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縣新埔國中環境教育中長期實施計畫
壹、 計畫依據
一、依據環境教育法第二十四條暨十九條規定。
二、新竹縣環境教育中長程計畫（110-113）。
三、新竹縣推動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中程計畫。

貳、 計畫目的
一、以教育的方式促使師生與家長明瞭全球及臺灣資源的有限性，體認到永續發展與
環境教育的急迫和重要。
二、將永續發展與環境保育的理念融入於學校本位課程中，透過領域教學與研習進修
活動，促進師生與家長了解人與環境之間的關係，增進其知識、態度、技能及價
值觀，進而實踐於日常生活中。
三、兼顧人文理念和科學方法，致力於合理運用環境資源及加強保育自然生態，改善
校園的建築、設施、植裁、廢棄物處理方式，並配合學校課程規劃生態教學區
域，以促進校園的永續發展。
四、結合社區資源與地方特色，引進綠色志工，配合鄉土產業，擴展生態教學場所，
辦理重視生態的校外教學活動。

叁、 實施原則
一、成立推動組織：成立本校永續發展與環境教育推行委員會，由校長擔任召集人主
導學校永續規劃。
二、長遠通盤規劃：以四年期程為目標，以循序漸進為原則，全面考量永續校園與環
境教育的四大面向。
三、處室協調合作：由校長主導，學務處統籌「校園環境政策」；總務處主導「校園
空間建築與環境管理」；教務處主導「校園環境教學」；學務處主導「生活環保實
務」。各處室間充分溝通，彼此支援。
四、上下並行推廣：由行政部門策劃永續發展與環境教育的計畫與活動，同時鼓勵、
推動老師們自發性的研究與教學，相互激盪出創意，協商出最具永續意義的教育
活動與教學。

肆、 執行期間：110 年 1 月 1 日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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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推動組織

新竹縣新埔國中永續校園與環境教育推行委員會組織表

召集人
校長

顧 問
學者專家
社區資源

執行秘書
學務主任

環境管理組
總務主任
庶務組長
1. 生態校園整體規劃。
2. 校園建築與硬體環
3.

境設備改善。
永續校園改造工程
施作。

課程教學組
教務主任
教學組長
課研組長

執行推廣組
生教衛生組長
軮長
活動體育組長
1.
2.
3.
4.
5.

校園環境衛生推展。
資源回收與利用。
學生環保稽查組織。
綠色學校伙伴工作。
環境教育主題宣導
活動。
6. 環境教育戶外教學。

1. 環境教育融入各科教
學。
2. 環境教育進修研習活
動。
3. 鼓勵老師發展環境教
育教學設計。
4. 永續發展網站建立。

陸、 年度推行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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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資源組
家長會
新埔教育基金會

1. 聯繫學校與社區環
保資源。
2. 提供人力與物力資
源。

面向
年度
110 年

校園空間建築與環境管理

校園環境教學

生活環保實務

（環境管理組）

（課程教學組）

（執行推廣及社區資源組）

1.整體校園重新規劃，並視
學校經費逐年改善。
2.校園排水系統改善，減少
積水孳生病媒蚊。
3.校舍防水防漏工程。
4.電源及空調電力系統改
善。
5.改善校園消防設備，強化
校園安全機制。

1.訂定本校環境教育課程與 1.規劃掃地區域，以班級為
教學計畫，依照辦理。
單位，落實環境教育。
2. 將環境教育議題融入各 2.持續推動資源回收及垃圾
領域課程計畫與教學活動，
減量工作。
持續實施。
3.成立班級環保小尖兵，為
3.運用社會之自然與人力資
源，辦理永續校園與環境教 班級環保做稽查工作。
4.辦理各項環境教育宣導與
育研習。
4.藉由專長教師引領，發展 藝文競賽活動。
環境教育協同教學與資訊融 5.鼓勵教師踴躍參加校外環
入教學活動。
境教育相關研習活動。
5.建置環境教育網站，提供
6.結合校外、社區綠色生態
教學活動經驗與資源，展開
資源，辦理校外教學、社
資源分享。
區參觀與生態訪查。
7.推動服務學習，推廣社
區。

111 年

1.校園多層次綠化植栽，樹
木修剪。
2.落實綠色採購。
3.增設監視系統，強化校園
安全機制。
5.設置殘障坡道，人文關懷
空間規劃。

1.修訂本校環境教育課程與
教學計畫，逐步發展。
2.持續將環境教育議題融入
各領域課程計畫與教學活動
中實施。
3.以環境教育內涵，辦理學
生自然科學研習營、創意教
室等活動。
4.運用社會之自然與人力資
源，辦理永續校園與環境教
育研習活動。
5.藉由專長教師引領，持續
發展環境教育協同教學與資
訊融入教學活動。
6.建置永續校園網站，進行
資料更新與充實。
7.持續進行低碳校園、防災
議題、在地關懷相關課程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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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延續 110 年度的環境教育
工作。
2.延續辦理各項目環境教育
宣導、比賽、參訪活動。 3.
結合校外教學，讓學生認識
家鄉、臺灣，進而產生認同
感，達到愛護、珍惜我們的
生存空間。
4.走進社區，進行服務打
掃。
5.配合或協助社區單位，推
動相關環教、環保工作。
6.結合社區人力資源，維護
校園假日整潔。

112 年

1.老舊廁所整修，美化環保 1.修訂本校環境教育課程與 1.延續 111 年度的環境教育
兼具。
2.校園多層次綠化植栽。

教學計畫，逐步發展。

工作。

2.持續將環境教育議題融入 2.延續辦理各項目環境教育

3.落實綠色採購。

各領域課程計畫與教學活

4.飲用水設備改善。

動中實施。

宣導、比賽、參訪活動。
3.設計校園尋寶活動。

5.改建老舊校舍週邊附屬設 3.配合各年級相關課程，添 4.推動學生共同動手綠化美
購與環保議題相關之圖書及 化。
施，興建活動中心。
繪本以利環保議題之融入教 5.推動學生認養校園植物。
學及閱讀教學之推動。
6.協助辦理社區認識與鄉土
4.資源回收之融入學校課
踏查，繪製校園綠色地
程，實施教學。
圖。

113 年

1.老舊廁所整修，美化環保 1.修訂本校環境教育課程與 1.延續 112 年度的環境教育
兼具。

教學計畫，逐步發展。

工作。

2.校園多層次綠化植栽，樹 2.持續將環境教育議題融入 2.延續辦理各項目環境教育
木修剪。

各領域課程計畫與教學活

3.落實綠色採購。

動中實施。

宣導、比賽、參訪活動。
3.結合校外教學，讓學生認

3.以環境教育內涵，辦理學

識家鄉、臺灣，進而產生

5.改建老舊校舍週邊附屬設

生自然科學研習營、創意

認同感，達到愛護、珍惜

施，興建活動中心。

教室等活動。

我們的生存空間。

4.飲用水設備改善。

6.設置殘障坡道，人文關懷 4.運用社會之自然與人力資 4.走 進 社 區 ， 進 行 服 務 打
掃。
源，辦理永續校園與環境
空間規劃。
5.配合或協助社區單位，推
教育研習活動。
5.藉由專長教師引領，持續

動相關環教、環保工作。

發展環境教育協同教學與 6.結合社區人力資源，維護
資訊融入教學活動。
6.建置永續校園網站，進行
資料更新與充實。
7.持續進行低碳校園、防災
議題、在地關懷課程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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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假日整潔。

柒、 預期效果
一、配合學校願景、課程目標與師生需求，將學校建築設備改良綠化，積極推動校園
永續經營。
二、經由教育過程，讓親師生體會永續精神與環保生活的重要性，從課程中思考學
習，由日常生活中力行實踐。
三、引進社區資源，相互交流，由社區幫助學校教學，並且由學校發揮教育影響力促
進社區的永續精神與環保實踐。
四、定期檢視執行成果，持續修訂永續發展與環境教育計畫並逐步落實。

捌、 本計畫經校長核示許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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