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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校園環境教育行動計畫：  

(一)計畫目標：(說明：本年度增修部分請以紅色區分) 
1. 環境保護議題融入教學，環保應從小地方做起。 
2. 利用學生校外教學，進行環境教育學習。 

2. 邀請環境教育專家在寒暑假備課日辦理教職員工研習。 

3. 落實食農教育。 

4. 減塑園遊會。 
 

(二)預期效益： 

1. 學生能分類資源回收，並減少使用保特瓶及塑膠製品。 

2. 教師能掌握世界環保趨勢，在課堂與學生分享。 

3. 教師能吸收更多環境保護的新知識。 

4. 以食農教育概念並運用綠屋頂為種植空間，融入生活、綜合與健康教育課。 
5. 希望此次的「減塑園遊會」可以大量減少塑膠的使用，在享受園遊會美食的同 

時，多使用環保餐具，為垃圾減量盡一份心力。為鼓勵大家多使用環保餐具，以

及多了解生活中塑膠垃圾的議題。 

 

二、學校基本資料（填報 110 年度資料）：  

說明： 

學生人數：584 109 年度綠色學校伙伴網路葉片數： 

班級數：24 校地總面積：：16676 平方公尺 

 

三、校園基本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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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環境教育相關議題已推動成效： 

(一)與課程整合的績效(110 年 1 月 1 日-110 年 12 月 31 日) 

1. 本年度提報臺灣綠色學校伙伴以統計表方式呈現： 

 

日期 文章標題 葉片數 澆水器 

2021-10-22 新北市立文山國中創校七十五週年校慶減塑園遊會 2 0 

2021-10-22 75年校慶週七年級學生社區服務學習 2 0 

2021-11-05 110年九年級畢業生校外教學參訪溪頭自然教育園區 10 1 

2021-12-03 [食農桌遊-小農人生]師培計畫 2 0 

   0 

總 計 16  

 

2.結合學校特色辦理師生環教增能研習，如節約能資源、綠色消費、生態相關、

環保相關、風土與人文文化保存類之軟硬體之實質作為。 

3.戶外教育、多元教學活動及社區服務融入永續發展觀念。 

(二)改善校園與社區環境的績效 

1.校園環境管理成效：建議呈現貴校本年度校園合乎永續校園環境管理、經營實例

或參酌永續校園輔導訪視後改善或經營部份，例如：可食地景、魚菜共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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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水

鋪面、親和性圍籬、多層次綠化植栽、健康建材與素材、室內環境改善、落葉與廚

餘堆肥、生態水池改善……。 

2.親師生合作成效：家庭節能減碳、透過親師座談交流環境議題。 

3.與社區合作成效：結合社區資源發展特色並組織志工共同推動環境教育議題。 

 

 

 

 

 

 

 

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gs2/partner/item.aspx?k=5BF482AA4B3598FF18976D413ECCAD36
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gs2/partner/item.aspx?k=76A4D166C91BEEDBA8DF001EF73BEA39
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gs2/partner/item.aspx?k=6B0A277A8980E0838776EC8949DAC949
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gs2/partner/item.aspx?k=D1931EC701AC95E8D5E6C4E4817471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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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農桌遊-小農人生]師培計畫 

發表日期：2021-12-03 

發表人： liao 

 

農村生態 

• 環境議題：農村生態 

• 執行方法：實體遊戲 

• 教育階段：國民中學 

• 學習議題：永續發展 

• 議題實質內涵：J34 理解糧食與營養的永續議題，包括:地方與全球的公平 

• 策劃/執行人：學務處衛生組 

• 動機：其他 

• 目標範圍：全校性 

• 難易度：普通 

• 實施期間：110/12/01 

• 參與人數：40 

目標： 

1.為有效推廣食農教育教學，用體驗與遊玩的方式，增能學校教師能力。 

2.期待能藉由師資培訓將桌遊用於相關食農教育課程教學，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進行方式： 

1.聘請新北市有機運銷合作社專業人員進行食農教育推行方式之介紹及說明本次桌遊可使用於那些相關課

程內容。 

2.進行食農教育桌遊示範說明，並請教師們分組進行桌遊教學之模擬練習。 

3.最後進行綜合座談，討論使用食農桌遊之疑問及講師解答。 

成果描述： 

1.本校教職員工是第一次看到食農教育的桌遊活動，所以大部分都覺得新奇有趣，在老師的解說下都能認

真聽講。  

2.老師們都主動積極分組練習使用食農桌遊遊戲，大家都玩得很投入。 

3.綜合座談教師提出桌遊可修正建議，例如[收購牌]及[氣候牌]可在卡片封面上標示名稱，方便使用；卡紙

可以上膠膜，以提高耐用度；紀錄紙可以覆背膠膜，用白板筆撰寫，以免紙張浪費。並請講師能提供購置

桌遊之廠商，方便學校購置桌遊使用。 

實施心得： 

1.此次教師研習的行程規畫，是配合新北市有機運銷合作社辦理，本來就期待給相關科目教師及今年 8 月

入職的教職員工的環境教育研習，老師參與度尚可。 

2.因應疫情教學，食農教育無法參觀農場或實地農地作業時，可讓學生拓過桌遊了解小農工作的體驗。 

學習者心得： 

廖老師：食農桌遊確實好玩，藉機可以了解甘藍菜、茶葉、咖啡樹、稻米的種植過程，配合天氣及四季變

化，內容豐富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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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老師：食農桌遊確實好玩，可增加學生知識，但操作有點複雜，在教室實施需要多點說明。 

補充： 

因依規定教職員工每人每年要 4 小時環境教育活動，專門辦理給今年 8 月入職的教職員工的環境教育研

習，但其他老師參與人數不多，可能是事先宣傳度不足所致。下次要辦理前要注意研習前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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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九年級畢業生校外教學參訪溪頭自然教育園區 

發表日期：2021-11-05 

發表人： liao 

 

森林荒野草原 

• 環境議題：森林荒野草原 

• 執行方法：戶外教學/解說 

• 教育階段：國民中學 

• 學習議題：環境倫理 

• 議題實質內涵：J29 認知生態的價值與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 

• 策劃/執行人：學務處訓育組李佳盈 

• 動機：其他 

• 目標範圍：年級性 

• 難易度：普通 

• 實施期間：110/10/27 

• 參與人數：168 

目標： 

(一)為增廣學生校外見聞，加強校外教學效果，倡導健康的休閒生活。 

(二) 期待能藉由九年級學生的三天兩夜校外教學之行，第三天的溪頭自然教育園區，一覽溪頭園區豐富的

自然生態環境。 

(三)藉由每班領隊的帶領與解說辨識山地森林常見的動植物，能指出其特徵。並透過親身體驗來感受園區

內各種不同步道的特色，透過步道的行走，盡覽溪頭優美的環境。 

進行方式： 

1.校內先做行前說明，讓學生了解此次校外活動應注意事項及預期目標。  

2.校外教學第二天下午在遊覽車上利用電視進行第三天溪頭自然教育園區內的景觀地點，及動植物解說與

認識。  

3.活動參觀流程包括，上午 8:00 明山飯店門口集合→園區入口→沿溪步道→竹廬→神木區→空中走廊→大

草原區→大學池→出園區回到飯店。 

成果描述： 

1.大多數學生都是第一次到溪頭自然教育園區，所以大部分都覺得新奇有趣，在領隊的解說下都能認真聽

講。  

2.解說後，學生也都主動積極尋找學習單的答案，能引起學習熱情。 

3.此次活動沿途有緩上坡的階梯或步道，行走時間共約 2 個半小時，學生均能繼續堅持到最後，相信能給

學生留下深刻印象。 

實施心得： 

1.此次校外教學的行程規畫，是本校九年級學生的畢業旅行，本來就期待學生能有學習及收穫，因此特別

準備學習單及解說，國中生體力普遍良好，行走一圈下來，學生都有做運動的感覺。 

2.期待透過親身體驗與經歷,讓學生對於自然生態保育有多一份感動及覺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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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心得： 

1.溪頭確實好玩又好看，空氣清新且風景好，但是畢旅第三天行程，走得有點久，前兩天太興奮沒睡好，

感覺有點累！  

2.學習單寫起來有點麻煩，可是確實增加點知識，咬人貓葉子竟然可以做麵包。 

補充： 

因行程安排將溪頭自然教育園區放在第三天活動, 第二天晚上入住溪頭明山飯店時,有特別透過領隊及導師

宣導要學生早睡, 以免第三天上溪頭自然教育園區走路時,會走不動, 並和旅行社確認解說行程,約 20-30 分

鐘要停一下, 結果學生雖有些小狀況,但都順利走完預定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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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年校慶週七年級學生社區服務學習 

發表日期：2021-10-22 

發表人： liao 

 

認識社區 

• 環境議題：認識社區 

• 執行方法：學習服務 

• 教育階段：國民中學 

• 學習議題：環境倫理 

• 議題實質內涵：J31 認識大自然的淨化能力及環境承載。理解人類良好生活環境的權利，維護環境

權。 

• 策劃/執行人：學務處訓育組 

• 動機：無 

• 目標範圍：年級性 

• 難易度：普通 

• 實施期間：110/3/18 及 110/4/1 

• 參與人數：202 

目標： 

一、 增加學生關心自己、關懷生活環境及參與公共事務的意願與熱忱。 

二、 提供學生回饋學校、鄉里、社區及社會之機會。 

三、 以服務學習為核心，結合健康促進精神，實際走訪社區，培養愛家愛鄉情懷。 

進行方式： 

@事前籌備 

1.由學務處人員先行就平時校外巡邏的路線先行規劃社區清潔活動路線 

2.路線初步完成後, 詢問里長路線建議及並考量學生清潔時安全問題, 修正路線 

3.修正完路線後, 和七年級導師討論各班適合的路線及清潔社區相關使用器具及回收執行細節後定案 

4.實施計畫前三天, 學務處領隊人員進行路線試走, 確認所有路線的交通安全問題  

 

@活動計畫 

一、 當日服務班級於 14:05 前至集合場集合完畢，由行政人員帶至所選路線，進行社區服務學習，預計返

校時間為 14:40 分。 

二、 服務學習路線及班級如下: 

路線一(701、703): 

     文中路→左轉至北宜路(里長家前商家)→文山國中車庫前→文山國中後門→北宜路 105 巷→橋下小公

園→能仁路→文中路→文山國中 

路線二(702、704): 

      文中路→郵局→中興路一段→能仁橋下→廣明停車場→文中路→文山國中 

路線三(705、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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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中路→過馬路至對面 7-11→北宜路人行道→新店國小→渡船頭→碧潭→碧潭吊橋下→新店路→文

中路→文山國中 

路線四(706、708): 

     文中路→過馬路至對面 7-11→右轉至鵲橋→瑠公圳紀念碑→萬善同歸墓→瑠公圳→萬善同歸墓→瑠公

圳紀念碑→鵲橋→文中路→文山國中 

三、 服務學習班級分配如下: 

第一梯次:701、702、705、706 班(110/03/18) 

第二梯次:703、704、707、708 班(110/04/01) 

成果描述： 

1.每個班級協助清潔社區四條路線, 都很仔細沿路撿拾垃圾及回收物, 再回學校做分類收集工作, 每班都成

果良好, 兩次共用掉 6 個 75 公升專用垃圾袋 

2.學生對學校周邊社區狀態的了解更加透徹, 增進學生愛護社區環境的良好心態 

3.整個清潔過程中, 學生都很高興, 很努力清潔社區環境 

實施心得： 

1.學生很高興利用文中生活圈課程(彈性課程)辦理這樣的活動, 好像是去郊遊活動 

2.事先規劃花比較多時間, 多次開會, 雖然有點煩, 但事後成果良好, 學生平安完成服務學習工作, 並建立

學校和社區的關係更良好 

學習者心得： 

學生資料整理 

1.702 班-平常都沒注意到學校周圍有這麼多垃圾可撿, 以後一定不會亂丟垃圾 

2.706 班-以前就聽過瑠公圳, 今天才知道瑠公圳紀念碑,萬善同歸墓等地點的位置, 對社區碧潭風景點有更

多認識 

補充： 

1.當初規劃社區清潔服務,只是想提供學生一個拿到服務學習的機會, 沒想到會是讓自己有機會去認識學校

周遭的碧潭風景區景點 

2.其實利用上課時間讓學生出去清潔社區環境, 一開始是有點受到導師反彈的, 考慮的就是安全問題, 但在

路線規畫完整後, 反對聲音就減少了, 可見事前的規劃及說明對活動安排真的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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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文山國中創校七十五週年校慶減塑園遊會 

發表日期：2021-10-22 

發表人： liao 

 

綠色生活 

• 環境議題：綠色生活 

• 執行方法：慶典/儀式 

• 教育階段：國民中學 

• 學習議題：環境倫理 

• 議題實質內涵：J31 認識大自然的淨化能力及環境承載。理解人類良好生活環境的權利，維護環境

權。 

• 策劃/執行人：學務處主任林育慈 

• 動機：無 

• 目標範圍：全校性 

• 難易度：普通 

• 實施期間：2021/04/10 

• 參與人數：785 

目標： 

為減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增進大家自備環保餐具的意願，75 週年園遊會特以「減塑」為主題，避免一

般園遊會所產生大量的垃圾，讓大家除了享受園遊會美食的同時，也能為地球垃圾減量盡一份心力。 

進行方式： 

一、減塑園遊會朝會宣導：由表演藝術課老師指導四位學生編寫劇本及拍攝減塑宣導影片於朝會時播放, 

學務主任宣導減塑園遊會規定及評分標準 

二、園遊會攤位設置規定： 

(一)每一攤位所使用課桌椅由班級自備，若需用電請先提出申請，並自備延長線。各攤位勿使用電磁爐，

如使用瓦斯及爐火須注意安全。 

(二)為推廣環保概念，本次園遊會禁用塑膠容器餐具（請同學及教職員工自備餐具）。來賓有提供陶瓷杯

租用。 

(三)隨時注意環境清潔，活動結束後，各班須將場地復原及打掃乾淨，垃圾袋由各班自備，做好善後工作

經衛生組檢查並通過。 

 

三、園遊會攤位評分辦法： 

(一)環保精神 40%:各攤位提供自備餐具減價優惠，減少用一次性餐具用品，例如竹籤、竹筷、紙類餐盒

等。 

(二)攤位設計 20%:攤位布置、海報設計內容，價格標示明確且有環保意識。 

(三)團隊秩序 20%:學生參與度、攤位秩序及團隊精神。 

(四)環境整潔 20%:確實保持攤位內外之清潔、園遊會結束後環境復原之整潔。 

四、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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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園遊會時間為 10:00-13:00。13:00-13:30 環境清潔。 

(二)11:30-13:30 進行垃圾及回收物回收；回收地點在敬業樓一樓回收場入口旁。 

(三)本次園遊會交易方式為現金。 

(四)攤位佈置：桌子(學生課桌椅)由各班自行規劃。 

(五)各攤位販賣地點僅限於各班級內外，禁止到其他地點擺設及販售。 

(六)教室攤位用電規範:食物烹煮請儘量採不插電方式進行，可使用如瓦斯爐等器具烹飪，惟須注意用火安

全，若有燙傷應立即以清水沖洗並速送健康中心。 

(七)基於防疫規定，請進校校園協助班級園遊會攤位或參加活動的家長，請全程戴口罩，並勤洗手，自備

酒精消毒。 

成果描述： 

1.當天各班均遵守規定禁用塑膠容器餐具, 教職員學生及來賓家長大多自備餐具, 當天回收物的塑膠類物

品數量很少, 塑膠品來源均為各班之採購大瓶塑膠罐裝飲料, 數量為平常日回收塑膠類少很多 

2.因在各班教室辦理園遊會, 不必租用帳篷, 降低經費使用 

3.因在各班教室辦理, 場地較寬闊, 符合防疫規定 

實施心得： 

1.事先的影片宣導及規則說明使減塑活動順利進行 

2.因有班級競賽評分, 並有老師巡查, 減速效果很好 

3.部分班級有採用自備餐具及杯子有減價措施 

4.但紙杯的使用增加, 雖有提供陶瓷杯租用, 租用家長及來賓人數不多 

5.要全面減少回收物的數量, 不太容易做到 

學習者心得： 

學生資料整理 

1.雖然禁用塑膠容器, 但是大賣場採購的瓶裝飲料或罐裝物品大多用塑膠瓶, 因此園遊會回收物仍有塑膠

物回收 

2.園遊會禁用塑膠物品, 可以減少回收量, 飲料改用紙杯裝, 好像也增加紙類回收量 

補充： 

1.陶瓷杯的租用可能宣導不足, 或擺放地點不佳, 租用極少(15 人次), 要再加強宣導 

2.為方便班級攤位販售飲料及食品, 導致紙杯紙餐具大量使用, 未達回收減量的目的, 要再想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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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