念提供相關資訊使用，109 年度網頁瀏覽次數

約計 35 萬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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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辦理優質節能技術等相關訓練課程，提供優質節能技術勞動力、

強化綠能產業競爭力。（勞工局） 

勞工局本局將配合研擬納入就業相關之職訓課程講授內容。  

5.農村再生培根計畫之核心班課程融入資源管理與永續發展等環

境教育內容，其餘班別則鼓勵參與環境教育課程。（農業局） 

農業局有關農村再生培根計畫之核心班課程融入資源管理與永

續發展等環境教育內容部分，依中央機關所訂之各階段課目表核

心課程類別未含環境教育內容，經查 109 年度本市培根計畫之社

區無開設相關課程。 

6.環境教育數位學習課程之推廣，本市數位學習組裝課程每年納入

4 小時環境教課程。（人事處） 

人事處將 e 等公務園+學習平臺的「隨手環保你我他」、「認識碳

足跡及碳標籤」、「海洋目擊現場-台灣海洋環境變遷 20 年影像

全紀錄」、「當 Ms.颱風遇到 Mr.全球暖化」四門課程共 6 小時列

入本府 109 年度數位學習組裝課程，並於 109 年 1 月 17 日以府

授人考字第 1090013225 號函知各機關學校鼓勵所屬踴躍選讀，

109 年度共計 14,985 人完成選讀。 

7.研發推展教學與教材資源數位化。（教育局、環保局） 

教育局 109 年度就 108 年度結合世界地球日辦理「世界地球日探

索地球氣候變遷及環境生態演變研習暨教學活動設計比賽」及

「環境教育主題式教學模組工作坊」之環境教育教學活動設計成

果集結成「氣候變遷教學設計環教主題式教學模組成果冊」，相

關 成 果 置 於 本 局 環 境 教 育 輔 導 團 資 源 網

(http://ee.tc.edu.tw/2020/p10-2.html)，作為學校推動環境教育參考。 

  

世界地球日探索地球氣候變遷及環境生態演變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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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局 

(1)製作 3部寶之林廢棄家具再生中心自導式語音解說及 QR Code。 

(2)編製 1 本環境教育互動式繪本「最簡單的大事」，以惜食為議題，

敘述一位小男孩因很喜歡吃一堆零食，因零食外包裝設計精美可口

誘人各種口味都吸引著他，每次一開好幾包，時常晚餐沒吃完而讓

剩食進入廚餘桶，藉由爸爸與媽媽教導告知小男孩要是食物沒吃完

會對環境造成哪些影響，藉由故事傳達珍惜資源、減少廢棄物、節

能減碳並提升健康飲食之態度，並置於環境教育宣導網公開閱覽。 

(3)編製 3套環境教育教案教材，分別為焚化爐夯什麼、空氣盒子面對

面及生生不餘，作為環境教育志工運用宣導之教材，並置於環境教

育宣導網公開使用。 

(4)編製 1 本數位創意繪本《古愛爾星球上的怪獸們》，架設數位閱讀

網站(含配樂、配音等互動方式)，並於「臺中市推動校園閱讀線上

認證系統」認證數量達 1,244次。 

8.本市消防局、水利局網站建置災害防救相關課程教案與資訊，供

各機關團體辦理環境教育課程時下載運用。（消防局、水利局） 

消防局於網站業已設置防災宣導專區並提供防救災訓練教材供

民眾下載運用，共有 23 項防災宣導項目，截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

止，點閱率為 120,687。 

水 利 局 已 建 置 本 局 防 災 資 訊 網

(http://www.wrbeoc.taichung.gov.tw/TCSAFEp/)供民眾隨時查閱

本市最新水情資訊。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防災宣導專區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防災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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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彙編「臺中市受保護樹木」相關手冊、宣導摺頁或於網站建置樹

木保護及鼓勵認養等相關資訊。（農業局） 

農業局 109 年持續與本府地政局配合將受保護樹木資料公開建置

至 158 空間資訊網內，以運用地理空間資訊及網路之便利性提供

樹木巡檢、認養訊息，並將持續更新資訊。 

   

受保護樹木專區 158空間資訊網 

（二）發展環境教育課程融入各科領域。 

1.推動校園防災教育計畫並建置韌性防災校園。（教育局） 

教育局 

(1)109年度辦理防災校園建置，基礎建置學校 25校，進階學校 1校，

特殊教育學校 4校。並辦理第 1次輔導協助學校「建置防災校園」，

第 2次輔導提供學校「全校師生及教職員防災避難演練」建議。 

(2)109年 3月 9日辦理 1場次防災校園基礎建置學校工作坊，共計 40

人參與。 

(3)109 年 8 月 4 日辦理 1 場次「全市防災教育主管人員增能研習」，

提升本市防災教育承辦人素養與能力，依各校災害潛勢特性擬定學

校防災計畫，共計 308人參與。 

(4)109 年 6 月 11 日、9 月 17 日辦理 2 場次全市性防災示範觀摩演練

強化各級學校師生災害防救、自救救人與應變能力，以及強化社區

和學校端的合作，有效減低災損，維護校園師生及社區民眾安全，

共計 445人參與。 

(5)109 年 8 月 18 日辦理 1 場次國家防災日執行暨全市幼兒園教師防

災教育增能研習，提升本市幼兒園防災教育承辦人防災教育素養與

能力，共計 192人參與。 

(6)109 年 7 月 16 日辦理 1 場次幼教防災教育工作坊增進本市幼兒園

防災教育之推動能力，共計 51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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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9 年 7 月 17 日辦理 1 場次特教防災教育工作坊，增進本市特教

人員防災教育之推動力，共計 64人參與。 

(8)109年 12月 20日辦理 1場次防災教育成果分享會，瞭解防災教育

的本質與國家政策方向，滾動修正 110年防災教育畫，共計 287人

參與。 

  

全市性地震避難掩護演練觀摩 防災教育成果分享會 

2.鼓勵本市學校將環境教育議題融入各學習領域之課程或教材。

（教育局） 

教育局本市學校皆符合環境教育法規定，於新課綱課程設計應適

切融入環境教育議題，必要時由學校於校訂課程中進行規劃。 

3.結合社區或在地文化等資源，融入課程主題。（教育局） 

教育局 109 年 10 月 30 日結合社區發展協會資源辦理 1 場次「從

植物到人類對植物萃取的使用」課程，共計 33 人參與。 

  

「從植物到人類對植物萃取的使用」課程 

4.透過辦理課程體驗交流，協助本市學校發展環境教育課程融入各

科領域課程。（教育局／各局處） 

教育局 109 年 5 月 19 日至 20 日辦理 1 場次跨縣市環境教育校本

課程推動學校跨校交流計畫，學習南投縣桶頭國民小學、雲林縣

古坑鄉華南小學及臺南市虎山國小自然生態資源永續利用及環

境教育校本課程推動，共計 25 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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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局 

(1)配合水保月，於 109年 9月 8日、11日、15日、22日及 25日辦理

7場次各級學校水土保持校園宣導，共計 576人參與。 

(2)109 年 8 月 13 日、19 日、25 日及 26 日辦理 4 場次水土保持戶外

教室宣導，共計 171人參與。 

(3)109年 1月 4日、5日、18日及 19日辦理 4場次水環境導覽活動，

共計 80人參與。 

  
跨縣市環境教育校本課程推動學校跨

校交流計畫-南投縣桶頭國民小學 
水土保持校園宣導 

  

水環境導覽活動 

5.推動能源教育宣導，辦理種子教師研習、創意教學工作坊競賽。

（教育局） 

教育局 109 年 4 月 10 日辦理 1 場次「能源教育教學工作坊暨創

意競賽」：透過教學工作坊之辦理，建立節能減碳與能源基礎教

育、深化能源科學教育之教學，提升教師節能減碳與能源教育之

創新教學能力，並能將之應用於教學中，共計 10 所學校 15 名教

師參加，並回校進行教學活動，參與師生共 31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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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推動低碳校園並規劃具系統性、主題性之研習或工作坊，落實教

師專業成長需求。（教育局） 

教育局 109 年 9 月 24 日、25 日及 10 月 23 日(上、下午場次)辦

理 4 場次「碳的保存教學課程」及「農業自動化 STEAM 教學課

程」，透過課程講解因氣候劇烈的變化 (含旱象)對糧食種植的影

響及了解糧食自給率的課題，透過實作過程，了解農業廢棄物可

再利用的方法及方式，並有效碳化農業廢棄物。再利用的過程中，

所產生的高溫的有效再利用，達到節能不浪費的環境保育。再經

由瞭解農業自動化的過程與實作，結合科技，可以讓師生知道在

有限的人力下，如何提高農業生產作物，並利用目前的監控科技，

我們食用的更安心及安全，共計 116 人參與。 

  

碳的保存教學課程 農業自動化 STEAM 教學課程 

7.統整融合環境教育於學校正式、非正式課程，並結合政府機關及

民間團體等資源共同參與。（教育局） 

教育局結合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臺灣

黑熊保育協會及民間專家等辦理 36 場次「生物多樣性保育教育

到校計畫」，運用人偶劇、手偶劇、故事繪本、闖關遊戲等方式

推動環境教育到校教學，共計 3,688 師生參與。 

（三）環境教育資訊系統建置及資源提供。 

1.維護管理環境教育宣導網站，提供在地多元化學習通路、課程、

教材及研究成果等相關資訊。（環保局） 

環境保護局 

(1)針對本市辦理環境教育活動相關訊息或其他單位辦理之環境教育

活動轉發至網站露出，109 年共計更新 31 則訊息，並更新維護及

活動成果展示環境教育資訊網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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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配合行動裝置或電腦自動調整網頁版面，達成響應式網頁設計，進

行網頁改版，於教材教案及數位宣導頁面新增點擊率，改以圖片方

式呈現，點擊可另開視窗下載或連結至指定網頁，並符合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網站無障礙規範 2.0版」之 AA等級要求。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環境教育宣導網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網站無障礙規

範 2.0版」之 AA等級認證 

2.透過教育局網站充實「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環境教育資源網」，並

輔導學校建置環境教育資源網。（教育局） 

教育局辦理環境教育教學活動成果，皆置於環境教育輔導團資源

網，提供臺中市學校教師作為教學參考使用。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環境教育輔導團資源網 

環境教育輔導團資源網 

環境教育新進資源 

3.透過學校教學、圖書館、網站等提供市民閱讀或瀏覽環境教育課

程、教材及成果。（環保局、教育局／文化局） 

環境保護局 104 年起編製「環境教育資源手冊」、「環境教育兒

童劇場 DVD」、「環境教育 VR 影片」、「環境教育繪本」、「環

境教育教案教材」及「環境教育宣導影片」等，電子檔置於環保

局環境教育宣導網供民眾閱讀，並將實體書籍、DVD 提供學校、

圖書館等各界使用。 

(1)109年編製 1本環境教育互動式繪本「最簡單的大事」，以惜食為議

題，敘述一位小男孩因很喜歡吃一堆零食，因零食外包裝設計精美

可口誘人各種口味都吸引著他，每次一開好幾包，時常晚餐沒吃完

而讓剩食進入廚餘桶，藉由爸爸與媽媽教導告知小男孩要是食物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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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會對環境造成哪些影響，藉由故事傳達珍惜資源、減少廢棄物、

節能減碳並提升健康飲食之態度。 

(2)109年 7月 1日至 31日辦理「2020臺中市環境教育繪本徵選大賽」，

廣邀優秀創作者參與環境教育議題，共計選出 4本優良繪本「艾米

的飲料」、「你好！石虎」、「嘛母嘛母！跳跳吃不飽！」及「Sun Cake 

Princess」。 

(3)109年 7月至 8月辦理臺中市環境教育宣導影片徵件大賽，分為垃

圾減量、清淨空氣及資源回收等環境教育議題，共計 9件影片獲獎。 

  

環境教育教案教材 環境教育 VR 影片及繪本 

教育局本市學校皆透過教學及環境教育課程等培養學童環境教

育觀念並提升環境意識，亦配合環保局相關宣導。 

文化局 

(1)臺中市港區藝術中心於 109 年 10 月 6 日至 10 月 16 日辦理 5 場次

「大手牽小手~攜手藝起來」，邀請國小學童到訪園區並將文化、藝

術、環境教育等內涵融入創作體驗活動，期望透過活動的安排與解

說，激發學童對藝術創作及環境教育有更深的感知及寬廣的思考，

共計 320人參與。 

  

大手牽小手~攜手藝起來(10月 8日) 大手牽小手~攜手藝起來(10月 16日) 

(2)臺中市立圖書館大甲分館： 

A.109 年 6 月 13 日辦理假日放電影，宣導環境教育影片【極地熊

寶貝】及 109年 10月 3日【冰原歷險記 4：板塊漂移】對社會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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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深度思考，共計 24人參與。 

B.辦理 1場次「救救我們堆滿塑膠的地球書展」環境教育宣導，共

計 2,984人參與。 

4.配合低碳示範城市節能永續願景，定期發行「臺中市教育電子報」。

（教育局） 

教育局 

(1)結合資訊科技建置臺中市教育電子報網站，可以讓任何人透過網路

獲得本市最新的教育相關訊息。每月 10日出刊。 

(2)109年 12月 10日 115期出刊主題為「環境保育~愛護地球」，針對

該主題邀稿之教育領航與焦點話題版面瀏覽人次約 1,300人。 

  

臺中市教育電子報網站 第 115期 環境保育~愛護地球 

5.建置原住民文化相關網頁，提供原住民文化資訊。（原民會） 

原 住 民 事 務 委 員 會 於 本 會 官 方 網 站

(https://www.ipd.taichung.gov.tw/)持續更新維護文化相關資訊。  

6.維護管理消防資訊網站，提供防災教育資訊。（消防局） 

消防局網站不定時依網站資料特性，由各科、室、中心、大隊網

站管理員隨時更新，持續豐富及整合網站資料，隨時更新配合環

境教育行動方案。 

7.辦理校園環境多媒體教材設計運用，並提供校園環境多媒體教材

資源及教學設計運用範例，作為教學運用。（教育局） 

教育局 109 年 7 月 20 至 23 日辦理 1 場次科技玩環教互動學習樂

研習，共計 47 人參與。 

https://www.ipd.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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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科技玩環教 互動學習樂」研習 結合科技對環境進行監控與改善 

（四）進行公眾溝通與教育。 

1.結合媒體宣導環境教育活動，並提供媒體公益通路宣傳活動。（新

聞局、環保局／教育局） 

新聞局 

(1)發行漾台中月刊，每期 5萬本，索閱地點含本市服務中心、區公所、

衛生所、大型醫療院所、餐飲店家、飯店、圖書館等處，並提供線

上電子書版本。109年 1月至 12月，專題報導及廣告共 85頁，主

題包含「用多管齊下給台中市民空氣好品質」、「iBike 倍增台中交

通便利也倍增」、「台中友善美樂地 親子共樂好 happy」、「春遊台中

山城 縱橫谷關七雄」、「春暖花開好時節 農產水果正當時」、「中央

公園 67公頃城市綠肺」、「築夢落羽松秘境」、「在城市與內在自然

相遇、城南文青藝遊霧峰」、「一日農夫 採果摘菜體驗趣」、「台中

自然學 多管齊下打造綠色城市」、「深入校園推廣食農 實踐土地共

好」、「研究台中生態密碼 土地公比人會種樹」、「綠能意識抬頭 低

碳內化為日常」、「清水大安自行車輕旅」等環境教育消息。 

  
漾台中 4月號 NO.6 

iBike倍增台中交通便利也倍增 

漾台中 4月號 NO.6 

台中友善美樂地 親子共樂好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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漾台中 6月號 NO.7 

中央公園 67公頃城市綠肺 

漾台中 6月號 NO.7 

在樹海中行走 連結你的新幸福 

  
漾台中 8月號 NO.8 

清水大安自行車輕旅 

漾台中 8月號 NO.8 

深入校園推廣食農 實踐土地共好 

(2)發行「臺中新聞」月報，搭配本局發行「臺中新聞」月報，每期 3

萬份。透過定點索閱、夾報等方式宣傳市政。另為行動裝置世代閱

讀習慣，相關內容同時於網路平台「聯合新聞網」露出。109年至

12月共露出 5則專題報導。 

A.109年 3月號刊登「台中綠肺，水湳中央公園完工」、「帝國糖廠

會呼吸的湖，打卡熱點」。 

B.109年 7月號刊登「糖廠內的寶石，星泉湖成打卡熱點」。 

C.109年 9月號刊登「大車站、綠空廊道，打造東區心明珠」。 

D.109年 11月號刊登「最後一里路，柳川綠川大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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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3月號刊登 

「台中綠肺，水湳中央公園完工」 

109年 3月號刊登 

「帝國糖廠會呼吸的湖，打卡熱點」 

(3)漾台中 FB粉絲專頁貼文，宣導在地農產品、環境教育、生態遊程、

環境污染防治等議題，共計 74則。 

(4)石虎家族粉絲專頁貼文，宣導當季農特產、生態旅遊、環境教育共

計 48則。 

(5)於天下雜誌 6 月號刊登「永續發展 in 臺中，公私協力防治空污」、

天下網站刊登「美樂地計畫」數位圖文廣編 1 則、遠見雜誌 12 月

號刊登「友善繁榮宜居臺中」廣編 1則、商業週刊網站刊登「星泉

湖雙心水草夢幻唯美，台中東區風華再現」數位廣編 1則、今周刊

12月號刊登「水湳經貿園區」廣編 1則。 

  
遠見雜誌 12月號刊登 

「友善繁榮宜居臺中」 

商業週刊網站刊登「星泉湖雙心水草

夢幻唯美，台中東區風華再現」 

(6)109 年 8 月 2 日及 16 日分別在豐原太平洋百貨廣場及台中公園辦

理 2場次石虎家族見面會，鼓勵民眾至戶外參加活動，透過舞台表

演、唱跳互動、闖關遊戲等，帶領民眾認識交通安全，同時並融入

食品安全、鼓勵使用在地農業產品減少碳足跡、進而守護石虎、愛

護環境的觀念，共計逾 3,500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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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虎家族 FUN遊臺中粉絲見面會 

(7)於本府 LED 電視牆宣導，以跑馬燈宣導觀光旅遊 6 則、預防登革

熱 3則、后里蔬果產活動 1則、露營安全 1則及節水 2則；影片宣

導節電影片 1支、大安沙雕祭影片 1支、台中觀光影片 1支、搖滾

台中宣導影片 2支、跟著燕子去旅行 3支影片、花毯節影片 2支、

忘憂谷影片 1支及臺中好好拍金馬集氣影片 1支。 

(8)委託廣播電台業者宣傳，30秒廣告託播:登革熱防治 175檔；30秒

廣告口播：登革熱防治 200檔、3C產品回收 50檔、廢資訊物回收

50檔、地震演練 50檔、米克拉颱風防範 50檔、善用水資源 79檔。 

(9)協請有線電電視業者跑馬宣傳共計 63 則，另於於本市各有線電視

播放宣導影片播放宣導影片「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宣導」、「流感疫苗

接種扮家家酒篇」、「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手部衛生與咳嗽禮節宣

導」、「如何正確戴口罩」、「正確洗手步驟」、「大人與小孩互動的注

意事項」、「濕洗手比乾洗手重要」、「保持社交距離」、「廢棄口罩 請

丟垃圾桶」、「登革熱防疫宣導鄉村篇」、「防颱塗鴉篇」、「節約能源

-換位思考篇」、「微電腦瓦斯表-2020愛你告白篇」、「防範電氣火災」、

「省水看血型」、「首長節水篇」計 17則。 

(10)109年協助發布環境教育相關新聞稿約 64則。 

環境保護局 109 於臺中市政府資訊網、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網

站(含環境教育宣導網)、台中好環保 FB 粉絲專頁，以及報章媒體

發布環境教育活動資訊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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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資訊網 臺中市環境保護局環境教育宣導網 

教育局 109 年度於中時、勁報、新華、青年日報、臺中日報、市

政新聞、教育人、國語日報、大成報、自由時報、中廣新聞、指

傳媒等各媒體宣導本局辦理環境教育相關活動，共計 64 則。 

2.配合環境相關節日辦理宣導活動。（環保局／各局處） 

環境保護局 

(1)109年7月11日假台中都會公園辦理地球日50週年-綠色行動GO！

說到做到愛臺中暨環保戲劇競賽初賽頒獎典禮，共計 399人參與。 

(2)109年 8月 1日假大坑地震公園辦理世界環境日-臺中好棲地，保護

環境好 Easy活動，共計 396人參與。 

  

地球日 50週年-綠色行動 GO！說到做到愛臺中暨環保戲劇競賽初賽頒獎典禮 

  

世界環境日-臺中好棲地，保護環境好 Easy 

(3)109年 7月 15日至 10月 12日辦理「大眾運輸抗空污 執『子』之

手作伙行」號召臺中市國小在校學生與家長於暑假期間大手牽小手

搭大眾運輸工具，減少私人運具的使用，以實際行動為改善臺中市

的空氣品質盡一份心力，共計回收 411 則回覆貼文、21 間學校及

3,971份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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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9年 9月 1日至 9月 22日期間辦理「響應 2020國際無車日~1週

1天無車（ㄐㄩ）低碳通勤」，邀集民眾於臺中市轄內減少私人車輛

使用，改以步行、騎乘自行車或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方式替代，共同

攜手打造臺中成為低碳宜居城市，共計 634組民眾參與。 

(5)109年 9月 19日辦理「響應 2020國際無車日~腳ㄚ遊綠肺 低碳擁

藍天」，由市府首長率領各局處一級主管於無車日前夕號召民眾，

一起以燃燒身體脂肪代替汽油，以步行取代汽機車，減少私人運具

之行駛里程、降低空氣污染物排放量，喚起市民關注當前交通工具

對環境的影響程度，共計 619人參與。 

  

響應 2020國際無車日~腳ㄚ遊綠肺 低碳擁藍天 

民政局為響應 4 月 22 日地球日，本局加強宣導「戶政規費收據

上雲端」服務措施，於 FaceBook 網路平臺舉辦有獎徵答抽獎送

好禮活動，共計有 3,885 則留言數。 

水利局 

(1)配合水保月，於 109年 9月 8日、11日、15日、22日及 25日辦理

7場次各級學校水土保持校園宣導，共計 576人參與。 

(2)109 年 8 月 13 日、19 日、25 日及 26 日辦理 4 場次水土保持戶外

教室宣導，共計 171人參與。 

(3)109年 1月 4日、5日、18日及 19日辦理 4場次水環境導覽活動，

共計 80人參與。 

地政局配合響應 2021「Earth Hour 地球一小時」全球節能倡議活

動，與世界同步配合熄燈、共同響應 1 小時關燈活動，關閉非必

要之電燈、電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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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局 109 年 1 月 16 日，配合本市「臺中清潔月逗陣來拼厝」

動員本局同仁進行辦公廳舍環境清潔活動，共計 216 人參與。 

法制局 

(1)109年 6月 18日辦理 1場次「GO就好生活－氣候行動多肉植物組

盆實作課程」，共計 22人參與 

(2)109年 8月 6日辦理 1場次「夠就好生活－綠色消費手工皂實作課

程」，共計 36人參與。 

(3)109 年 11 月 6 日辦理 1 場次「夠舊好生活－資源管理桂林古本傷

寒雜病論中醫保健課程」，共計 34人參與。 

  
GO 就好生活 

氣候行動多肉植物組盆實作課程 

夠就好生活 

綠色消費手工皂實作課程 

秘書處 109 年 3 月 28 日響應「Earth Hour 地球一小時」全球節能

倡議活動，於晚間關閉本府臺灣大道及陽明市政大樓外牆景觀裝

飾照明等非必要照明設備 1 小時，以落實節約用電。 

人事處 

(1)109 年 3 月 28 日響應「2020 地球一小時」關燈活動，關閉電燈、

電源，宣導本處同仁藉由關燈了解節約能源的重要，共計宣導 72

人。 

(2)109年 5月 31日世界無菸日，藉由海報張貼宣導本處同仁戒菸、拒

菸及勿在禁菸場所抽菸，以維持健康優質的生活環境，共計宣導 70

人。 

運動局 109 年 9 月 20 日於長億高中辦理 1 場次臺中市太平區生

活環保運動健行暨市政宣導活動，響應無車日主題，提供綠美化

樹苗，供民眾認養，共計 1,000 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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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區生活環保運動健行暨市政宣導活動 

3.強化宣傳保育物種、小黑蚊及外來物種入侵防治相關資訊。（農

業局） 

農業局 109 年 10 月 15 日針對於各區公所及本市一級機關辦理 1

場臺中市農業害蟲暨小黑蚊防治教育訓練，藉由課程加強農業害

蟲與小黑蚊之生態及防治知識，向民眾宣導正確資訊，共計 31 人

參與。 

  

臺中市農業害蟲暨小黑蚊防治教育訓練 

4.加強民眾對登革熱防治之認知，並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調

查報告，提升組織社區滅蚊志工隊及落實每月社區動員頻率。（衛

生局） 

衛生局 109 年辦理 196 場次登革熱防治社區宣導，加強民眾對登

革熱防治之認知，共計宣導 17,664 人。 

新聞局委託廣播電台業者宣傳，30 秒廣告託播：登革熱防治 175

檔；30 秒廣告口播：登革熱防治 200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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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強化空氣品質知識，促進全民參與 PM2.5 及臭氧等空氣污染物防

制及減量。（環保局） 

環境保護局 109 年辦理環境教育學習-空氣盒子計畫，分別於環保

志工隊、里辦公室、學校、幼兒園、圖書館、清潔隊及環境教育

設施場所等共計裝設 561 台空氣盒子，並在裝設期間於區公所、

社區活動中心等辦理空氣盒子說明會，進行宣導空氣污染成因，

以及如何進行防治及防護的措施，並解說空氣盒子裝置、設置、

APP 運用等資訊，提倡臺中市環保志願服務精神及培養民眾對環

境保護觀念，群健新聞更主動邀約至空氣盒子裝設點進行採訪，

同時藉由新聞進行空氣盒子裝設及自我防護的宣導，共計影響人

數 11,220 人。 

  

空氣盒子裝設 空氣盒子 APP 操作教學 

6.辦理環境知識競賽臺中市初賽。（環保局、教育局） 

環境保護局 

(1)109 年 9 月 12 日於逢甲大學行政二館 205 室辦理環境知識競賽臺

中市初賽，共計 293人參賽。 

(2)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9年 11月 14日於高雄科技大學辦理環境知識

競賽全國決賽，臺中市代表隊伍由社會組黃錦鴻勇奪全國第 3名。 

教育局與本府環境保護局擔任共同主辦機關，將本項初賽訊息函

知本市所屬公(私)立學校，為鼓勵學校踴躍參與本競賽並予以指

導教師行政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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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環境知識競賽臺中市初賽 
109年環境知識競賽決賽 

社會組黃錦鴻勇奪全國第 3名 

7.配合區里各項活動之推行，加強各區公所推動區政及環境教育之

能力。（民政局） 

民政局於 109 年各區公所舉辦各類活動中進行環境教育宣導事宜，

共計辦理 95 場次，宣導人次約 10 萬 9,414 人。 

8.提供尊重動物生命、海岸自然資源等相關宣導資訊供媒體宣導運

用。（農業局） 

農業局 

(1)109年度高美濕地生態導覽教育自 7月 26日至 9月 23日止，共舉

辦 37 場次(含濕地沿岸生態環境導覽解說 16 場、濕地永續區漁業

生活體驗 16 場、生態教育遊戲闖關趣 5 場)、進階各 24 小時沿岸

生態環境導覽解說-快閃導覽 15場，共計 2,372人參與。 

(2)於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官網最新消息頁面提供各項宣導資訊，

109年度計發布 63則新聞稿宣導訊息。 

  

高美濕地生態導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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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鼓勵多元參與及論述管道，鼓勵學者、專家、社區、家長與學校

對話，形成合作夥伴關係。（教育局） 

教育局 

(1)本市學校除辦理環境教育相關活動外，亦運用各式家長會或與社區

合作的形態推動環境教育。 

(2)109年 10月 30日本局環境教育輔導團於計畫規劃時，辦理 1場次

專家學者參與團務會議，共計 33人參與。 

（五）氣候變遷教育推廣。 

1.推動空氣品質環境議題之教育宣導。（環保局／教育局） 

環境保護局 

(1)辦理 34 場次幼兒園空氣品質環境教育活動，教材使用 108 年編製

之環境教育繪本《黑嚕嚕怪獸來了》、衛福部國健署「中小學空氣

污染防制衛教教材（注音版）」及「口罩正確配戴步驟」進行活動，

並搭配空氣盒子進行說明，教導學童判讀監測儀器數值、變化及原

因，啟發對於生活環境之敏感度，共計 1,405位學童參與。 

  

幼兒園空氣品質環境教育活動 

(2)109 年 2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辦理 62 場次空污宣導場次，啟發節

能減碳觀念，共計 31,732位市民參與。 

(3)109 年 6 月 15 日至 12 月 28 日辦理 183 場次教育宣導講習活動，

邀請非政府組織與環境教育講師共同合作將空氣污染防制與環境

相關議題如蒲公英般隨風散播出去，希冀能引起學生對環境議題關

切，並從日常生活行動改變做起，不但維護學生身體健康，也為改

善空氣品質貢獻一份力量，共計 15,037位師生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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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 

(1)將校園空氣品質警示防護措施及相關規範納入校長、學務主任及衛

生組長等會議進行宣導，並請各校利用全校性大型集會活動加強向

師生進行空污教育宣導工作。 

(2)要求本市所屬 327所學校每學期開學後至少辦理 1場次「校園空氣

品質惡化應變措施教育宣導」活動。 

(3)109 年 7 月 28 日辦理「校園空氣品質警示防護措施示範教學暨課

程研習活動」1場次，本研習針對「空氣品質對健康的影響」、「從

社會公平正義談空氣品質的改善」及「可攜式空氣盒子探究生活中

各處 PM2.5數值之微電影分享」等內容進行宣講。 

(4)109 年 9 月 18 日辦理「維護空氣品質 so easy，天然空氣清淨機製

作」研習活動 1場次，課程內容除了認識空氣污染源及室內空氣污

染物的種類外，研習上亦藉由親自動手塑型植栽之實作課程，讓參

與教師了解自然植物不但能當美化室內環境的擺設，也能有效的淨

化空氣品質，希冀能從教師出發引起學生對植物的熱愛，喚起學生

對空氣品質的重視，進而從日常生活中改變自身污染空氣之行為。 

(5)辦理「到校教學及到校教師研習」，共有臺中女中、臺中二中、興大

附中、外埔國小、建功國小、后里國小及南屯國小等 7校舉辦到校

宣導空氣品質防護活動，包含利用空品旗幟卡牌遊戲之體驗、暫時

停止呼吸的遊戲及燃燒與空污的相關實驗等內容進行活動宣導，希

冀將空氣品質防護機制透過到校宣導，使學生能夠深刻體會校園空

氣品質警示防護的重要性，並加強學童的認知。 

(6)辦理 9場次研習及到校宣導，共計 465名師生參與。 

  

「維護空氣品質 so easy，天然空氣清淨機製作」研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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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辦理，提升市民對氣候變遷衝擊、

減緩及調適之認識，藉此促進全民參與，發展低碳韌性城市。（各

局處） 

經濟發展局 

(1)109 年 11 月 19 日、22 日及 26 日共辦理 3 場次公民節電參與工作

坊，共計 91人參與。 

(2)109 年 12 月 19 日至 110 年 1 月 18 日辦理 15 場次校園節能工作

坊，共計 369人參與。 

(3)109年 12月 27日至 110年 1月 12日辦理 18場次社區/住商節能講

習工作坊，共計 410人參與。 

(4)109 年 12 月 10 日、11 日及 28 日辦理 3 場次節電參與式預算說明

會與提案審議工作坊，共計 254人參與。 

  

公民節電參與工作坊 

  

校園節能工作坊 社區/住商節能講習工作坊 

交通局 

(1)依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本局配合事項： 

A.公有停車場現已設置 230座汽車充電柱，26站電動機車換電站。 

B.提供電動車免費停車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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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市區公共運輸業購置車輛以低碳車輛為原則，目前臺中市電動公

車全國最多。另本市新闢市區客運路線，以投入低碳車輛營運者

優先核准經營參考。 

D.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目前已營運 470 站，提供 10,521 輛公共

自行車。 

E.短期鼓勵公車業者採用低碳車輛，長期以推動軌道建設。 

a.捷運綠線 110年 4月 25日正式通車。 

b.捷運藍線綜合規劃完成提報交通部審核。 

c.並積極爭取機場捷運、大平霧捷運、大臺中山海環線。 

(2)109 年 1月 3 日至 11 月 7日辦理 24 場次交通安全宣導活動，宣導

開車不急煞、避免怠速暖車、減少車輛負載、適當調整空調溫度等

環保駕駛觀念。 

文化局臺中文學館原為日治時期警察宿舍，民國 21 年落成，於

98 年登錄其為歷史建築，在 99 年 4 月進行修繕與活化再利用工

程，並於 105 年 8 月 26 日全館開放，達成歷史建築活化再利用

及減碳效益。109 年辦理 174 場次各式講座、新書發表會、文學

市集及展覽等活動，共計 40,552 位人次參與，減碳量約 2495.28

公噸。 

  
紙上心旅行-旅遊文學特展 

田納西恰恰講座 
臺中文學季文學散步 

  

臺中文學季張大春講座 臺中文學季文學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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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發展局臺中市都市設計審議以實現都市環境永續發展為最

高指導原則，景觀綠化為重要的指標之一。綠覆率、法定喬木植

栽數量、垂直綠化為景觀綠化設計重要的審議規範項目，為減緩

及調適氣候變遷，以都市設計審議執行植樹數量為目標，達成實

現都市環境永續發展之願景，109 年新增 24,901 株。 

水利局辦理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包含生活污泥情理計畫、生

活污水回收再利用管理、排水計畫滯洪設施、林業用地超限利用

處理及低碳工法調適能力建構。109 年度目前實施實際減碳量累

積值為 62,206 公噸，預估減碳量為 58,901.5 公噸，總減碳量達成

率 105.6%。 

衛生局建制因應氣候變遷之調適能力，並進行民眾衛教訓練、提

供相關預防保健宣導訊息： 

(1)檢視轄管業務及氣候變遷可能對本市民眾造成健康影響，擬訂『大

量傷病患醫療救護演習緊急應變計畫』，辦理 6場次災害防救演習、

揚塵應變防護演練、環境敏感區污染應變兵棋推演等。 

(2)實施人口密集機構感染管制措施，與社會局聯合查核護理之家、精

神護理之家、長期照護矯正機關(構)、托嬰中心等共 372家。 

(3)加強病媒蚊調查與病例監控等計畫，辦理 13 場次教育訓練，透過

多元管道進行衛教宣導。 

地方稅務局 109 年舉辦 179 場次租稅宣導活動及 115 節講習會，

推廣電子發票，鼓勵民眾申請手機條碼、購物消費使用載具儲存

電子發票，以減少用紙量及排碳量。 

  

租稅宣導活動 租稅講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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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局 

(1)109 年 6 月 12 日辦理 1 場次「氣候相關財務揭露作法及碳中和策

略」低碳教育講堂，內容說明全球氣候風險現況、歐盟經驗、我國

溫室氣體管理現況與趨勢、碳中和低碳轉型策略及發展 TCFD作法

建議，共計 61人參與，網路直播人次為 501人。 

(2)109年 8月 14日辦理 1場次減碳降溫論壇，討論主軸為植樹降溫、

韌性城市等減碳降溫策略，觀看 YAHOO 風向特別節目人數達 22

萬 4,032人。 

(3)109年 9月 21日辦理 1場次時程 9月 21日，主題為「碳匯造林與

永續生態之經營」低碳教育講堂，內容說明碳匯知識、植樹造林技

術與永續經營、垂直綠化及屋頂農園推廣，共計 294人參與。 

(4)109年 10月 1日至 31日辦理低碳知識大會考，參與對象為國高中

及小學生，透過網路進行作答，主題以環保、低碳等知識為主，共

計 2萬 2,058人參與。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作法及碳中和策

略」低碳教育講堂 
109年臺中市低碳降溫論壇 

 
 

「碳匯造林與永續生態之經營」低碳

教育講堂 
109年臺中市低碳知識大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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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事務委員會配合臺中市政府員工低碳共乘試辦計畫，鼓勵同

仁上網填報共乘，降低空氣污染，發展低碳韌性城市，以達示範

成效。 

地政局本市烏日前竹地區區段徵收合法建物，預計同意原位置保

留有 8 戶，樓地板面積計 3,774 平方公尺，以每平方公尺減少 2.64

公噸碳排量計算，共計可減少 9,963.36 公噸碳排放。 

秘書處持續配合相關計畫，協助本府環保局、低碳辦公室等機關

推動永續教育推廣，另將轉介相關論壇或國際會議資訊供本府各

業務單位評估參與交流。 

3.推動都市退燒全民植樹行動計畫，達成「種樹引風」、「種樹增

綠」、「營造友善樹木城市」及「引進民間資源」目標。（建設

局） 

建設局 

(1)「種樹引風-增加串連綠帶」：辦理盤點臺中市轄區內公有土地可種

樹區域，並結合「美樂地計畫」之理念辦理公園、綠地、園道及廣

場新闢及改善，以實際行動達成種樹減碳、降低空污、美化市容等

效益，打造串連綠帶。109年底完成 7座公園新闢（西屯區中央公

園、北屯區平昌公園、大雅區十四張圳水岸公園、烏日區溪邊公園、

潭子區潭陽公園、神岡區新興公園、大里區大元公園）。 

(2)「種樹增綠-生態綠化」：與民政局共同推動「公墓轉型綠美化」計

畫，在公墓遷葬完成後配合地方需求讓土地活化，進行植樹綠美化

作業，原有鄰避設施改造轉型為綠地休憩空間，提供市民更優質居

住環境。109年完成神岡區新興公園（神岡區第 4公墓轉型綠美化

工程）增加喬木 145株、灌木 2,567株、綠化面積 0.88公頃。 

(3)「營造友善樹木城市」：由專業團隊提供指導建議，透過訂定《臺中

市公園內植栽及行道樹修剪、種植及移植作業規範》，且為傳達正

確樹木修剪等景觀專業知識，定期辦理「樹木健檢與風險評估」、

「樹木修剪技能研習」、「樹木種植與移植研習」等景觀教育訓練，

培訓專業的第一線從業人員，打造臺中成為對樹木最友善的城市。

109 年辦理 4 場次「景觀樹木教育訓練」，課程內容包含樹木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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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及風險評估、景觀樹木修剪技能、景觀樹木種植與移植、修剪

證照認證，共計 372人參與。 

  

樹木健康檢查及風險評估 景觀樹木修剪技能 

  

景觀樹木種植與移植 修剪證照認證 

(4)「引進民間資源」：將種樹推廣為城市運動，鼓勵企業、團體、臺中

市市民多種樹，讓大家共同參與，除了公部門外，讓民間團體群策

群力，結合眾人之力打造大型綠帶，為都市局部降溫，希望透過具

意義的植樹計畫，發揮減碳、降低空污、美化市容等多重效益，打

臺中成為低碳、永續的宜居城市。109年辦理「臺中市政府大肚山

森林復育中心」、與台日文化經濟協會合作種（捐）樹計畫。 

A.寶成國際集團、台灣山林復育協會 109 年 3 月 12 日認養南屯區

的嶺東苗圃，設為「臺中市政府大肚山森林復育中心」，進行大

肚山原生樹苗培育，共計 100人參與。 

B.109 年 1 月 8 日與台日文化經濟協會，於新社區大復路合作種

（捐）樹計畫，共計 120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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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大肚山森林復育中心 

啟動記者會 
2020年臺中市種（捐）樹計畫 

4.推廣並落實綠色交通，設置 iBike 站、鼓勵民營客運業者購置電

動公車，並結合捷運系統型塑綠色交通路網。（交通局） 

交通局 

(1)推廣低碳交通運具，設置 ibke 站、鼓勵民營客運業者購置電動公

車： 

A.推廣低碳交通運具，設置 ibike 站部分，本市 109 年底正式啟動

「iBike 倍增計畫」，全面升級系統為「YouBike2.0」，並再新增

1,000 站，第一波於捷運綠線、台鐵、優化公車車站增設，再以

車站為中心規劃起訖點位，擴大軌道運輸使用範圍，提升民眾轉

乘大眾運輸之便利性，截至 110年 3月 20日已新增 164站。 

B.鼓勵民營客運業者購置電動公車部分，本局積極爭取中央電動公

車購車補助，109 年度申請 15 輛購車補助，獲中央同意補助 14

輛，總數達 197輛，位居全國第一，83、249及 617路皆以電動

公車上路營運。 

  

83路電動公車上路 249路電動公車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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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了讓市民朋友能更加容易辨別，臺中市已將所有電動公車車頭及

車尾統一以白色底搭配綠色閃電標誌，提高民眾辨識度，讓民眾響

應綠色交通更有感，並於 109年 9月 4日辦理臺中市電動公車新裝

揭幕記者會，邀集本市神岡區議員、各家媒體及客運業者。 

  

臺中市電動公車新裝揭幕記者會 

5.辦理本市公私有屋頂推動設置太陽光電設備計畫。（經發局／各

局處） 

經濟發展局為加強推廣再生能源，於 102 年訂定「臺中市市管公

有房舍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標租作業要點」，並於 109 年 9 月

修正標租作業要點，將設置地點從公有廳舍屋頂擴大到公有建物

及屋頂、公有土地，學校或公園的球場、停車場均納入，擴大適

用範圍，有效利用閒置空間，公有房舍已有 285 棟(包含學校、衛

生所、各分局等)完成標租，裝置容量逾 78MW，預估每年發電量

逾 9,800 萬度(相當於可供應 26,850 戶家庭用電)，減碳量可達 4.8

萬公噸以上。 

民政局配合轉發經濟發展局公文向所屬機關進行宣導。  

教育局積極推廣公有房舍屋頂設置太陽光電，109 年 10 月 29 日

召開光電標租說明會，截至 109 年底，本市所屬學校計 225 校(含

市立幼兒園 8 校)設置太陽光電，總設置容量約 50 百萬瓦。 

都市發展局為充分利用臺中市日照，以利太陽光電再生能源發展

之地方特色，規範建築物上設置太陽光電設施，以達到節能減碳

之目的，並依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第三條之二第一項規定訂定

「臺中市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辦法」以供民眾申請屋頂

太陽能設施設備，109 年總件數 552 件，計 16,616.07(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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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局福田與石岡壩水資源回收中心設置 3,800 片太陽能版，每

年發電量約 150 萬度，截至 109 年 12 月底發電量為 670 萬度，

減碳量約為 3,558 公噸。 

  
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 

設置太陽能光電板 

石岡壩水資源回收中心 

設置太陽能光電板 

衛生局 108 年 11 月辦理「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暨各衛生所設置太

陽光電發電系統公開標租案」，決標後廠商於 1 年內完成設置作

業，109 年度完成 7 處衛生廳舍建置屋頂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總設置容量為 384.64kWp，本局及衛生所總設置容量共計

524.64kWp。 

秘書處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於 103 年完成頂樓太陽能光電系統建置，

總容量為 158.8KW；陽明市政大樓則分別於 94 年及 98 年建置

10KW 及 5KW。另配合本市光電倍增政策，於 109 年 5 月辦理

「臺灣大道市政大樓屋頂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公開標租」案，

售電回饋百分比為 18.8%；另於同年 11 月辦理「陽明市政大樓屋

頂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公開標租」案，售電回饋百分比為 26.5%，

兩案設置容量皆為 300KW，預估每年發電量合計約 63 萬度，均

將於 111 年建置完成，達成環保及挹注市庫之雙贏價值。 

運動局 109 年於本市南屯國民運動中心與朝馬運動中心屋頂設置

太陽能光電設備。另大雅三和公園設置光電風雨球場，刻正施工

中，預計於 110 年 4 月底前竣工。 

6.推動本市用電大戶設置一定比例之再生能源設備。（經發局） 

經濟發展局持續輔導用電大戶設置一定比例之再生能源發電設

備，後續年度除持續要求用電大戶配合相關政策，或採節能措施、

購買綠電憑證等方式辦理，統計至 109 年度，總裝置容量逾 75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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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辦理植樹節活動，鼓勵全民響應植樹造林，綠化環境。（農業局）  

農業局 

(1)109年 3月 5日假臺中市清水區高北段 140、141、190地號，辦理

「森活大樹聚 攜手植樹趣」區域植樹活動，邀請在地里民及國小

師生共同參與植樹、護樹及贈苗活動，共計約 260人參與。 

(2)109 年 3 月 12 日假臺中市清水區大楊油庫休憩公園，舉行 109 年

「森活大樹聚」總統植樹活動，透過復育大肚山台地當地原生種及

保護留存樹木，落實推動樹木保護、都市管理之政策，共計約 150

人參與。 

  

「森活大樹聚 攜手植樹趣」區域植樹活動 

（六）提升全民循環經濟概念。 

1.推動民間企業與團體實施綠色採購計畫，結合地方媒體資源宣傳

綠色消費觀念，並推動環保集點制度，運用經濟誘因措施，引導

民眾力行綠色生活及消費。（環保局／各局處） 

環境保護局 

(1)輔導綠色商店申報標章產品之綠色販售金額：累計提報金額為 6億

891萬元。 

(2)輔導民間企業、團體及社區綠色採購申報家數及金額：輔導 242家

民間企業、團體及社區申報年度綠色採購，且每家申報金額最少達

1千元以上，達 32億 9,079萬元。 

(3)辦理推廣綠色消費宣傳活動，共計 436小時（158場），參加人次累

積 94,910 人次，其中 4 場次以創新的方式結合地方特色辦理；環

保集點以舉辦環境專題講座或於學校舉辦園遊會等活動時以設攤

方式，向民眾、學校及教師宣導綠色消費觀念，共計辦理 38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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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9年 8月 29日於臺中市中友百貨 21世紀廣場辦理 1場次綠色消

費相關競賽宣傳活動，以綠色消費、闖關遊戲及環保集點為主題進

行綠色消費宣導與環保集點推廣，民眾只要手機下載「環保集點」

APP並加入會員，就可以獲得精美贈品，現場還有「環保商品搬回

家」活動，鼓勵市民朋友購買具有環保標章的產品，養成綠色消費

的好習慣，共同落實「綠色消費、淨化家園」美好願景，共計約 2,000

人參與。 

  

大甲媽繞境綠色消費宣導活動 
綠色消費相關競賽宣傳活動-消費選標

章 環保又健康 活出你的 Green Life 

水利局 109 年度向民間企業與團體採購環保標章產品總金額 349

萬 5,148 元，交易筆數共 32 筆，共 7 家廠商提供環保商品。 

勞工局 109 年以便箋及電子郵件轉知同仁，向本局同仁宣導落實

綠色採購，增進同仁對於綠色採購之敏感度，以達指定採購項目

之良好績效，共計 2 次。 

2.推廣全民循環經濟、限塑政策及源頭減量等理念。（環保局） 

環境保護局 

(1)109年 8月至 9月結合路跑及滾球競賽辦理 3場次大型減塑運動賽

事，活動導入使用重複性清洗餐具，減少一次性餐具使用量，並鼓

勵響應環保自備餐具，共計 2,491人參與，減少 283.6公斤圾垃量，

如以寶特瓶堆疊計算，相當於 3.4座 101高度。 

(2)輔導大慶夜市成為環保夜市，導入攤商使用重複性清洗餐具、輔導

提供自備優惠措施、設置資源回收設施及設置二手袋、愛心飲料提

袋借用回收站，於 109年 11月 25日辦理啟動記者會，並結合自備

餐具或購物袋集點抽獎活動吸引消費者參與。 

(3)輔導 119 家攤商成為「不塑商店」，提供消費者自備優惠措施、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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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15 處愛心飲料提袋及 1 處二手袋借用回收站。以活動推動期程

12日(以營業時間計)，內用部分導入使用重複性清洗餐具，減少約

64萬個餐具使用量；外帶部分實施自備優惠措施，共計有 1,806人

次響應，減少約 12,246個一次性用品使用量，相當於本次推動期間

總減少超過 65萬個一次性用品使用量。 

 

 

大型減塑運動賽事導入自備環保餐具 

  

大慶夜市(環保夜市)商家響應不塑商店 

3.推動綠色運動理念，落實源頭減污理念、包括鼓勵自備環保杯(袋、

餐具)、重複利用、按需求提供、減少廢棄物產生，達到垃圾減量，

節能減碳之目標，並朝向碳中和。（運動局） 

運動局 

(1)積極與本市各體育活動承辦團體宣導綠色運動理念，於核定補助公

文中加註：「為響應減塑政策並落實環境永續的理念，請避免使用

免洗餐具（如：紙杯、紙碗、塑膠杯、塑膠碗、竹筷等），改採可重

複使用之商品取代；如需使用，應妥為回收，以減少資源消耗及垃

圾產生。」 

(2)109 年 9 月 13 日辦理 1 場次 2020-第七屆大腳丫盃馬拉松接力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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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跑活動租用環保杯具供跑友重複使用，共計 1,900人參與，至少

減少 1,900個一次紙杯使用量。 

（七）食農教育推廣。 

1.推動「糧食安全」環境教育，辦理農產品博覽會及有機農民市集

等相關宣導活動，並宣導民眾友善耕作、生態保育及「在地生產、

在地消費」觀念，減少農產品運輸耗能，進而節能減碳及降低環

境負擔。（農業局） 

農業局 

(1)109年 6月 13日及 14日辦理 6場次食農繪本一起玩活動，以食農

教育繪本展示、說故事、闖關遊戲及 DIY活動等方式，帶領親子一

同了解農作物、食品加工及友善耕作等之理念，共計 150人參與。 

(2)109年 3月至 4月及 9月至 10月，輔導豐原區農會與 13所學校辦

理小小農夫種菜體驗活動，共計 390人參與。 

(3)109 年 11 月 7 日辦理 1 場次小小農夫市集及廚神便當料理活動，

以在地當季特產作為食材，讓大人小孩共同發揮創意製作創意料理，

落實從產地到餐桌之目標，也凝聚親子情感，共計 500人參與。 

  

食農繪本一起玩活動 小小農夫種菜體驗活動 

  

小小農夫市集 廚神便當料理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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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辦理城食森林推動計畫，推動再生能源及都市農耕示範場所，協

助社區發展能源、食物的分散式供應系統，提升民眾對於氣候變

遷調適的相關知識。（低碳辦／環保局） 

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環境保護局 109 年 5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

辦理 6 場次城食森林及氣候變遷減緩調適課程工作坊，共計 21 小

時，內容包含「都市農耕概論」、「低碳生活系列 -再生能源」、

「低碳生活系列-社區防災/調適」、「都市農耕實務（上）」、「都

市農耕實務（下）」、「低碳生活系列-綠色交通」、「低碳生活

系列-綠建築」，鼓勵市民利用公共閒置空間實施都市農耕活動，

並設置綠能設備，進而落實本市光電倍增及低碳飲食之理念，並

從中實踐減緩及調適之精神，共計 197 人參與。 

  
城食森林及氣候變遷減緩調適 

課程工作坊-低碳生活系列-再生能源 

城食森林及氣候變遷減緩調適 

課程工作坊-都市農耕實務 

3.辦理有機自然農園學習，使民眾認識有機農業與友善環境生產模

式、地產地銷及食品安全等相關環境議題，增進相關教育工作者

執行永續環境教育的專業素養與知能。（農業局／教育局） 

農業局 

(1)辦理 109年度有機農業田間栽培及肥培管理講習計畫，補助臺中市

梧棲區農會、臺中市有機農業發展協會及有限責任台灣食在安心農

產運銷合作社等 6 個單位辦理 27 場次田間參訪、實習或講習等活

動，宣導正確的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農業觀念，培養民眾認同感以

推動友善農業，共計約 1,200人參與。 

(2)辦理 109 年度臺中市有機米供校園午餐使用計畫之有機水稻收割

體驗活動，共計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本府教育局、本府農

業局、大甲區農會與大甲區東明國民小學學童等，共計 70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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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水稻收割體驗活動 有機農業田間栽培及肥培管理講習 

教育局因應環境變遷，食安疑慮，本市霧峰農工近年來著手持續

在食農教育之推廣，以符應聯合國永續之目標。包含執行食農教

育涵蓋在環境、友善耕作、百哩飲食、健康與安全等面向建構學

生在環境節能減碳、食品安全與健康飲食之生活素養。109 年 11

月 11 日辦理 1 場次全校友善植栽活動，共計 1,215 人參與。 

4.辦理食農教育體驗活動，融入安全用藥觀念辦理農事體驗及食農

教育推廣活動，使市民及學生瞭解農作物種植過程，及食物、土

地對於人類生活的重要性。（農業局） 

農業局 

(1)109年 6月 13日及 14日辦理 6場次食農繪本一起玩活動，以食農

教育繪本展示、說故事、闖關遊戲及 DIY活動等方式，帶領親子一

同了解農作物、食品加工及友善耕作等之理念，共計 150人參與。 

(2)109年 3月至 4月及 9月至 10月，輔導豐原區農會與 13所學校辦

理小小農夫種菜體驗活動，共計 390人參與。 

(3)109 年 11 月 7 日辦理 1 場次小小農夫市集及廚神便當料理活動，

以在地當季特產作為食材，讓大人小孩共同發揮創意製作創意料理，

落實從產地到餐桌之目標，也凝聚親子情感，共計 500人參與。 

  
食農繪本一起玩活動 小小農夫種菜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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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農夫市集 廚神便當料理活動 

5.鼓勵本市學校使用在地食材，並推動校園食農教育總體計畫。（教

育局） 

教育局 

(1)本府業於 108 年 10 月 18 日以府授教體字第 1080247554 號函周知

各校於契約增訂「每週採用至少○次臺中市在地蔬果或生鮮農漁產

品」之內容，且於本市學校午餐契約明訂每週採用至少 1次臺中市

在地蔬果或生鮮農漁產品，以落實「吃在地，食當季」之環境永續

精神。 

(2)食農教育扎根校園：109－111年臺中市校園食農教育總體計畫，推

動主軸包含環境教育、農事教育、飲食教育等三大面向，及 20 項

行動方案。食農教育行動方案主要內容涵蓋： 

A.建立聯盟學校群組，以中、山、海、屯為分區，由各區中心學校

訂定食農教育行事曆，提供各區學校食農教育體驗及研習申請，

並定期辦理增能工作坊。 

B.本局於 109 年 3 月 18 日辦理「108 年度臺中市校園食農教育成

果發表會暨 109 年度推動計畫說明會」，邀請南區國光國小、東

勢區新成國小、沙鹿高工、霧峰農工、車籠埔國小等 5所績優學

校來分享食農教育推動經驗，展示本市學校推動成果，共計 102

所學校 115人參與。 

C.結合本市太平區車籠埔國小等92校辦理學校推動食農教育計畫，

讓學生透過實作課程，實際看到植物的栽種到餐桌之完整歷程，

學習「食當季、食當地」、「地產地銷」、「從種子到餐桌」的食農

教育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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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09年 10月辦理到校輔導作業，經由輔導對談過程，瞭解本市申

請食農教育計畫學校之行政運作、實施現況，協助學校解決問題，

共計到校輔導 7所學校。 

E.建置本市校園食農教育暨健康飲食教育網站，該網站整合各校辦

理食農教育、飲食教育等活動資訊，架構人力資源及行政資源資

料庫。 

  

學生體驗友善無毒耕作方式 學生至教學農園採收作物 

（八）海洋資源環境保育宣導。 

結合海洋教育辦理環境保護宣導活動，清除海(河)漂(底)垃圾，

建立正確海洋保育觀念。（環保局） 

環境保護局 

(1)配合海保署推動淨海大聯盟，109年 4月至 9月辦理 6場次環保艦

隊、潛海戰將及海岸巡守隊招募說明會，針對本市轄內各式船舶之

船主及漁業相關協會會員，前往招募有志之士加入「環保艦隊」，

鼓勵漁民自主攜回漁業作業產生之廢棄物與船舶廢棄物及協助打

撈海面上之海漂廢棄物，用實際行動來保護海洋生態，共計招募 31

位潛水員加入潛海戰將及 14艘漁船加入環保艦隊。 

(2)109 年 4 月至 9 月辦理 13 場次海洋環境教育宣傳活動，共計宣導

942人次。 

(3)109年 4月 30日、8月 15日及 9月 25日辦理 3場次海洋環境教育

種子講師教育訓練，共計 76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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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環境教育種子講師教育訓練 環保艦隊招募說明會 

  
環保艦隊進行海漂垃圾清除作業 

（九）災害防救教育推廣。 

1.辦理臺中市災害防救深耕第 3 期計畫，落實災害防救，強化地區

層級防災應變能力。（消防局） 

消防局 

(1)為強化各區公所於災害應變時之能力，市府於 109 年 3 月 17 日至

4月 21日辦理 15場次區公所區級災害防救兵棋推演，針對威脅及

危害較大之風水、土石流及地震災害，由各區公所召集相關單位參

與推演，以提升災害應變能力，共計 15區公所及 450人參與。 

(2)為強化社區具有災害容受力，對於災害能夠快速反應及復原，臺中

市第 1期選定神岡區溪洲社區、大里區立德社區、清水區臨江社區

及西屯區何安社區作為示範社區，於 109年 7-8月辦理 4場次以地

震為主軸之實兵演練，共計 500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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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公所區級災害防救兵棋推演 

  
辦理神岡區韌性社區實兵演練 

2.辦理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業務會報、全民戰力綜合協調會報及災害

防救會報，藉由軍方、市府各單位跨部門合作並透過聯繫會報提

升防災應變能力將災害損失減至最低。（消防局） 

消防局 109 年 9 月 18 日辦理 1 場次動員、戰綜及災防三會報第

2 次定期會，共計 160 人參與。 

  
109年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戰力綜合協調及災害防救三會報第 2 次定期會報 

3.針對高危險性場所或地區，策定災害搶救計畫，並辦理演練。（消

防局） 

消防局針對搶救不易區域、高危險特定區域、建築物等訂定搶救

計畫，共 4,733 件，並由各大隊辦理 70 場次組合訓練及各分隊辦

理 988 場次搶救演練，持續強化實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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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北屯總站消防演練 豐原都會假期大樓搶救演練 

4.辦理 119 消防救災勤務演習或各類大型演習。（消防局） 

消防局 109 年 1 月 22 日假后里友達光電 P2 停車場辦理 1 場次

「2020 台灣燈會緊急應變演練暨臺中市 109 年災害防救演習」，

演練內容包含燈會期間災害應變處置、地震災害搶救及受災民眾

收容安置等 3 個階段，共計動員 939 人次、各式車輛 74 車次、

搜救犬 2 隻、空拍機 1 台及直升機 1 架次。 

  
2020 台灣燈會緊急應變演練暨臺中市 109年災害防救演習 

5.辦理暑期消防營隊，從小紮根防火防災教育，讓學童學習消防防

火、防災常識技能。（消防局） 

消防局 109 年 7 月至 8 月辦理 25 場次 109 年度暑期消防營隊活

動，由消防局 8 個消防大隊於各轄區辦理營隊活動，講授課程包

括住宅用火災警報器、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基本用火用電安全及

火場逃生避難及防震、防災安全注意事項，藉由營隊活動推廣國

小學童消防教育，進而普及自身家庭，以達落實火災預防之目的，

共計 1,870 位國小學童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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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消防營隊-消防大水管實際操作 暑期消防營隊-輪繩操作教學 

6.提供臺中水情 APP 供民眾查詢，並推動水患自主防災社區。（水

利局） 

水利局 

(1)臺中水情 APP累計下載次數已達 5萬次。 

(2)109年辦理防災演習及教育訓練共計 33次。 

  
教育訓練 防災演習 

7.辦理大型水災防汛實兵演習、防汛宣導、兵棋推演及進行抽水站

實地操作及大型抽水機抽水演練。（水利局） 

水利局 109 年辦理本市防災演練及兵棋推演共計 29 場，包含 2

場水災防汛實兵演習(西屯區及神岡區)、14 場防災宣導、12 場防

災兵棋推演、1 場土石流防災演習(和平區)，以加強民眾防災意識。 

  
水災防汛實兵演習 土石流防災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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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辦理 119 防火教育及宣導活動。（消防局） 

消防局 109 年 1 月 13 日至 18 日，由消防局 8 個消防大隊依內政

部消防署訂定防火週每日宣導主題，選定轄內地點或場所辦理小

型防火宣導，活動內容包含住宅用火災警報器、電氣使用安全、

長者居家防火、家庭逃生計畫、初期滅火設備使用、全民火災避

難演練，以提升全民防火意識，共計辦理 48 場，約 6,400 人參與

活動。 

  

防火教育宣導-實際展演 防火教育宣導-戲劇演出 

（十）自然保育教育推廣。 

1.辦理各項水土保持教育宣導活動，並與戶外開放空間相互結合。

（水利局） 

水利局 109 年 8 月 13 日、19 日、25 日及 26 日辦理 4 場次水土

保持戶外教室宣導。寓教於樂，振奮學童關心環境。建立學童友

善環境之觀念，正向看待水土保持之重要性。從而達到愛護環境，

進而身體力行，共同守護並尊重大自然，共計 171 人參與。 

  

水土保持戶外教室宣導 

2.生態工程於山坡地水土保持工程之推廣，兼具防洪與生態需求，

達到生物棲地營造之友善環境。（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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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局 109 年 5 月 27 日(六)假番社嶺橋辦理 1 場次台灣白魚生態

教學活動，除介紹食水嵙溪生態環境及當地特有種白魚以外，更

介紹新型生態廊道改善設施「虹吸式管狀魚道」，可有效改善食

水嵙溪橫向構造物阻隔生態廊道的問題，共計 80 人參與。 

  

台灣白魚生態教學活動 

3.建置行道樹資訊GIS管理系統，並辦理樹木修剪教育訓練及認證。

（建設局） 

建設局已建置「友善樹木空間資訊管理系統」，並辦理 1 場次修

剪教育訓練及認證，共計 106 人參與，50 人完成認證。 

 

 

友善樹木空間資訊管理系統 修剪教育訓練及認證 

4.辦理臺中市千人魚苗放流活動，結合沿海地區學校進行海洋資源

教育宣導，並於適當生長處以利永續生展，達到海洋資源永續之

理念。（農業局） 

農業局 109 年 8 月 21 日、26 日、9 月 19 日及 10 月 21 日辦理 4

場次 109 年度臺中市魚苗放流活動，以漁船載運魚苗至本市漁業

權區、人工魚礁及保護礁區附近海域進行放流，其中四絲馬鮁

1,727,344 尾、黃錫鯛 11,172 尾、點帶石斑共 934 尾及布氏鯧鰺

11,935 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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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魚苗放流活動 

（十一）文化保存教育推廣。 

1.建立多元文化政策呈現以原住民為主體的文化活動，促進不同文

化族群間的相互瞭解與尊重。（原民會）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109 年 8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舉辦「臺中市紀

念原住民族日系列活動」，包含原住民族日紀念影像展覽活動。 

  

臺中市紀念原住民族日系列活動 

2.辦理原住民生態智慧體驗，結合原住民生態知識等相關環境議題，

增進相關教育工作者執行永續環境教育的專業素養與知能。（原

民會）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辦理「臺中地區原住民美食及農產品地圖設計

暨網路行銷推廣計畫」，使部落及都會地區原住民產業串連互助

合作，以旅遊最基礎之食為示範，盤點餐廳小吃及農作產業等資

源，規劃出大台中原住民旅遊美食路線，地圖實體文宣編印與派

送 3,00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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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味臺中好食尚-臺中原住民美食食尚攻略 

3.辦理各類主題性、社區性、文化活動及成果展演活動，以實地參

觀古蹟、傳統建築、美術博物館等文化設施，親近、體驗、認識

瞭解文化與環境教育意涵。（文化局） 

文化局 

(1)臺中文學館自 105年 3月成立志工隊，服務內容以展場服務、導覽

解說、活動支援等為主，於平日開放機關、團體預約，假日則為定

時導覽，透過志工導覽解說增加民眾認識文學館及對於臺中其他歷

史建物之相關認識，同時引發民眾實地參觀其他相關文化設施之興

趣，109年平日團體預約總計為 44團，假日定時導覽為 99場，人

數共計達 3,083人。 

(2)推廣公共藝術相關活動： 

A.109年 9月 5日至 20日辦理 8場次「109年臺中市公共藝術小旅

行」，推廣臺中市公共藝術作品，讓更多民眾認識生活周遭的公

共藝術，包括城市散步線、文青單車線、青春鐵道線、溫柔海岸

線等四條路線，邀民眾以散步、騎單車、搭火車及接駁專車 4大

玩法認識臺中市公共藝術，走訪藝文景點及品嚐在地優質商家的

特色產品，共計 250人參與。 

B.109年 11月 12日辦理 1場次「109年臺中市公共藝術研習活動」，

以各機關學校業務相關人員為主要參與對象，實際參訪臺中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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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藝術成功案例，引發承辦人員對環境美學的重視及行動，以提

升本市公共藝術品質，落實環境美學的推動，共計 70人參與。 

C.109年 10月 6日辦理 1場次「109年藝術家參訪活動」，邀請 34

位市籍藝術家參訪臺南市美術館、國定古蹟嘉義舊監獄及嘉義市

立美術館，進行文化交流及推廣，共計 38人參與。 

  

109年臺中市公共藝術小旅行 109年藝術家參訪活動 

(3)109年 7月 17日至 10月 23日辦理【2020臺中市逍遙音樂町】，活

動係由本市各區公所主辦，並於各區公共空間辦理 23場次音樂會，

藉以提升各區藝文能量、增加藝文團隊演出平台、增進各區藝文人

口，共計 17,050人參與。 

  
2020臺中市逍遙音樂町 

中區音樂會 

2020臺中市逍遙音樂町 

神岡區音樂會 

(4)109 年 9 月 19 日至 10 月 31 日辦理 8 場次全國古蹟日活動，包含

文化資產修復現場實地導覽、文化走讀、傳統技藝推廣等系列活動，

共計 250人參與。 

(5)109 年 11 月 7 日於本市夏綠地公園辦理 1 場次「五顏六色草地派

對 2020臺中市社區文化季」，邀集本市社區、區公所及文化館舍共

襄呈現年度社區營造成果，共計逾 22,000位市民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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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顏六色草地派對 2020 臺中市社區文化季 

(6)纖維工藝展演中心： 

A.109年 6月 19日、8月 22日及 8月 23日辦理 3場次 APERTURE

縫隙-紙的無限想像特展志工培訓與夏令營：手抄紙製作，講解紙

的起源與傳播、原料、製作方法及流程、演進等內容，並示範手

抄紙製作流程，從樹木中獲得的植物纖維、樹皮等木材纖維原料

來製作手抄紙，學員透過手抄紙製作，體驗纖維如何轉化為一張

紙，藉此傳遞回收再生的概念。 

B.109年 8月每周六、日辦理新纖玩藝假日手作：搖搖手抄紙書籤，

配合紙纖維大展，透過推廣教育與民眾分享手抄紙製作及體驗，

在紙漿中加入不同纖維材料，如樹葉、花瓣、碎麻繩等大自然中

能取得之材料，藉此宣傳回收再生的概念。 

C.共計辦理 13場次，424人參與。 

  

APERTURE 縫隙-紙的無限想像特展志工培訓與夏令營 

(7)屯區藝文中心於 109年 8月 4日、10月 17日辦理 2場次志工環境

教育，藝文古蹟參訪等活動，共計 120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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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葫蘆墩文化中心： 

A.109 年 7 月 15 日至 8 月 30 日辦理「生態、風能 FUN 暑假，生

態藝文特展」，以海洋生態的環境教育意涵，展出攝影作品、數

百件手作螃蟹魚貝作品，並辦理手作體驗及闖關遊戲，以展覽和

手作學習方式，引導民眾透過視覺欣賞及自然環保素材的手創品，

瞭解並熱愛珍惜這片擁有豐富自然生態與資源的土地，讓保育工

作深入而持久，共計 10,500人次參與。 

B.109年11月23日辦理1場次參訪日月潭老茶廠及原鄉部落巡禮，

透過欣賞茶廠的古蹟保留之美，瞭解製茶歷史與有機茶樹的栽種

過程，除了徜佯於日月潭的湖光山水，自然美景之外，走進部落，

感受原住民邵族的文化底蘊及氛圍，瞭解文化與環境教育意涵，

共計 25人參與。 

C.辦理 9場次知性之旅，走向戶外，擁抱自然，來到山與海的境地，

透過導覽員的帶領了解大自然的奧妙，也透過雙腳親臨，感受人

與自然環境的緊密關係，共計 360人參與。 

  

生態、風能 FUN暑假 DIY 生態藝文特展 

  
墾丁南岬大草原知性之旅 

自然生態解說 
棲蘭山知性之旅自然生態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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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辦理「臺中市文化專車」活動，促進民眾認識本市藝術家與文化

設施，融入環境教育。（文化局） 

文化局 109年臺中市文化專車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

疫情影響而停辦。 

5.推廣原住民文化及客家文化教育宣導。（原民會、客委會）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109 年 11 月 14 日舉辦 1 場次「藝起舞動。原

夢」原舞曲-原住民熱舞創意比賽，透過原住民傳統及創作舞蹈展

現原住民文化多元面貌，並藉此展現原住民豐富文化內涵，提供

年輕原住民創作樂舞團體表現空間及交流平台，共計 5,879 人次

參與。 

  

「藝起舞動。原夢」原舞曲-原住民熱舞創意比賽 

客家事務委員會 109 年 8 月 22 日及 29 日分別於石岡區石岡國小

及東區進德國小辦理 2 場次「2020 世代客語口說藝術比賽」，以

提升使用客語之意願及能力，找回客語的生活文化，增進家庭親

子營造母語環境，做好客語向下扎根工作為目的，共計 40 隊報名

參賽。 

  

2020 世代客語口說藝術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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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配合文化部社造三期計畫，成立臺中市社區營造輔導平臺。（文

化局） 

文化局 109 年 4 月 22 日至 12 月 31 日間成立本市 109 年度社區

營造輔導平臺，輔導培力本市社區推動社區營造計畫，共計輔導

培力本市 33 個社區團體執行社造計畫，逾 3,000 位市民投入參

與。 

  

成立 109年度社區營造輔導平臺，輔導培力本市社區推動社區營造計畫 

7.進行文化資產調查及研究，修復本市古蹟、歷史建築，並進行遺

址保存維護工作。（文化局） 

文化局牛罵頭遺址文化園區教育推廣展示館自 103 年全面開放參

觀以來，文資處導覽志工每週末定時定點為民眾導覽園區及解說

考古遺址文化，每月約 1,500 至 2,000 人入園參觀，109 年度累積

入園人次約 2 萬人。 

8.辦理世界母語日嘉年華會，落實母語教育的核心理念。（教育局） 

教育局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為防堵疫

情擴散、維護本市親師生健康，2020 世界母語日嘉年華活動決議

停辦。 

9.辦理客家相關藝文活動，推廣客家戲曲及民俗技藝，建立客家文

化平台，傳承客家文化。（客委會） 

客家事務委員會  

(1)109年 9月 1日至 10月 20日辦理 2班客家藝學堂，分為客家剪紙

藝術班及植物染創意班，推廣客家文化技藝，並培養第二興趣專長，

共計 51人參與。 

  



109 年臺中市環境教育行動方案執行成果 

第75頁 

(2)109 年 7 月 5 日至 19 日辦理 1 場次「客家嘉年華–假日市集」，結

合臺中購物節活動，推廣客家文化族群的多元性，共計 13,390人參

與。 

  

客家剪紙藝術班 客家植物染創意班 

  

109年臺中市客家嘉年華–假日市集 

六、多元推動 

（一）執行每年至少 4 小時環境教育。 

1.每年 11 月 1 日起，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網站，提報次年度環

境教育計畫；至遲應於當年度環境教育計畫執行前提報，並以妥

善之計畫推展環境教育事宜。（各局處） 

各局處依環境教育法規定完成次年度環境教育計畫提報作業。  

2.完成所有員工、教師、學生均依法參加至少 4 小時環境教育，於

翌年 1 月 31 日前，提報參加對象當年度環境教育執行成果。（各

局處） 

各局處依環境教育法規定完成環境教育執行成果提報作業。  

（二）建立環境教育終身學習個人學習管道。（各局處） 

各局處鼓勵本局員工於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開通，本府所屬員工護

照開通率達 75.85%。 



109 年臺中市環境教育行動方案執行成果 

第76頁 

（三）鼓勵大專院校自主推動環境教育。 

1.善用大專生知識及熱忱，鼓勵大專生協助輔導中小學校、社區推

廣環境教育。（環保局／各局處） 

環境保護局 109 補助朝陽科技大學辦理環境教育計畫，109 年 8

月 27 日及 9 月 27 日辦理 2 場次「高中生環境教育宣導活動」，

運用大專生專業知識與熱枕，透過課程、討論分享與實作體驗，

提升高中生環境教育素養，共計 83 人參與。 

2.補助大專院校辦理環境教育推廣活動，促進大專院校重視環境議

題並提供專業服務，提供民眾、中小學師生學習環境議題機會。

（環保局／各局處） 

環境保護局 109 年補助弘光科技大學辦理「應用無人機於臺中市

河川垃圾分布調查」，運用無人機監測臺中市重點河川匯流點及

三大流域出海口周遭垃圾污染情況，並分別於沙鹿區及豐原區辦

理 2 成果分享會，邀請水環境(河川)巡守隊參加，亦將調查成果

融合到課程中，針對大專學生舉辦 4 場次環境教育講座。 

  

為河川巡守隊人員解說無人機控制器 環境教育講座 

3.鼓勵本市大專校院辦理或參與環境、科技教育、氣候變遷、節能

減碳及永續發展相關議題之國際會議，並強化國際間交流，以促

進大專院校師生積極進行環境相關議題研究及發表。（環保局） 

環境保護局 109年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無

辦理大專院校參與國際會議。 

4.成立原住民大專青年服務團，深入原鄉地區與平地原住民家庭提

供課業輔導、母語教學、籌組青少年歌唱團、野外求生訓練等活

動。（原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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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事務委員會辦理「原 young 青年返鄉體驗工讀計畫」，指

派大專青年至原鄉部落發展協會，協助協會各項服務工作。 

（四）鼓勵全民、企業、社區及各社群參與環境教育。 

1.鼓勵全民、企業、社區及各社群參與環境教育，並建立社群平臺

提供資訊運用，辦理地球日、世界環境日等季節性主題活動。（環

保局／各局處） 

環境保護局 

(1)響應地球日 50 週年，109 年 7 月 11日於台中都會公園辦理 1 場次

綠色行動 GO！說到做到愛臺中暨環保戲劇競賽初賽頒獎典禮，邀

請經濟部水利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中科台中園區污

水處理廠、朝陽科技大學、友達光電台中廠區、八仙山自然教育中

心、台積電中科生態園區、台中都會公園、荒野保護協會台中分會、

台中市台中故事協會及台中市環保生態保育志工協會、利樂包裝股

份有限公司、氣球歡樂屋、梨理人農村工作室、擬真立體紙雕藝術

工作室、珩欣工作坊、巫家捏麵館、瘋桌遊志工協會等單位設攤宣

導共襄盛舉，共計 399人參與。 

(2)辦理 25 場次地球日及世界環境日環境教育系列活動，至本市環境

教育設施場所及特色場域進行戶外學習及 DIY 實作體驗活動，合

作單位包含東勢林場遊樂區、高美濕地、牛罵頭遺址文化園區、國

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八仙山自然教育中心、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大甲溪發電廠、石岡壩水資源回收中心、寶之林廢棄家具再生中心

等，共計 756人參與。 

  
地球日及世界環境日環境教育系列活

動-牛罵頭遺址文化園區 

地球日及世界環境日環境教育系列活

動-921地震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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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局 109 年配合水保月 9 月 8 日、11 日、15 日、22 日及 25 日

辦理 7 場次各級學校水土保持校園宣導，共計 576 人參與。 

人事處配合宣導相關環保議題並配合世界倡議主題日辦理活動，

並拍攝垃圾分類對環境影響影片 1 則置於臉書專頁廣為宣導。 

政風處鼓勵同仁參與環境教育活動，並轉發地球日、世界環境日

等季節性主題活動關訊息。 

運動局 109 年 9 月 20 日於長億高中辦理 1 場次臺中市太平區生

活環保運動健行暨市政宣導活動，響應無車日主題，提供綠美化

樹苗，供民眾認養，共計 1,000 人參與。 

2.優先運用環境友善建設，廣邀全民、企業社區、團體及各社群參

與環境教育，提升環境友善建設的認知。（各局處） 

水利局 109 年辦理 25 場次推動山坡地水土保持管理走入社區及

2 場次山坡地管理安全維護教育宣導與訓練。為運用村里社區或

部落、宗教團體及各年齡層之團體等各種管道，推動山坡地水土

保持管理走入社區，增進山坡地管理人員及民眾對於水土保持法

相關法規之素養，有效提升山坡地開發之水土保持管理效率，加

強教育宣導，進而達到減少坡地災害發生情形，共計 931 人參與。 

  

推動山坡地水土保持管理走入社區 山坡地管理安全維護教育宣導與訓練 

環境保護局 109 年 7 月至 10 月辦理 25 場次地球日及世界環境日

環境教育系列活動，優先至本市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及特色場域進

行戶外學習及 DIY 實作體驗活動，合作單位包含東勢林場遊樂區、

高美濕地、牛罵頭遺址文化園區、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八仙山

自然教育中心、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大甲溪發電廠、石岡壩水

資源回收中心、寶之林廢棄家具再生中心等，共計 756 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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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局於推動運動場館新建工程時，將地方需求、工程屬性及各

委員意見納入規劃設計考量，以期朝向環境友善建設的目標邁進。 

3.辦理山線、海岸線戶外環境教育遊憩路線相關主題導覽活動。（農

業局、觀旅局、教育局、環保局） 

農業局 109 年 7 月 26 日至 9 月 23 日辦理 37 場次 109 年度高美

濕地生態導覽教育(含濕地沿岸生態環境導覽解說 16 場、濕地永

續區漁業生活體驗 16 場、生態教育遊戲闖關趣 5 場)、進階各 24

小時沿岸生態環境導覽解說-快閃導覽 15 場，共計 2,372 人參與。 

觀光旅遊局 109 年無相符事項或活動。 

教育局配合國教署補助實施戶外教育計畫辦理戶外教育資源整

合及推廣、優質路線以及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以深化本市戶

外教育推動，共建置 26 所戶外教育遊學基地學校、辦理 3 場戶

外教育課程設計與分享研習計畫、研發戶外教育課程方案 10 組

及優質路線 5 條。 

環境保護局 109 年 7 月至 10 月辦理 25 場次地球日及世界環境日

環境教育系列活動，優先至本市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及特色場域進

行戶外學習及 DIY 實作體驗活動，合作單位包含東勢林場遊樂區、

高美濕地、牛罵頭遺址文化園區、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八仙山

自然教育中心、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大甲溪發電廠、石岡壩水

資源回收中心、寶之林廢棄家具再生中心等，共計 756 人參與。 

  

戶外教育課程設計與分享研習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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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日及世界環境日環境教育系列活動 

4.透過社區營造或其他相關活動，鼓勵民眾共同參與環境教育等活

動。（文化局、都發局、環保局） 

文化局 109 年 5 月 16 日至 6 月 6 日辦理 12 場次臺中市社造人才

培力課程，充實民眾對本市社區營造之認知，進而提升社區生活

品質，共計 880 人參與。 

  

109 年臺中市社造人才培力課程 

都市發展局 109 年 5 月至 110 年 1 月辦理 109 年度臺中市社區規

劃師駐地輔導計畫，包含初階培力課程 (在地工作坊)、進階培力

課程(在地工作坊)及實務課程與成果競賽，共計 35 處社區 300 人

參與。 

環境保護局 109 年 8 月 4 日及 7 日分別於潭子區甘蔗社區心田花

園及西區大忠社區活動中心辦理 2 場次社區增能培訓工作坊，第

1 場次邀請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環境教育及管理碩士班林素華副教

授擔任講師，針對社區環境調查及改造計畫內容，說明社區資源

調查工作、社區營造內容、空間規劃及設計，以及引導將環境教

育議題與社區環境連結，再由甘蔗社區進行社區營造點導覽；第

2 場次邀請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環境教育及管理碩士班白子易教授



109 年臺中市環境教育行動方案執行成果 

第81頁 

擔任講師，解說社區環境教育推動方針、環境教育課程方案設計

(含連結 12 年國教課綱)，今年度特別規劃影像拍攝技巧課程，邀

請玩想影像工作室負責人楊浚昇，強化社區影像敘事力之能力，

共計 74 人參與。 

  

社區增能培訓工作坊-潭子區甘蔗社區 社區增能培訓工作坊-西區大忠社區 

5.藉由我國獨具之文化創意或精緻農業環境，結合已具規模之觀光

工廠或遊樂園，提升環境教育政策推廣與普及，並推廣環境教育

產業化。（農業局） 

農業局 109 年無相關推動成果。 

6.鼓勵企業辦理環境教育，提升企業環境相關知能。（各局處） 

(1)輔導企業辦理環境教育，推動企業重視環境管理、綠色設計、綠色

採購、節能之訓練課程與輔導。 

(2)辦理企業環境管理及環境職場教育競賽，優先運用環境友善建設。 

水利局 109 年辦理 25 場次推動山坡地水土保持管理走入社區及 2 場

次山坡地管理安全維護教育宣導與訓練。為運用村里社區或部落、宗

教團體及各年齡層之團體等各種管道，推動山坡地水土保持管理走入

社區，增進山坡地管理人員及民眾對於水土保持法相關法規之素養，

有效提升山坡地開發之水土保持管理效率，加強教育宣導，進而達到

減少坡地災害發生情形，共計 931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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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走入社區宣導活動 水土保持服務團現勘指導 

衛生局 109 年 12 月 8 日辦理「臺中市醫護機構節能減耗案例分享說

明會」，邀請榮獲 106、107年度「經濟部節能標竿獎」之光田醫療社

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以及 108年度「經濟部節能標竿獎」之彰化基

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員林基督教醫院，與本市各級醫院分享節能成功案

例，提供能源減耗經驗及執行方向之參考與交流，以書面及電話邀請

本市 67家各級醫院與會交流，共計 20名總務、環安人員參與。 

7.辦理環境教育巡迴活動，邀集民間團體合作辦理，以多元活動型

態，傳達環境教育意涵育認知深化為保護環境行動力。（環保局

／各局處） 

環境保護局 109 年 7 月至 10 月辦理 25 場次地球日及世界環境日

環境教育系列活動，包含 10 場戶外學習及 15 場 DIY 實作體驗活

動，共計 756 人參與，主題包含綠色消費、惜食、空污防制、文

化保存等，與東勢林業文化園區、牛罵頭遺址文化園區、竹仔坑

環保生態園區、大坑生態園區等單位合作辦理。 

水利局 109 年 8 月 13 日、19 日、25 日及 26 日辦理 4 場次水土

保持戶外教室宣導，與東勢林場及 921 地震園區合作，共計 171

人參與。 

新聞局 

(1)109年 7月 27日主題為「秋收-夠就好：惜食，綠色消費」，食農盆

栽 DIY，學習及認知環保再利用觀念，利用建築杉木板，使用回收

木料拼組成小木盒，再揮灑色彩上新衣，最後種下可愛的小苗，惜

福愛物綠色好生活，並加上美學老師引導，製作獨一無二的實用花

器，共計 33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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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9年 7月 29日「秋收-夠就好：惜食，綠色消費」，樹形杯架，採

用歐美木料（西班牙松）結合工廠下腳料與環保護木漆來製作，FSC

規定砍掉一棵成熟的大樹，必須再種下三到四棵小樹苗，小樹在生

長的過程中，會行更多的光合作用，會吸收更多的二氧化碳，共計

70人參與。 

(3)109 年 8 月 27 日及 9 月 2 日辦理 2 場次石虎保育繪本日—幸運的

一群，以「人類」和「石虎」為主角，利用繪本講解，深入淺出帶

領民眾瞭解石虎的生存危機及人類開發對生態的影響，共計 61 人

參與。 

  
「秋收-夠就好：惜食，綠色消費」 

食農盆栽 DIY 

「秋收-夠就好：惜食，綠色消費」 

樹形杯架 DIY 

地方稅務局辦理 11 場環境教育系列活動(含戶外學習)，主題包含

綠色消費、惜食，共計 898 人參與。 

政風處 109 年 7 月 10 日及 17 日於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辦理 2 梯

次 109 年環境教育戶外學習活動，共計 30 人參與。 

  

環境教育戶外學習活動(第一梯次) 

  

環境教育戶外學習活動(第二梯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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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辦理社區規劃師駐地輔導計畫，推動駐地輔導計畫，深化社區環

境營造機制，並辦理社區規劃人才培力及社區環境自力營造培力

與輔助計畫。（都發局） 

都市發展局 109 年 5 月至 110 年 1 月辦理 109 年度臺中市社區規

劃師駐地輔導計畫，包含初階培力課程 (在地工作坊)、進階培力

課程(在地工作坊)及實務課程與成果競賽，共計 35 處社區 300 人

參與。 

  

109年度臺中市社區規劃師駐地輔導計畫 

9.積極輔導社區，活絡社區發展及人文關懷，透過「臺中市政府社

會局輔導各區公所推展社區發展工作經費補助實施計畫」，鼓勵

及補助社區辦理環境教育課程及活動。（社會局／環保局） 

社會局辦理 5 場次環境教育課程及活動，共計 1,224 人參與，場

次說明如下： 

(1)神岡區神洲社區發展協會於 7月 19日辦理「預防登革熱 清除孽生

源」，與社區居民一同預防登革熱。 

(2)東勢區北興社區發展協會於 8 月 14 日辦理「109 年度北興社區清

淨家園促進活動」，與居民一同打掃社區環境。 

(3)大里區永隆社區發展協會於 10月 10日辦理「109年度中秋節居民

環保宣導美化社區活動」，宣導環保知識。 

(4)梧棲區中和社區發展協會於 11月 22日辦理「清淨家園暨資源回收

活動」，整理社區環境，促進資源回收的觀念。 

(5)大肚區山陽社區發展協會於 12月 13日辦理「愛家愛鄉土全民環境

教育活動」，對社區居民建立環保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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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岡區神洲社區發展協會 

「預防登革熱 清除孽生源」 

東勢區北興社區發展協會 

「清淨家園促進活動」 

  
梧棲區中和社區發展協會 

「清淨家園暨資源回收活動」 

大肚區山陽社區發展協會 

「愛家愛鄉土全民環境教育活動」 

環境保護局輔導本市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之執行單位，總補

助金額為 180 萬元，包含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1 處)：臺中市西區

大忠社區發展協會、社區環境教育及改造計畫(7 處)：聯合型-臺

中市南區城隍社區發展協會及臺中市南區德義社區發展協會、單

一型：臺中市大里區竹仔坑社區發展協會、臺中市烏日區湖日社

區發展協會、臺中市南區國光社區發展協會、臺中市東區東英社

區發展協會、臺中市北屯區仁和社區發展協會及臺中市神岡區溪

洲社區發展協會等單位如期完成補助計畫，亦輔導本市具發展潛

力之種子社區，參與 110 年度補助計畫，共計輔導 18 處社區、31

場次、198 人(輔導委員出席 36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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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 

臺中市西區大忠社區 

社區環境調查及改造計畫(聯合型) 

臺中市南區城隍及德義社區 

  
社區環境調查及改造計畫(單一型) 

臺中市神岡區溪州社區 

社區環境調查及改造計畫(單一型) 

臺中市烏日區湖日社區 

10.鼓勵宗教團體及個人辦理各項祭祀配合本市「燒一炷心香、不燒

金紙、不放鞭炮、以米（功）代金」政策，以及紙錢集中清運燃

燒、使用環保金爐、以 LED 燈代替傳統光明燈、減少燃放鞭炮或

使用環保鞭炮等友善祭祀理念，以節能減碳並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民政局／環保局） 

民政局 109 年 9 月 2 日、7 日及 13 日辦理「拜拜有誠心，好兄弟

一起做環保」宣導，配合中元普渡，向信徒宣導低碳措施，宣導

人次共計約 300 人，並發布 3 篇新聞稿。 

  

寺廟低碳宣導-潭子潭水亭 寺廟低碳宣導-豐原慈濟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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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局 

(1)辦理6場次春節、清明節及中元節紙錢減量及集中之各項宣導行動，

並於烏日及后里焚化爐進行淨爐祈福儀式。 

(2)建立萊爾富、OK 超商及 7-11 超商「電子通路」「以功代金」捐款

系統，共計 172筆捐獻，並依據中部 7縣市治理平台會議提案，邀

請其餘 6縣市共同響應，於 109年 5月 29日辦理建置「以功代金」

系統之相關流程說明會議 

(3)辦理 1場次中元節空污防制月宣導活動，包含活動設計、拍攝影片

等，觸及人數超過 38,000 人，以及規劃紙錢集中設施彩繪美化 1

處。 

(4)紙錢減量集中燒訪談完成 50 處；金爐加裝防制設備或處理效能調

查完成 208間；環保禮炮車追蹤成效彙整分析至 109年第 3季，平

均一個月每間宮廟使用環保禮炮車的時數約 68分鐘，可節省 2,342

元購買傳統鞭炮之花費。 

  
全家便利商店 FamiPort 

「以功代金」系統 
「紙錢減量 集中燒」宣導 

11.辦理臺中市藝術亮點活動，鼓勵民間團體及企業主動辦理藝文

活動，推展藝文活動平台。（文化局） 

文化局辦理 109 年臺中市藝術亮點串聯活動「藝遊山城亮點巡禮」，

共計 3 場次、150 人參與。 

(1)109 年 09 月 19 日於豐原太平洋百貨 1F 美人魚鐘廣場辦理【太平

洋在地生活藝術之美】。 

(2)109年 09月 26日於台灣味噌釀造文化館辦理【在地食材百年釀造

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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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年 10月 17日於豐原漆藝館辦理【葫蘆墩漆藝美學醬香之旅】。 

  

臺中市藝術亮點串聯活動「藝遊山城亮點巡禮」 

  

豐原漆藝館「葫蘆墩漆藝美學醬香之旅」 

12.辦理臺中購物節，配合推廣 1-4 期老舊機車汰舊換購。（經發局

／環保局） 

經濟發展局 109 年度購物節消費登錄抽獎活動規劃天天抽電動機車，

藉以帶動及推廣民眾汰換老舊機車，共計送出了 62台電動機車。 

環境保護局結合臺中購物節發佈新聞加強宣導老舊機車汰舊換新活

動補助訊息。 

  
結合台中購物節 

宣導老舊機車汰舊換新補助 

109年度購物節抽電動機車 

鼓勵民眾汰換老舊機車 

（五）結合社區民間力量推動環境教育。 

1.辦理社區環境調查及改造計畫，輔助社區針對生活周遭環保問題

提出解決方法，運用在地資源，營造清潔、舒適的生活環境。（環

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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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局 109 年本市共 7 處社區發展協會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補助辦理「社區環境調查及改造計畫」，執行單位包含聯合型 1

處：臺中市南區城隍社區發展協會及台中市南區德義社區發展協

會、單一型 6 處：臺中市大里區竹仔坑社區發展協會、臺中市烏

日區湖日社區發展協會、臺中市南區國光社區發展協會、臺中市

東區東英社區發展協會、臺中市北屯區仁和社區發展協會及臺中

市神岡區溪洲社區發展協會等單位如期完成補助計畫，亦輔導本

市具發展潛力之種子社區。 

2.辦理社區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提升及協助績優環保社區轉型為

「環保小學堂」。（環保局） 

環境保護局 

(1)109年本市 1處臺中市西區大忠社區發展協會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補助辦理「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如期完成補助計畫，亦輔導本市

具發展潛力之種子社區。 

(2)109 年 10 月 30 日於環保局 3 樓簡報室辦理「110 年臺中市社區提

案申請說明會」，邀請嘉南藥理科技大學環境資源管理系彭衍順助

理教授擔任主講人，說明 110年度社區環境調及及改造計畫暨環保

小學堂推廣計畫內容進行說明，共計 16處社區、26人參與。 

  

110年臺中市社區提案申請說明會 

3.辦理水土保持戶外教室及農村社區環境改造計畫，提升水土保持

戶外教室及農村社區環境教育內涵。（水利局、農業局） 

水利局 109 年 8 月 13 日、19 日、25 日及 26 日辦理 4 場次水土

保持戶外教室宣導，與東勢林場及 921 地震園區合作，共計 171

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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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局本項目有關水土保持戶外教室及農村社區環境改造計畫

經查非涉及本局權責。 

4.結合社區推動環境清潔活動。（各局處） 

財政局 109 年 1 月 3 日配合「臺中清潔月逗陣來拚厝」辦理辦公

廳舍環境清潔，動員人數 112 人。 

水利局 109 年透過委託公所辦理排水路環境維護清理計畫，共計

34 個認養單位(社區)申請認養，委託經費約 187 萬 8,750 元。 

地方稅務局配合國家清潔週活動，109 年度清理 9 個執行機關辦

公場所內及周邊 50 公尺範圍，共計動員 263 人。 

  

配合國家清潔週執行環境清潔活動 

人事處於春節除舊佈新及國家清潔週宣導，109 年 1 月 8 日發動

全體同仁進行本處廳舍環境清理整頓工作，共計 65 人參與。 

客家事務委員會配合 109 年「臺中清潔月逗陣來拚厝」執行計畫，

於 109 年 1 月 6 日辦理土牛客家文化館清潔打蠟及周邊環境整

理，鼓勵社區民眾提前做好環境清潔整理，共計 10 人參與。 

環境保護局 

(1)109 年 7 月 23 日辦理 1 場次交通場站煙蒂減量活動及宣導，於中

區綠川東街等易遭丟棄煙蒂熱點路段辦理，提供每人「煙蒂收集瓶」

收納煙蒂，號召中區綠川里環保志工與在場民眾一同淨街撿煙蒂，

活動共計 43人參與，撿拾煙蒂 1.4公斤(估計約 4,700根煙蒂)。 

(2)109 年 7 月 26 日辦理 1 場次考核里動員環保志工清掃活動，由江

川里江洪美梅里長帶領環保志工、南區區公所、東南區清潔隊、環

保局及工作人員進行環境清掃暨登革熱孳生源清除、煙蒂及犬便宣

導，共計 46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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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蒂減量宣導活動淨街撿煙蒂 環保志工進行環境清掃 

5.結合社區、民間團體、企業建立夥伴關係，共同推動環境教育。

（各局處） 

建設局本局(新工處)與黎明城鄉發展協會、李科永紀念圖書分館

志工群合作，辦理公 93 水環境教育試教活動。於 109 年舉辦 3 場

次試教課程，透過觀課、觀摩及培訓志工參與試教活動，增加志

工環境教育實際教學經驗，並建立社區夥伴關係。 

(1)109 年 12 月 20 日辦理「學齡前、親子教學與討論回饋」，共計 80

位親子參加。 

(2)109年 12月 22日辦理「學齡前教學及討論回饋」，共計 33人參與。 

(3)109年 12月 25日辦理「國小低年級教學及討論回饋」，共計 56人

參與。 

  

學齡前、親子教學與討論回饋 國小低年級教學及討論回饋 

水利局 109 年 8 月 13 日、19 日、25 日及 26 日辦理 4 場次水土

保持戶外教室宣導，與東勢林場及 921 地震園區合作，共計 171

人參與。 

人事處鼓勵本市公教退休人員協會辦理各項活動可加入環境教

育議題或善加利用環境教育認證場所，共計辦理 5 場次、416 人

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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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局補助太平區體育會 109 年 9 月 20 日於長億高中辦理臺中

市太平區生活環保運動健行暨市政宣導活動，響應無車日主題，

提供綠美化樹苗，供民眾認養，共計 1,000 人參與。 

  

臺中市太平區生活環保運動健行暨市政宣導活動 

6.辦理低碳社區及永續家園宣導推廣活動，提升社區永續發展能力。

（環保局） 

環境保護局 

(1)配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推動低碳永續家園政策，辦理培力工作坊，

宣導建築綠化、節能、再生能源、社區節電對低碳永續家園的觀念，

目前本市已取得銀級認證，2 個區公所、4 個里辦公處獲得銀級認

證；5個區公所、45個里辦公處獲得銅級認證；22個區公所、349

個里辦公處參與認證制度。 

(2)辦理 2場次「辦理建築節能改善及能源教育推廣工作坊」，共計 100

人參與。 

(3)辦理 2場次「推動以社區為本提升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培力工作坊」，

共計 100人參與。 

  

建築節能改善及能源教育推廣工作坊 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培力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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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組織合作 

（一）召開本府各機關環境教育工作會議。 

1.召開本府各局處環境教育協調諮詢會議，協調聯繫本府各局處環

境教育業務。（環保局） 

環境保護局 

(1)109年 9月 3日及 9日辦理 2場次「臺中市環境教育行動方案(修正

草案)」研商會議，邀請環境教育審議會委員及本府各局處與會，依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國家環境教育行動方案」，辦理修正本市環境

教育行動方案(109-112年)(修正草案)，共同研商修訂執行內容，共

計 52人與會。 

(2)109 年 12 月 28 日於本局 5 樓大型簡報室辦理「109 年臺中市環境

教育審議會」，邀請環境教育審議會委員及各局處，由業務單位報

告 108年環境教育執行成果及 109年環境教育執行成果亮點，提案

討論本市環境教育行動方案(109-112年)(修正草案)，已依前 2次研

商會議委員及各局處意見進行修正，補充修正前後說明及其修正依

據，會議中由委員及各局處再次檢視草案內容，共計 45人與會。 

  

「臺中市環境教育行動方案(修正草案)」研商會議 

  

109 年臺中市環境教育審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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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積極協調各區公所與各機關（單位）間溝通協調，以促進轄區內

環境教育之實施與發展。（環保局／民政局） 

環境保護局 109 年環保志工隊聯繫會報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疫情暫停辦理。 

民政局辦理 19 場次「臺中市政府 109 年區長交流座談會」，作為

各區公所與各機關之跨局處溝通平臺，每月約召開 2 次，共計 950

人參與。 

3.辦理跨縣市環境教育教學精進參訪交流座談活動。（教育局） 

教育局 109 年 7 月 1 日至 3 日辦理 1 梯次「環境教育體驗課程暨

績優學校交流」，至花蓮西寶國小進行環境教育交流及了解花蓮

特有的山與海特殊地形，共計 40 人參與。 

（二）與環境教育專家學者溝通聯繫。 

1.辦理環境教育專家學者座談會議，汲取各界專家建議意見，據以

檢討修正施政方向。（環保局） 

環境保護局 109年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暫停辦

理環境教育專家學者座談會議。 

2.邀請社區總體營造之專家學者組成社區總體營造推動小組，作為

社區營造業務整合推動及諮詢小組。（文化局） 

文化局 109 年 7 月 21 日及 11 月 10 日召開 2 場次本市社區總體

營造推動小組會議，共同研商跨局處資源整合，推動本市社區總

體營造，由本府 16 個局會參與，共計 56 人與會。 

  

社區總體營造推動小組會議 

 

  



109 年臺中市環境教育行動方案執行成果 

第95頁 

（三）與民間團體和企業團體協調聯繫。 

1.定期與環保團體、工商團體、環保志工及其他相關團理辦理溝通

座談會，共同宣導環保理念。（民政局、環保局） 

民政局 

(1)查環保團體、工商團體、及環保志工非本局業務權管範圍，爰無相

關辦理情形。 

(2)惟本市各區公所每年均定期辦理環保志工教育訓練事宜，宣導環保

理念(環保局主政)。 

環境保護局 

(1)109 年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暫停辦理環保

志工隊聯繫會報。 

(2)109年 11月 7日於葳格國際會議中心辦理「109年度臺中市績優環

保志工隊表揚大會」，以宣揚各隊發展特色及樹立典範，感謝環保

志工們的付出及努力之外，副市長也特別向 28 位高齡志工致上最

高之敬意，頒發獎狀及感謝禮金，感謝各位志工的辛勞，共計有

1,500人參與。 

  

109年度臺中市績優環保志工隊表揚大會 

2.整合民間救災組織，提升本市民間救災技能、專業素養及防救災

應變技能。（消防局） 

消防局 

(1)針對災害防救團體與災害防救志願組織辦理相關訓練： 

A.109年 8月 15日及 16日辦理 1場次新進人員基本訓練，共計 47

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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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9 年 8 月 22 日及 23 日辦理 1 場次陸域專業訓練，共計 34 人

參與。 

C.109年 7月至 9月辦理 13梯次災害防救團體年度複訓，共計 615

人參與。 

D.109年 7月至 8月辦理 2梯次災害防救團體山域搜救訓練，共計

41人參與。 

(2)針對新進義消人員辦理 48 小時基本訓練及各義消分隊每月排定至

少 2小時常年訓練；另針對災害防救團體與災害災害防救志願組織

辦理 8小時專業訓練。 

  

傷患固定及搬運（籃擔）實際操作 滑輪系統實際操作 

（四）配合現有終身學習、文官培訓制度推動環境教育。 

1.將環境教育課程列入本府年度訓練計畫辦理。（人事處） 

人事處辦理 5 場次環境教育研習班，共計 353 人參與。 

(1)109 年 1 月 9 日辦理環境教育研習班(第 1 期)，由靜宜大學生態人

文學系顏瓊芬教授主講「公民和永續發展教育(ESD)共好」。 

(2)109年 5月 13日辦理環境教育研習班(第 2期)，由國立中興大學生

命科學系林幸助教授主講「台灣櫻花鉤吻鮭的保育」。 

(3)109年 5月 27日辦理環境教育研習班(第 3期)，由中華民國荒野保

護協會林才群講師主講「環境毒害與有機生活」。 

(4)109年 8月 11日環境教育研習班(第 4期)，由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

會林才群講師主講「環境毒害與有機生活」。 

(5)109 年 3 月 26 日永續環境教育議題研習班，由國立中興大學生命

科學系林幸助教授主講「藍碳救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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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和永續發展教育(ESD)共好 環境毒害與有機生活 

2.辦理外埠增能研習實施計畫。（教育局） 

教育局 109 年 3 月 14 日假都會公園辦理 1 場次「臺中大肚山天

然林復育暨生態研習」，結合專業團體及學者資源，介紹大肚山

臺地天然復育之學理與實務並結合原生樹苗培育觀察及復育區

監測，鼓勵教師投入校園生態之經營，以發展跨領域教學課程，

共計 72 人參與。 

  

臺中大肚山天然林復育暨生態研習 

（五）辦理環境教育研究及國際環境教育資訊蒐集。 

1.加強環境與永續發展教育相關研究，並加強資源循環、節能減碳、

氣候變遷、永續發展等相關研究。（環保局、經發局／教育局） 

環境保護局 109 年補助弘光科技大學辦理「應用無人機於臺中市

河川垃圾分布調查」，運用無人機監測臺中市重點河川匯流點及

三大流域出海口周遭垃圾污染情況，並分別於沙鹿區及豐原區辦

理 2 成果分享會，邀請水環境(河川)巡守隊參加，亦將調查成果

融合到課程中，針對大專學生舉辦 4 場次環境教育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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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局 

(1)109年委託專業團隊辦理能源消費調查研究，針對服務業、機關(市

府單位及學校)以及住宅進行各類別資料蒐集及資料調查，以了解

其用電量趨勢、用電消費習慣、耗電設備之佔比以及六都直轄市能

源消費比較等，用以研訂臺中市 109-111 年之節電藍圖，其中 108

年的服務業以及住宅等兩大部門，已呈現減量的趨勢，故在整體方

向上應持續推進。 

(2)本局網站公開閱覽精密園區及豐洲園區之環境監測資料，俾一般民

眾了解園區環境監測品質狀況，兼具環境保護及教育之效益，環境

監測報告更新頻率為每季 1次，本局於當季監測完畢後、於次季公

開監測報告。 

教育局集結環教團辦理教案工作坊成果成冊，彙整成「氣候變遷

教學設計環教主題式教學模組成果冊」，除於教育部 109 年度全

國環教展中進行分享與交流外，另將相關電子檔提供本市學校參

考運用。 

2.參與環境教育學會年會、研討會。（環保局／教育局） 

環境保護局 109 年無收到相關邀請。 

3.考察國外環境、文化保存、社區發展、節能減碳、氣候變遷、環

境教育及永續發展等機制。（各局處） 

秘書處 109 年度受到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

國際互訪暫緩並改採視訊會議交流，俟疫情緩和後本 (秘書)處將

持續積極參與城市與地方政府聯合會 (UCLG)、城市聯絡網

(CityNet)等國際組織，亦將協助本府環保局、低碳辦公室等機關

深化本市在 ICLEI、減煤聯盟、全球氣候與能源市長聯盟等環境

議題國際組織中的參與程度，以借鏡其他國際城市低碳、綠能等

創新政策或建設成果，共同實踐全球永續發展。 

4.補助學者考察國外環境、文化保存、社區發展、節能減碳、氣候

變遷、環境教育及永續發展等研究與實施狀況。（各局處） 

環境保護局 109年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無辦理

補助學者出國考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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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辦理國際教育交流活動輔助本市高中職學校優秀學生，參加國際

交流參訪行程。（教育局） 

教育局 

(1)本市長億高中於 110 年 12 月 4 日辦理 1 場次以色列國際視訊交流

活動，透過視訊交流克服疫情阻礙，促進雙方學生交流，共計 110

人參與。 

(2)本市惠文高中於 110年 9月辦理 1場次「與安妮跨世紀對話國際教

育跨領域雙語課程與展覽」，融入歷史、英文、美術，並以雙語方

式實施課程，共計 50人參與。 

(3)109年度本市共計 17校約 1,000名學生參與大手牽小手計畫，透過

與鄰近大專院校外籍生共同交流，達到拓展國際視野、文化交流、

在地國際化之理念。 

  

以色列國際視訊交流活動 大手牽小手計畫-文化交流 

  

與安妮跨世紀對話國際教育跨領域雙語課程與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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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環境講習 

（一）辦理環境講習並通知受處分人完成講習。（環保局） 

環境保護局 109 年共辦理 49 場次，其中 1 小時 23 場、2 小時 15

場、4 小時 6 場、8 小時 5 場，總開課時數為 117 小時，總開課人

數為 1,853 人、到課人數為 1,509 人、申請展延為 71 人、未送達案

件 273 件，到課率為 73%。 

  
環境講習 

(豐原陽明大樓 5樓大禮堂) 

環境講習 

(文心第二市政大樓 3 樓簡報室) 

  
環境講習 

(寶之林廢棄家具再生中心簡報室) 
環境講習 

(寶之林廢棄家具再生中心綠活教室) 

（二）規劃適宜的環境講習課程及教材。（環保局） 

環境保護局依環境講習執行辦法第 10 條環境講習課程規劃表規劃

課程，並以影片欣賞、邀請律師、檢察官及業務單位等方式進行講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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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考核評鑑 

（一）環境教育計畫及成果提報查核。 

辦理環境教育計畫及成果提報情形查核、統計及分析。（環保

局） 

環境保護局本市計有 637 處應完成計畫提報及成果申報，109 年度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疫情，由單位郵寄或信箱提

供計畫提報內容及執行成果資料，共計輔導查核 69 處單位(35 處

學校、8 處公營事業、24 處機關及 2 處財團法人)。 

十、輔導獎勵 

（一）鼓勵民間團體、企業及學校辦理環境教育。 

1.補助本市民間團體辦理環境教育計畫或活動。（各局處） 

環境保護局訂定「臺中市環境教育基金補助民間團體辦理環境教

育計畫」，共計補助 24 案，補助金額 51 萬 9,372 元。 

水利局 109 年透過委託公所辦理排水路環境維護清理計畫，共計

34 個認養單位(社區)申請認養，委託經費約 187 萬 8,750 元。 

運動局補助太平區體育會 109 年 9 月 20 日於長億高中辦理臺中

市太平區生活環保運動健行暨市政宣導活動，響應無車日主題，

共計補助 1 案，補助金額 10 萬元。 

2.補助社區團隊參與社區營造，並鼓勵社區進行資源整合工作。（文

化局） 

文化局 109 年度社區營造點計有 2 處(臺中市工學長青協進會、總

太如來管理委員會)社區辦理環境教育計畫，補助金額 23 萬元。 

  
臺中市工學長青協進會 

辦理環境教育計畫 

總太如來管理委員會 

辦理環境教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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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鼓勵企業推動環境教育。（各局處） 

(1)鼓勵企業結合社區資源推動在地環境教育工作，進行資源回收、節

電省水、河川巡守、環境維護、淨灘、公園認養等工作。 

(2)鼓勵企業實踐企業責任，落實內部資源回收、減碳與省水等環境教

育工作。 

環境保護局 

(1)推動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認養后里環保公園，統計至 109

年 12月為止，共計動員 511人次進行周邊環境清理作業。 

(2)109年企業辦理淨灘活動，共計 32場次、4,159人參與、一般垃圾

7,306公斤、資源垃圾 3,460公斤及煙蒂 0.1公斤，參與企業如下： 

A.友達晶材股份有限公司 109 年 3 月 28 日、5 月 16 日及 6 月 16

日於大安區濱海樂園淨灘。 

B.中禾國際有限公司 109年 4月 17日於清水區 9號風車淨灘。 

C.萊沛斯運動股份有限公司 109 年 4 月 24 日於大安區濱海樂園淨

灘。 

D.明昌國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 年 5 月 29 日於大安區濱海樂園

淨灘。 

E.華電聯網股份有限公司 109年 6月 13日於大甲區西勢海堤淨灘。 

F.韋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9 年 7 月 11 日及 10 月 24 日於清水區

9號風車淨灘。 

G.台昌彩藝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 年 7 月 25 日於清水區 9 號風車

淨灘。 

H.野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9年 7月 26日於大安區濱海樂園淨灘。 

  

友達晶材股份有限公司淨灘活動 萊沛斯運動股份有限公司淨灘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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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淨灘活動 台昌彩藝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淨灘活動 

I.公勝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109 年 8 月 2 日於大安區濱海樂園

淨灘。 

J.卡迪薾股份有限公司 109 年 8 月 16 日、8 月 30 日、10 月 17 日

及 10月 31日於大安區濱海樂園淨灘。 

K.富邦人壽 109年 9月 17日於大安區濱海樂園淨灘。 

L.環資國際有限公司 109年 9月 19日於大安區塭寮漁港淨灘。 

M.和運租車股份有限公司109年9月20日於龍井區麗水漁港淨灘。 

N.宇潔綠能股份有限公司 109年 9月 21日於龍井區麗水漁港淨灘。 

O.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中發電廠 109 年 9 月 26 日於清水區 9

號風車淨灘。 

  
公勝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淨灘活

動 
富邦人壽淨灘活動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中發電廠淨

灘活動 
環資國際有限公司淨灘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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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佶川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109年 10月 9日於龍井區麗水漁港淨灘。 

Q.台灣美光蝕刻工程部 109年 10月 15日於清水區 9號風車淨灘。 

R.中部豐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109年 10月 18日於清水區 9號風車

淨灘。 

S.台灣禧瑪諾 109年 10月 24日於大安區濱海樂園淨灘。 

T.海湧工作室有限公司 109 年 10 月 31 日及 11 月 8 日於大安區塭

寮漁港淨灘。 

U.中揚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109 年 10 月 31 日於龍井區河濱壘球場

淨灘 

V.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 109年 11月 21日於大安區濱海樂

園淨灘。 

W.聞鼎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09 年 11 月 25 日於龍井區麗水漁港淨

灘。 

X.金豐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年 11月 28日於龍井區麗水漁港淨

灘。 

Y.臺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台中水泥製品廠 109 年 12 月 6 日於龍井

區麗水漁港淨灘。 

  

海湧工作室有限公司淨灘活動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淨灘活

動 

  

聞鼎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淨灘活動 金豐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淨灘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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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補助本市高中職以下學校辦理環境教育計畫或活動。（環保局／

教育局） 

環境保護局 

(1)訂定「109年臺中市環境教育基金補助學校辦理環境教育計畫」，共

計補助 43案，補助金額 199萬 5,535元。 

(2)補助本府教育局辦理學校環境教育及食農教育計畫，補助金額 160

萬元。 

教育局有關環保局補助本市高中職以下學校辦理環境教育計畫，

本局持續鼓勵本市學校踴躍提出申請以推動環境教育。 

（二）鼓勵已取得認證者辦理環境教育。 

1.補助本市環境教育機構辦理環境教育訓練、研習。（環保局） 

環境保護局訂定「109 年臺中市環境教育基金補助環境教育機構

辦理訓練、研習計畫」，共計補助 2 案，包含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及國立中興大學，補助金額 20 萬元。 

2.補助本市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辦理環境教育計畫或活動。（環保局） 

環境保護局訂定「109 年臺中市環教基金補助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辦理環境教育計畫」，共計補助 4 案，包含朝陽科技大學、臺中

都會公園、道禾六藝文化館及東勢林場遊樂區，補助金額 19 萬

7,674 元。 

（三）獎勵推動環境教育成效優良者。 

1.辦理國家環境教育獎臺中市初審作業。（環保局） 

環境保護局第 7 屆國家環境教育獎，本市推薦 6 處優良單位及個

人代表參加全國複、決審，為使本市代表爭取佳績，聘請專業輔

導委員長期輔導及陪伴，協助單位展現環境教育亮點及特色，最

終由朝陽科技大學獲學校組特優獎、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東

勢林區管理處八仙山自然教育中心與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大

甲溪發電廠獲機關(構)組優等獎、陳瑞祥(台灣紫斑蝶生態保育協

會)獲個人組優等獎，深受評審青睞，本市 1 特優獎及 3 優等獎亮

眼成績，獲獎數量全國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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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組特優獎 

朝陽科技大學 

機關(構)組優等獎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東勢林區管

理處(八仙山自然教育中心) 

  
機關(構)組優等獎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大甲溪發電廠 

個人組優等獎 

陳瑞祥(台灣紫斑蝶生態保育協會) 

2.辦理國家文化資產保存獎。（文化局） 

文化局於文化資產處網站協助轉知由文化部文化資產局主辦之

國家文化資產保存獎相關訊息。 

註1：機關單位：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簡稱環保局）、臺中市政府文化局（簡稱文化局）、臺

中市政府農業局（簡稱農業局）、臺中市都市發展局（簡稱都發局）、臺中市經濟發展局（簡

稱經發局）、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簡稱觀光局）、臺中市政府人事處（簡稱人事處）、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簡稱教育局）、臺中市政府新聞局（簡稱新聞局）、臺中市政府客家事

務委員會（簡稱客委會）、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簡稱原民會）、臺中市政府消

防局（簡稱消防局）、臺中市政府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簡稱低碳辦）等機關以簡稱代表。 

註2：請各局處依據業務性質配合辦理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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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經費編列 

執行本方案所需經費，係由本府環境保護局依環境教育法第 8 條規定編列

環境教育基金，其他各局處則依業務相關經費編列年度預算，編列情形如下表： 

單位：千元 

機關名稱 109年編列預算 109年執行經費 執行率(%) 備註 

民政局 23.85 23.85 100  

財政局 15 0 0 

配合各項防疫措

施，本局 109年度

環境教育採線上

學習。 

教育局 1,407 3,007 231.7 

除原提報經費，教

育 部 部 分 補 助

1,181.88 千元，本

局配合款 225.12

千元外；另獲環保

局環教基金補助

經費 1,600千元，

共計經費 3,007千

元。 

經濟發展局 2,262 2,262 100  

建設局 100 703 703 

1.環境教練訓練

103,300元。 

2.「景觀樹木教育

訓練」4場60萬

元。 

交通局 63,570  0 0 

1.原提報申請 15

輛電動公車補

助50,070千元，

惟中央實際核

定補助車輛數

為14輛，故下修

預算數為46,732

千元（以每輛補

助 333.8萬元計

算）。 

2.有關預算執行

率為0%部分，係

因中央僅先同

意補助計畫，惟

本局提送修正

計畫至中央後，

中央至 110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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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機關名稱 109年編列預算 109年執行經費 執行率(%) 備註 

月中旬尚未同

意備查及撥款，

故本案待中央

同意備查及撥

款後，儘速辦理

預算執行事宜。 

都市發展局 0 0 －  

水利局 2,666.666 2,666.666 100  

農業局 3,383 2,895 85.57  

觀光旅遊局 1,000 1,807 180.7  

社會局 60 85 141  

勞工局 8 8 100 本預算。 

警察局 0 0 －  

消防局 8,868 8,501.297 95.86 

內政部補助臺中

市執行災害防救

深耕第 3期計畫，

其經費包含中央

補助款及地方自

籌款。 

衛生局 10 10 100  

環境保護局 59,206 54,793.04 92.5 環境教育基金。 

文化局 6,110 14,169.592 231.9  

地政局 8 8 100 

由業務費-按日按

件計資酬金項下

勻支，未額外編

列。 

法制局 45 29.91 66.5  

新聞局 36.7 36.7 100  

地方稅務局 16 16 100  

秘書處 0 0 －  

主計處 5 6.6 132  

人事處 12 12 100 

無編列預算，由本

預算相關科目項

下支應。 

政風處 10 15.6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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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機關名稱 109年編列預算 109年執行經費 執行率(%) 備註 

研究發展考核

委員會 
10 0 0 

另行使用單位業

務費支應。 

原住民事務委

員會 
0 3,200 － 

由本會綜合企劃

組業務費項下勻

支。 

客家事務委員

會 
0 943 － 

109年度未編列環

境教育計畫經費，

相關文化教育宣

導及藝文推廣活

動由文教推廣業

務–客家語言文化

推廣經費項下支

應。 

運動局 0 0 － 

本局由秘書室預

算支應，未針對環

境教育行動方案

單獨編列預算。 

合計 148,832.216 95,199.255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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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整體關鍵績效目標 

依據相關局處提供所涉及環境議題納入本方案，做為每年環境教育之施政

項目，並訂定本方案整體關鍵績效目標、關鍵績效指標、評量基準如下表： 

關鍵

策略

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評量基準 

109年度 主

（協）

辦機關 
目標值 達成值 

四
、
氣
候
變
遷
及
防
災
調
適 

（一）辦理空污防制宣

導活動，強化市

民空氣品質知

識及自我防護

機制。 

辦理空污防

制宣導活動

場次。 

35場次 289場次 

環保局

／教育

局 

（二）辦理暑期消防營

隊，學童紮根消

防防火、防災常

識技能。 

辦理暑期消

防營隊場次。 
18場次 25場次 消防局 

（三）辦理大型水災防

汛實兵演習、防

汛宣導、兵棋推

演及進行抽水

站實地操作及

大型抽水機抽

水演練，加強區

級應變中心應

變能力及防災

意識。 

辦理場次。 1場次 29場次 水利局 

（四）辦理防火教育及

宣導活動，提升

防火防災知識。 

辦理防火教

育及宣導活

動場次。 

10場次 48場次 消防局 

五
、
建
構
綠
色
服
務
環
境 

（一）推廣落實綠色交

通，建構綠色運

輸網路。 

1.累計新增低

碳交通載具

-購置電動

公車數量。 

190台 197台 交通局 

2.累計新增低

碳交通載具

-設置 iBike

站數量。 

360站 374站 交通局 

（二）推動民間企業與

團體實施綠色

民間企業團

體綠色採購
28億元 

32億

9,428萬

環保局

／各局



109 年臺中市環境教育行動方案執行成果 

第111頁 

關鍵

策略

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評量基準 

109年度 主

（協）

辦機關 
目標值 達成值 

採購計畫，結合

地方媒體資源

宣傳綠色消費

觀念，並推動環

保集點制度，運

用經濟誘因措

施，引導民眾力

行綠色生活及

消費。 

與民眾綠色

消費金額。 

5,148元 處 

六
、
新
農
業 

（一）透過水土保持戶

外教室開放空

間辦理教育體

驗宣導活動，融

入環境教育議

題，結合本市自

然環境特色及

水土保持設施

教育推廣，擴大

民眾參與。 

辦理休閒體

驗活動場次。 
1場次 4場次 水利局 

（二）辦理水土保持戶

外教室及農村

社區環境教育

增能計畫。 

環境教育增

能計畫處數。 
5處 4處 

水 利

局、農

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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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預期效益 

一、每年檢討、研修環境教育法相關配套法規，促使更臻完整。 

二、每年持續輔導本市轄內優質場域申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及環境教

育人員認證，提升環境教育品質。 

三、強化各局處具備新媒體及網路工具之環境教育傳播能力，加速環境教

育普及化，促使全民重視環境，採取各項環保行動，以達永續發展。 

四、提升企業對於環境的重視，輔以多元傳播媒體教育推廣方式，整合政

府及社會資源，共同帶動綠色生活，落實企業社會責任。 

五、落實循環經濟，提升政府、業界及民眾綠色簡約習慣及惜食環境教育，

促使生活簡約成為持續性的模式，提升綠色產品使用比率，並降低糧

食浪費及廢棄。 

六、每年完成本市轄內單位環境教育計畫訂定及成果申報，每人至少 4 小

時環境教育，持續鼓勵建立環境教育終身學習個人學習管道，以此提

升環境素養，實踐友善環境行動力。 

七、每年召開環境教育相關工作會議，加強政府機關與專家學者及各社群

之協調聯繫。 

八、鼓勵、輔導及補助各社群辦理環境教育，並獎勵推動環境教育成效優

良者，擴大本市環境教育能量。 

九、促使各機關優先運用環境友善建設，輔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結合觀光

旅遊，持續強化戶外學習品質並寓教於樂，並觸及多元族群及年齡層，

俾利環境教育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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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評量基準及追蹤考核 

一、訂定本方案關鍵績效評量指標、評量基準，每年得由本府環境保護局

會同主(協)辦機關檢討執行績效，並每年將執行成果作成報告，提報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備查。 

二、依據國家環境教育綱領及國家環境教育行動方案，本方案採取滾動式

管理機制，視實際執行需要，由本府環境保護局每年召集有關局處檢

討執行情形調整之。 

三、本市轄內各機關依環境教育法第 19 條規定於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

教育終身學習網訂定環境教育計畫及申報執行成果，並由本府環境保

護局追蹤考核執行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