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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臺北市民間企業環境教育推廣活動報名簡章 

當全球氣候日益惡化，環境變遷更加劇烈時，我們該何去何從？臺北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本局）為促使各機關(構)、企業，邀請環境保護各領域及

環境教育之專家學者，講授環境教育與企業永續發展課題，此外，尚邀請『迷霧

森林活寶石』展翅生命力之導演或工作團隊，安排綜合座談時間，探討臺灣生態

議題，以及經濟如何與生態平衡發展。 

企業欲推動環境教育，如何培訓環境教育業務承辦人員將是關鍵因素之一，

應加強其環境素養、知識、並提供其必要訓練，以利環教業務承辦人於企業內部

及外部推動企業環境教育。創造經濟利潤的同時，承擔對環境應盡的責任，落實

「經濟繁榮」「社會公益」及「環境永續」之理念，特規畫辦理企業、機關(構)

環境教育推廣課程，透過運用組織及制度的力量使機關(構)、企業，在追求產業

經濟成就同時與環境永續達成雙贏平衡，共同為環境盡一份心力。 

一、 活動目的 

1. 增進全民環境倫理觀念與責任感，提升企業保護環境之知識、技能、態

度及價值觀，落實企業社會責任。 

2. 培養環境公民與環境學習社群，以環境永續之原則下推動環境教育普及

化，達成低碳永續城市之目標。 

3. 加強企業環境教育推廣，追求產業經濟成就及環境維護的雙贏平衡。 

二、 主(承)辦單位：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承辦單位：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 參加對象： 

對環保議題或環境教育有興趣的臺北市民間企業團體 

四、 活動辦理地點： 

1.到場授課:各企業、機關(構)之場(廠)址。 

2.戶外參訪學習: 北投圖書館(臺北市 北投區 光明路 251 號)。 

五、 活動費用： 

活動全程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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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企業環境教育訓練課程 

到場授課，依企業需求量身打造適合課程 

七、 課程規劃 

安排與環境保護相關之演講、戶外參訪學習及座談等課程 

八、 報名方式 

1. 報名時間： 

即日起至 105 年 11 月 3日(四) 18：00 截止  

(共計 30 場(家)次，名額有限，額滿為止) 

2. 辦理期程： 

105年 8 月 22 日起至 105年 11月 10 日(四)止。 

3. 企業須於指定上課日期 7日前完成報名作業。 

4. 每家報名企業參加人數至少 10人為以上，每家先以參加 1場次為限。 

5. 報名方式： 

以企業為單位，填妥【附件一、報名表】及【附件二、課程勾選】後，

E-mail或傳真至亞太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E-mail：shuying@aetc.com.tw，

於信件主旨註明 “臺北市民間企業環境教育推廣；傳真：02-22186989)，

並來電確認 (02-2218-9099分機 228 吳舒穎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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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臺北市民間企業環境教育推廣課程大綱 

 

課程主題 內容概述 
型態 

氣候變遷 

氣候變遷下的

企業風險 

氣候的變遷近年成為全球企業所面臨的挑戰。 

掌握氣候變遷新趨勢及所面臨的風險項目及程

度。則可提高企業對氣候變遷的調適的能力及競爭

力。 

專家演講 

台灣新能源實

務與企業節能

之道 

與國際能源管理趨勢接軌，分享企業進行節能減碳

成功案例及如何規劃節約能源方針。 
專家演講 

環境及資源管理  

企業水資源管

理 

水是維持人類生命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自然資

源。了解產品在生產過程中，水的耗用情況，讓企業

有效得管理水資源也降低生產成本。 

專家演講 

綠色消費及綠

色採購的力量 

綠色產品、綠色採購及綠色標章推廣及介紹，將綠

色產品設計理念導入企業，並建議員工選購「低污

染、省能資源、可回收」的環保產品。 

專家演講 

資源永續循環

社會搖籃到搖

籃 

所有事物的設計都依循搖籃到搖籃的概念，我們所

思考的與供應商、製造商、零售商共同建立循環型鏈

結，作為一創造價值的企業體系。 

專家演講 

參訪綠建築-北

投圖書館 

北投圖書館 94年 2月份榮獲內政部綠建築九大指

標候選證書，包括「生物多樣性」、「綠化量」、「基地

保水」、「水資源」、「日常節能」、「二氧化碳減量」、「室

內健康與環境」、「廢棄物減量」、「汙水與垃圾改善」

九項指標， 2012年更獲得美國網站 Flavorwire.com

評選為「全球最美 25座公立圖書館」之一，值得企

業參訪學習。 

戶外參訪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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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  

企業綠色永續

經營全球趨勢

與商機 

未來貿易不再取決於生產成本，更將環境成本納入

考量，本課程將與您一同探討如何創造經濟成長和保

護環境並行，產生廣泛效益 

專家演講 

這頓午餐誰來

把關？ 

環境荷爾蒙無

所不在 

近年來，食安風波接續不斷，從三聚氰胺到塑化

劑，本課程帶您了解添加物及真食物間的差別。 
專家演講 

辦公室室內 

空氣品質與員

工健康 

透過了解辦公室內環境中污染物，並有效改善空氣

品質方能維護人體健康，提升員工工作效率。 
專家演講 

生態保育  

金鐘 50得獎作

品 

《迷霧森林活寶石

-展翅生命力》 

以動態影像完整記錄台灣「霧林帶的翠灰蝶」、「密

林裡的貓頭鷹」及「叱吒平原的黑翅鳶」，邀請企業

一同探索牠們的神秘生活史。 

並安排與導演或其團隊近距離互動的機會，探討環

境生態議題，共同思索現今臺灣的環境議題。 

座談 

十、 講師陣容 

 德商搖籃到搖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 黃琮峻 經理 

 冠呈能源環控有限公司 王獻堂 總經理 

 中央大學永續環境科技中心顧問及兼任助理教授  翁煥廷 助理教授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工程科技研究所 鄭旭惠 博士 

 臺灣環境資訊協會 劉欣維 

 展翅生命力- 江國賓導演、詹家龍導演 

 北投圖書館導覽志工 

 臺北市環境教育認證人員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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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報名資訊】 

臺北市民間企業環境教育推廣課程 

單位名稱  

地    址  

聯 絡 人  職稱  

聯絡電話/分機  E-mail  

希望辦理時段 

(月份/日期/時段) 

□8月  □9月 

□10月□11月 

日期                 

(請提供 3至 4個) 

□ 上午 

□ 下午 

上課地點 (請申請企業提供場地) 

預計參與人數  

備註 

 

 

 

1. 請填妥【附件一、報名表】及【附件二、課程勾選】，報名表請依報名日期，以 E-mail

傳送至 shuying@aetc.com.tw，並請於信件主旨註明「報名臺北市民間企業環境教育

推廣」；或以傳真至 02-22186989，並來電確認。 

2. 企業須於指定上課日期 7日前完成報名作業。 

3. 參與人數需達 10人以上。 

4. 課程方式、內容、時數皆可依各企業所需進行討論，擬訂適合企業之辦理方式。 

5. 如有問題，歡迎您來電或來信洽詢。 

聯絡人：亞太環境科技(股)公司 吳舒穎小姐 

連絡電話：02-2218-9099 分機 228。 

聯絡信箱：shuying@aet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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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課程勾選】 

項目 勾選 主題 時數 

到場 

授課 

□ 氣候變遷下的企業風險 2H 

□ 台灣新能源實務與企業節能之道 2H 

□ 辦公室室內空氣品質與員工健康 2H 

□ 企業水資源管理 2H 

□ 綠色消費及綠色採購的力量 2H 

□ 資源永續循環社會 搖籃到搖籃 2H 

□ 參訪綠建築-北投圖書館 2H 

□ 企業綠色永續經營 全球趨勢與商機 2H 

□ 這頓午餐誰來把關？ 環境荷爾蒙無所不在 2H 

□ 金鐘 50得獎作品《迷霧森林活寶石-展翅生命力》 2H 

※ 授課方式、內容、時數皆可依各企業所需進行討論，擬訂適合企業之辦理方式。 

※ 每家先以參加 1場次為限，後續視報名狀況，倘有缺額，將另通知報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