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 年水土保持酷學校擴散計畫申請表 
No. 

(請勿填寫) 

申請學校 (請填寫完整校名) 
證明附件      份 

請依順序排列 

所屬縣市  100-106年是否曾參加過教育部防災專案計畫？ 

□否     □是 

所屬類型： 

□高災害潛勢    □偏遠學校   □18班(含)以上 

□其他特殊原因         □無(可複選) 

班級數         班 

學生人數       人 

教職員         人 

是否有附設帅兒園？□否   □是，帅兒園班級數    班，師生    人 

是否曾接受相關計畫之獎勵？□否□是 

獎勵單位                    ；獎勵金額      元 

      年                       計畫(超過 1年者，請自行增補) 

計畫聯絡人 職稱 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 E-MAIL 

     

執行類別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水土保持酷學校教育推廣中心 

□水土保持酷學校推廣示範基地 

計畫預定執行期程 107 年    月    日至 107 年    月    日 

計畫聯絡人簽章  日期 107年    月    日 

主管(校長)簽章  日期 107年    月    日 

 

 



107 年水土保持酷學校擴散計畫 

申請單位  

計畫期程 107年     月     日至 107年     月     日 

申請獎勵經費               元，學校自籌款：              元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備註欄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小計      

合計    

各經費項目請依照「水

土保持酷學校擴散計畫

編列參考指引」規定編

訂及支用經費。 

 

學校承辦 

單位 

主(會)計 

單位 

機關學校首長 

或團體負責人 

備註： 

1. 同一計畫向水保局及其他機關申請獎勵時，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

內，詳列向水保局及其他機關申請獎勵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

或造假情事，本計畫應撤銷該獎勵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2. 申請獎勵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需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

意事項」、預算法第 62條之 1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應明

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贊助機(水土保持局)名稱，並不得以置

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獎勵額度使用： 

□部份使用 

【比率     %】 

□全額使用 

 



107 年水土保持酷學校擴散計畫(編列參考指引) 

一、 業務費 

經費項目名稱 編列用途及項目說明 

出席費(諮詢費、指導

費、輔導費) 

1.以邀請本機關人員以外之學者專家，參加具有政策性或專案性之重大諮詢

事項會議為限。一般經常性業務會議，不得支給出席費。又本機關人員及應

邀機關指派出席代表，亦不得支給出席費。 

2.聘請專家指導防災教材、計畫及演練等會議，每人次2,000元。 

訪視費 
1.訪視委員輔導第一階段學校，並作成訪視紀錄。  

2.半日以2,500元為編列上限。  

講座鐘點費 

1.授課時間每節為五十分鐘，其連續上課二節者為九十分鐘，未滿者減半支

給。 

2.辦理研習、講座等課程，外聘－專家學者1,600元、內聘－主辦或訓練機

關（構）學校人員800元。 

工作費 
1.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練與研討（習）會等所需臨時人力。 

2.現行勞動基準法所訂每人每小時最低基本工資。(133*8 時=1,008元)。 

印刷費 
1.各項會議資料、教學手冊、宣導品之印製費用。 

2.為撙節印刷費用支出，各種文件印刷，應以實用為主，力避豪華精美。 

旅運費(交通費) 

1.本計畫團隊及所屬學校執行水土保持酷學效建置等所需之旅運費支用。 

2.執行計畫辦理活動所需租車費。 

3.提供至各校輔導訪視委員、災害潛勢檢核委員及本計畫團隊各旅運費支

用。 

器具材料費 

1.添購示範觀摩演練學校、高災害潛勢學校及辦理教育研習等所需之防災器

具及教學材料。 

2.以購置單價1萬元以下之經常門項目為限。 

膳費、住宿費 
1.辦理宣導活動、研習活動餐費，膳費每人以80元為原則。 

2.住宿費每人以1,600元為原則。 

場地布置費 辦理教師研習、工作坊、成果展示、績優學校大會師等場地使用費。 

保險費 活動人員保險，依規定各機關學校不得再為其公教人員投保額外險。  

網頁維護設計使用費 學校水土保持酷學校教育網維運，非屬資本門經費項目之設計使用費。  

雜支 
凡前項費用未列之辦公事務費用屬之，如文具用品、紙張、電池、碳粉匣、

光碟片、電源線等資訊耗材、資料夾、郵資、場地清潔費等未能細列之開支。  

二、 設備費 

經費項目名稱 編列用途及項目說明 

水土保持教育教材

教具 

用於水土保持教育相關課程教學使用之書刊(書籍、刊物、課程使用書冊)、

數位教材、實體模型、教學掛圖(課程使用掛圖製作、輸出、裝設)、示範器

材(急救訓練教具、災害與氣象觀監測)及相關教學材料及用具等。  



107 年水土保持酷學校擴散計畫申請表(撰寫範例) No. 

(請勿填寫) 

申請學校 南投縣南投市水保國民小學(請填寫完整校名) 
證明附件      份 

請依順序排列 

所屬縣市 南投市 100-106年是否曾參加過教育部防災專案計畫？ 

■否     □是 

所屬類型： 

■高災害潛勢    □偏遠學校   □18班(含)以上 

□其他特殊原因         □無(可複選) 

班級數      5   班 

學生人數   100  人 

教職員     25   人 

是否有附設帅兒園？■否   □是，帅兒園班級數    班，師生    人 

是否曾接受相關計畫之獎勵？■否□是 

獎勵單位                    ；獎勵金額      元 

      年                       計畫(超過 1年者，請自行增補) 

計畫聯絡人 職稱 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 E-MAIL 

王保保 學務主任 049-1234567 049-2345678 swcb123@gmail.com 

執行類別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水土保持酷學校教育推廣中心 

□水土保持酷學校推廣示範基地 

計畫預定執行期程 107 年  5  月  1  日至 107 年  11  月  30  日 

計畫聯絡人簽章  日期 107年  4  月 25 日 

主管(校長)簽章  日期 107年  4  月 25 日 

 

 



107 年水土保持酷學校擴散計畫(撰寫範例) 

申請單位 南投縣南投市水保國民小學 

計畫期程 107年  5  月  1  日至 107 年  11  月  30  日 

申請獎勵經費   30,000  元，學校自籌款： 3,720元 

經費 

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備註欄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講座 

鐘點費 1,600 8節 12,800 
外聘師資鐘點費：1,600元/節×4

節×2場次=12,800元。 
 

印刷費 3,500 1式 3,500 

1. 期末報告書印製：200元/份

×5份=1,000元。  

2. 辦理全校水土保持活動手冊

等資料120本×30元 /本=3,600

元。 

 

旅運費 6,320 1式 6,320 

外聘師資交通費(核實報支)，以

高鐵左營－台中間之帄均車資

概估每人次約1,580元。1,580元

/人×2人×2場次。=6,320元。 

 

膳費 80 120人次 9,600 80元/人×120人次。=9,600元。  

雜支 1,500 1式 1,500 

凡前項費用未列之辦公事務費

用屬之。如文具用品、紙張、電

池、碳粉匣、光碟片、電源線等

資訊事務費用。 

 

合計   33,720 

各經費項目請依照「水土保持

酷學校擴散計畫編列參考指

引」規定編訂及支用經費。 

校內自籌

3720元 

學校承辦 

單位 

主(會)計 

單位 

機關學校首長 

或團體負責人 

備註： 

1. 同一計畫向水保局及其他機關申請獎勵時，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

內，詳列向水保局及其他機關申請獎勵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

或造假情事，本計畫應撤銷該獎勵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2. 申請獎勵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需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

意事項」、預算法第 62 條之 1 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應明

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贊助機(水土保持局)名稱，並不得以置入

性行銷方式進行。 

獎勵額度使用： 

□部份使用 

【比率     %】 

■全額使用 

 



107 年水土保持酷學校擴散計畫 

第一階段目標執行規劃書(撰寫架構範例) 

填寫說明：請確實依工作項目填寫。學校如有廢（裁）併校或校舍、校區異動等影響計畫執

行範圍之規劃或含有附設帅兒園者，亦應說明相關規劃。填寫欄位如不敷使用，

請自行延伸或另紙撰寫。 

一、 辦理校園水土保持教育推廣分享活動(依工作項目，說明相關推廣活動預定辦理方式及

預期效益) 

1. 活動主題 

2. 活動目的 

3. 參與對象與人數 

4. 活動時間及地點 

5. 活動說明 

(1)活動流程 

(2)活動內容 

6. 預期效益 

二、 水土保持教育創新作為(依據學校在地化之特性，自主發展有助於水土保持教育推動之

作為) 

說明學校依據學校在地化之特性，自主發展水土保持教育教學與宣導創新及特色作法之執行

成果。舉例如：校園環境特色或結合社區組織，營造有助於水土保持教育推動之宣導項目為

原則，包括動態(例如：水土保持小學堂)、靜態(例如：逃難百寶袋、逃生用品展示…等)

之校園防災宣導活動、創意競賽活動(例如：水土保持小尖兵、水土保持知識大挑戰比賽…

等)。 

1. 建立在地化防災教學模組 

2. 防災教育教學與宣導 

 

 



107 年水土保持酷學校擴散計畫 

第二階段目標執行規劃書(撰寫架構範例) 

填寫說明：請確實依工作項目填寫。學校如有廢（裁）併校或校舍、校區異動等影響計畫執

行範圍之規劃或含有附設帅兒園者，亦應說明相關規劃。填寫欄位如不敷使用，

請自行延伸或另紙撰寫。 

一、辦理校園水土保持教育推廣分享活動(依工作項目，說明相關推廣活動預定辦理方式及

預期效益) 

1. 活動主題 

2. 活動目的 

3. 參與對象與人數 

4. 活動時間及地點 

5. 活動說明 

(1) 活動流程 

(2) 活動內容 

6. 預期效益 

二、研發創新水土保持教育教具(請詳細說明預計研發之創新水土保持教育教案或教具構想

及預期成果，可附圖片說明) 

1. 研發構想： 

2. 預期成果及教學與使用規劃(圖片)： 

三、水土保持教育創新作為(依據學校在地化之特性，自主發展有助於水土保持教育推動之

作為) 

說明學校依據學校在地化之特性，自主發展有別上列各工作項目之建置內容，其建置及作為

有助於水土保持教育之推動等相關議題之精進措施。 

 

 



107 年水土保持酷學校擴散計畫 

第三階段目標執行規劃書(撰寫架構範例) 

填寫說明：請確實依工作項目填寫。學校如有廢（裁）併校或校舍、校區異動等影響計畫執

行範圍之規劃或含有附設帅兒園者，亦應說明相關規劃。填寫欄位如不敷使用，

請自行延伸或另紙撰寫。 

一、辦理跨縣市水土保持教育教育推廣分享活動(請詳細說明相關推廣活動預定辦理方式及

預期效益) 

1. 活動主題 

2. 活動目的 

3. 參與對象與人數 

4. 活動時間及地點 

5. 活動說明 

(1) 活動流程 

(2) 活動內容 

6. 預期效益 

二、研發創新水土保持教育教具(請詳細說明預計研發之創新水土保持教育教案或教具構想

及預期成果，可附圖片說明) 

1. 研發構想： 

2. 預期成果及教學與使用規劃(圖片)： 

三、水土保持教育創新作為(依據學校在地化之特性，自主發展有助於水土保持教育推動之

作為) 

說明學校依據學校在地化之特性，自主發展有別上列各工作項目之建置內容，其建置及作為

有助於水土保持教育之推動等相關議題之精進措施。 



107 年水土保持酷學校擴散計畫 

水土保持酷學校教育推廣中心建置執行規劃書(撰寫架構範例) 

填寫說明：請確實依工作項目填寫。學校如有廢（裁）併校或校舍、校區異動等影響計畫執

行範圍之規劃或含有附設帅兒園者，亦應說明相關規劃。填寫欄位如不敷使用，

請自行延伸或另紙撰寫。 

一、校園運作性(說明水土保持教育推廣小組的組織人力架構、人力資源分組、定期召開校

內水土保持教育推廣會議及資源支援等) 

1. 水土保持教育推廣小組的組織人力架構圖 

2. 人力資源分組 

職稱 姓名 工作項目 

校長  
計畫研擬、課程規劃、講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成效掌握，實施

成果檢核。 

總務主任  相關經費採購、核銷，校園安全掌握。 

教務主任  協助課程進行與計畫推動、成果影片剪輯。 

…   

3. 定期召開校內水土保持教育推廣會議及資源支援說明 

二、具體性 

請詳細說名學校利用閒置教室、空間建置「水土保持酷學校教育推廣中心」，展示各種教材

教具、繪本圖書及影片，進行教育推廣工作，可附圖片說明)。 

三、課程結合性(請詳細說明預計研發之創新水土保持教育教案或教具構想及預期成果，可

附圖片說明) 

1. 研發構想 

2. 預期成果及教學與使用規劃 

  



107 年水土保持酷學校擴散計畫 

水土保持酷學校推廣示範基地執行規劃書(撰寫架構範例) 

填寫說明：請確實依工作項目填寫。學校如有廢（裁）併校或校舍、校區異動等影響計畫執

行範圍之規劃或含有附設帅兒園者，亦應說明相關規劃。填寫欄位如不敷使用，

請自行延伸或另紙撰寫。 

一、增能課程(說明預定辦理方式及產製出之表演內容或課程規劃) 

1. 請詳細說名學校利用如何營造「水土保持酷學校推廣示範基地」(包含整體推廣概念及硬

體規劃部分) 

二、水土保持工作坊及教學計畫(請詳細說明課程規劃、執行方法、課程時間、操作模式等) 

1. 課程規劃 

2. 執行方法 

3. 課程時間 

4. 操作模式 

5. 詴教成果 

6. 執行成效 

三、水土保持酷學校行動隊(說明組織人力架構、水土保持解說培訓計畫、定期召開校內水

土保持教育推廣活動等) 

1. 水土保持酷學校行動隊的組織人力架構圖 

2. 人力資源分組 

3. 水土保持解說培訓計畫 

4. 定期召開校內水土保持教育推廣活動 

四、配合辦理成果發表會(請詳細說明成果發表會預定可展演之動靜態內容) 

1. 活動說明 

(1) 活動流程 

(2) 活動內容 

2. 執行效益 

 

  



107 年水土保持酷學校擴散計畫成果報告撰寫說明及格式 

1.執行成果章節請依據各階段目標類別要求的工作項目撰寫內容。 

2.報告格式要求： 

(1) 檔案格式 word檔。 

(2) 單欄，紙本報告內容及附件建議以 100頁為上限，若附件頁數過多，請以

電子檔方式檢附。 

(3) 檔名：第○階段-縣(市)+學校名稱。 

(4) 全文中文字型為標楷體，英文字型為 Times New Roman 

(5) 標題格式 

A. 第一層標題(如壹、前言)使用粗標楷體，16point字級。 

B. 第二層標題(如ㄧ、計畫源起與目的)使用粗標楷體，14point字級。 

C. 第三層標題(如(一)學校基本資料)使用粗標楷體，12point字級，第一

行位移 2字元。 

D. 第四層標題(如 1.班級與師生數)使用標楷體，12point字級，第一行位

移 4字元。 

E. 各層標題段落間距：與前段距離 0.5行，與後段距離 0行，單行間距。 

(6) 內文格式 

A. 全文使用 12point字級，與前段距離 0.5行，與後段距離 0行。 

B. 第二層標題下之內文格式：需縮排 2字元，第一行位移 2字元。 

C. 第三層標題下之內文格式：需縮排 4字元，第一行位移 2字元。 

(7) 圖表標題的段落間距：與前段距離 0.5行，與後段距離 0行，單行間距。 

(8) 圖片、表格請依先後次序標號，標號請用半型阿拉伯數字，並將圖片標題

撰寫於圖片下方置中，表格標題撰寫於表格上方置中。所附圖與表請務

必清晰並註明正確來源。 

  



107年水土保持酷學校擴散計畫 

第○階段目標 

成果報告(撰寫範例)  

○○縣(市)○○學校 

 

 

學校用印 

 

 

中華民國 107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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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執行成果 

一、 辦理校園水土保持教育推廣分享活動 

說明校園水土保持教育推廣分享活動之辦理成果，並輔以照片說明。  

(一) 校園主題性活動 

活動主題  

活動目的  

時間  地點  

參與對象  人數  

活動說明： 

 活動流程 

 活動內容 

活動成果  

成果效益  

(二) 戶外教學活動 

活動主題  

活動目的  

時間  地點  

參與對象  人數  

活動說明： 

活動流程 

活動內容 

活動成果  

成果效益  

 



(三) 水士保持教案(具)融入課程詴教與回饋 

運用之水土保持教案（具）名稱： 

場

次 

課程

主題 

教學

對象 
人數 是否形成教具(案) 是否形成教具(案) 

1    □是□否 

教案： 份，教具： 份  

□是□否 

教案： 份，教具： 份 

2    □是□否 

教案： 份，教具： 份  

□是□否 

教案： 份，教具： 份 

3    □是□否 

教案： 份，教具： 份  

□是□否 

教案： 份，教具： 份 

課程說明：  

分場次說明運用水保局之水土保持教育資源所形成之教案或教具，並建立在地

化水土保持教學模組之執行成果。 

舉例如運用「我是山的守護天使」教案於○○年級之○○學習領域課程，並修

改編撰為○○教案與形成○○教具，並建立地震教學模組…。運用水保局之水

土保持教育資源所形成之教案或教具，請上傳水保局水土保持與農村再生教育

網站。 

活動成果(活動照片及說明)：  

第一場次  

第二場次  

第三場次 

成果效益：  

(四) 水土保持教育創新作為 

說明學校依據學校在地化之特性，自主發展水土保持教育教學與宣導

創新及特色作法之執行成果。舉例如：校園環境特色或結合社區組織，營

造有助於水土保持教育推動之宣導項目為原則，包括動態(例如：水土保



持小學堂)、靜態(例如：逃難百寶袋、逃生用品展示…等)之校園防災宣導

活動、創意競賽活動(例如：水土保持小尖兵、水土保持知識大挑戰比賽…

等)。 

1. 建立在地化防災教學模組  

2. 防災教育教學與宣導 

 

貳、成果績效與特色亮點 

一、 素養檢測成果(鼓勵執行)  

計畫執行前後行政人員、教師、學生及社區民眾的水土保持與土石流

防災知識、態度及技能等素養檢測是否有所改變…。 

二、 實務應用成效 

計畫執行後，具體影響學校水土保持教育、防災作為、降低災害之事

蹟等(如短延時強降雨造成校園淹水，學校啟動緊急應變機制，有效降低

學生與學校的損傷；本校成立水土保持教育中心，開放讓鄰近學校參觀，

有效提升水土保持教育之推廣…等)。學校訪視資料，請以附件檢附。  

三、 學校水土保持教育計畫特色亮點 

說明本校執行水土保持酷學校擴散計畫帶給學校哪些突出的亮點，並

予以說明，例如建置水土保持教室、研發創新教學課程等。 

 

  



參、結論與建議 

依據學校實況及具體執行計畫內容綜整說明，可包含改善情形、執行實況

與遭遇困難及解決方針、計畫發揮之效益、計畫推動之期許、計畫推動之建議

等……。 

一、 學校執行計畫面臨之困難 

舉例如召集全校教師參與水土保持教育推廣專區面臨困難…。 

二、 結論 

本校透過此次補助計畫建置水土保持推廣教育專區及校園水土保持

教育推廣分享活動，有效提升學生於國土保育之認知、態度與素養，深受

全校教師與家長認同…。 

三、 建議 

未來上級行政機關及第一階段學校尚有許多努力的空間，…。  

 

  



107 年水土保持酷學校擴散計畫資料使用同意書 

為配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並確保您的權益，請詳細閱讀下列資料使用

內容，並請於閱讀完畢後，簽名表示同意所載內容。 

------------------------------------------------------------------------------------------------------- 

1. 本校所檢附的資料：學校名稱、所屬縣市、校長(代表人)、報告書名稱、聯

絡人資料，僅供本計畫相關活動使用、公開及寄送相關評審結果資料、進行

後續篩選、追蹤、輔導，並得轉授權予第三人供學術研究使用。除經本校同

意或法律另有規定外，水土保持局不得向第三人揭露或用於上述目的以外之

用途。 

2. 本校所提供之資料，勿有冒用、盜用其他個人資料、資料不實等情事。 

 

本校確已詳閱本同意書所列之個資使用同意書內容，並同意遵守各項規定

事項，謹此聲明。 

學校名稱：  

報告書名稱：  

校長(代表人)簽名：  

學校機關用印：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月  日  



著作權授權同意書 

一、授權內容：  

(一) 立授權書學校參與107年水土保持酷學校擴散計畫，以下簽名立書本校

報告書名稱：  

無償授權主辦單位水土保持局得基於非營利之目的，不限時間與地域，

進行紙本印刷、宣傳、展覽、書籍發表、數位化、重製等加值流程後

收錄於資料庫，並以電子形式透過單機、網際網路、無線網路或其他

公開傳輸方式，提供進行檢索、瀏覽、下載、傳輸、列印等。 

(二) 得公開運用於107年度水土保持局獎勵「水土保持酷學校擴散計畫」活

動期間所拍攝影像及影音紀錄等。 

二、著作權聲明：  

本授權書為非專屬授權，著作者仍擁有上述著作之著作權。立書之學校

及著作者擔保本著作之原創性著作，有權依本授權書內容進行各項授權，且

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 

此致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學校名稱：  

報告書名稱：  

校長(代表人)簽名：  

學校機關用印：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月  日  



107 年水土保持酷學校擴散計畫評核項目及標準 

項目 

(三階段)評核內容/說明 

配分 第一階段 

(扎根開發期) 

第二階段 

(區域擴散期) 

第三階段 

(縣市擴散期) 

一、 水

土 保 持

教 育 推

廣 工 作

內容  

1.辦理校園主題性活

動。 

2.辦理戶外教學活動。 

3.辦理水土保持教案

（具）之教學課程、教

學模組。  

1.辦理地區主題性活

動。 

2.結合鄰近學校規劃

辦理戶外教學活動。  

3.水土保持教育推廣

分享活動。  

3.結合鄰近學校規劃

辦理戶外教學活動。 

4.研發創新水土保持

教育、土石流防災或農

村再生創意教具。  

1.辦理縣市主題性活

動。 

2.針對所屬縣市學校

辦理水土保持教育推

廣分享活動。  

3.結合社區辦理水土

保持教育推廣課程或

宣導活動。  

70 分  

二、 創

新作為  

依據學校在地化之特性，自主發展有別上列各工作項目之建置內容，其

建置及作為有助於水土保持教育之推動等相關議題之精進措施。 
30分 

三、 行

政配合  

1.加分項目：提交成果報告、各項教學課程或推廣活動成果及成效分析

報告、創意教案或教具等。  

2.加分項目：善用校園內、外部的夥伴(志工)來推動水土保持教育。 

3.加分項目：提供水土保持局未來於辦理水土保持教育推廣之具體建議。 

4.加分項目：其他重要成效或具體措施，如得獎事蹟、跨域整合推動水

土保持教育推廣、配合參與水土保持教育資源盤點等。  

4-1 至 4-4

每項5分 

 

項目 (水土保持及防災教育中心建置)評核內容/說明 配分 

校園運作性 

1.成立水土保持教育推廣小組專責推動。 

2.進行人力資源分組，並交付應辦之工作。 

3.定期召開校內水土保持教育推廣會議、檢討記錄且有具體 的改善作

為。 

4.學校能尋求有效資源支援水土保持教育推廣活動。 

20分 

具體性 
具體利用閒置教室、空間建置「水土保持及防災教育中心」，展示各種

教材教具、繪本圖書及影片，進行教育推廣工作。 
50分 

課程結合性 
運用專區中各項資源及教材進行導覽及操作，並依各年齡 

層規劃教具演示項目。 
30分 

 



107年水土保持酷學校擴散計畫戶外教學推廣活動辦理建議地點 

場域名稱 場域類型 場域特色 

宜蘭仁山植物園 
水土保持 

戶外教室 

植生綠美化、水土保持草類認識、模擬水土流失觀測、

農地水土保持設施、農塘、天然植被與生態保育地質

剖面觀察、水土保持棲地改善。 

新北雙溪后番子坑 
水土保持 

戶外教室 

河川生態工法整治、水土保持方法、原生植物綠化、

生態資源保育、地形景觀、油桐花自然景觀等。 

臺北北投貴子坑 
水土保持 

戶外教室 

地質景觀、礦區水土保持方法、植生演替、岩坡植生

綠美化示範、邊玻穩定工程、崩塌地處理、格樑植生

護坡、野溪整治、古老地層—五指山層。 

桃園楊梅茶業改良場 
水土保持 

戶外教室 

土壤雨蝕觀察、防風林帶、農地水土保持設施、土壤

剖面、各式耕作茶園示範、茶園植生草類品種園、茶

園綠肥作物品種園。 

桃園龍潭三水 
水土保持 

戶外教室 

地滑地治理、坑溝整治、邊坡穩定、防風栽植、植生

綠美化、景觀造林、原生植物群落、農塘生態。 

桃園龍潭三和社區 
農村再生 

社區 

位於龍潭區的西邊，是個典型的農村社區，擁有豐富

的生態，社區營造著重在社福類-老人關懷、文化類-

客家文化推廣與傳承、環保類-社區環境生態保育以及

人才培育。 

新竹南埔社區 
農村再生 

社區 

坐落在北埔鄉的南埔社區，一直是北埔的穀倉，有整

齊水田與稻浪翻飛的田園風光可賞，還可欣賞各式客

家建築如金鑑堂張家夥房屋、錦繡堂莊家夥房屋，還

有灌溉農田用的水圳與水車，以及可參訪客家特有信

仰石爺公。 

苗栗大湖四份 
水土保持 

戶外教室 

柑桔園水土保持、土壤沖蝕觀察、觀光果園、農塘生

態、坡地灌溉及排水設施、農路系統。 

臺中東勢林場 
水土保持 

戶外教室 

帄台階段、山邊溝、園內道、防砂壩、果園安全排水

設施、路面植草、Ｌ型側溝、景觀造林﹙油桐、樟樹、

楓香、烏心石等﹚、植生綠美化、原生植物群落、生態

農塘及螢火蟲棲地保育。 

南投草屯風水坪 
水土保持 

戶外教室 

植生綠化示範、水土保持草類、庭園草種園、海邊植

物、鄉土植物、綠肥作物、草類根係觀察、預鑄排水

設施、土壤沖蝕觀察、邊坡穩定植生工程綠化示範、

農地水土保持設施、護岸、潛壩及集水區治理模型。 

彰化花壇灣雅 
水土保持 

戶外教室 

果園水土保持、土壤冲蝕觀察、觀光果園、蓄水池、

坡地灌溉及排水設施、農路系統、野溪整治。 

彰化大有社區 
農村再生 

社區 

大有村社區位於彰化縣埔鹽鄉北緣，為一淳樸且富農

家氣息的鄉村聚落，保留許多傳統三合院、閩南建築

與帄埔族傳統建築籠仔厝。 



場域名稱 場域類型 場域特色 

雲林古坑華山 
水土保持 

戶外教室 

土石流整治工程、生態工法、植生綠化、道路排水、

梳子壩、輪胎壩、土石流監測系統、古坑咖啡文化文

學步道等。 

雲林古坑劍湖 
水土保持 

戶外教室 

水土保持草類、水土保持草類根係觀察、原生植物與

生態綠化、有毒植物介紹、庭園草皮與應用草種、牆

面綠化植物材料—攀緣籐類與懸垂藤類、崩塌地治理

工程、螢火蟲棲地保育與復育。 

嘉義農業詴驗分所 
水土保持 

戶外教室 

土壤沖蝕觀察、水土保持草類根係觀察、帄台階段、

山邊溝、園內道、防砂壩、果園安全排水設施、路面

植草、Ｌ型側溝、、植生綠美化、熱帶果樹種園﹙荔

枝、香蕉、柑桔類、芒果、楊桃、番石榴、龍眼、鳳

梨等﹚、生態農塘、氣象觀測站。 

臺南龍崎牛埔 
水土保持戶

外教室 

泥岩水土保持、生態工法、泥岩綠化、廢輪胎工法、

農塘、源頭治理方法、惡地地形景觀、小朋友及鄉土

詵人解說。 

臺南玉井沙田 
水土保持 

戶外教室 

壺穴觀察，草溝、複式草溝、輪胎壩、土袋壩、砌石

壩等之蝕溝控制、土壤沖蝕觀察、荷花池兼具農塘、

農地水土保持設施、野溪治理、植生綠美化，水土保

持草類觀察，土壤剖面、帄台階段、水土保持成果特

展、治山防災模型。 

臺南天埔社區 
農村再生 

社區 

天埔社區是個以農維生的農業社區，居民務農收入有

限，自社區發展協會成立以後.在第四屆林清蘭理事長

的帶領下，構想把社區原有的農產品、文心蘭、火鶴、

蝴蝶蘭與到處可見的絲瓜，結合推展成社區特色農產

品，社區組織與志工結合策劃了「黃金傳奇」，將花卉

類辦理外、內銷，把最不起眼的絲瓜絡做成即美麗又

環保，又有經濟價值的創意農產品。 

鳳山熱帶園藝詴驗分

所 

水土保持 

戶外教室 

土壤沖蝕觀察、水土保持草類根系觀察、水土保持草

類標本區、農業氣象觀測站、速成草皮之栽植、鳳梨

園水土保持、果園滴灌設施、農地水土保持方法。 

屏東科技大學 
水土保持 

戶外教室 

陡坡地水土保持詴驗研究、氣象觀測、農場規劃、人

工降雨實驗室、植生綠美化、土壤沖蝕觀察。 

臺東永安社區 
農村再生 

社區 

永安社區因位於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內，社區主要農

特產為鳳梨及福鹿茶，目前正積極推動社區營造工

作，全力發展觀光產業，福鹿茶及飛行傘是永安兩大

吸引觀光客的主力。這裡有優美的風景，有純樸的人

情，更加全國總冠軍茶，有國際飛行傘飛行場地，歡

迎全國各地好朋友有空到永安社區「呷茶體驗飛行

傘」。 



場域名稱 場域類型 場域特色 

臺東賓朗果園 
水土保持 

戶外教室 

坡地農業機械作業、農場規劃、農地防風林、坡地水

土保持設施、噴灌、氣象站、野溪整治工法、土壤沖

蝕觀察。 

花蓮瑞穗舞鶴 
水土保持 

戶外教室 

坡地綜合農業發展示範、茶園水土保持、土壤沖蝕觀

察、植生綠美化示範、茶樹標本區、觀光茶園及品茶、

土壤剖面、廢輪胎水土保持利用、農塘、蝕溝控制、

園內道、山邊溝。 

花蓮牛犁社區 
農村再生 

社區 

即為花蓮縣豐田地區（豐山村、豐裡村、豐坪村），1913

年因日本官辦移民政策，開啟了特殊發展歷史背景，

由於位居花東縱谷帄原，除具有豐富多元性的自然環

境資源，移民村時期保留下來的棋盤式規劃景觀、歷

史建築、遺跡…等，更成為地區生活結構與整體發展

特色。 

澎湖馬公菜園 
水土保持 

戶外教室 

海邊植物標本區、防風植物詴驗、植生綠美化樹種、

防風牆（咾咕石）、農塘、水蝕土壤流失觀測、風蝕詴

驗觀測站、草類根系觀察，農業氣象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