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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桃園桃園桃園市市市市同安國民小學同安國民小學同安國民小學同安國民小學 104 學年度永續校園與環境教育學年度永續校園與環境教育學年度永續校園與環境教育學年度永續校園與環境教育 

計畫書計畫書計畫書計畫書 公布及施行日期:104 年 9 月 2 日(校務會議會後) 
一一一一、、、、計計計計畫畫畫畫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目前本校正朝向綠色永續校園的執行指標努力，並重視環境教育的實

施，永續校園包含項目在硬體方面含括「生態環境營造與維護」以及「永

續建築」兩大項目，從瞭解自身校園地域、文化、歷史與生態等特色，從

而創造出完全不同且多樣的校園環境，朝向本校願景努力實踐。 

永續校園在軟體面，除建立省能、省資源、健康、舒適的校園建築及

生態環保回收利用之校園環境外，配合九年一貫課程實行，對應校園環境

改造，創造出本校教學特色的教學教材，為本校推行永續校園計畫最主要

的目的，為永續教育播下種子。 

二二二二、、、、依據依據依據依據 

（一）教育部永續學校工作指引評鑑要點。 

（二）本校 104 學年度永續學校及環境教育實施計畫。 

三三三三、、、、計畫目的計畫目的計畫目的計畫目的 

(一) 落實推動校園生活環保工作，養成節約能源、惜福、愛物及減廢  

     之生活方式。 

(二）結合家長及社區資源，發展符合當地特色之永續學校。 

(三）加強學校進行環境教學，培養具有環境素養的公民，提升環境 

    責任感。 

(四）促進學生對環境與永續發展之理念，建立積極正面的價值觀與態

度，產生環保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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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計畫內容計畫內容計畫內容計畫內容 

本計畫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成立學校永續校園暨環境教育委員

會，並組成永續校園工作小組，依據學校的環境、資源及學校教職員工生

對於永續概念和實施的能力，進行評估，進而確立學校成員共同認定的目

標及永續議題的優先順序。第二階段則依據所訂定之目標及議題，發展有

效的策略及計畫，並提供充分的環境支持與服務，增進全校教職員工生產

生保護環境的永續行為，建立永續的的生活型態，進而打造永續的生活環

境和校園。 

同安國小實施永續校園及環境教育的計畫內容如下： 

議題 實施方案 具體工作策略（計畫內容與實施方式） 辦理時間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1.擬定 104 年永續校園計畫書 10408 訓導主任 衛生組 

2.組織永續校園工作小組 10408 訓導主任 衛生組 

3.召開學校永續校園委員會會議 10409 校長 訓導主任 

4.組織考評小組並訂定考評辦法 10501 訓導主任 衛生組 

一
、
學

校
的

永
續

校
園

政
策

 

依學校整體發展規

劃優質健康的校園 

5.彙整本計畫成果報告資料 10504 衛生組 訓導主任 

6.訂定環境教育融入各領域實施計畫 10409 教務主任 訓導主任 

7.舉辦教師永續環境教育週三研習 10503 衛生組 訓導主任 

8.鼓勵教師參加永續環境教育創新教學

各項競賽  
10409 教務主任 訓導主任 

9.舉辦學生環境教育講習活動課程 10411 衛生組 訓導主任 

1.永續教育融入   

  領域課程，實施 

  環境教育宣   

  導，強化師生維 

  護永續環境的 

  知能 

 10.辦理永續藝文比賽 10503 教學組 衛生組 

11.舉辦體驗生態環境校外教學 依學校行

事曆規劃 
訓育組 全體老師 2.增強環境體驗  

   教育及保護環  

   境意識 
12.規劃環境教育和生態教學融入各領 

域 

依課程規

劃 
教務主任 訓導主任 

二
、

環
境

教
育

課
程

與
教

學
活

動
 

3.辦理生物防治 

  法的教育宣導維 

  護友善校園環 

  境 

13.進行生物防治法宣導 

10409 衛生組 訓導主任 

1.辦理親師生環 

  境教育宣導 

14.配合親職教育日及班親會宣導當前

地球暖化的危機和保護環境的重要

性 

10409 

10503 
衛生組 班級導師 

2.提供親師生環 

  境教育相關諮 

  詢管道  

15.設置「永續校園及環境教育網頁」：

建立各議題相關資訊，提供師生、

家長及社區民眾查詢網站 
10409 資訊組 教務主任 

16.擬定廢乾電池回收計畫 10408 衛生組 訓導主任 

三
、

環
境

教
育

宣
導

 3.辦理資源回收 

  競賽 17.舉辦班級廢乾電池回收競賽 10410 衛生組 訓導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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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招募環保志工維

護校園環境永續

發展 

18.籌組環保志工協助落實垃圾分類和

資源回收活動 10409 生教組 訓導主任 

19.組織環保小尖兵協助資源回收活動 10409 衛生組 訓導主任 5.籌組學生環保組

織 20.組織衛生隊協助落實垃圾分類活動 10409 衛生組 訓導主任 

21.標示原生種植物園區告示 10408 事務組 總務主任 

22.佈置自然生態專欄提供生物多樣性

及環境保護資訊。 
10409 

自然領域

召集 
教學組 

23.每月更換不同環境保護相關議題的

活動專欄 
經常性 衛生組 訓導主任 

24.公告欄張貼永續競賽優勝作品。 10504 衛生組 訓育組 

25.全校實施垃圾不落地及資源回收 經常性 衛生組 訓導主任 

26.各供水設備定期維護檢修 定期 事務組 總務主任 

27.添購或更換省電燈管及綠色標章電 

   器用品 
定期 事務組 總務主任 

28.進行校舍整修須以綠建築為指標 10408 事務組 總務主任 

29.每月定期檢查各項校園設施並進行 

維護，建構綠色永續校園。 
定期 事務組 總務主任 

30.落實無菸校園維護生活環境品質 10409 衛生組 訓導主任 

31.不定期進行校園省電省水教育宣導 經常性 事務組 總務主任 

1.學校物質環境 

 

 

 

 

 

 

 

32.進行校園植物害蟲防治作業 經常性 事務組 總務主任 

33.實施環保小尖兵制度 10409 衛生組 訓導主任 

四
、

永
續

校
園

環
境

 

2.學校社會環境 34.公開獎勵回收環保學生組織 

   (環保小尖兵、衛生隊) 
10505 衛生組 訓導主任 

35.運用同安心語，宣導環境教育及保護

的正確訊息 

每學期 

一次 
輔導主任 

校刊編輯

小組 

五
、

社
區

 
 
 
 

 
 
 
 
關

係
 

整合社區志工資源 
36.籌組環保志工協助落實垃圾分類和

資源回收活動 
10409 衛生組 訓導主任 

 

五五五五、、、、計畫預期成效計畫預期成效計畫預期成效計畫預期成效 

（一）學校永續校園政策： 

        促進學校整體發展規劃優質健康的校園 

（二）環境教育課程與教學活動： 

1. 落實各領域環境及生態教學相關活動 

2. 增加校外教學以自然生態為主題的活動 

 (三) 環境教育宣導: 

        1.培養師生擁有環境保護覺知、技能和生活習慣，期能打造綠色 

          生活環境及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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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永續校園環境： 

       1.設立植物名稱立牌。 

2.充實環境教育及永續校園資訊欄。 

3.每年用水用電量能達到負成長或持平。  
 (五) 社區關係: 

1.營造健康、環保、永續的校園環境，與社區共享健康舒適多元 

  的校園。 

2.建立無菸、無毒校園環境。 

3.提供完善的學習環境。 

4.建構綠色的校園建築、設施以促進永續目標。 

（六）學校社會環境： 

1.塑造優質、和諧的校園文化。 

2.全校教職員工生及家長都能深刻感受到學校重視環境保護的氛 

  圍。 

3.營造彼此尊重、相互關懷、信任和友愛的環境。 

4.提昇教職員工環境保護的信念。 

5.建立永續生活和地球的理念並逐步落實永續生活型態。 

（七）學校－社區關係： 

1.運用同安心語，宣導環境保護的正確訊息，強化家長的認知。 

 2.開放學校綠地供社區民眾休憩，資源共享，建立綠色純淨的社  

   區家園。 

六六六六、、、、人力配置人力配置人力配置人力配置 

同安國小實施永續校園及環境教育人力配置 

計畫職稱 姓名 本校所屬單位及職稱 在本計畫之工作項目 

計畫主持人 王月玲 校長 研擬並主持計畫 

協同主持人 蔡文英 教務主任 
研究策劃，督導計畫執行，並協

助行政協調 

協同主持人 蘇和庠 訓導主任 
研究策劃，督導計畫執行，並協

助行政協調 

協同主持人 洪素梅 輔導主任 
研究策劃，督導計畫執行，並協

助行政協調 

協同主持人 徐惠珍 總務主任 
研究策劃，督導計畫執行，並協

助行政協調 

協同主持人 黃慧珍 人事主任 
研究策劃，督導計畫執行，並協

助行政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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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主持人 古秀鳳 會計主任 
研究策劃，督導計畫執行，並協

助行政協調 

協同主持人 林素香 衛生組長 
研究策劃，督導計畫執行，並協

助行政協調 

協同主持人 黃惠敏 體育組長 
研究策劃，督導計畫執行，並協

助行政協調 

協同主持人 洪美齡 教學組長 
研究策劃，督導計畫執行，並協

助行政協調 

研究人員 宋青和 資訊組長 
永續網路網頁製作及維護 

研究人員 自然科教師 教學農園負責教師 
研究策劃，督導計畫執行，並協

助行政協調 

研究人員 
自然領域召集

人 
自然科教師 

研究策劃，督導計畫執行，並協

助行政協調 

研究人員 6 位 學年主任 
協助永續校園指導與家長聯繫

及健康服務 

研究人員 方齊瑋 自治小市長 
協助辦理學生需求評估與活動

及協助班級與行政單位之聯繫 

研究人員 周春梅 家長代表 
協助各項活動之推展及整合社

團人力協助推展環境教育 

研究人員 鄭菁菁 志工大隊長 
協助各項活動之推展及整合社

團人力協助推展環境教育 

研究人員 里長 社區里長代表 
協助各項活動之推展及整合社

區人力協助環境教育 

 

七七七七、、、、評價指標評價指標評價指標評價指標 

（（（（一一一一））））評鑑依據評鑑依據評鑑依據評鑑依據    

1.教育部永續學校工作指引評鑑要點。 

2.本校 104 年度永續學校及環境教育實施計畫。 

（（（（二二二二））））評鑑指標評鑑指標評鑑指標評鑑指標    

配合計畫執行來進行過程評量，並於計畫執行前後收集前後測資 

料以評估計畫成效。    

        （（（（三三三三））））評鑑評鑑評鑑評鑑量表量表量表量表((((依據歷年制式評量表依據歷年制式評量表依據歷年制式評量表依據歷年制式評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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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人 訓導主任 主計 校長 

 

教務主任 

 

總務主任 

 

輔導主任 

 

人事主任 

 

 

  

此計畫無政府單位補助，須由校內相關經費支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