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請 111 探索計畫應符合之規定 

 

教育部補助永續循環校園探索及示範計畫申請說明  

(探索計畫) 

本計畫主要補助並服務學校進行校內軟硬體資源盤點，並回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以下簡稱 SDGs)，希冀學校能透過校內不同對象對於校園的軟

硬體探索，了解學校基礎，進而思考學校發展未來規劃方向；最終學校可以建構回應永續發

展目標的校園整體規劃構想以及學校在 12 年國民基礎教育本位課程連結與回應，此計畫將為

實質連結與回應 SDGs 重要基石。以下針對探索計畫執行內容進行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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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補助項目 

(一) 補助項目以經常門業務費執行校園永續探索與試辦或實驗為主，內容以符合本計畫目標

為原則。 

(二) 學校透過不同對象對校內環境資源評估與課程發展等軟硬體進行認知、探索、整合、對

策及執行。最終學校須建構回應永續發展目標的校園整體規劃構想及對應十二年國教課

程綱要之學校本位課程（部定/校訂課程）修正規劃。 

(三) 探索計畫為盤點學校軟硬體資源，以利充分發揮在地與校園特色（地域、文化、歷史及

生態…等），並發展相呼應之校本課程，測試教學與發展校園藍圖為重點。計畫內容需詳

述校園永續發展切入點、校園既有基礎現狀以及未來盤查規劃、校園永續與環境教育建

構工作執行內容與實行項目、以及預期探索成果與成效。 

二、 軟硬體探索內容（學校標準平面配置圖上繪製以下基礎資料） 

(一) 硬體面：明確規劃校園環境基礎資料調查以及問題盤點。 

■永續循環校園環境探索與特色發展自主盤點表-資源與碳循環 

指標內容 主題 需要工具 項目 

A-1 

可回收資源 
□一般性資源回收 

紀錄表 

□資源回收有效分類與減量、轉用 

A-2 

可再生利用資源 

□老舊設施(如:舊桌

椅、舊門框等)應再

加工使用 

□老舊設施（如：舊桌椅、舊門框等）應

再加工使用 

□原物料再使用（建築廢棄物級配使用－

注意土壤酸鹼度－、漂流木再利用、毀

損木製桌椅等） 

A-3 

有機碳循環資源 

□落葉與廚餘堆肥 

（校內回收） 

□校園內預留堆肥場地 

□廚餘堆肥量應設定校內可負荷量，其餘部

分應委由廠商處理 

□堆肥區配置攪拌設備（視狀況） 

□表層土壤改善 

□刨鬆表層已夯實土壤，並拌入沃土或有

機土以增加其孔隙與養分 

□填入高孔隙材料確保土壤透水性 

□以堆肥區產生之沃土攪拌後回填 

■永續循環校園環境探索與特色發展自主盤點表-水與綠系統 

指標內容 主題 需要工具 項目 

B-1 

水循環 
□淨化後可儲存水 

水費單 

水流量計 

□回收洗手台用水（不可用化學藥劑清洗

或清洗餐盤） 

□利用多孔隙介質當作地下儲水設施 

□透過簡易淨化（植栽或砂石）後轉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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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內容 主題 需要工具 項目 

他用途使用 

□雨水與表面逕流水

收集 
溫度計 

濕度計 

高程圖 

□雨水回收系統不可為盥洗用途（避免飲

食與人體接觸） 

□雨中水回收有效利用於沖廁、拖地、澆

灌等用途 

□設置天溝收集雨水 

□搭配高透水性級配石，增加基地保水性 

□設置滲透型陰井（搭配滲透水管） 

□地勢低漥地區搭配級配石以減少淹積水

問題 

□自然滲透與澆灌 

□收集回收水進行噴灑與澆灌 

□回收水搭配滲透工法增加土壤含水量 

□地下滲透管線對接澆灌系統，增加校園

綠地面積，達到降溫效果 

B-2 

綠基盤 

□綠化降溫 

校園植栽盤

點圖 

□綠化建議優先採用原生樹種 

□設置常綠喬木應檢視是否日照時數足夠 

□建議針對東西曬面進行植栽綠化設計 

□綠化範圍若遇熱區建議先優先進行綠化

遮蔭並搭配低熱的鋪面。 

□微氣候導風 

□迎風向應留設導（通）風口 

□創造大面積綠化量達到對流效果 

□強襲風處設置植栽以達到降低風速之效 

□運用導風板或公共藝術達到導風效果 

□建議以複層植栽（喬灌木）同時達到控

風與降溫效果 

□空污潔淨 

□周邊顯著污染源（如：工廠廢氣、霾害）

建議採用減污植栽 

□針對開口部設置靜電紗窗或植栽牆，以達

到減低空污影響 

□透過物理方式進行空氣淨化（水霧、葉

片吸附粉塵） 

■永續循環校園環境探索與特色發展自主盤點表-能源與微氣候 

指標內容 主題 需要工具 項目 

C-1 

電能 
□供電電網與設備 

數位電表 

耗能統計 

◆空間配置節能 

□調整空間配置，視其空間屬性與搭配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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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內容 主題 需要工具 項目 

邊環境 

□調節空間使用性質制定用電目標 

□全面採用節電設施設備 

□進行優化契約容量調校或智慧能源管理

EMS 

◆照明系統節能 

□使用節能照明燈具及導光設施 

□有效教室燈具迴路系統設計 

□公共場域燈具感應點滅系統 

□符合自訂之符合基準照明用電量設定 

（規範合理數值） 

◆空調設備節能 

□符合自訂之空調系統用電量運轉設定 

（規範合理數值） 

□設定使用機制與時段，確保室內環境品

質控制 

◆創新循環經濟 

□應用 ESCO 方式作為節電設施設備機制 

C-2 

溫熱調控 
□陰影與降溫鋪面 

日照觀察、

電腦模擬 

□種植常綠植栽強化遮蔭功能 

□檢討陰影遮蔽範圍，創造校舍周邊低熱

的鋪面之環境。（檢討夏至日陰影遮蔽時

數應大於 5 小時） 

□運用水體與遮蔭形成降溫層 

C-3 

校園通風 

□確保穿越型通風路

徑 

觀察與軟體

模擬 

□利用建築物窗口與穿堂，引導外部氣流 

□校園建築型態造成通風條件不良，將主

要迎風向教室改為半開放式 

□避免在迎風處設置遮擋高牆(冬季強風時

應採用可調式設計) 

■永續循環校園環境探索與特色發展自主盤點表-環境與健康 

指標內容 主題 需要工具 項目 

D-1 

室內環境品質 

□隔熱降溫與調濕  
溫濕度計、 

調查表 

□屋頂以綠化或光電板裝設達到降溫效果 

□室內裝修使用調濕材料並保持良好通

風、除濕與防潮設計 

□通風換氣排熱排污 
風速計、 

粉塵計 

□建議使用新型高低窗便於開啟高窗以利

室內排熱換氣 

□若該校位於高空污區域，可採用新風系統

搭配空氣過濾系統以達到空氣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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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內容 主題 需要工具 項目 

□避免室內大量使用高櫃阻擋氣流 

D-2 

綠建材與自然

素材應用 

□綠建材與健康建材 調查表 

□教室空間採用綠建材或健康建材為表面

材 

□採易更替工法為主 

□避免使用含有高 VOCs、甲醛的材料 

D-3 

建築外殼開口 

□對應通風開窗模式 

氣象站 

資料、 

軟體分析 

□依照外部風向決定開窗模式（推窗、拉窗、

高低窗、同軸窗，如平行風時窗戶採用外

推窗，有效引導外部氣流進入室內） 

□建議高窗可長期開啟，並使用紗窗防止蚊

蟲鳥類進入室內 

□若無法利用外部氣流，可使用低耗能之

抽排風設備進行室內換氣 

□遮陽與導光 

□門窗開口處裝設遮陽導風板、導光板外部

開口高性能化 

□南向遮陽可透過窗楣處外側裝設水平導

光板，遮陽兼導漫射光，利用間接日光

照明改善室內照明品質 

□東西向遮陽板處採垂直裝設，遮陽板平面

上採沖孔設計（注意沖孔孔徑應小於

6mm），改善遮蔽面積過大、導風不良的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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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軟體面：學校本位課程回應與連結 SDGs 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1. 探討學校本位課程回應或面對 SDGs 的相關目標及可能作法 

2. 規劃學校人員培訓計畫 

(三) 其他可執行面向：可以學校現況彈性調整 

1. 學生學習成效及學生家庭背景分析 

2. 學校與所在地方社區發展結合 

3. 學校發展目標主軸規劃 

4. 其他 

(四) 軟硬體橫向連結系統面：說明系統性軟硬體整合概念圖。 

1. 規劃硬體面的校園環境基礎資料調查以及問題盤點需要與 SDGs 相關目標提出方案，

展現於學校本位課程（既有/調整課程）進行連結的方式說明 

2. 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中環境教育議題五大構面為基底，發展延伸出回應 SDGs

五大永續校園硬體課題，包含：地域環境資源管理、生態、生產與生活、校園建築與

社區、在地文化與智慧、能源與智慧化 

SDGs17 項指標 

認為與學校發展有關連項請勾選 

SDGs 連結學校整體 

狀況與相關提問※
 

目標 1 

□ 

消除貧窮－終結全球各地

所有類型的貧窮。 

弱勢學生整體關照 

 

支持經濟弱勢的學生數量？對於在地弱勢族群的支

持方案？…等。 

目標 2 

□ 

消除飢餓－終結飢餓，實

現糧食安全和改善營養，

並促進農業永續發展。 

食農教育，延伸至糧食浪費 

 

午餐的廚餘量？以及處理方式？健康飲食標示？…

等。 

目標 3 

□ 

良好健康與福祉－確保健

康的生活，促進所有年齡

層人民的幸福。 

校園內生活、學習品質與健康 

 

健康校園環境狀況？學生健康指數? 提供教職員健

康檢查服務? 健康促進推動？…等。 

目標 4 

□ 

優質教育－確保包容和公

平的優等教育，並為所有

人提供終身學習機會。 

學校教育的品質促進，延伸連結至新課綱實施 

 

課程設計是否考量多元文化需求？以及促進優質的

方案？…等。 

目標 5 

□ 

性別平等－實現性別平等，

並賦予所有女性權力。 

環境關懷與性別平等教育 

 

是否有哺(集)乳室的設置？學校性別平等教育課程

內容？校內是否設置性別友善廁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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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17 項指標 

認為與學校發展有關連項請勾選 

SDGs 連結學校整體 

狀況與相關提問※
 

目標 6 

□ 

潔淨水與衛生－確保水與衛

生設施的可用性與永續性。 

水資源教育、對於水的全盤了解 

 

全區用水量監測？每人平均用水量？廢水處理？節

水設施？水資源回收再利用？提供飲水機？自來水

安裝的比例？…等 

目標 7 

□ 

可負擔的潔淨能源－確保所

有人皆能取得、負擔、安

全、永續與潔 淨的能源。 

能源教育 

 

用電量的監測？使用可再生能源？能源的使用效

率？碳盤查、管理與二氧化碳減量措施？節電措施？

能源知識課程? …等 

目標 8 

□ 

尊嚴就業與經濟成長－促

進持續性、包容性和永續

的經濟成長，充分 且具生

產力的就業和人人都有尊

嚴的工作。 

在地產業連結 

 

教職員是否有申訴管道？保障工作權益？工作環境

的安全？身心障礙者任用比例，是否做到同工同酬、

職務再設計應用？…等 

目標 9 

□ 

產業創新與基礎設施－建

立靈活的基礎設施，促進

包容性和永續的工業化與

創新。 

校內創新設施以及對於基礎設施了解 

 

校內是否有其創新作法？創新的設施？ …等 

目標 10 

□ 

減少不平等－減少國家內部

與國家間的不平等狀況。 

校園霸凌、環境公平正義 

 

無障礙者設施？校內是否有其親師生溝通對話的管

道？等 

目標 11 

□ 

永續城市與社區－讓城市

和住宅兼具包容性、安全

性、靈活度與永續性。 

學校與社區的連結與關係 

 

記錄和文化資產保護？永續交通？防災措施？廢棄

物管理方式？環境生態保護?檢視或解決社區問

題? …等 

目標 12 

□ 

負責任的消費與生產－確

保永續性消費和生產模式。 

零廢棄概念與循環經濟 

 

綠色採購？減少一次性用品策略？廢棄物(包括廚

餘 )處理？低碳里程？協助在地社區推廣小農產

品？…等 

目標 13 

□ 

氣候行動－採取緊急行動

對抗氣候變遷及其影響。 

氣候變遷、環境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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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17 項指標 

認為與學校發展有關連項請勾選 

SDGs 連結學校整體 

狀況與相關提問※
 

低碳措施、設施？低碳能源？如何因應極端氣候？碳

中和目標？…等 

目標 14 

□ 

水下生命－保存和永續利

用海洋、海域和海洋資源

才促進永續發展。 

海洋教育 

 

維護水生生態系統？污水排放標準？減少塑膠用

品？水域生態調查? …等 

目標 15 

□ 

陸域生命－保護、恢復、

促進陸地生態系統的永續

利用、永續 管理森林、對

抗沙漠化、制止和扭轉土

地退化，並防止喪失生物

多樣性。 

生態教育、校園內的生態環境 

 

生態系統監測？維持生物多樣性？土地永續利用？

避免侵入型外來物種入侵陸地與水生態系統，並控管

或消除強是外來種…等 

目標 16 

□ 

和平正義與有力的制度－

促進和平包容的社會，以

促進永續發展，為全人類

提供訴諸司法的途徑，並

在各層級建立有效，當責

和兼容的機構。 

校內環境政策、環境行動 

 

整體組織架構與運作？與在地社區組織連結？有效

的、負責的且透明的制度？公民素養？環境倫理？相

關法令規章？ …等 

目標 17 

□ 

夥伴關係－加強執行手

段，恢復全球永續發展夥

伴關係。 

國際教育 

 

相關夥伴關係建立？運作或合作模式？…等 

※備註：SDGs 連結學校整體狀況與相關提問 

（提問部分僅供學校參考，學校可以依目前學校狀況進行說明與探究。） 

三、 如何執行 

環境基礎調查資料做為瞭解學校的必要條件，連結師生所盤點的校園問題，依學校實質

所需探討之議題，讓學生參與或結合課程操作，提出方案或策略，專業物理盤查(溫度、濕

度、風向、日照、照度)可透過編列校園探索費用聘用專業團隊與校內師生進行協作調查。 

校園微改造實測工具：平面配置圖、指北針、日晷儀、溫溼度計、風向計、風速計、照

度計、二氧化碳濃度計…等或學校可自行 DIY 之簡易監測工具，皆可做為具體量化及分析的

資料蒐集，不僅為學校探索的過程留下紀錄，更是未來申請相關計畫時可提供之依據。 

進行校內增能研習規劃，課程發展可尋求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協助校內討論與協助分析，

或至社區及鄰近學校進行參訪與交流。  

 

 



申請 111 探索計畫應符合之規定 

 

四、 最後計畫成果需展現目標 

(一) 繪製學校建物高層差及平面圖，盤點校園物理、人文環境及教學課程。 

(二) 回應學校既定中長程發展計畫與本位課程，型塑永續校園整體構想藍圖。 

(三) 自我檢視並滾動修正學校教育方針及本質面。 

(四) 探索內容中，軟體面-校訂課程地圖可以回應到 SDGs 的展現，以連結國家發展目標。 

(五) 延伸效益：藉由探索後的校園整體規劃藍圖，未來可申請各項相關計畫，以延續永續校

園理念，完整學校發展計畫達到健康、舒適、節能、防災…等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