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年度永續循環校園探索及示範計畫成果交流暨 111年度說明會 
實施計畫 

壹、 依據 
教育部 110 年度永續循環校園探索及示範計畫 

貳、 目的 
透過 110 年度成果交流暨 111 年度說明會之辦理，申請學校及欲申請新
年度學校可更加深入了解計畫精神，透過主講者分享執行理念，激發校方
在教學活動或改造校園上朝向永續發展邁進。 

參、 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二、承辦單位：永續循環校園探索及示範計畫推動辦公室 
三、協辦單位：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樹德科技大學、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肆、 參加對象 

教育部 110 年度永續循環校園探索及示範計畫獲補助學校人員，及擬申
請 111 年度永續循環校園探索及示範計畫之學校人員。 

伍、 報名方式與說明 
本年度成果交流暨 111 年度說明會共 3 場，以線上方式辦理可自由選擇
場次報名。 

一、需申請研習時數報名者，請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填寫相關資料。
(https://www2.inservice.edu.tw/index2-3.aspx) 
1. 11 月 11 日場次(課程代碼：3270136)，報名截止至 11 月 10 日。 
2. 11 月 26 日場次(課程代碼：3270139)，報名截止至 11 月 19 日。 
3. 11 月 29 日場次(課程代碼：3270140)，報名截止至 11 月 22 日。 

二、大專校院人員請至 GOOGLE 表單填寫報名資料，亦請依表單內容填列
是需要研習證書。(https://forms.gle/yc4ocw4KDFe11N5SA) 
1. 11 月 11 日場次，報名截止至 11 月 10 日。 
2. 11 月 26 日場次，報名截止至 11 月 19 日。 
3. 11 月 29 日場次，報名截止至 11 月 22 日。 

三、無需申請研習時數報名者，請至 GOOGLE 表單填寫相關資料。
(https://forms.gle/yc4ocw4KDFe11N5SA) 
1. 11 月 11 日場次，報名截止至 11 月 10 日。 
2. 11 月 26 日場次，報名截止至 11 月 19 日。 
3. 11 月 29 日場次，報名截止至 11 月 22 日。 

四、每場會議參加人數上限為 150 人，將依報名順序依序錄取，並於報名
截止日以 E-mail 通知錄取結果，並提供 GOOGLE MEET 會議室連結/
代碼。 

五、全程參與者，核發研習時數 4 小時。 
陸、 其他 

如有相關問題，請逕洽專案助理韋小姐，電話：(02)2711-5901，電子信
箱：hywei@mail.nt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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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工作坊時程： 
日期：110 年 11 月 11 日(四)、11 月 26 日(五)、11 月 29 日(一)  
時間：下午 1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 30 分 
地點：線上成果交流暨新年度說明會(GOOGLE MEET) 
11 月 11 日(四) 第一場 

時間 主題 主講人 
13:10-13:30 簽到 
13:30-13:40 開場致詞及合影 教育部長官 
13:40-13:50 永續循環校園探索及示範計畫重點效益及展望 臺北科技大學 邵文政教授 
13:50-14:30 永續循環校園計畫整體講評 嘉南藥理大學 荊樹人教授 
14:30-15:10 「示範計畫」執行成果說明暨 111 年度計畫方向 樹德科技大學 李彥頤教授 
15:10-15:30 示範計畫學校階段成果分享 屏東縣泰安國民小學 凃淳益主任 
15:30-15:40 中場休息時間 
15:40-16:20 「探索計畫」執行成果說明暨 111 年度計畫方向 臺中科技大學 何昕家教授 
16:20-16:40 探索計畫學校階段成果分享 高雄市溪寮國民小學 
16:40-17:00 111 年度永續循環校園探索及示範計畫申請說明 教育部 
17:00-17:10 計畫上網申請流程說明 永續校園全球資訊網 徐玉姍工程師 
17:10-17:30 綜合討論&意見交流 教育部/計畫團隊 

17:30 活動結束 
   

11 月 26 日(五) 第二場 
時間 主題 主講人 

13:10-13:30 簽到 
13:30-13:40 開場致詞及合影 教育部長官 
13:40-13:50 永續循環校園探索及示範計畫重點效益及展望 臺北科技大學 邵文政教授 
13:50-14:30 永續循環校園之推廣與執行策略說明 臺東專科學校 陳星皓教授 
14:30-15:10 「示範計畫」執行成果說明暨 111 年度計畫方向 樹德科技大學 李彥頤教授 
15:10-15:30 示範計畫學校階段成果分享 新竹縣東光國民小學 郭佳慧前任校長 
15:30-15:40 中場休息時間 
15:40-16:20 「探索計畫」執行成果說明暨 111 年度計畫方向 臺中科技大學 何昕家教授 
16:20-16:40 探索計畫學校階段成果分享 臺中市大坑國民小學 
16:40-17:00 111 年度永續循環校園探索及示範計畫申請說明 教育部 
17:00-17:10 計畫上網申請流程說明 永續校園全球資訊網 徐玉姍工程師 
17:10-17:30 綜合討論&意見交流 教育部/計畫團隊 

17:30 活動結束    
11 月 29 日(一) 第三場 

時間 主題 主講人 
13:10-13:30 簽到 
13:30-13:40 開場致詞及合影 教育部長官 
13:40-13:50 永續循環校園探索及示範計畫重點效益及展望 臺北科技大學 邵文政教授 
13:50-14:30 永續循環校園之推廣與執行策略說明 臺東專科學校 陳星皓教授 
14:30-15:10 「探索計畫、示範計畫」執行成果說明暨 111 年度計畫方向 樹德科技大學 李彥頤教授 
15:10-15:30 示範計畫學校階段成果分享 澎湖縣馬公國民中學 莊浩志主任  
15:30-15:40 中場休息時間 
15:40-16:00 探索計畫學校階段成果分享 新北市金美國民小學 
16:00-16:40 永續循環校園計畫整體講評 嘉南藥理大學 荊樹人教授 
16:40-17:00 111 年度永續循環校園探索及示範計畫申請說明 教育部 
17:00-17:10 計畫上網申請流程說明 永續校園全球資訊網 徐玉姍工程師 
17:10-17:30 綜合討論&意見交流 教育部/計畫團隊 

17:30 活動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