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 

「社會參與式教學」方案申請表 

填表日期：102 年 3 月 25 日 

教師姓名 梁明煌 課程/方案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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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型 V 正式課程 □非正式課程 

 
預計執行期間 102 年 3 月- 102 年 8 月 

執行概述 

1. 分案簡介 
本案應 102 年 3 月 20 日花蓮縣環保局綜合計畫科代理

科長沈思豪先生之邀，協助撰寫細部計畫書，該計畫構想擬

將位於花蓮縣鳳林綜合計畫園區內的環境科技園區的閒置

空間轉型為環境教育園區。本案上位構想以初步獲得環保署

及傅縣長的支持，但是缺乏細部操作策略構想與建議。 
 
2. 預計執行方式  

本計畫係使用環境學院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班「政策

環評與計畫評量」課程來操作。修課學生有十八名。課程內

容原來包括開發行為與政策環境影響評估，及計畫發展與評

量兩部分。原訂教學是以學生個別針對自己偏好事件的環評

作業的操作分析與計畫評量設計為學習重點。因應環保局科

長請求，決定改成全班課程集中以此個案為教學、討論與規

劃的軸線。 
進行時除指導課程相關理論外，將以指定閱讀個案相關

的二手資料、到基地現場訪視調查、邀請環保局行政單位來

課堂演講，並以政策利害關係人角色扮演方式來熟悉基地個

案問題，然後逐步進行處境分析、需求與資產評估、問題與

議題發掘、參與社群網絡、優先性策略理論、策略方案評價、

決定投入項目、優先服務對象、訂定短期成果、產出、衝擊、

與找尋各種評量指標與擬定評鑑計畫、討論政策影響、減輕

策略與招商營運管理的。最後提出書面與口頭簡報，邀請環

保局行政人員來評論。 
3. 進度安排 
 個案前身資料搜尋與閱讀 20130325-201304 
 基地現場訪視調查環保局演講  20130330-201304第 1-2



週 
 政策理論與策略規劃 2013 年 4 月第 1-2 週 
 計畫邏輯模式分析規劃 2013 年 4 月第 3-4 週 
 計畫可行性分析 2013 年 5 月第 1-2 週 
 計畫衝擊分析 2013 年 5 月第 3-4 週 
 計畫評量策略討論 2013 年 6 月第 1-2 週 
 邀請環保局行政單位來課堂評論 201306 第 3 週 
 撰寫政策建議 2013 年 7 月第 1-2 週 
 

預期成效 

1. 修課學生得以實際參與討論、執行計畫規劃、衝擊評估

與評量計畫設計的程序而學到相關的技能 
2. 提出實務性分析報告給花蓮縣環保局綜計處做政策選擇

參考 

方案管家/經理

(教學助理或助

理) 

姓名：柯慧雯 
EMAIL：huiwen@mail.ndhu.edu.tw 
手機： 
 

聯絡助理：社參中心籌備處 李淑靜小姐 （8635242）s.lee@mail.nd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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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案簡介 

本案應 102年 3月 20日花蓮縣環保局綜合計畫科代理科長陳思豪先生之邀，協助

撰寫細部計畫書，研擬將位於花蓮縣鳳林綜合計畫園區內的環境科技園區閒置空間，轉

型為環境教育園區。本方案目前在上位縣政構想，已經初步獲得環保署及傅縣長的支持，

但是缺乏細部操作策略架構與建議。 

二、預訂執行方式 

本計畫係結合環境學院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班之「政策環評與計畫評量」課程來

操作，修課學生共有十八名。課程內容包括開發行為與政策環境影響評估，及計畫發展

與評量兩部分。原訂教學學習重點，是讓學生以個別針對自己偏好事件的環評作業，從

事相關的操作分析與計畫評量設計。搭配本次由環保局方面提出的請求，作為提供學生

從政策規劃進行社會參與的機會，因此本課程決定將本課程集中以此個案作為教學、討

論與規劃的軸線。 

本課程進行時，除了指導課程相關理論外，還將以指定閱讀個案相關的二手資料、

到基地現場訪視調查、邀請環保局行政單位到課堂作政策說明等方式，配合政策利害關

係人角色扮演分析，協助學生熟悉基地個案問題，然後再逐步對個案進行處境分析、需

求與資產評估、問題與議題發掘，釐清個案之相關社群網絡、優先性策略理論及方案評

價，從個案之決定投入項目、優先服務對象等資源，得到短期成果、產出、衝擊的資訊，

找尋各種可能適合的評量指標與評鑑計畫，討論政策影響、減輕負面衝擊策略與形成合

宜的營運管理。最後，提出可供縣政行政系統參照、推動、執行的書面與口頭簡報，並

邀請環保局行政人員來評論。 

1.進度安排 

配合學期進度，本方案課程安排主要為： 

  



表 1  課程內容及時程 

課程內容 進度時程 

個案前身資料搜尋與閱讀 2013年 3月至 2013年 4月間 

基地現場訪視調查環保局演講 2013年 3月第 4週及 4月第 2週 

政策理論與策略規劃 2013年 4月第 1-2週 

計畫邏輯模式分析規劃 2013年 4月第 3-4週 

計畫可行性分析 2013年 5月第 1-2週 

計畫衝擊分析 2013年 5月第 3-4週 

計畫評量策略討論 2013年 6月第 1-2週 

邀請環保局行政單位至課堂評論 201306第 3週 

撰寫政策建議 2013年 7月第 1-2週 

 

2.預期成效 

（1）修課學生得以實際參與討論、執行計畫規劃、衝擊評估與評量計畫設計的程序

而學到相關的技能 

（2）提出實務性分析報告給花蓮縣環保局綜計處做政策選擇參考 

三、計畫課程執行 

本方案在實際執行過程中，遭遇二個變數，因此在課程執行的中後階段進行了調

整。 

（1）提出計畫書規劃邀請的環保局綜計科代理科長陳思豪先生，因縣政府對鳳林環

境科技園區規劃的時效需求改變，請環保局的三個顧問公司、協辦單位擬定初

步的轉型規劃構想，無法遵守原先承諾，給予本計畫執行的小額行政費用補助，

因此本計畫即無完成最後的正式政策建議之必要責任。但是陳代理科長還是在

期中時，出席學校課程並聆聽學生的初步想法。此外，陳代理科長在學期中時

突然調離環保局，改由林蔡毓科長接任。 

（2）由於無須信守政府契約的規定，因此本課程的學期後段內容改為教授各種評量

的方法論。不過，評量的個案研究操作仍維持以鳳林環境科技園區為對象，並

在課程之期末時邀請環保局新任科長出席並給予意見和建議，本計畫之教學單

位也將該日的簡報檔與學期末學生成果建議等資料，複製給環保局留存參考。 

本計畫操作過程邀請花蓮環保局共計三位行政人員來課堂進行業務分享。 

  



表 2  課程中縣府業務承辦人員參與 

縣府業務承辦人員 參與事項 

李宗憲先生 

前任鳳林科技園區業務

承辦人 

現任教育處學管科督學 

說明張福興縣長提出鳳林科技園區計畫向環保署爭取勝出

階段、規劃設計、環境影響評估、施工與初期營運的歷程，

並提供初期規劃報告書與當時的政策理念。 

陳思豪先生 

環保局綜計科代理科長 

說明民國 100年後局裡初期營運、招商狀況及因環保署補助

經費結束，縣府陸續勸退廠商，及擬將此地調整為環境教育

園區的政策原因與推動現況，並釐清轉行程序操作時可能的

法令規章限制。 

陳思豪先生 

環保局綜計科代理科長 

帶領學生前往鳳林科技園區作現場說明。 

陳思豪先生 

環保局綜計科代理科長 

聆聽第一階段學生完成的初步分析報告。 

 

林蔡毓科長 

環保局綜計科科長 

聆聽學生學期末的作業構想的邏輯模式與評量主題簡報。 

四、計畫成果 

經過各階段課程之後，於學期末時，參與學生依其興趣及專長，提出對鳳林環境教

育園區之規劃構想與主題分析，其成果可分列如下： 

表 3  課程計畫參與學生與提出之規劃主題 

學生姓名 作業 

資訊工程學系碩專班陳新德 環境教育園區觀光工廠－原住民手工藝館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洪健龍 社區營造成果展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程碧珠 花蓮縣環境教育園區－環保互動區規劃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吳禮軒 環境教育園區展覽館-花蓮當地加工(富興社區)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施慧萍 「玉石玩藝工坊」之邏輯模式及計畫評量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陳枋諴 人工溼地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洪秋祺 資源再生館規劃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陳怡婷 園區樹木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邱培杰 環保科技園區露營區為例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賴珮瑄 生態奈米環教體驗區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葉震環 追日型太陽光電發電及風力發電系統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葉秋香 在地食材與食農教育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湯善鈞 鰻魚館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吳佳霖 環境教育園區展覽館互動式 DIY 



1.鳳林環境教育園區 

 

圖 1  鳳林環境教育園區全景圖 

鳳林環境教育園區基地原為環保科技園區，為 2003 年與由花蓮縣政府向環境保護

署申請、共同合作所設置，其預期為基於促進物質循環永續利用目標，提供適當之經濟

誘因，以吸引具生態循環、清潔生產及高級環保技術等特性之產業進駐營運，並藉由生

態化鏈結式模式運作，完善之管理制度建立，利用科技手段營造兼顧生產、生活、生態，

得以創造資源永續循環利用的工業式生產，從而減少污染排放，降低整體環境負荷，使

環保科技園區具有「產業共生、資源共享、資訊互通、風險分攤」之優點。 

現今環保科技園區推動計畫至 2011年結束，園區已無廠商進駐營運。配合 2010年

環境教育法通過，並於 2011 年開始實施的條件，配合現行觀光及低碳家園、低碳城市

等相關環保政策，對本園區轉型成為環境教育場所設施場域，將提供花蓮中南區社會民

眾在地重要的環境教育知識傳遞、素養價值觀澄清、技能訓練等學習活動據點。 

2.課程學生規劃及分析 

以下為課程期末各位學生的作業彙整，其重點主要利用課堂所授「邏輯模式」方法

作總體式的規劃方案呈現。 

  



（1） 環境教育園區展覽館互動式 DIY 

讓一般民眾了解回收在利用的資源或是其他環保資源可用於其他用途上。 

 
  



（2） 生態奈米環教體驗區 

運用最少的經費，讓閒置的環科園區轉型為環境教育中心，與在地學術資源與教育

單位進行合作，建立產官學合作的模式，並與環保科技園區過去產業發展聯結。 

 

（3） 環保科技園區轉型露營區 

提供園區作為民眾露營及從事各項戶外體驗活動、接受環境教育之場地。 

 



（4） 追日型太陽光電發電及風力發電系統 

響應全球減碳綠色能源趨勢，打造環科園區為減碳抗暖之生態化園區，並提供民眾

實際體驗綠色能源生產技術運用之教育資源。 

 

  



（5） 花蓮縣環境教育園區-以園區樹木為例 

納入環保署低碳家園等重要施政作為未來園區重點方針，規劃環境教育園區內林木，

活絡觀光產業，形成示範式環境教育園區。 

 

（6） 高中校外教學場地 

  



（7） 花蓮縣環境教育園區－人工濕地 

 

（8） 環保科技園區轉型鰻魚保育館 

 



（9） 花蓮縣環保科技園區「玉石玩藝工坊」 

 

（10） 環境教育園區展覽館-花蓮當地加工(富興社區) 

 

 

  



五、結論與建議 

各種計畫的執行，皆需要縝密的規劃與評估。在本學期的「政策環評與計畫評量」

課程中，利用鳳林環境教育園區作為操作案例而進行的各階段教學，從正面的公部門向

學術單位尋求合作機會的創造，到較為負面的合作關係建立受限、乃至無疾而終的過程，

給予了學生實際參與部分公部門決策的體驗機會，結合課堂上所學的各項決策、計畫規

劃知識。 

本次合作計畫雖然因為各種現實上無法控制的原因，而沒有讓學生的學習成果直接

連結到政策形成的具體成效上，但是透過和經營管理單位的交流、合作過程，從學生們

的學習成果展現中，對於鳳林環保科技園區轉型為環境教育園區之計畫規劃，雖只著重

在各自有興趣或專長的領域項目上，卻已可以看到學生們從人力、經費、社會效益、法

規限制、政策趨勢、時間成本等等項目作計畫整體評估的考量，並串連可能的跨各部門

資源、尋求民間團體贊助等機制。對於作為直接管理、運作本園區的花蓮縣環保局而言，

本次課程的方案結果，對此一環境教育園區的整體規劃而言，應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