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共9頁 

 

 

112年淨零綠生活推廣種子講師徵選簡章 

壹、 活動目的 

響應2050淨零排放，從綠生活轉型開始，透過環境教育促進社會溝通，用行動

改變社會。眾綠聚人，邀您加入淨零綠生活環境教育行動及人才庫，共同為我們生

活的這片土地深耕環境教育、共創永續環境！ 

貳、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以下簡稱本所） 

二、 執行單位：環境友善種子有限公司 

參、 徵選對象及資格 

具有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資格且實際從事2年以上教學經驗者，有意願協助淨零綠

生活教學推廣及提升專業成長者，預計徵選50名推廣種子講師。 

肆、 報名時間及方式 

 

一、 自公告日起至112年3月3日（星期五）線上報名截止（填寫欄位說明見附表1）；

收到辦理單位寄發之報名成功通知電子郵件，方完成報名。 

二、 經歷佐證資料：上傳「近2年個人推廣常用教案／教材至少1式，或教學紀錄

（格式如附表2）」（pdf 檔至多15頁）；以淨零綠生活、節能減碳、氣候變遷、

資源循環零廢棄等相關主題為佳。 

https://reurl.cc/x1nWGN
https://reurl.cc/YdyD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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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學佐證短片：上傳「個人教學短片1式」（至少3分鐘且檔案小於1GB，超過

者請另提供影片連結）；短片主題與前項經歷佐證資料關聯度高為佳，如展現

個人淨零綠生活教學推廣力更佳。 

四、 教學推薦表：上傳單位或個人推薦表者，列入審查加分項目。 

(一) 單位推薦表（格式如附件3），經「環境教育機構、設施場所、政府機關（構）、

學校、民間事業或團體等」環境教育推動相關單位推薦用印後上傳，或行文至

本所。 

(二) 個人推薦表（格式如附件4），經「報名者近3年曾經為其提供教學推廣服務之

關係人（如專家、主管、承辦人...等）」推薦簽章後上傳。 

伍、 徵選方式 

由本所邀集專家學者辦理初選、複選二階段審查，評選結果經簽報核定後通知。 

一、 初選作業：進行書面審查，審查重點包含「教學經歷及推廣力」、「教學推廣

表現」，採序位評分法，前60名進入複選，並以電子郵件通知初選結果。 

二、 共識營複選： 

(一) 於指定日期與地點（112年4月11日臺南場，或4月14日臺北場）參加複選，審

查重點包含「引起興趣」、「口語表達及邏輯」及「知識理解及正確性」等。 

(二) 全程參與共識營，完成「淨零綠生活」及「氣候變遷」之政策基礎認知訓練者，

核予環境教育展延時數，並視跨區參加之必要提供交通費補貼（含偏遠或離島

地區參與者住宿費）。 

陸、 重要期程  ( 如有異動以環境教育認證系統最新消息公告（點此連結）及通知郵件為準 ) 

報名日期 自公告日起至112年3月3日（五）止 

初選結果及複選通知 112年3月31日前 

共識營複選 112年4月11日（二）臺南場  或4月14日（五）臺北場 

入選名單公布 112年4月21日前 

柒、 種子講師權利義務 
一、 入選權益 

(一) 取得「淨零綠生活推廣種子講師證」，且公布環境教育教學專長資訊於「環境

教育人才庫」網頁（點此連結），提供社會各界查詢運用。 

(二) 獲得種子講師專屬「淨零綠生活進階教學技巧培訓（共學營）」課程機會，全

程參與且通過訓練評量者可獲得如下（依課程簡章為準）： 

https://neecs.epa.gov.tw/Home/NewsView?Pid=202
https://neecs.epa.gov.tw/Home/TalentP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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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課程講師、教材、午餐、茶水及教室等費用由本所全額提供。 

2. 自偏遠、離島地區參與課程之交通及住宿費補貼。 

3. 淨零綠生活教學工具包1式。 

4. 研習證明及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展延時數。 

(三) 配合環保署政策及環境教育推展需求，執行本所舉辦之主題教學推廣工作，可

依該活動方案及相關規定支領授課鐘點費、撰稿費等相關費用。 

二、 工作項目及義務： 

(一) 協助推廣淨零綠生活政策及持續專業成長，並配合填報推展授課紀錄及問卷調

查，做為種子講師推廣服務及人才庫管理之參考。 

(二) 配合本所不定期查核管理，如有下列情事，經審議後不予續任並自環境教育人

才庫移除資訊： 

1. 經種子講師本人提出不續任，或連續3年未參與種子講師培訓及無提報推

廣紀錄者。 

2. 填報個人資訊虛偽不實經查明者。 

3. 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失效或受廢止處分者。 

4. 教學推廣涉及政黨、政治人物或宗教等置入性行銷經查證屬實。 

5. 教學推廣重複請領講師費，或推銷產品之商業行為等經查證屬實。 

6. 涉及爭議、有違機關立場或有損於機關形象者。 

7. 其他教學不力或違反法令、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情節重大。 

捌、 注意事項 
一、 報名者應保證其報名表填報資料及提供相關附件均屬實，如有不實記載須自負

法律責任。 

二、 徵選活動間拍攝紀錄之動靜態影像，將作為後續環境教育教學推廣之用。 

三、 為推展環境教育，本活動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環境教育法第17條規定，經環

境教育人員書面同意公開其專長等必要項目於環境教育人才庫，並採滾動式管

理，定期通知人員確認資料正確性；人才庫個資異動或有必要更正者，人員應

主動洽本所承辦人提出修正。 

四、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本所得保留最終修訂及解釋之權利。 

玖、 聯絡資訊 

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 曾小姐 (03)4020789分機543；

wltseng@epa.gov.tw 
二、 環境友善種子有限公司 (02)23680603 侯小姐 分機19、施先生 分機20； 

iloveforest@friendlyseed.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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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淨零綠生活推廣種子講師徵選報名表示例 

諮詢窗口：(02)23680603  侯小姐 分機19、施先生 分機20 

                     iloveforest@friendlyseed.com.tw 

填寫前務必請先閱覽徵選簡章再報名 

報名表欄位及填寫說明：僅供參考，統一採線上報名 

（請掃描或點選網址） 

   基本資料 

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市內電話 
行動電話 

(   )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性別 □男  □女 

通訊地址 ◻◻◻◻◻ 電子郵件  

最

高

學

歷 

學校  

現職 

服務 

單位 
 

科系所  職稱 
 

   認證資訊及教學推廣 

證書字號 
( )環署訓證字第          號 
臺教資(六)字第              號 

認證效期 至民國     年     月     日 

專業領域 
(建議3項)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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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綠生活                  □設施場所戶外學習 

教學推廣年資                 年 

線上報名表單 
https://reurl.cc/gQ3zvz 

https://reurl.cc/gQ3z
mailto:iloveforest@friendlyseed.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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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授課地區 

□北區（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新竹市） 
□中區（苗栗縣、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 
□南區（高雄市、臺南市、嘉義市、嘉義縣、屏東縣） 
□東區（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 
□離島（金門縣、連江縣、澎湖縣） 

特色授課語言 

□無      □閩南語  □客語 
□英文  □日文       

□其他_______ 

(例：原住民族、新住民…….) 

專門授課對象 

(建議3項) 

□ 專業進修   □ 成人            
□ 大專院校   □ 高中職        
□ 國中          □ 國小       □ 幼兒 
□ 親子          □ 樂齡        

授課方式 

□ 講述/解說/討論發表 
□ 觀察紀錄/實驗設計 
□ 遊戲/動手操作 
□ 角色扮演/價值澄清 
□ 戲劇/繪本 

□ 問題解決/環境行動 
□ 體驗/實地踏查/戶外探索 
□ 線上課程 
 

 

教學專長主題 （至多5項，條列式、簡明扼要） 

推廣理念 （至多50個字，扼要條列，超過字數將酌予修訂） 

個人網頁 （無則免填，須與教學推廣相關) 

 個人環境教育相關經歷 

教學經歷 
請依範例格式填寫，例如： 

1.任職○○單位環境教育教師（2015年至今） 

2.擔任○○協會環境教育推廣志工（2011~2018年） 

教學經歷 
佐證資料 

上傳「近 2 年較常推廣使用之教案或教材1式」或 

填寫完成「附表 2 教學推廣紀錄表」二擇一 （pdf 檔案至多 15 頁）， 

以淨零綠生活相關主題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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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佐證短片 
上傳「個人教學短片 1 式」至少 3 分鐘，內容呈現實際教學或試教均可 

（經歷佐證資料提供教案者，影片主題需與教案相符）， 

以可展現個人淨零綠生活教學推廣力為佳。 

資格或證照 
（無則免填） 

例如：1.○○○單位○○○○證書（證號：○○○○○○） 

榮譽 
（無則免填） 

 例如：1.國家環境教育獎個人組特優（2015年） 

2.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評鑑績優（時任全職環境教育人員）（2016年） 

參加徵選切結同意書 

一、 本人願意接受推薦參加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環境教育人員講師人才徵

選，且於報名表填報資料及附件均屬實，如有不實記載，願負一切法律責任，並同意主

辦單位必要時可送請有關機關查證。 

二、 為推展環境教育，依環境教育法第17條規定，經環境教育人員經書面同意後公開其專

長等必要資訊，所蒐集之個人資料係為「教育與訓練行政」目的，供環境教育人員徵

選、教學推廣、建置人才庫、相關培訓及研究之用，您得針對個人資料行使個資法第3

條請求查閱、更正、刪除等當事人權利。 

三、 承上，本人同意資訊公開項目如下（同意請勾選）： 

(一) 必要項目 

□ 姓名、現職單位、職稱、電子郵件（email）、推薦單位/人員、專業領域、授課專

長、授課主題、可授課地區、可授課對象、授課方式、其他授課語言 

(二) 自選項目（可複選） 

基本資料：□ 行動電話   □ 市內電話      □ 最高學歷    
教學推廣：□ 教學特色   □ 推廣理念      □ 個人網頁 
個人經歷：□ 教學經歷   □ 資格／證照  □ 榮譽          

 

 

       參加徵選者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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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推廣紀錄表 

課程名稱  

推廣地點  推廣者  

課程大綱 

（簡述） 

授課方式 

（簡述） 

教學推廣照片 教學情形說明 

 （例如：透過桌遊競爭幫助學員認識氣候

變遷現況及可能付出的代價。） 

  

※ 如空間不足，請自行增列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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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推薦表 
推薦業務承辦人姓名：______________  連絡電話：______________ 

 

                           （單位名稱）謹推薦下列 

環境教育人員參加「112年淨零綠生活推廣種子講師徵選」： 

推薦編號 
（順序不影響徵選） 

被推薦人姓名 

1  

2  

3  

4  

5  

    此致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 

 

 

推薦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用印） 

 

中華民國 112 年   月   日 

 

※ 本推薦表單位填妥用印後，請上傳影像檔； 

  如採單位發文函送本表，推薦表可免用印及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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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推薦表 

本人               （姓名）謹推薦             （姓名） 

參加「112年淨零綠生活推廣種子講師徵選」，推薦理由如下： 

一、與被推薦人的關係及了解情形 

 

 

 

二、環境教育教學推廣能力成效及特色 

 

 

 

 

 

    此致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 

 

推薦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簽章） 

任職單位：_________________職稱__________________ 

連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112 年   月   日 

※ 本推薦表內容至多1~2頁內，請推薦人填妥並親簽後，上傳影像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