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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本資料 

計畫名稱 高雄市月美國民小學 106年度水資源保護教育宣導實施計畫 

計畫類別 

■水資源教育活動（保護區內）： 

□社區活動 

■學校活動 

□宗教民俗活動 

□水資源教育宣導活動 

□水資源教育觀摩活動（保護區外） 

宣導列車 

水資源保育專車： 

□節約用水 □LID □BMPs □人工溼地 □水污染防治 

□水土保持 水資源教育（含自來水管理） 

□環境教育專車： 

□水環境教育 □環保清潔劑 □生態旅遊 □永續觀光 

□自主防災專車： 

□水災防災社區 □水旱災災害潛勢 

□無毒農業專車： 

□自然農法 □有機栽培 □友善農業 □合理化施肥 □

有機液肥 □無毒行銷 □保育社區 

□政令宣導 

執行單位 

□公所自辦 

■補助學校：高雄市杉林區月美國民小學 

□補助立案團體： 

主 持 人 丁崇寶 聯 絡 人 王文慧 

聯絡地址 高雄市杉林區月眉里清水路象寮巷 39號 

聯絡電話 07-6771404 轉 121 傳真電話 07-6772215 

實施期程 106.11.13. 辦理地點 高雄市杉林區月美國民小學 

預算金額 

回饋費：新台幣 20000 元整 

自籌款：0 

其他：0 

合計：新台幣 20000 元整 

支出金額 

回饋費：新台幣 20000 元整 

自籌款：0 

其他：0 

合計：新台幣 20000 元整 

預計人數 107 人 實際人數 98 人 

備註 

■按原計畫執行 

□修正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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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執行成果 

一、計畫摘要 

經由藝文辦理、活動宣導、體育競賽與融入課堂間領域教學等各項教

育作為，讓讓學生瞭解自然資源的重要性，進而愛護自然資源，從小深植

環境保護理念，使之成為生活的一部份，落實於生活中。 

二、計畫目的 

（一）透過藝文活動，讓學生瞭解自然資源的重要性，進而愛護自然資源。 

（二）利用有獎徵答方式，加深學生在自然資源方面的常識。 

（三）舉辦闖關活動及體育競賽活動，建立學生資源保護觀念並培養學生

正當運動休閒活動，鼓勵學生多接觸自然。 

 

三、工作內容 

編 號 活動項目 活  動  內  容 

1 
愛護水資源 

宣導活動 

1.宣導省水、節水等相關常識 

2.學生有獎徵答活動。 

 

2 
愛護水資源 

繪畫比賽 

1.楠梓仙溪繪畫比賽。 

2.以河川資然愛護為主題。 

3. 
愛護水資源 

體育競賽 

1.學生桌球個人賽及雙打比賽 

2.各項比賽取前三名，頒發獎狀以茲鼓勵。 

3.養成學生愛物惜物的觀念。 

4 
愛護水資源 

讀報活動 

由校長親自剪報，融入課堂間領域教學，結合

抗旱省水政策，讓孩子們一方面深化閱讀讀

報，提高國語日報讀報率與文字閱讀率，一方

面又可學會省水好習慣與小祕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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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畫人力 

（一）計畫主持人：丁崇寶校長 

     ◎學歷 

1.國立嘉義師範學院初等教育學系 

2.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士班 

◎服務經歷 

1.鼓山區鼓岩國小（3年） 

2.苓雅區四維國小（6年） 

3.前鎮區仁愛國小（4年） 

4.小港區青山國小（2年） 

5.鼓山區鼓山國小（2年） 

◎職務經歷 

1.導師 3年       2.教學組長 3年      3.輔導組長 2年    

4.事務組長 1年   5.教務主任 5年      6.總務主任 3年 

7.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國教輔導團健康與體育領域輔導員 1年(兼任) 
 

◎辦理本計畫之緣由、理想 

1.緣由：杉林區位於旗山溪東側，月光山下，背山臨水，空氣清新，

水質清澈，是大高雄少數保有低污染、低農藥的區域，具環

教生態意義的永齡杉林有機農業園區在此座落，更加證明其

在生態環保上的重要性。 

本校位於杉林區的前端，為讓孩子明瞭水資源環境保護的

重要性，且能落實於日常生活中，因此透過一系列各項創意

性課程、活動與教育作為，讓學生從小深植水資源環境保護

理念，使之成為生活的一部份，落實於生活中。 
2.理想：以有限的資源，發揮無限的創意，建構希望的工程，繪製夢

想的藍圖，結合社區資源與教學，讓孩子的學習能隨著經驗世

界的開拓而源源不絕，變得更活潑、更生動，以期能連結別人

的創造經驗並融入自己的主體經驗，與世界真正連結，共同打

造一個「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恬然、和諧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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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棲息桃花源，再造杉林新風華。 

（二）工作團隊人員名單、分組及其負責工作項目 

組 別 姓 名 工 作 項 目 

總幹事 王文慧 統籌辦理本案計畫與執行。 

課程組 蕭明宏 辦理本案課程融入活動與藝

文競賽。 

活動組 沈峯明 辦理本案體育活動競賽事宜。 

 

五、經費運用 

（一）經費分攤表(單位：新台幣/元) 

經 費 來 源 
計 畫 經 費 實 支 經 費 

金 額 % 金 額 % 

水源保與回饋費 20,000 100% 20,000 100% 

自籌款 0 0 0 0 

其他補助經費 0 0 0 0 

總經費 20,000 元 2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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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源保育與回饋費支用明細 

 

六、宣導列車： 

    （一）講師：梁金耀老師 

1、專科畢 

2、中國人壽保險公司退休 

3、經濟部水保局農村再生顧問師 

4、經濟部水利署，水資源保育宣導講師 

5、澄清湖環境教育講師 

支 用 項 目 
用 途 說 明 

合 計 

金 額 % 
單位 數量 單價 

一、 

愛護水資

源作文、

繪畫比賽 

比賽用品 4K紙 刀 1 300 300 1.5% 

8K紙 刀 1 150 150 0.8% 

場地布置 A3膠膜 盒 2 700 1400 7.0% 

B4膠膜 盒 2 650 1300 6.5% 

A4膠膜 盒 2 350 700 3.5% 

二、 

愛護水資

源宣導活

動 

水資源講師鐘

點費 

1 時 
1,600 1,600 1,600 

8.0% 

場地布置 A4有色紙 箱 1 1170 1170 5.9% 

A3有色紙 包 4 260 1040 5.2% 

B4有色紙 箱 1 750 750 3.8% 

A4有色紙 箱 1 850 850 4.3% 

A1海報紙 支 1 1000 1000 5.0% 

水資源宣導文

宣印刷 

水資源文宣 A4 張 200 20 4000 20.0% 

水資源文宣 A3 張 100 40 4000 20.0% 

雜支 A4影印紙 箱 2 425 850 4.3% 

＃228長尾夾 筒 1 449 449 2.2% 

24mm泡棉膠帶 卷 5 32 160 0.8% 

12mm雙面膠帶 卷 3 18 54 0.3% 

10mm雙面膠帶 卷 5 17 85 0.4% 

透明膠帶 3/4” 卷 5 14 70 0.4% 

指示標籤 卡 2 36 72 0.4% 

  總計 20,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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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講座內容： 

   利用 ppt 投影片製作內容大綱，講述生命三要素包含陽光、空氣及水。

帶領學生探討你今天用水了沒有？來切入今天的主題。讓學生瞭解自己日

常生活中對水的使用及對水的需求。我們使用的水從哪裡來呢？河水、雨

水又往哪裡去呢？我們的水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嗎？其實不並不然，不

是所有的水資源都可以使用。假設全世界的水是 4 公升，所有的淡水有

100cc，不結冰的只有 25cc，全人類只能用到 1 滴水。希望每個人都能夠做

好 SCD。省水、查漏、做回收。 

七、執行情形 

（一）實施期程：106.11.13. 

編 號 活動項目 活  動  內  容 時間 備註 

1 愛護水資源 

宣導講座 

1. 瞭解台灣缺水的狀況 

2. 進行省水、節水等相關常識 

分享並提供實際方式去實

行於日常生活中。 

3. 學生有獎徵答活動。 

上午 8：30～9：30 聘請水利局名單內

講師到校進行演講

並進行有獎徵答。 

2 愛護水資源 

繪畫比賽 

1.楠梓仙溪繪畫比賽。 

2.以河川資然愛護為主題。 

上午 9：30～10：30 本校三～六年級學

生參加，並選出優

選及佳作作品。 

3. 愛護水資源 

體育競賽 

1.學生桌球個人賽及雙打比賽 

2.各項比賽取前三名，頒發獎

品及獎狀以茲鼓勵。 

3.養成學生愛物惜物的觀念。 

上午 10：30～12：00 本校三～六年級學

生參加。 

（二）辦理地點：高雄市杉林區月美國民小學 

（三）活動照片：詳見附件 

七、與相關計畫之配合：高雄市杉林區月美國民小學閱讀推動計畫 

配合本校閱讀推動計畫，融入課堂間領域教學，結合抗旱省水政策，

讓孩子們一方面深化閱讀讀報，一方面又可學會省水好習慣與小祕訣。(相

關剪報教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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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學校家長會時進行水資源教育宣導 利用學校樓梯間布置水資源教育宣導 

    

環保局水資源教育講座— 

106.9.19 林福仁老師 

環保局水資源教育講座— 

106.9.19 林福仁老師 

  

 

  

水資源教育計畫講座— 

106.11.13 梁金耀老師 

水資源教育計畫講座— 

106.11.13 梁金耀老師 

 

 

參、績效評估 

一、量化分析 

（一）參加人數分析： 

  1.學生:學生總人數 98 人(國小部 69 人，幼兒園 29 人)，資料分析如

下(部份學生身份重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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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名 

原住民 

泰雅族 阿美族 布農族 排灣族 魯凱族 

人數 0 2 2 2 0 

族別 外配子女 客家人 閩南人 

人數 18 63 11 

 

  2.學校人員：計 15人 

職稱 姓名 專長 最高學歷 教學年資 

校長 丁崇寶 課程教學 研究所 20 

教務主任 蕭明宏 本土獅藝 研究所 21 

學務主任 王文慧 英語 研究所 20 

總務主任 沈峯明 體育(桌球籃球) 研究所 17 

一忠 林明玉 語文 研究所 20 

二忠 陳美儒 英語 研究所 3 

三忠 潘新德 輔導 大學 5 

四忠 許富量 資訊 大學 8 

五忠 邱譯萱 英語 大學 3 

六忠 蔡佩靜 音樂 大學 3 

科任 黃方泉 資訊 研究所 15 

科任 陳奕奇 美勞 大學 5 

科任 盧慧裕 自然 大學 10 

幼兒園 林宜香 幼兒教育 大學 20 

幼兒園 陳春雲 幼兒教育 大學 19 

 

（二）活動內容： 

編 號 活動項目 活  動  內  容 

1 
愛護水資源 

宣導活動 

1.宣導省水、節水等相關常識 

2.學生有獎徵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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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愛護水資源 

繪畫比賽 

1.楠梓仙溪繪畫比賽。 

2.以河川資然愛護為主題。 

3. 
愛護水資源 

體育競賽 

1.學生桌球個人賽及雙打比賽 

2.各項比賽取前三名，頒發獎狀以茲鼓勵。 

3.養成學生愛物惜物的觀念。 

4 
愛護水資源 

讀報活動 

由校長親自剪報，融入課堂間領域教學，結合抗

旱省水政策，讓孩子們一方面深化閱讀讀報，提

高國語日報讀報率與文字閱讀率，一方面又可學

會省水好習慣與小祕訣。 
 

（三）教材或宣導品： 

1.十大省水好習慣(文宣版) 

 

(學習單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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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教育有獎徵答宣導活動） 

 

 

  

水資源教育宣導活動—有獎徵答 水資源教育宣導活動—有獎徵答 

  

水資源教育宣導活動—有獎徵答 水資源教育宣導活動—有獎徵答 

  

水資源教育宣導活動—有獎徵答 水資源教育宣導活動—有獎徵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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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請水利局相關水資源教育講師名單中人員到校進行水資源教育講座） 

  

106.11.13 水資源教育講座-梁金

耀講師 

106.11.13 水資源教育講座-介紹水的

由來 

  

106.11.13 水資源教育講座—介

紹如何省水的方法 

106.11.13 水資源教育講座—介紹如

何珍惜水資源 

  

106.11.13 水資源教育講座—台

灣面臨的水危機是什麼？ 

106.11.13 水資源教育講座—認識省

水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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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掃瞄學生水資源教育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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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17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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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教育宣導校內桌球比賽） 

 

  

水資源教育宣導活動—校內桌球賽 水資源教育宣導活動—校內桌球賽 

  

水資源教育宣導活動—校內桌球賽 水資源教育宣導活動—校內桌球賽 

  

水資源教育宣導活動—校內桌球賽 水資源教育宣導活動—校內桌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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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效調查：學生學習心得感想 

★(六忠甲生)有一些人用完水，都沒有關好水龍頭就離開了，真的是很不應該，我們台

灣是世界排名第 18 的缺水國家，如果我們沒有好好使用水源，保護水源，而是浪費水

資源，有一天真的會沒有水用了，後悔也來不及了。經過老師的分享保護水資源活動，

我希望所有的人一起來努力。 

 

★(五忠乙生)學校老師常常告訴我們水的重要，我們飲水當思源，有水該思考沒有用的

困擾，雖然地球上的水是非常非常的多，但是，並不是每一種水都可以拿來使用，扣掉

鹹水及人為破壞的水後，真正能用的水也只有地球的百分之三而已。如何將水資源再利

用，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努力去做的。如果我們一直破壞環境，不做好山坡地水土保

持，除了下大雨時會土石流，到時候我們也沒有乾淨的水源可以食用。 

 

★水資源的利用：(三忠丙生) 

如何把水資源再利用，在平常生活中，我們該如何好好的使用並珍惜惜水資源呢？讓我

來告訴你，省水儲水的妙招！ 

一、將洗菜及洗米的水存起來，拿來拖地板或是澆花。 

二、把洗澡水收起來，可以拿來拖地或是沖馬桶，二次利用。 

三、購買具有省水標章的馬桶，就可以節省大量的沖水馬桶的水。如果怕花錢，也可以

拿磚頭或者寶特瓶裝滿水，放到馬桶的水箱中。 

四、可以裝省水水龍頭，省下大量的水。 

五、刷牙時，請用杯子，不要用手，可以省下一些水。 

 

★如何保護水資源：(六忠丁生) 

一、有一些人在河邊養豬，而豬糞就直接用水把它沖進河中，造成河水被污染。 我們

應該要去取締，有人知道了就要去告訴警察，使河流更乾淨。 

二、有一些工廠在河的上游排放廢水，使下游的河流都被污染了。我們只要有人 現，

就要去告訴警察。一起打擊犯罪。 

三、吃飯完的碗盤要用衛生只把上面的污垢擦掉。避免上面的污垢流入下水道。 

說完了一些保護水資源的方法，就需要你來一起保護了喔。 

四、有一些人在噴灑農藥，農藥流入河中，使河的水受到污染，水資源也就減少啦！如 

    果有人在山坡地種樹，也有可能會有農藥，應該要勸他離開山坡地，到平地去。 

★如何做好水土保持的工作：(三忠戊生) 

台灣因為面積小，使的河流短促，才下雨一陣子，水馬上就流到大海中了，那要如何來

保護水流失呢？就讓我來為你解說吧！ 

一、多多種樹，因為樹能抓住土壤，而土能抓住水，所以種樹可以防止水流失。 

二、少砍樹，也和上面的意思差不多，可是這樣就可以使台灣有更多的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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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質化分析 

(一)效益達成 
項 目 自 我 評 估 

參 

與 

人 

員 

1.水資源議題的迴響 經由計畫執行後深化學生對水資源問題的認識、反應

與參與，其對水資源保育的了解、關心與認同亦隨計

畫執行而有效提昇。 

2.環境保護的踐行 經由計畫執行後學生有節水習慣且在生活中有實際節

水行動，並學會珍惜水資源，且對家鄉的自然資源有

愛物惜物之情，在日常生活中亦展現環境保護行為。 

3.宣導列車學習成效 經由計畫執行後學生可以從「節水」到「合理化用水」，

進階到「回收再利用」的習慣，並學習到採用節約用

水措施，以落實環境教育，符應美國教育家杜威「做

中學」的教育理論。。 

4.社會影響 生活化、趣味化、多元化的『生活體驗學習』模式，

透過親身參與來有效推廣了水資源相關議題，並影響

家庭及社區，共同創造潔淨的生活空間與家園，。 

5.其他效益 以最少的經費、最多的行動來進行，透過系列創意活

動與課程的共同參與，從學校端發起，促使家庭及社

區環境全面協助推廣並瞭解水源保育的精神，引發重

視環保水資源的議題並親身實踐，激發愛社區愛鄉土

的情懷，人人均是一位綠色生活家，共同打造綠校園、

綠社區、大高雄綠家園。 

執 

行 

單 

位 

6.執行單位運作能力的

提升 

由校長親自帶領，並請家長協助配合，全校教職員工

生全面總動員並依做任務組織分工，從計畫規劃、執

行與考核…等，將水資源及其保護等相關議題成為生

活的一小部份，有效達成計畫目標 

7.資源動員、管理、檢

討能力的提升 

人力、財力、物力、空間…等均能妥適運用，相關活

動影像紀錄、經費管理（核銷）、文件管理、活動資訊

公開…等，亦能有效保存，如期如質完成計畫並達成

目標。 

8.文化傳承與經濟效益 透過教育與活動的學習歷程來培育學生，透過學校端

的一系列各項創意性課程、活動與教育作為，讓學生

從小深植水資源與保護理念，使之成為生活的一部

份，落實於生活中。讓小朋友透過在地價值取向的內

容，能對在地價值產生認知、情感與生活智慧，深刻

體認資源的珍貴；學習疼愛及友善萬物的種子能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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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生根發芽，對水資源使用與保護產生尊敬的心情，，

再造杉林新風華。 

9.平等促進 透過計畫的執行，不分性別、族群…等讓全校親師生

均能受益，從學習中成長，從生活中落實，並建立正

確觀念，為未來建立永續的厚實基礎。 

10.外部效益與內部控

制 

透過計畫、執行、考核的工作成效檢核機制，有效達

成內部控制；經由計畫執行完成後後「節能減碳酷地

球、資源循環零廢棄、去污保育護生態、清淨家園樂

活化」不單是政策口號，更在本校的課程與生活中落

實，並可將相關課程與教材，讓他校複製推展，提供

標竿學習。 

 

肆、檢討與後續改進措施 

一、成效檢討： 

高高雄雄市市杉杉林林區區月月美美國國民民小小學學工工作作成成效效檢檢核核表表 

◎工作項目：高雄市杉林區月美國民小學 106年度水資源保護教育宣導實施計畫案 

◎承辦單位：學務處       ◎時間：106.10.01-106.11.30. 

※成效檢視 

計計劃劃部部份份  

□詳實   ▉明確   □普通   □簡略   □有疏失 

 

執執行行部部份份  

▉完成率 95﹪以上  □完成率 85﹪以上  □完成率 60﹪  □不及格 

 

考考核核部部份份  

▉資料備查完善  ▉達成計畫目標  ▉可以永續經營 

 

期期許許部部份份 

※建議：建議區公所持續補助該案，並可將自然教育、消費教育與生態環保教

育相結合，提供以水資源教育為主體的課程教學活動，活動成效將加深、加廣且加成。 

 

追蹤計劃：□有   ▉無 

 

                                                                                                          檢檢閱閱人人員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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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題剖析：無 

 

三、後續措施： 

建議區公所持續補助該案，本校將搭配自然教育、消費教育與生態環

保教育融入課堂間的教學活動，提供以水資源教育為主體的課程學

習，讓水資源保護教育之成效將加深、加廣且加成。 

伍、佐證資料 

一、計畫成案： 

  1.核定公函     2.本校活動計畫 

二、活動公告： 

  1.文宣印刷—(1)十大省水好習慣(文宣版)(2)抗旱節水行動原則 

  2.課程教材—(1)讀報學習單及剪報(2)十大省水好習慣(學習單版) 

              (3)愛水節水家庭作業(4)水資源保護學習單 

三、執行狀況：活動照片及教材如附件 

四、宣導成效：學生學習心得感想 

★(六忠甲生)有一些人用完水，都沒有關好水龍頭就離開了，真的是很不應該，我們台

灣是世界排名第 18 的缺水國家，如果我們沒有好好使用水源，保護水源，而是浪費水

資源，有一天真的會沒有水用了，後悔也來不及了。經過老師的分享保護水資源活動，

我希望所有的人一起來努力。 

 

★(五忠乙生)學校老師常常告訴我們水的重要，我們飲水當思源，有水該思考沒有用的

困擾，雖然地球上的水是非常非常的多，但是，並不是每一種水都可以拿來使用，扣掉

鹹水及人為破壞的水後，真正能用的水也只有地球的百分之三而已。如何將水資源再利

用，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努力去做的。如果我們一直破壞環境，不做好山坡地水土保

持，除了下大雨時會土石流，到時候我們也沒有乾淨的水源可以食用。 

 

★水資源的利用：(三忠丙生) 

如何把水資源再利用，在平常生活中，我們該如何好好的使用並珍惜惜水資源呢？讓我

來告訴你，省水儲水的妙招！ 

一、將洗菜及洗米的水存起來，拿來拖地板或是澆花。 

二、把洗澡水收起來，可以拿來拖地或是沖馬桶，二次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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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購買具有省水標章的馬桶，就可以節省大量的沖水馬桶的水。如果怕花錢，也可以

拿磚頭或者寶特瓶裝滿水，放到馬桶的水箱中。 

四、可以裝省水水龍頭，省下大量的水。 

五、刷牙時，請用杯子，不要用手，可以省下一些水。 

 

★如何保護水資源：(六忠丁生) 

一、有一些人在河邊養豬，而豬糞就直接用水把它沖進河中，造成河水被污染。 我們

應該要去取締，有人知道了就要去告訴警察，使河流更乾淨。 

二、有一些工廠在河的上游排放廢水，使下游的河流都被污染了。我們只要有人 現，

就要去告訴警察。一起打擊犯罪。 

三、吃飯完的碗盤要用衛生只把上面的污垢擦掉。避免上面的污垢流入下水道。 

說完了一些保護水資源的方法，就需要你來一起保護了喔。 

四、有一些人在噴灑農藥，農藥流入河中，使河的水受到污染，水資源也就減少啦！如 

    果有人在山坡地種樹，也有可能會有農藥，應該要勸他離開山坡地，到平地去。 

★如何做好水土保持的工作：(三忠戊生) 

台灣因為面積小，使的河流短促，才下雨一陣子，水馬上就流到大海中了，那要如何來

保護水流失呢？就讓我來為你解說吧！ 

一、多多種樹，因為樹能抓住土壤，而土能抓住水，所以種樹可以防止水流失。 

二、少砍樹，也和上面的意思差不多，可是這樣就可以使台灣有更多的樹了。 

 

六、經費運用：詳見核銷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