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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本資料 

普通班  6班 經費來源 計畫項目 經費(萬元) 
特教班（含資源班）  0班 教育部 教育部 104年度補助之子計畫（若無則請填０） 

幼稚園  1班 教育部 教育部 104年度永續校園改造計畫 

合計  7班 市府預算編列  104年度市預算經費辦理環境教育業務 

學生人數  43人 市府預算編列  104年度市預算經費辦理校園改造計畫 

參與綠色學校伙伴 ■是 □否 其他(民間團體) 

學
校
資

料
 

103年永續校園改造計畫 □是 ■否 

推
動
環

境
教
育
經
費
 

學校自籌 合計 

姓名  / 職稱 徐永泰 業務辦理時間  102  年  8  月 至  104  年  10  月 共  26  月 

聯絡電話  623114912  電子信箱  tigersut@tn.edu.tw 
曾參與環境教育相關訓練或研習 1.學校環境教育人員認證研習 24小時（101.11.29-12.1） 

2. 臺南市精進教師環境教育融入教學能力「氣候變遷與調適」研習 

3. 國中小教師能源教具創作暨能源學校遊學地圖推廣研習 

4. 臺南市「102 年度環境教育人員認證」產出工作坊(第二場) 

5.精進計畫—國教輔導團分區到校諮詢服務研習(環境領域內角國小場) 

承
辦
人

資
料
 曾推動環境教育相關業務項目 1. 規劃執行吉貝耍國小環境教育計畫推動，結合各處擬定學年環境教育計畫內容及環境教育課程融 

入聯繫。 
2. 規劃西拉雅校本課程【公文、計畫、執行、成果、回饋】 
3. 辦理教職員環境教育研習—吉貝耍、東山碧軒寺迎佛祖香路踏查（六重溪段）【計畫、執行、成 
果、回饋】 
4. 擔任五年級校本課程「蜿蜓的巨龍-認識八田與一、嘉南大圳」教學者 
5. 103 年「水土保持推廣宣導活動--水土保持教案試教」教學者 

□ 本校自願到校實地訪視（實地訪視之績優學校，敘獎方式另行函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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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評鑑內容 

一、行政與管理(24%) 

評鑑項目 評鑑細項 分數 勾選 得分 自評說明(請填寫) 注意事項提醒 
1.  學校環境教育中長程計畫兼顧在地與國際 

視野及重要環境議題（如低碳校園、防災 

議題與在地關懷等），且如期執行且落實。 
2  ν 

2.  學校環境教育小組有整合校長、行政、教 

師代表及社區等相關成員。 
2  ν 

3.  學校環境教育小組有召開會議，整合經費 

與資源，實際協助推動環境教育。 
2  ν 

4.  學校有人員通過環境教育人員認證研習(24 
小時)，請附研習證明影本。 

3  ν 

(一)環境教育實施計 

畫及環境教育小 

組之運作情形 
(12%)－複選 

5.  學校有人員通過教育部或行政院環保署 

「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請附證書影本。 
3 

9 

1.擬定學校環境教育中 

長期計畫及 104 年度環 

境教育計畫 
2.環境教育委員會設置 

要點及組織成員 
3.召開會議，附有會議 

記錄（上半年、下半年） 

4.證件影本環境教育 

人員認證研習 (24  小 

時)2人、 

1.請備  4 年之環境教育中長程 

計畫、當年度環境教育實施計 

畫及已執行計畫成果及相關佐 

證資料。 
2.請備學校  104 年度環境教育 

小組之成員名單(姓名、職稱、 

專長及服務單位)，並檢附相關 

會議記錄。 
3.中程計畫、年度計畫及實施成 

果(含照片、會議記錄、落實情 

形等) 
4、100104 年通過之環境教育 

人員認證研習(24 小時)均可計 

入。 
5、100104 年取得之教育部或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教育人員 

認證」證書均可計入。 
1.  學校環境教育網站有專責管理人員，並至 

少每個月更新環境教育相關資訊。 
2  ν 

(二)環境教育資訊網 

運作情形 (6%) 

－複選  2.  網站資訊內容豐富，具備回饋交流或教學 

資源平台，且可上傳下載相關成果等功能。 
2  ν 

6 
環教資訊網名稱及網 

址：環境教育專網 
http://163.26.102.2/ww 
w/master/public_html/ 

必須可由學校網站首頁點選連 

結

（本項在教育部統合視導中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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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評鑑細項 分數 勾選 得分 自評說明(請填寫) 注意事項提醒 
3.  網站可完整呈現 104年度學校環境教育成 

果等資訊。 
2  ν 

curriculum/9in1_curric 
ulum.html 

專責管理人：鄭富仁 

了  6 分，請各校務必維持環境 

教育資訊網之運作且上傳環境 

教育相關成果，教育部將隨機 

抽查） 
1.  落實學校環境教育自評。  2  ν 
2.  依據去年度待改進之處，或訪評委員的建 

議，擬訂具體改進措施並有執行成效追蹤。 
2  ν 

(三)辦理學校環境教 

育評鑑 (6%)－ 

複選 
3.  辦理校內環境教育推動有功人員敘獎。  2  ν 

6 

131自評表 
132改善表 
133  環境教育推動有功 

人員敘獎 

請備自評資料、紀錄，具體改 

進措施及執行成效追蹤，有功 

人員敘獎令。 

合計  21分 

二、教學、宣導與活動成果(46%) 

評鑑項目 評鑑細項 分數 勾選 得分 自評說明(請填寫) 注意事項提醒 

4 

5  ν 

1.  104 年度需辦理全校性環境教育「研習或教 

學活動」 至少達 3場次以上。達 3場次 4分， 
4 場次以上 5 分，如已將空氣品質之警示及 

防護納入教師進修中可得 6分。(請單選)  6 

4 2.  104  年度需辦理全校性環境教育「宣導活 

動」至少達 3 場次以上，其中應含 1 場次 

以學生為對象之「空氣品質警示及防護措 

施宣導」 。達 3場次 4分，4場次以上 6分。 
(請單選) 

6  ν 

5  ν 

(一)學校環境教育教 

學、宣導與活動 

辦理情形(23%) 

－複選+單選 

3.  落實環境教育學習課程或教材融入各學習 

領域，能發揮學校或本市教育發展特色之 

環境教育課程(06  分，依課程深度、廣度 

及在地性酌予給分) 
如已將空氣品質之警示及防護融入課程教 

學可額外得 1分。 
1 

21  1.環境教育研習或教學活 

動

211-1 環境教育學習網研 

習（低碳城市—看見台南） 

211-2 水耕蔬菜教師研習 

211-3 魚菜共生教師研習 

211-4 環境教育教學 

2.全校性環境教育 「宣導活 

動」 
2121.節水宣導 
2122空氣品質旗幟宣導 
2123防災教育宣導成果 
2124防疫宣導成果. 

3.  環境教育學習課程或教 

1.  研習需有完整之實施計 
畫及回饋分析表(範本如 
附件 1);教學活動應有完 
整教案及學習單。 

2.  前開宣導活動形式不拘 
(需含活動名稱、主題、時 
間、對象、場次、人數及 
成果照片等佐證資料，範 
本如附件 2)，但應具有教 
育意涵，如僅有辦理如校 
內掃除活動、資源回收活 
動者不予計分。 

3.  因應本市低碳自治條例 

規定辦理。請教務/教導處 

檢附課程架構表、相關教 

材及教學成果。 
4.請於學校環境教育資訊網 

呈現「研習或教學活動」 

及「宣導活動」相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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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評鑑細項 分數 勾選 得分 自評說明(請填寫) 注意事項提醒 

2 

3 

4 

4.  委員抽檢學校環境教育「研習或教學活動」 

及「宣導活動」成果完整呈現度: 
達 70%，得 2分。 

達 80%，得 3分。 

達 90%，得 4分。 

達 100%，得 5分。 
(例如學校申報辦理 6場次活動，委員抽檢僅 
5場次活動成果完整，5/6=0.83，即達 80%， 

得 3分。學校此項請先勾選預估得分) 
(請單選) 

5  ν 

材融入教學 
2131節電真人四格漫畫 
2132低碳校園綠生活 
2133 省水達人我最行報告 

製作與西拉雅傳說故事演 

出

2134認識海洋、關懷海洋. 
213510  各年級學校本位 

課程 
213  校本課程教學架構及 

內涵 

佐證資料，訪評時若無法 

上網可備紙本資料。本項 

評分方式：將進行隨機抽 

查，若資料缺失或不完整 

者得酌予扣分。 
5.  有關校園空氣品質部 

分，請併提供「校園空氣 

品質警示及防護措施自 

主檢核表」(如附件 3)。 

1.  整合環境資源規劃校外教學建議路線或配 

合臺南市國民中小學校外教學資源整合學 

習路線(http://120.115.18.8/fieldtrip/)規劃路 

線，且執行情形著有績效。 

4  ν 

1.辦理國泰慈善基金會圓 

夢計劃，以交通建設（高 

鐵、公車、捷運、纜車）、 

台北 101大樓及木柵動物 

園為主軸，串聯學童的感 

恩之旅，拜會國泰慈善基 

金會，感謝其長期的贊助 
2.長期規劃實施西拉雅課 

程，一至六年級每年級都 

有社區的校外教學路線。 

3 

4 

(二)配合中央或市府 

重要政策，推動 

環境教育優良 

事蹟  (23%)－ 

複選+單選 

2.  積極參與教育部綠色學校夥伴網站；104 
年未達 8片葉子 0分， 8片葉子得 3分， 915 
片葉子得 4分，1625片葉子得 5分，26  5 

ν 

22 

1.  校園滿庭香香草園區(4) 

2.  能源闖關"18 樂"(4) 

3.  節能省水我來教(2) 

1. 校外教學路線規劃佐證 

資料(不限環境教育證認 

場所學習中心)。 
2. 請截取教育部綠色學校 

http://www.greenschool.m 
oe.edu.tw/，貴校所獲得葉 

片數為佐證資料。 
3.請截取環境教育終身學習 

網系統完成填報畫面或 

其他佐證資料均可。 
4. 檢附學校「落葉堆肥」或 

「自給農園」計畫及執行

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partner/item.aspx?key=71113
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partner/item.aspx?key=72648
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partner/item.aspx?key=73695
http://www.greenschool.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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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評鑑細項 分數 勾選 得分 自評說明(請填寫) 注意事項提醒 

片葉子以上得 6分。(請單選) 

6 

4.  我的節能屋(2) 

5.  太陽能也會追日(3) 

6.  救救北極熊(2) 

7.  節電真人四格漫畫(2) 

共計 19 分 

3.  學校依環境教育法規定，於 104年 1月 31 
日前上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系統按時填報 

學校 103年度環境教育執行成果及 104年 

環境教育計畫。 

4  ν 依規如期填報環教網 

4.  配合  104 年度建設大台南十大旗艦計畫， 

辦理「落葉堆肥」或「自給農園」計畫。 

2  ν 

1.持續辦理落葉堆肥和自 

給農園計畫。 
2.與「台灣水耕減碳環境保 

護協會」 合作進行水耕蔬菜 

栽培。 
3.製作魚菜共生簡易生態 

系統。 
5.  配合 「104年度臺南市低碳示範校園標章認 

證實施計畫」，提出認證申請。分別包含節 

電校園標章、水資源校園標章、資源循環 

校園標章、永續綠校園標章及低碳生活校 

園標章之認證。 
2  ν 

1.103 年度通過水資源校 

園標章、資源循環校園標章 

二項認證 

2.104 年度通過節電校園 

標章及低碳生活校園標章 

二項之認證。 

3.申請永續綠校園標章中 

成果。向本局、環保局、 

其他單位或學校自籌款 

辦理均可計算。 
5.僅需提出申請即可得分， 

無需審查小組驗證通過之 

限制。 
6.提報、提出需求、交換成 

功均可，截取網路界面為 

佐證資料。

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partner/item.aspx?key=75289
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partner/item.aspx?key=75294
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partner/item.aspx?key=75551
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partner/item.aspx?key=77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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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評鑑細項 分數 勾選 得分 自評說明(請填寫) 注意事項提醒 
6.  於本市低碳校園網59410我就是要你資源 

循環平台 
(http://163.26.134.3/59410ad/index.aspx)進 

行可利用物品交換。 
2  ν 

1.於 59410 網站平台進行 

物品交換 

2.本校為臺南市 59410 第 

一筆完成交易之學校 

3.是全市國小交換物品最 

多的學校 
7.  配合「臺南市校園空氣品質旗幟推動計 

畫」，每日依空氣品質現況正確懸掛旗幟及 

記錄(2%)。並能掌握學校敏感性學生名單 
(如氣喘、慢性呼吸道疾病、血管疾病及過 

敏性體質等)，就空氣汙染之自我防護給與 

健康指導，必要時調整授課內容及運動強 

度(1%)。 

3  ν 

1.自 104年 3月起本校配合 

政府政策懸掛品質旗幟及 

紀錄。 
2.掌握學校敏感性學生 
3名，進行自我防護並給與 

健康指導 

合計  43分 

三、節能低碳校園實務(15%) 

評鑑項目 評鑑細項 分數 勾選 得分 自評說明(請填寫) 注意事項提醒 
1.配合經濟部「政府機關及學校『四省專案』 

計畫」，訂定學校節能減碳具體執行辦法並落 

實執行。 
3  ν 

(一) 督導學校加強 

節能減碳措施 
(15%) 
－複選 

2.針對執行成效不佳之項目訂有改善機制。  3  ν 

15 
311.本校訂有「臺南市東山 

區吉貝耍國民小學節約能 

源改善計畫」 
312.計畫中對於執行不佳 

之項目進行檢討改善 

313-1.節能設備--太陽能 

1.相關策略、實施計畫或改 

善機制足以佐證辦理成果 

之資料。 
2.相關汰換節能燈具、再生能 

源設備或其他校園節能減碳 

設備種類眾多，請詳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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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評鑑細項 分數 勾選 得分 自評說明(請填寫) 注意事項提醒 

3.爭取經費或自籌經費汰換校園節能燈具、再生能 

源設備或其他校園節能減碳設備。 
3  ν 

4.學校用電度數較去年度負成長  3  ν 

5.學校用水度數較去年度負成長  3  ν 

小風扇 

313-2節能設備--通風設計 

313-3 節能燈具-公文及成 

果-T5 燈具 

4.學校用電較去年負成長 

13.2%。 
5.學校用水較去年負成長 
36.2%。 

數量及相關預算書備查。 
3.請總務處提供台電公司 

和自來水公司資料為依 

據，臺南市政府四省管理平 

台資料亦可。 

計算公式： 
【（104年 1月至 9月用電(水)總 
度數103年 1月至 9月用電(水) 
總度數）÷ 103年 1月至 9月用 
電(水)總度數】 
×100% 

合計  15分 

四、其它重要業務之辦理情形(20%) 

評鑑項目 評鑑細項 分數 勾選 得分 自評說明(請填寫) 注意事項提醒 
(一)永續校園辦理情 

形(4%) 
104年學校獲教育部、教育局、其他單位或學 

校自籌執行永續校園規劃與實踐。 

4  ν  4 

本校過去獲得教育部永續 

校園補助，分別建置太陽能 

發電、透水舖面、落葉堆肥 

場、多層次圍籬至今仍持續 

發揮功能。 

1. 空中菜園之水耕蔬菜 
2.  永續校園採光規畫. 
3.  通風設計 
4.  透水率 
5.  落葉堆肥場 
6.  隔音 
7.  綠覆率 

1、永續校園規劃概念包含 

增加校園綠覆率、透水 

率、校園遮陽與隔熱規 

劃、校園通風、採光、噪 

音問題解決規劃、室內空 

氣品質改善策略、校園閒 

置空地與裸露地運用、學 

校廢棄材料循環利用。 
2、僅需貴校規劃符合上開 

其一概念，即可得分。 

(二)二手制服、教科 1.  學校未上網填報。  0  3  1.本校訂有二手制服、運動請備執行成果報表(填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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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評鑑細項 分數 勾選 得分 自評說明(請填寫) 注意事項提醒 
2.  有上網填報，且 3項中有 1項達 70%以上 

執行率。 
1 

3.  3項中有 2項達 70%以上執行率。  3  ν 

書及學用品回 

收再利用情形 
(5%)－單選，最 

高 5分  4.  3項圴達 70%以上執行率。 

5 

服與學用品回收實施辦 

法，且具體實行。 

2.本校無實施學生統一穿 

著運動服或制服 

3.學校印制舊校名的運動 

服已不使用，逐年分發給新 

生或有需要的學童。 

統可下載)並提供相關佐證 

資料，如設有回收再利用交 

換平台或機制並落實執行。 

(三)垃圾源頭減量、 

再利用、資源回收 
(4%) 

學校能設置資源回收專區，落實資源回收並推 

動各種資源再利用策略與制度，具有績效者。 

4  ν  4 

1 班級設置資源回收區，學 

校設置資源回收場，具體確 

實實行，通知合作回收廠商 

定期回收。 

2.辦理資源回收宣導，讓師 

生充分了解回收工作。 

學校設置有資源回收專區 

並妥善管理，建立資源回 

收、垃圾分類、垃圾減量定 

期統計資料庫，並制定推動 

資源再利用策略。 

1.全國能源教育優等獎.doc  1  ν 

2.草地聯盟  1  ν 

3.再生能源設備研習成果  1  ν 

4.參加低碳環保知識挑戰擂台賽  1  ν 

5.能源教育週  1  ν 

6. 生態小水池  1  ν 

(四)其它符合低碳校 

園之優良事蹟(7%) 

－請自行填入，一項 
1分，最高 7分（與 

前面重覆者不計分） 
複選 

7..  部落學堂人文環境  1 

ν 

7 

1.本校師生參與低碳校園 

活動不遺餘力，從行政規 

劃、宣導，教師教學與帶 

領學生參與校內外各項活 

動比賽或是學生的實踐紀 

錄等，在在顯示本校配合 

臺南市成為低碳城市的努 

力。 
2.獲得  104 年度推動能元 

教育優良學校優等獎 
3.成果如細項名稱及附件 

資料。 

請儘量符合附件 4之 「臺南 

市低碳城市自治條例」 

請附佐證資料。 

18分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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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評總分： 分 自評等第： 

參、學校辦理環境教育之特色及困境說明：(請務必填寫) 

特色： 

1. 配合校園環境，加強校園綠化美化，豐富校園生態多樣性。 

2. 落實資源回收，實施落葉堆肥、土耕自給農園，孕育在地食材。。 
3.  積極利用豐富的自然與人文資源進行環境教育以及辦理環境教育特色課程。 
4.  堅持使用草地跑道，為臺南市草地聯盟成員，自然、環保、無毒、無污染。 
5.  積極推動永續低碳校園，申請並榮獲臺南市低碳校園水資源校園標章與資源循環校園標章特優。 
6.  接受市府教育局委託，辦理全市省水龍頭、省電定時器之採購配發，以積極作為來落實推動全市的低碳生活。 
7.  積極配合推動市府「臺南市低碳校園網 59410我就是要零」活動，提出交換與媒合成功率全市 5 名內。 

困境： 

1 學校校務繁雜，推動各項業務明顯人力不足。 

2..96 年永續校園所設立的設施部分漸漸毀損（如水波車棚），維修經費較不足。 

3.節水節電應該是當用則用，當省則省原則。 

肆、建議事項：(請務必填寫) 

1.102 年度建議事項，感謝評審委員參酌，並於 103 年度的評鑑指標中修正。 

2.部分指標訂定仍有修改之空間。如：三（一）4 學校用電率較去年度負成長及三（一）5 學校用水率較去年度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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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之評鑑項目中，以學校端來說，不可能無限制地負成長到「0」，正如蝴蝶效應，一些細微的作法都會影響到最後結 

果，尤其以小型學校。以本校為例，今年學校用水較去年正成長 6.5%，其因是配合在地食材實施水耕蔬菜種植以及本 

校為草地操場，又逢今年春季雨水較少，需要澆灌。惟本校近五年來每年用水量均大幅減少，平均每年負成長 16%。因 

此建議此項目之審核條件應予修正。 

承辦人： 主 任： 校 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