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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水土保持酷學校－種子學校推廣計畫」申請表 

第一部分：學校基本資料 

學校全名 
OOOOOOOOOO國民小學 

學校地址 

校本特色 
由學校願景發展出內含防災教育之校本課程，並延伸推廣水土保

持教育，融入社會科及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學，引導孩子珍惜

環境，愛護生命。 

位處屬性(坡地/市區) 
市區/靠近OOOO 

校長姓名 

總班級數 總學生數 

聯絡人姓名 職稱 

辦公室電話 行動電話 

電子郵件 

第二部分：申請評分項目，請勾選。 

計分比例 事蹟型態 績優表現 

【一般性事蹟- 

災害潛在區且結合

社 區 推 動 經 驗 】

(20%) 

□學校位於坡地災害區域，並定期

結合社區辦理相關防災工作。

□學校位於坡地災害區域，暫未結

合社區辦理相關防災工作。

■學校非位於坡地災害區域，但定

期結合社區辦理相關防災工作。

(附件 A-1) 

1、每年 9 月開學期間邀請三位里長、三峽

分局及志工隊長蒞校召開校園安全會議，

討論校園及周邊社區安全議題改善建議及

防災活動規劃。 

2、利用學校暨社區聯合運動會，邀請地方

消防隊到校為社區民眾進行防災教育宣

導。 

【一般性事蹟- 

歷年結合本局相關

夥伴單位推動防災

教育經驗】(20%) 

■曾參與本局、6個分局及各縣市政

府、大專院校及農政單位相關推

廣活動(如校園宣導活動、教師研

習營、繪本說故事競賽、作文繪

畫競賽、教案設計競賽、教具創

作競賽、參訪水土保持戶外教

室、申請水土保持局開發之繪本

或教材(具)…等)，參與活動數

超過 10 場以上。

□曾參與本局、6個分局及各縣市政

府、大專院校及農政單位相關推

(附件 A-2) 

曾參與本局、6 個分局及各縣市政府、大

專院校及農政單位相關推廣活動數超過

10 場以上。 

1100429 承辦新北市特教防災教育工作坊 

1100423 協助辦理新北市幼兒園防災教育

研習 

1100318 辦理新北市防災校園第一次基礎

建置學校工作坊 

1100315 辦理新版防災計畫、防災地圖、

家庭防災卡新北市說明會 

1100311 辦理新北市政府防災教育輔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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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活動(如校園宣導活動、教師研

習營、繪本說故事競賽、作文繪

畫競賽、教案設計競賽、教具創

作競賽、參訪水土保持戶外教

室、申請水土保持局開發之繪本

或教材(具)…等)，參與活動數

超過 5-9 場。 

□曾參與本局、6個分局及各縣市政

府、大專院校及農政單位相關推

廣活動(如校園宣導活動、教師研

習營、繪本說故事競賽、作文繪

畫競賽、教案設計競賽、教具創

作競賽、參訪水土保持戶外教

室、申請水土保持局開發之繪本

或教材(具)…等)，參與活動數

超過 1-4 場。

務會議 

1100306 協助辦理新北市防災校園基礎建

置研習 

1100223 協助辦理新北市參加第 9 屆防災

校園大會師進階學校評選模擬簡報輔導會

議 

1091219 協助辦理新北市政府-防災體驗

大冒險闖關活動 

1090922 協助辦理新北市政府防災教育輔

導團務會議 

1090814 協助辦理新北市教育局防災分區

研習 

【一般性事蹟- 

歷年結合部會推動

防災教育經驗】(5%) 

■曾參與各部會相關推廣活動或計

畫(如教育部防災校園建置及實

驗專案(坡地災害)基礎建置或進

階推廣案、永續校園計畫等)。

(附件 A-3) 

曾經申請獲得 107年教育部補助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防災校園建置計

畫，購置相關防災設備，完善防災

避難規劃，進行逃生避難演練，完

成成果計畫。 

【一般性事蹟- 

歷年結合民間、企業

推動防災教育經驗】

(5%) 

■曾與社會企業或民間團體合作推

廣活動或計畫。

(附件 A-4) 

三峽地區風景秀麗好山好水，民眾喜愛的

旅遊景點多，學校結合地方三峽區救難協

會，辦理多場次防災教育，推管安全與自

救教育，維護民眾安全。 

【特殊性事蹟- 

學校運用校本特色

延伸推廣水土保持

教育】(10%) 

■學校願意納入校內課程、行事曆

或運用校本特色延伸推廣水土保

持教育(如防災、環教、演藝、書

法、美術、音樂、科學…)。

1.1090619 與本市防災教育輔導團參訪屈

尺國小水土保持教室 

2.將水土保持計畫納入學校教學課程、行

事曆，視為學校教育之一環，列入學校防

災系列活動。 

3.將土石流桌遊放入本校桌遊專櫃，應用

桌遊志工推廣土石流桌遊。 

4.結合自然科學課程及低年級生活課程進

行土石流課程教學。(附件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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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性事蹟- 

學校校長擔任過水

土保持第 1-5 屆酷

學校校長、擔任防災

校園建置計畫總召

或副總召】(10%) 

■擔任過二項其中一項職務，曾

經推薦學校入選水土保持酷學

校，且曾經申請獲得教育部防

災基礎或進階學校計畫者，兩

者事績均取得者。

□擔任過二項其中一項職務，曾

經推薦學校入選水土保持酷學

校，或曾經申請獲得教育部防

災基礎或進階學校計畫者，兩

者事績僅 1 項取得者。

(附件 B-2)、(附件 A-3)(教育局推薦函) 

1、學校校長擔任 99-103 年度、108 年度

防災校園建置計畫總召迄今共擔任七年總

召職務。(附件 B-2) 

2、申請獲得教育部 107 年度防災基礎學校

計畫補助，並順利完成。(附件 A-3) 

3、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推薦本校參加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推動「第六屆水土

保持酷學校-種子學校推廣計畫」 

【特殊性事蹟- 

學校願意結合現有

第 1-5 屆酷學校共

同建立水土保持教

育策略聯盟】(10%) 

■學校願意結合現有第 1-5 屆酷學

校共同建立水土保持教育策略聯

盟 

(附件 B-3) 

為了一起共同推廣水土保持教育，並且發

揚水土保持觀念，維護你我共同環境，本

校計畫共同與新北市新店屈屈尺國民小

學，共同進行水土保持推廣活動。 

自評總分數 OOO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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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事蹟-災害潛在區且結合社區推動經驗】(20%) 

執行年度： 109年度 9月、110年度 5月 

活動名稱： 學校安全會議、校慶暨社區聯合運動會防災教育宣導 

推動方式（活動流程簡述）： 

1、每年 9 月開學期間邀請三位里長、三峽分局及志工隊長蒞校召開校園

安全會議，討論校園及周邊社區安全議題改善建議及防災活動規劃。 

2、利用學校暨社區聯合運動會，邀請地方消防隊到校為社區民眾進行防

災教育宣導。 

佐證資料： 

照片： 

附件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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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事蹟-歷年結合本局相關夥伴單位推動防災教育經驗】(20%) 

執行年度： 109年度及 110年度 

活動名稱： 
配合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或協辦防災教育研習、工作坊及防災校園建置

系列活動至少 10 場次 

推動方式（活動流程簡述）： 

配合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或協辦防災教育研習、工作坊及防災校園建置

系列活動至少 10 場次 

1100429 承辦新北市特教防災教育工作坊 

1100423 協助辦理新北市幼兒園防災教育研習 

1100318 辦理新北市防災校園第一次基礎建置學校工作坊 

1100315 辦理新版防災計畫、防災地圖、家庭防災卡新北市說明會 

1100311 辦理新北市政府防災教育輔導團務會議 

1100306 協助辦理新北市防災校園基礎建置研習 

1100223 協助辦理新北市參加第 9 屆防災校園大會師進階學校評選模擬簡

報輔導會議 

1091219 協助辦理新北市政府-防災體驗大冒險闖關活動 

1090922 協助辦理新北市政府防災教育輔導團務會議 

1090814 協助辦理新北市教育局防災分區研習 

佐證資料： 

附件 A－2 

wun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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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100429 承辦新北市特教防災教育工作坊 

 

1100423 協助辦理新北市幼兒園防災教育研習  

 

1100318 辦理新北市防災校園第一次基礎建置學校工作坊 

 

1100315 辦理新版防災計畫、防災地圖、家庭防災卡新北市說明會 

 

1100311 辦理新北市政府防災教育輔導團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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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306 協助辦理新北市防災校園基礎建置研習 

 

1100223 協助辦理新北市參加第 9 屆防災校園大會師進階學校評選模擬簡

報輔導會議 

1091219 協助辦理新北市政府-防災體驗大冒險闖關活動 

 

1090922 協助辦理新北市政府防災教育輔導團務會議 

 

1090814 協助辦理新北市教育局防災分區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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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事蹟-歷年結合部會推動防災教育經驗】(5%) 

執行年度： 107年 

活動名稱： 
曾經申請獲得 107年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防災校園

建置計畫 

推動方式（活動流程簡述）： 

曾經申請獲得 107年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防災校園

建置計畫，購置相關防災設備，完善防災避難規劃，進行逃

生避難演練，完成成果計畫。 

佐證資料： 

防災校園建置計畫核定公文 

 

照片： 

 

附件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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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事蹟-歷年結合民間、企業推動防災教育經驗】(5%) 

執行年度： 109年度 

活動名稱： 邀請地方救難協會進行水域安全宣導 

推動方式（活動流程簡述）： 

三峽地區風景秀麗好山好水，民眾喜愛的旅遊景點多，學校結合地方救難

協會三峽分會，辦理防災教育及水域安全宣導，推廣安全與自救教育，維

護民眾安全。 

佐證資料： 

 

照片： 

 

附件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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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性事蹟-學校運用校本特色延伸推廣水土保持教育】(10%) 

執行年度： 110年度 

計畫名稱： 學校運用校本特色延伸推廣水土保持教育 

推動方式（活動流程簡述）： 

1.1090619 與本市防災教育輔導團參訪屈尺國小水土保持教室 

2.將水土保持計畫納入學校教學課程、行事曆，視為學校教育之一環，列

入學校防災系列活動。 

3.將土石流桌遊放入本校桌遊專櫃，應用桌遊志工推廣土石流桌遊。 

4.結合自然科學課程及低年級生活課程進行土石流課程教學。 

佐證資料(行事曆或課綱)： 

水土保持學生宣導活動列入全校行事曆:暫定 12/10 辦理。 

照片： 

1090619 與本市防災教育輔導團參訪屈尺國小水土保持教室 

 

全校教師水土保持研習活動列入行事曆:暫定 12/2 辦理。 

將土石流桌遊放入本校桌遊專櫃，應用桌遊志工推廣土石流桌遊教學 

結合自然科學課程及低年級生活課程進行土石流課程教學。 

附件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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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性事蹟-學校校長擔任過水土保持第 1-5屆酷學校校長、擔任防災校園建置計畫總召或副總召】

(10%) 

執行年度： 99-103年度、108年迄今 

計畫名稱： 擔任防災校園建置計畫總召 

推動方式（活動流程

簡述）： 

1. 擔任新北市鳳鳴國小校長任內，創立新北市防災

教育輔導團及擔任總召數年。 

2. 擔任新北市建國國小校長任內，回任本市防災教

育輔導團總召。 

3. 積極推展生活防災不遺餘力 

佐證資料： 

 

照片： 

 

 

 

附件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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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教育策略聯盟合作意向書 

為了一起共同推廣水土保持教育，並且發揚水土保持觀念，維護你我共同環境，

本校/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願共同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共同進行水土保持推廣活動。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 3  合作意向書格式 

學校用章 學校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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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水土保持酷學校－種子學校推廣計畫」授權書 
授權人 
(學校代表人) 

(校長簽名/蓋章) 

被授權人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授權人                    茲授權主辦單位，授權人同意主/承辦單

位使用活動照片及其肖像權，張貼於主/承辦單位的網站供人點覽或於各媒

體刊登使用。 

 

此致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水土保持局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月       日 

 

附件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