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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組織介紹
新竹市立建華國民中學（以下簡稱
建華國中）創校於日據時代（28年），
71年改制為新竹市立建華國中，位於新
竹市東區建華里，緊鄰十八尖山，周邊
有新竹高中、新竹高商、國立交通大
學、國立清華大學等教育單位，學區範
圍內有孔廟、新竹市立動物園、高峰植
物園、十八尖山，為自然環境優美及文
藝氣氛濃厚的文教區。
為落實推動環境教育，於圖書館設
置環境教育專區，各領域教師充分將環
保意識融入各科教學，各年級校外教學
優先安排環境教育學習場所，同時積極
引入外部資源，邀請新竹市環境保護局
協助資源回收、節能減碳宣導；邀請台
灣環境資訊協會、荒野保護協會、梧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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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協助辦理環境教育講座；新竹市
農會四健會、草根意識工作室、沺源青
工作室等協助食育教育推廣，透過達人
分享，加深學生環保學習的深度。
為積極推動校園生態環境營造，建
華國中在96年成立愛校服務隊，志工同
學在老師帶領下利用午休及課餘時間，
投入環保創客活動、資源回收再利用、
校園植樹、綠美化空間營造、生態池、
生態水盆維護、菜園管理照顧等各項永
續環保工作，歷年成果豐碩。同時也走
出校園，關懷社區，實施公園、街道及
新竹護城河掃街，以及參加新竹17公里
海岸線淨灘與十八尖山淨山活動，也參
與新竹根與芽動物嘉年華大遊行，推動
「走讀新竹」活動，讓學生以實際行動

創客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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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近、愛護鄉里。建華國中師生在校認
真學習新知，同時關心環保，更藉由環
保行動與國際交流，104年參與新竹市
臺美生態學校遴選，獲得特優獎肯定。
此外，歷史悠久的校園建築在汰舊
新建的過程中，秉持環保理念，積極落
實綠建築概念，讓校園處處可見綠意，
同時更導入生態減蚊概念，廣置環保生
態水盆、建置生態池與生態水溝，使學
生學習尊重生命、愛護環境的永續精
神。繼又推動食農教育，充分利用在地
資源，發揮廢棄物再利用的環保理念，
將閒置校地建置為校園農場，同時引用
溢流地下水作為灌溉水源，讓師生學習
農耕，親手種植，認識食安問題，體驗
從土地到餐桌的食物旅程。

推動環境教育事蹟

學校組

建置生態池，蛙鳴重現校園

字母菜園三期輪種維持地力

課認識氣候變遷，探討溫室效應與全球
暖化；地理課關心自然保育，進行生態
特徵與環境問題研究，以及進行十八尖
山實地踏查，觀察在地動植物特色；健
康教育課程介紹空品旗，帶學生關心臺
灣，乃至全球空氣污染問題；視覺藝術
課欣賞十八尖山四季美景，學習地景藝
術及新時代環境藝術，利用在地自然素
材創作，體驗無污染無破壞環保藝術之
美。
綜合課學生畫設計圖，利用廢棄桌
椅改造新家具，關心校園環境，動腦思
考提出具體建議，並追蹤後續改善作
為；聯課活動飛揚班學生利用舊校舍廢
棄木材製作手工筆、生活用具，兼具藝
術、環保與實用性；園藝社同學利用廢
棄物建置菜園，體驗自然農法，也嘗試
使用寶特瓶種菜、製作魚菜共生瓶、廚
餘堆肥及建造蜂旅館，在在都是實踐環
保、關懷生態的教育學習。

環境教育融入各科教學
建華國中重視全面學習，透過創新
的教案設計，將社會環境教育、氣候變
遷、自然保育、公害防治、環境及資源
管理等環境教育面向，與8大學習領域
相結合，如國文科觀察校園動植物，
汲取詩文創作題材；英文科介紹環保
3R-Reduce（減少使用）、Reuse（物盡
其用）、Recycle（循環再生）；理化

建造蜂旅館-獨居蜂的桃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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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教育的種子-導覽小志工

堅持自然農法的幸福收穫

辦理社區生態公園清掃服務

新時代環境藝術學習

永續校園，生態防蚊
由於校史悠久，校方逐年進行校園
整體永續改造工程，老舊校舍拆除重建
時，採用綠建築設計，同時導入生態防
蚊概念。校園廣置120盆生態水盆，其
中的水生植物是來自各地環境教育夥伴
的熱情分享，每一個水盆都是一個獨立
生態環境，學生藉此認識多樣的水生植
物，也讓水盆中自然採集的大肚魚發揮
抑制孑孓的防蚊功效。同時，師生親手
打造生態池與生態水溝，逐步建置校園
自然生態水世界，並進行校園蛙類復
育，目前已記錄蛙類6種及水生植物40
餘種。

建華綠園道，自然農法體驗基地
第3棟教學樓老舊拆除後，在新大
樓尚未重建前，建華國中師生發揮環保
創客理念，展開一連串的荒地營造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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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將荒地建構成6區菜園，營造屬於
所有建華人的環保綠園道。「方格菜
園」提供學生屬於自己的食農園地，讓
參與園藝的每一位學生完整體驗從產地
到餐桌的食物旅程。
「字母菜園」實施作物季節輪種，
維持地力，6月盛開的向日葵，陽光燦
爛，是獻給畢業學生的祝福。冬季輪種
小麥，參與支持「咱糧學堂」的國產雜
糧復興運動。兩期之間油菜花開，蝶舞
蜂喧，更是校園的另一片風景。
緊鄰學校彩虹教室的「彩虹農
場」，透過蔬菜種植體驗，豐富特教
班孩子的生活；「永續菜園」的菜畦框
架取自圍牆改建工程拆下的舊圍籬，讓
廢棄物再生，體現環保創客的永續環保
理念；英語情境大樓前以廢棄石塊堆出
的「香草圈圈」，結合英語情境課程教
學，30種異國香草的氣息，令人難忘。
食農創客營在校園農場搭建「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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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箭爐」，體驗從產地到餐桌的野炊樂
趣；因為關心環保，師生幫獨居蜂打造
「蜂旅館」，希望喚醒大眾認識農藥濫
用對蜂類及生態的危害。建華綠園道上
的「食物森林-美樂地農場」力行自然
農法，無農藥、無除草劑、無化肥。然
而蔬果的種植不能一直依賴外來的有機
質肥料，因此師生們廢棄物再利用，將
校園中不時掉落的黃椰子落葉編織成
「大鳥巢」，學習調和碳氮比率，並運
用校園落葉與生廚餘，製作環保有機肥
料，期待食物森林的植物都能獲得天
然、在地的養分。

推動心得
建華綠園道從整地開始，全校師生
一步一腳印，合力拾起荒地上的大小石
頭，堆成一座石頭小山，這些碎石磚瓦
就成為建造菜畦的素材。改建校園剩下
的透水磚鋪成走道很實用，但一顆顆卵
石鋪成的青石小徑更加古色古香；家長
會熱心製作的南方松菜畦邊框實用大
方，用廢棄運動器材的木板圍成的菜畦
則另具環保意義；不要的木條、廢棄的
掃把柄可以支撐茄子、番茄的生長；童
軍活動剩下的竹竿拿來搭棚架，加上廢
棄的球網就成為小黃瓜、絲瓜、苦瓜、
南瓜、瓠瓜們攀附生長的絕佳場所。雖

學校組

多樣性水生植物盆，生態防蚊

回收課桌椅，創客再生

然因為土質不佳，食物森林第1年的收
成並不好，但是經過1年的養土，第2年
的收穫，讓參與其中的老師及學生都覺
得驚喜！其他如翼豆、節瓜、佛手瓜、
蕎麥與紅藜等新奇作物，也陸續出現在
食物森林裡，在建華人的食農體驗中，
留下美好記憶。
綠園道上的蔬果每天需要大量的水
源灌溉，而學校活動中心長期因為地下
水溢流問題，導致地下室潮濕不堪使
用。因此，總務處設置陰井收集這些地
下積水，並以浮動抽水馬達將溢流水集
中儲存在4個大型儲水塔中，層層沉澱
過濾，不僅得到了免費的灌溉水資源，
同時也解決了積水問題，讓原本無法
使用的地
下室，搖
身一變，
成為學生
的桌球教
室，可說
是化危機
為轉機的
最佳環境
教 育 案
例。
有了
這 片 菜
園，驚奇
同學巧用香草園的薰衣草
製作母親節卡片
連連：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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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角鴞重回校園育雛

圖書館設置環境教育專區

推廣從產地到餐桌的食農體驗

參與新竹根與芽動物嘉年華大遊行

豆真的長在土裡！黃豆、黑豆、毛豆原
來都是好兄弟！南瓜、西瓜可以長在架
子上！剛埋在地上發芽的佛手瓜竟然被
大家當成是芭樂！草莓原來真的得鋪草
（塑膠布），不然果實落土容易爛。不
僅學生們訝異地發現茼蒿菜開花原來這
麼美，連老師們也對龍鬚菜和佛手瓜是
同一種植物，大嘆原來如此。漸漸的，
對農事的經驗，對自然的好奇，對生命
的驚喜，逐漸加入了建華人的話題。同
學們自己種植的花椰菜、高麗菜成為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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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老師的束脩；綜合課學習烹飪，童軍
課要野炊，湯鍋裡煮的是現拔的蘿蔔，
炒鍋裡翻騰的是新鮮的地瓜葉和秋葵；
田裡拔了芹（勤）和蔥（聰），成為對
學長姐參加會考的祝福；驪歌高唱時，
畢業生手裡握著的向日葵，還能感受到
昨日校園泥土的氣味。
這片菜園，為校園注入了一股新奇
的活力，不僅活化了校園的硬體空間，
更甚者，在不知不覺間，它也改變了校
園中的人際氛圍。誠如Austin Alfred所

說資料庫，訓練水生植物解說同學，提
供社區鄰近中小學水生植物教學參訪學
習場域；結合水生植物生態系統，納入
蛙類、螢火蟲等多樣化生物的引入與復
育，讓記憶中的原生物種重回建華校
園；配合食育教育的逐步落實，招募校
園食農創客師生團隊，以發展永續校園
為目的，並設計教學課程，融入各領域
教學，提升師生參與至100%；結合美
感教育，提升校園農場為兼具食用與欣
賞價值的可食地景，建立屬於社區的食
物森林；建置太陽能發電系統、雨水回
收系統、溢流地下水灌溉系統，以及結
合校園農場與校園生態系，建立節能減
碳、循環永續、三生共構（生命、生
活、生態）的學校。
長期目標將建構完整場域、系統課
程、教學資源，讓學校成為水生植物學
習中心；建置系統食農教學模組，讓學
校成為食農創客基地及食育教育學習中
心；透過校園農場，引入社區資源，推
廣全民農事體驗，找回食物的生產權
能，讓學校成為社區農事交流中心；透
過校園土地利用、生物多樣性與食育教
育的推廣，使學校成為環境教育學習場
域，透過經驗分享，促進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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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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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The glory of gardening: hands in
the dirt, head in the sun, heart with nature.
To nurture a garden is to feed not just on
the body, but the soul.」接觸田園後，國
中生繁重的課業壓力有了舒緩的空間，
菜園裡不時可見青青子衿徘徊其間，即
便匆匆路過也會回首流連；一系列的生
態盆、生態池、生態溝渠，使得蛙鳴重
現，魚蹤時見。因為對生態校園的堅持
與努力，喜鵲天天在校園中漫步，貓頭
鷹最近也回到校園中，讓建華的孩子幸
運的可以就近觀察領角鴞育雛的畫面，
我們甚至相信，許久不見的螢火蟲，有
朝一日一定會重新飛舞在夏夜的建華校
園。

短期目標將持續增加環保水盆數量
至200盆，擴大水盆分布密度，增加生
態防蚊效果；增加水生植栽種類至100
種，建置更多元、完整的水生植物生態
系統，並邀請水生植物專家、生物多樣
性專家蒞校指導，增進師生對校園動植
物的深度認識；辦理食農研習課程，讓
教師體驗農事樂
趣，提升教師農
事知能；建構學
校生態農場，鼓
勵師生參與，提
升學校師生參與
度至50%；持續
參與臺美生態學
校，與國際分享
交流環境教育經
驗。
在中期目標
方面，建立生態
行動團隊，製作
廢石塊堆砌香草園，外師結合香草、食農實施英語情境教學
詳細水生植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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