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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外交困境的環境教育策略： 

全球環境教育夥伴(GEEP)專案計畫 

許毅璿* 

真理大學環境教育暨生態保育研究推廣中心教授兼主任 

 

「全球環境教育夥伴」(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artnership, 

GEEP)是我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EPA Taiwan)與美國環境保護署(U.S. EPA)間一

項臺美互惠環保合作協定下的子計畫之一。本文主要在於闡述 GEEP 的定位、

使命、目標及策略，以及自 2014年啟動至今的發展歷程。2017 年 10月在美國

華盛頓特區舉辦的第八次 GEEP 會議，適逢《伯利西宣言》40周年，來自 15個

國家約 30位環境教育專家學者，以「想像一個世界」為主軸，發起行動號召，

希望國際社會透過 10項行動方案，讓全球關心未來的人共同參與環境教育。 

 

「全球環境教育夥伴」是我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與美國環境保護署間一項

臺美互惠環保合作協定，稱為「國際環境夥伴計畫」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artnership, IEP)項下的子計畫之一。這項協定的主要推動目標，

是藉由與美國環保署合作，協助臺灣與其他國家發展雙邊及區域性國際合作，

以強化環保外交工作。故 IEP 計畫旨在彰顯國內環保工作的成效，除提升國際

能見度，並以專案方式結合區域國家夥伴，期帶動各項環保治理之政策、技術

及產業交流。大多數 IEP 計畫是針對技術合作與援助項目(如：城市清潔空氣、

大氣汞監測、電子廢棄物回收處理、土壤污染整治及氣候變遷與調適等)，其中

有些專案則是由非政府組織、社區／民間組織、政府當局及其他個人或機構共

同執行，主要聚焦於現今國際重要議題(如：環境教育、環境執法等)。 

環境教育專案的構想，主要源自於世界各國在推行環境教育之際所面臨的

一些挑戰，如：環境教育準則、氣候變遷教育、環境教育立法、環境教育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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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及專業發展等。是故，臺美合作的初期規劃希藉由全球環境教育夥伴的串

聯與結盟，促進國際經驗分享和協同成長。此專案包括全球環境教育夥伴

(GEEP)、空氣品質監測體驗營(Kids Making Sense program, KMS)，以及臺美生

態學校夥伴(Taiwan-US Eco-campus Partnership Program)等計畫。 

本文主要在於闡述 GEEP 的定位、使命、目標及策略，以及自 2014 年啟

動至今的發展歷程，希提供國內環境教育專業社群更進一步的了解(詳細內容請

參閱：http://thegeep.org)。 

GEEP 是什麼？(“What” is the GEEP?) 

GEEP 是由臺灣環保署、美國環保署及北美環境教育協會(North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NAAEE)於 2014 年發起，期提供國際社

會一個開放性的環境教育平台，以促成環境教育專業人員相互學習及交流。

GEEP 的使命是建立一個充滿活力的學習網絡，旨在加強環境教育全球化，協

同合力為地球公民創造更可持續的未來。 

GEEP 由誰組成？(“Who” is the GEEP?) 

GEEP 是由環境教育決策者、提供者、研究人員和實務工作者所組成，其

個人或組織乃是代表世界各國的政府和非政府機關(單位)。 

GEEP 的目的(The “Goals” of the GEEP?) 

1. 強化環境教育全球政策與實踐的能力。 

2. 培植具策略的夥伴關係，創建一個「包容多元網絡的網絡」，形成更

強大的全球性環境教育社群。 

3. 促進和鼓勵環境教育的全球性創新。 

GEEP 的目標(The “Objectives” of the GEEP?) 

1. 提升全球專業人士對於促進環境教育品質、實踐和成效的專業知能

與經驗分享。 

2. 促使參與國家了解環境教育發展過程中可能面臨的阻礙。 

3. 擴大環境教育的影響範圍，運用創新方法延伸至服務不足的受眾和

社區。 

GEEP 自 2014 年開始啟動，臺灣環保署與美國環保署在「駐美國臺北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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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文化代表處及美國在臺協會環境保護技術合作協定第 10 號執行辦法」架構

下，雙方共同支持於 2014 年至 2016 年推動的區域及全球環境教育專案(亦即國

際環境夥伴計畫宣布成立後)，第一個開跑的專案計畫。第一屆 GEEP 會議於

2014 年 4 月 14 日在臺灣環保署開幕，參與的夥伴國家共有九個，包括日本，

菲律賓，印尼、尼加拉瓜，墨西哥，宏都拉斯、巴西、北美環境教育協會、美

國及臺灣環保署。第一屆會議亦同時邀集國內環保署環境教育區域中心進行聯

席會議與交流，主題訂為「環境教育能力國際研討會――跨境及能力建置」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E Capacity: Cross Boundary and Capacity Building)。

該會議在各國與會人員及組織的共識下，產生對未來兩年的合作方向並建立工

作小組，包括：(1)每年於夥伴國家舉辦年會，討論關鍵議題；(2)臺灣與美國將

與全球夥伴，一起努力擴展全球環境教育夥伴計畫，並加強重點專案環境教育

的能力；(3)負責執行的夥伴，將透過全球環境教育夥伴計畫建立網路交流平台、

視訊會議、虛擬資訊交換及計畫規劃和執行。 

自 2014 年至 2017 年 10 月為止，GEEP 已召開八次會議；原則上，每年

規劃兩次會議，一次會議定位為參與夥伴國核心成員之「諮詢顧問團會議」

(advisory group meeting)，於每年的 4 到 5 月舉行；另一次會議則是持續招募新

加入國家的夥伴會議(GEEP meeting)，歷年來皆訂於每年的 10 月辦理。關於舉

行地點，如同第一屆會議的共識是希望連結夥伴國家，故 2014 年 4 月及 2015

年 4 月的會議在臺北市舉辦；2014 年 10 月在加拿大渥太華市、2015 年 10 月

在美國加州聖地牙哥市及 2016 年 10 月美國威斯康辛州麥迪遜市的會議，則是

結合北美環境教育協會之年度研討會共同辦理；2016 年 5 月在英國布里斯托

市；2017 年 5 月在日本大阪市，以及 2017 年 10 月在美國華盛頓特區舉辦。

GEEP 歷次會議的重點整理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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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GEEP 歷次會議的重點 

第 1 屆全球環境教育夥伴會議 

會議時間 2014 年 4 月 

會議地點 臺灣臺北市 

參與國家 日本、菲律賓、印尼、尼加拉瓜、墨西哥、宏都拉斯、巴西、美

國及臺灣，共 9 國 

臺灣與會代表 環保署官員及環境教育區域中心代表 

重要結論 與會者討論各國在該地區發展和實施環境教育之現況，以及可能

在 GEEP 組織下進行的項目所面臨的挑戰。做為 GEEP 的一分

子，與會者表示希望參與國能夠發展具體策略的夥伴關係，分享

知識並彌補認知及技術上的差異，包括國際能力提升和網絡聯繫

等問題。 

第 1 屆全球環境教育夥伴計畫指導委員會 

會議時間 2014 年 10 月 

會議地點 加拿大渥太華市 

參與國家 日本、韓國、印尼、柬埔寨、紐西蘭、加拿大、美國及臺灣，共

8 國 

臺灣與會代表 環保署官員 

重要結論 針對全球環境教育工作的三大議題，如「由誰來作(who)」、「做何

內容(what)」及「如何執行(how)」獲致具體結論，並且勾勒出全

球環境教育夥伴計畫的角色定位、會員國之範圍、責任與義務等，

最後乃針對目標訂定及如何達成有了進一步的討論。 

2015 年全球環境教育夥伴委員會會議 

會議時間 2015 年 4 月 

會議地點 臺灣臺北市 

參與國家 日本、越南、美國及臺灣，共 4 國 

臺灣與會代表 環保署官員 

重要結論 進一步建立工作小組，確立全球環境教育夥伴的角色定位、責任

義務與目標訂定，並協助各夥伴國家規劃實際可行的步驟，強調

制度化，著力於政策、專業發展、研究、評估及最佳實踐作法等。

將環境教育合作的成功經驗複製擴展至各個區域，以及加強環境

教育的區域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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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續) 

2015 年全球環境教育夥伴會議暨第 44 屆北美環境教育協會年會 

會議時間 2015 年 10 月 

會議地點 美國加州聖地牙哥市 

參與國家 加拿大、墨西哥、智利、巴西、英國、荷蘭、丹麥、俄羅斯、波

扎納、烏干達、澳洲、印度、尼泊爾、日本、韓國、印尼、菲律

賓、美國及臺灣，共 19 國 

臺灣與會代表 環保署官員 

張子超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許毅璿教授(真理大學環境教育暨生態保育研究推廣中心、時任中

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理事長) 

重要結論 著重於指導委員會(steering committee)政策、專業發展、評價及最

佳推行方式的討論。GEEP 網站由北美環境教育協會負責建置，

目前已有初步架構及雛型(http://dev.thegeep.org)，與會代表也針對

展示的系統雛型提供意見，包括將來應有的討論區、明確定位與

其它類型網站的區隔、如何連結網路研討會(webinar)等課題。北

美環境教育協會將進一步釐清 NAAEE、GEEP、eePRO 之間的關

係，同時收集各夥伴國意見，草擬全球環境教育夥伴資源網頁，

並提出具體行動方案。 

2016 年全球環境教育夥伴計畫執行委員會會議 

會議時間 2016 年 5 月 

會議地點 英國布里斯托市 

參與國家 英國、荷蘭、肯亞、波扎納、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澳洲、紐西蘭、

日本、美國及臺灣，共 11 國 

臺灣與會代表 環保署官員 

張子超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重要結論 為使委員會的名稱更貼近其實際功能，名稱由指導委員會或執行

委員會(executive committee)改為諮詢顧問團(advisory group)。本

次會議重點結論有三：(一)檢視並重新嚴謹界定全球環境教育夥

伴之使命與目標，以利後續推廣及策略規劃；(二)為強化全球環

境教育夥伴網頁，希望參考北美環境教育學會專業發展網頁

(eePro)之架構，共同討論並建立環境教育資源共享中心，提供環

境教育夥伴會員國相關資源，以促進各國間的交流與經驗分享；

及(三)由與會各國於 2016 年 10 月的會議之前完成並提出至少一

項環境教育案例，並研析各項案例及解決方式係為區域性或全球

性，以作為當年 10 月會議的討論內容並後續參考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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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續) 

2016 年全球環境教育夥伴會議暨第 45 屆北美環境教育協會年會 

會議時間 2016 年 10 月 

會議地點 美國威斯康辛州麥迪遜市 

參與國家 加拿大、墨西哥、智利、巴西、英國、荷蘭、丹麥、俄羅斯、波

扎納、烏干達、澳洲、印度、尼泊爾、日本、韓國、印尼、菲律

賓、美國及臺灣，共 19 國 

臺灣與會代表 環保署官員 

張子超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王鴻濬教授(國立東華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重要結論 具體討論全球環境教育夥伴計畫之策略方向、資源共享與可持續

運作。本次會議討論重點有三：(一)訂定「全球環境教育夥伴計

畫」之策略及未來方向，以利後續推廣；(二)藉由強化全球環境教

育夥伴網站提供各國線上訊息，並在北美環境教育協會專業發展

網頁(eePro)之架構中，建立一個與此夥伴計畫連結的環境教育資

源共享中心，提供夥伴會員國相關資源(如各國之環境教育案例研

究等)；(三)尋求如何推展「全球環境教育夥伴」並持續經營發展，

如何強化各參與國之間的合作網絡連結，包含溝通及相互聯繫的

方法、經費來源、執行監督與成果評估等事項。 

2017 年全球環境教育夥伴計畫諮詢顧問團會議 

會議時間 2017 年 5 月 

會議地點 日本大阪市 

參與國家 墨西哥、英國、荷蘭、俄羅斯、波扎納、澳洲、印度、日本、美

國及臺灣，共 10 國 

臺灣與會代表 環保署官員 

王俊秀教授(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暨社會學研究所) 

重要結論 具體討論多項重大議題，包括定義全球環境教育夥伴計畫的成效

以及評估方法、小額贊助的目的與使用策略、達成波多黎各會議

上之行動共識、東南亞區域環境教育網絡之發展與規劃、如何善

用全球環境教育夥伴計畫網站 (http://thegeep.org)的案例、重新思

考全球環境教育夥伴計畫智庫可如何協助環境教育發展等。針對

網站的資料、推廣及運用等作多面向的建議與討論，全球環境教

育夥伴網站平台已有 30 個國家資料，11 個案例分享，並製作推

廣影片介紹。會議決議將陸續進行各國語言翻譯，並以臺灣作為

中文翻譯之頁面及案例研究，以有效傳達並分享全球環境教育夥

伴華語網站之各項資訊。為回應伯利西宣言 40 週年，於本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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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續) 

議中成立 7 大工作小組： 

 資金尋求(Funding) 

 案例研究與各國資料(Case study and country profile) 

 環境教育／永續發展教育／永續發展目標白皮書(White paper 

or thought piece on EE, ESD, EFS) 

 行動號召(Call for action) 

 小額贊助(Small grants review) 

 東南亞／亞太／南亞地區發展 (SE Asia, Asia Pacific, South 

Asia) 

 尋求 GEEP 發展之支援(Building support for the GEEP) 

2017 年全球環境教育夥伴會議 

會議時間 2017 年 10 月 

會議地點 美國華盛頓特區 

參與國家 加拿大、墨西哥、智利、英國、北愛爾蘭、荷蘭、丹麥、俄羅斯、

波扎納、澳洲、紐西蘭、印度、日本、美國及臺灣，共 15 國 

臺灣與會代表 環保署官員 

王鴻濬教授(國立東華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許毅璿教授(真理大學環境教育暨生態保育研究推廣中心) 

重要結論 檢視 GEEP 至今的工作進度，討論接下來的策略方向，包括小額

贊助、研究獎勵金、案例研究、各國資料、白皮書，讓更多人知

道 eePRO、翻譯資料、全球環境教育 30 位 30 歲以下的青年領

袖、政策分析、環境教育如何有效協力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擴

展東南亞環境教育發展策略等問題。今年適逢《伯利西宣言》40

周年，此次會議以全球環境教育夥伴為中心發起行動號召，以「想

像一個世界」為主軸，發起 10 項行動方案，並透過

ActNowForEE.org 讓全球關心未來的人共同參與環境教育。 

 

今年 10 月在美國華盛頓特區舉辦的 GEEP 會議，有兩項值得一提的重點，

一項是關於「全球環境教育 30 位 30 歲以下的青年領袖計畫」(The EE 30 Under 

30 Program)。該計畫係由北美環境教育協會和美國魚類及野生動物管理局(U.S.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 USFWS)於 2016 年合作啟動。2017 年獲得 GEEP 和美

國林務署(US Forest Service, USFS)的支持，跨出北美的範圍，走向全球候選人

的徵求。本計畫主要目的在於鼓勵世界各地 30 歲以下的年輕人，讚揚他們擔負

起領導角色為地球做出的貢獻。這些傑出的青年領導人正參與社區、建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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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利用教育的力量創造改變的機會。今年僅為第二屆，有關獲獎者名單及他們

的故事，請瀏覽 http://www.naaee.org/our-work/programs/ee-30-under-30。令人慶

賀的是，臺灣今年已有青年參與申請，張雅淩為臺灣獲得全球 30 位 30 歲以下

青年領袖的殊榮。 

另一項重點是，GEEP 於今年發起「行動號召」，要求國際環境教育界認知

大家身處同一領域，必須共同展望未來的作法。在我們想像環境教育領域如何

幫助型塑未來時，我們可透過一個有效的互動機制，從國際社會的力量投入到

眾人共識最重要的工作上。行動號召包括十個行動方案，由來自世界各地的

GEEP 領袖所提出的見解。這些行動將成為未來十年環境教育的優先做法，以

加強對環境教育領域的核心訴求，開闢環境教育的新視野。您認為哪個行動最

重要？或者少了哪一項行動？可上網 http://ActNowForEE.org 透過該網站投下

您認為三項最亟需發起的行動，您的意見將決定未來十年的行動實踐。 

這 10 項行動方案包括： 

1. 成為環境教育的提倡者(champio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2. 擴大環境教育的影響力(building a bigger, more inclusive field) 

3. 成為環境教育世界公民(create and empower global citizens) 

4. 建立全球環境教育領導力(building global EE leadership) 

5. 投注研究及評估以提升實踐力(invest in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to 

improve practice) 

6. 連結與合作以尋求改變(connect and collaborate for change) 

7. 以達成保育目標擴展環境教育所扮演的角色(exp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s role in achieving conservation success) 

8. 增加人們接觸環境教育和自然的機會 (provide universal access to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nature) 

9. 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為藍圖強化環境教育的角色 (strengthe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s role in achieving the 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10. 發展全球性環境教育基金(development a global fund for environ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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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全球環境教育夥伴計畫」的啟動要感謝我國外交部及環保署在「國際環

境夥伴計畫」經費上的挹注，以及美國環保署和北美環境教育協會的運籌帷幄。

這四年來已辦理多次會議，除了協助臺灣突破外交困境，讓其他國家看見臺灣

環境的立法、政策、技術、教育等成果外，亦奠定了環境教育國際化的根基，

促使國內專業人士(無論是學術或實務領域)有機會向世界學習。由於初期的會

議多是討論 GEEP 會議大方向的定位和目的，以及如何強化各國專業人士的穩

定參與，所以 GEEP 計畫至今尚未讓國人充份了解和響應。然而，近期會議各

夥伴國參與的專業人士已趨於穩定，並肯定、承諾個人致力於此計畫，可見

GEEP 已有效號召國際社會的持續投注。 

身為環境教育工作者，現在是我們以行動響應聯合國永續發展教育目標的

關鍵時刻，環境教育如何透過正規、非正規及非正式管道擴大教育的力度，以

應對氣候變遷、遏阻生物多樣性喪失、創造可持續發展的城市，以及增強人們

面對更多問題的韌性。環境教育的特性有別於其他環保技術(或工程)的屬性，它

強調百年樹人、持之以恆、落實行動，才能看到改變的成效。是故，在今日我

國成功打開國際環境教育舞台的同時，建議主管機關應邀集更多國內環境教育

專業團體與個人參與 GEEP 會議及交流平台，促使民間與國際接軌，培植國家

環教專業及外交人才，方可提升國內環境教育品質，進而協力政府部門促進臺

灣跨出南向、環太平洋，甚至全球化的國際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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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coming Taiwan's Diplomatic Dilemma via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Strategy: The GEEP 

Yi-Hsuan Hsu 

Profess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Extension Center, Aletheia University & 

Executive Director, Chinese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bstract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artnership (GEEP) is a subproject 

supported by the Taiwan-US bilateral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agreement betw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Taiwan and the U.S. EPA. This article is 

mainly to state the positioning, mission, goals and strategic plans of the GEEP, as well 

as the history of its development since 2014. In October 2017, the 8th GEEP meeting 

in Washington, DC, coincided with the “Tbilisi+40,” was gathered about 30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experts and scholars from 15 countries, with the theme of 

“Imagining a World” to launch a call for action. This advocacy is asking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ommunity to take stock of where we are as a 

field and think ahead to the future through 10 ac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