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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永續校園環境教育執行成果 
新北市貢寮區貢寮國民小學 108年度環境教育計畫 

壹、 校園環境教育行動計畫： 

一、 依據：99年6月5日頒訂，100年實施之「環境教育法」規定辦理。 

二、 目的： 讓全體教職員工生瞭解人類與大自然的倫理關係，並對環境採取友善的態度

與行為是相當必要的，並讓教職員工生瞭解環境教育的意義，使教職員工生對環境教

育有完整的概念，讓教職員在工作崗位上推行境教育工作，讓學生了解愛護環境的重

要性。 

三、 實施對象：本校全體師生 

四、 期程及方法 

     （一）期程：108年 1月 1日至 108年 12月 31日 

 （二）方法：藉由課程、網路學習、影片欣賞、校外教學、親身體驗等方式，讓教職 

             員工生瞭解、思考並討論當前重要之環保議題，並將之落實生活之中。 

五、 內容概要 

（一）相關課程：於平日課程中融入環境教育議題，讓學童能了解如何在生活中愛護

環境。 

（二）以無時間空間限制的網路學習，讓無去參與上述活動之同仁，自我安排設定學

習課程及時段，符合環境教育時數。 

（三）實踐活動：透過 ICC國際淨灘計畫的行動參與帶入環境教育活動，引導師生思

考海洋廢棄物產生的成因，進而反思生活中如何降低影響海洋污染的行為。 

（四）辦理教師職能研習，包含溼地鳥類研習、原生植物踏查。 

六、 環境教育計畫時程 

序號 主題 實施對象 期程 內容概要 預計人數 進行地點 預期效益 

1 課程

設計 

全體師生 全年 融入課程中進

行環境教育。 

60人 教室及戶外 讓學童愛護環

境，實踐環

保。 

2 有機

蔬菜

體驗 

各年級學

生含附設

幼兒園 

全年 開闢有機小農

場，指導學生

鬆土、播種、

除草及採收。 

70人 小農場 生活中的「碳

足跡」，只要從

一點小改變，

就能減少排放

量。 

3 水梯

田農

作體

驗 

低年級學

生、教師 

4月 體驗過插秧活

動，以及稻米

生產的過程。 

30人 吉林水梯田 讓小朋友瞭解

稻米生產的過

程，並透過有

機栽種的過

程，傳達友善

土地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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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學校基本資料（填報 108年度資料）：  

◎學生人數：34人 ◎108年度綠色學校伙伴網路葉片數：69片 

◎班級數：國小 6班、幼兒園 2班 ◎校地總面積：1.8383公項 

 

4 溪流

教育 

中高年級

學生、教

師 

4月 從溪流教育

中，認識河流

中的昆蟲及鄰

近植物。 

40人 福隆龜壽谷

溪 

讓學童從過程

中更瞭解溪流

知識，並認識

水中昆蟲的特

色。 

5 為地

球做

一件

事 

全校師生 4月 環保小局長宣

導節能減碳及

廚餘回收資源

再利用。’ 

60人 學校與家庭 增進師生環境

素養 

6 護螢

活動 

學生、社

區民眾 

5月 配合夜光天使

活動，由護螢

小天螢火蟲生

態，並帶領學

生前往螢火蟲

棲地觀察。 

50人 學校旁溪畔 讓小朋友及民

眾近距離觀察

螢火蟲生態，

並能傳達友善

土地的概念。 

7 貢寮

區聯

合淨

灘 

貢寮區五

校師生 

9月 五校師生到福

隆海灘拾撿垃

圾，並完成垃

圾分類，降低

海洋汙染。 

300人 福隆海灘 透過校與校之

間的相互聯

繫，一同到鄰

近海岸淨灘，

還給大自然一

個美麗的沙

灘。 

8 本地

植物

生態

踏查 

教職員工 12月 聘請生態觀察

講師為本校教

職員解說植物

生態。 

20人 學校旁草嶺

古道 

增進教師教學

職能。 

9 溼地

鳥類

踏查

研習 

教職員工 11月 認識鄰近的田

寮洋濕地，並

觀賞鳥類的棲

息與生態。 

20人 田寮洋 增進教師教學

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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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校園基本配置圖：(本年度無增修) 

 

肆、教育相關議題已推動成效： 

    一、與課程整合的績效 

        1.本年度提報臺灣綠色學校伙伴以統計表方式呈現: 

日期 標題 葉片數 

108/12/31 草嶺古道健行 2 

108/12/31 節能減碳愛地球 6 

108/12/31 帶幼兒從校園裡的小河~談毛蟹保育 2 

108/12/31 愛的小農場 1 

108/12/31 我是小小觀察家－葉子好好玩 1 

108/12/31 我愛海洋 1 

108/12/31 小小農夫 2 

108/12/30 垃圾分類大作戰 2 

108/12/30 颱風吹毀了菜園 2 

108/12/30 親山近水賞芒趣･草嶺古道樂悠遊 3 

108/12/23 節能減碳救地球 2 

108/12/23 我的好朋友-報紙 2 

108/12/19 登百岳挑戰 2 

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gs2/partner/item.aspx?k=6B62A250AD01D9FBD593316BAC669B72
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gs2/partner/item.aspx?k=4E2067F7AA5AE1A5CF00FDAE921B9F5A
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gs2/partner/item.aspx?k=53EA9736E7E2AE02E114FC0E7F21754E
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gs2/partner/item.aspx?k=42F3B1205058DC8DBACC81D539A3FE8B
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gs2/partner/item.aspx?k=2EEE612DE82EDB20F54CA43D0268483A
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gs2/partner/item.aspx?k=1EC2B99F672417C77B1A563B5113111F
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gs2/partner/item.aspx?k=FE4ED664A0F55956E8C67500CEB66318
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gs2/partner/item.aspx?k=992033D9548B0CDFD0A6C93B82DA68DA
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gs2/partner/item.aspx?k=A5B850DB26B895DB222270B6A8F52766
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gs2/partner/item.aspx?k=ECE2034AC69D5D23D18B3FF1B79D32F5
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gs2/partner/item.aspx?k=BDA80018D8B513DAC0D2A2AA26963DB1
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gs2/partner/item.aspx?k=2D70B2A71BEFB11E5F5D18EF55F799B3
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gs2/partner/item.aspx?k=C2F8EA48E3258F01B057E03709AFAD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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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2/16 廚餘也能變黃金 2 

108/11/21 天然洗淨力--絲瓜絡製作體驗 2 

108/8/27 探索我們的溪流 2 

108/7/1 貢丸小子登百岳 4 

108/6/28 龜壽谷溪踏查 2 

108/6/27 我要不塑 1 

108/6/27 減塑愛地球 2 

108/6/10 貢同來聊寮_貢寮鳥事件 3 

108/6/10 地球不是垃圾桶 2 

108/6/10 不要塑膠，我要地球 2 

108/6/7 海洋垃圾減量從社區河川保育做起 3 

108/6/3 減少家庭垃圾做資源回收 2 

108/5/31 悠遊雙溪河之草嶺古道之旅 2 

108/5/31 悠遊雙溪河之桃源谷之旅 2 

108/5/29 食農教育--貢寮水梯田 3 

108/5/29 舊草嶺隧道環狀自行車活動 2 

108/5/23 五校聯辦草嶺古道健行-淨山敬山無痕山林 1 

108/5/13 減塑大作戰 1 

108/5/8 海洋垃圾再利用---彩繪浮球 1 

108/4/15 友愛環境糾察隊 2 

         

     2.學校特色辦理師生環教增能研習: 

  

▲溼地鳥類欣賞研習 ▲溼地鳥類欣賞研習 

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gs2/partner/item.aspx?k=F4C8D6E59F27EE69EDF34478139B3C73
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gs2/partner/item.aspx?k=1B4464C148AFDBC512A54353F5A91C3E
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gs2/partner/item.aspx?k=0E54F82C0933F4F709D3414B2EF85649
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gs2/partner/item.aspx?k=4C63C18F32359601E5A7B7FD38B14B62
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gs2/partner/item.aspx?k=28D427A3E11677AD9300F6D3BBD11211
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gs2/partner/item.aspx?k=E481B24F3A2AFFEAE31B7A5508D0F668
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gs2/partner/item.aspx?k=2887CEC86CBD054EAC73863A4CCC2945
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gs2/partner/item.aspx?k=FC1D0AA164DD955F90B727042C05228E
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gs2/partner/item.aspx?k=A3F1086A6557A3BA9AB3428C0D9A2EEC
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gs2/partner/item.aspx?k=C68383ACB20AC3185E5420D6F5863F6D
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gs2/partner/item.aspx?k=ED3765C8B9FBD408349E9A05F3CA3E54
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gs2/partner/item.aspx?k=A2F59B0EC9D339D69BA3BE15729AB6E6
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gs2/partner/item.aspx?k=472AE32FAD30C150316EF1B7BD94ADF0
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gs2/partner/item.aspx?k=604CBEFACD7F274B444F4B667B1473ED
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gs2/partner/item.aspx?k=810A6FC46490AE8289847D8ECB92A77C
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gs2/partner/item.aspx?k=070BAAD54F4FF4C8BB2B9AC80A1DA9BD
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gs2/partner/item.aspx?k=EBAEEF77DA023162ECDA473B322FCE56
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gs2/partner/item.aspx?k=DF5954F71DEBE4DDE1128ACE3D9DF57B
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gs2/partner/item.aspx?k=5D7906EDBC929F4294C2B1594A7F3AAE
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gs2/partner/item.aspx?k=D0F3095D2817F53394FC16323C3A36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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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植物踏查研習 ▲原生植物踏查研習 

 

     3.戶外教育、多元教學活動及社區服務融入永續發展觀念: 

  

▲小農場有機蔬菜種植 ▲小農場有機蔬菜種植 

  

▲水梯田種稻體驗 ▲水梯田種稻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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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壽谷溪流教育 ▲龜壽谷溪流教育 

  

▲草嶺古道健行 ▲草嶺古道健行 

  

▲聯合淨灘活動 ▲聯合淨灘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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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改善校園與社區環境的績效 

            呈現本校 108年度校園硬體合乎永續校園環境管理、經營實例，例如:雨水收  

        集或再生水利用、自然淨化水循環處理、再生能源應用、節約能源設計改善、多層 

        次綠化植栽、室內環境改善、落葉與廚餘堆肥等與校園環境相關績效說明。 

         1.雨水回收系統，將雨水回收再利用。 

         2.落葉堆肥集中，作為昆蟲培育生態區。 

         3.飲水機節電裝置設定晚間節電功能，停用冰水壓縮機。 

         4.教室燈管改善，將校內傳統燈管做汰換，裝置Ｔ5燈管以節能用電。 

         5.廚餘堆肥廚餘堆肥。 

         6.在班級教室內設置教室電錶，讓師生瞭解用電量。 

         7.利用閒置校地，開闢小農場。 

         8.全校師生進行家鄉海濱淨灘活動。全校師生進行家鄉海濱淨灘活動。 

         9.設置魚菜共生系統，指導學生栽種蔬菜和飼養魚。 

         10.種植多樣本土植物。 

         11.有機網室，提供師生更完善的蔬菜種值的場域，不因天候而受影響。 

  

  

▲雨水回收系統 ▲落葉堆肥集中區 

  

▲夜間飲水機節電功能 ▲教室電錶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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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餘堆肥 ▲燈管汰換 

  

▲本土原生植物種植 ▲聯合淨灘活動 

  

▲魚菜共生系統 ▲網室小農場的運用 

 

伍、是否有意願後續參與「校園環境教育執行成果」簡報初評？是□/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