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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9年「校園環保政策宣導說明會」 

簡章 

壹、前言 

為推動節約自然資源使用，減少廢棄物產生，促進資源永續利用，

以及宣導非游離輻射(電磁波)、石綿、環境賀爾蒙之危害與預防等環境

保護課題，並配合環保政策推動與法令更迭，相關環保課題知能的提升

亦需與時俱進，教育部今(109)年特辦理「校園環保政策宣導說明會（以

下簡稱本說明會）」，希冀協助全國各級學校人員瞭解校園環境保護的

政策、強化校園自主管理及永續校園發展觀念，同時透過環教設施參訪

活動等軟性課程，讓參與人員從多元學習管道進行體驗，提升自身環境

素養。 

貳、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 

二、承辦單位：鼎澤科技有限公司 

参、會議時間及地點 

一、會議時間：109年 8月 11日（星期二）上午 8:30至下午 16:30 

二、會議地點：東海大學第二教學區管理學院 (M201)階梯教室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 1727號） 

肆、參加對象 

一、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及大專校院主管及執行環境管理與安全衛生管

理相關業務之承辦人員。 

二、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承辦環境管理與安全衛生管理相關業務

之承辦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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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報名方式及人數限制 

為響應節能減碳，並減少紙張耗用，說明會報名方式一律以網路報

名為主，身分證字號僅供團體保險用，報名時間即日起自 7月 24日（星

期五）止，報名網址：https://pse.is/SHST3，報名人數以 80人為限，因

名額有限，歡迎及早報名，以免向隅；若報名人數過多，將依報名先後

順序，以每機關/每校 1名為原則。 

陸、會議議程及議題 

本說明會主題包「校園廢棄物減量管理經驗分享」、「環境電磁波的

認識與危害預防」、「生活中的化學物質一環境荷爾蒙篇」等主題，以及

規劃至「科技園區的環境永續-台積電中科生態園區」進行環教設施場

所參訪行程，會議議程如表 1，議題及環教參訪行程介紹如下： 

表 1 「校園環保政策宣導說明會」議程 

時間 議題 主講人 

08:30 ~ 08:50 報到、領取資料 鼎澤科技有限公司 

08:50 ~ 09:00 主辦單位致詞 教育部長官 

議題一：校園環保政策宣導與廢棄物減量管理經驗交流 

09:00 ~ 09:20 校園環境保護廢棄物管理暨環保法令說明 鼎澤科技有限公司 

09:20 ~ 10:10 校園環境保護及廢棄物減量管理經驗分享 
朝陽科技大學 

張華南 副校長 

10:10 ~ 10:20 休 息 ---- 

10:20 ~ 11:10 環境電磁波的認識與危害預防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空保處 

11:10 ~ 11:20 休 息 ---- 

11:20 ~ 12:10 生活中的化學物質一環境荷爾蒙篇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毒物及化學物質局 

12:10 ~ 13:30 午 餐 / 休 息 ---- 

議題二：環教設施場所參訪行程（遊覽車統一接送） 

13:30 ~ 14:00 出發車程 

14:00 ~ 16:00 科技園區的環境永續-台積電中科生態園區 

16:00 ~ 16:30 回程 /賦歸 

https://pse.is/SHS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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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園環境保護及廢棄物減量管理經驗分享 

教育部為推動校園「學校實驗(習)場所安全衛生」及「廢棄物減

量暨資源回收再利用」等管理機制，促進學校強化執行校園安全衛生

及環境保護等管理作為，自 103年起辦理績優選拔活動，遴選出績優

學校與績優人員。本次特邀請「107年校園實驗（習）場所安全衛生

暨環境保護績優學校與人員選拔」獲獎學校─朝陽科技大學，至會場

分享學校實施校園減廢與環境保護之作為、理念與成效，以及學校執

行成果、心得及經驗分享等，希冀藉由獲獎學校分享管理實務經驗，

以及與會學員意見交流，提升與會學校之校園環境保護及廢棄物管理

能力，以達永續校園發展理念與推廣。 

二、環境電磁波的認識與危害預防 

隨著經濟發展多元化及電力供應與無線通信發展，民眾日常生活

方便性與休閒娛樂等需求日增，如變電所、輸配線路、變電箱、手機

基地臺、廣播電臺等設施於各地紛紛架起設立，使得電磁波在生活中

無處不在，近年來更成為民眾關注議題。 

為了使民眾對日常生活所接觸的電磁波有正確的認知，避免對於

通訊基地臺、高壓電塔有不當的緊張恐懼感，同時建立安全防護的觀

念，本節將透過解說環境中常見的電磁波及來源、管理/制現況、潛在

風險與危害預防，提供學員正確自我防護概念及知能，以正確的觀念

善用電磁波所帶來的生活便利；此外，廣泛蒐集民眾對於電磁波的觀

感和想法，作為未來溝通說明時之參考資訊。 

三、生活中的化學物質一環境荷爾蒙篇 

化學物質的使用隨著科技發展逐年增加，無論是職場上的環境暴

露、或是一般民眾的居家生活用品，都可能接觸到不同的化學物質。

然而民眾對「化學物質」的基本概念，可能來自於網路上四通八達的

資料與訊息，有些未經求證的網路分享資訊，容易誤導民眾造成人心

惶惶，無法辨別真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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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化學物質的增加，環境荷爾蒙的種類也逐年遞增，其具在環

境中長期存在且持久不易分解等特性，不只威脅生態環境，對人體健

康也會產生影響。環境荷爾蒙又稱為「內分泌干擾素」，透過食物鏈

再回到民眾身體或其他生物體內，進而影響到人體內之生理調節機能，

易引起類似雌激素的作用，誘發相關疾病。本課程也會介紹到日常生

活中常接觸的環境荷爾蒙種類、基本認識與暴露途徑等，提供正確的

化學訊息與自我覺知。 

四、環教設施場所參訪行程 

位於中科臺中園區的「台積電中科生態園區」於 107年獲得環保

署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是國內半導體業第 1 個獲環保署認證的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場域內設有多種環保設施及自然資源：包括雨水

回收利用之生態池與河道、複合性生態外牆、台灣原生種植栽等區域，

並從推動綠建築的概念向下延伸導入生物多樣性觀念。除更加審慎重

視營運對環境的衝擊，更在專業團隊的管理維護下，逐漸發展成生物

多樣性的綠園區和卓越節水技術的示範教育廠區。 

本計畫將於說明會下午安排『科技園區的環境永續-台積電中科

生態園區』環教設施場所參訪行程，並安排遊覽車接送與會學員由說

明會會場至參訪地點（來回），環教設施場所介紹如表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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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環教設施場所參訪行程單位介紹 

一、基本資料 

場所名稱 科技園區的環境永續-台積電中科生態園區 

場所地址 428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六路 1號 

認證核准字號 (107)環署訓證字第 EC101001號 

核准日期 2018年 1月 22日 

二、單位介紹 

『台積電中科生態園區』位於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內，場所申請

單位為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十五廠（以下簡稱台積電中

科十五廠），場所認證取得日期為 2018年 1月 22日。台積電中科十

五廠自建廠初始設計階段即融入綠建築概念，以生態綠園區為主軸

方向發展，以及結合廠區回收水再利用技術，使該場域具備生物多

樣性與卓越節水技術之示範教育場；希冀藉由參訪行程，使學員了

解何謂綠建築、如何建構適合生態發展之建築，以及產業與環境如

何達到共榮共存之永續發展。 

柒、注意事項 

一、本會議之參與人員需依規定完成上、下午簽到及簽退，始獲得參

加證明；凡全程參與之人員核發給 6小時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

或教師研習時數(僅參加上午場者，核發 3小時)。 

二、本會議於會議前，將以 mail方式發會議通知，提醒與會人員請準

時出席觀摩研習活動。 

三、本會議提供茶點、餐點、講義等，請自備環保杯及餐具。 

四、本會議不提供專車接駁及停車服務，請學員參考「捌、交通資訊」

搭乘交通工具或自行開/騎車前往會場。 

五、本會議下午環教設施場所參訪行程「科技園區的環境永續-台積電

中科生態園區」提供專車接駁服務，接駁地點為說明會會場至環

教設施場所來回，如預自行開/騎車前往觀摩活動地點者，請依會

議時間準時到達。 

六、「科技園區的環境永續-台積電中科生態園區」入場規定： 

1. 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例如：身分證或健保卡）換證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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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禁止攜帶 3C 產品（智慧型手機、相機、隨身碟、讀卡機、智

慧型手錶等有記憶功能之產品，可寄放櫃台）。 

七、本會議結束後，煩請將問卷填妥後，繳交給工作人員，謝謝。 

捌、交通資訊 

一、自行開車： 

1. 行駛國道一號（中山高），請於 178 km下中港交流道下，往沙

鹿方向行駛約 4公里，過工業一路約 100公尺（捐血中心路口）

迴轉至慢車道，由第二教學區側門進入校園進入校區。 

2. 行駛國道三號（中二高），請於 183 km下龍井交流道下，於前

方中興路，往臺中市區方向行駛，由第二教學區側門進入校園

進入校區。 

二、大眾交通工具： 

1. 優化公車專用道(原 BRT)：路線行經東海大學：300路、301路、

302路、303路、304路、305路、306路、307路、308路。請

於「玉門路」或「澄清醫院」站下車，由第二教學區側門進入

校園。 

2. 台中客運：以下皆於「臺中捐血中心」站下車。 

(1) 於臺中火車站搭車：323路、324路。 

(2) 於大肚火車站發車：325路。 

(3) 於大慶火車站發車：356路。 

(4) 於朝馬（黎明路）搭車：28路。 

(5) 於朝馬（臺灣大道）搭車：60路、69路。 

(6) 於豐原車站搭車：63路。 

3. 統聯客運：以下皆於「臺中捐血中心」站下車。 

(1) 於台中火車站或中港轉運站搭車：75路、326路。 

(2) 於朝馬站搭車：75路、326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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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平面圖： 

 

玖、聯絡資訊 

聯絡人：鼎澤科技有限公司 張小姐 

電話：04-2358-0613#21 

E-mail：chang637209@gmail.com 

 

第二校區入口 

會議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