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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大 綱
1. 本年度計畫執行

2. 計畫執行活動

3. 未來展望



1 1 0年度
永續循環校園計畫執行

1 • 計畫歷程

• 計畫目標

• 計畫執行方式

• 年度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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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校園透過探索擴大以及示範深入整合跨部會合作機制，相互整合逐漸演變為嶄新校園推動

永續循環發展的新模式，延續永續校園之精神並增加校園四大面向理念。導入校園軟硬體層面，

以發揮永續台灣、環境教育之積極意義與促成教育改革，於校園環境之軟硬體面進行規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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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補助項目的檢討與彙整
2007-擬議補助項目原則說明
2008-積極要求數據填核與監控+防災工作坊
2009-永續校園成果巡迴展(影片等)
2009-莫拉克風災

1999-921大地震
2001-綠校園改造計畫
2003-推廣個別案與示範案
2004-團結力量大- 整合案推廣
2005-大專生參與地方改造

2014-構思雲端分享平台機制
2015-推廣各校參與分享平台
2016-永續校園標章認證機制與深化及廣化
2017-學校教育推動永續校園改造
2018-轉化數位應用與雲端分享

2018-國際發聲制度轉變
2019-轉化機制回歸地方整合推動地方人才庫、數位審核、

技術規範分享案例、老幼互助、國際分享
2020-對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簡稱 SDGs)
2021-校園發展環境氣候優化與節能減碳

2010-節能防災的重視與改變大專生協助地方改造
2011-導入E化智慧輔導與效益評估機制
2012-校園整體檢視，拓展永續理念
2013-建立在地輔導團機制，並開設種子教師活動
(多元化防災教育、美感教育、特色教育、空間活化等)

節能減碳與防災轉型期

項目檢驗調整與擴大推廣期

拓展布局誘導鼓勵參與期

E化、認證敘獎與轉型活化期

因地制宜循環推動期1.0

2.0

3.0

4.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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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永續循環校園=校園永續環境營建+校園環境教育發展
• 建立有效的永續校園改造執行模式
• 創建生生不息的臺灣生命力-建構永續校園網絡
• 建立不同特色的永續校園與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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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推動事項與控管

一、推動計畫執行

二、永續循環校園探索計畫追蹤觀察

三、永續循環校園示範計畫成效分析

四、國際推廣與推動SDGs

1. 研提新改版之「永續循環校園」定義、技術以及推動作為。

2. 結合SDGs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輔導縣市政府及學校應用於校園實踐。

3. 簡化行政程序，辦理各單位系統性教育訓練。

4. 舉辦教育訓練、建立諮詢委員名單。

1. 追蹤及觀察獲補助校。

2. 協助媒合輔導，以利進行SDGs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對接、校園軟硬體探索盤查。

3. 辦理期中分區工作坊及SDGs增能研習。

1. 於過程中挑選之示範學校。

2. 協助導入示範技術之成效推估與執行後成果分析。

3. 建立因地制宜的示範校園操作範例，及發表國際期刊論文。

1. 呼應聯合國永續發展教育SDGs之推動，進行與國際接軌之行銷推廣。

2. 投稿相關國際研討會進行宣導促進交流。

1. 研議操作指引手冊並進行訓練課程。

2. 內容含永續循環型校園主要面向，且須與環境教育議題課程做銜接；同時透過成效彙整與

計畫成果展現，強化創新理念宣導與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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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目標2000年於聯合國簽署了千禧年宣言(MDGs)，而2012年於里約地球高峰會

一致決議以SDGs接替，全球將以SDGs作為未來十五年的發展議題主軸，於2015年正式

採納「永續發展目標(SDGs)」決議・其中包含17項目標及169項細項目標。

1992 1993 2000 2012 2014 2015 2016

召開地球高峰會
簽署21世紀議程

設立
聯合國永續發展委員會

千禧年發言宣言
(MDGs)

以「永續發展目標」(SDGs)
接替「千禧年發言宣言」(MDGs)

正式提出
17項永續發展目標

簽署2030 SDGs
(Agenda 30)

正式啟動
17項永續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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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探索計畫申請校分布

110年度探索校

78校
109年度探索校

76校
108年度探索校

65校
107年度探索校

29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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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示範計畫申請校分布

107年度示範校(2校)

臺南市太康國小
新北市埔墘國小

108年度示範校(4校)
屏東縣勝利國小
新竹縣東光國小
新北市米倉國小
澎湖縣馬公國中

109年度示範校(4校)
高雄市美濃國小
屏東縣泰安國小
臺南市土城國小
高雄市樹人醫專

110年度示範校(4校)
高雄市仁武國小
高雄市嘉興國中
高雄市龍華國中
彰化縣大葉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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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行活動

2 • 示範計畫

• 探索計畫

• 整合計畫



示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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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示範校追蹤輔導
109年度示範校
高雄市美濃國小

屏東縣泰安國小

臺南市土城國小

高雄市樹人醫專

110年度示範校

高雄市仁武國小

高雄市嘉興國中

高雄市龍華國中

彰化縣大葉大學

追 蹤 輔 導 內 容

追 蹤 輔 導 內 容
1.於110年4月完成現地訪視，並針對各校
面對問題與校園周邊環境問題給予可能
發展的思考面向。

2.由於本年度有大專院校加入，期待有更
多創新技術或新型實驗性質工法研發，
對於後續應用能有所助益。

3.三所高雄的參與示範計畫學校，共通問
題均是以高溫悶熱為共通點，但有別於
所在位置不同，會有顯著的空污影響
威脅，希望各校能提出相對因應做法。

4.於110年8月24日、25日完成第二次現地
輔導訪視，並與學校進行溝通討論。

5.110年10月28日，假臺北科技大學召開
第二次示範計畫學校計畫書圖與圖說
預算審查，依照各校申請內容建議施作
要點與未來示範動線規劃。

6.輔導團針對未來示範計畫內容施作前，
建議各校先行規劃環境數值量測，蒐集
改造前數據，以便日後進行比對。

1.109年四校均已完成上網公開招標，部份
學校已經開始進行工程改造。

2.各校發展示範特色與內容，以臻完善同
時提醒各校需進行工程施作時予以紀錄。

3.輔導團將持續追蹤進度，並且要求學校
製作期末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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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永續循環校園示範校
彰化縣大葉大學：市郊型學校、校園位於山坡地、大專院校、地勢起伏顯著

校園問題 解決方案 改造工程 成果效益

1.因應校園水資源問題 水再生利用 行政大樓雨水回收及擴充校園
水資源監控系統

1.每年減少自來水用量1,775公噸。每年節能馬達
用電量2700度。

2.即時掌握貯存桶液位現況,提供可靠的用水環境。
3.節省人力，提升效率，降低浪費。
4.提供環境教育教學課程實境觀摩。

2.校園環境安全強
減災策略與調適作為 防災與健康生態步道 兼顧環境教育的體驗與永續概念延伸，協助環境

素養之認知、情意、技能學習目標之達成。社區生態連結與擴展 永續循環校園教育館

3.校園用電量偏高 節電設施與設備 生活及休閒會館太陽能熱水器
及熱水系統智慧監控建置工程

1.節省熱泵主機耗電量140,000度/年，節省電費
434,000元/年。

2.屋頂建置太陽能板產生遮陰之效果，有效降低
六樓生活會館房間室內溫度，節省冷氣用電量
7,200度/年，節省冷氣電費22,320元/年。

3.提升熱水系統管理效能，強化管理機制，達成
有效控管和減少能源耗用量目標。

從大專校園高度看改造示範的創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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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永續循環校園示範校

校園問題 解決方案 改造工程 成果效益

1.校園落葉落枝龐大 有機碳循環資源 落葉與廚餘堆肥 1.就近設置數個落葉堆肥區，將校園落葉集中堆肥，做為校園植栽的養分來源。
2.減少學生清掃落葉所耗體力與時間，並且降低每天的垃圾清運量。

2.校園水資源統整 水循環
滲透保水 預計後庭鋪面改造成礫石鋪面與步道，增加基地保水，改善乾季粉塵或雨濕滑

蚊子肆虐的情況，學生也能更有意願親近此區，成為賞鳥生態永續教育園區。

自然滲透與澆灌
高雄市109 年度永續校園推動實施計畫排水溝改造成礫石溝自然滲透預計將中
庭東側的水泥鋪面改造成礫石與草地，達到自然滲透，一併解決附近水溝排水
不良易生孑孓或泥沙淤積的問題。

3.校園用電量偏高 電能 節電設施與設備 將班級教室、視聽教室燈具改成LED 省電燈具與迴路改善，預估減少10%電費。

4部分校園空間悶熱
溫熱外環境 通風換氣排熱排污 更換教室門片為三合一通風門，以及部分窗戶更換成紗窗，夜間引入涼爽氣流

將室內熱氣排除，有效減緩隔日升溫速度，延後開冷氣時間。

遮陽與導光 外掛式遮陽板 多數教室或辦公室在春秋冬三季上下午皆有陽光斜射入南側/前走廊與教室，預
計設置外遮陽降溫導風，將可降低冷氣機使用頻率。

高雄市嘉興國中：市郊型學校、校園位於高速公路旁、周邊有空污威脅、部分區域排水不易

市郊熱帶學校的通風降溫作為回應節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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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永續循環校園示範校
高雄市龍華國中：市區型學校、位於交通要道測、校園硬舖面多、校園高溫悶熱

校園問題 解決方案 改造工程 成果效益

1.校園缺乏水資源再利用機制 水循環
節水措施 1.落實水資源的再生利用的教育。

2.筏基之水可以應用於平時澆灌使用，並於枯水期時，
以減少水費支出，預估減少10~15%水費。

滲透保水
自然滲透與澆灌

2.校園綠鋪面比率不足 綠基盤 環境友善鋪面與親和性圍籬
移除大門前庭地勢最低、平時豪大雨時易積水處之硬鋪面，
加速地表滲透保水，減少積水現象及加速積水退去時間，
提供人車一個安全通行環境。

3.學校用電量龐大；
校園高溫悶熱不舒適

電能 節電設施與設備 預計減少10~15%電費

校園通風 穿越型通風路徑確保 減少校園夏季悶熱情形

4.校園通風不順暢 建築外殼開口
對應通風開窗模式

改善室內通風悶熱問題，預計教室內降溫2~3 度。
遮陽與導光

市中心高熱區環境不利校園改造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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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永續循環校園示範校

校園問題 解決方案 改造工程 成果效益

1.校園部分區域積水 水循環 滲透保水
1.地層滲透，水溝不積水，降低病媒蚊孳生。
2.地層涵水，具保水功能。
3.透過自然滲透，可涵養周邊草皮或植栽。

2.校園悶熱與外環境空污威脅 建築外殼開口

對應通風開窗模式 改善幼兒園外園教室密不通風的現狀，申請此次計畫以
改善教室設置對流窗，確保教室空氣品質。

遮陽與導光

1.108 年思源樓3 樓設置可調式遮陽導風扇，此次申請
思源樓

2 樓教室設置遮陽導風板。
2.導入西側氣流，東側開窗形成通風廊道。
3.沖孔遮陽板阻擋陽光，教室不陰暗。

防空污作為 至善樓東側面走廊女兒牆設置素燒陶，過濾PM2.5，
採實驗性質，二樓作為實驗組，3 樓作為對照組。

社區創生作為 社區人力資源互助 社區環境教育宣導及創客課程

高雄市仁武國小：市區型學校、校園位於工業區旁、校舍高溫、高污潛在風險

高污染小學的對應作為



探索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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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初協作會議
110年度永續循環校園探索計畫期初協作會議，辦理規劃4月23日臺中場、4月30日臺北場，以及5月6日高雄場，

邀請各領域專家學者針對探索期程規劃說明，以及分享永續循環校園四大循環面向調查工具之應用，並因「校」制宜，
製作專屬甘特圖。
* 4月30日原定臺北場活動，因國內疫情升溫而彈性調整為線上觀看影片。

4月23日
臺中場

5月6日
高雄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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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計畫暑期分區工作坊
配合教育部永續循環校園探索計畫，協助學校先經由自我檢視與規劃的過程，更加了解如何將永續循環校園軟硬體回到

學校脈絡中進行整合，進而提出學校自我盤查四大面向項目與系統化整合 (如能源、水資源、生態…等)，建構出完善的永續
循環校園藍圖後，結合豐富的教學課程，充分傳遞永續發展的精神。

主 持 人：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何副教授昕家
參加人員：樹德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研究所李彥頤副教授、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林建棕督學、新北市八里區米倉國民

小學林愛玲校長、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邵文政副教授、嘉南藥理大學環境工程與科學系荊樹人教授、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陳星皓助理教授、屏東縣政府教育處詹麗足督學、臺南市太康國民小學魏稚恩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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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計畫SDGs工作坊
110年9月29日辦理SDGs線上工作坊，此次

會議目的為透過SDGs與教育的對話，讓教師可以
進一步瞭解SDGs精神，透過分組操作激發在未來
教學活動的想法，並於教學活動過程中落實永續
發展，而工作坊參加對象為教育部110年度永續
循環校園探索及示範推動計畫獲補助學校人員。



整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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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工作會議
時間：110 年 02 月 21 日（星期日）上午 10 時 20 分
地點：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綠色生態小屋
會議形式：實體會議
主要議題：110年度工作項目、研議各區執行內容與期程

第二次工作會議(永續循環校園相關指標討論會議)
時間：110 年 03 月 23 日（星期二）下午 15 時整
地點：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13 樓 1302會議室
會議形式：實體會議
主要議題：永續循環校園相關指標討論

第三次工作會議
時間：110 年 04 月 30 日（星期五）上午 09 時整
地點：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13 樓 1302會議室
會議形式：實體會議
主要議題：探索計畫期初協作會議相關事宜、修正永續發展目標(SDGs)教育手冊台灣指南

第四次工作會議
時間：110 年 05 月 21 日（星期五）下午 13 時整
使用軟體：GOOGLE MEET
會議形式：線上會議
主要議題：探索及示範計畫疫情因應措施說明與討論、東區推動計畫後續調整說明

第一次專家諮詢會議
時間：110 年 03 月 04 日（星期四）下午 13 時 20 分
地點：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設計學院251室
會議形式：實體會議
主要議題：探索計畫關鍵績效指標(KPI)表、示範計畫永續循環校園指標審核表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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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工作會議
時間：110 年 05 月 28 日（星期五）下午 14 時整
使用軟體：GOOGLE MEET
會議形式：線上會議
主要議題：探索及示範計畫暑期後續活動規劃、東區推動計畫後續調整說明

第六次工作會議
時間：110 年 06 月 22 日（星期二）上午 11 時整
使用軟體：GOOGLE MEET
會議形式：線上會議
主要議題：探索及示範計畫暑期活動工作重點與目標成果、東區推動計畫後續調整說明

第七次工作會議
時間：110 年 07 月 09 日（星期五）下午 16 時整
使用軟體：GOOGLE MEET
會議形式：線上會議
主要議題：計畫工作進度與永續發展目標(SDGs)影片討論

永續發展目標SDGs影片討論會議
時間：110 年 07 月 30 日（星期五）下午 16 時 30 分
使用軟體：GOOGLE MEET
會議形式：線上會議
主要議題：永續發展目標(SDGs)影片七部單項影片說明與討論

第八次工作會議
時間：110 年 08 月 17 日（星期二）下午 15 時整
使用軟體：GOOGLE MEET
會議形式：線上會議
主要議題：探索及示範計畫後續活動規劃、永續發展目標(SDGs)影片說明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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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循環校園網頁規劃會議
時間：110 年 08 月 18 日（星期三）下午 14 時整
使用軟體：GOOGLE MEET
會議形式：線上會議
主要議題：網頁初步規劃及專家意見討論

永續發展目標SDGs影片委員審查會議
時間：110 年 08 月 26 日（星期二）下午 16 時 30 分
使用軟體：GOOGLE MEET
會議形式：線上會議
主要議題：永續發展目標(SDGs)影片委員意見說明與討論

第九次工作會議
時間：110 年 09 月 17 日（星期五）下午 15 時整
使用軟體：GOOGLE MEET
會議形式：線上會議
主要議題：教育部112年科技計畫新興計畫草案討論、探索計畫工作坊後續追蹤

第十次工作會議
時間：110 年 10 月 28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整
地點：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綠色生態小屋
會議形式：實體會議
主要議題：教育部112年科技計畫新興計畫討論、111年度永續循環校園探索及示範計畫

苗栗縣國民中小學推動永續循環校園工作坊環境改造研習
時間：110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五）
會議形式：實體會議
主要議題：藉由探索及示範計畫理論與案例分享進行宣導，說明永續循環校園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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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中原大學
景觀學系辦理
校園綠建築
活動學習參訪

參展環保署
環境教育這10年
響綠生活嘉年華
特展活動



未來展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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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永續循環校園

SDGs

十二年課綱

環境教育

國際交流

校園防災氣候變遷

節能減碳

綠色學校

全球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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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計畫採線上申請(不受理紙本申請)

2.系統開放期間為：

110年12月6日(星期一)上午8時至111年1月7日(星期五)下午4時止。

3.請於前述期限至「永續循環校園」首頁點選填報申請

(網址: https://www.esdtaiwan.edu.tw/)。

4.每校僅能選定探索計畫或示範計畫擇一申請，未依相關規定辦理者不予受理。

5.有關計畫說明及申請書格式請至上述網站下載。
有關本計畫問題可逕洽教育部「永續循環校園推動辦公室」如下：
示範計畫：林凱逯先生，電話（07)6158000分機3554。
探索計畫：吳雅涵小姐，電話（04)22196862。
計畫申請：韋馨媛小姐，電話（02)27712171分機2988。
網站操作：徐玉姍小姐，電話（03)2654733。



簡報結束 ‧ 感謝聆聽
T h a n k s  F o r  L i s t e n i n g

永
循環

校 園

續

主 講 人 ： 邵 文 政
永續循環校園推動辦公室 計畫主持人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建築系 系主任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建築系 副教授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1 1 月 2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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