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11 年環境保護職人體驗工作坊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11年環境保護職人體驗工作坊 

活動簡章 
一、 活動目的 

為提升青年環境保護意識，並投入環境保護行動，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規劃「環境保護職人體驗工作坊」，將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主管之空氣污染防制、水污染防治、廢棄物管

理、毒物及化學物質管理等相關業務內涵融入工作坊，鼓勵

對環境保護及環境教育議題有興趣之高中（職）學校以上學

生參與；另併同辦理「環教公民科學家」，透過公民的眼睛

與耳朵，從生活周遭學習辨認環境公害，以愉快、輕鬆課程

模式，帶領一般民眾從簡易的檢測方式，學習環境公害辨識

及回報管道，傳遞環教公民科學家意涵。 

工作坊透過多元活潑的情境模擬，帶領高中（職）學校

以上學生及民眾體驗環保職人工作現場，藉由情境模擬、實

習體驗、職人經驗訪談等多種課程內容，讓學員實際體驗職

人日常，鼓勵學習環保職人之專業職能、態度及，提升環保

行動力。 

二、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三、 活動對象 

對環境保護或環境教育領域有想法或有興趣之青年或民

眾，本次工作坊對象之年齡如下： 

（一） 環境保護職人體驗：全國高中（職）學校以上學生

（包含已畢業者）。 

（二） 環教公民科學家（水質檢測）：全國民眾（適合親

子）。 



 

2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11 年環境保護職人體驗工作坊 
 

（三） 環教公民科學家（空氣監測）：全國高中（職）學校以

上學生（包含已畢業者）。 

四、 活動人數 

預計每場次錄取 30名，視報名情況可候補錄取。 

五、 體驗類別及場次日期  

環境保護職人體驗項目包含環境教育、環境稽查、毒災

防救等 3 大類，另規劃環教公民科學家課程，共計 8 場次

（職業及環教公民科學家介紹如附件 1）。 

類別 項目 地點 場次 

環境保護 
職人體驗 

環境稽查 
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藏

金閣 
第 1場 111/12/3(六) 10:00-16:30 
第 2場 111/12/4(日) 10:00-16:30 

環境教育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第 1場 111/12/17(六) 10:00-16:30 
第 2場 111/12/18(日) 10:00-16:30 

毒災防救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緊急應

變學院(ERCA) 
第 1場 111/12/24(六) 10:00-16:30 
第 2場 111/12/25(日) 10:00-16:30 

環教公民

科學家 

水質檢測 
臺南市仁德水資源回收中

心 
111/12/11(日) 10:00-16:30 

空氣監測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112/1/8(日) 10:00-16:30 

六、 課程費用 

本活動免費，但為確保政府資源不被浪費，每人每場次

收取保證金新臺幣 500元整，如全程參與活動，將於活動結

束當日現場全額退回，活動期間之課程、餐點、接駁等費用

由承辦單位支應，惟參加者至接駁集合地點之交通及住宿費

用，請學員自理。 

七、 課程方向規劃 

號召對環境保護工作有興趣及熱情的高中（職）學校以

上學生，認識環境保護領域中的 3項工作型態及環教公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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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家。課程將由實務工作者現身說法，親自帶領青年學生一

窺工作現場的奧秘，從情境模擬、實習體驗及職人經驗訪談

等內容，讓參與者動手、動腦、動口，成為 1日環保職人及

及公民科學家，幫助參與者拓展實務視野、探索自我、瞭解

環境議題，並提升日常生活之環保行動力。 

（一） 環境教育人員 

什麼是環境教育人員？環境教育人員除了講故事給

我們聽，平時還有哪些工作內容呢？國立自然科學博

物館大解密，那些解說或上課時閃閃發光的環境教育

人員原來還要做這些事情！ 

本次課程將踏入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和環境教育

人員聊聊那些你不曾知道的事情，解析職人如何靈活

自如地運用館內資源、抑或如何從無到有產出活潑有

趣的環境教育課程，透過豐富多元的互動模式，你也

能抓住大朋友、小朋友的目光，學習規劃簡易的課

程！ 

（二） 毒災防救人員 

毒災防救人員不等於消防人員，卻又有著密不可分

的合作關係，如何互助才能共同化解危機？ 

透過職人現身帶你實際瞭解毒災防救工作、化學危

害物質等種種資訊，藉由 3D災害虛擬實境科技，你將

模擬踏入災害現場完成救災任務，並可穿著防護衣、

配戴無線電進行毒災培訓，體驗 1日毒災防救人員！ 

（三） 環境稽查人員 

臺灣有很多默默守護環境的無名英雄，環境稽查人

員就是其一，環境稽查人員究竟在做些什麼？少了稽

查人員，環境會發生哪些變化？ 

一日環保稽查人員，帶你瞭解公害或陳情案件發生

時，稽查人員是如何規劃稽查任務，結合空氣、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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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噪音等多元內容，實際體驗稽查現場種種工作；你

知道稽查人員如何透過科技執法，抓到重機噪音還給

民眾安寧的生活嗎？一起來解密吧！ 

（四） 環教公民科學家 

打開你的眼睛和耳朵，從生活周遭學習辨認環境公

害，環教公民科學家課程以愉快、輕鬆的課程模式，

帶領民眾從簡易的檢測方式，學習環境公害辨識及回

報管道，傳遞環教公民科學家意涵；本次規劃 2 場

次，針對空氣品質與水質兩大類別，帶領大家從日常

生活中觀察環境，成為環教公民科學家！ 

1. 環教公民科學家（空氣品質監測）：常聽到生活周遭發

生空氣污染，但污染是怎麼造成的呢？我們可以透過

哪些方式保護地球？從環境即時通 APP 及空氣盒子，

你將瞭解污染的種種知識、實地觀測空氣污染狀況，

除此之外，我們將帶你動手製作「植物空氣濾清盆

栽」，瞭解植栽淨化空氣的原理，從日常生活開始幫助

地球，實現全民綠生活精神，成為環教公民科學家！ 

2. 環教公民科學家（水質檢測）：環教公民科學家是一種

職業嗎？如果生活周遭的水源被污染了，可以跟誰回

報呢？透過污水闖關大作戰與水質檢測 DIY，邀請所

有小小環教公民科學家一同走訪廢水處理過程，並以

簡易水質檢測包，從水質濁度、pH 值等資訊學習觀察

水質及公害回報管道，水資源守護要從我們開始！ 

八、報名方式及時間 

（一） 請至官方網站報名：

https://environmentalwork.com.tw/。 

（二） 即日起開始報名至各場次額滿為止，將依報名順序錄

取，每場次正取 30名（備取 30名），視報名情況可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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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錄取。 

（三） 錄取名單預定於各場次前 7日前公布於官方網站，並

以電子郵件及簡訊通知錄取者，錄取者須於 2天內回

覆確認參與，並完成保證金新臺幣 500元匯款作業，

匯款表單於錄取郵件提供，若未完成匯款或未填寫匯

款表單，且無來電說明，視同放棄參與資格，活動小

組於 2日後，依序通知備取人員。 

（四） 所填資料不全或不符合規定者，不予受理。 

（五） 未滿 18歲參與者，請上傳監護人同意書（如附件 2）。 

九、注意事項 

（一） 承辦單位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保障報名者個人

資料安全責任，在符合蒐集之特定目的下處理及利用

個人資料。 

（二） 參加者同意主辦單位全程拍攝活動紀錄影片及照片，

並同意主辦單位後續為教育推廣及行銷之目的，得將

前述影（照）片於世界各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

開傳輸及使用於報章雜誌、網站、展間或任何形式媒

體上。如有不同意者，請勿參與本活動。 

（三） 工作坊期間備有餐點，請於報名時註明飲食需求（葷

食、素食、食物過敏原等），並自備環保杯、環保餐

具。 

（四） 各場次暫定交通接駁時間地點如下表，學員亦可自行

搭車抵達，詳細集合地點將統一於錄取通知信件中說

明。 

職業別 體驗場域 
活動當日接駁時間及地點 

(暫定) 

環境教育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9：00於高鐵臺中站發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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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稽查 臺南市政府環保局藏金閣 9：00於高鐵臺南站發車 

毒災防救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緊急應

變指揮學（ERCA） 
9：00於臺北捷運圓山站發車 

環境公民

科學家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9：00於高鐵臺中站發車 

臺南市仁德水資源回收中

心 
9：00於高鐵臺南站發車 

（五）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之防疫措施，敬請配合下列事項： 

1. 因應 COVID-19 疫情，請學員出示注射 3 劑以上疫苗

證明；如未注射 3 劑以上者，請於報到時提供活動前

1日內快篩陰性證明。 

2. 承辦單位將設置酒精消毒用品及清潔防護用品供使

用。 

3. 參與活動期間請全程保持社交距離及配戴口罩。 

4. 本活動將依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最新防疫規定滾動調整

防疫措施。 

（六） 本活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並公布於官方網

站。 

十、活動聯絡資訊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委辦單位-新視紀整合行銷傳播股份有限公

司彭小姐：02-2653-9292分機 306  joline.peng.r@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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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111年環境保護職人體驗教育工作坊 
四大職業別簡介 

 

環境教育 

我國推動環境教育之精神提升全民環境素養，實踐負責任

環境行為，創造跨世代福祉及資源循環利用之永續臺灣社

會。環境教育推廣亦是國家公園、博物館、自然教育中

心、環保設施等各大環境教育場域中提供的重要服務。環

境教育人員共分為行政人員及教學人員，行政人員主要從

事環境教育之規劃及推廣；教學人員則從事環境解說、示

範及展演等教學工作。環境教育人員如同「環境與人之間

的橋樑」，亦是實現人與環境永續發展的關鍵。 

環境稽查 

取締和告發污染，維護環境的清新與潔淨，針對公害或民

眾陳情之案件（包含環境衛生、空氣污染、噪音、水污染

等），在最短時間內前往現場，並視情節輕重，勸導違規

行為人立即（或限期）改善或逕予取締告發，捍衛我們的

環境。 

毒災防救 

從預防、整備、減災、應變及善後等各階段工作執行來降

低環境生態衝擊，做好平時預防之工作；當各類（洩漏、

污染、火災或爆炸等）毒災災害發生時，以良好之防救組

織、人力、設備，於短時間內控制災情，並將影響降至最

低，及做好災後復原工作，以確保人民生命、身體、財產

之安全。 

環教公民科學家 

公民科學通常是由專業科學家規劃，讓一般大眾有系統地

參與科學研究案中的全部或部分，透過公民的參與，不僅

可以取得單靠科學家難以取得的大量資料，更能補足科學

家難以進入地區之資料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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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111年環境保護職人體驗工作坊」監護人同意書 

監護人您好： 

為保障貴子弟的權益，請務必詳細的閱讀本同意書之各項內容。 

1. 主辦單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委託新視紀整合行銷傳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本單位）辦理

「111 年環境保護職人體驗工作坊」，因活動相關業務之需求，取得參與者填寫之個人資

料，在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本單位將依法處理及利用貴子弟的個人資

料。 

2. 參與者填寫之個人資料：姓名及聯絡方式（包括但不限於電話號碼或聯絡地址）或其他得

以直接或間接識別貴子弟個人之資料皆受本單位保全維護，並僅限於公務使用。 

3. 參與者之個人資料，若經檢舉或經本單位發現不足以確認貴子弟的身分真實性或其他個人

資料冒用、盜用、資料不實等情形，本單位有權終止貴子弟參與本活動之相關權利。 

4. 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規定，就您的子女個人資料向本單位（1）查詢或請求閱覽

（2）請求製給複製本（3）請求補充或更正（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5）請求刪

除。但因（1）妨害國家安全、外交及軍事機密、整體經濟利益或其他國家重大利益（2）

妨害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3）妨害本單位或第三人之重大利益，本單位得拒絕之。 

5. 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本單位將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刪除、停

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但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者，不在此

限。 

6. 本單位如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或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所致者，致您的子女個

人資料被竊取、洩漏、竄改、遭其他侵害者，應查明後，於電話或信函或電子郵件或網站

公告等方法中，擇其適當方式通知您。 

7. 參與者須配合主辦單位全程拍攝「111 年環境保護職人體驗工作坊」活動紀錄影片及照

片，並同意主辦單位後續為教育推廣及行銷之目的，得將前述影（照）片於世界各地公開

播送、公開上映、公開傳輸及使用於報章雜誌、網站、展間或任何形式媒體上。 

8. 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具有書面同意本單位蒐集、處

理及利用您的子女個人資料之效果。 

※簽署即視為您已詳閱並瞭解本同意書的內容，且同意子女參加本單位辦理之「111 年環境保

護職人體驗工作坊」並遵守所有事項，謝謝。 

 

參與者簽名：                             監護人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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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各場域位置圖 

1. 環境稽查人員：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藏金閣（臺南市東區府東街 41巷 6

號） 

 自行開車 

國道 1號臺南仁德交流道下，往臺南方向沿東門路經林森路口後，至東門路 2段 104

巷口(中國石油加油站)左轉到底。 

 大眾運輸工具 

1. 市區公車 3臺南火車站(南站)縣知事官邸東門圓環東門教會東門城公車站牌前下車

(義豐冬瓜茶)，下車後步行約 5分鐘即可到達。 

2. 紅幹線 1-臺南火車站(北站)東門圓環東門教會東門城公車站牌前下車(義豐冬瓜

茶)，下車後步行約 5分鐘即可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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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環境教育人員、環教公民科學家：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臺中市北區館

前路 1號） 

 自行開車 

1. 國道一號 (中山高速公路) 

臺中交流道(178臺中)下，往臺中市方向順臺灣大道至本館。 

大雅交流道(174大雅)下，往臺中市方向順中清路，右轉健行路至本館。 

2. 國道三號 (福爾摩沙高速公路) 

快官交流道(202 快官)轉中彰快速道路，五權西路閘口下，順五權西路，左轉

文心路或忠明南路，右轉臺灣大道至本館。 

快官交流道(202 快官)轉中彰快速道路，市政路閘口下，順市政路左轉文心

路，右轉臺灣大道至本館。 

龍井交流道(182龍井)下，往臺中市方向順臺灣大道至本館。 

 大眾運輸工具 

1. 植物園-西屯路站 11,159,37,45,45,71 

2. 植物園-健行路站 18,35,70,77,70A,70B 

3. 忠明高中站 11,70,71,72,77,70A,70B 

4. 科博館站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24, 48 

5. 5.159高鐵臺中站：請於科學博物館—植物園站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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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毒災防救：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緊急應變指揮學院(ERCA)（新北市林口區

文化三路一段 302號 3樓） 

 自行開車 

1. 南下 

請走國道 1 號下林口交流道（41A-林口）→直行接八德路(沿外 側行駛)→文化

三路一段右轉→直行 500 公尺位於右手邊即可達新北市消防局文化分隊（本學

院位於 3樓）。 

2. 北上 

請走國道 1 號下林口交流道（41B-林口）→沿龜山一路行駛→文化三路左轉→

直行 550公尺位於右手邊即可達新北市消防局文化分隊（學院位於 3樓）。  

 大眾運輸工具 

搭乘機場捷運線於 A9 林口站下車→自 1號出口離站沿文化三路一段行走→直行 550

公尺位於右手邊即可達新北市消防局文化分隊（學院位於 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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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環教公民科學家：臺南市仁德水資源回收中心（臺南市仁德區中正路二

段一巷 530號） 

 自行開車 

1. 國道 1號(或 3號)，轉 86號往西/臺南方向)，於 5K臺南交流道下，靠右往臺

一線(臺南市方向)，第一個紅綠燈右轉直走陸橋下便道，越過鐵軌，直接右轉

上便橋(非進入十鼓糖廠)約 2鐘即可抵達仁德水資源回收中心(在左側方向)。 

2. 省道 1號一走省道 1號轉文華路(或轉文賢路接文華路)，越過鐵軌，直接右轉

上便橋(非進入十鼓糖廠)約 2 鐘可抵達臺南市仁德水資源回收中心(在左側方

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