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態學校 
國際教育交流課程發展與實踐
分享人:新北市建安國民小學 
                    校長 許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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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學校國際交流課程發展的歷程 
走出建安，放眼世界 

特色經營→外賓、國外學校參訪→ 課程 →學生學習 
第三屆國家環境教育獎學校組唯一特優 

臺美生態學校聯盟綠旗學校 

點亮1896課程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獎肯定 

美國環保署長訪台指定參訪學校 

http://www.caes.tpc.edu.tw/~class92/organizati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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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學校經營績效創造國際交流資源 

2011年美國環保署官方參訪團抵台參訪學校 
2011年美國紐澤西州班傑明富蘭克林小學與本校締結姊妹校 
2011年連續四年擔任大陸上海教育報刊總社少年報社指定參訪學校 
2012年美國環保署美國生態學校聯盟(Eco School)台灣首度獲證學校 
2012年新北市新北國際之星特色學校 
2012年中國大陸北京市台灣遊學教育參訪團蒞校訪問交流 
2012天津市教育參訪團師生到校交流參訪 
2012天津市中心小學參訪團到校交流參訪 
2013環保署暨美國eco school主管到校參訪 
2013環保署官員陪同美國環保署國合處計畫經理Mr.Justin Harris到校參訪 
2014行政院環保署辦理美國環保署署長(吉納 麥卡錫)訪台參訪交流事宜。 
2014外交部辦理國際記者環境教育國際行銷媒體記者採訪團。 
2014上海教育報刊總社少年報社“臺灣中小學媒體素養教育”交流參訪。 
2014連續四年辦理新澤西州班傑明富蘭克林小學姊妹校遠距視訊交流活動。 
2015連續九年擔任新加坡福建會館附屬小學五校聯合浸濡遊學學校。 
2015新加坡榜鵝國小蒞校交流 
2015上海封浜小學參訪 
2015新加坡校長參訪團蒞校交流 
2015接待大陸江西教育參訪團 
2016上海崇明縣政府教育局參訪 
2016香港禮賢國小教育參訪團 
2016接待大陸江西教育參訪團 
2017香港馬鞍山靈糧小學教育參訪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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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賓參訪、國際學校參訪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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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發展課程→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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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模組與教學實踐- 
主軸課程三 綠世代展行動 

設計

理念 

 從生活出發，效法先人智慧，從做中學孕育愛護環境珍惜資源情感。 

 取材家鄉傳統茶產業為素材，學會產業生態平衡發展的智慧。 

 身體力行進行的綠色行動體驗生活，與國際交流分享，傳遞綠色思維。 

年段 低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 

單元 

名稱 
簡單綠生活 生態綠產業 行動綠世代 

領域

節數 

生活6節 

綜合2節 

綜合6節 

語文3節 

綜合16節 

自然3節 

教學

活動 

活動一：動手做環保 

活動二：建安綠活圖 

活動一：火金姑誠茶 

活動二：生態小達人 

活動一：環保外交官 

活動二：環保背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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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模組與教學實踐 
  綠世代展行動 環保外交官   新加坡伙伴學校歷年交流主題 

入班國語文教學 

1 2 

4 5 6 

7 8 9 

3 

雙方學生文化簡報 

新加坡舞蹈表演 

跨國教育制度論壇 

兩國茶文化交流 

學生採茶體驗 

地方特色交流 

雙方國旗介紹 

學生生態導覽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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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模組與教學實踐 
  綠世代展行動 環保外交官   新加坡伙伴學校歷年交流主題 

新加坡人口種族 

雙方學生十三行參訪 

在地傳統藍染DIY 

在地產業採茶體驗 

兩國音樂歌曲交流 

入班上課體驗 

馬來文化分享 

兩國茶藝課程交流 

學生迎賓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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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外交官─新加坡環保夥伴聯盟 

分享新加坡文化 分享建安蛙類 

介紹建安綠活圖 臺新學生合影 

連續11年與新加坡福建會館屬校交流  

國際交流11年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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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三峽區建安國小 
106學年度五年甲班 
新加坡國際交流簡報 

• 報告者:五年甲班全體學生                     
 

•                                                                                            
報告日期:106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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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包、熱縮片、樹枝蟲、柚香清潔劑製作 

• 學生自己設計熱縮片圖案。 • 學生自己縫製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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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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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練表演 
• 為了讓自己第一次出國
表現更好,大家排練再排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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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校簡介以建安七子為主角
各個都是上上之選喔! 

• 建安七子 • 主持人 

http://www.caes.tpc.edu.tw/~class92/organization.htm
http://www.caes.tpc.edu.tw/~class92/teacher.htm


新加坡 
國際交流 

重頭戲開演 
 

• 報告者:陳勇任.鄧宥
辰 
 

七早八早到機場,想睡但興奮不已…. 
(早上4:30集合咧~~天昏暗人也昏昏,家長也昏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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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新加坡光華學校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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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光華國小簡介、交換禮物 

• 兩校交換禮物 

• 認識學伴—學伴都很親切 
• 有些還曾來過建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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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堂課—音樂課 
學B-BOX老師好厲害 
可惜全英文都聽不懂 
但~~還是要試試聽聽看 

• 第二節課---英文課 
• 老師運用6W及BINGO卡方式讓我

們和學伴一起找答案,學伴都會幫
我們翻譯還會鼓勵我們舉手回答
老師問題,老師很親切讓我們比較
不緊張了。 

班上人好多 
這堂課是國文 
做測驗 
突然覺得比較簡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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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輪到我們了 
我們很棒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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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光華校園-地小人稠.活動多布置情境化 

• 壁畫 

• 教室 

• 課外社團 

• 校園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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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 
食堂方式自己買午餐,很新奇,而且好便宜才
新幣1塊7(不到新台幣40元,吃好飽飽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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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會館參訪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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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的活動---- 
                           夜間動物園我來囉 

• 外觀 

• 猜猜猜這是什麼動物的眼睛 

• 看表演— 
• 環保概念的動物表演喔 

PS:因為動物園太暗,拍照不清楚也怕嚇到動物 
所以~~刺激的就留給大家親自去體驗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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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天輪 一間可容納28人  (回教教堂裡都是古代文物) 

• 新加坡最高的摩天輪 
• 小印度街      回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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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車水 
• 牛車水就是我們的唐人街，以前用牛

載水，所以叫牛車水。 
• 牛車水賣最多的名產就是油，但切記

是不能吃的那一種食用油。 

• 花絮:大家在這裡狂買東西..哈哈~~開
始花錢了 

再生水工廠 
再生水工廠是新加坡水龍頭之一，我
們這次到新加坡再生水工廠參觀，有
看到他們的處理方法。   1.過濾2.逆滲
透3.紫外線    其實，到第2步驟就可以
喝了~但新加坡卻再增加一道~水喝起
來的味道有淡淡的椰子味。學到很多
水資源再利用的知識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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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分享 

• 參訪活動主要以環保、節省水源還有海
洋生物的認識，真的可以學到更多的寶
貴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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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7 Ben Franklin and Jian-an Skype 
Videoconference Experience Sharing 

• 2011-2017 建安國小台美視訊交流會議實務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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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物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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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模組與教學實踐 
           主軸三  綠世代展行動 環保外交官   教學流程  

跨國交流議題討論 

1 2 

4 5 6 

7 8 9 

3 

BF 姊妹校學生分享 

交流議題影片拍攝 

交流簡報製作  

雙方學生討論 

指導交流禮儀及提問 

學生搜分享資料 

建安學生分享 

交流簡報模擬與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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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環保署署長頒發綠旗 

學生英語簡報 

我是綠領新世代宣言 

臺美視訊交流 

 走向世界，分享戶外教育校園 
                                  更讓世界走進建安 

http://www.caes.tpc.edu.tw/~class92/organization.htm
http://www.caes.tpc.edu.tw/~class92/teacher.htm


課程模組與教學實踐 
  綠世代展行動 環保外交官   歷年交流主題 

2011.11.21生活分享 

1 2 

4 5 6 

7 8 9 

3 

2013.12.13 50年校慶 

2012.4.6垃圾減量 

2012.1.11過年圍爐 

2016.11.13學校生活 

2013.6.6生態行動團隊 

2012.1.11過年圍爐 

2015.11.13學校生活 

2012.12.20水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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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ECO-SCHOOL主管解說 

省廢廳長全市環保小局長分享 

 我們帶領孩子走出建安，走向全世界 

四海一家，接軌國際的視野 

1. 讓孩子站上舞台展現潛能：：讓每
個孩子接受掌聲，感動落淚。 

2. 為弱勢生開一扇窗：培育弱勢生的
體驗課程，孩子的自信與樂觀 ，
正在茁壯。 

3. 建構學校品牌：發展多元特色，成
為磁力學校。  

4. 營造學校特色情境：處處是教材，
時時可學習。  

http://www.caes.tpc.edu.tw/~class92/organizati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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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育：服務學習、掃街淨山、呵護大自然。 

 智育：小小生態、文史解說員認證率100%

；全英文向美國環保署署長簡報、英語歌

謠競賽連續2年榮獲優等。 

 體育：登山、背包客、高空達成率達100% 

 群育：背包客、高空、溪流、古道挑戰、

隔宿露營完成率100% 

 美育：生態藏書票特優、基隆文化中心戲

劇公演、新北桐花季表演，擔任拍攝影片

主角 

藏書票特優 

基隆文化中心公演 

花蓮火車站服務學習 

方案實施具體成果與績效-學生成長具體表現 
培養學生五育均衡發展，陶冶及改變孩子的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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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互動 

美國環保署署長 

美國威斯康辛州 

         中國上海 

         中國北京 

     13國教育部長 

          新加坡 

                馬拉威 

             歐盟官員 

           (英國、瑞 

            典、澳洲) 

                                  
      

新北市 

    基隆市 

         嘉義縣 

            桃園市 

            宜蘭縣 

             新竹縣 

             苗栗縣 

             高雄市 

國內分享 

社區連結 

社區營造示範社
區 

教育部三峽數位
機會學習中心  

新北市三峽低碳
教育推廣中心 
土雞嘉年華 
螢火蟲祭 
橫溪護溪聯盟 

校園制度 

特色課程 班級學習 

建安國小的蝴蝶效應─讓建安走向世界，讓世界走進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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