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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中西區永福國小     三、101 年環境教育執行成果報告 

★１０１年 03/28 低碳校園教案分享-環教研習 

節能減碳教案分享，期待每位老師能將環保理念透過課程讓學生了解 

★１０１年 05/02 健體領域中關於環境教育的研習 

★101 環境安全教育-0912 消防教育宣導 

室內消防常識講習 戶外滅火實際演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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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年 9/10 台南市環保聯盟-拒絕色香味的誘惑之學生週會環教宣導 

了解食品添加物的潛在危險，維護學生食的安全健康環境 

★１０１年 9/27 綠色節能生活行動列車活動到校宣導-繪本教學(主要內容為綠建築) 

介紹綠建築的理念與各項指標，讓孩子從中了解環保的重要性 

★１０１年 9/28 食品 GMP 發展協會宣導正確使用塑膠容器與食品安全風險 

認識各種塑膠瓶的分類，除了吃出健康還要小心萬年垃圾汙染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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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年配合政策，落實召開環教會議和開會不提供杯水的政策 

不定時召開環教會議，並落實開會自備環保杯，不提供杯水的政策 

★１０１年結合家長的力量做好二手制服、教科書和學用品的回收 

★ １０１年中西區永福國小-資源回收設置(校園內統一回收分類區)(班級教室) 

結合家長力量做好午餐廚餘分享 學生將不要的廚餘集中於廚餘桶送給廠商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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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年中西區永福國小-資源回收宣導(課程內容.日期.講師) 

★１０１年利用親師生母親節感恩晚會由校長做資源回收宣導 

★１０１年利用學校跑馬燈按時做環境教育相關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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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年資源回收設置 

確實做好資源回收各項分類 儘管場地小，仍維護回收場整潔 

鼓勵各班做好資源回收的工作   老師帶著的新生參觀學校的資源回收場 

   資源回收場張貼 13 項分類海報 衛生組長帶著回收小志工做資源回收衛教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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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年廢電池回收-每月固定最後一個禮拜進行廢電池回收 

利用午休作廢電池回收-讓學生自己秤重量 每月廢電池超過三公斤的班級，利用升旗表揚

★101 年公廁管理-每天記錄公廁打掃狀況，保持公廁環境整潔與衛生 

每天按時檢查廁所狀況，維持廁所乾淨通風 八月稽查人員評分 85 分，隔日盡快改進缺失 

１０１年配合政策，落實採購具有節能減碳環保標章的產品 

                       採購學校物品皆以綠色消費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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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年 08/30-09/28 登革熱防疫與環境衛生衛教宣導 

公佈欄張貼登革熱和腸病毒海報進行宣導 新生訓練時家長與新生觀看公布欄上的宣導海報

每月由各班孳生源察隊員檢視校園 學生定時將不用的容器移位倒置避免積水 

 

★１０１年全校維護環境清潔所做的各項努力 

 

每月由校護彙整各班以消毒水清潔的紀錄，環境消毒由一年級學生就開始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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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掃工作時井然有序 每日作資源回收 

清洗洗手台 清洗水桶並倒置 

校長不定時巡視校園並指導學生打掃 學生認真打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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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１年師生共同維護校園盆栽 

                 各班老師與學生按時幫忙澆水整理校園盆栽 

★１０１年 0312-0315 節能宣言創意寫 

全校學生利用時間宣讀節能減碳十大宣言並寫下自己想說的話與大家分享 
★１０１年 2/13-3/16 撰寫環境教育週記 

        學生維持四週利用資訊課寫下維護生活週遭環境清潔的相關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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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年 0830-0915 腸病毒與環境衛生衛教宣導 

一年級老師對於新生進行消毒稀釋的講解 腸病毒宣導單張貼教室外面.進行衛教宣導 

撥放影片讓孩子學會如何正確洗手 讓孩子實際進行洗手步驟，檢查是否正確 

★１０１年 08/30-09/28 登革熱防疫宣導 

師：小朋友~夏天你們最怕的是什麼啊?   
抓

小朋友全神貫注的欣賞－登革熱防疫大作戰 
生：夏天最怕蚊子咬，全身癢得受不了，亂
好像沒洗澡，希望蚊子不來擾。 

老師會隨時停機解說影片內容，讓學生可以了

解防疫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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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後競賽－同學急迫的想告訴老師答案。 學生都能聆聽老師的解說，師生良好的互動。
 

★１０１學年度環境教育教學-防災教育演練 

室內防震演練-躲在桌子下 室外防震-演練逃生路線 

室外防震演練-聚集操場清點人數 演練檢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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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低 四格漫畫競賽活動 ★１０１年鼓勵學生參加校外臺南市 碳校園綠生活」

★ １０１年 09/17-0928 我愛我校繪畫活動-綠建築永昕樓之美 

舉辦畫我校園寫生比賽，透過寫生欣賞本校新 學生不同的取景，進行永昕樓的寫生比賽 

建的綠建築-永昕樓 

303 安佩均畫我校園的作品 404 周黃云翌 畫我校園-校園的綠角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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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１年 09/17-09/21 指導高年級學生參加全國電費計算活動，了解節能省錢的重要 ★

讓學生認識電費的分級制度與計算方式，改變使用能源的習慣與態度，進而珍惜能源 

★ １０１年爭取經費嚴格把關預計今年十月底驗收完成的綠建築-永昕樓 

可進行動植物教學的生態池 可供學生玩耍溜滑梯 

永昕樓全景-南側斜坡道種滿草坪，成為台南市中西區裡一條最美的綠色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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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福國小歷年執行成果 (複製網路資料) 

開始學年： 

１０１年二手制服、教科書、學用品二手回收情形 

100
～ 結束學年： 

100
 

單位名稱 學年 學期 單位類別 類型 執行
回收量 學生數 回收率 再利用量 再利用率 

市立永福國小 100 上 國民小學 二手制服 是 2 8 17 85% 

    

    

  (a)

0 

  (b)

68 

  (a/b)

2% 

  (c) 

 

  (c/a) 

市立永福國小 100 上 國民小學 教科書 是 400 868 46% 400 100%

市立永福國小 100 上 國民小學 學用品 是 10 868 1% 10 100% 

市立永福國小 100 下 國民小學 二手制服 是 30 860 3% 28 93% 

市立永福國小 100 下 國民小學 教科書 是 350 860 41% 350 100%

市立永福國小 100 下 國民小學 學用品 是 10 860 1% 8 80% 



 

15 
 

★１０１年參加我的綠色學校-課程分 已 24 子享 獲 片葉  

學校成果： 

         深綠色葉片數：15 片     淺綠色葉片數：21 片  

學校成員的所有文

文章標題 類型 帳號 葉片數

20 EcoLife清淨家園顧厝邊綠網-- 一般提報 21

永福國小 

做起 

小 

市永福國小) 

低碳實作 

承辦人：  林雪尾         主任： 王全興         校長：吳明瓊 

章： 

發表日期 

12/09/18 實做 3621 3 

2012/09/15 作伙來節能減碳.達成低碳校園 南市 一般提報 213621 1 

2012/09/01 「水土不服」與節水新生活(南市永福國小) 一般提報 213621 3 

2012/08/27 參觀「高聚光太陽能發電廠」永福國小 一般提報 213621 2 

2012/08/23 「我家門前有小河」守護家鄉河川從自己 一般提報 213621 2 

2012/08/16 【新能源汽車】「節能減碳、低碳校園」永福國 一般提報 213621 2 

2012/08/16 【R is for Recycle】(南市永福國小) 一般提報 213621 2 

2012/08/07 珍愛地球「節能減碳、低碳校園」(南 一般提報 213621 3 

2012/08/04 「我家門前有小河」守護家鄉河川從自己做起 一般提報 213621 3 

2012/03/22 ◆【太神奇啦！短粉筆變長了！】南市永福國小 一般提報 213621 3 

2012/02/16 ◆【節能減碳】有品生活<資源回收再利用> 一般提報 21362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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