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1-1 指標佐證資料如下 
 

 

1、 安全檢核表紀錄 

2、 水塔清洗及飲用水定期檢驗紀錄 

3、 學生參與校園美化綠化紀錄 

4、 無菸無毒環境營造紀錄 

5、 本校空氣品質改善成果紀錄 

6、 每週導護老師遊戲器材檢查紀錄 

7、 每學期教室照度檢查紀錄 



































臺南市白河區白河國民小學 110年度校長辦學績效評鑑各項執行成果照片 

◎活動照片：107年度桌球室、辦公室飲水機汰換 

  

說明： 桌球室飲水機汰舊 說明： 桌球室飲水機換新 

 
 

說明： 辦公室飲水機汰舊 說明：辦公室飲水機換新 

 



臺南市白河區白河國民小學 110年度校長辦學績效評鑑各項執行成果照片 

◎活動照片：108年度飲水系統水質檢驗-1 

  

說明： 教室飲水機水質檢驗-1 說明：教室飲水機水質檢驗-2 

 



臺南市白河區白河國民小學 110年度校長辦學績效評鑑各項執行成果照片 

◎活動照片：108年度飲水系統水質檢驗-2 

 
 

說明： 教室飲水機水質檢驗-1 說明：教室飲水機水質檢驗-2 

 



臺南市白河區白河國民小學 110年度校長辦學績效評鑑各項執行成果照片 

◎活動照片：109年度飲水系統濾心定期更換 

  

說明： 辦公室飲水機濾心定期更換-1 說明：辦公室飲水機濾心定期更換-2 

 



臺南市白河區白河國民小學 110年度校長辦學績效評鑑各項執行成果照片 

◎活動照片：109年度飲水系統水質檢驗-1 

  

說明： 教室飲水機水質檢驗 說明：飲水機室水質檢驗 

 



臺南市白河區白河國民小學 110年度校長辦學績效評鑑各項執行成果照片 

◎活動照片：109年度飲水系統水質檢驗-2 

  

說明：教室飲水機水質檢驗-1 說明：教室飲水機水質檢驗-2 

 



109清洗水塔 

 

 



臺南市白河國民小學   

109年度校園空地經營自給農園綠化美化推動計畫 

一、 依據：臺南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校園空地經營自給農

園辦理。 

二、 目的： 

(一) 推動低碳教育，認識碳足跡、落葉資源回收再利用。 

(二) 配合食育教育，建立健康飲食的觀念。 

(三) 搭配自然科學，了解植物生長過程。 

(四) 融入品德教育，體會粒粒皆辛苦，習得感恩惜福。 

三、 承辦學校：臺南市白河區白河國民小學 

四、 實施對象：三年級全體學生 

五、 實施期程：109年4月1日--10月31日 

六、 實施地點：勤學樓後方空地，約50坪。 

 



七、 計畫推動人員： 

計畫職稱 姓名 職稱 在本計畫之工作項目 

計畫主持人 董勝雄 校長 
綜理推動自給農園工作事宜、

政策督導。 

顧問團團長 魏宏喬 家長會會長 
運用家長會資源協助相關活動

推展。 

協同主持人 任樹同 學務主任 
規劃自給農園相關活動之推

動。  
 

協同主持人 沈千又 教務主任 
規劃課程融入環境教育、教

師專長增能與課程研發推動  
 

協同主持人 劉朝順 輔導主任 
推動家長志工組織因應自給

農園規劃與執行  
 

協同主持人 陳眀昌 總務主任 
規劃環境空間、協助農園設

備建置  
 

協同主持人 陳玟華 衛生組長 
推動自給農園學生體驗活

動。  
 

設備組 吳佳青 事務組長 
設備採購、建置 

 

課程組 
 

黃莉貞 自然老師 協助推動自給農園體驗課程 
 

營養諮詢組 曾荷珊 營養師 
協助營養諮詢和食育教育課程

推動 

技術支援組 蘇秋鄉 五甲導師 
耕作技術支援 

技術支援組 蔡玉麟 五乙導師 
園圃整地和技術支援  

 

八、 實施方式(請詳述) ： 

項目 實施方式 時間 承辦單位 

訂定實施

計畫 

1.成立推動小組：由校長、主

任、組長、教師代表、家長代

表等組成。 

4月初 學務主任 

2.草案擬定，提交推動小組討

論，送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4月初 衛生組長 

3.落葉堆肥成果為土壤來源。 4-8月 學務主任 

4.除草、整地、鬆土、施肥。 7月底 總務處 

5.溫室架設完成。 7月底 總務處 

6.棚架搭設完成。 7月底 總務處 

7.辦理研習，讓老師了解農作 9月初 教務處 



步驟及相關教學。 

教學活動 1.師生共同討論規劃種植蔬菜

種類，由總務處統一採購。 

9月初 事務組長 

2.教師設計主題教學活動並實

施相關教學和體驗活動。 

9-10月 教務主任 

指導老師 

3.由各班認養一塊地照顧之。

澆水、除草、施肥、抓蟲。 

9月初  

社區參與 充分運用社區資源，安排家長

志工和社區農友到校協助菜園

管理之技術指導。 

9-10月 輔導主任 

經營管理 1.安排時間和人力有效經營菜

園，做好除草、澆水、施肥、

收成等工作。 

9-10月 指導老師/

學生 

2.以不施灑農藥、化肥方式栽

種。 

9-10月 指導老師/

學生 

3.菜園之維護管理以資源再利

用設計，收成後搭配學校營養

午餐之食材運用。 

9-10月 營養師/學

生 

環境美學 菜園周邊整理美化，與校園環

境相結合。 

9-10月 總務處 

成果展示 結合學校「食育教育」課程，

辦理成果展。拔菜、上街買

菜、煮菜、賣菜(市集)…… 

10月 學務處 

總務處 

 

九、 預期成效： 

(一) 使學生體會到食材來源從無至有的經驗。 

(二) 師生共同參與種菜過程，瞭解農藥及化肥對人體傷害，

讓大自然更貼近生活。 

(三) 落實校園環保及綠美化校園，運用閒置空地、活化教學

空間，提供靜謐清爽的校園環境。 

 

 

承辦人：  學務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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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臺南市國中小環境教育執行成果表 

辦理學校 臺南市白河國小 

活動名稱 教學農園 

活動內容 透過教學農園計畫，讓學生親手由鋤草、整地、播種做起，種植

在地食材，交由學校廚房或班級烹煮，煮出健康美味又營養的料

理。 

活動時間 109 年 1月~10 月 

活動對象 全校師生 

活動人數 615 人 

執行成果

及效益(簡

要說明) 

學生從整地、播種、鋤草、施肥到收成全程參與，守護著豆苗、 

冬瓜和番茄的成長，最後採摘烹煮，吃著嘴裡甜在心裡，體認到 

「盤中飧粒粒皆辛苦」，更加愛惜食物，透過動手做及親身體驗 

的活動，激發其創造思考潛能及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 

 

執行成果照片 

 

 

說明：整地檢小石子 說明：鬆土、作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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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將小豆苗移植到適當位置 說明：幫忙除蟲害 

  

說明：豆子成熟採摘 說明：煮豆子粥 

  

 

 

 

 

說明：冬瓜成熟待採摘 說明：老師講解如何分辨冬瓜使否成熟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推動學校 

□新設/□既設【落葉堆肥站】設置補助申請表 

學校名稱 白河區白河國小 

聯絡人 任樹同 職稱 教師兼學務主任 

傳真 06-6831547 電話 
市話：6852177#2013 

手機：0920887932 

電子信箱 Tong822@gmail.com 

校內設置

地點略述 

位於北門內側靠近教學區域四槽水泥結構落葉堆肥區。 

新闢農園亦在附近。雨水收集於筏式基礎下方，出水孔在堆肥區旁。 

學校環境

概況說明 

設置 

堆肥區面積

（ｍ
２） 

41m2 
綠覆率（％） 

綠覆地面積（ｍ
２
） 

98.86％ 

每月落葉量 

(公斤) 
100kg 

植栽面積（ｍ
２） 

菜園面積（ｍ
２） 

植栽：2a 

菜園：76 m2 

種植樹種及

花草 

台北草、蒲葵、肯氏南洋杉、羅比親王海棗、榕樹、木棉、小

葉南洋杉、火焰木、黑板樹、黃槿、苦楝、龍柏、楓香、羊蹄

甲、垂柳、黃椰子、朱蕉、亞歷山大椰子、樟樹、菩提、茄苳、

欖仁、台灣欒樹、大王椰子、落羽松、毛柿、大葉桃花心木、

鳳凰木、行道樹、美人樹、鵝掌藤 

工作期程 107 年 8 月 1 日 至 107 年 10 月 31 日 



建置地點、支援

人力及社區可運

用之資源 

建置地點：本校現有西、北兩處落葉堆肥區。本校新建校舍剛落成，

原有之落葉堆肥場被圈入工地，兩年來無法使用，於是在校園另一處

設置落葉堆肥區。如今校舍新建完成，擬重新啟用原本的四槽水泥結

構落葉堆肥區，另一處則用於堆放不易分解的樹枝及樹幹。 

 

支援人力： 

擔任落葉堆肥工作十餘年之蔡玉麟老師。 

台大農藝系畢業之衛生組長陳玟華老師。 

本校僱工及師生亦可一同投入堆肥工作。 

 

社區可運用之資源： 

本校義工團若有臨時需要亦可隨時支援。 

 

堆肥成品 

運用規劃 

1. 本校新闢一處 76 m2 農園讓師生種植作物，但是土質不佳，擬利

用落葉堆肥之成果改善土質。 

2. 本校近日著手建立 107 課綱之校本特色課程，其中之「水綠白河」

課程包含落葉堆肥學習，也就是教導學生落葉堆肥原理和過程，

讓學生參與並將成果展現在農園。 

3. 本校義工團百餘人，擬提供部分堆肥成品給義工團帶至社區運

用，彰顯堆肥成果。 

預期成果 

採有氧發酵。由本校外掃區的同學協助收集落葉，約堆成 30 公斤後，

疊入從學校廚房收集之生廚餘，比重為落葉：廚餘=2:1。收集完成後，

倒入培養之菌種(木黴菌)，灑水至手捏不出水之濕潤度，蓋上帆布，

每二個星期翻堆一次，同時補水保持濕潤，總共發酵時間為夏季二個

月，冬季三個月。可同時製作約 2~3 堆堆肥。 

搭配本校校本課程「水綠白河」之落葉堆肥課程，將成果撒在本校農

園改善土質，種植蔬果提供營養午餐，一連串相關課程，將使學生體

會到最真實的教育現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nA5iuRw5f8 

 

計畫完成後是否願意配合辦理示範觀摩   �願意配合         �無法配合 



場地照片 

（新設拍攝預設地點之照片；既設拍攝堆肥站區情形） 

  

此處擬改為樹幹樹枝堆放處 四槽水泥結構落葉堆肥區 

 
 

新闢一處 76 m2 農園讓師生種植作物 雨水收集於筏式基礎下方 

 
 

每日堆肥影片截圖 雨水收集槽距堆肥區很近。 

 



臺南市白河區白河國民小學無菸校園管理辦法  

壹、目的：為維護全體教職員工之身心健康，避免菸品造成健康

危害及環境污染，還給學生一個清新而乾淨的學

習環境，並落實菸害防治為目的。  

貳、規範對象：本校全體學生、教職員工及到校來賓。  

參、法令依據：依據行政院衛生署89年修正後頒佈之「菸害防治法」（第

十一條：未滿十八歲者，不得吸菸。父母或監護人應禁止

未滿十八歲者為前項之行為；第十二條：販賣菸品之負責

人或從業人員不得供應菸品予未滿十八歲者。）91年總統

公佈之「學校衛生法」（第二十四條規定：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應全面禁菸。）、兒童及青少年福利法、戒菸教育

法等之相關規定辦理。  

肆、工作編組：由校長、學務主任、衛生組長及所有健康與體育教師共

同組成推動小組加強宣導。並依本辦法成立「菸害防治稽

核小組」進行稽查工作。  

伍、工作重點：  

 一、 本校校園內全面禁煙，並於校門口設置明顯告示。  

 二、 禁菸行為包括禁止吸食、咀嚼菸品或攜帶點燃之菸品、亂丟菸

蒂等行為。  

 三、 菸害教育宣導，由一級單位主管及其所屬同仁，每學期配合各

種相關課程或集合會場，持續宣導。  

 四、 校內外各廠商禁止於校園內販售或提供菸品，並嚴格禁止張貼

菸品廣告及海報。  

 五、 本校教師應主動觀察學生有無吸菸情形，以及早預防與輔導處

理。  

 六、 凡違反本辦法規定之學生，經勸導而拒不合作者，依校規予以

適當處分；教職員由該單位主管予以勸導；來訪外賓則由接洽

單位或警衛人員委婉勸。  

 七、 對於吸菸學生造冊管制，不定實施時約談或參加戒菸教育講



座，並通知家長協助輔導，必要時轉送相關單位接受勒戒。吸

菸之教職員工，亦視其個人意願，由學校配合衛生單位提供戒

菸管道。  

陸、實 施：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由校長公佈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學務主任：    校長： 
 



【附件2】 

臺南市109學年度白河國民小學健康無菸校園宣導 

健康促進相關增能活動成果表 

活動名稱 健康無菸校園宣導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家長 教職員工 

109年9月3日 參加人數 498  60 

簡述活動內容 開學典禮配合友善校園宣導活動，宣導健康無菸校園，說明吸菸

對健康造成的危害，並請學生講此觀念帶回家與家人分享，勸戒

家長戒菸，接送等待時也不要吸菸。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說明：開學典禮健康無菸校園宣導 說明：健康無菸校園環境佈置 

 

  

說明：校園安全巡邏稽查，勸戒接送學生家

長吸菸行為 

說明：學生志工撿拾校園周圍菸蒂排出禁菸

字樣，呼籲民眾「勿吸菸，保健康」 

 



臺南市白河區白河國小改善室內空氣品質做法 
 

源頭減量—通風換氣—空氣清淨設備----------------學務主任  任樹同製作 

1

 

成果照片 

  

源頭減量-室內禁菸 紗窗隨時保持清潔 

 

 

增加室內通風換氣，進出氣口設置得宜 屋頂加裝空氣對流器 

 

  

窗子採相對側開窗以利對流 吊扇保持清潔以增加通風及對流 

 



臺南市白河區白河國小改善室內空氣品質做法 
 

源頭減量—通風換氣—空氣清淨設備----------------學務主任  任樹同製作 

2

 

成果照片 

  

室內植栽—斑葉百合竹 室內植栽—虎尾蘭 

  

室內植栽—裂葉福祿桐 室內植栽—圓葉福祿桐、蔓綠絨、合果芋、粗肋

草 

  

UV-C 殺菌燈杜絕生物氣膠及細菌汙染 垃圾桶回收桶加蓋—避免揚塵及細菌汙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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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照片 

  

源頭減量-反怠速 冷卻水塔以紗網覆蓋並定期清洗投藥 

  

影印機等事務機隔間置放  加註警語，利用電風扇產生對流 

 
  

使用影印機會產生臭氧請打開電風扇增加對流並暫離一公尺遠的距離 地板保持乾燥並定期以漂白水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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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照片 

 

 

空調加裝空氣濾網 濾網定期清潔或更換 

 

多樣化的透水鋪面，避免揚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