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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422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5年12月28日印發

政府提案第 12973 號之 3

案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修正「國家環境教育獎獎勵辦法」
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
受文者：立法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7 日
發文字號：環署綜字第 1050098985E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發布令影本（含法規命令條文）、修正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
主旨：「國家環境教育獎獎勵辦法」部分條文業經本署於 105 年 12 月 7 日以環署綜字第
1050098985 號令修正發布，茲檢送發布令影本（含法規命令條文）、修正總說明及條文對
照表各 1 份，請查照。
正本：立法院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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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7 日
發文字號：環署綜字第 1050098985 號

修正「國家環境教育獎獎勵辦法」部分條文。
附修正「國家環境教育獎獎勵辦法」部分條文

署

長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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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環境教育獎獎勵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

四

條

參選者就報名日之前二年期間內，具有前條所列環境教育相關優良事蹟者，得於每
年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報名參加。
自然人向戶籍地或任職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名；機關（構）、
事業、學校、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向登記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名。但
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屬機關（構），應向其直屬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名
。
參選者當年度僅能選擇一種獎勵項目參加。
參選者需前二年度無違反環境保護法規或自治條例始得報名參加。
已依前條第六款獲個人獎勵項目者，其個人績優事蹟於三年內不得作為同一任職
單位其他個人參選使用。

第

五

條

參選者應檢具以下報名文件：
一、報名表。
二、環境教育相關績效優良事蹟表、證明文件及切結書。
三、非自然人之參選者依法登記已達二年以上之證明文件影本。
四、屬第三條第三款及第四款獎勵項目者，其最近二年環境教育計畫及推動成果
。
五、前二年度無違反環境保護法規或自治條例之切結書或其他證明文件。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第

六

條

審查程序如下：
一、初審：每年七月一日起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進行審查，於每年十月
三十一日前將第三條第二款及第四款所列獎勵項目初審至多取三名及其餘各款
獎勵項目初審第一名送至中央主管機關參加複審。
二、複審：每年十一月一日起由中央主管機關進行實地訪查，至多取六名進入決
審。
三、決審：由中央主管機關針對進入決審名單辦理評審，決議獲獎名單。

第

十

條

本辦法獎勵方式依序如下：
一、特優獎：每個獎勵項目至多一名，其中團體、社區及個人各頒給獎座一座及
獎金；其餘三項獎勵項目各頒給獎座一座。
二、優等獎：每個獎勵項目至多六名，其中團體、社區及個人各頒給獎座一座及
獎金；其餘三項獎勵項目各頒給獎座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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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各獎勵項目及獎勵方式如附表所列，如評審結果無適當獎勵對象，該獎勵項
目得為減少或從缺。
第十一條

獲頒特優及優等者，由中央主管機關通知獲獎者依權責辦理敘獎；其中個人獎勵項
目特優者至少記功二次，優等者至少記功一次；其餘五項獎勵項目特優者之相關承辦人
員至少一人記功二次，優等者之相關承辦人員至少一人記功一次。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推薦參選獲得特優者，承辦人員及主管至少一人記功
一次；推薦參選獲得優等者，承辦人員及主管至少一人嘉獎二次辦理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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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環境教育獎獎勵辦法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為增進全民環境教育之落實，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依環境教育法第二十條第二項及第二十一條
第二項規定，於一百零一年一月五日訂定發布「國家環境教育獎獎勵辦法」，其後曾於一百零二年
七月四日及一百零三年五月十二日二次修正。
茲因應執行現況所遭遇問題，促使本獎勵表揚更臻完善，爰擬具本辦法修正條文，其修正要
點如下：
一、明確規範機關（構）、事業、學校、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參選所在地之定義。（修正條文第四條
）
二、明確規範機關（構）、事業、學校、法人或非法人團體登記之年限及報名文件。（修正條文第
五條）
三、明確規範審查程序之複審名額定義。（修正條文第六條）
四、修正獎勵方式。（修正條文第十條）
五、修正獲獎單位依權責辦理敘獎部分文字。（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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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環境教育獎獎勵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現

行

第四條

參選者就報名日之前

第四條

參選者就報名日之前

明確規範機關（構）、事業、

二年期間內，具有前條所列
環境教育相關優良事蹟者，

二年期間內，具有前條所列
環境教育相關優良事蹟者，

學校、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參選
所在地之定義，爰修正第二項

得於每年五月一日至六月三
十日報名參加。

得於每年五月一日至六月三
十日報名參加。

。

自然人向戶籍地或任職
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

自然人向戶籍地或任職
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報名；機關（構）
、事業、學校、法人或非法

主管機關報名；機關（構）
、事業、學校、法人或非法

人團體向登記所在地之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名

人團體向所在地之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報名。但

。但直轄市、縣（市）政府
所屬機關（構），應向其直

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屬
機關（構），應向其直屬直

屬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報名。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
名。

參選者當年度僅能選擇
一種獎勵項目參加。

參選者當年度僅能選擇
一種獎勵項目參加。

參選者需前二年度無違
反環境保護法規或自治條例

參選者需前二年度無違
反環境保護法規或自治條例

始得報名參加。
已依前條第六款獲個人

始得報名參加。
已依前條第六款獲個人

獎勵項目者，其個人績優事
蹟於三年內不得作為同一任

獎勵項目者，其個人績優事
蹟於三年內不得作為同一任

職單位其他個人參選使用。

職單位其他個人參選使用。

第五條

條

文

參選者應檢具以下報

第五條

條

文

參選者應檢具以下報

說

明

一、依第四條第一項規定，參

名文件：
一、報名表。

名文件：
一、報名表。

選者須至少二年推動環境教
育事蹟，故明確規範機關（

二、環境教育相關績效優良
事蹟表、證明文件及切結

二、環境教育相關績效優良
事蹟表、證明文件及切結

構）、事業、學校、法人或
非法人團體登記之年限，爰

書。
三、非自然人之參選者依法

書。
三、參選者依法須取得政府

修正第三款。
二、依第四條第四項規定，參

登記已達二年以上之證明
文件影本。

機關核准設立、登記者，
其核准設立、登記證明文

選者需前二年度無違反環境
保護法規或自治條例，爰增

四、屬第三條第三款及第四
款獎勵項目者，其最近二

件影本。
四、屬第三條第三款及第四

年環境教育計畫及推動成
果。

款獎勵項目者，其最近二
年環境教育計畫及推動成

五、前二年度無違反環境保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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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法規或自治條例之切結
書或其他證明文件。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之文件。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之文件。
第六條 審查程序如下：
一、初審：每年七月一日起

第六條 審查程序如下：
一、初審：每年七月一日起

為免當年度參選者推動環境教
育事蹟未達評選審查原則標準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進行審查，於每年十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進行審查，於每年十

，明確規範複審至多取六名進
入決審，爰修正第二款。

月三十一日前將第三條第
二款及第四款所列獎勵項

月三十一日前將第三條第
二款及第四款所列獎勵項

目初審至多取三名及其餘
各款獎勵項目初審第一名

目初審至多取三名及其餘
各款獎勵項目初審第一名

送至中央主管機關參加複
審。

送至中央主管機關參加複
審。

二、複審：每年十一月一日
起由中央主管機關進行實

二、複審：每年十一月一日
起由中央主管機關進行實

地訪查，至多取六名進入
決審。

地訪查，取六名進入決審
。

三、決審：由中央主管機關
針對進入決審名單辦理評

三、決審：由中央主管機關
針對進入決審名單辦理評

審，決議獲獎名單。
第十條

本辦法獎勵方式依序

審，決議獲獎名單。
本辦法獎勵方式依序

為免參選者如其事蹟未達特優

如下：
一、特優獎：每個獎勵項目

如下：
一、特優獎：每個獎勵項目

獎及優等獎時，前述二獎至少
評選名額，以對應第一款所述

至多一名，其中團體、社
區及個人各頒給獎座一座

一名，共計六名，其中團
體、社區及個人各頒給獎

及獎金；其餘三項獎勵項
目各頒給獎座一座。

座一座及獎金；其餘三項
獎勵項目各頒給獎座一座

二、優等獎：每個獎勵項目
至多六名，其中團體、社

。
二、優等獎：每個獎勵項目

區及個人各頒給獎座一座
及獎金；其餘三項獎勵項

五名，共計三十名，其中
團體、社區及個人各頒給

目各頒給獎座一座。
前項各獎勵項目及獎勵

獎座一座及獎金；其餘三
項獎勵項目各頒給獎座一

方式如附表所列，如評審結
果無適當獎勵對象，該獎勵

座。
前項各獎勵項目及獎勵

項目得為減少或從缺。

第十條

內容。

方式如附表所列，如評審結
果無適當獎勵對象，該獎勵
項目得為減少或從缺。

第十一條

獲頒特優及優等者

，由中央主管機關通知獲獎

第十一條

獲頒特優及優等者

修正條文第一項，以明確規範

，由中央主管機關通知獲獎

獲頒特優者及優等者之相關承

報 253

立法院第 9 屆第 2 會期第 17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者依權責辦理敘獎；其中個
人獎勵項目特優者至少記功

單位依權責辦理敘獎；其中
個人獎勵項目特優者至少記

二次，優等者至少記功一次
；其餘五項獎勵項目特優者

功二次，優等者至少記功一
次；其餘五項獎勵項目相關

之相關承辦人員至少一人記
功二次，優等者之相關承辦

承辦人員特優者至少一人記
功二次，優等者至少一人記

人員至少一人記功一次。
直轄市、縣（市）主管

功一次。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推薦參選獲得特優者，
承辦人員及主管至少一人記

機關推薦參選獲得特優者，
承辦人員及主管至少一人記

功一次；推薦參選獲得優等
者，承辦人員及主管至少一

功一次；推薦參選獲得優等
者，承辦人員及主管至少一

人嘉獎二次辦理敘獎。

人嘉獎二次辦理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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