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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組織介紹
臺南市立官田國民中學（下稱官田
國中）位於臺南市官田區，民國（下
同）57年創校，目前學生人數166人，
教職員工人數23人，校地總面積48,613
平方公尺，屬於偏鄉弱勢小型學校，校
務則以「學校社區化，社區學校化」雙
核心推動。
89年，水雉生態教育園區持續追蹤
發現，官田區的珍寶—水雉成鳥僅剩5
隻，即將面臨滅亡的危機。消息一出，
立即引起各界高度的關心，想盡一切辦
法及投入資源，大手牽小手地保護水雉
避免這一場生態浩劫。官田國中為官田
區教育中心，對於水雉保育的生命教
育，乃至於擴大到環境教育的全球議題
觀念扎根、意識奠基、知識學習、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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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以及公民實踐責無旁貸。因此，
學校以「用教育救水雉」為主軸，全力
投入環境教育議題，成立環境教育推動
小組，從上而下，由校長帶領學校師生
共同投入環境教育工作，並由師生視課
程及生活經驗主導教學活動；對外則
邀請區公所、農會、社區發展協會、
學區國小、企業、大學、非營利組織
(NPO)，以及官田青農等協力夥伴，凝
聚學校及社區推動環境教育的共識，形
成「立足官中，環教未來」的願景，共
同用教育力量翻轉官田生態，甚至全球
環境意識。
因應12年國民基本教育素養導向教
育模式，成立環境教育教師專業社群，
邀請專家學者提升教師專業能量，以典

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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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圳教育聯盟學校；另外，也獲得臺南
市政府教育局—校校教學卓越學校特色
課程「水綠生活」甲等與臺南市政府環
境教育評鑑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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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環境教育事蹟
整合產官學民境，透過課程將
校園營造成環境教育桃花源

學校組

範交流進行校際經驗分享，擴張教師團
隊環境教育視野，定期討論研發優質環
境教育教案，實施的教學模組有4類，
分別為學校本位課程「水綠官田」、8
大領域「部訂課程」融入教育、彈性學
習「校訂課程」、全校性專題式「活動
課程」等，以跨領域、跨學科、跨年級
的推動核心，由「課程出發」→「意識
形成」→「知識學習」→「觀念釐清」
→「體驗實作」→「能力培養」→「素
養導向」→「自主學習」→「溝通互
動」→「社會參與」的環境教育實踐步
道，全面推動由「人類需求」↔「環境
生態」「人類關懷」↔「環境關懷」
「人類未來」↔「環境未來」3大雙向
價值省思的環境教育。
官田國中的環境教育在師生共同努
力下，榮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下稱環
保署）低碳永續家園環境教育示範場域
的銀質認證；台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世
界遺產潛力點計畫，也將官田國中列為

官田國中將環境教育列為校本課
程，以食農教育及官田烏金菱殼炭的循
環經濟為基礎，發展官田水雉、官田烏
金、官田窯、官田土壤、官田水圳、智
慧農推、藝術人文及國際交流等8大主
軸的環境教育課程，並以「水綠官田」
的校本課程為基礎，透過課程規劃發展
包括「部定課程領域融入」「校訂彈性
課程」「主題式遊學課程」與「專案
課程」等4大類別的一系列環境教育課
程。同時透過校園營造，將學校建置成

公共電視－我們的島節目－採訪官田窯主題

友善耕種官田菱角種植樂—日本體驗

寄信給聯合國爭取烏山頭水庫暨嘉南大圳
為世界遺產

臺16號米慶豐收官田烏金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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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個處處是教室、物物是教具、時時
可學習的「環境教育桃花源」，並發展
「官中環境教育典範基地課程」，透過
二維條碼連結YouTube影片，達到輕鬆
學習之目的。

以水雉保育為出發，喚醒環境
教育意識
菱角與第2級保育類動物水雉是官
田最大特色。89年，水雉的重要繁殖地
「菱角田」，在慣行農法使用農藥的情
形下，導致也是臺南市鳥的水雉大規模
死亡。身為教育單位的官田國中因此思
考，從水雉的自然保育課程出發，與水
雉生態教育園區志工老師合作，進行濕
地維護課程及志工培訓，並且發展了包
括濕地生態與學生自編戲劇「水雉的一
生」等課程。

化腐朽為神奇，官田烏金菱殼
炭循環經濟，減緩氣候變遷
官田是菱角的重要產區，產量超過
全國的70％。然而每年超過3,700噸的
菱角，也產生了龐大的農業廢棄物菱角
殼。以前農民會將這些菱角殼堆放路邊
或是點火燃燒，不僅造成空氣的污染，
也造成環境的負擔。在官田區顏能通區
長與國立成功大學林弘萍教授的指導
下，學校發展推廣可減緩氣候變遷的官
田烏金菱殼炭系列課程，將農業廢棄物
菱角殼碳化為生物炭再利用，並與有限

重建50年埤塘文化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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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臺南市官田烏金社區合作社（下稱
烏金合作社）合作，開發菱炭吸附包等
商品。校園中並以親子爐課程示範菱殼
炭化的原理與過程，培訓「菱炭超人」
小解說員，作為菱炭課程的種子講師，
讓循環經濟的永續觀念從小扎根。

官田窯熱循環 推廣低碳飲食與
生活
官田國中是菱殼炭的教育示範場
域，官田國中打造了世界獨一無二的官
田窯，將菱殼炭化所產生的廢熱回收。
而保護官田窯的遮雨棚，也設置太陽能
發電裝置，提供所需電力，並作為能源
教育的素材。官田窯不僅可以示範菱殼
炭的碳化過程，同時也可以進行窯烤、
烘焙等烹飪課程，以互動式環保讓環境
教育課程變得豐富有趣。最重要的是，
公私協力，與烏金合作社相互合作，讓
社區長者也成為種子講師，成為在地生
活環境的守護者。

扎根食農教育，倡導微生物菌
友善耕種
利用校園空地，將草地變成菜園，
菜園變教室，開闢了18格快樂農園及
旱 作 區 ， 推 廣 有 效 微 生 物 群 菌 （ EM
菌）、蘇力菌、枯草菌、黑殭、白殭等
微生物菌的友善耕種，讓學生親自參與
農事，瞭解食物從無到有、從農地到餐
桌的食材知識，培養食品安全觀念及正

菱殼烏金農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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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耕種官田菱角整株苗

農業廢棄菱殼染布

夢想田孩子們的環境教育夢想學校

確對待食物與環境的態度。學生所種植
的蔬菜，甚至比市場上販賣的還漂亮，
民眾甚至透過網路向學校表達希望購買
或學習。

文化傳承延續，重現水圳與埤塘
利用空地與廢棄水溝，在校園重現
埤塘、水圳與農田灌溉用水運作方式的
農業文化，透過課程傳承與延續，並建
置水資源循環系統，將嘉南大圳灌溉用
水及雨水導入生態埤塘，作為乾季時食
農教育的灌溉用水。

智慧農推，AST科技化草莓園
專案
與百兆鍶科技合作，發展符合國中
學生程度的程式語言與晶片設計課程，
將「雲端大數據」及「遠距控制」的
概念，以自造者(Maker)精神，導入學
校發展的「AST雲端科技草莓園專案」

學校組

傳統農法耕種—整土

中。未來希望讓監控範圍能擴及溫度、
酸鹼值、空氣品質等，讓科技化農園能
夠能更完整也更普及化。

藝術人文課程，深耕在地情懷
與廣恆藝術中心合作，發展出近20
種以在地環境為素材的藝術課程，在學
校藝術領域課程中實施，並設置環境教
育藝廊，將歷屆學生作品整理展出，把
環境教育與藝術結合，讓學生都能知
鄉、親鄉進而愛鄉。

科技與環境教育結合，國際交
流世界推廣
積極推動國際教育，除了透過視訊
論壇進行國際交流外，每年與日本沖繩
恩納村中小學互訪，入班參與對方課
程，並進行環境教育交流。此外，也於
科技部高瞻計畫中，發展以水雉為主題
的偏光教學模組，將環境教育融入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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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田間試驗並通過
綠保認證的「稻菱
輪作田」，還有進
行微生物友善耕種
課程的快樂農園，
重現埤塘、水圳、
農田灌溉用水文化
的生態埤塘，以及
推廣農業廢棄物，
菱殼炭循環經濟概
念的「官田窯」等
在田中央領證書的另類畢業典禮
環境教育設施。現
教育，並參加國際發明展，獲得2017韓
在的官田國中可以說是一個環境教育的
國首爾發明展銀牌獎，讓環境教育成果
大寶庫。也因為推動環境教育的成效，
透過國際交流與國際競賽，從官田國中
學校常獲各大報紙、平面媒體、雜誌、
出發，影響社區；走出臺灣，邁向世
電視節目報導或專訪。讓學校推動環境
界。
教育的成果，透過網路及媒體發揮最大
的影響力。
推動環境教育過程中，對科普產生
興趣而進行菱殼炭探究的學生說：「科
學讓我探索世界，而環境教育讓我看見
「漫步官中、環教未來」，學校超
未來。」；參加戶外課程的學生回饋
過64％的綠覆率，放眼望去，盡是綠
說：「環境教育課程，讓我們有真實的
意。走進官田國中很難不被眼前媲美公
體驗，讓我們有真心的感動。」，可曾
園的校園美景所吸引。
想過，環境教育與生命教育的啟發，氣
官田國中位於臺南市地理中心，學
候變遷及人文關懷是如此緊密的連結。
區內大部分是傳統農業社區。因為校地
107年1月25日，官田國中孩子與烏金合
非常廣大，整理環境也成為學校的沉重
作社及社區關懷據點的長輩們將官田烏
的負擔，但危機也是轉機，負擔也可以
金吸附包捐贈給復康巴士使用，讓搭乘
變優勢，我們將學校裡的空地變成可食
復康巴士的市民及偏鄉就醫民眾，都能
地景，將草地變菜園，將荒地變農田。
享有舒適且健康的空氣，同時享有幸福
經過多年的努力，我們成功打造了「官
中環境教育傳奇」，校園裡有進行菱殼
的搭乘感受。這正是生命教育與環境教

推動心得

友善耕種官田菱角種植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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菱殼炭系列實驗

菱炭吸附包贈復康巴士傳幸福

首部曲
推動環境教育產業化，與烏金合
作社進行循環經濟及企業社會責任
(CSR)。
1. 發展與烏金合作社合作模式，建立
標準作業程序(SOP)流程及回饋機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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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曲
以官田國中為基地，發散至大官田
環境教育基地。
1. 舉辦官田區環境教育共識會議，邀請
社區民眾共同擬定環境教育推廣方
向。
2. 成立環境教育社區教師社群，進行環
境教育教案研發，並進行社區環境教
育實作方案。
3. 規劃環境教育區域交流活動，進行他
山之石典範轉移，招攬更多社區夥伴
加入。

學校組

官田國中將以「水綠官田」的環境
教育基礎，昇華為「水綠官田、典範全
球」的環境教育新願景。校本課程亦由
「水雉、菱角、烏山頭」3大在地元素
推廣至「水雉、菱角、烏山頭、國際新
世紀」，積極邁向國際化、全球化，達
成官田國中環境教育「官中環教，生生
世世，成為典範，擴散全球」的教育使
命。未來學校將持續堅持「分享、搭
橋、擴散」的環境教育理想，以環境教
育3部曲，達成環境教育願景。

2. 確認環境教育推動專題，明朗化資
金流向及推廣專題推動成效。
3. 以善盡企業社會責任(CSR)的公益作
為，回饋學校研發課程及辦理推廣活
動，形成教育永續循環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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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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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最成功的連結，更是環境教育社會責
任的最佳實踐。
官田國中只有166位學生，10幾位
老師，雖然不像山區學校擁有豐富的社
會資源，也不像市區大校擁有充沛預
算挹注，可以說是要錢沒錢，要人沒
人。「一人難挑千斤擔，眾人能移萬座
山」，我們不怕人少，因為官田國中的
師生，擁有一顆熱情的心，以及對環境
教育的執著，努力地在限制中突破，在
資源有限中，創造無限的可能。多年來
我們引進各界資源，以公私協力及產、
官、學、民、研合作的方式，克服國中
分科教學的種種限制，打造了「官中環
境教育傳奇」。未來更期待透過分享、
搭橋、擴散，持續強化與社會、國際的
連結，讓官田國中環境教育能成為全
臺，甚至全球的典範基地。

最終曲
用小小的力量，堅持著理想；雙向
的力量，造就彼此的擴散。
1. 擴展學校以環境教育議題為主軸的
國際交流版圖，進行全球推廣。
2. 輔導本校國際交流夥伴推動國際環
境教育交流，形成雙向擴散。
最後，官田國中堅信，「花若盛
開，蝴蝶
自來；人
若精彩，
天 自 安
排」，官
田國中全
體師生及
社區等所
有夥伴的
環境教育
努力，終
將在全球
擴散。
魔法之鋁廢棄物化身生命之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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