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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生態校園之理念與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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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有機產業促進協會 理事長 

 
摘要 

    台灣每天超過 560 萬師生，在各級學校校園內生活與學習。在校園噴灑農藥，毒害師生，

實在是愚昧不智的行為。如何提供全國師生一個優質的生活學習環境，應屬教育當局刻不容

緩的要務。有機農業四大原則是「健康、生態、公平、關懷」。有機農業不只是農業，應該把

它視為一種生活方式。中興大學自 2005 年實施有機校園，一年之後，利用掉落式陷阱調查校

園生態多樣性。11 天之內，在 34 座安全島，共捕捉到 66,285 隻節肢動物，包括甲殼類、昆

蟲及蜘蛛，分類為 633 型態種，總計分為 5 綱 24 目 110 科。此外，還包括腹足綱之蝸牛 85

隻（3 型態種），可見有機校園生態相之豐富。垃圾量也由每月 115 噸，減為每月 65 噸。明

道大學自 2007 年實施有機校園，黃鸝鳥、啄木鳥、翠鳥和紅冠水雞都在校園棲身繁殖。顯然

有機校園理念之施行，不但可以有效增進生態多樣性，也提供師生更健康安全的生活與學習

環境。2007 年我們在教育部自然生態學習網，帶領國內五所中小學校， 2008 年帶領六所學

校，在教育部自然生態學習網，推動有機校園示範計畫。2011 年更有 68 所高中職學校與明

道大學簽署有機綠色校園聯盟，預計大力推動有機校園與健康飲食示範計畫。希望國內有更

多學校跟進，一起建設台灣成為一個有機國家。 

 
前言 

 ~等到最後一條河被污染，等到最後一棵樹被砍掉，等到最後一條魚被捕捉，然後你們才

會明白，原來鈔票是不能吃的。~ 

 我常引用這句印第安人的格言，道出人類對大自然恣意破壞、唯利是圖的愚昧無知。地

球從形成到現在，估計已有 46 億年的歷史。46 億年到底有多久？實在難以想像，並不是一句

「念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淚下」可以道盡。但如果把這麼長的時間換算成一天 24 小時，從

凌晨零時零分零秒起，直到三更半夜的 23 時 59 分 58 秒為止，人類都沒有出現。到最後兩秒

鐘，人類出現了，而且竟然有辦法在最後 0.0038 秒，把地球搞得到處烏煙瘴氣，許多地方不

再適合人類和其他生物居住。現代人類的生產方式，包括近代（化學）農業生產方式，都會

對環境生態造成重大衝擊。有機農業的目的，就是要矯正這些缺失、力挽狂瀾，為人間留下

一片淨土。有機校園就是基於這種理念，希望提供師生一個健康安全的生活空間與學習環境。 

 有機不只是農業，也不只是一種產業，更不只是一種理念，應該是一種生活方式。IFOAM

標榜有機農業的四大原則：「健康、生態、公平、關懷」。佛教強調智慧與慈悲；因為有智慧，

才能知道有機農業對健康生活與生態保育的重要性；因為慈悲，才能關懷弱勢，公平對待人類

和萬物。我從事有機農業經營、教育、推廣與研究十五年，希望將多年來的體驗與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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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情懷 悲天憫人 

 1997 年我接掌興大農業試驗場，當時農場生產低落，到處荒煙蔓草，18 公頃每年總收入

只有 18 萬。更可怕的是場裡的呂姓技士，因為噴灑農藥，肝臟受損，臉色蠟黃，經常請假去

看病。工人情緒低迷，毫無工作效率。因為不忍心看同仁為了微薄的農業產值，而傷害身體

健康。所以當時向興大農場同仁宣示，從此不再使用農藥，開始推動有機農業的決心。於是

從十五年前，興大農場開始實施有機農業，同時也向全國農民示範有機農業的可行性。由於

當初的一念之轉，農場全體同仁開始身體力行有機農法，不但生產各式有機稻米、蔬菜、紅

龍果、蜂蜜及有機酒醋，並試驗以飼養鴨子及各種方法控制稻田雜草、蟲害及福壽螺，也在

紅龍果園養雞、養鵝控制雜草。興大農場從此生態多樣化，處處鳥語花香，景緻宜人。夏夜

螢火蟲輕盈飛舞，晚間紅龍果花朵盛開，處處都是迷人景象。 

 興大農場也鼓勵小學生及社會團體前來農場，進行自然生態體驗與有機知性之旅。農場

多方努力，配合開放場區供民眾倘佯散步，休閒悠遊其間。五年內接受無數媒體，包括報紙、

雜誌、電台、電視媒體採訪報導，向民眾宣導有機農業的可行性。 

 另外興大農場也創辦有機市民農園，每年有 100 多個學員參與研習有機農法，充分享受

田園之樂。由於農場設備完善、師資陣容堅強、住宿環境舒適優雅，每年舉辦多次「有機農

業認證人員講習班」及「作物有機栽培農民訓練講習班」，參加農民極為踴躍，受訓學員每年

高達 400 人次以上。農場也接受國內各有機協會，包括慈心有機協會、MOA、以及台灣有機

協會之委託，協辦各種有機農業訓練班，每年參與受訓學員數以百計。點點滴滴，對我國有

機農業之發展，奉獻不遺餘力。 

 
生態破壞 悄然無聲 

台灣是一個海島，生態忍受度低而脆弱，就像復活島及馬雅文化都是生態破壞導致覆亡

的例子。報載台灣南部為防治登革熱，大量噴灑農藥，使得病媒蚊蟲出現抗藥性。這是一個

警訊，不只是蚊子的小問題，而是生態的大問題。生態問題往往來得靜悄悄，無聲無息，等

到發現已措手不及。 

以往各級學校每學期固定會接到地方政府環保單位公文，要求在蚊蟲孳生季節或開學前

進行「消毒」作業，幾乎同時間，學校就會接到農藥公司代客消毒（其實是噴灑殺蟲劑）的

廣告。其實這根本不是消毒，而是施毒，等於讓全體師生進行慢性自殺。這似乎是一種共犯

結，政府單位與業者配合運作的結果，往往讓學校總務人員相信，在校園內「噴灑毒藥」這

種慢性毒害師生、破壞生態的行為，就是政府環保單位所謂的「消毒」。 

對生態破壞，我喜歡用一個「半滿理論」來比喻。如果生態破壞就像浮萍的繁殖，以每

天增加一倍的速度成長，假設浮萍長滿水池需要 30 天，那麼到了第 29 天時，池面的浮萍其

實只滿了一半。所以，當我們相信污染不太嚴重，還有一半的地區生態沒有被破壞的時候，

千萬別沾沾自喜，那可能是生態大崩壞的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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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生態 公平關懷 

基於多年身體力行有機農業的經驗，我接任中興大學總務長時，理所當然地把有機理念

用來整治校園環境。以往興大校園每年花兩百萬元，將割草工作委外發包給廠商，外包廠商

往往疏於職責，經常看到校園內草長及膝。工人常因割草機不易處理路緣草地與水泥接壤處，

經常在草地邊緣噴灑除草劑。由於施用除草劑，校園到處有裸露地面，不但不美觀，刮風時

更常造成落塵。 

事務組只要看到校園有蚊子、或樹木有蟲，就要噴殺蟲劑。花草出現病斑，也要噴殺菌

劑。更嚴重的是，校園經常全面噴灑農藥，局部噴藥更是不計其數。主要目的是消滅蚊蟲，

使用的農藥說是除蟲菊，其實還是化學合成的毒性藥劑。除蟲菊對無脊椎動物的毒性甚強，

只要數個 ppb 就足以一併殺滅蜘蛛、蚯蚓、蜻蜓、草蛉、瓢蟲等生物。目前各級學校校園均

長期且經常性大量噴灑這些農藥，造成校園生態浩劫。此外，為控制校園樹木的病蟲害，更

是殺蟲劑、殺菌劑併用，使得校園生態及師生健康受到不必要的摧殘，更助長了病蟲的抗藥

性。每次噴藥後，短期內蚊蟲數量銳減，但很快地又繁衍更多具抗藥性的蚊蟲。自然環境中

的天敵遭到殲滅後，蚊蟲的數量更不易控制。 

我們從有機農場的經驗知道這是錯的，其實根本不需要施用這些農藥，只要花點勞力清

理水溝或積水容器，清理一下地下室的污水池，在經常積水的水溝或水池養殖大肚魚或孔雀

魚，就可以輕易控制蚊蟲的孳生。再加上生態相改善後，生物間自動相生相剋，達到平衡，

自然不會有蚊蟲大量孳生問題。 

 
生態環境 自動修補 

為矯正這樣的缺失，還給興大校園近兩萬師生同仁一個清淨健康的生活環境，也給每天

到校園運動休閒的無數民眾一個友善健康的空間。中興大學從 2005 年開始在校園內實踐有機

理念，不再噴灑殺蟲劑及除草劑。以往每年數次的校園全面噴灑殺蟲劑及除草劑，每年花費

數十萬元的農藥是小事，對土壤生物、微生物與無脊椎動物的殘害，對校園生態的破壞，以

及對師生訪客健康的危害，更是可怕。 

經過兩年多外勤班同仁的努力，堅持不再施用農藥的結果，讓蜘蛛、草蛉、蜻蜓、青蛙、

蟾蜍、螳螂協助捕食蚊蟲，讓生物相自動達成和諧平衡。生命科學院尤少彬教授指導研究生，

曾在校園內 34 座安全島，利用掉落式陷阱，在 11 天之內居然捕捉到 66,285 隻節肢動物，包

括甲殼類、昆蟲及蜘蛛，分類為 633 型態種，總計分為 5 綱 24 目 110 科。此外，還包括腹足

綱之蝸牛 85 隻（3 型態種），可見有機校園生態相之豐富。蜻蜓鳥類滿天飛舞，各種動物，

包括黑冠麻鷺、夜鷺、貓頭鷹以及松鼠，在校園內自然繁殖。2006 年校園內有一窩貓頭鷹生

了三隻小貓頭鷹，都長大成鳥。有 7 窩黑冠麻鷺生了 22 隻小鷺，連罕見的鳳頭蒼鷹也生了一

隻威武的小老鷹，遨翔天際蒼穹。 

另外，我們也積極推動利用落葉廚餘製作堆肥，大部份樹枝落葉及餐廳廚餘，均設法製

成堆肥，使廢棄物充分循環再利用，使得校園花木生意盎然。也大力推展太陽能利用及資源

回收等工作，力行垃圾減量的結果，興大清運垃圾量由每月 115 噸，減為每月 65 噸。由於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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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美景處處、空氣清新，除全校師生充分享受有機校園之清新氣氛外，還吸引大批新人到校

園拍攝婚紗，每天多達數十對。整個校園充滿生機，祥和樂利，是一個名符其實的有機生態

校園。這對多年從事有機農業的人來說，真是最大的回饋。也因此受到媒體關注與報導，更

受到教育部的重視，在電算中心自然生態學習網推動有機生態校園示範計畫。 

 
有機校園 示範計畫 

2008 年 1 月 27 日台灣有機產業促進協會終於在明道大學成立，全國各有機產業界都對

協會寄予厚望，期望協會能成為未來台灣有機產業界合作的平台，並希望協會的成立能為台

灣有機產業發展注入新的力量。2007 年我們在教育部自然生態學習網已經帶領國內五所學校

進行有機校園示範計畫，並在明道大學舉辦有機校園研討會。2008 年我們更與六所夥伴學校

進行有機校園示範推廣計畫。同時舉辦北中南三場「有機生態校園研習會」及夏令營，希望

全國 560 萬師生能將這些理念帶回家，傳播到全台灣每個家庭。 

 
寂靜春天 暮鼓晨鐘 

一百年前（1907），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出生在美國東北賓州的小鎮。小時候生活在

農莊，與田野動物為伴。大學念的是文學系，大二選了一門生物學，科學知識和實驗觀察喚

起她幼時生活於森林溪流、貼近自然的回憶。她喜愛文學，才華揚溢，又驚喜於科學的神奇，

於大三時轉唸動物系。畢業後進入約翰霍普金斯大學研究所，研究遺傳學，碩士論文題目是

「鲇魚腎腺胚胎的發育」。1935 年父親去世，由於經濟壓力，到漁業署工作。1949 年升任生

物學專家兼漁報主編。1951 年由於海洋三部曲（周遭之海、海風下、海之濱三本著作）暢銷，

於是辭去公職，專心寫作。她終身未婚，把全部的愛心獻給她所熱愛的大自然。 

1962 年卡森女士發表《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一書，指出人類為增產糧食，大量施

用 DDT 及 BHC 等殘留性極強的劇毒農藥，破壞大自然生態。引起極大回響。該書出版前，

化學工業界及部份政府官員大力抨擊，農業部保守的官員更是磨刀霍霍，急著展開向卡森女

士的攻擊。維西柯爾及杜邦等農藥公司，則是用盡威脅手法，要控告卡森女士，試圖阻止「寂

靜的春天」出版。即使在「寂靜的春天」出版後，還是有許多利益團體，包括孟山都、美國

氰氨與聯合碳化物公司，繼續進行對卡森女士本人及「寂靜的春天」一書的攻擊。 

甘迺迪總統記者會，有記者問甘迺迪是否看過「寂靜的春天」，促成甘迺迪要求「總統科

學顧問委員會」進行審議。在證實卡森女士的觀察屬實後，國會也召開聽證會。此時卡森已

疾病纏身，仍出席聽證會數次。她的證詞如今讀來，仍覺擲地有聲。後來美國國會立法，全

面禁止 DDT 使用，這是全世界環保人士的大勝利，也是全球環保的里程碑。遺憾的是，全世

界禁用的 DDT 和 BHC，在中國改革開放後，全都湧進中國大陸。 

CBS 電視台在 1964 年製作一個專題報導，似乎是專為「寂靜的春天」一書而做的，卡森

女士的對手懷特史蒂文斯（化學工業界代表）的開場白：「若人們信守卡森女士的教導，我們

將回到黑暗時代，昆蟲疾病瘟疫將會再一次統治地球。」這番聳動的話，與卡森女士悲天憫

人的話相比，讓懷特史蒂文斯像是邪惡的壞蛋。問題是直到目前為止，仍有多數人迷信農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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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學院的課程也是這樣教導學生。許多商人甚至農會，為求利潤大力促銷農藥，不顧農民和

消費者死活。農民盲目的噴，消費者盲目的吃。讓人覺得在這個世界上，壞蛋和傻瓜都一樣，

永遠不會絕種。 

卡森女士生命中的最後十年病痛纏身，癌症與心臟病，讓她常常進出醫院。雖然享有盛

名，生活卻痛苦無比。但她樂觀面對每場戰役，認真不懈，直到生命終結。這種勇氣，值得

我們尊敬與讚賞。 

1964 年，卡森女士死於癌症，享年只有 57 歲。我們無法證實她的癌症與農藥有關，但

也無法排除，其間全無關聯。她生命的最後兩年是在病痛與死亡陰影中渡過。雖然讚譽與榮

耀來自全球各地，她勉強克服病痛出席參議院聽證會，為她的理念與地球生態侃侃而談。卡

森女士看起來是一個平凡的人，但處處表現她對生命、對大自然恢宏的願景與期待。諷刺的

是，舉行卡森女士喪禮的華盛頓國家大教堂，當天每棵樹木都掛著牌子，上頭寫著：『為便於

幫樹木噴灑殺蟲劑，請勿在樹下停車』。 

 
大家關心 生態環保 

事隔多年的今天，人們仍然一再重複做同樣的傻事，人類並沒有得到多少教訓，似乎也

沒有增長多少智慧。校園內、農場中用的農藥種類比以前多，濃度比以前高。「寂靜的春天」

出書 46 年來，生產食物過程使用的有毒化學藥品增加到兩萬多種。人類的飲水、空氣、甚至

於陽光，都比 46 年前更差。食物的營養成分，也不如從前。現代人類的生產方式，包括近代

化學農業生產方式，都會對環境生態造成重大衝擊。自私貪婪的廠商和顢頇無能的官員以及

不負責任的學者，仍然充斥台灣和現今世界。如果沒有大家的堅持，我們的環境將繼續受到

污染，我們的生態將繼續受到破壞，我們的地球將繼續受到無情的摧殘。拯救地球不是笑話，

也不是別人的責任，那是你我大家的責任。推行有機農業及生態校園的目的，就是要矯正這

些錯誤。希望從家園校園做起，從今天此刻做起，大家過有機生活，為保護地球盡一分心力。 

 
有機生活 生活有機 

    有機生活講求食、衣、住、行、育、樂都要健康自然，重視生態保育以及社會公平正義

的原則。吃的是有機食品，生產過程不污染環境破壞生態；穿的是有機紡織品，染料纖維中

不含有害物質；住的是有機屋，建材自然採光通氣好；步行或騎腳踏車，節約能源消耗；到

有機農場或森林休閒旅遊。這幾年來我們積極往這個方向努力，建立幾個典範有機生態校園。

希望國內有更多學校跟進，一起建設台灣成為一個有機國家。 

 在這個關鍵的時刻，我們也可以什麼都不做，靜待事情自然演變；但也可以挺身而

出，共同努力去參與、關心、推動有機農業在台灣的發展。台灣有全世界最勤奮優秀的農民，

也發展出全世界最優良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雖然有些氣候上的不利因素，但根據我們十五

年來經營農業試驗場及市民農園的經驗，以及有機校園的範例，已成功向全國民眾宣示有機

農業在台灣之可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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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願景 有機國家 

瑞典諺語說：「人的問題在於老得太快，聰明得太慢。」人的壽命太短，短到我們無法目

睹一個文明的毀滅，也短到我們沒有時間浪費在無謂的爭議上。我們現在有很多錯誤的農業

政策，包括休耕補貼及開放農地分割，在在都會造成未來台灣沒有農業、下一代無米可炊之

困境。如果我們希望下一代有更好的生活環境，我們必須有所作為，促使民眾覺醒。惟有全

體有機產業界相關業者攜手合作，特別是消費者的熱情參與，才能讓有機產業在台灣立足生

根，健全發展。由於過去大家的高度智慧與慈悲，使有機農業在地球上最美好的這一塊土地

發芽生根。更希望大家學習卡森女士的智慧和勇氣，講該講的話，做該做的事。期望三十年

後，台灣也可以學習紐西蘭的願景，成為一個真正的有機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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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有機生態校園 ( ECO School ) 環境查核表 
 

陳瀅世教授(台南大學)翻譯自 international Eco-School 標章驗證文件及部份修改， 
並經陳世雄教授部份修訂。 

 
能源 

1. 監控能源使用的負責人員，誰？  Yes   No  
2. 學童可容易查看電表？ 
3. 並參與抄表記錄的工作？ 

 Yes   No 
 Yes   No 

4. 執行下列避免冷氣外洩的省能省電措施? 
i. 調節最適溫度 
ii. 應用遮陽設備 

iii. 指定負責班級檢查窗戶 

 Yes   No       
 Yes   No 
 Yes   No 

 

5. 窗戶採用省能玻璃／雙層或三層? 
6. 有幾個空間採用？（或全部） 

 Yes   No 

7. 聯外門戶採用自動關閉機制? 
8. 幾個門採用?（或全部) 

 Yes   No 

9. 內部門採用自動關閉機制? 
10. 幾個門是採用?（或全部) 

 Yes   No 

11. 採用低耗電燈泡?  
12. 有幾個空間採用？（或全部） 

 Yes   No 
 

13. 每個教室都有獨立的自動調溫器? 
14. 如沒有，則幾個空間共用一個調溫器？  (或完全沒有) 

 Yes   No 
 

15. 燈光與電器不用時即關掉？（或切斷電源？）  Yes   No 
 Sometimes 

16. 校園是否具備下列再生能源? 
I. 風力    
II.   太陽能熱水   
III. 生質能（原文：木材熱水鍋爐）    
IV. 地熱    

 
a  
b  
c  
d  

任何對於節能的意見: 
 
 
 

 
 

垃圾 

17、 校園隨處亂丟的垃圾問題是否嚴重? 
 非常嚴重，大部分時間是一團糟  
 不是太糟，但仍有進步空間 
 大致上都維持乾淨，無髒亂情形 

 
 
 
 

18、 有清楚的垃圾不落地政策?  Yes   No

19、 室內有足夠垃圾桶?    Y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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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桶有多滿： 
 全滿出來 
 大約半滿 
 少於 1/4 滿 

列出垃圾桶數量 
＿＿＿＿＿ 
＿＿＿＿＿ 
＿＿＿＿＿ 

20、 有建築物內的某些區域是堆積雜亂物，沒有垃圾筒?  Yes   No

21、 校園室外有足夠垃圾桶及垃圾分類? 

22、 垃圾桶有多滿： 
 全滿出來 
 大約半滿 
 少於 1/4 滿 

 Yes   No
列出垃圾桶數量 
＿＿＿＿＿ 
＿＿＿＿＿ 
＿＿＿＿＿ 

23、 校園內室外的某些區域是堆積雜亂物，沒有垃圾桶?  Yes   No

24、 垃圾桶一般是： 
 容量夠大 
 設計合宜 (風大仍可蓋住垃圾) 
 清爽 

 
 Yes   No
 Yes   No
 Yes   No

任何對於垃圾不落地（垃圾桶／置放）的意見： 

 
 
 

 
 

廢棄物減量 / 資源回收 

25、 學校謹慎管制處理哪些資源，例如紙類、鉛筆、墨水匣、

鋼筆、書套、信封等等? 
 否, 以垃圾處理  
 是, 但不是很嚴格 
 是, 嚴格處理管制這些資源 

 
 

 
 
 

26、 學校會購買回收再製的文具用品 (例如紙類、鉛筆等)?   有 (儘可能) 
  有時候 
  沒有 

27、 採用再製質料的擦手紙與衛生紙? 
         如果是部分, 請列出是哪些？哪些不採用？ 
 

  是 
  部分 
  否 

28、 學校廢棄物中下列哪些資源採行回收處理? 
         紙類 粉筆 塑膠 墨水匣／碳粉匣 隨手杯 其他 
         請列出其他資源類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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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學校廚餘有多少比例製成堆肥? 

 

  完全沒有 
  1% – 25% 
  26% – 50% 
  51% – 75% 
  75% - 100% 

30、 是否參與任何資源回收推廣活動計畫，而替學校基金或

在地社區募款，例如手機回收獎勵、二手用品拍賣？ 

 Yes  
 No 

31、 學校有推廣資源再利用，例如寶特瓶?  Yes   No

32、 學校有具體的廢棄物減量策略?  Yes   No
對於垃圾減量／資源回收的任何進一步看法與建議： 

 
 
 

 
 

水資源 

33、 水表明顯易見，可使學童容易讀表?  Yes   No

34、 學童參與讀表、抄表與查記用水量?  Yes   No

35、 馬桶採用省水設計，例如低水位水箱、兩段式沖水器? 
如果是，則有多少廁所採這些設計? 

 Yes   No

36、 洗手台水龍頭是按鈕式／或自動感應式? 
如果是，則有多少採這些設計? 

 Yes   No

37、 龍頭漏水?   經常發生 
  有時候 
  不曾發生  

38、 漏水按鈕或裂縫很快修復?  Yes   No

39、 承上題，如果回答否，則大概需時多久?   2 – 3 天 
  4 – 7 天 
  超過 7 天 

40、 學校有舉辦節約用水競賽?   定期舉辦 
  視情況而定 
  不曾 

對於水資源的任何進一步看法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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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41、 妳／你會查看學生如何到達學校?  Yes   No

42、 承上題，如果是，有多少學生以下列交通方式來往學校？ 
學生總數：＿＿＿＿＿＿＿＿＿＿＿ 

  走路   巴士公車   自行車   計程車共乘    自用車共乘  
  單獨乘坐自用車 

此數據曾製成圖表?           Yes    No 

43、 學校會提供乾爽且安全的自行車停放處?  
如果是，是否對所有人都很便利的空間? 

 Yes   No 
 Yes   No 

44、 學校有提供自行車教育課程? 
如果是，則是否包含上路駕駛訓練? 

是否符合國家規定（標準）? 

 Yes   No
 Yes   No
 Yes   No

45、 學校是否規劃步行或自行車的安全路網?  Yes   No

46、 學校會推廣下列環保交通方案： 
  步行與搭公車推廣計畫 
  自行車隊組織 
  下車再大步走一小段路 
  其他類似方案 

 
 Yes   No
 Yes     No 
 Yes   No
 Yes   No

47、 學校會定期舉辦 ‘走路上學’ 或 ‘騎自行車上學’的推廣?  Yes   No

48、 學校用車會採用替代能源，例如電動車、瓦斯或生質能

燃料? 

 Yes   No

49、 學校有一個通勤旅運計畫?  Yes   No

50、 學校有行人／自行車出入口與汽機車分道措施?  Yes   No
對於交通有任何進一步看法與建議： 
 
 

 
 

健康生活 

51、 提供與推廣健康的早午餐?  Yes   No

52、 學校教案中有提供健康飲食與食品安全相關知識與實務

內容? 

 Yes   No

53、 具備學童食用減重平衡午餐超過一週之監控系統?  Yes   No

54、 在學校可全天候取得飲用水?  Yes   No

55、 全校師生加入配合推廣體育活動?  Yes   No

56、 所有學生每週均有 2 小時體育課與戶外自然體驗課程?  Yes   No

57、 執行學校人員禁煙政策?  Y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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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則包含司機、家長與教職員工?  Yes   No

58、 教室或其他空間允許開窗，以促進通風?  Yes   No

59、 任何教室內擁有綠色植物的盆栽? 
如果有，則在哪些教室? 

 Yes   No

60、 以下是教師常用文具?  
   粉筆    水溶性麥克筆    互動式白板 
   油性麥克筆   混合使用 

61、 學校使用環境友善的清潔用品?  Yes   No

62、 學校廁所有： 
  上鎖   衛生紙   衛生清潔工具    
  熱水    紙巾             衛生用品販售機   

對於健康生活有任何進一步看法與建議： 
 
 

 
 

生物多樣性  

63、 學校會使用化學除蟲劑與除草劑?  經常 
 偶而 
 不曾 

64、 學校有栽種於容器、盆栽或花圃的植物?  是，很多 
 是，一些 
 否 

65、 學校內有野生動植物，或保護區? 
如果有，則保護措施是用圍籬或校規，或兩者? 

 Yes   No
 Yes   No

66、 學校有下列任何設備? 
 蝙蝠箱  鳥巢箱   鳥類餵食器   鳥浴器  樹林地  
 池塘  松鼠餵食器   蝴蝶食草蜜源  提供無脊椎動物棲息的木

柱  物種名錄 
 
如果有上列任一種設備，則學童是否參與觀測與照護這些動物 ? 

 是   否 

67、 學校與地方或國家環境組織有互動連結? 
如果是，則表列組織名稱： 

 Yes   
 No 

 
對於生物多樣性有任何進一步看法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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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地環境 

68、 下列佔有總校地面積多少比例： 
可供活動的草坪（短草）    草叢地（高長草） 
樹林地              步道小徑 
保護區或野生生物地     花圃／苗圃 
水域或濕地               可坐下的休憩區 
遊戲活動區             其他  

69、 下列區域佔有學校邊圍多少比例? 
灌木叢與圍籬_______ 鐵線網或柵欄_______  開放式_______ 

70、 園藝苗圃廢棄物再利用處理，例如堆肥或充作飼蟲箱?  經常 
 偶爾 
 少有 
 不曾 

71、 妳／你曾進行戶外上課或一部分課程在戶外進行?  Yes   No

72、 學童曾參與調查校地的文化與自然資源?  Yes   No
對於校地環境有任何進一步看法與建議： 
 
 

 
 

全球觀點 

73、 學童會思考學校如何行動，以影響地方與全球人類與環

境? 
如果是，請列出案例： 

地方行動 地方效益 全球效益 
   

   

   

 Yes   No 
 

 
 
 

  

74、 你可檢查以往執行的生態學校專題項目，是否探索到這

些議題可能在其他世界地區推動? 
如果是，請列出案例： 

 
 Yes   No 

 

生態學校專題項目 放眼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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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就環境議題全球思考而言，環境教育課程教案是將之最

大化的機會? 
學校採用其他組織機構的教材資料，以增進此專題討論? 

 

 Yes   No 
 

 Yes   No 

76、 學童會思慮其他議題，諸如人權與倫理? 
 公平交易? 
 衝突解決? 

 
 Yes   No 
 Yes   No 
 Yes   No 

對於全球觀點有任何進一步看法與建議： 
 
 

 
 

學生參與 

77、 環境查核中的議題，會在學校集會中提出思考討論? 
如果是，請列出上學期有哪些議題，並依據環境主題詳述。 
 
 
 

 Yes   No

78、 班級或團體有舉辦特殊環境相關課程或參訪，例如手工

製紙、參訪環境事件地點? 
如果是，請列出上學期的活動，並依據主題詳述。 

 
 
 

 Yes    No 

79、 學童會參與地方社區的廢棄物資源回收／保育等等計畫

活動，例如於非在校時間，或透過學校連結的外國? 
如果是，請列出一些案例： 

 
80、學校是否設置有機農園，供學生學習有機栽培方法？面積

多大？______________平方公尺 
 
 
 

 Yes    No 
 
 
 
 

 Yes    No 

 
 
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