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依據

桃園市八德區茄苓國民小學 106 年度

環境教育實施計畫

（一） 99 年 6 月 5 日總統府公告華總一義字第 09900137311 號「
環境教育法」第 19 條。

（二）本校年度校務工作計畫。

二、目標

（一）加強環境教育，增進全校教職員生的環境知識，促使建立積

極正向的環境價值觀與態度，能提升其環境責任感，使其具

有環境行動，終能成為具有環境素養的公民。

（二）落實推動校園生活環保工作，湊成節約能源、惜福、愛物及

減廢之生活方式。

（三）美化綠化校園環境，提供戶外教學所需，並能達到陶冶教職

員生性情，具有情境教育功能。

（四）改善校園自然環境，結合周聞生態，營造親和性生物棲地環

境，讓校園成為生態探索的樂園。

（五）積極推動環保教育、回收、綠色消費、節能減石炭等環境教育

活動計畫，並結合社區資源，將環境保護的觀念，落實在學

生的日常生活中。

（六）輔導學生重視環境保護，將環保成為生活的一部份，期能人

人做環保、時時做環保、處處做環保，成為環係小尖兵，以

影響家庭及社區。

（七）設計學校本位的環境教育課程，融入各科教學。

三、學校背景

（一）本校為典型的都會型老舊學校，校令員在老舊但設備堪稱新穎

。學校班級教多，校園建築佔校地面比例大，校園綠地及透水

面積相對較小，發展生態教學園區較為困難。

（二）學校水電支出龐大，節能設施和噪音、光線、溫熱環境的改

善空尚大。

（三）本校師資陣容堅強，教師年輕，有活力。校內常有白發性課

程教學研究成果，學校近年來持續推展永續發展與環境教育課
程，需要整體性的規劃與推廣，並鼓勵教師白發性的研究與教

學。

（四）本校一向重視技圾分類、資源、回收工作，強調環境清潔，對



於校園植裁也很重視。本校環境教育的目標在於「生態循環」、

「基地永續」的主題性改造，建立教師具有永績教育觀念的學

習型組織。

四、實施原則

（一）教育原則：將整潔融入生活教育及各科隨機教學，建立正確

認知，進而化為行動，成為良好的生活習慣。

（二）經濟原則：發揮經費效益，以最少的經費、最多的行動來改
善環境，做好生活及校園環境整潔。

（三）生活化原則：垮養學生養成整潔習慣，使愛整潔成為生活習

慣，自然而然的行為，以確保生活環境之衛生。

（四）共同參與原則：教師、學生、家長及社區全面動員，共同參

與，促使學校、家庭及社區環境全面整潔。

（五）落實績效原則：著重認知與行為，強化知行合一，達到不污

染校園，並能維護校囡周遭及社區整潔，建構美麗整潔優雅

的學圈。

五、實施對象

本校全體師生、職員工、家長、志工與社區人士等。

六、計畫時程： 106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

七、永績校囡與環境教育推行委員會組織及任務分工

職務 姓名 單位職稱 工作項目

召集人 黃f章明 校 長 統籌環境教育工作事宜。

研擬環境教育工作計畫。

研究策釘，督導計畫執行，並協

執行秘書 港怡然 言11 導主任
助行政工作協調。

負責督導處室行政人員（含護理

師）、級任導師完成環境教育時

數。

課 環境教育校本課程規劃。

程 推動環境教育教學及規劃相關

教 組
劉寶富 教務主任

學藝競賽活動。

學 長 負責督導處室行政人員、代現代

組 課教師、鐘點教師完成環境教育

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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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進修研習活動。

委
環境教育教學活動及成效評估。

謀 巫雅琪 教學組長 協助辦理環境教育相關藝文競
員

程 賽。

教 學校諜發會成員之協調聯繫。

學
委

建立永續校園與環境教育網站。

組 林瑞音色 資訊組長 協助永續校園與環境教育網頁
員

製作及維護。

委
各學年主任 學年主任

環境教育及融入課程教學活動

員 之執行。

＃且
負責督導處室行政人員、特教教

禁明山 輔導主任 師、特教助理員完成環境教育時
長

數。

執
負責環境教育計畫的推動、人員

溝通、獎勵及學生環境教育活動
4’T - 委

陳燕華 衛生組長 之推展。
j在 員

校園環境衛生工作。
廣

資源、回收與再利用。
組

委 地震防震防災演練。
林蓮珠 生教組長

員 各項防災應變宣導活動。

委
各學年主任 學年主任

環境教育校本課程及教案設計。

員 環境教育參訪活動之執行。

校園建築與硬體環境設備改善。

組
校園生態環境營造及整體規劃。

張振松 總務主任 負責督導處室行政人員（含幹
環 長

事、警衛、工友、特教車司機）
境

完成環境教育時數。
管

負責校園環境之維護，硬體設施
理

之管理。
組 委

陳聰敏 事務組長 校園綠化美化工作。
員

負責督導警衛、工友等之環境教

育工作。

＃土 委
結合村里、社區資源協助椎動王震

王景辛基 家長會長 境教育工作。
區 員

聯繫學校與中土區環保資源。
資

結合志工服務協助椎動環境教
i,!l\、 委

洪國政 志工隊長 育工作。
4且 員

提供人力與物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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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以上成員如有其動，以職稱為主，持續推動計畫進行。

八、實施項目與工作要點

實施項目 工作要點 執行單位 期程

1. 成立「永續校園與環境教育

推行委員會y 負責環教工作 校長 每年一月
一、建立環教組織及工作 的主見劃與推展。

計畫
2. 擬訂符合學校特色之環境教

白11 導處 每年一月
育實施計畫。

1. 利用兒童朝會、教師集會時

間，宣導環境教育觀念，指 盲11 導處 經常實施

導實際做法。

2. 將環境教育教材內容融入各
教務處 經常實施

相關學科。

3. 設置學校環境教育專網。
計︱導處

資訊組

4. 向關「環境教育專欄y 展示

環保海報，宣導資料或活動 告11 導處 經常實施

照片。

二、加強環境教育宣導及 5. 配合學校周邊社區資源，辦
吉11 導處

各學年每

教學 理各學年環境教育校外教學 年至少辨
各學年

或參訪活動。 理 1 次

6. 舉辦專題講座，向學生家長
每學期

及社區氏 J:fi- 宣導環保觀念、 盲11 導處
1~2 次

知識與做法。

7. 鼓勵教師參加校外環境教育 白11 導處

教案設計競賽。 教務處

8. 辦理海洋教育宣導活動。
每學年 1

次

9. 辦理環境教育相關影片欣
訓導處

每學期

賞。 l～2 場

1. 辦理教師環境教育知能研
吉11 導處

每學期

三、辦理環境教育研習及 習。 1～2 場

各項競賽 2. 成立教師環境教育學習中土
當11 導處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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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垮盲，，學生參加環境教育知識
盲，，導處

每學年 1
擂台賽。 次

4. 舉辦環保教育有獎徵答比
訓導處

每學年 1

賽。 次

5. 能源、教育學藝競賽。
訓導處 每學年 1

教務處 次

6. 辦理節能刮刮樂宣導活動。 盲，，導處
每學年 1

次

1. 參考綠建築觀念，營造校園

設施、場所多樣性的之生態 總務處

環境。

四、強化校園環境綠化美
2. 廁所綠化、美化、淨化、文 言，，導，處

經常實施
4匕。 總務處

化淨化文化
3. 鼓勵學生愛護花木，並加以

總務處 級任導師
照顧。

是．加強校舍綠化美化，強調「環
總務處

境整潔、自然就是美」。

1. 清除水溝、瓶罐務水、噴灑 必要時請

殺蟲劑、撲滅病媒紋、防範 總務處 衛生所協

「登革熱」等各項傳染病。 'JJ}J 

五、加強環境掉了生，維護
2. 定期取樣學校飲用水體送檢

化驗，並委由專人或維修商 總務處
師生健康

依約定期維護管理。

3. 推展望遠凝視及健康操活
f建康中心

動、加強口腔衛生，做好餐 各班級
白11 導處

後﹔第牙。

1. 宣導協助做好垃圾分類，成
每週二、五

立環保小志工協助資源、回收
言11 導處 實施資源

工作，實際指導、示範如何
回收

垃圾減量。
六、推動組圾分類、垃圾

2. 班級編排位日生，負責各班
減暈、資源、回收 告11 導處

級地圾分類、資源回收工 每日實施
級任導的

作，形成緊密的回收網。

3. 做好校內環保工作、協助學
盲11 導處 每日實施

社區推動資源回 iJt工作。

七、推動校園環境規劃及 1. 規畫1生態校圍及設計學習步
教務處

融入各班
盲11 導處

保護工作 i蓮、學習單並設計相關活動。 各科教學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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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班級定時、定點打掃校園
會IJ 導處 各班級

環境。

3. 辦理校內垃圾分類、減量、
訓導處 各班級

資源、回收環保比賽。

4. 官導節約能源，養成節儉美

德，愛惜公物，節約用水、
總務處 各班級

用電。指導正確節約用水、

用電方法。

1. 與資源、回收廠商簽約合作，
白！︱導處

做好資源、回收工作。

2. 結合學區里辦公室環保志工
白IJ 導處

畢業班隊、愛心義工、畢業班學生
輔導室

共同清掃社區，愛護環境。
八、結合中土教機構或社區

3. 配合市府推廣「地圾資源、四
白IJ 導處椎動環境教育

收」等相關環保政策。

4. 邀請社教因體利用新生家長 教務處

座談會、班親會、家長會、 白IJ 導處

親職教育日等活動，宣導環 總務處

境教育正確觀念。 輔導室

九、預期效益

1. 全校教職員生均能符合環境教育法中所規定之學習標準’並能

逐漸了解環境教育的真義與相關知識，立的包落實到日常生活

中。

2. 落實環境教育，維護校園環境，消除髒亂，垃圾減量，做好資

源、回收，達成垃圾變黃金的目標。

3. 運用創新教學，將環境保育概念融入各科教材、教學，增進學
生對環境覺知、技能、行動及價值觀。

4. 培養學生愛護校園，進而愛護社區，愛護大自然的一切生態與

事物，共創永續發展、安全舒適的校園及生活環境。

十、經費來源、
1. 申請環保局環境教育基金、教育局或其他相關經費輔助。

2. 學校編列相關經費或相關收入、捐贈等來源。

十一、執行與考核
1. 依據學校特性與資源、訂定本校推展項目，逐項逐年持續推展。

2. 環境教育是經常性、持續性、全面性的工作，全校師生建立共

同意識，共同推晨，立的會展至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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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永績校園與環境教育推動小組組成環境教育考核委員會，定

期或不定期考核執行成效，並根據考核結果，改進缺失，持續

改善。

4. 重視鼓勵與輔導，績效良好者，公開表揚 。

十二、本計畫經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

教務主4哇！司在劉寶富！ .---,.---

承辦人的潘怡然l 總務主任＂ ＂~~101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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