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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短期交流獎助計畫 

【執行成效表單】 

一、基本資料 

計畫編號 

(免填) 

補助類型 

海外短期研修(1學分以上) 

7天以上之短期文化交流 

競賽或移地訓練 

執行單位 永續發展國際學程 

計畫主持人 黃 0新 分機/Email 5550/chaohsing@mail.cjcu.edu.tw 

填表人 翁 0芸 分機/Email 5551/joise@mail.cjcu.edu.tw 

活動名稱 馬來西亞短期文化交流 

執行期程 2019/11/2-2019/11/8 出國地點 
(國家名稱) 

馬來西亞 

實際補助 

學生人數 
15人 

實際補助 

老師人數 
1 

其中新生人數 

(暫估) 

■106學年入學新生，10 人 

■107學年入學新生，5 人 

108學年入學新生，0人 

配合課程名稱 

(無配合課程者請填寫無) 

無 
課程屬性 

(必選修/學分數) 

(無配合課程者免填) 

必修___學分 

選修___學分 

已申請其他 

來源補助 

(請敘明，若無者請填寫無) 

無 

 

二、計畫說明 

執行重點 

及特色 

一、 計畫內容及特色描述 

聯合國於 2015年提出「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近年來已成為世界各地國際永續發展的共同語言，在全球永續發展進行的同時，

本校因核心理念與珍古德博士相同，於 106學年度起，將十餘年來實施環境保育

及教育累積的教學設計、實踐經驗、與合作場域，結合行動學習、環境生態教育

與流域發展的資源與「國際珍古德教育及保育協會」合作，成立「永續發展國際

學程」，與「國際珍古德根與芽生態教育中心」隸屬本校「環境教育國際實驗學

院」，目標在更積極落實永續環境教育，並以「實踐珍古德根與芽精神，以行動

關懷生態、環境及地方永續發展」、「培養具有國際觀、環境觀、人權觀的世界公

民」及「以行動學習的教育模式連結教育及改善行動」做為教育目標，培養年輕

人使之成為活躍、勇於創新的綠色（環保、永續環境）領袖並走向國際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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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國際學程」自 106學年度起招生，以對致力全球環境保育有興趣

之國際生為招生標的，為本校唯一全數招收外籍學生且提供「全英語授課」之學

系，日常的交流語言即是英文，本計畫擬與「國際珍古德教育及保育協會」所屬

之「馬來西亞根與芽小組」合作辦理環境教育推廣及交流活動。其特色為學程學

生自行設計本次交流內容，於此次國際交流行程前規劃合作內容，透過學程教師

之指導，學生將學習成效（如：永續發展專題討論、青年國際合作實務、方案設

計與評估…等課程）融入本次交流活動中，認識馬來西亞珍古德協會及當地根與

芽小組之發展經驗與運作方式，引導學生規劃國際文化交流及以行動關懷生態、

環境及地方永續發展為主題之活動設計，並藉由本次交流活動檢視本校生態教

育中心之籌劃內容，經由自我檢視與拜訪交流相互切磋之心得貢獻於本校生態

教育中心實際運作之參考，期望有助於未來本校生態教育中心發展成為亞太地

區生態教育之重要基地。 

交流活動規劃如下： 

1. 與馬來西亞根與芽小組(Jane Goodall’s Roots & Shoots, Malaysia)做經驗交流 

根與芽(Roots & Shoots)是國際珍古德協會全力推動、以行動為主軸的國際性環

境教育計畫，鼓勵大家以實際的行動關懷環境、關懷社區以及關懷動物。學程學

生走向國際，尤其能在與本校合作關係密切之「國際珍古德教育及保育協會」的

協助下，本學程學生得於本學校學習環境教育的過程之外，與「馬來西亞根與芽

小組」相互交流，實地觀摩當地根與芽小組運作情形並且與之座談討論與分享根

與芽行動推廣之經驗。 

2. 拜訪與本校友好之獨立中學 

本學程招收世界各地之熱愛自然、渴望改變世界的學生，行程安排與獨中學生分

享學生在本校學習之相關歷程、推廣關懷生態、改善環境及地方永續發展之理

念，期能吸納更多學生參與，於本校教學培育下成為關懷且實踐生態正義的世界

公民。 

執行成果

紀錄 

一、自我評鑑 (滿分 100分) 

■1.計畫正常推展，且預期成效順利達成(自評分數： 99 ) 

□2.計畫正常推展，但未達預期成效(自評分數：     )  

□3.計畫執行未達預期成效，並執行有困難(自評分數：     ) 

*勾選第2、3項者，請於自我檢討及建議說明* 

 

二、成果心得說明 

本次活動在馬來西亞根與芽機構安排下，前往馬來西亞進行為期 7天國際文化與

環境保護交流活動。期望學生與馬來西亞在地青年根與芽行動交流，走向世界，

擴展視野。本次交流以 Taman Tugu-位於馬來西亞市中心、以公共信託方式經營

的森林為場域，進行跨國青年根與芽行動交流。活動內容主要在於讓學生了解該

處從原先要被開發、充滿垃圾的髒亂地區，變成市民運動散步、馬來西亞珍稀樹

種保護和復育的森林場域。並與馬來西亞根與芽小組青年進行交流，分享各自在

進行的根與芽行動所面臨的困難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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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環境教育國際實驗學院與國際珍古德協會合作，在學院除有永續學程之外，

更成立了國際珍古德根與芽生態教育中心。本次的馬來西亞根與芽交流是生態教

育中心邁向成為亞太地區青年生態教育基地的第一個嘗試，也是長榮大學國際化

的另一項成果。透過國際珍古德根與芽協會與國際連結，學生在交流中學習他國

環境行動經驗，也把自身在長榮大學所學的知識與根與芽行動成果，分享給其他

國際青年，連結跨國學生情誼，關注國際環境議題，一起為世界環境努力發聲。 

 

除了與馬來西亞根與芽小組的交流活動以外，此行另一個目的是到當地獨立中學

進行環境教育活動分享會，把長榮大學環境教育經驗帶給馬來西亞中學師生，廣

受當地師生熱烈歡迎與討論。本次交流一共拜訪三所中學，分別是怡保培南中學、

森美蘭振華國民型中學和巴生濱華中學。分享會活動全由永續學程學生安排設

計，內容包括介紹長榮大學與環境教育國際學程以及分享他們在長榮大學所學的

知識與環境教育推動經驗。同學們除了準備了簡報檔介紹生態教育中心建築物、

河川守護、小琉球淨灘、海龜保育、生態方舟、紙磚等各種環境保護與教育方案

外，還設計各種破冰活動避免冷場。 

 

環境教育國際實驗學院的永續發展國際學位學程開辦至今第三年，學生學習的成

果與對長榮大學的向心力越來越強。本次的短期交流的各次報告中，同學積極的

向各校學生介紹本校的各種優勢。透過本次交流，馬來西亞各地中學對長榮大學

的環境教育行動很有興趣，甚至希望預約明年永續學程學生組隊到當地帶領中學

師生進行環境教育工作坊，傳授實作經驗，協助當地組成環保志工隊。透過環境

教育串起長榮大學與馬來西亞中學的情誼。 

 

三、所遇問題 

本次在行前雖透過本校入學服務處向馬來西亞各地獨立中學推廣本次之環境教

育活動，但短期交流行程恰巧是當地高中舉辦 SPM（大馬教育文憑考試）及 STPM

（大馬高等教育文憑考試），因此，僅有四所學校表示希望能了解本校如何藉由

教育推廣環境教育活動。四所當學校當中，有一所學校仍以考試為主而希望本校

仍有下一次的機會到馬來西亞時再做交流。 

 

四、自我檢討及建議 

檢討： 

於下次活動設計時應考慮交流對象之相關期程，例如：與學校端交流時應排除重

大活動（國家考試、校內考試…等）。 

建議： 

教師從指導學生從行前規劃、分組討論、活動內容建議等在交流活動中所扮演

的角色非常關鍵，建議除補助帶隊教師全額機票費以外，亦能補助帶隊教師之

生活費及住宿費補助。 

五、與合作機構之交流現況說明及後續合作評估 

(一) 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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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 104 年與「國際珍古德教育及保育協會中華民國總會」簽訂合

作備忘錄，主在推動根與芽計畫，雙方協力合作內容如下： 

 建置「國際珍古德根與芽生態教育中心」建築（建置中，主體已完工） 

 動物嘉年華（每年 11月辦理） 

 高中根與芽營隊（每年寒暑假辦理） 

 珍古德講座（每學年四場） 

 招生事宜（每年 4、11月） 

(二) 後續合作： 

本學程教育目標在培育關懷且實踐生態正義的世界公民，珍古德博士

曾言：「人人皆能改變世界，即便是新生的幼苗，根只要往下不斷延伸，仍

可形成穩固的基礎；而弱小的芽為了找尋陽光，也能夠破土移石。」學程在

課程規劃上，學生於大四需進行根與芽行動，而「國際珍古德教育及保育

協會」於世界各地設有分會及「根與芽小組」，本次交流以馬來西亞根與芽

小組做為起始點，逐步將本校培育出的種子散播世界各地分會或「根與芽

小組」，並爭取學生成為國際志工，推廣關懷生態、改善環境及地方永續發

展之理念。 

學程師生利用本次交流機會一方面擷取馬來西亞珍古德協會之運作經

驗與活動特色，做為本校生態教育中心經營規劃之參考，同時亦將台灣經

驗及本校環境教育經驗提供馬國根與芽參考。 

六、成果發表資料連結 

https://www.facebook.com/IPSDCJCU/posts/486763788639910 

請檢附活動照片 2張 

 

https://www.facebook.com/IPSDCJCU/posts/486763788639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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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每位學生心得報告請以 PDF檔方式上傳雲端；學生問券請彙整成一份統計表上傳。 

 

三、執行成效說明(經費執行率、量質化指標及 KPI) 

(一) 經費執行率： 

經費執行率 

項目 

(A) (B) (C) (B+C) (B/A*100%) 

計畫核定 

金額 

(A)項實際

執行金額 

使用 

其他經費 

整體計畫實

際執行金額 

計畫核定經

費之執行率 

課程費 300,000 300,000 0 300,000 100% 

機票費 15,000 12,000 0 12,000 80% 

使用其他經費說明 

 

【補充】計畫核定經費之執行率低於 70%者，請於自我檢討表格內說明。 

 

(二) 量質化指標執行成效： 

量化指標 質化指標 

指標項目 達成情形說明 指標項目 達成情形說明 

參與交流人數 300 人 

學生將學習成效融入本次

國際交流活動中，增進對

於永續議題和環境教育的

學習興趣及動機。 

本次交流中，學生在與馬來

西亞根與芽小組及三所華

文獨立中學之交流中，均展

現日常所學之成效，並推廣

永續議題，獨中對於環境教

育如何推廣的議題也相當

感興趣，藉由交流了解本校

如何將環境教育融入學生

學習當中。 

參與學生專業實

務暨學術養成活

動之學生滿意度

達 4.0以上 

 

4.5 

加強學生對於永續議題之

理解，透過工作坊及倡議

活動舉辦形式交相印證。 

成果發表會 1場 

提升學生了解環教學院核

心能力，對於永續環境的

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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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指標 質化指標 

指標項目 達成情形說明 指標項目 達成情形說明 

  學生能整合學習成果並進

行發表。 

 

(三) KPI 達成情形說明： 

KPI項目 達成情形說明 

提升學生自主學習成效 本次針對參與短期交流之成員進行問卷施測結果，

有高達 87%的學生同意本次活動提升其自主學習成

效，會針對短期交流的目的主動進行活動內容設

計。【對應問卷第 B-2 題】 

加強參與活動之成員永續發展議題之

理解、提升學生對於環境、社會永續

之認識 

本次針對參與短期交流之成員進行問卷施測結果，

達 90%的學生表示活動能加強他們對於永續發展議

題的理解。【對應問卷第 C-2題】 

充實生態教育中心運作知能 以 Taman Tugu 由廢地變成市民運動散步、馬來西

亞珍稀樹種保護和復育的森林場域為例，師生在透

過與馬來西亞根與芽小組之經驗分享後，對於學生

透過課程學習、教案設計等，將生態中心發展為一

個環境教育推廣基地有相關之幫助。 

 

 

填表人： 翁 0芸  (分機 XXXX )                                                       

日期： 108年 12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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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補助短期交流學生問卷 

CJCU’s Short term exchange questionnaire 

 

非常感謝您參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活動名稱)，為了瞭解活動實施情形作為未

來規劃之參考，煩請填答下列問卷，再次感謝您的協助與支持！ 

Thank you for participating in the  ____________ (Name of activity) For future reference and activity 

planning, please fill in the following questionnaire, Thank you.    

                                      長榮大學  敬上 

題目 

Subject 

簡述回覆 

Brief comment 

題目 

Subject 

勾選 

Checkbox 

A-1您的參與動機? 

(如：認識跨國文化、拓展國

際觀、增進英文能力、交友

等) 

Your motivation to participate? 

(eg: understanding 

transnational culture, expanding 

international outlook, 

improving English ability, 

making friends, etc.) 

  A-2本次活動是否符合

您原本參與動機? 

Did the activity meet 

your expectations? 

□5非常符合 

□4符合 

□3普通 

□2不符合 

□1非常不符合 

Strongly Agree 

Agree  

Neutral 

Disagree 

strongly disagree 

B-1 本活動在提升您的自主學

習成效上有什麼樣的幫助？

（如：透過同儕合作學習與

討論模式，讓我具備了積極

主動的學習態度） 

How did the activity help 

improve your independent 

learning? (eg through forms of 

cooperation and discussion, it 

gave me a positive and 

proactive learning attitude.  

 B-2本次活動是否提升

了您的自主學習成效 

The activity improved 

my independent 

learning.   

□5非常符合 

□4符合 

□3普通 

□2不符合 

□1非常不符合 

Strongly Agree 

Agree  

Neutral 

Disagree 

strongly disagree 

C-1 您是否了解目前永續議題

和環境教育的推動現況 

Do you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regarding the 

promotion of sustaina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2本次活動有助於您

對於永續議題和環境

教育之推動 

This activity was helpful 

in terms of promoting 

sustaina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5非常符合 

□4符合 

□3普通 

□2不符合 

□1非常不符合 

Strongly Agree 

Agree  

Neutral 

Disagree 

strongly disa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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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本活動有助於提升您對於

環境、社會永續之認識有哪

些 

In what regard did this activity 

improve your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sustainability.  

 D-2本次活動是否提升

了您對於永續議題之

理解 

This activity improved 

your understanding of 

sustainability issues  

□5非常符合 

□4符合 

□3普通 

□2不符合 

□1非常不符合 

Strongly Agree 

Agree  

Neutral 

Disagree 

strongly disagree 

E-1 您參加本次活動所設定的

目標? 

 

What goals did you set up for 

this activity?  

  E-2目標的達成度? 

 

Did you achieve your 

goals? 

□5非常符合 

□4符合 

□3普通 

□2不符合 

□1非常不符合 

Strongly Agree 

Agree  

Neutral 

Disagree 

strongly disagree 

F-1 對於整體活動內容或課程

感想? 

What was your impression 

overall towards the content of 

the activity or course? 

  F-2活動內容或課程的

滿意度? 

 

How satisfied are you 

with the content？ 

□5非常滿意 

□4滿意 

□3普通 

□2不滿意 

□1非常不滿意 

Very satisfied  

satisfied 

neutral  

dissatisfied  

very dissatisfied.  

G-1對於整體參訪行程感想? 

What’s your impression overall 

towards the exchange? 

  G-2參訪行程的滿意

度? 

How satisfied are you 

with the exchange ? 

□5非常滿意 

□4滿意 

□3普通 

□2不滿意 

□1非常不滿意 

Very satisfied  

satisfied 

neutral  

dissatisfied  

very dissatis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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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行前的準備： 

（可分成語言上的準備，心

理的調適…參與活動的行前

準備…等等） 

Preparation before the trip: 

(Can be divided into linguistic 

preparation,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pre-departure 

preparation for participation in 

activities...etc. 

 

  H-2參與本活動感到收

穫良多? 

 

Do you feel satisfied 

with what you have 

learned from 

participating in this 

activity? 

□5非常滿意 

□4滿意 

□3普通 

□2不滿意 

□1非常不滿意 

 

Very satisfied  

satisfied 

neutral  

dissatisfied  

very dissatisfied.  

 

I-1 對未來參與者的建議? 

Suggestions for future 

participants? 

  I-2我願意向他人推薦

本活動? 

Would you recommend 

this activity to others? 

□5非常願意 

□4願意 

□3普通 

□2不願意 

□1非常不願意 

 

Strongly Agree 

Agree  

Neutral 

Disagree 

strongly disagree 

☆學員資本資料，請在最適當的□中打勾（✓）。 

❖所屬學制：1.□大學部 2.□研究所 3.□進修學士 

❖就讀年級：1.□一年級  2.□二年級  3. □三年級  4.□四年級  5.□其他(        ) 

 

-問卷到此結束，謝謝您的填答。- 

  

☆其他具體建議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