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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 98 年度學校特色認證及獎勵線上審查評審表 

     申請學校名稱：桃園縣復興鄉義盛國民小學 

     申請認證項目：環境教育-泰雅、溪流、共存法則 

     特色標題：溪情話義 盛情巡禮 

審查標準與指標 

學校自評 委 員 審 查 

得分 具體事蹟 得分 委員意見 

一、 

符合學

校願景

與目標 

2０分 

１、特色發展之決策經審

慎民主化需求評估 (3分)
3 

1.學校特色發展能經過校

務會議凝聚向心力，形

成共識，並透過課程發

展委員會及領域會議反

覆對話及討論，以確立

環境教育-泰雅、溪流、

共存法則為學校之發展

特色。 

2.學校特色課程經全校教

職員工多次研討，由義

盛教師團隊共同設計，

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

實施。 

   

２、特色內涵符合學校願

景               (3分)
3 

1.學校特色課程內含符合

學校願景：健康、成長、

傳承、創新、感恩、惜

福。 

   

3.擬訂具體之特色發展目

標               (4分)
4 

1.透過課發會討論擬定環

境教育-泰雅、溪流、共

存法則之特色目標-提

升對原住民傳統文化特

色的認知與傳統規範之

人文素養，落實環保概

念、保護水資源之觀念

與護溪之具體作為，結

合社區資源共同營造永

續經營之義盛家園。(~

溪情話義  盛情巡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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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特色發展項目列入學校

課程計畫         (5分)
5 

1.本特色自 96 學年度起

均列入學校課程計畫，

發展期程均詳列於學校

行事曆，計畫完整且明

確可執行。 

  

5.特色內涵具創造性獨特

性或卓越性       (5分)
5 

1.宇內溪是當地義盛部落

的重要資產，以泰雅文

化結合溪流發展義盛國

小具創造性、獨特性、

卓越性之護溪課程。 

2.溪流蘊育著濃烈的鄉土

情感，宇內溪是義盛小

朋友從小生活的環境，

亦是許多家長賴以維生

的活水源頭，護溪課程

的實施，喚起學生們高

尚的人文情操及良善的

品格懿行。 

  

審查標準與指標 

學校自評 委 員 審 查 

得分 具體事蹟 得分 委員意見 

二、有

完整性

的計畫

與專業

團隊 

15 分 

１、擁有永續的特色發展

計畫             (3分)
3 

1.配合環境教育計畫並結

合地方資源訂定護溪課

程計畫。 

2.護溪課程已列為本校之

學校本位課程重點發展

項目，並能永續推展。

   

２、計畫內容具體適切有

效可行           (3分)
3 

1.各項計畫均審慎訂定，

並經校務會議通過，具

體可行。 

2.能擬定各項課程方案計

畫，並依計畫期程實

施。 

   

３、具有專業工作團隊   

                 (3分)
3 

1.行政團隊組織嚴密分

工，並利用每位老師之

特殊專業才能技藝，發

揮學校特色之各課程之

實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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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組織成員分工明確 

                (3 分) 
3 

1.學校各處室及全校教職

員工、外聘教練、家長

志工密切配合，分工明

確，能順利達成教育目

標。 

  

５、具備完整專業團隊成

員之教育訓練制度 (3分)
2 

1.能積極舉辦各類教師成

長研習活動，以提昇教

師環境教育專業之知

能。 

2.能有效規劃護溪課程教

學研討會，並適時進行

教學觀摩與心得分享。

3.積極鼓勵老師參與環境

教育相關研習。 

4.辦理護溪課程教學觀

摩，並透過教學研討與

分享，增進教師相關知

能。 

  

審查標準與指標 

學校自評 委 員 審 查 

得分 具體事蹟 得分 委員意見 

三、 

符合普

遍參與

原則 

20 分 

1.師生能認知學校特色發

展內涵          (4 分) 
4 

1.透過說明、宣導及研習

等方式，增進師生、家

長對學校特色發展之認

知與認同，促使師生均

能全員參與，了解學校

特色發展之內涵，並發

展學校特色。 

2.師生能積極研發課程，

並有效溝通宣導以凝聚

共識，進而能了解護溪

的重要性及清楚認知特

色內涵。 

3.全校師生能共同營造優

質的學習環境，以發揮

境教的功能，進而陶冶

高尚的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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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師生全員參與率達 50％

以上或單一年級師生全員

參與率達80％     (5分)

5 

1.所有課程全校師生皆能

共同參與，師生全員參

與率達 100％。 

2.部分活動課程中高年級

師生全員參與達100％。

   

3.確保師生均有公平合宜

的參與機會       (3 分) 
3 

1.學校特色課程設計融入

各科課程領域中，讓全

校師生皆能共同參與。

2.學校除一般教學外，亦

利用晨間時光及課餘時

間發展特色課程，並將

多元的護溪課程納入學

校本位課程中，利用周

三综合課程實施，全校

師生皆參與。 

3.本校各年級學生之正式

課程中皆融入護溪課

程，讓學生均有公平合

宜的參與機會。 

4.爭取相關單位之補助，

並整合社區及家長會資

源，學生均免付特色課

程相關活動費用。 

  

4.弱勢族群得到適切的照

顧               (5 分) 
5 

1.課程內涵以發展學校特

色為主，並能兼顧學習

弱勢之學生，採取多元

評量與競賽，協助學生

達成教育目標。 

2.提供每一個學生都能針

對個人興趣和性向發

展，得到公平學習的機

會。 

  

5.師生參與滿意度達 50％

以上             (3 分) 
3 

1.全校師生均樂於參與，

其滿意度達 80％以上。
  

審查標準與指標 

學校自評 委 員 審 查 

得分 具體事蹟 得分 委員意見 

四、 

資源有

1.學校經費預算運用合理

化               (3 分) 
3 

1.編列經費預算且依規定

使用，在有限資源下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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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運用

發揮整

體綜效

15 分 

量本校特性，分配各處

室組編列相關經費，用

於教師專業成長、教學

設備、學生活動上，並

定期考核修正。 

2.學校經費預算均依需要

性及迫切性，透過校務

會議決議後進行編列與

調整。 

3.本校所編列及爭取的相

關經費與預算，均經過

計畫與考量，運用方式

適切。 

4.家長會對敎師教學與學

生學習之經費必要性樂

於支援。 

2.能募集及運用社會資源

充實設備與設施   (3 分) 
2 

1.積極爭取教育優先區經

費補助、復興鄉公所及

SONY 基金會支經費贊

助，以改善師生教學環

境，充實教學設備，提

升教學品質。 

2.歷年來之教育捐助有：

教育部、縣政府、鄉公

所、TVBS 文教基金會及

善心人士捐款等，經費

由委員會視實際需求統

一規劃運用。 

3.除相關補助經費外，並

透過撰寫課程計畫申請

到日本 SONY 公司取得

經費贊助，合計十五萬

元整，可作為發展學校

特色課程中增添教學媒

體及教材之經費。 

4.復興鄉公所鄉長特別重

視環境保護得重要性，

也進行護溪、淨溪的活

動，補助本校辦理溪流

裝置藝術祈福活動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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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活動與鄉長、代表、

鄉民、家長共襄盛舉。

3.能整合家長及社區各項

人力物力自然資源發展學

校特色成為社區文化 

                 (3 分) 

2 

1.結合社區家長、耆老等

人力資源，辦理周三鄉

土踏查研習與實訪，充

實教師相關知能。 

2.結合社區志工及家長

會，協助活動時之地點

引導及學生照護工作，

節省經費開銷。 

3.能善用家長及社區資

源，遴聘具專長之家

長，協助規劃安排學校

發展特色之課程，實施

成效極為顯著良好。 

4.聘請對泰雅族文化有專

精之達利老師講授泰雅

族傳統文化課程。 

5.復興鄉公所針對佳志

溪、高遶溪、宇內溪、

下宇內溪、及義興溪全

流域含支流實施資源管

理，嚴禁以任何方式捕

水產動物等宣傳公告，

讓社區家長共同重視保

護水資源、愛護環境的

使命。 

   

4.能整合行政與教學團隊

資源發展學校特色 (3 分) 
3 

1.透過校務會議、學校課

程發展委員會議及各相

關組織會議（行政會

議、家長代表會、自治

鄉等），整合各項人力、

物力資源，發展學校特

色。 

2.成立教師團隊，相互合

作，不斷專業對話，資

源共享，發展特色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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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立完善的專屬網頁作

為成果發表平台   (3 分) 
2 

1.已於學校首頁建立相關

網頁連結，發表成果。

2.學校首頁建置豐富互動

網頁，隨時匯集所有教

學檔案及活動成果照

片，以供全體師生共同

分享。 

3.班級網頁與學校活動網

頁建置完善，師生家長

可隨時發表與分享學習

成果。 

   

 

審查標準與指標 

學校自評 委 員 審 查 

得分 具體事蹟 得分 委員意見 

五. 

建立品

管機制

落實過

程管理 

30 分 

1.建立有效的監督輔導機

制            (5 分) 
5 

1.成立特色發展委員會建

立有效的監督輔導機制。

2.使用學習單，並運用會談

等方式，了解學生學習狀

況，以適時解決問題，改

善、提昇學習績效。 

3.能定期召開課程發展委

員會，檢討課程實施成

效，必要時加以調整與改

進。 

4.辦理護溪課程教學觀

摩，並透過教學研討與分

享，適時檢討與改進。 

5.經費運用方面依規定辦

理並定期檢討修正。 

6.依各階段實施進度追蹤

與檢討。 

 

  

2.具備完整的進階或分級

制度          (5 分) 
4 

1.透過村民大會、家長座談

會等機會，了解家長與學

生的需求與感觀，適時檢

討與改善。 

2.落實過程品質管理，並觀

摩他校經營方式與成

果，建立永續發展的特色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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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透過課程設計，建立全校

護溪課程完整的規劃，分

級項目明確有效，再輔以

學習單檢測學生學習成

果。 

3.落實執行進階或分級制

度            (5 分) 
4 

1.利用相關課程（藝術與人

文、綜合活動、彈性課程

等）落實實施分級教學，

使學生在課程實施中能

逐步學習護溪之知能。 

2.依行事曆排定實施課程

及活動，逐項進行各類活

動課程。 

3.依各階段實施進度追蹤

與檢討。 

 

 

4.特色發展目標達成率達

90％以上     (10 分) 
9 

1.結合社區資源與專業團

隊人力資源，本校特色發

展在課程與教學、研發與

展演活動等均能達成目

標。 

2.課程融入相關領域教

學，依教學計畫進行，皆

能達成目標。 

3.護溪課程設計各類學習

活動，如：悠游放魚苗活

動、溯溪運動、溪流生態

教室、溪流裝置藝術祈福

活動…等，師生、家長及

社區人士熱烈參與並目

標達成。 

 

 

5.利用檢討回饋機制持續

提升教育品質  (5 分) 
5 

1.能定期檢討實施成效，並

提出改進方案，提升教育

品質且能利用領域會議

與校務會議進行教學分

享與活動規劃。 

2.辦理護溪課程教學觀

摩，並透過教學研討與分

享，提升教育品質。 

3.依各階段實施進度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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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檢討。 

審查標準與指標 

學校自評 委 員 審 查 

得分 具體事蹟（條列式說明） 得分 委員意見 

六 .績

效彰顯

全國知

名   

( 為必

備條件

需符合

一項以

上指

標) 
1.參加全國性以上之競賽

獲前六名 
ˇ

1.本校參加 2007 SONY 數位

表達競賽，榮獲數位攝影

組-首獎!!恭喜蔡美怡老

師、范中翰哥哥以及所指

導之學生：游亞萍、宗晏

瑜、宗正、彭心美四位小

朋友，並於 2008 年 1 月

底前往日本進行文化交

流，同時獲得各大報紙電

視媒體報導。 

恭喜蔡美怡老師連續兩

年獲得首獎肯定！！ 

2.本校學生參與桃園縣 97

學年度學生舞蹈比賽 

榮獲 國小丙組 現代舞

第一名，代表桃園縣參加

2009 的全國大賽 

指導老師：陳炳樵  

舞碼名稱：原火燎野 

  

  

2.參加全國性以上教育成

果發表績效卓著 
ˇ

1.本校游亞萍同學不因家

庭環境困苦而力爭上

游，努力事蹟榮獲 97 年

度總統教育獎 ( 97 年 6

月 11 日) 

  

  

3.受邀參與全國性公益活

動演出績效卓著 
 

 
  

  

4.經由全國性平面(立體)

媒體專文報導或多家地方

性平面(立體)媒體大幅報

導 

ˇ

1.民眾日報-97.10.27(一)

第 17版放養魚苗SONY集

團推保育觀。 

2.國語日報-97.12.06(六)

第 16 版兒童新聞復興鄉

泰雅兒童-守護家鄉溪

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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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愛電視台 98.03.04 

  地球的孩子。 

4.聯合報-96.12.21(五)學

童掌鏡 原民家庭中選。

5.本校獲得天下雜誌訪

問，出刊期數為第 380 期

(2007-09-12) 

 

5.通過國家或國際驗證機

構認證並取得證書 
 

 

  

  

6.行銷特色經驗至國內外

教育產業並具實績 
 

 

 

 

7.其它經評審委員會認定

符合之事蹟 
ˇ

1.透過本次護溪課程，由全

校師生及社區家長共同

規劃，透過行動的力量及

省思，讓我們的孩子學會

尊重生命、關懷生命，進

而保護河川、愛護家園，

達成校園、社區永續經營

的目標；也符應我們的願

景：健康、成長、傳承、

創新、感恩、惜福。 

 

 

 

總      分 （   93   ）分 （        ）分 

認證委員會            □   通  過     □   未 通 過 

                              評審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