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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組織介紹
桃園市大溪區中興國民小學（以下
簡稱中興國小）共6個班103位學生，教
職員工計15人，是一所小而美的鄉村小
學。學校環境清幽秀麗，地處桃園市及
新北市交界處，與桃園市八德區、新北
市鶯歌區相鄰。學校後倚半坪山，校地
平坦寬闊，前方景觀及沖刷地形豐富的
大漢溪，是孕育學校及社區的生命活
泉，宛如一條綠臍帶，從古到今總是
輕攏著這迷人的大溪世外桃源-中興國
小。
中興國小位處偏遠地區，四周被綠
油油的稻田圍繞，占地1.4326公頃，小
雖小，卻是一所操場綠地上有羊群相伴
的96歲老學校。校內處處是課程的教具
（生態景點），設有中興樹屋、廚餘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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酵機、生態池、落葉行館、樹枝驛站、
蕨類步道、風力發電、太陽能發電、甲
蟲食堂、教學農園、可愛動物區、魚菜
共生、雨水回收等，隨著四季變化呈現
豐富而多樣的風貌，是教學、休憩及生
物棲息的好場所。「沒有文化的學校，
充其量只是一座水泥叢林。」該校在歷
任校長及中興團隊的努力經營下，在環
境教育上小有成果，每到傍晚時分，草
叢間唧唧吟唱的蟋蟀、生態池畔此起彼
落的貢德氏赤蛙等蛙鳴，加上樹枝上的
紅嘴黑鵯、喜鵲、麻雀等鳥鳴，猶如一
場迷人的自然音樂饗宴正要開演。
小而美的中興國小，在97年訂定學
校發展主軸為環境教育，逐年營造校園
生態景點。103年，從內、外部兩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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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礁淨灘活動

持續落實推動環境教育；內部從政策
面、環境營造面、課程面、生活實踐面
著手全方位的推動，外部則與社區、國
外姐妹校等連結各種資源，逐年擴大環
境教育的推動深度和廣度，並配合校園
景點，著手規劃環境教育課程，命名為
「永續生活-愛戀中興」課程，提供中
興寶貝們從一年級到六年級進行12個校
園教具課程。四、五、六年級更配合教
育部國中小行動學習推動計畫，融入資
訊科技元素，讓環境教育的推動更具創
意和樂趣，大為提高學習成效。
中興國小深耕環境教育10年，累
積豐厚的環
境教育「教
與 學 的 能
量」。學校
課 程 和 教
學有3個核
心，即「以
孩 子 為 中
心、強調手
作能力及教
材取自生活
應 用 於 生
活」。透過
12個校園教
具課程和各
正門陶板油漆美化牆

種全校性和年級性的體驗活動，中興師
生悠游於校園和社區自然環境，與中興
羊、兔及其他動植物做朋友，達到人與
自己、人與他人、人與自然和諧共處，
形成一個「家」，讓人與人、人與自然
間洋溢著一股愛的溫馨氛圍。

推動環境教育事蹟
以環境教育中心自許
中興國小於97至103年為大溪環境
教育工作站，104至105年更申請環保基
金，持續結合「永續校園」「中新社
區」「瑞興社區」「月眉社區」「大嵙
崁人工溼地」「大漢溪特有的河階地
形」等自然、人文空間與資源，推展桃
園市的環境教育工作，每年固定接受學
校的參訪或對外分享環境教育推動經驗
和成果，是桃園市重要的環境教育推展
學校。

營造學校環境教育
校園是最直接的環境教育場域，中
興國小的教學團隊期許每次的改造都可
以從生態、環保、永續與美學的角度去
思考及營造具有永續思維的學習園區，
讓學生自然而然浸盈在對環境友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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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鋪設的陽光道

社區中新里候車亭美化

生態有感及動手參
與學習的校園中，
快樂成長。
於97年起，中
興國小進行多層次
生態綠化、健康建
材與自然素材、透
水性鋪面；98年
進行雨水再生水利
用、多層次生態綠
化、室內環境改
善、教學空間活化
再利用等環境營
有羊隻陪伴讀書的幸福寶貝們
造；99年獲得全國
綠色學校金牌，並
及環境問題，使孩子對環境的詮釋以和
進行中興光電夢工廠計畫，將全校照明
諧為本，做到人與自然共存共榮。
燈具更換為節能器材，並榮獲環保有功
學校全市第1名；100年利用廢棄桌椅及
積極培養具有環境倫理及素養
電線桿等自行搭建樹屋；101年設置可
的學生
愛動物區，養殖羊寶寶及小白兔，並設
配合校園場域設施，分成基地永
置教學農園及甲蟲區；102年設置廚餘
續、生態循環、資源流／能源流循環及
發酵機；103年設置魚菜共生設施；104
建築健康等4大主軸，設計「永續生活年加裝外遮陽板，以及改善中庭透水鋪
愛戀中興」12個環境教育校園教具課
面；105年改善教室及活動中心室內環
程，有中興樹人、祕密樹屋、落葉枯枝
境，以及改善蕨類生態步道。
的春天、羊眉兔氣、溪西大鶯田園樂、
結合藝術，豐富環境教育內涵
蕨色中興、甲蟲武士在中興、優游水中
世界、廚餘黑金計畫、神奇好朋友、源
規劃溪西大鶯美術館及木藝課程，
力覺醒e行動六部曲、中興尚愛水等課
深化環境教育推展工作。美術館辦理每
程，期盼給中興寶貝們一個全方位縱跨
月主題展覽，除提供學生最好的鑑賞課
一至六年級的環境教育系列課程。
程外，更與畫家面對面聊藝術、聊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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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黃的水稻農田、特殊的大漢溪河
床景觀、生機無限的百年圳溝、美麗的
埤塘及國定古蹟「李騰芳古宅」等豐富
的環境資源，是學生每年拜訪的學習場
域，實踐「知識走出課本、能力走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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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心得

學校組

家長及社區是學校學習的延伸

活」的目標。此外，學校也辦理多項活
動，讓家長及社區民眾走入校園，如配
合園遊會辦理節能減碳宣導活動、校園
大掃除活動、親職教育日廢棄物再利用
親子共作活動等，社區民眾家長扮演學
習者及行動講師角色。

屆國家環境教育獎

從103年起導入QR Code、AR（擴
增實境）、平板等最新科技和設備，創
新環境教育的教與學，讓學習充滿創新
和樂趣。目前校園每個景點都設置了
QR Code、AR（擴增實境），學生或
遊客均可進行自導式學習。四、五、六
年級配合教育部國中小行動學習推動計
畫，導入各種資訊科技元素，讓學習不
再只是坐在教室聽老師講述，孩子可以
拿著平板穿梭在校園每個角落，自主學
習各種環境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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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資訊科技，豐富環境教育
內涵

目前環境惡化嚴重，喚起全民意識
和行動是當務之急。王佩蓮教授認為
「學校是有計畫、有系統的提供學習機
會的場所，年級愈低的學生，受教育力
量影響而修飾行為的機率愈高，所以，
目前學校環境教育一直是國際間努力的
重點，尤其是小學環境教育的推動，更
是備受重視。」中興國小在這樣的理念
下，持續努力推動環境教育。
學校的環境教育課程理念取自於
「生活」，應用於「生活」；以學生為
中心設計課程或活動，讓環境課程化，

家鄉之美生態攝影活動-慈湖

溪西大鶯美術館進行環境教育課程

二年一度的自行車考照活動

解說員闖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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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屋是孩子的祕密基地

課程環境化，也讓課程或活動從校園開
始走入社區，著重體驗和實作課程，以
及深耕在地、放眼國際，開啟學生視
野。基於以上理念，學校的教學團隊
規劃整體環境教育課程或活動，型塑內
容豐富的校本課程「永續生活-愛戀中
興」，帶領孩子走出教室，實際操作學
習，師法自然。首先，學校營造友善的
永續校園環境，透過雲端科技，奠基學
生終身學習基礎；在人與自己部分，引
領孩子發現認識自己，發展健全人格；
在人與自然部分，帶領孩子一起探索
自然生態，珍惜環境資源；在人與社會
部分，深耕培養鄉土情懷，開拓國際視
野。除此之外，配合品德教育、藝術教
育、閱讀教育等，讓孩子成為愛家鄉、
愛環境、愛地球，以及德、智、體、
群、美五育均衡發展的活潑健全兒童，
共創「健康、快樂、創新、卓越」的願
景。
基於實踐環境課程化及環境教育的
理念，以建立一個可作為大家在環保、
低碳、生態、永續的優質境教環境為目
標。學校著重行動實踐的體驗活動，且
將活動分全校性及年級性辦理。全校性
體驗活動有教學農園種菜、路跑減碳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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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活動、自行車考照節能活動、解說員
闖關活動；年級性體驗活動有牽羊吃
草、廚餘堆肥、魚菜共生照顧、生態攝
影等；另外，校園到處充滿廢棄物再利
用或延長物命的藝術作品，例如樹人、
花人、風車、風鈴、蟬、蚱蜢、蜻蜓、
鐵人等，致力營造豐富多樣化的永續環
境，讓校園的每一處都充滿知性與感
性，啟發孩子們想像力與生命力的學習
樂園。
秉持「在自然環境自然學習；從
生活實踐學習生活」的信念，始終相
信「教育的核心價值永遠以孩子為起
點」。所以學校採用另一個逆向思考
方式「減法思維」 小就是美，少便是
多，唯有以減法思維為核心來推動環境
教育，才會真正落實在每一個生活細
節。因為「教育不是成本效益的考量，
而是不放棄任何一個教育的堅持」，讓
環境教育回歸教育本質，貼近老師和學
生的生活需求，落實三生教育即生活
教育（教育根本，良好生活習慣與品
德）、生命教育（教育深化，善待自
己，關心別人）及生態教育（教育承
諾，共同維護生活環境），環境和我們
才能真正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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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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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校園整體規劃，擴大示範
學校功能

學校組

廢棄濾水器的春天-花人

目前學校已連續2年（104及105
年）申請教育部永續校園局部改造經
費，營造學校的永續校園環境，以迎接
100週年（110年度）校慶。未來將結合
大溪在地地理、人文、動植物等資源，
營造一所精緻的綠色校園，期望能帶動
大溪區，甚至桃園市學校一起邁向永續
校園而努力。

精進教師課室教學，持續深耕
環境教育

生態營隊認識校園動植物

除目前的12個校園教具課程持續滾
動式修正外，學校未來將結合在地素
材，建構更深刻有意義的環境教育戶外
探索課程，帶領學生走出校園、走入社
區，以培養學生優質品德與提升環境行
動力。

結合社區總體營造，建構溪西
世外桃源

親職教育日親子共作風車牆

結合社區再次啟動社區總體營造工
作，以永續發展為目標，以保護生態環
境為主軸，發展在地綠色經濟，更以學
校優質綠色校園建構為基礎，將學生和
教職員的推廣經驗擴散到社區每個角
落，開發相關低碳能源、多樣生物、綠
色產業、文史探祕、生態步道等旅遊觀
光課程，創造可持續可永續發展的溪西
世外桃源社區。

整合學校社區力量，申請環境
教育設施場所認證

中庭基地保水是學生上課的教具

將整合學校及社區環境教育專業人
力、在地自然豐富資源、環境教育課程
方案及學校各項設施經營管理，申請環
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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