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 109 年度食農綠金進行式成果分享會實施計畫 

壹、 依據：依據新北市 109年度「食農綠金進行式」實施計畫、109年度食農

綠金進行式評選結果辦理。 

貳、 目的：旨案係參與本計畫之學校，針對計畫中所辦理之優質農漁業經營

場域體驗活動，分享課程規劃之理念、實際操作之方法、參訪後學生之

心得分享，使參與旨案各校能學習彼此辦理之經驗，俾使來年計畫之執

行能更加完善。 

參、 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新北市立鶯歌國中。 

肆、 研習時間:  

一、 國小場：109年 12月 1日(星期二)8時 30分至 16時 10分。 

二、 國高中場：109年 12月 2日(星期三)8時 15分至 16時 10分。 

伍、 研習地點: 新北市立鶯歌國中大視聽教室(新北市鶯歌區尖山埔路 108號) 

陸、 參與人員： 

一、 專家委員：聘請學者專家-古建國教授、許民陽教、陳建志教授授出席

成果分享會提供指導意見。 

二、 研習人員：本計畫所有獲補助學校皆須派員出席，並開放本市各公立

國中教師報名參加，預計錄取至多 100人，即日起請逕至校務行政系

統報名(每校最多 2名)。 

柒、 進行方式： 

一、 每校分享時間為 10分鐘，並請提供農（漁）事體驗之相關規劃資

料、活動相片之簡報檔。 

二、 請獲選補助學校於 11月 27日(星期五)下班前將分享會當天之簡報

檔以電子郵件寄至 mei520204@gmail.com鄧美宜組長收，以加速分



享會當天活動流程之進行。 

  



新北市 109 年度食農綠金進行式成果分享會流程表 

國小場 

 日期：109年 12月 1日（星期二）  地點：鶯歌國中大視聽教室 

時間 主題 主講人(主持人) 備註 

08：30~08：45 上午場報到 鶯歌國中團隊  

08：45~09：00 長官致詞 教育局長官  

09：00~09：10 育林國小：育林小農駕到育起去探險 

各校準備 10分鐘簡

報進行分享報告 

 

09:12~09:22 
彭福國小：非要”防疫，一起去「輝要」

防疫！ 

 

09:24~09:34 桃子腳國中小：香草防疫趣 
 

09:36~09:46 
泰山國小：泰山綠屋頂實農 GO-陽光小菜園

食農 IN 

 

09:46~10:00 專家學者講評 

專家學者： 

古建國教授 

陳建志教授 

許民陽教授 

 

10:00~10:20 中場休息 鶯歌國中團隊 
 

10:20~10:30 德音國小：挖食地瓜初體驗 

各校準備 10分鐘簡

報進行分享報告 

 

10：32~10:42 

五股國小：「食農教育」融入閱讀跨域課

程-「稻香天地」結合五股四健會學校農業

作業組課程計畫 

 

10:44~10:54 育英國小：「金」薯小農「趣」學習  

10:56~11:06 文化國小：校園綠手指-大小志工一起來  

11:06~11:20 專家學者講評 

專家學者： 

古建國教授 

陳建志教授 

許民陽教授 

 

11:20~11:30 綜合座談 
鶯歌國中 

張俊峰校長 

 

時間 主題 主講人(主持人) 備註 

13：00~13：15 下午場報到 鶯歌國中團隊  

13：15~13：30 長官致詞 教育局長官  

13：30~13：40 興華國小：興海歷險記 

各校準備 10分鐘簡

報進行分享報告 

 

13:42~13:52 乾華國小：北海山巔農園情-綠苗 fun fun  

13:54~14:04 
竹圍國小：立「竹」新食代~~「圍」笑採

綠金 

 

14:06~14:16 中角國小：金山健康三寶~地瓜、芋頭、茭  



白筍，焢窯樂一下  

14:16~14:30 專家學者講評 

專家學者： 

古建國教授 

陳建志教授 

許民陽教授 

 

14:30~14:50 中場休息 鶯歌國中團隊  

14：50~15:00 大坪國小：坵隱農場農作生態遊 

各校準備 10分鐘簡

報進行分享報告 

 

15:02~15:12 
金山國小：「地瓜」在金山‧「食」出好

「味道」 

 

15:14~15:24 石門國小：石農石米學園  

15:26~15:36 柑林國小：你農我農‧好食在柑林 
 

15:36~16:00 專家學者講評 

專家學者： 

古建國教授 

陳建志教授 

許民陽教授 

 

16:00~16:10 綜合座談 
鶯歌國中 

張俊峰校長 

 

 

  



新北市 109 年度食農綠金進行式成果分享會流程表 

國高中場 

 日期：109年 12月 2日（星期三）  地點：鶯歌國中大視聽教室 

時間 主題 主講人(主持人) 備註 

08：15~08：30 上午場報到 鶯歌國中團隊  

08：30~08：48 長官致詞 教育局長官  

08：48~08：58 

柑園國中：人和柑圓-柑園的食農綠金踏

查：參訪柑園在地有機農場(康為有機農

場) 

各校準備 10分鐘簡

報進行分享報告 

 

09：00~09：10 鳳鳴國中：園藝治療-五感體驗  

09:12~09:22 
鶯歌國中：認識農業綠金產業-探索蚯蚓世

界/認識漁業綠金產業-牽罟捕魚體驗活動 

 

09:24~09:34 中正國中：有機田園踏青樂  

09:36~09:46 
福營國中：畦遊記‧農遊趣/「找稻出磺口」，

割稻曬穀趣 

 

09:46~10:00 專家學者講評 

專家學者： 

古建國教授 

陳建志教授 

許民陽教授 

 

10:00~10:20 中場休息 鶯歌國中團隊 
 

10:20~10:30 
二重國中：健康食我、鬥陣作伙來-(山這

裡很溫馨) 

各校準備 10分鐘簡

報進行分享報告 

 

10：32~10:42 
板橋國中：東北角傳統漁撈及漁業探索課

程/鰻蟹綠金生態探索 

 

10:44~10:54 永和國中：香草菲菲-迴廊上的小農田  

10:56~11:06 
江翠國中：我很醜可是我很 Natural食農

之旅 

 

11:06~11:20 專家學者講評 

專家學者： 

古建國教授 

陳建志教授 

許民陽教授 

 

11:20~11:30 綜合座談 
鶯歌國中 

張俊峰校長 

 

時間 主題 主講人(主持人) 備註 

12：45~13：00 下午場報到 鶯歌國中團隊  

13：00~13：18 長官致詞 教育局長官  

13：18~13：28 
三重高中：新北綠金- 東北角傳統漁撈與

海洋漁業生態體驗/新北綠金-關渡宮淡水

 

 

 



河漁業生態體驗  

 

各校準備 10分鐘簡

報進行分享報告 

13:30~13:40 三民高中：新北特色好食趣-綠光茶旅行  

13:42~13:52 
三芝國中：「番」轉三芝農業商機/懷

「鮑」海洋綠金新希望 

 

13:54~14:04 
欽賢國中：山與海的奇緣之再遇雙溪平林

休閒農場/當九份遇見九孔之九孔養殖認識 

 

14:06~14:16 坪林國中：FUN慢食茶趣  

14:16~14:30 專家學者講評 

專家學者： 

古建國教授 

陳建志教授 

許民陽教授 

 

14:30~14:50 中場休息 鶯歌國中團隊  

14：50~15:00 八里國中：貢寮鮑一下 

各校準備 10分鐘簡

報進行分享報告 

 

15:02~15:12 豐珠中學：踏查蚓糞黑金妙用  

15:14~15:24 
青山國中：坵隱農場與金山老街教學體驗

活動 

 

15:26~15:36 萬里國中：地方創生綠金見習計畫 
 

15:36~16:00 專家學者講評 

專家學者： 

古建國教授 

陳建志教授 

許民陽教授 

 

16:00~16:10 綜合座談 
鶯歌國中 

張俊峰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