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中環境教育計畫 

聖心環

境教育

委員會 

召集人 魏雪玲校長 

執行秘書 學務主任張逸如、總務主任陳瑞璋 

組員 

行政相關：鐘明媛主任、鄭安琪組長、李佩貞組長 

各科代表：黃國書老師、劉錫軒老師、張維真老師、葉兆祥老

師、林沂蓁老師、吳秀倫老師、聶依華老師 

學生代表:自治會會長一位、服務股股長兩位 

一、學校背景資料 

觀音山下、淡水河畔，創校修女們在五十多年前建校時便將「環境教育」融入學

校教育理念中，自然環境提供學生室外學習場域，可以學習多元生態，可以接受日照，

可以利用寬廣空間活動筋骨，更可以在空曠的校園中安靜沉思。聖心學生在學習過程

中，環境教育自然而然地融入在各科裡，透過師長有計劃有系統的帶領，培養學生正

確觀念，對環境議題能表達關懷，進而期望培養學生具體行動力，以負起作為地球村

一份子的社會責任。 

本校自 99 學年度起，在校長指導下，由學務處邀請行政同仁、教師代表、家長

代表及學生代表組成「環境教育推動小組」，訂定環境教育核心目標，規劃環境教育

活動，並確定以 EARTH 為主軸，設計相關學習內容，讓學生在 Environment（環境）、

Agriculture（農業）、Resources（資源）、Technology（科技）及 Health（健康）等議題

上深入學習。每學年規劃五場講座，由推動小組委員指導學生參與，並設計活動，讓

學生表達看法或提出回應。100 學年度代表學生參與環保署辦理「知識擂臺挑戰賽」

成果輝煌，因此受到環保署極大的鼓勵與支持，進而受邀與美國環境教育基金會主持

的生態學校簽署合作協定，參與「生態學校認證」，使聖心環境教育得以進入新紀元，

在有系統的策略引導之下，逐步朝「生態學校 Eco-school」邁進。 

聖心環境教育除了是學校重要教育理念外，另一個關鍵因素是師長正向的態度與

積極的行動力，因為師長的堅持與付出，全校 1100 位學生對環境存有的保育與永續

自小深植，建立使命感，能夠在對的事情上努力參與，並影響身邊的每一個人。 

 



 

 

 

二、聖心女中環境教育計畫 

（一） 

計畫目標 

1、自我要求，從小處著眼--落實校內環保公約，促進學生體認環境與永續

發展之重要性，建立積極正面的價值觀與態度，產生環保行動。 

2、建立正確環境知識--舉辦 EARTH 環境議題講演，加強學校進行環境教學，

培養具有環境素養的公民，提升環境的覺察與行動能力。 

3、培養積極行動力--舉辦環境教育校外教學活動，結合家長及社區資源，

發展符合當地特色之永續學校。 

4、與國際接軌--參與 Ecoschool 國際生態學校認證，落實推動校園生活環

保工作，養成節能減碳、愛物惜福及簡單樸實的生活方式 

 

（二） 

內容概要 

    本校環境教育由環境教育委員會，負責規劃環境教育活動，並制訂校內

環境公約，本環境教育委員會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各處室主任為當然委員，

並邀請各科代表老師與學生加入，共同為學校的環境教育規劃活動，每學期

初與學期末固定聚會一次，104 學年度環境教育活動內容如下表： 

 

環

境

教

育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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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 Ecoschool 環境議題講演 

延續聖心環境教育計畫，學校繼續在 104 年也定期舉辦環境講座，

內容很多元，包含有

Environment.Agriculture.Resource.Technology.Health 的宣

導，期望利用講演宣導的方式，讓全校師生了解環保的知識與方法。 

 

 Eco-school 途徑透過各科課程融入 

途徑 課程連結 

能源 數學、自然、公民、語言 

水 英文、自然、地理、公民 

校地 英文、自然、數學、地理、公民 

運輸 數學、自然、社會、公民 

全球層面 公民、地理、社會 

消費與廢棄物 數學、自然、公民 

氣候變遷 數學、自然、社會、政治、經濟 

綠色時間 數學、自然、社會、公民、體育 

 

環 本校完成 Eco-school 國際生態學校認證行動，以三個向度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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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美國生態學綠綠旗授證 

 

 綠色時光調查 

目標： 

指出綠色時光的途徑其延伸與進階是就健康生活的途徑，它強

調戶外活動的重要性，以及健康的發展，包括一般的體能活動

和練習比賽的活動。 

學習成果： 

本校利用學校 XMS 知識學習平台針對全校師生作問卷調查，說

明綠色時光的重要，並帶領學生瞭解本校綠色時光目前的狀

況。 

 

 消費與廢棄物認證 

目標：調查學校廢棄物的類別: 

• 一般垃圾 

• 紙類 

• 廚餘 

學習成果：學習抽樣技術來監控廢棄物的數量記錄及分析廢棄物的

資料，瞭解資源的重要與廢棄物的可怕。 

 

 能源認證 

目標 ： 

1. 提高學校用電效能 

2. 使學生認識能源使用和潛在的環境損害的關聯 

3. 使學生了解能源使用和財務費用之間的關聯  

學習成果 ： 

1. 學生能討論可再生能源和不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性 

2. 開展在學校能源使用的審計 

3. 建議使學校更節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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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環境活動實施，分為校內、校外、比賽活動做說明，並針對實

施的活動，說明其實施方法與類型，期待能全面且多元的推廣環境

知識落實於教學中。 

 

實施

地點 

實施活動 實施內容 

校內 期初、末校園環境環保

大掃除 

方法:實作    

內容類型:環境及資源管理 

每周環保整潔比賽 方法:實作    



 

 

 

 

 

 

 

 內容類型:環境及資源管理 

聖心 E 環保園遊會 

 

方法:實作    

內容類型:環境及資源管理 

各科環境教育活動融入 方法:課程    

內容類型:環境知識 

校外 聖誕節社區關懷環保大

掃除(高、國一) 

方法:實作    

內容類型:環境及資源管理 

觀音山參訪(高、國一) 方法:戶外學習    

類型: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八里區焚化場參訪(高

一) 

 

方法:活動    

類型:公害防治  

藍色公路渡輪行(高二) 

 

方法:戶外學習 

類型: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八里左岸飛輪任我行

(高二) 

方法:戶外學習 

類型: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比賽 環境知識擂台賽(自由) 方法:實作 

類型:比賽及環境教育活動 

全國科展比賽(自由) 方法:實作 

類型:比賽及環境教育活動 

 

 

 

（三）預

期效益 

    本校環境議題,到 100、101、102 本校環境議題講座以 ECOSCHOOL 為主

題,議題內容更廣泛,議題的主講內容皆由學生擔任籌備與主講.在環保行動

方面除了固定的學校環保工作,也在校內大型活動中納入環保規範,實踐聖

心環保公約精神. 

   

效益 1、落實

校內環保公

約 

投入 成立聖心環境教育委員會，每學期初、末針對

國際、社會、學校的環境議題，修訂環境公約。 

預期產出 一份全校可以共同遵循且引以為傲的環境公

約 

預期困境 修訂過程需要長時間討論，及納入各方的意

見，不易達成共識。 

改善作為 由校長及主任，對於無法達成共識部分，回歸

到學校的核心理念，做成決議，讓全校師生共



 

 

同瞭解且能執行。 

效益 2、舉辦

環境教育校

外教學活動 

投入 依學校行事曆與學務處合作，結合學校特色與

課程共同設計校內外的環境教育活動。 

預期產出 學生可以透過學校設計的多元環境教育活

動，自然而然對環境投入更多的關懷與保護。 

預期困境 活動設計不易，在執行上人力容易嚴重不足。 

改善作為 加強和各處室的人力調整，並積極與導師合

作。 

效益 3、 

舉辦環境議

題講演 

投入 每學年共 4場，全校教職員與師生皆須參加。 

預期產出 全校師生每學年有三小時的環境教育認證 

預期困境 指導老師與學生準備時間壓力很大 

改善作為 提早在學期開始，召開環境教育委員會議，分

配講演的議題。 

效益 4、

Eco-school

國際生態學

校認證 

投入 學務處準備相關資料讓全校師生了解此活動

的意義 

預期產出 可藉由 Eco-school 國際生態學校認證，一步

一步帶領全校師生共同完成環境生態學校的

挑戰，確實實踐環保於生活中。 

預期困境 通過 Eco-school 國際生態學校認證後，在能

源部份還是有執行面上的困難，目前透過環境

公約和師生有初步共識，但氣候的變化讓學生

及老師在使用冷氣上還是有再學習的地方。 

改善作為 透過環境教育委員會議，經由各科老師分享與

討論，共同修訂校內認證的內容。 
 

（四）其

他 

    本校經由環保署推薦成為美國 Eco-School 國際環境生態學校，為國內

第一所高中獲得此殊榮，並在 102 學年度獲得綠旗認證，將新聞報導整理分

享。 

本校已達到銅牌、預計第二年達到

銀牌、第三年完成綠旗認證。 

本校申請程序

線上註冊

 

 

 

 



 

 

  

 

 

 



 

 

 

三、聖心女中環境教育執行成果報告 

成果一：環境教育委員會推動成果 
     

    本校環境教育由環境教育委員會，負責規劃環境教育活動，並制訂校內環境公約，本環境教育委

員會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各處室主任為當然委員，並邀請各科代表老師與學生加入，共同為學校的環

境教育規劃活動，每學期初與學期末固定聚會一次，班級內正式增設環保股長一名，推動環保工作與

活動宣導之責。 
聖心環

境教育

委員會

期初會

議 

 

 

環保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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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班 

 
環保生

活公約 

 

環保生

活公約 

 

 
 
 



 

 

 

成果二：校內環境活動與課程實施 
    

 本校環境活動實施，分為校內、校外、比賽活動、課程融入，並針對實施的活動、實施方法，融入全

面且多元環境教育知識，落實於教學活動中。 

聖心 E

環保園

遊會 

 

 

期初、末

校園環

境環保

大掃

除、電池

回收 

 

關渡自

然公園

參訪(國

一) 

 

登七星

山接觸

自然環

境(高

一) 

 
藍色公

路渡輪

行(高

二) 

 

八里左

岸飛輪

任我行

(高二) 

 

聖誕節

社區環

保服務

工作 

 

 

全校統

一作垃

圾與資

源分類 

 
 
 
 
 



 

 

成果三：校內環境教育人員持續推動 Eco-school 國際生態學校 

    聖心女中為台灣第一所參與 Eco-school 國際生態學校之高中，並於 102 學年度以綠色時光項目

通過 Eco-school 國際生態學校銅牌認證，103 學年度以資源與廢棄物減量通過銀牌認證，104 學年度

能源通過綠旗認證。校內有 2 位老師為教育部環境教育人員，自然科老師張維真老師及行政李佩貞老

師獲得教育部及環保署的環境教育人員認證。 

 

  

 

 

 



104年度計畫資料
點選列印

提報年度： 民國104年

計畫單位：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

計畫名稱： 104年度環境教育實施計畫

計畫目標與預期效益：

計畫1、持續落實校內環保公約由聖心環境教育委員會，每學期初、末針對國際、社會、學校的環
境議題，持續修訂環境公約，回歸到學校的核心理念，做成決議，讓全校師生共同瞭解且能執行。
計畫2、持續舉辦環境教育校外教學活動依學校行事曆，結合學校特色與課程共同設計校內外的環
境教育活動。讓學生可以透過學校設計的多元環境教育活動，自然而然對環境投入更多的關懷與保
護。計畫3、持續舉辦校內環境議題講演每學年共六場，全校教職員與師生皆須參加。全校師生每
學年有三小的環境教育聽講，並會提早在學期開始，召開環境教育委員會議，分配講演的議題。
效益4、持續Eco-school國際生態綠旗學校活動，進行每年主題途徑推動學務處準備相關資料讓全
校師生了解此活動的意義，藉由Eco-school國際生態學校活動，和全校師生持續進行環境生態學校
的途徑教學，確實實踐環保於生活中，透過環境教育委員會議，經由各科老師分享與討論，共同修
訂校內認證的內容。

預計實施對象： 公教人員保險：69人 勞工保險：19人 軍人保險：1人 其他：1101人
總計：1190人

計畫提報日： 民國103年12月19日

計畫完成日： 民國104年12月31日

計畫執行成果提報期限： 民國105年01月30日(已完成提報環境教育計畫執行成果)

填報人員資料：
姓名：李佩貞
電話：02-26182287*112
E-Mail：pennylee@shgsh.ntpc.edu.tw

104活動內容

課程名稱：聖心女中Ecoschool環境教育講座
報名時間：未定
開課時間：1040101~1041231

地點：新北市八里區龍米路一段263號
課程方法/內容領域：演講/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課程描述：預計每年舉辦六場，全校教職員與師生皆須參加。讓全校師生每學年有三小的環境教育聽講，了解環境變遷自然保育等國際環境
議題。
課程時數：實體／數位：6／0（小時)　總時數：6（小時)

招生人數：1200

課程名稱：聖心女中環境活動與課程實施
報名時間：未定
開課時間：1040101~1041231

地點：新北市八里區龍米路一段263號
課程方法/內容領域：課程/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課程描述：本校環境活動實施，分為校內、校外、比賽活動、課程融入，並針對實施的活動、實施方法，融入全面且多元環境教育知識，落
實於教學活動中。
課程時數：實體／數位：6／0（小時)　總時數：6（小時)

招生人數：1200

課程名稱：用飛輪看見淡水河
報名時間：未定
開課時間：1040128~1040130

地點：新北市單車步道
課程方法/內容領域：其他活動/自然保育
課程描述：「八里左岸」與「二重疏洪」自行車道總共32公里，車道有沿著河岸打造的;木製人行步道，及兩旁是翠綠的草坪，處處都可以
欣賞八里美麗的風景，而在「八里左岸自行車道」沿線可以看到;八里渡船頭廣場;老榕碉堡;;左岸會館;與;左岸公園;挖仔尾生態保留區;十三
行博物館;一探二級古蹟-十三行考古遺跡。而;挖仔尾生態保護區;與紅樹林及關渡自然保護區一樣，都是保護『水筆仔』為主的紅樹林溼
地。; 活動中讓學生踩著自行車慢慢體驗一路上生態的豐富與多變，進而在美麗的環境中，學會保護自然與生物，留給自己及大家美好的家
園，利用飛輪看見八里，也看見台灣的美麗。
課程時數：實體／數位：4／0（小時)　總時數：4（小時)

招生人數：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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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計畫資料
點選列印

提報年度： 民國105年

計畫單位：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

計畫名稱： 105年度環境教育實施計畫

計畫目標與預期效益：

計畫1、舉辦環境教育校外教學活動依學校行事曆，結合學校特色與課程共同設計校內外的環境教
育活動。讓學生可以透過學校設計的多元環境教育活動，自然而然對環境投入更多的關懷與保護。
計畫2、舉辦校內環境議題講演每學年共4場，全校教職員與師生皆須參加。全校師生每學年有三
小的環境教育聽講，並會提早在學期開始，召開環境教育委員會議，分配講演的議題。計畫3、由
學生自治會組成校內環保推動小組由聖心環境教育委員會與學生自治會，每學期初、末針對國
際、社會、學校的環境議題，持續修訂環境公約，回歸到學校的核心理念，做成決議，讓全校師生
共同瞭解且能執行。計畫4、Eco-school國際生態綠旗學校活動，推動多元生態途徑學務處準備相
關資料讓全校師生了解此活動的意義，藉由Eco-school國際生態學校活動，和全校師生持續進行環
境生態學校的途徑教學，確實實踐環保於生活中，透過環境教育委員會議，經由各科老師分享與討
論，共同修訂校內認證的內容。

預計實施對象： 公教人員保險：67人 勞工保險：16人 軍人保險：1人 其他：1073人
總計：1157人

計畫提報日： 民國104年12月28日

計畫完成日： 民國105年12月31日

計畫執行成果提報期限： 民國106年01月30日(已完成提報環境教育計畫執行成果)

填報人員資料：
姓名：李佩貞
電話：02-26182287*112
E-Mail：pennylee@shgsh.ntpc.edu.tw

105活動內容

課程名稱：用飛輪看見淡水河
報名時間：未定
開課時間：1050120~1050127

地點：新北市八里左岸單車道
課程方法/內容領域：體驗/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課程描述：「八里左岸」與「二重疏洪」自行車道總共32公里，車道有沿著河岸打造的;木製人行步道，及兩旁是翠綠的草坪，處處都可以
欣賞八里美麗的風景，而在「八里左岸自行車道」沿線可以看到;八里渡船頭廣場;老榕碉堡;;左岸會館;與;左岸公園;挖仔尾生態保留區;十三
行博物館;一探二級古蹟-十三行考古遺跡。而;挖仔尾生態保護區;與紅樹林及關渡自然保護區一樣，都是保護『水筆仔』為主的紅樹林溼
地。; 活動中讓學生踩著自行車慢慢體驗一路上生態的豐富與多變，進而在美麗的環境中，學會保護自然與生物，留給自己及大家美好的家
園，利用飛輪看見八里，也看見台灣的美麗。
課程時數：實體／數位：3／0（小時)　總時數：3（小時)

招生人數：300

課程名稱：聖心女中環境活動與課程實施
報名時間：未定
開課時間：1050101~1051231

地點：新北市聖心女中
課程方法/內容領域：實作/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課程描述：本校環境活動實施，分為校內、校外、比賽活動、課程融入，並針對實施的活動、實施方法，融入全面且多元環境教育知識，落
實於教學活動中。
課程時數：實體／數位：4／0（小時)　總時數：4（小時)

招生人數：1200

課程名稱：聖心女中Ecoschool環境教育講座
報名時間：未定
開課時間：1051201~1051231

地點：新北市聖心女中
課程方法/內容領域：課程/自然保育
課程描述：針對聖心女中的天然生物多樣性環境，持續由生物科老師領導全校同學認識校內的生物多樣性，生物多樣性是生物界一個較為嶄
新之概念。簡單來說，是指所有不同種類的生命，生活在一個地球上，其相互交替、影響令地球生態得到平衡。亦可解釋為：單位面積內生
物種種類的數目，表示生物群落中顯示生態地位多樣化與基因變異。最後，生物多樣性是為維護生態平衡，且有公約。
課程時數：實體／數位：3／1（小時)　總時數：4（小時)

招生人數：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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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計畫資料
點選列印

提報年度： 民國106年

計畫單位： 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

計畫名稱： 106年度環境教育實施計畫

計畫目標與預期效益：

1、持續推動落實校內環保公約由聖心環境教育委員會，每學期初、末針對國際、社會、學校的環
境議題，持續修訂環境公約，回歸到學校的核心理念，做成決議，讓全校師生共同瞭解且能執行。
2、持續舉辦環境教育校外教學活動依學校行事曆，結合學校特色與課程共同設計校內外的環境教
育活動。讓學生可以透過學校設計的多元環境教育活動，自然而然對環境投入更多的關懷與保護。
3、持續舉辦校內環境議題講演每學年共六場，全校教職員與師生皆須參加。全校師生每學年有三
小的環境教育聽講，並會提早在學期開始，召開環境教育委員會議，分配講演的議題。 4、參與
Eco-school國際生態學校交流活動，爭取永續綠旗認證學務處準備相關資料讓全校師生了解此活
動的意義，可藉由Eco-school國際生態學校認證，一步一步帶領全校師生共同完成環境生態學校的
挑戰，確實實踐環保於生活中，透過環境教育委員會議，經由各科老師分享與討論，共同修訂校內
認證的內容。

預計實施對象： 公教人員保險：70人 勞工保險：20人 軍人保險：1人 其他：1057人
總計：1148人

計畫提報日： 民國105年12月21日

計畫完成日： 民國107年05月24日

計畫執行成果提報期限： 民國107年06月23日(已完成提報環境教育計畫執行成果)

填報人員資料：
姓名：李佩貞
電話：02-26182287*112
E-Mail：pennylee@shgsh.ntpc.edu.tw

106活動內容

課程名稱：106聖心女中環境議題講演
報名時間：未定
開課時間：1060902~1070524

地點：新北市聖心女中
課程方法/內容領域：演講/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課程描述：1、上學期環境議題講演-廢棄物減量 2、下學期環境議題講演-生物多樣性
課程時數：實體／數位：1／1（小時)　總時數：2（小時)

招生人數：1100

課程名稱：106聖心女中環保園遊會
報名時間：未定
開課時間：1061028~1061028

地點：新北市聖心女中
課程方法/內容領域：實作/環境及資源管理
課程描述：推動減少使用免洗餐具，利用環保餐具進行活動環保餐具e起用--- (1)大家自備餐具：響應環保，從節能減碳做起，大家自備餐
具，減少資源浪費。 (2)環保餐具租借：設立環保站，提供環保餐具租借活動，提供環保餐具『租借』、『包洗包換』，『垃圾分類處理』
協助。消費者借用餐具付押金100元，歸還時退還50元，收取50元環保清潔基金。 (3)環保餐具販賣：跳蚤市場設立『環保餐具專區』—園
遊會前鼓勵各班募集家中不用的環保餐具，供當天需要購買餐具的來賓。 (4)班級攤位餐具：各攤位準備『班級環保餐具』，給來用餐的來
賓使用。
課程時數：實體／數位：8／0（小時)　總時數：8（小時)

招生人數：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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