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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參與式預算計畫書申請表 

申請學校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聯絡人 陳政典 聯絡電話 02-22319670#252 

勝出團隊 

提案名稱 
瓦磘溝我要 GO 

勝出團隊 

提案金額 

（最高 8萬元） 

8萬元 

課程開設情形 （一）109學年上、下學期：校訂必修課程「溪洲川流學」 

● 參與對象：全體高二學生（除美術班），共約 370人 

● 實施時數：一學期二學分課程，共 18週 

● 課程內容： 

週次 主題內容 

1-3 雲端共編技術-Google Apps簡介及導入 

4 新店溪及瓦磘溝環境概述 

5-6 穿越時空-用臺灣百年地圖發現永和前世今生 

7 川流飛覽影片-景點卡及 Google Earth製作 

8-9 新店溪及瓦磘溝戶外實察 

10-11 川流飛覽影片-影片錄製及剪接後製 

12 360攝影機環境照片拍攝 

13-15 VR遊戲設計與製作-Cospaces平台 

16-17 計畫與提案 

18 參與式計畫發表與回饋 

● 課程成果 

  

分組雲端共編河川景點卡 認識與觀賞飛覽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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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店溪及瓦磘溝戶外實察 VR闖關遊戲的體驗 

  

小組合作 VR闖關遊戲製作 從畫作認識永和故事 

 

學生參與程度 1.校訂必修及部定必修課程融入參與式計畫 

2.分組討論與提案修改 

3.小組提案上傳與展示 

4.上台報告及評審 

5.公告初審結果 

6.決賽比賽辦法公告及提案展示 

7.線上投票與參與式決賽 

8.提案報告及現場投票 

9.評審講評與頒獎 

10.參與式預算的編修 

11.大專生及參與式人員培訓 

12.大手攜小手青年工作坊 

13.檢討與展望 

社區參與程度 （一）指導單位：新北市政府 

（二）主辦單位：瓦磘溝願景促進聯盟 

（三）承辦單位：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四）協辦單位：瓦磘溝願景社、永和社區大學、慈 

           暉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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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選提案內容 

 

瓦磘溝我要 GO－大手攜小手培育計畫 

(一)提案內容 

1.參與式團隊暨大專生及種子講師培訓(一) 

2.參與式團隊暨大專生及種子講師培訓(二) 

3.瓦磘溝我要 GO活動日 

(二)實施場域 

1.永平高中圖書館二樓寰宇教室、三樓創造力中心 

   各班教室 

2.瓦磘溝、中永和各地 

(三)實施方式 

透過青年工作坊活動形式，以兩階段的課程設

計+實作課程，完成大手攜小手的世代傳

承、社區協力、環境共好之理念。 

  

圖一：大手牽小手 瓦磘溝青年工作坊示意圖 

 

(四)公益性 

 

    辦理的瓦磘溝青年工作坊，主要的目的是希望雙和

地區的在學年青年，能認識在地的環境變遷、關懷曾

經是雙和母親河的瓦磘溝，而現在變為異味撲鼻、污

濊黝黑的排水溝。雖然政府發現了問題，也嘗試改善

水質，但千絲萬縷的根源問題，一直都存在，改善的

績效不佳，一直都無法符合雙和民眾的期許。 

1.連結在地雙和，落實 108課綱核心概念，培養高

中生自主學習、溝通互動及社會參與，以達成終

身學習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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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呼應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為引導大

專校院強化在地的連結，將來投入國際場域實

踐，創造實踐典範及社會影響，進而開展雙和

瓦磘溝議題的能見度與討論的焦點。 

3.透過工作坊的科技策略，讓年輕人能認同土

地，積極投入、產出並加以行動，以提升社會

關注力，使各種資源得以投入與支援，瓦磘溝

改造成為未來的亮點 

預期效益 （一）運用水文生態自導式課程、科技融入認識環境 

          ，分組共編共享，以達到自主、互動、共好的 

           目標。 

（二）透過工作坊與導覽活動，增進年輕人對環境的   

           認識、並能團隊合作嘗試解決問題，同時鏈結 

           自身所處地方關注領域的重要性，以達成「越 

           在地、躍國際」的願景。 

（三）認識當地環境與問題，嘗試解決方式，並用文 

           字、繪畫或影片來呈現，進而影響社會關注， 

           凝聚改善環境的共識，期盼瓦磘溝成為未來的 

           明亮景點。 

 

圖二：2021年參與式計畫預期效益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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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計畫目標 

一、瓦磘溝我要 GO－大手攜小手培育計畫 

 

主要的目的是希望雙和地區的在學年青年，能認識在地的環境變遷、關

懷曾經是雙和母親河的瓦磘溝， 曾經舟楫頻繁水清見底的瓦磘溝，而現在變為

異味撲鼻、污濊黝黑的排水溝。雖然政府發現了問題，也嘗試改善水質，但千

絲萬縷的根源問題，一直都存在，改善的績效不佳，一直都無法符合雙和民眾

的期許。 

希望創造一個認識環境問題及實際參與社區的機會，並結合大學生參與

社會的服務平台，以大手攜小手的方式，先為大專生及參與式團隊舉辦二天的

種子教師培訓，培訓結業後，可擔任兼具科技及關懷在地的導覽員，為雙和地

區高中職生們做導覽，讓瓦磘溝導覽的種子群薪火相傳、萌芽創新，跨世代一

起來改變瓦磘溝，改造雙和，創造新的契機。 

 

二、計畫目標如下： 

（一）連結在地雙和，落實 108課綱核心概念，培養高中生自主行動、溝通互

動及社會參與，以達成終身學習的目標（參考圖三）。 

（二）呼應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參考圖四），為引導大專校

院強化在地的連結，逐步投入國際場域實踐，創造實踐典範及社會影

響，進而開展雙和瓦磘溝議題的能見度與討論的焦點。 

（三）透過工作坊的科技策略，讓年輕人能認同土地，積極投入、產出並加以

行動，以提升社會關注力，使各種資源得以投入與支援，瓦磘溝改造成

為未來的亮點（參考圖五、圖六）。 

（四）運用前幾屆參與式計畫之成果，結合校內相關課程，設計一節「瓦磘溝

我要 Go」課程，擴及國中部學生的參與如網路投票與決選活動，擴大

參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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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108課綱三面九項示意圖 圖四：大學社會責任計畫概念圖 

 

 

圖五：工作坊運用的科技策略 圖六：實察課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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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實施場域現況 

一、瓦磘溝環境現狀描述 

(一)河流簡介 

瓦磘溝舊名潭墘溝，全長 4.7公里，流域面積約 5平方公里，是介於於中

永和交界或附近的一條小河，下游河段為中和區與永和區的天然界河，瓦磘之

名源自清代開墾時，此區域曾設有燒製磚瓦的窯而得名。瓦磘溝主源頭來自於

秀朗橋西南側的尖山（海拔 92公尺），另一支流稱為北支流，源為復興商工

旁，再往南流，至雙叉港匯流稱瓦磘溝。 緩慢蜿蜒往西北至瓦磘溝抽水站前匯

入二八張溝及廟仔尾溝，最後注入新店溪，由於流域面積小、流量小且水源不

足，導致自淨能力欠缺，容易形成污染。 

 

圖七：瓦磘溝的流路及流域範圍圖 

(二)瓦磘溝今昔對比 

瓦磘溝最主要功能為排水，由於新店溪在秀朗橋之前都屬於感潮河川，

瓦窯溝中下游亦有感潮的現象，雖然河流不長，但以前受感潮海水及永豐圳灌

溉排出之淡水，水位依然可以做為水道運輸使用，中下游段可通行小船，是中

永和地區居民與貨品運輸的重要渠道，今日永和區智光商職附近的黃昏市場，

即是古稱「雙叉港」的水岸碼頭。不但如此，當時瓦磘溝與新店溪生態豐富，

有各種的水生植物、水鳥及豐富魚蝦，整條河流隨處可看香魚、草魚、日本

鰻、鱸鰻，甚至八九十年前還有水獺築壩的口耳相傳。 

現今的瓦磘溝，因都市化快速、永豐圳廢除，再加上完備的陸運系統，

早已無航運之利與需求。加上台灣的 60至 70年工業化，以及大量人口的民生

需求，工業廢水、民生廢水、市場污水等皆排入瓦磘溝，造成瓦磘溝過度的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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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根據市政府 2020年瓦磘溝營造第 4次溝通會議的資料，瓦磘溝接管率雖已

達成 81.31%，但河水的生化需氧量（BOD）達 12.4、氨氮（NH3-N)13.9，多

於全年都處於中度污染到嚴重污染的程度。髒與臭似乎是這條河流的宿命，平

時排廢水，下大雨時的防洪的功能而已，現實的環境河水與民眾的生活是隔離

的，瓦磘溝在社區環境意識是負向的。 

所幸近年來市民的環境意識提升，在眾多熱愛故鄉社區的夥伴及居民

們，例如瓦磘溝願景促進聯盟、永和社大、瓦磘溝願景社等，持續不斷的推動

瓦磘溝之環境整治訴求與環境教育的覺醒工作，並整合市府各個局處來召開瓦

磘溝的公共溝通會，翻轉瓦磘溝的前進列車已經啟動，勢必要添加柴火，增加

關切的民眾，引入青年人才，希望他們了解這條河川原有的美貌，以及日後環

境的問題，持續關懷瓦磘溝的議題，並提出解決方案造福中永和。 

二、 瓦磘溝發展參與式計畫的 SWOT分析 

Strengths（優勢） Weaknesses（劣勢） 

1.關切瓦磘溝團體及個人眾多，如瓦

磘溝願景促進聯盟、瓦磘溝願景社都

是以瓦磘溝環境的改善為職志。 

2.歷經十幾年研究瓦磘溝造成污染原

因，及河流生態之詳細調查成果豐

碩，辦理相關導覽解說皆能吸引眾多

人群的參與及引發共鳴。 

1.社區與瓦磘溝兩岸周邊居民都希望

環境變好，但環境意識薄弱，實質參

與比例低。 

2.周邊學校參與瓦磘溝活動、研究及

納入課程，其比例不高。造成高中、

大專學生對水文環境議題認識不足，

雖然生活在雙和但對瓦磘溝無感。 

Opportunities（機會） Threats（威脅） 

1.市府已允諾傾聽中永和民意，定期

舉行溝通會議，並建立平台，讓瓦磘

溝的問題可做討論與改善的可能。 

2.運動休閒活動的需求，若能建立完

整帶狀綠色走道（步道）或廊道，創

造雙和地區的綠樹親水生態步道。

3.108課綱實施對在地連結的課程及大

學 USR後對社會責任計畫，皆鼓勵學

生走出校園，了解地區，並連結地

方，進而促進地方意識的凝結。 

1.土地徵收困難，沿河私有土地地主

因有停車的龐大利益，政府每年僅撥

些許經費購地，整段土地徵收有其困

難，以及沿岸停車困難之相應解決。 

2.清水引入的困難，清水引入瓦磘溝

是改善水質的重要方法，但乾淨水源

取之不易，若引用碧潭堰之河水，則

中間之引道工程有其困難之 處。 



10 

 

 

第三章、課程開設及學生參與情形 

一、結合高一公民課及高二校訂必修課程 

   本校由於先前五、六年來瓦磘溝發展的課程經驗，有多門多元選修、微

課程，適逢 108課綱的推展，永平高中於 109學年度將「溪洲川流學」訂為高

二校訂必修課程，一學期共計 2學分，分別開設於上學期與下學期，一學年所

有的高二學生都必須修習此課程。我們期盼學生們能對在地文化與環境基礎認

識、融入科技素養應用能力、提升地理實察探索能力，最後透過「參與式計

畫」來解決社區環境問題等。 

  

（一）公民與社會課程-參與式預算 

●    參與對象：全高一班級（僅美術班於本學期無公民課），共約 390人

以及國中部 2個班級 50人（試辦），合計 440人。 

●   實施時數：一學期共 18週（於公民科課程及彈性時間） 

●      課程內容： 

週次 課程主題 運作方式 

準備週 甄選方案研擬及行事曆擬定 教師團隊討論 

1-2 參與式計畫與瓦磘溝環境簡介 線上說明影片 

3-4 如何撰寫參與式計畫 各班公民老師分組指導 

5-6 各班分組繳交提案計畫書 各班公民老師分組指導 

7-12 提案甄選投影片製作及報告錄影 各班公民老師分組指導 

13-16 參與式計畫影片初選開始 教師團隊評選 

17-18 師生投票及參與式計畫甄選競賽 共同時段辦理公開甄選 

 

（二）高二校定必修課程「溪洲川流學」（109學年上學期）： 

●    參與對象：高二 201~205班，約 199人（全學期開課各一半的班級） 

●   實施時數：一學期二學分課程，共 18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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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內容： 

週次 主題內容 作業 

1 
1-GSuite的簡介與應用 

1.Chromebook截圖練習 

2.Google 表單 

2 
2-台灣百年地圖的運用（一） 

1.局部與全景截圖練習 

2.溪洲地區疊圖 

3 3-台灣百年地圖的運用（二） 百年地圖的延伸運用 

4 
4-旅程規劃 

1.旅程規劃的 KML 

2.完成學習單作業 

5 5-雲端硬碟的應用（一） 完成雲端硬碟應用學習單 

6 6-雲端硬碟的運用（二） 雲端硬碟整合與應用 

7 
7-景點圖卡製作（一） 

1.各景點 KML匯出 

2.完成學習單作業 

8 8-景點圖卡製作（二） 景點卡製作與截圖 

9 9-永和與瓦磘溝的故事 永和的故事分組共編 

10 10-瓦磘溝實察 瓦磘溝實察與記錄 

11 11-實察記錄與整理 實察記錄與整理 

12 12-作業檢核與回饋 作業檢核與回饋、資訊補救教學 

13 13-5C能力前後測表單 填寫 5C能力表單 

14 14-飛覽景點製作（一） 飛覽景點卡蒐集與製作 

15 15-飛覽景點製作（二） Google Earth專案簡報編輯 

16 16-飛覽影片製作（三） Screencastify與 Youtube介紹與運用 

17 17-參與式計畫（一） 各組參與式計畫討論與草案撰寫 

18 18-參與式計畫（二） 參與式計畫投影片製作 

19 19-期末報告 分組報告與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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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訂必修課程溪洲川流學在圖書館寰宇教

室上課的情形 
第十週班級學生拿載具如手機記錄去實察 

  

溪洲川流學上課情況，學生在任何位置利

用 Chromebook回應問題。 
溪洲川流學在班級教室上課的程況 

  

實察課至永和樂活中心前的班級合影 
最後一週的參與式提案期末報告，分組上

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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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二校定必修課程「溪洲川流學」（109學年下學期）： 

●   參與對象：高二 206~211班（210美術班除外），共約 170人 

●   實施時數：一學期二學分課程，共 18週 

  

資訊融入的溪洲川流學，學生專注在完成作

業 

分組共編共享模式，為參與式計畫報告做好

熱身 

  

溪洲川流學 109學年第 2學期的課程平台 109學年第 2學期第三週作業的繳交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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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計畫實施過程 

第一節、學生提案情形 

一、參與式計畫說明會 

  本年度參與式計畫於 3/13進行說明會，今年度由於提案對象擴大為全高

一班級，且因應年初疫情無法大型集會的關係，採用班會課在各班教室觀看說

明影片的形式，內容包含：瓦磘溝環境介紹、參與式計畫簡介、提案發想與甄

選、提案執行與成果，運用前兩屆的參與式計畫發展成果，讓新一屆學生能訊

速掌握參與式預算的理念及提案方向。 

 

圖八：參與式計畫線上說明會 Youtube播放清單 

  

二、參與式計畫提案計畫書及發表影片初選 

   本屆提案的高一學生，有些經過 108學年上學期的「永和 PaPaGo」多元

選修課程培訓，有些則是在 108學年下學期結合公民科課程－公民參與-參與式

預算，經由公民科教師的引導及線上說明影片來了解此議題，讓全年級學生都

能參與提案。為了讓眾多同學能選擇小組較感興趣的議題，今年度的提案主題

規劃為三種：校園優化、社區商圈、瓦磘溝環境，各組需於 4月繳交計劃書給

公民教師批改指導，並在 5月份錄製繳交 6~8分鐘的提案宣傳影片，進行第一

階段的校內初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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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參與式計劃提案的三大主題 學生小組繳交的計畫書(社區商圈主題) 

 

 

 

各班學生繳交的提案初選影片 召集通過初選的組別進行決選說明 

 

三、參與式提案初選統計 

高一學生共 10班參與(除了美術班無公民課)，約共 358人。 

共繳交提案影片 60部： 

班級 提案主題 組數 

101 

● 校園周邊校園周邊機能生活機能再升級 

● 社區改造參與式預算 

● 瓦窯溝整治 

● 校園圍牆改造計畫 

● 學校周圍生活機能再升級計畫 

5 

102 

● 愛心傘 

● 瓦磘溝整治計劃 

● 英文短句式階梯 

● 校園整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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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式預算-永平日計畫 

● 校園商圈擴大 

● 懷舊之旅萬新鐵路 

103 

● 公民參與式預算 

● 瓦磘溝整治 

● 瓦窯溝垃圾桶增建及繪畫比賽 

● 結合校內與周圍社區的資源進行校園環境改造計畫 

● 森林廣場 

● 學校商圈再造 

6 

104 

● 學校周圍生活機能再升級計畫 

● 早餐店環保餐具集點活動 

● 遮雨棚設計比賽 

● 學校與社區 

● 瓦窯溝整治計畫 

● 我們的瓦窯溝課程 

6 

105 

● 頂溪知識王，捷運樓梯再造 

● 瓦窯溝整治-節慶活動 

● 校園與環境改造計畫-老舊建築彩繪 

● 學校商圈-樂華夜市改善 

● 瓦磘溝整治-沿岸燈飾美化 

● 校園改善 

6 

106 

● 永和水溝改造王 

● 合作社改造 

● 飛天小男孩 

● 臭水溝除草去 

● 商圈再造計畫 

● 永平來書贏 

6 

107 

● 瓦磘溝大作戰 

● 雨撲滿 

● 農田再造計畫 

● 永愛貨櫃 

● 瓦磘溝整治 

● 永平與周邊商場合作計畫 

6 

108 

● 逍磘濁水間-瓦磘溝整治計劃 

● 校園商圈改造 

● 瓦係磘溝：磘嘞磘嘞磘嘞磘 

● 校園環境改造計畫 

● 校園商圈改造  

6 

109 
● 瓦窯溝整治-鋤草工作隊與看板設計 

● 瓦窯溝整治計畫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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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社區美化-棋藝室 

● 學校社區美化-校內環境改造 

● 學校商圈再造 

● 學校商圈再造-學生證周邊店家消費集點 

111 

● 瓦窯溝改善計畫 

● 永平卡 

● 校園專車 

● 瓦瑤溝整治計畫 

● 仁愛公園居民活動地擴張 

● 校園改善計畫 

6 

 

 

 

第二節、提案展示 

一、永平高中 2020年參與式計畫隊伍甄選計畫 

（一）目的 

1.為提高全民參與，實現民主政治、主權在民，特以高中學生社區參與為主

題，   配合新北市政府提供之預算，甄選符合社區發展、優化環境之方

案，培養學生在地認同，展現對社區環境的關懷及積極參與地方事務。 

2.結合校內公民科及環境教育課程，以青年觀點及世界公民視野，發揮青年

專長及創意，參與社區發展，提升社區生活品質。 

（二）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承辦單位：永平高中， 協辦單位：瓦

磘溝願景促進聯盟 

（三）甄選活動時間：2020/6/20（六）上午 08:00-12:00 

             活動地點：圖書館 5樓演藝廳 

（四）活動流程 

時間 主題 講師 

08:10-08:20 活動開場、來賓致詞   

08:20-08:30 參與式計畫簡介 本校公民科老師 

08:30-09:30 參與式計畫小組提案報告 本校公民科老師 

09:30-09:45 茶敘及現場投票時段 本校公民科老師 

09:45-10:00 評審講評與頒獎   

10:00~12:00 參與式預算的編修 圖書館主任蔡長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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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動內容： 

1.共 6組報告，每組報告 8分鐘，2分鐘提問及回答 

2.影片初選的推薦名單之 11組同學出席，頒發佳作獎狀 

（六）評分方式： 

評分內容 

團隊簡介與合作度 

提案內容可行性、影響力及創意度 

經費分配適切性 

評分比例 

評審 70% 現場師生投票 30% 

公民老師、美術及科技老師-蔡長蒼主

任、瓦窯溝願景促進聯盟-林育德總幹

事、瓦窯溝願景社顧問-張品老師 

以 Google表單方式進

行，透過 Email方式限

定一人一票 

（七）獎項 

第一名（新北市經費+獎狀+禮券 1000） 

第二名（獎狀+禮券 800） 

第三名(獎狀+禮券 500) 

優選 3名（獎狀及禮物）、佳作 5名（獎狀） 

 

二、參與式提案發表會 

通過第一階段提案影片初選：6組，共 38人。發表會人數：學生約 180人。 

  

抽籤排列報告順序 正在進行提案報告的組別 

  

在台上完成報告的組別 陳怡君議員、評審及發表同學隊伍們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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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投票決定過程 

一、發表會當日參與師生以 Google表單進行現場投票 

通過第一階段提案影片初選：6組，共 38人。 

參與發表會人數：學生約 180人。 

實體線上總投票數：188票。 

二、參與投票者的質性回饋： 

● 教育有亮點，學生有創意 

● 我覺得這可以促進學生與社區交流，互動，非常好 

● 我覺得每一組都很有特色 

● 我學習了許多的計畫規劃 

● 本活動相當有意義 讓社區凝聚力更高 

● 搭配永和特色，很好的意見 

● 你們很棒 報告超級棒 這是台風可以再穩一點 

● 融入在地文化 

  

擺設許多電腦的現場實體投票區 正在進行現場投票的同學們 

  

實體投票表單的題目樣式 當日實體投票表單所收到的投票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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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勝選提案介紹 
一、提案主題：瓦磘溝我要 GO－大手攜小手培育計畫 

（一）計畫目的 

●  連結在地雙和，落實 108課綱核心概念，培養國、高中生自主行動、

溝通互動及社會參與，以達成終身學習的目標。 

●  呼應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創造實踐典範及社會影響，進而

開展雙和瓦磘溝議題的能見度與討論焦點。 

● 透過工作坊的科技策略，讓年輕人能認同土地，積極投入、產出並加

以行動，以提升社會關注力，使各種資源得以投入與支援，瓦磘溝改

造成為未來的亮點 

 （二）活動設計理念 

透過青年工作坊活動形式，以兩階段的課程設計+實作課程，完成大手攜

小手的世代傳承、社區協力、環境共好之理念。 

  

圖九：大手牽小手 瓦磘溝青年工作坊示意圖 

  

 （三）活動內容規劃 

1.參與式團隊暨大專生及種子講師培訓(一) 

邀請社區耆老擔任老手，引導參與式團隊學生及對此議題感興趣的大專

生，認識瓦磘溝環境及文化歷史，第一天培訓主要為室內課程，先以資料

收集與訪問耆老方式瞭解環境，再學習如何利用 Google Map與 Google 

Earth Web等科技工具，將這些資訊製作為數位導覽媒材。 

● 預計時間：10/2、10/9、10/16或 10/23（星期六）       

● 活動地點：永平高中圖書館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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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主題 內容 備註 

08:50~09:00 報到 簽到（培訓時數認證） 
社區老手、大手

編組 

09:00~10:00 瓦磘溝環境簡介 
雙和文史、河川環境、自然

生態等特色 
社區講師 

10:00~12:00 
重要導覽點的資料

蒐集及發表 
分組資料蒐集、統整及發表 Google簡報 

12:00~13:00 午餐 主辦單位提供午餐  

13:00~15:00 

科 技 導 覽 實 作

（一） 

-Google Map 

-Google Earth Web 

Google Map與 Earth Web的平

台操作及生活應用 

使 用

Chromebook 

15:00~16:00 分組實作 製作導覽路線圖及飛覽  

16:00~ 賦歸 簽退（培訓時數認證）  

 

2.參與式團隊暨大專生種子講師培訓(二) 

第二天上午為戶外課程，仍然有社區老手陪伴參與式團隊及大專生實地走

訪，跟隨耆老述說他們從小到大與瓦磘溝的生命故事。下午則由學生進行統

整與發想，設計並演練他們在活動日時，要如何以大手身分，帶領高中生小

手學員認識瓦磘溝環境議題。 

● 預計時間：10/3、10/17或 10/24（星期日） 

● 活動地點：永平高中圖書館二樓、瓦磘溝沿岸 

時間 主題 內容 備註 

08:50~09:00 報到 簽到（培訓時數認證） 永平高中 

09:00~12:00 實地導覽演練 
瓦磘溝沿岸實地科技導覽模

擬 
 

12:00~13:00 午餐 主辦單位提供午餐  

13:00~15:00 提案與討論  永平高中 

15:00~16:00 教案提出 方案確認 

種子團隊在活動

日帶領小手時使

用 

16:00~ 賦歸 簽退（培訓時數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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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瓦磘溝我要 GO活動日 

活動日將由經過兩次培訓的大手(參與式團隊及大專生)，帶領其他想認識瓦

磘溝的學生或民眾，進行實地踏查、科技導覽製作教學、科技體驗等，讓老

手、大手、小手能一同攜手關懷在地議題。 

● 預計時間：10/30（星期六）或 10月 31日（星期日） 

● 活動地點：永平高中圖書館二樓、瓦磘溝沿岸 

時間 主題 內容 備註 

8:15-8:30 報到 簽到（服務時數認證） 在永平高中 

8:30-8:45 來賓致詞 
瓦磘溝願景促進聯盟、里

長、永平高中、其他來賓等 

 

 

8:45-9:00 分組&破冰遊戲 
透過破冰遊戲找到志趣相投

的組員並進行自我介紹 
 

9:00~9:30 瓦磘溝環境介紹 講師以簡報說明  

9:30-10:30 

瓦磘溝 VR 闖關體

驗/或大專生之優選

教案 

 

10分鐘：VR原理說明 

20分鐘：VR眼鏡製作 

30分鐘：VR遊戲體驗 

2019 參與式第

2組攤位時間 

10:30-12:00 
科技探究/或大專生

之優選教案 

40分鐘： 

Google Map 

1.我的地點（My Map） 

*標記-點、線、面 

*測量-距離、面積 

*規劃路徑 

2.我的時間軸(GPS軌跡) 

*功能簡介與範例說明 

*功能開啟與關閉 

 

50分鐘： 

Google Earth網頁版 

1.標記-點、線、面 

2.飛覽地圖製作（結合衛  

   星影像、3D街景、投  

   影片） 

種子團隊及大

專生帶領小手

學員 

 

 

 

時間軸搭配下

午戶外實察活

動時請開啟 

 

 

分組共編 

12:00-13:00 午餐&休息時間 主辦單位提供午餐  

13:00-16:00 戶外實察/大專生帶

領活動 

小組遊戲競賽-科技融入 

尋寶遊戲或猜謎景點 

種子團隊及大

專生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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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16:30 活動總結與回饋 

1.填寫 Google表單、上 

傳心得及活動照 

（文字、繪圖、投影 

片、Youtube影片等） 

2.頒發活動參與證書 

永平高中 

16:30- 賦歸 簽退（服務時數認證）  

 

 

二、甘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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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預期效益 

一、預期效益 

（一）運用水文生態自導式課程、科技融入認識環境，分組共編共享，以達到

自主、互動、共好的目標。 

（二）透過工作坊與導覽活動，增進年輕人對環境的認識、並能團隊合作嘗試

解決問題，同時鏈結自身所處地方關注領域的重要性，以達成「越在

地、躍國際」的願景。 

（三）認識當地環境與問題，嘗試解決方式，並用文字、繪畫或影片來呈現，

進而影響社會關注，凝聚改善環境的共識，期盼瓦磘溝成為未來的明亮

景點。 

（四）發揮完全中學優勢，參與式課程結合校內相關課程，擴及國中部學生的

參與如網路投票與決選活動，擴大參與面。 

 

 

 
圖十：預期成果示意圖 

二、評估指標 

（一）質性指標 

1.透過科技導覽瞭解環境，並能利用不同媒材來記錄，回饋其意見。 

2.參與工作坊之學生都能關切環境的問題，並能製作出相關之作品，以      

 解決面對的問題。 

      3.在了解鄉土環境及文化後，培養出主動關懷在地議題、積極參與社區事務 

的地方意識。 

4.經過教育培訓的大專生種子講師，具備實地帶領導覽解說的技能。 

5.能對工作坊之課程、活動安排做回饋，並提出建議，對地方議題能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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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方案。 

 

（二）量化指標 

1.活動網頁瀏覽人數達 2000人以上，正面回饋意見達 50則以上。 

2.參與教育培訓之大專生，以 20人為目標，其中的中永和在地居民達 8  

成以上。 

3.可接受完整訓練，並完成全程導覽工作之大專生，至少有 5人。 

4.工作坊全程參與之學生達 40人，完成課程作業人數比例達 9成。 

5.參與活動之大專及國、高中學生，對其活動設計、師資安排、課程內容

滿意度達 8成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