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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水土保持酷學校擴散計畫 

壹、 活動宗旨 

水土保持局負責全國水土保持、坡地防災及農村再生之法定工作，除帄

時減災辦理相關工程及非工程措施外，舉凡水土保持、土石流防災及農村再

生等科普教育推廣，加強水土保持推廣、教育、宣導，方可達到永續經營之

目標。 

為將水土保持與土石流防災知識於校園扎根，自 104 年起開始推動「第

一屆水土保持酷學校－種子學校推廣計畫」，藉由水土保持相關系列活動及

教具資源之挹注，期待透過課程融入及知識體驗，逐步提升師生知能。基此，

為讓以上種子學校成為教育基地，進而推廣及影響其他學校或社區，爰特訂

定本計畫，以利達成水土保持、環境教育及土石流防災教育普及之目的。 

貳、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教育部 

(二) 主辦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三) 承辦單位：城鄉永續發展有限公司 

參、 申請對象： 

第一、二、三屆水土保持酷學校(共計 62所) 

肆、 獎勵原則及申請說明： 

(一) 獎勵原則： 

申請類別 獎勵額度 獎勵校數 

階
段
性
計
畫 

第一階段(教學輔導、納入課程) 每校至少3萬元 獎勵至少9所 

第二階段(走入社區、跨域結合) 每校至少5萬元 獎勵至少4所 

第三階段(鏈結周邊、跨校推廣) 每校至少7萬元 獎勵至少4所 

水土保持酷學校教育推廣中心 每校至少15萬元 獎勵至少2所 

水土保持酷學校推廣示範基地 每校至少20萬元 獎勵至少1所 

其他配合本局辦理主題性活動 每車至少1萬5千元 獎勵至少6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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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申請類別之階段性計畫三階段部分，考量水土保持酷學校第一二三屆 62所種

子學校各校能量不同，可擇一適合校本特色之階段參加。 

註 2：本計畫獎勵額度，視申請情況分配獎勵比例。 

(二) 申請規定： 

1. 水土保持酷學校擴散計畫包括○1 階段性計畫、○2 水土保持酷學

校教育推廣中心及○3 水土保持酷學校推廣示範基地，○1、○2、

○3 部分每校僅可擇一申請。 

2. 申請三階段擴散計畫者，學校可依現況申請適合階段，每一階段之

工作內容可視學校條件狀況，擇其中數項執行。 

(三) 申請項目內容： 

1. 第一階段(教學輔導、納入課程) 

(1) 辦理校園水土保持教育推廣活動 

A. 辦理 1 場次以水土保持、土石流防災或農村再生為主題之校

園主題性活動。 

B. 辦理 1場戶外教學活動：辦理地點建議(如附件 3)，學校可依

據所處區位，挑選鄰近學校之建議地點規劃辦理戶外教學活

動。 

C. 辦理 1 場水土保持教案(具)融入各領域課程教學，建立具學

校特色之教學課程、教學模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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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第二階段(走入社區、跨域結合) 

(1) 辦理地區性水土保持教育推廣分享活動 

A. 結合地區環境議題、鄰近學校及社區辦理 3 場水土保持教育

推廣分享或災防演練活動，分享活動以發揮區域環境特色，

營造有助於水土保持教育推動之宣導項目為原則。 

B. 至區域內或鄰近之水保及防災教育中心或酷學校推廣示範中

心，辦理 1 場戶外教學活動。 

(2) 運用水土保持繪本、教材或教具，改版或延伸水土保持教育、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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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流防災或農村再生創意教材１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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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第三階段(鏈結周邊、跨校推廣) 

(1) 辦理縣市水土保持教育教育推廣分享活動結合縣市環境議題、

縣市全區域學校或社區辦理 4 場次水土保持教育推廣分享活動

或災防演練活動，分享活動以發揮縣市環境特色，帶動至少鄰

近 2間學校，共同發展水保或防災課程。 

(2) 結合縣內跨鄉鎮市學校，辦理水土保持教育推廣分享活動 1 

場。 

(3) 運用水土保持繪本、教材或教具，改版或延伸水土保持教育、

土石流防災或農村再生創意教材１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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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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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水土保持酷學校教育推廣中心 

(1) 採區域性獎勵，全台共兩區以上。學校應具體利用閒置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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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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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

生於專屬推廣專區中，學習水土保持教育正確知識，以達教育

扎根及落實水土保持酷學校之執行。 

(2) 由學校提供校內空間及水土保持及防災教育中心配置規劃概念，

承辦單位(城鄉永續發展有限公司)輔導及協助執行水土保持酷

學校教育推廣中心工作，以作為未來水土保持教育推動之基

地。 

(3) 辦理水保特色遊學課程至少 2 套，帶動鄰近縣市 5 間學校體驗

遊學課程至少 5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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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水土保持酷學校推廣示範基地 

(1) 採區域性獎勵，全台共 1 處。申請學校需執行過水土保持酷學

校教育推廣中心(106年為水土保持及防災教育中心建置)。學校

應具體利用閒置教室、空間營造「水土保持酷學校推廣示範基

地」，以作為酷學校交流擴散之用。 

(2) 辦理跨校(或跨區)工作坊、水土保持共識營等增能課程共計 5

場次，由教師進行跨校經驗推廣及交流，開發 10、30分鐘的表

演內容或課程。 

(3) 成立水土保持酷學校行動隊，培訓志工(學生或家長等)參與水

土保持解說。 

(4) 運用目前水土保持繪本書、影片繪本及教材教具，搭配教育部

之課綱，發展出完整教學配套內容，提供至少 5 所學校老師使

用。 

(5) 配合辦理成果發表會，邀請學校師生共同參與水土保持教育推

動。 

6. 其他補充說明 

獎勵額度之核銷項目，學校得以全額使用或輔以自籌款編列，

應於申請表提出完整說明及使用規劃。 

(四) 申請說明： 

1. 各階段申請表及各期之執行規劃書(詳附件 1)。 

2. 申請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獎勵或斟酌獎勵。 

(1) 舉辦同性質活動已獲水保局或其他政府機關獎勵，視個案斟酌獎

勵。 

(2) 未依核定之計畫辦理活動或收費，不予獎勵。 

(3) 前一年度辦理成果未依規定期限辦理核銷，不予獎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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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衡酌實況提出申請，避免於計畫執行期間因變動而影響計畫執行目

標及進度。另如有附設帅兒園，提出計畫申請應將帅兒園之情形併同

納入執行工作項目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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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校於執行上列申請項目過程中，水保局均擔任專業知識輔助角色，

定期與學校討論相關共識後執行。 

伍、 申請及審查作業： 

(一) 申請期間： 

自即日起至 107年 5 月 31 日止，相關資訊請至「水土保持及農村

再生教育網」（http://learning.swcb.gov.tw/)網站內之活動告示板下

載並上傳報名申請表，並郵寄正本至：台中市南屯區河南路四段 460號

18樓-6「107年水土保持酷學校擴散計畫小組」收，收件截止以郵戳為

憑。 

若有相關疑問，歡迎週一至週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來電洽詢，

城鄉永續發展有限公司 0982-858919、0910-896262蔡小姐。 

(二) 申請文件： 

1. 提出計畫申請表、執行規劃書及獎勵經費申請表一份，可至水保局網

站「水土保持及農村再生教育網」（http://learning.swcb.gov.tw/)

內之活動告示板下載格式。 

2. 申請資料請使用長尾夾於左上角固定並依順序排放，請勿膠裝或裝

訂。 

3. 計畫執行內容應符合本計畫之工作項目。 

4. 計畫應於收件截止日前掛號寄出，備文向本計畫申請，並以發文日期

為憑，逾期、內容不全或不符規定者，本計畫得不予受理。 

(三) 審查方式： 

由本計畫籌組審查小組進行審查，決定審核結果及獎勵額度，必要

時得邀請申請單位到場說明計畫內容。 

(四) 審查原則： 

1. 計畫整體規劃內容是否符合本計畫之工作項目內容、目標及精神。 

2. 計畫主題與內容之妥適性、方法與策略可行性及預期成效。 

3. 計畫經費之合理性。 

4. 計畫過去執行績效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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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審查結果公布： 

107 年 6 月於活動網站公告入選名單，並由水保局以正式公文通

知。 

陸、 計畫期程： 

(一) 自計畫核定起至 107年 11月 30日止。 

(二) 計畫應於當年度 11 月 30 日前執行完畢，受獎勵單位並應於計畫執行

屆滿前一個月內提出成果報告書(詳附件 2)，以本計畫收文日為準；未

於期限內提出者，視為計畫未完成，本計畫得要求受獎勵單位繳回全額

或部分獎勵經費。成果報告書格式詳如附件 3。 

柒、 經費撥付程序： 

獎勵經費分兩期撥款。 

「第一期款」撥付核定獎勵經費之百分之六十，各受獎勵之學校應於收

到計畫核定公文後，於一個月內備文及領據辦理領款手續。 

「第二期款」撥付核定獎勵經費之百分之四十，各受獎勵之學校應於提

交成果報告時，一併備文及領據辦理領款手續。 

捌、 其他事項： 

(一) 依本計畫獎勵產生之講義、教材、軟體或相關成果資料等著作，水保局

得要求於公開、印製或出版前送水保局審查，受獎勵單位不得拒絕。上

開完成之相關成果及其智慧財產權，除經認定歸屬水保局所有者外，歸

屬受獎勵學校所有。但受獎勵學校對於相關成果及其智慧財產權，應同

意無償授權水保局及水保局所指定之人為不限時間、地域或內容之利用，

並依據「創用 CC 授權條款」(CreativeCommonsLicenses)，同意水保局

有權使用成果中之文字、照片、圖面及其他相關資料，以為公開宣傳之

用。著作權人並應承諾對水保局及水保局所指定之人不行使著作人格權，

各該著作如有第三人完成之部分者，受獎勵學校經水保局授權應代理水

保局與第三人簽訂上述授權水保局利用著作之相關契約。 

(二) 計畫之成果不得侵害他人之智慧財產權及其他權利。如有涉及使用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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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權之糾紛或任何權利之侵害時，悉由受獎勵學校及執行人員自負法

律責任。 

(三) 受獎勵學校及其所屬得列為水保局水土保持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研究

對象，各受獎勵學校應配合水保局相關研究活動。 

(四) 受獎勵學校關活動公告及活動資訊應副知水保局，俾利水保局於計畫辦

理期間辦理相關訪視活動。 

(五) 水保局得委請專案輔導團隊協助受獎勵學校辦理教學與研究活動等推

動及諮詢，並辦理相關說明活動。計畫執行期間，受獎勵學校應配合水

保局指定單位進行相關之輔導紀錄工作。 

(六) 受獎勵學校及其所屬應協助並參與水保局辦理之水土保持教育相關成

果研討會及活動。 

(七) 受獎勵學校及其所屬應依核定計畫之目標及規範，專款專用，不得挪用；

計畫如有延期、變更或增刪調整一級用途別經費項目，應於事前報水保

局核准後始得執行之。惟屬各計畫二級用途別項目間互相勻支，得循執

行單位內部行政程序自行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