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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計畫基本資料 

執 行 學 校 
國    立 

台東大學 
成果網站 http://www1.nttu.edu.tw/green 

 姓      名 單 位 職 稱 電       話 傳      真 E-mail 

計畫主持人 郭重吉 校長 089-318855 089-322135 
president@ 

cc.nttu.edu.tw 

計畫聯絡人 宋其英 輔導員 089-318855轉1013 089-347542 
jean@ 

cc.nttu.edu.tw 

執 行 期 程 自    91  年   7    月     至   92  年   11   月 

核定總經費 新臺幣 5,572 千元 

教 育 部 補 助 款  新臺幣  5,053 千元 

學 校 配 合 款 新臺幣   519 千元 

分 項 計 畫 名 稱 

教育部補助款（單位：千元） 
學校配合款 

（單位：千元） 
總  計 經常門 

小 計 人事費 業務費 

1-1 數位生態館技術探討與數

位化教材之建立 
1,169.300 859.008 2,028.308 217.000 2,245.308 

1-2環境資訊教育學程之設立 409.960 526.112 936.072 10.000 946.072 

1-3綠色建築與數位化生活科

技研討會、綠色校園數位模型

之建立 

490.000 1,048.500 1,538.500 65.000 1,603.500 

1-4環境通識與永續經營講座 137.600 206.000 343.600 40.000 383.600 

1-5綠色校園與綠色建築實地

參訪活動、行政人員出席計畫

相關會議 

98.000 108.520 206.520 187.000 393.520 

總 計  2,304.860 2,748.140 5,053.000 519.000 5,572.000 

http://www1.nttu.edu.tw/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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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成果報告內容 

一、目標 

1992 年巴西地球高峰會議之後，「永續發展」成為目前國際上最重要的議題之

一，其揭開跨國與跨科際的研究方向與決策參與，並加強地方與區域的研究，在國

際間已形成強大的共識。「2002 年全球的環保業總產值約為六千億美元，超過電腦

硬體的二千億，更超過半導體的一千八百億」，「綠色數位競爭力」儼然已成為本世

紀各國追求經濟永續發展重要經驗的呈現。 

有鑑於此，我國政府乃積極推動「綠色矽島」概念，希望將環境、生態保護成

果，配合網路、多媒體、生化科技技術基礎，發展綠色產業，讓環境保護與經濟發

展相輔相成。為達成聚沙成塔效應，由校園形塑永續發展內涵，再透過地方政府與

民間團體的觀摩學習，永續發展理念始能加速落實。在我們的思考中，身心教育與

環境教育的結合是校園永續發展的重要內涵；落實綠色建築及數位化技術則是外化

校園綠色數位競爭力的重要程序。 

本計畫將綠色數位競爭力列為提昇台東大學國際競爭力重點發展目標，期使台

東大學能在六十公頃知本新校區依綠色大學精神，規劃實踐出眾所期許之永續校園

及數位化校園外，並能夠在全台灣污染最少的台東，從校園永續文化出發，帶動台

東地區的永續發展，使成為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相輔相成之示範社區，且儲備能量

，以積極參與國際永續發展議題，提昇國際地位。 

我們深刻體認，綠色大學理念在國際上啟蒙於近十年，而落實綠色大學不但要

採取科學方法，更需要融入與創新校園永續文化以及長時間的內化與深化進程。校

園永續文化的涵養必須以區域文化為基礎，融合創新國際綠色大學永續文化，建立

互利共生的多元價值系統，進而帶動地區與全球永續發展願景的實踐。這項可以贏

得國際尊重的紮根工程，絕無速成之路。台東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與原住民落實在

大自然的永續文化，這是無可取代的珍貴資源，也是我國可以贏得國際尊敬的基礎

條件。 

因此，本計畫第一年擬就學校內部、學校與地區間進行「溝通及教育」工作，

以尋求共識，形塑台東大學及台東地區校園永續發展的內涵。採取整合環境教育與

資訊教育重點內容，運用數位化科技「知識外化」及「跨時空溝通」的兩大特性，

擴大參與人數，加速經驗知識的流通。計畫內容分為「數位生態館技術探討與數位

化教材之建立」、「環境資訊教育學程之設立」、「綠色建築與數位生活科技研討會、

綠色校園數位模型之建立」、「環境與永續經營通識課程」、以及「綠色校園與綠色

建築實地參訪活動」等五個重點方向實施。目標在植入未來台東大學參與國際永續

議題的前導因子，期能結合環境生態與資訊管理相關學群，形成「環境資訊管理學

群」，帶動永續科技之研發；同時，在人文社會面向，促成身心教育與永續發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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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結合，並進而整合社區意識與資源，建構一永續性之社區文化。 

 

二、實施策略 

（一）數位生態館技術探討與數位化教材之建立 

為提昇校園數位化技術成就，以有效運用數位化科技「知識外化」及「跨時空

溝通」的兩大特性，本計畫預計分為數位生態館、數位化教材、及網站建置三大主

題進行，說明如下： 

在數位生態館規劃與技術探討方面，將從建置「數位生態館」的實務與技術經

驗進行相關主題探討，並結合自然教育學系現有生態資料庫，建立數位生態館規劃

數據，探討數位生態館之環境教育功能角色。在具體實施方法上，將以多媒體及

3D 立體影像數位模型技術呈現昆蟲與植物標本，建置一示範性數位標本館雛形。

本項成果將以 Web 結合資料庫方式展現，並提供做為數位學習教材製作與生態導

覽資訊系統的基礎資料庫。 

在數位化教材建立方面，本計畫擬就本校環安衛中心 90 年、91 年研發完成之

環境教育教材模組，建立數位化教材（計 12 套）後，結合視聽中心發展之非同步

遠距教學系統，提供環境教育遠距教學使用。在具體實施策略上，採結合本校圖書

館、視聽中心現有資源，召集相關學系教師、學生組成數位化技術服務團隊，提供

環境教育教材模組之數位化技術支援與服務。 

在網站建置方面，本計畫將整合「數位生態館技術探討與數位化教材之建立」

、「環境資訊教育學程之設立」、「綠色建築與數位生活科技研討會、綠色校園數位

模型之建立」、「環境與永續經營通識課程」、以及「綠色校園與綠色建築實地參訪

活動」等五個分項子計畫成果。網頁將建立中英文版本，以便與國際綠色大學進行

交流。同時，為能開啟台東地區產業對永續發展的關注，網站亦收集國內外綠色產

業資訊，期使本網站除了扮演台東大學永續校園入口網之外，更能與台東地區永續

性產業建立良性互動。 

（二）環境資訊教育學程之設立 

隨著科技的進步與多媒體網路的普及，數位化的資訊內容已成為人類擷取資訊

的主要來源。目前世界各國永續發展學府大都已開始有系統地從事「環境資訊處理

」相關研究，並實際建置環境資訊應用系統。環境教育為永續環境持續性行動，亦

為政府落實環境與經濟並行政策重要環節。因此，環境教育必須與數位科技緊密整

合，方能擴大參與人數，加速經驗知識的流通，以有效推展綠色數位生活理念並提

供社區最方便的服務。成立「環境資訊教育學程」的主要目的在以數位多媒體技術

為導向結合環境教育與先進科技，培育具備獨立研發相關系統的環境資訊教育人才

，期能提升我國製作以及管理數位化環境資訊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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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環境資訊處理」乃屬於跨學門之研究領域，需融合環境、生態、資訊、

模擬、統計、分析等相關領域。透過「環境資訊教育學程」的成立，可有效結合本

校環境生態教學科技的專長特色，以引領下一世代「環境資訊管理與分析」技術之

研發。本計劃預計完成「環境資訊教育學程」(Program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Education)之實施辦法如下： 

1. 為本校學生提供環境資訊教育之課程，以培養具有此類專長基本訓練之學生。 

2. 凡本校學生，均得申請修讀本學程，修滿本學程規定之科目及學分者，經本學

程委員會審核通過者，由本校發給學程修畢證明。（欲修讀本學門者，請至註

冊組填寫申請表。） 

3. 本學程由資訊教育學系、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及通識中心共同提供課程，唯其

他系所開設之相關課程，亦得經本學程召集人認可後予以承認。 

4. 本學程必需修滿核心課程至少 10 學分，核心與選修課程總共至少 24 學分。 

「環境資訊教育學程課程規劃表」如下： 

 

A 核心課程(至少修滿 10 學分)

編號 課程名稱 開課單位 學分 備註 

1 環境科學導論 通識中心 2 
可任選一門 

2 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 通識中心 2 

3 自然觀察 通識中心 2 
可任選一門 

4 自然保育 通識中心 2 

5 環境教育與網路資源 通識中心/外聘 3  

6 環境生態概論 自教系 3  

7 資訊檢索 資教系 3  

8 人機介面 資教系 3  

9 網際網路實務 資教系 2  

10 資料庫系統 資教系 3  

11 XML 技術與應用 資教系/外聘 3  

備註：  1.核心科目編號 1-6 必須至少選修兩門。 

2.核心科目編號 1-2 及 3-4 至多各承認 2 學分。 

 

B 選修課程 

編號 課程名稱 開課單位 學分 備註 

1 植物分類 自教系 3  

2 動物分類 自教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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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昆蟲學 自教系 3  

4 自然文學 自教系 3  

5 民族生態學 自教系 3  

6 環境化學分析 自教系 3  

7 原住民博物學 通識中心 2  

8 生態旅遊 通識中心/外聘 2  

9 永續校園規劃與管理 通識中心/外聘 3  

10 資料結構 資教系 3  

11 計算機網路 資教系 3  

12 無線網路 資教系 3  

13 電腦多媒體 資教系 3  

14 環境資訊系統 資教系/外聘 3  

15 生物資訊 資教系/外聘 3  

16 資料探勘與擷取 資教系/外聘 3   

17 虛擬實境與數位生態館 資教系/外聘 3   

18 數位智慧財產資訊技術 資教系/外聘 3   

在執行方面，九十一學年上下學期聘請兼任教授、副教授、講師，共講授七門

重點課程： 

 

項次 課程內容 聘請兼任教師 

1 永續校園規劃與管理 彭立沛副教授 

2 生物資訊 蔡懷寬講師 

3 無線網路 楊慶隆副教授 

4 資料探索與擷取 蔡懷寬講師 

5 數位智慧財產權保護之資訊技術 吳大鈞副教授 

6 環境教育與網路資源 賴進貴副教授 

7 生態旅遊 方旻講師 

 

另外，環境資訊系統因涵蓋領域較廣，師範學院學生修課意願尚未形成，本計

畫以十六場次專題演講做為先導，講題以實務為主軸，內容如下： 

 

場次 日期 課程內容 講師 

1 9/17 環境資訊品質系統(環保署) 
余泰毅博士 

蘭陽技術學院環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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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18 基因演算法於環境上的應用(I) 
盧瑞山博士 

徳明技術學院資管系 

3 9/19 

地方環境資料庫之現況：以宜蘭縣、台

北縣為例 

環境生態資料庫：以魚類為例 

張益誠博士 

蘭陽技術學院環工系 

4 9/22 環境地理資訊系統(I) 
魏敏裕副總經理 

千一資訊 

5 9/24 

Envirofact(U.S.EPA) 

EIMS(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美國環保署) 

余泰毅博士 

蘭陽技術學院環工系 

6 9/25 基因演算法於環境上的應用(II) 
盧瑞山博士 

徳明技術學院資管系 

7 9/26 
環境基本法、環境資訊管理與公開法規 

環境資料標準系統及 XML 標籤定義 

張益誠博士 

蘭陽技術學院環工系 

8 9/29 環境地理資訊系統(II) 
魏敏裕副總經理 

千一資訊 

9 10/1 環境資訊系統案例 
鄭婉儀經理 

中技社 

10 10/1 環境規劃與國土資訊 
林峰田教授 

台灣大學城鄉所 

11 10/2 廢棄物清理資訊系統 
黃義芳總經理 

環資國際 

12 10/3 
環境資訊系統概說 

環境品質資料庫系統 

蕭登元博士 

景文技術學院觀光系 

13 10/6 整合性環境資訊系統 
鄭婉儀經理 

中技社 

14 10/8 環境資料庫系統之建置 
蕭登元博士 

景文技術學院觀光系 

15 10/13 GPS 應用案例 
黃義芳總經理 

環資國際 

16 10/15 
環境影響評估應用與災後清除地理資

訊系統 

鄭惠丹經理 

群璇資訊 

17 10/16 環境資料的需求分析 
張益誠博士 

蘭陽技術學院環工系 

18 10/22 放射性廢棄物管理 
李境和博士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9 10/29 論觀光發展與環境變遷 
李君如博士 

靜宜大學觀光系 

 

環境資訊教育學程屬於專業性的綠色學程，也是國內首見將資訊教育融合自然

生態與環境永續發展理論與實務的學程。目的在培養資訊教育學系學生未來能在資

訊融入國小教學的過程中，具備導入永續發展與環境教育的素養。為了能夠在台東

大學將課程綠化理念與經驗進行分享，並學習國際綠色大學執行的實務經驗，本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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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於九十二年十一月五日邀請國際上推行綠色大學成果卓著之加拿大 University of 

Waterloo及澳洲RMIT兩所大學教授及國內推行綠色大學評量指標系統頗具成果的

高師大葉欣誠教授蒞校進行演講訪問與成果交流。活動進行時程與內容如下： 

 

時間 內容 主講人 主持人 地點 

09：20-09：30 主席介紹來賓 侯副校長 松茂 演藝廳講堂 

09：30 - 10：40 
綠色大學介紹-

美國與加拿大 

Greg Michalenko 

加拿大 University of 

Waterloo 教授 

侯副校長 松茂 演藝廳講堂 

10：40 - 10：45 休     息    

10：45 - 12：00 
綠色大學介紹-

澳洲 

Ian Thomas 

澳洲 Royal Melborun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教授 

侯副校長 松茂 演藝廳講堂 

12：00 - 13：30 午餐（備有便當） 

13：30-15：30 

綠色大學推動

與實施策略座

談及訪問交流 

Dr. Greg Michalenko 

Dr. Ian Thomas 

Lady Donna Noonan, 

Project Coordinator 

葉教授欣誠 

張院長 義鋒 圖書館會議室 

 

（三）綠色建築與數位生活科技研討會、綠色校園數位模型之建立： 

為建立學校內部、學校與地區間對綠色數位理念之共識，形塑台東大學及台東

地區校園永續發展的內涵，本計畫依據教育部顧問室補助辦理全國性學術活動原則

及注意事項，就「綠色建築及數位生活科技研討會」提出以下規劃： 

活動籌備情形： 

1. 九十一年九月成立籌備會，完成工作分配。 

2. 九十一年十月召開第一次籌備會議，確定研討會辦理時程與計畫內容。 

3. 九十一年十確定發表內容，並邀請相關領域學者、建築團隊。 

4. 九十一年十一月與邀請對象再確認發表主題與進度。 

5. 九十二年二月召開第二次籌備會。 

6. 大陸人士來台申請及接洽。 

7. 九十二年二月十四日截稿，並進行論文集校稿與編印。 

8. 九十二年三月 

（1） 印製海報、邀請函發出 

（2） 安排交通、食宿及研討會行政事務。 

（3） 完成論文印製及光碟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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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月二十五、二十六日召開學術研討會及展示。 

9. 九十二年四月： 

（1） 工作檢討。 

（2） 結案報告。 

（3） 論文集寄贈相關單位、圖書館數位典藏流通。 

指導單位：教育部 

承辦單位: 國立台東師範學院通識教育中心、環境安全衛生中心、資訊教育學系 

參加人員： 

「校園綠色建築及永續環境規劃研討會」: 邀請本校教職員 30 人，地方政府

各級行政人員 35 人，學校行政人員 35 人，各大學總務長及營繕人員及環安衛人員

50 人。另開放通識課程大學生旁聽 60 人。 

活動內容： 

1. 專題演講二天共 1 場次 10 講：主講人由主辦單位邀請國內及大陸學者就綠色建

築與永續環境規劃之意義、內容及各種指標，以及環境與消費、環境教育、綠

色大學實質規劃與經營、環境資料庫與環境資訊網路建構等多方向議題，發表

80 分鐘專題演講。 

2. 綜合座談會 1 場：由會議主席及論文發表者共同主持，進行時間為 40 分鐘。 

3. 辦理數位作品成果與綠色生態環境展示。 

（四）「環境通識與永續經營」 

為建立台東大學師生對永續發展的基本認知，本計畫就「環境通識與永續經營

」通識講座提出以下規劃： 

活動籌備情形： 

1. 九十一年八月通識課程委員會通過講座人選名單及授課細節。 

2. 九十一年九月完成課程加選，廣邀校內教職員、各級地方政府行政人員參與。 

3. 九十一年十月至九十二年六月，執行並完成演講逐字稿及演講數位化。 

4. 九十二年七月檢討。 

活動內容： 

1. 邀請參與人員: 本校教師、職員工、台東縣政府官員、地方各級行政人員。 

2. 通識演講預定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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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為提昇台東大學英語聽講能力，本計畫以 5 位教師及 25 位學生參與五

個月的英語線上課程，並進行教學觀察，以充分了解目前國際上在英語線上課程的

最新發展，並探討學生學習成效，做為台東大學建立英語數位學習環境之參考。 

（五）綠色校園與綠色建築實地參訪 

以台灣位處亞熱帶氣侯地區，國內建築物的耗能、耗水、排水、環保等之特

性有必要朝節能與節約資源之方向改進。尤其台東市氣候較其他縣市夏季長且炎

熱，台東大學知本校區之規劃與建築格外受到重視。以內政部訂定之綠建築評估

指標系統，包括綠化、基地保水、水資源、日常節能、CO2減量、廢棄物減量、

污水垃圾改善等七大評估指標，推動綠建築，使台東大學之興建與營運，對環境

之衝擊減至最低，且與環境共存共榮，達到永續經營之目標。藉由推動辦理綠建

築，加強學生之宣導教育，使學生與社會大眾共同實踐綠建築，以達到有效利用

資源、節約能源、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減少環境衝擊、資源永續發展之目標。 

綠色校園與綠色建築實地參訪之方法如下： 

1、選定北、東、南共七所學校進行綠色校園與綠色建築實地參訪。 

2、邀集執行本計畫之相關老師、校園規劃委員會委員、總務長及總務處相關同

仁進行參訪，使參訪成果可借鏡之處能落實於台東大學知本校區之建設上。 

3、評估參訪之 7 所學校於包括綠化、基地保水、水資源、日常節能、CO2 減量、

廢棄物減量、污水垃圾改善等七大評估指標之優點。 

講題 預定講員 

邀請參加人員 

學生 
教職
員工 

地方各級
行政人員 

1. 「永續經營的倫理思考-從【沙

郡年記】到【土地倫理與 921

大地震】」 

徐佐銘 教授 

淡江大學通識與核心

課程組 

   

2. 論當今生物科技發展對未來人

類的影響 

武光東 教授 

陽明大學 
   

3. 奈米科技 
陳銘堯 教授 

台灣大學 
   

4. 深根落葉永續發展 
劉炯錫 教授 

台東大學 
   

5. 談教育與訓練 
李遠哲 院長 

中央研究院 
   

6. 鮭魚、杉木和吃飽閒閒的民族 
紀俊傑 教授 

東華大學 
   

7. 生物科技與我們的生活 
羅竹方 教授 

台灣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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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評估參訪之 7 所學校於包括空氣污染防制、水污染防治、廢棄物管理、毒性

化學物質管理、噪音管制、實驗室安全衛生、環境教育等環境管理事項之優

點。 

5、探討參訪各校之優點如何落實於知本校區新建築之設計與興建上，及本校舊

校區環境管理之借鏡參考。 

6、藉由參訪交流活動使各校對綠建築之理念能更熟悉，使蔚為風潮，參訪之各

校能持續推動與落實。 

7、經由對學生之教育與對社會大眾之宣導，使社區及社會各界亦瞭解綠建築之

理念，使綠建築理念亦能推廣至社會，使綠建築蔚為風潮，以達到有效利用

資源、節約能源、、減少環境衝擊、資源永續利用之目標。 

 

執行本計畫共參訪七所學校，其中 6 所大學與 1 所小學，包括台東縣之東海

國小、花蓮縣之東華大學與慈濟大學、台北縣之淡江大學、與新竹縣之清華大學

與交通大學。依地理位置而言，3 所位於臺灣東部，3 所位於北部，1 所位於南部。

參訪學校、日期與人員如下表。 

 

 參訪學校 日期 參加人員 備 註 

1 台東縣東海國小 91.12.20  

曾世杰、徐龍政、謝明哲、

張世治、賴方民、蔣炳釧、

許振宏 

 

2 國立東華大學 92.3.7 

張義鋒、熊同鑫、汪履維、

謝明哲、王文清、鍾惠華、

許振宏 

 

3 慈濟大學 92.3.7 

張義鋒、熊同鑫、汪履維、

謝明哲、王文清、鍾惠華、

許振宏 

 

4 淡江大學 92.10.16 

范春源、陳美貞、吳金鳳、

鍾惠華、王鈞宗、施麗英、

賴方民、許振宏 

 

5 清華大學 92.10.17 

范春源、陳美貞、吳金鳳、

鍾惠華、王鈞宗、施麗英、

賴方民、許振宏 

 

6 交通大學 92.10.17 

范春源、陳美貞、吳金鳳、

鍾惠華、王鈞宗、施麗英、

賴方民、許振宏 

 

7 高雄師範大學 92.10.31 謝明哲、王文清、許振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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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推動執行架構 

 

 

 

 

 

 

 

 

 

 

 

 

 

 

 

 

三、執行成效 

本計畫透過研討會、專題講座、通識講座、綠色學校參訪等活動的實施，已成

功植入未來台東大學參與國際永續議題的前導因子，如校務會議將「永續發展」列

為台東大學發展願景之一，同時成立「綠色大學推動委員會」，以推動台東大學永

續校園規劃，探討相關研究議題，並帶動校園永續文化的發展。中長程目標並計畫

在人文社會方面，促成身心教育與永續議題的結合，同時結合社區意識與資源，建

構一永續性之區域環境。 

本計畫除已在國內相關研討會發表五篇論文外，並邀請國際上推行綠色大學成

果卓著之加拿大 University of Waterloo 及澳洲 RMIT 兩所大學教授團及國內研究綠

色大學評量指標具領導地位的高師大葉欣誠教授蒞校進行演講訪問與成果交流，對

台東大學未來建立國際學術合作計畫將有所幫助。 

此外，環境資訊教育學程先導計畫成功地融合資訊教育、自然生態與環境永續

發展理論與實務。本學程的實施，已在資訊教育學系培養出具備未來能在資訊融入

國小教學的過程中，導入永續發展與環境教育素養的師資。而本計畫以符合生態教

主持人 

郭校長重吉 

共同主持人 

侯副校長松茂 

分項計畫1-1：數位生態

館與數位化教材 

執行單位：圖書館 

協同單位：視聽中心 

召集人： 支館長毅君 

委員： 謝明哲 

 曾世杰 

 許振宏 

 林慕曾 

 劉炯錫 

專任研究助理： 

 張至善 

 陳怡貞 

 謝嘉釗 

分項計畫1-2：環境資訊

教育學程 

執行單位：資訊教育學系 

協同單位：自然教育學系 

召集人： 郭主任達源 

委員： 黃主任惠信 

 徐龍政 

 謝明哲 

 劉炯錫 

 許振宏 

 王文清 

 李富美 

 

分項計畫1-4：環境

與永續經營通識課程 

執行單位：通識教育

中心 

召集人：黃主任惠信 

委員： 杜明誠 

 黃振榮 

 謝明哲 

 張義鋒 

分項計畫1-3：綠色

建築與數位生活科技

研討會、綠色校園數

位模型之建立 

執行單位：台東大學

籌備處 

召集人：王文清 

委員： 曾世杰 

 張義鋒 

 謝明哲 

 王聖銘 

 陳文貞 

專任研究助理： 

 李學然 

 

總召集人：洪教務長文珍 

聯絡人：  輔導員宋其英 

分項計畫1-5：綠色校

園與綠色建築實地參

訪活動 

執行單位：環安衛中心 

協同單位：台東大學籌

備處、總務處 

召集人：許主任振宏 

委員：計畫執行人員 

邀請對象：校園規劃委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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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需求為中心，建構成功的 3D 數位昆蟲與植物標本呈現及詮釋技術，將提供做為

數位學習教材製作與生態導覽資訊系統的基礎資料庫。台東大學綠色校園 3D 模型

則提供後續校園規劃與空間管理的基礎資料庫，並且是集合全校師生共同形塑永續

校園的虛擬實驗環境。 

以下就實際達成情形進行量化說明： 

1. 數位生態館技術探討與數位化教材之建立 

(1) 完成昆蟲 3D 數位標本 32 件 

(2) 完成植物 3D 數位標本 15 件 

(3) 完成 6 位專家學者諮詢 

(4) 完成學生問卷調查 30 份 

(5) 蒐集到相關論文、網站 50 件 

(6) 參加相關研討會 8 人次 

(7) 發表論文 2 篇 

(8) 環境教育模組上網 12 件 

(9) 譯槁 107 篇 

2. 環境資訊教育學程之設立 

(1) 聘請校外教授開授相關課程 7 門 

(2) 舉辦學程專題講座 19 場 

(3) 邀請國內外綠色大學學者演講訪問交流 4 人 

(4) 修讀學程 32 人 

(5) 聘請校外教授開授課程修課學生 217 人 

(6) 學程及講座教材上網 21 件 

3. 綠色建築與數位生活科技研討會、綠色校園數位模型之建立 

(1) 整體 3D 綠色校園數位模型之建立完成面積 100% 

(2) 舉辦相關研討會 1 場次 

(3) 舉辦相關研討會出席 125 人 

(4) 舉辦相關展示活動 3 場次 

(5) 參加相關研討會 3 人次 

(6) 發表論文 3 篇 

4. 環境通識與永續經營講座 

(1) 舉辦講座 7 場 

(2) 平均每場聽講數 320 人 

(3) 演講翻譯稿 6 篇 

(4) 遠距英語線上課程修課 30 人 

5. 綠色校園與綠色建築實地參訪 

(1) 綠色學校參訪數 7 所 

(2) 參訪成果上網數 7 件 

(3) 參加綠色大學或綠建築建設理念研討會 2 場次 

(4) 全期計畫成果報告 30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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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績效評估指標 

本計畫績效評估指標依各分項子計畫分述如下： 

1. 數位生態館技術探討與數位化教材之建立 

(1) 完成昆蟲 3D 數位標本範例數 

(2) 完成植物 3D 數位標本範例數 

(3) 專家學者諮詢人數 

(4) 學生問卷調查人數 

(5) 蒐集到相關論文、網站的數目 

(6) 參加相關研討會的次數 

(7) 發表論文篇數 

(8) 環境教育模組上網數 

(9) 譯槁篇數 

2. 環境資訊教育學程之設立 

(1) 聘請校外教授開授相關課程數 

(2) 學程專題講座數 

(3) 邀請國內外綠色大學學者演講訪問交流人數 

(4) 完成學程修讀人數 

(5) 聘請校外教授開授課程修課人數 

(6) 教材上網數 

3. 綠色建築與數位生活科技研討會、綠色校園數位模型之建立 

(1) 整體 3D 綠色校園數位模型之建立完成面積百分比 

(2) 舉辦相關研討會場次 

(3) 舉辦相關研討會參加人數 

(4) 相關展示活動場次 

(5) 參加相關研討會人次 

(6) 發表論文篇數 

4. 環境通識與永續經營講座 

(1) 學年相關講座數 

(2) 平均聽講人數 

(3) 演講翻譯稿 

(4) 遠距課程修課人數 

5. 綠色校園與綠色建築實地參訪 

(1) 綠色學校參訪數 

(2) 參訪成果上網數 

(3) 參加綠色大學或綠建築建設理念研討會場次 

(4) 全期計畫執行成果報告 

 

五、經費運用情形說明 

分項計畫 1~5共補助 5,053,000元，其中含人事費 2,304,860元、業務費 2,748,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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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餘絀數人事費 64,720 元、業務費 26,822 元，執行率 98.19%。經費運用情形詳

如附表二及附表三。 

 

六、成果網站 

本計畫成果網站網址為 http://www1.nttu.edut.w/green。內容以數位效果呈現，

並分為中英文版以達到國際化之目的。網站架構依計畫執行內容分為六大項目：「

台東大學綠校園導覽」、「境境資訊教育」、「數位生態博物館」、「永續性產業」、「

研討會訊息」以及「綠色校園參訪」，並加入「計畫相關訊息」、「網站地圖」及「

相關網站」等輔助項目。網站架構圖及簡要說明如下： 

 

 

 

【首頁】 

首頁為主要分類畫面，以下各分支均為網頁內類別介紹的超連結。 

主要標題分為六大項目，其餘再加入三項輔助使用者瞭解計劃及網站。 

 

【台東大學綠校園導覽】 

台東大學綠色校園數位模型之建立，除文字導覽外，模型將採用 3D 呈現，創造綠

色校園之虛擬實境導覽。 

 

【環境資訊教育】 

著重於環境資訊教育之教材數位化，透過網站傳播及網路教學，促成身心教育與永

續議題的討論，帶動永續科技之研發。內容概括為：環境資訊教育學程資訊、通識課程

講座訊息及數位化教材。 

 

【數位生態博物館】 

著重於數位生態館內容規劃與環境生態教育功能融入之研究，包含數位博物館、環

首頁 

台東大學綠校園導覽 環境資訊教育 

數位生態博物館 永續性產業 

研討會訊息 

網站地圖 網站相關訊息 

意見反應 

綠色校園參訪 

http://www1.nttu.edut.w/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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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資料庫及環境決策分析之範例蒐集，並籍由 3D 數位化呈現內容於網頁中。 

 

【永續性產業】 

著重於永續性產業資訊導覽，涵蓋 ISO 標準、工業、農業、綠色校園規劃之呈現，

重點在永續性產業之法規探討、瞭解，以及永續規劃實例交流。 

 

【研討會訊息】 

著重於綠色建築與數位生活科技研討會之內容報告，研討會時程與會議行程等相關

訊息。內容將分為兩大項：一是綠色校園規劃展示活動照片，二是研討會相關主題訊息。 

 

【綠色校園參訪】 

著重於綠色校園與綠色建築實地參訪活動、行政人員出席計劃相關會議之成果報告

及活動記錄，提供數位化實地參訪經驗及討論。 

 

【計劃相關訊息】 

內容包含工作人員組織架構、計劃階段內容及成果等內容。 

 

【網站地圖】 

為便利瀏覽者查看網站資料而設計，瀏覽者可依網站地圖瞭解網站架構及計劃分類

中之細節項目，快速尋找所需資訊。 

 

【相關網站】 

將計劃執行及網站規劃期間所參考之相關網站彙集列表，以便使用者參考。 

 

七、問題與建議 

我們深刻體認，綠色大學理念在國際上啟蒙於近十年，而落實綠色大學不但要

採取科學方法，更需要融入與創新校園永續文化以及長時間的內化與深化進程。校

園永續文化的涵養必須以區域文化為基礎，融合創新國際綠色大學永續文化，建立

互利共生的多元價值系統，進而帶動地區與全球永續發展願景的實踐。這項可以贏

得國際尊重的紮根工程，絕無速成之路。台東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與原住民落實在

大自然的永續文化，這是無可取代的珍貴資源，也是我國可以贏得國際尊敬的基礎

條件。台東大學綠色數位競爭力提昇計畫執行團隊特別感謝教育部給予本計畫充足

的經費支持，我們珍視這難能可貴的執行成果，並有信心將這個成果繼續往下扎根

，期許未來台東大學能夠成為國際永續大學典範，帶動台東社區與產業落實永續發

展工作，包含永續科技、永續文化、以及南島文化、生態旅遊、觀光休閒、康健運

動等永續產業的發展。本計畫根據執行期間所遭遇的問題及獲得的珍貴經驗提出以

下建議： 

1. 我國應內化及強化對發展綠色大學時代意義與校園永續文化內涵的認知與實踐

力。 

2. 教育部應鼓勵大學提出校園節能等永續發展計畫，給予經費補助，並查核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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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辦理校際觀摩。 

3. 教育部應重視綠色大學對台灣永續發展的深遠影響，並鼓勵相關的學術研究與

國際參訪。 

4. 台東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與原住民落實在大自然的永續文化，這是無可取代的

條件，並且台東大學發展成為國際化綠色大學的內化程序已經啟動，需要持續

給予學生校園計畫、學術研究及國際合作計畫上的支持，這將為珍貴的台東自

然資源與南島文化，注入永續發展的生機，並在未來以南島文化及永續發展經

驗贏得國際對台灣的愛護與尊敬。 

5. 本校已將綠色大學落實為學校發展願景，並籌組有綠色大學推動委員會負責統

整綠色環境推動事項及相關研究，本校亦剛從師範學院轉型為綜合大學，目前

正快速積聚能量中，也期盼相關單位能重視東部淨土中推動綠色大學之成果，

並積極給予協助，包括計畫之提供與輔導，並配合本校教育紮根工作，落實永

續理念與目標。 

6. 計畫執行中藉由參訪與交流，對綠色大學環境執行部分，本校仍有下列事項需

加強： 

(1)建議知本校區之每棟建築之每個單位、系所或甚至每個辦公室均設置電錶，各

辦公室之電費由各單位之業務費扣支，提供節能之誘因，亦利於學校目標用電

量之控管與執行。 

(2)建議承攬知本校區之每棟建築之設計建築師，必須向本校校園規劃委員會或工

程推動委員會報告其將綠建築之理念與各指標落實於其設計之處。 

(3)建議知本校區之每棟建築需通過政府之綠建築標章認證。 

(4)建議本校校園規畫委員會或工程推動委員會均聘請建築師與景觀設計師加入委

員會，以增強其專業與功能。 

(5)綜合參訪之各大學，淡江大學於 92 年 10 月獲得 ISO-14001 是很好之成就。事

實上，淡江大學數年前即已訂下引進 ISO-14001 之目標，因此，每年均編列約

300 萬元之預算進行環境保護與實驗室安全衛生工作之改善。相較之下，本校

每年編列於環境保護改善工作之經費僅 3 萬元。建議本校編列經費著重於污水

排放水質改善，擬定引進 ISO-14001 之目標。 

(6)本校在實驗室安全衛生工作成效良好，本校環保中心每年向教育部申請之改善

補助計畫均獲得通過。本校環保中心今年申請之兩個補助計畫均獲得教育部通

過，並獲教育部分別補助 250 萬元(已於 92.3.31 完工)與 82 萬元(需於 92.11.30

完工)。如果加上 89 年，本校榮獲教育部評選為『全國大專院校環境管理示範

學校』，獲教育部補助之環境改善補助款 200 萬元，則近三、四年來，本校環保

中心向教育部申請之環安衛設施改善補助款已超過 500 萬元。大幅改善本校校

園之生活污水水質與自然科學教育學系生物與化學實驗室之安全防護設施。 

(7)綠建築是政府近三、四年才開始推動之政策，參訪之許多學校，其建築多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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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所建，因此綠建築理念落實於校園建築者並不多。當然有些建築是具有

一些節能或透水鋪面理念的。 

(8)參訪之各大學，無論是一級單位之環安中心或二級單位之總務處環保組，編制

人員均為 3-5 人，業務事項還不包括節約能源等。反觀本校之總務處環保中

心，編制人員僅 1 人，所辦理之事項反而比參訪學校更多。 

(9)參訪之各大學及包括本校均設置『環安衛委員會』、『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委

員會』。但本校是參訪各大學中惟一設置『節約能源工作小組』之單位，本

校環保中心研擬之『節約能源工作小組設置要點』業於 92 年 3 月之行政會

議中通過，該小組亦運作中。 

(10)許多系所老師、主管都有陳舊觀念，認為環保宣導、教育與推動全部都是環保

中心之工作，認為自己系所學生不做回收是環保中心教育與宣導做得不好。

全校學生要靠環保中心之力量推動環境教育是力有未逮的。殊不知， 環保

工作是每個人之責任，身為系所老師主管尤應行為示範，並提示學生落實生

活環保，環境教育成效才會更佳。 

(11)本校師長多有偏頗之觀念，認為本校之環保工作成效不佳或比其他學校差。事

實上本校之各項環保工作，做得並不比這些參訪學校遜色，許多事項反而推

動得都比這些學校好。例如廚餘回收、資源回收、節約能源等。此次邀請之

澳洲、加拿大與高師大學者對本校之廚餘回收與資源回收都有極高與肯定之

評價。 

(12)參訪之清華大學與交通大學亦正推動綠色採購，本校環保中心亦定於今年 12

月中旬舉辦綠色採購之研習，將函請各系所、單位派請人員出席，使熟悉綠

色採購之意義與認識綠色產品，使學校之採購不論是總務處事務組之採購或

系所或老師之採購都能採購綠色產品，以增進環境之永續發展與利用。 

 

八、附表 

附表一、績效評估指標一覽表 

附表二、經費運用一覽表 

附表三、經費收支報告表 

 

九、附件：分項計畫成果文件 

附件一、分項計畫 1-1 數位生態館技術探討與數位化教材成果文件 

附件二、分項計畫 1-2 環境資訊教育學程成果文件 

附件三、分項計畫 1-3 綠色建築與數位生活科技研討會、綠色校園數位模型成果文件 

附件四、分項計畫 1-4 環境通識與永續經營講座成果文件 

附件五、分項計畫 1-5 綠色校園與綠色建築實地參訪活動成果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