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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沿革 

一、設校歷史 

民國 51年  奉准成立「臺北縣私立指南初級中學」。 

民國 59年  董事會改組，9月 28日啟用新校名為「臺北市私立景文中學」。 

民國 64年  與韓國宇信高等學校締結為姐妹校。 

民國 69年  董事會改組，由張萬利先生膺任董事長，修整校舍，增加設備。 

民國 71年  與日本鹿兒島城西高等學校締結為姐妹校。 

民國77年  與美國哥倫比亞、衛斯里、泛邦大學及梅肯高職締結為姐妹校。 

民國 90年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成立管理委員會接管董事會。 

民國91年  建置資訊中心，完成班班ｅ化，邁入行政及教學的資訊網路化。 

民國 92年  第八屆董事會成立，前國教司長方炎明先生當選董事長，12

月方董事長辭世，由前臺師大理學院院長、龍華科大校長施河

教授繼任董事長。 

民國 95年  董事會通過遴聘許校長勝哲。 

民國 96年  與優劇團合作開辦「景文高中優人表演藝術班」。 

民國 98年  增設高職部應用外語科（英文組）。 

民國 99年  增設高職部多媒體設計科 2班。 

民國 100年 榮獲臺北市「學生學習」優質學校。 

民國 101年 再度榮獲臺北市「學校領導」優質學校。 

通過臺北市「教育 111」標竿學校認證。 

民國 102年 三度榮獲臺北市「資源統整」優質學校。 

增設高職部室內空間設計科 2班。 

民國 103年 榮獲「臺北市品德教育表現優良學校」。 

再度榮獲星雲教育基金的「第四屆三好校園實踐學校」。 

增高職流通管理科 2班，室內空間設計科由 2 班增為 3班。 

民國 104年 榮獲「教育部品德教育特色學校」。 

三度榮獲星雲教育基金的「第五屆三好校園實踐學校」。 

增設高中、國中部「國際雙語班」各 1班；應英科「航空服務

特色專班」1班；臺北市高中職「服務學習」特優學校。 

民國 105年 增設高職「商業經營科」、國中「數理程式菁英班」各 1班。 

再度榮獲臺北市高中職「服務學習」特優學校。 

民國 106年 商業經營科由 1班增為 2班。 

二、校園營造的目標 

校園是教師教學、學生學習的重要場所，如何營造一個適合師生教與

學以及生活的優質校園環境，為學校辦學重要目標。景文歷經前董事長個

人財務風波，學校經營發生危機事件後，復有少子化衝擊，學生人數銳減

的考驗。幸賴教育局接管，公益董事會進駐管理，遴聘臺北市辦學績效顯

著的許勝哲校長帶領團隊，戮力耕耘，始得轉危為安，償還債務，校務在

穩定中成長。 

    95年許勝哲校長接掌校務後，深切體認到私校資源一向須自給自足，

除認真辦學期待招生額滿增加財源外，更亟待校外人力、財力、物力資源

的引進，禆益結合學校教師、課程、環境，提供學生多元學習機會，為學



3 

校開創最大教育價值，營造景文成為一所溫馨且有競爭力的學校，故以「用

愛灌溉，用心陪伴」的理念，配合「把每一個孩子帶上來」、「一個都不能

少」的策略，訂出以「營造安全無礙的健康校園環境、發展結合課程的人

文藝術環境、建構綠色永續的自然科技環境、善用敦親睦鄰的學習資源環

境」為校園營造的目標，持續更新校舍、改善設施、添購設備、調整類科、

發展課程、爭取機會、主動參與、善用資源，校園環境煥然一新，有效提

升學生學習，升學率逐年提升、各項學習表現成果優異，師生深以「景文

人」為榮。 

 

貳、校務基本資料 

一、學校教職員工人力編制表 

人
數 

教師數 專任教師人力素質 職員數 工友數 

專任 兼任 碩士以上 大學畢業 

43 1 全
校 

134 

(含教官 6) 
33 67 67 

二、校園與社區環境 

1.本校位於人文薈萃、依山傍水的臺北市文山區，擁有豐富自然生態

及人文資源。有青翠連緜的猫空、杏花林、纜車，可供踏青、品茗外，又

緊臨政治大學、戲曲學院、世新大學、市立動物園、文化局永安藝文館「表

演 36 房」、市圖木柵分館、木柵公園、指南宮、集應廟、忠順廟、景美溪

河堤步道、萬芳醫院、文山運動中心，人文自然風貌豐厚，可供多元校外

教學資源。學風鼎盛，居民生活水準高，故學校主動結合社區資源，推動

公共服務學習，引導孩子發揮人文關懷，受到居民高度讚揚、肯定。 

2.文山區出生率低、生源少，而學校密度之高卻為北市之冠。本校屬

私立學校，學生來自臺北及新北地區，在少子化及 12年國教啟動，唯有匯

聚活化教學資源，靈活掌握教育契機，以活化、創新教學，誘發孩子適性

學習、發展，辦出特色，才能獲得口碑。 

三、學校規模 

（一）班級數 

1.高中部 18 班 高職部 39 班 國中部 12 班  

2.特殊班 優人表演藝術班  3 班  

3.合計  72  班，是一所具備多元化學習的學校。 

（二）學生數 

男：  1680  人   女：  1161  人   總計：  2841  人 

（三）校舍狀況 

學校設備完善，為因應教師教學、學生學習需求，一般教室班班有電腦、

投影機、珠光幕、擴音設備，並建置教學平臺。專科教室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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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間數 名稱 間數 

生物實驗室 2間 攝影教室 1間 

化學實驗室 2間 家政教室 1間 

物理實驗室 2間 團輔室 1間 

化學實驗準備室 1間 諮商室 1間 

生物.物理.地科實驗準備室 1間 生涯規劃教室 1間 

複合式語言教室 2間 資源教室 1間 

電腦教室 9間 圖書館 1間 

單晶片&機械人教室(302) 1間 校史室 1間 

基本電學實習工場(203) 1間 室內運動中心 2間 

基礎電子實習工場(205) 1間 設計類群共用教室 1間 

硬體裝修實習工場(303) 1間 製圖教室(202) 1間 

智慧生活&機器人教室(305) 1間 資訊科共用教室 1間 

商科實習商店 1間 社團辦公室 1間 

機器人教室 1間 英語情境教室 1間 

音樂教室 2間 多功能教室 7間 

2D動畫教室 1間 數位輸出教室(謙敬 101) 1間 

設計聚落教室 1間 技藝競賽選手培訓室(謙敬

201) 

1間 

景文藝廊 1間 
合計 56間 

階梯教室 1間 

 

參、推薦參選向度指標實施成果 
項目 1.安全健康的校園 

指標 1.1 規劃安全的學校環境設施 

標準 學校實施成效、特色優點 

1.1.1

校地

安全,

校舍

建築

結構

良好,

設施

堅固

安全 

1.本校建築物有 6棟教學大樓及 1棟餐廳宿舍，每年皆定期進行公共

建物管理檢核與消防安全設施檢查，安全無虞，逐年編列預算維修。 

2.為維護校園建築物安全，並響應政府對未領有使用執照的學校既有

校舍辦理補證；本校即編列預算，進行謙敬樓與信實樓兩大樓的結

構補強與修繕工程，信實樓也於 106年取得使用執照。 

3.全校校舍完成建築物耐震評估，並編列預算逐年進行結構補強。 

4.校園內易發生危險區域，加強防護措施，如:樓梯踏面鋪設防滑材

料、籃球架加裝防撞護條、操場周圍各花臺加裝防撞護條、樓梯間

設置防墜網、變電箱設鐵柵圍欄隔離、校園全區裝設監視攝影機 198

部，避免校園死角。 

5.建置無障礙設施，照顧行動不便師生安全： 

(1)本校原有無障礙電梯 2部，信實樓整修工程時增設 1部，共 3部。 

(2)三處無障礙坡道，增修不鏽鋼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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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於創新樓、景德樓、信實樓建置無障礙廁所 5間。 

6.重視師生安全學習場域，近 4 年校舍整修工程及設施更新如下： 

項次 工程名稱 年度 經費(元) 

1 全校化糞池污水排放地下化工程 102 4,725,000 

2 景德樓 1至 5樓廁所整修工程               102 7,492,956 

3 創新樓地下室演藝廳整修工程               102 15,515,071 

4 謙敬綜合教室變更為視廳階梯教室 102 4,934,967 

5 景德樓男生宿舍整修工程 103 7,721,045 

6 整修勤勞樓外牆.屋頂防水及廁所 103 10,574,434 

7 信實樓電梯建置工程 103 1,080,000 

8 更新蒸飯間的蒸飯箱 103 544,000 

9 更新景德.信實樓教室課桌椅及講桌 103 1,586,100 

10 更新謙敬樓 401室內空間電腦教室 103 593,250 

11 更新謙敬 301及 401 電腦教室設備 103 3,463,700 

12 採購網路設備防火牆 103 860,000 

13 信實樓 1至 5樓廁所整修工程 104 5,313,374 

14 信實樓地下室景文藝廊整修工程 104 11,618,265 

15 更新國中部教室數位教學設備 104 794,400 

16 更新謙敬 302微電腦控制教室設備 104 2,050,000 

17 採購全校無線網路建置設備 104 2,120,000 

18 更新實習工場儀器設備 104 900,000 

19 更新謙敬 403、404電腦教室設備 104 2,445,408 

20 採購設計群互動式筆式輸入顯示器 104 1,679,500 

21 採購電腦教室電腦還原及廣播系統 104 752,980 

22 校園景觀改造與美化工程 104 9,103,104 

23 中正亭整修工程 104 598,000 

24 更新創新樓 701語言教室電腦設備 104 2,188,000 

25 女生宿舍整修工程 104 8,594,592 

26 國際雙語班英語情境教室建置工程 104 369,380 

27 更新計算機中心機房設備 105 1,430,000 

28 更新景德 201語言教室電腦設備 105 2,720,000 

29 採購設計群科製圖教室的製圖桌 105 900,000 

30 建置校園 APP平臺 105 420,000 

31 
修繕創新 1~6樓廁所暨謙敬樓後方

圍牆復建、垃圾場、雨遮及前方地坪 
105 3,599,000 

32 校史室建置工程 105 1,089,000 

總  計 109,679.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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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校園設施維護及管理: 

(1)為節約能源，一般教室及行政辦公室已全部更換為 T5省電燈具。 

(2)全面汰換每棟樓教室課桌椅及講桌。 

(3)總務處每年暑假定期進行教室及教學大樓的牆面油漆粉刷修補。 

(4)各項教學設備訂有使用管理辦法、借用登記表、維護記錄表、使

用說明及簡易操作流程表，設備清單完整，方便教師登記使用。 

(5)各專科教室訂有使用管理與維護辦法。 

(6)衛生組每週進行餐廳、廚房的安全檢核與衛生管理。 

(7)體育組定期對運動設施進行檢查。 

(8)生輔組定期檢核導護裝備及交通隊設備。 

(9)總務處庶務組每年定期進行財產盤點。 

(10)本校分別與各廠商簽約，每月對機電、電梯、飲水機設備等進

行定期養護；每年定期消防設備申報及檢修。 

1.1.2

人車

分道

動線

明確,

器材

和建

築施

工注

重安

全維

護 

1.校園實施人車分道，確保行人安全： 

(1)學生上、放學由大門及側門進出，大門的景文大道設置連接長形

交通錐，兩側為師生徒步區，教師車輛由中央緩速進出，後門則

禁止車輛通行，以確保行人安全。 

(2)學務處、教官室師長、警衛及交通服務隊維護本校師生上放學進

出校園安全，協助維持學校周邊道路交通順暢。 

(3)訪客或廠商車輛進出校園，須辦理登記並由專人引導、停放。 

(4)大門前方保儀路公車及汽機車往來頻繁，為保障師生通學安全，

於路口設置行人專用時相，並於學生通學時間使用。 

(5)校園角落設腳踏車停放架或車棚，以維持校園整齊與學生安全。 

2.校園工程施作，注重安全維護： 

(1)各項工程落實工程師監造責任，加強施工品質。 

(2)開工前召開工作協調會，確認各項安全措施。 

(3)施工期間進行施工區域規劃，調整行人動線。 

(4)施工期間，每週召開工務會議，確保工程順利進行。 

(5)於朝會、景文公報及導師會議，加強宣導勿進入施工區域。 

(6)張貼告示提醒師生注意施工區域及人身安全。 

(7)施工廠商人員、工人及車輛進出，一律由警衛統一管控。 

    
防滑踏面階梯 樓梯止滑材料 防撞護條 防墜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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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電箱加設圍欄 監視攝影機 無障礙電梯 無障礙坡道 

    
無障礙廁所 更新蒸飯箱設備 人車分道行人安全 腳踏車停放架 

指標 1.2 建立安維的資源整合機制 

標準 學校實施成效、特色優點 

1.2.1

落實

校園

開放

及安

全管

理,設

置校

園監

視與

保全

系統,

建構

校園

安全

網絡 

1.訂定校園空間借用管理辦法，開放校外機關團體租借使用校園場

地，謹慎管理與審核，以維校園安全又達資源共享之效。 

2.加強門禁管理，訪客至校，需依規定確認身分後辦理登錄換證手續。 

3.學生遲到，需刷卡方可入校；因故臨時外出，需憑教官室核可的外

出單，始可離校。 

4.校園各樓層走廊、樓梯間、校區角落及相鄰校外區域，共裝設 198

支監視攝影機及 13臺伺服器保全系統，進行 24小時錄影監控，消

除校園死角。 

5.重視校園環境設施、實驗場所例行安全檢查與教育，降低危機事件

發生機率，專科實驗室(化學、物理、生物)、音樂教室、家政教室，

每個月月底都會進行自主安全管理(檢核表)，在化學藥品管理上，

每學年進行一次藥品盤點。實驗室及實習工場榮獲教育部指定為北

區安全示範學校。 

6.學務處教官編組，每日實施校內外安全巡查，預防危安事件發生，

遇有狀況亦可立即處理。 

7.提供身心障礙學生無障礙的學習環境，如安排適任導師、提供電梯

卡、安排低樓層及靠近無障礙廁所的教室給肢障或病弱學生使用。 

8.夜間與假日僱有人力保全，協助門禁管理與校區巡邏，另在校區設

置 12 處巡邏感應點，警衛須於夜間定時巡查，確保校園安全。 

9.各大樓頂樓至屋頂平臺之門，加裝蜂鳴警報器，廁所廁間裝設警鈴，

籃排球場裝置夜間照明設備，以確保校園安全。 

10.教官室定期更新校園安全地圖，檢視並改善校園空間。 

11.利用網路系統報修，總務處定期維護保養，加強維修效率及服務。 

12.資訊系統安全保密工作的管理： 

(1)購置全校授權防毒系統：所有校內電腦皆受防毒軟體(NOD32)保

護，防止病毒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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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電腦自動更新：校內電腦皆設開機自動更新，隨時修補系統漏洞。 

(3)建置防火牆：設有正面表列建立防火牆規則，避免非必要連線，

保護校內資料庫、伺服器及電腦安全，含學生個人資料主機限

制為僅允許校內連線，避免個資外洩。 

(4)監控流量及連線：由資訊組及系統師定期監控網路流量及連線狀

態，及早發現異常。 

(5)定期備份：重要資料及設定檔定期備份，建立災難回復程序。 

(6)教育訓練：不定期對教師實施資訊安全宣導，加強資安觀念。 

13.落實資安、公安、消安，以確保人、事、物的安全。 

1.2.2

建置

校園

危機

管理

及社

區安

全支

援系

統,並

有完

備的

校園

安全

自我

檢核

機制 

1.建置校園危機管理機制： 

(1)設置校園危機處理小組，針對偶發事件處理，訂定標準處理流

程，並於校務與導師會議加強宣導，讓全體教職員工生熟知對危

機事件處理流程，以提升危機處理的能力。 

(2)本校校安中心 24 小時皆有輪值教官，負責校園安全緊急事件處

理及上網通報，並詳實完成資料的整理和事後檢討紀錄的存檔。 

(3)訂定本校校園災害管理實施要點（減災、整備、應變、復原），

建構全校師生緊急事件聯絡網，以班級、行政各組為單位，結合

家長會及社區醫療機構、警政、消防、里辦公室等單位，以迅速、

全方位達成緊急事件的處理。 

(4)結合教務處查堂制度，每日由組長級以上行政人員定時巡視校

園，建立即時通報、即時處理的安全校園。 

(5)任課教師落實點名，確實掌握學生出席狀況，適時通報學務處。 

(6)危機事件的處理： 

a.事件發生後啟動緊急聯絡網、召開會議、研議因應措施。 

b.設新聞發言人，對校園危機事故，做真實及妥適發言。將每次

的衝突事件均妥處，減低負面上報事件或黑函投訴發生。 

c.重大工程施工、颱風來襲等情事，由校長或總務主任坐鎮指

揮，維護校園安全。 

d.將每次重要事件做成記錄，並適時分享與檢討。 

(7)重視安全防災教育的實施，並加強演練： 

a.利用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加強師生防災教育宣導，提升師生相關

知能，確保師生生命安全。 

b.每學期規劃實施防震、防災演練，消防局支援協助本校實施消

防器材、消防栓、逃生緩降機、煙霧逃生時機操作與演練。 

c.衛生組結合健康護理課程定期辦理 CPR研習，強化師生緊急傷

病處理能力。 

d.落實校園環境設施、實驗場所安全檢查，降低危機事件發生率。 

2.建立完善的社區安全支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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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與文山警一分局木柵派出所簽定「支援協定」，清查學區內治安

死角，並於大門口設置巡邏箱，定時巡邏，協助檢視校園周圍，

並到校實施學生「交通安全教育」。 

(2)訂定本校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及巡視計畫，配合校外會執行春風專

案、校外聯巡、交通聯巡、中輟生輔導等勤務。 

(3)愛心商店，維護學生安全:學校製作愛心商店 Logo 張貼於商家門

口醒目處，裨益發揮守望相助精神，關懷學生，建立祥和社區。 

(4)排定課後校外巡查人員，針對校外學生常聚集、遊蕩處加強巡視。 

(5)與專業保全公司簽定合約，執行夜間及假日校園安全防護工作。 

(6)成立校園餐飲衛生管委會，納入家長委員，定期召開會議、查核

廠商營運環境及販售餐飲內容、衛生與營養，以維師生飲食安全。 

(7)建置社區資源網絡，與鄰近醫院、政府機構、宗教團體、社福機

構、學校附近商家，形成資源網絡，以供教學與輔導之需。 

3.完備的校園安全自我檢核機制： 

(1)定期檢核飲水機、水池、高壓電、電梯等設備，並委外保養維修。 

(2)落實各專科教室、實驗室器材與運動設施定期安全檢查及維護保

養，並填寫「檢核表」，提升教學活動安全。 

(3)天然災害發生時，啟動緊急應變小組作業程序，依規定於災害

前、中、後辦理準備工作及自我安全檢核。 

    
遲到刷卡入校 監控錄影 校園安全巡查 蜂鳴警報器 

    
校園資訊安全推廣 防災宣導演練 消防演練 CPR研習 

指標 1.3 設置健康的體能活動設施 

標準 學校實施成效、特色優點 

1.3.1

設置

適足

多樣

的體

能活

動設

1.受限於校地空間有限，學生活動或體育教學不易擴展，故各場地積

極朝向多功能空間設計規劃，以發揮加值效用： 

(1)設置功能健全的操場，既是朝會、集合場所，亦是體育教學的籃

(排)球場，並於周圍裝設夜間照明，讓活動日夜都可進行。 

(2)兼具夜間照明的集合、教學的排(羽)球場，亦可供扯鈴隊練習。 

(3)謙敬樓地下室設置室內運動場，含建置桌球室、籃球框架、棒球

打擊練習場、體能訓練室及安全地墊，除提供師生運動及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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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如

運動

場跑

道.體

育館.

游泳

池.球

場或

遊戲

場等 

外，也是角力隊、國術社、棒球隊與競技啦啦隊等團隊的練習場

地，同時亦是學生集合宣導場地之一。 

(4)謙敬樓五樓活動中心，可供學生集合宣導、講座與表演排練，因

鋪設木質地板，亦是本校韻律、瑜珈與熱舞社活動場地。 

(5)設置室內高爾夫球推桿練習場，供高爾夫球選手練習用。 

(6)於景德樓地下室設置可供熱音社學生活動練習的場地。 

2.妥善運用校外場地，延伸運動空間及設施，如： 

(1)使用學校大門對面恆光運動公園，進行體育課程與晨跑等活動。 

(2)於學校側門堤防邊河濱公園，實施越野接力比賽等活動。 

(3)優人表演藝術班學生於表演 36房場館，實施術科課程及公演。 

(4)借用文山運動中心游泳池，進行游泳體育教學課程。 

(5)借用政大河濱公園棒球場地，供棒球隊練習比賽用。 

1.3.2

體能

活動

設施

能依

課程

與教

學需

求設

置,並

有效

促進

師生

健康 

1.訂定各部、各年級體育活動需達成的教學目標，並依教學活動需求

改善、維護設施。 

2.配合體育領域教研會，利用校內外相關設施，計畫性開立運動性社

團、菁英培訓（籃球隊、棒球隊、武術隊、競技啦啦隊隊…等），並

提出設備需求，供學生發展體育才能。 

3.活化並利用體育設施，每學期舉辦各類運動競賽，帶動運動風氣。 

4.協助身心障礙學生選社團，展現優勢能力，並為體適能不佳或協調

能力差的學生開設適應體育小團體課程。 

5.專人管理體育器材設施，透過器材借用表，掌握使用狀況及頻率。 

    

棒球隊 武術隊 競技啦啦隊 特教小團體課程 
 

    
功能健全操場 室內運動場 5樓活動中心 熱音社活動場地 

    
恆光公園拔河賽 河濱公園越野賽 文山運動中心泳池 政大河濱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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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1.4 提供舒適的生活休憩環境 

標準 學校實施成效、特色優點 

1.4.1

校園

建築

的色

彩.音

響.採

光.風

等物

理環

境,有

視.

聽.

嗅.觸

覺之

舒適

感 

1.校舍建築以白色為基調，國、高中、高職三部的教學區與行政區分

別設置於校區四周，大樓名稱則以校訓「勤勞、信實、謙敬、創新」

及校名來命名，兼具教育意義。 

2.教室運用百合白等淺色系，搭配高效率 T5燈具，營造明亮、清新、

和諧的教室氛圍，提供師生良好的學習環境。 

3.勤勞樓為國中部教學及行政區，外牆磁磚、廁所採亮麗色彩、創新

設計，走廊以紅橙黃綠四色區分樓層，兼具雅緻和時尚風格，也展

現國中部學生多元學習與活潑的特質。 

4.男、女學生宿舍全新設計、更新整修完成，設置交誼廳、提供餐廚

設備、浴廁分離、寢室內裝飾清新高雅、通風明亮、色彩溫馨，媲

美星級飯店，優質的住宿環境，讓住宿學生充滿「家的感覺」。 

5.校園遍植花木，種類達 67種，四季皆有花朵觀賞，野鳥競鳴，是教

學活動天然素材；校內各處皆種有桂花，清新的空氣中，增添清香

味；花臺內另種植有不同時間開花的櫻花樹，營造校園不同的色彩。 

6.重建因蘇迪勒颱風侵襲倒塌的謙敬樓後方圍牆，圍牆改採幾何色塊

圖像，牆體上方運用鏤空設計，兼具穿透性和開闊美感。 

7.景文大道兩側及中正亭前方裝設典雅路燈，戶外籃、排球場地裝設

高效能 LED照明設備，提供師生夜間活動與通行的安全。 

1.4.2

廁所

情境

優雅

整潔,

校園.

廊道.

圖書

館等

設置

休憩

桌椅

平臺

等,以

供休

憩或

探索 

1.全面整修四棟大樓及男女宿舍的廁所，並融入美學的創新設計情

境，與可展現師生作品的牆面設計。如：有教師設計的馬賽克磁磚

牆面、具中國風的格柵與可掛置師生作品的牆面、可擺設休閒桌椅

與小盆栽的休憩廁所。 

2.廁所經整修後，展現通風、明亮、舒適、乾濕分離，整體環境清新

整潔，且安排責任班級及專業打掃人員負責清潔維護，使本校廁所

已成師生願意停留聊天的場所。 

3.男生廁所 18間，馬桶數量 74 個，女生廁所 21 間，馬桶數量 127個，

數量符合性別設置比例，其中特優級 19間，優等級 20間。 

4.校園中央的典禮臺，除朝會外，亦成學生討論、練舞等活動的場域。 

5.便利商店前塑木平臺休憩區，設置三組休閒桌椅，與鄰近的中正亭

花園區，搭配櫻花樹，已是親師生心靈交流、休憩的最佳場所。 

6.加寬排球場至大樓的階梯長度，並降低籃排球場周圍各花臺的高

度，提供足量的座位，可讓師生觀賞球賽、聊天或討論。 

7.在部分樓層走道盡頭，設置學生彩繪的舊課桌椅組，並置放贈書、

刊物，成為鄰近班級學生討論、閱讀或休憩的空間。 

8.演藝廳內設置沙發區，提供專題講座講師休息及師生討論使用。 

9.美食街二樓設置簡潔的餐桌椅，可供師生用餐或聊天休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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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圖書館的外圍走廊，加設學生彩繪的桌椅與擺放過期雜誌與贈書，

將閱讀空間延伸至館外，增添另一種閱讀氛圍。 

11.健康中心布置優雅，張貼健康資訊、安全及傷病統計資料。 

    
高效率 T5燈具 色彩活潑勤勞樓 舒適男生宿舍 溫馨女生宿舍 

    
校園遍植花木 重建後方圍牆 典雅路燈 夜間高效 LED照明 

    
男宿舍廁所 女宿舍廁所 明亮乾淨廁所 廁所牆面設計 

    
多元活動典禮臺 平臺休憩區 雅緻健康中心 美食街休憩區 

項目 2.人文藝術的校園 

指標 2.1 形塑人文的校園風格 

標準 學校實施成效、特色優點 

2.1.1

校園

設施

造型.

意象

和風

格具

有豐

富的

人文

特性 

1.在緊鄰校區前後道路的圍牆與面向校外的大樓外牆上，掛滿師生努

力經營的優異比賽成果布條，充分展現本校豐富的人文藝術特性及

營造「看見景文，看見榮耀」的學校風格。 

2.學校校舍建築環繞校區四周，中央則為學生戶外活動及體育教學區

域，整體環境優美，視野開闊，站立於大門處向校內遠望，即可見

猴山岳山頭就在謙敬樓頂上方。 

3.「老建築，新生命」的中正亭，坐落在校區中央櫻花林園中，古典

式涼亭外觀，現代風格的石材桌椅，亭後的塑木平臺休憩區，設有

三組休閒桌椅，提供師生人文藝術展演空間，營造人文與自然環境

結合的優美情境。 

4.引進蒙德里安色系設計完成的景文藝廊，擁有足夠的空間及活動式

隔間牆，提供師生作品展覽、表演與講座。藝廊地板設置有 3D地景，

兩側入口處則分別建置了天空之樹，多變化的設施造型，形塑「支



13 

持學生學習、展現學生榮耀」的學校意象。 

5.積極推動品格教育，大樓外牆掛有品德教育核心價值實踐項目「尊

重、責任、誠實、自律、感恩」布條，隨時提醒師生「存好心、說

好話、做好事」，經由師生努力的實踐，本校已是三好校園實踐典範

學校及教育部品德教育特色學校。 

6.改造校園景觀，保留原有 40 年以上的大樹，降低花臺高度，廣泛鋪

設草坪，讓師生容易親近、坐下聊天；各區花園內種有不同植物，

展現層次美感，四季皆可看見花開、飛鳥穿梭園中，塑造出校園和

諧、美麗的情境。 

7.「景鐘」矗立在中正亭園旁，立足於銅鐘下，隨時警惕師生，做個

好景文人；鐘下則是「圓夢臺」，與庭園結合的美麗景觀，總吸引著

師生上臺歡樂、照相。 

8.與人文藝術設計類科課程結合，在各棟樓層牆面、樓梯間，張掛學

生作品或學校各類科 DM，使學生有發揮的舞臺，亦能美化環境，增

添人文藝術氛圍。 

9.蕭玉貞小姐神奇的校園角落裝置: 

(1)為讓每天送午餐的家長有個舒適的等待環境，蕭小姐把校門口會

客室週遭布置得如同綠野仙蹤般饒富童趣，令人賞心悅目。 

(2)她發揮巧思與創意，讓原本沉靜不起眼的牆角，因為植物與飾品

的妝點，而有了生命的張力，引人佇足觀賞。 

(3)臺北市國、高中（職）校長會議，在她以簡約的裝飾襯託蘭花典

雅的氣質布置，吸引了貴賓的眼光，並獲許多好評及讚揚。 

(4)把校園當成自家大花園，愛景文的綠手指蕭玉貞小姐，榮獲臺北

市杏壇芬芳錄表揚。 

10.午餐時間及整潔活動時刻，播放節慶、鄉土、古典等音樂，營造優

雅校園情境。 

2.1.2

校園

設施

有許

多人

性化

與親

和性

的服

務設

計 

1.各班教室皆配置插卡式冷氣空調設備、單槍投影設備、電風扇及導

師 OA 辦公桌，提供師生舒適的教學及學習環境，增加師生親近互

動，彼此關懷，關係和諧。 

2.各行政辦公室採櫃檯式規劃，降低桌前擋板高度，便利學生、家長

或老師洽公。 

3.設置個別諮商室、團體輔導室及生涯規劃教室，提供溫暖、安全與

親和性的諮商空間，以進行學生輔導工作。 

4.本校網站首頁設有無障礙環境介紹專區，介紹特教組軟硬體設施及

服務，並可連結相關網站及社區資源。 

5.規劃無障礙學習環境：設置無障礙坡道 3處、無障礙電梯 5部與無

障礙廁所 5間，營造安全與人性化的學習場域，提升學習成效。 

6.校門口及圖書館上方設置大型電子看板，教務處前走廊設置 55吋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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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電視及實習處門口的電子展示燈櫃，輪播學校各處室辦理的活

動、師生參加校外競賽優異表現、社團成果展演等動態活動，讓學

習情境，隨時隨地展現於家長、來賓與師生眼前，並提升觀摩學習

之效。 

7.以劇院型態設計的演藝廳，廳內外採光良好、空氣流暢，廳內建置

符合人體工學的觀眾席位 246 座，舞臺區與第一排座位無高低差，

增加了親和性；另配置有更衣間、廁所、置物櫃、化妝臺、大型鏡

子與沙發休憩空間，是本校辦理各種會議、研習、講座、表演、頒

獎等活動的最佳場所。演藝廳也提供校外機關團體，於假日借用辦

理活動，可將本校優美、雅緻的校園環境與設施，與社區共享資源。 

8.設置集(哺)乳室，內置冰箱、室內電話、換尿布臺、衛生紙、桌椅

等，空間兼具隱密與舒適性，提供教職員工生和家長、來賓人性化、

安全舒適的集(哺)乳空間。 

9.創新樓走廊的佈告欄及廊道，可展示學生多元學習成果及優秀作

品，提供孩子展現多才多藝的表現機會。 

10.各大樓各樓層設置飲水機共 42臺，定期水質檢測、濾網更新及水

塔清洗，確保飲用水安全衛生。 

11.以「家的感覺」重新設計整修男、女學生宿舍，融入具有人性化與

親和性的活動空間；兩宿舍區皆設置有交誼廳、流理臺與家電設

備、浴廁分離；寢室內部清新高雅、聯網設備、通風明亮、色彩溫

馨，優質的住宿環境，媲美星級飯店，讓學生住得開心，家長放心。 

    
景文榮耀 猴山岳融入校景 古典的中正亭 職科聯展的藝廊 

    
美麗的天空之樹 插卡式冷氣 單槍投影機 導師 OA辦公桌 

    
櫃檯式洽公服務 個別諮商室 團體輔導室 生涯規劃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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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門口電子看板 大電視輪播活動 無距離的演藝廳 劇院型演藝廳 

    
集(哺)乳室 學習廊道 男舍交誼廳 女舍交誼廳 

指標 2.2傳承本土的教育文化特色 

標準 學校實施成效、特色優點 

2.2.1

設置

校史

室,維

護與

保存

校內

具有

歷史

性或

紀念

性的

建物 

1.整體規劃校史室，設置雙面櫥窗展示櫃，展示包含歷史記憶的環境

建築照片與文物徵集典藏，供來賓及師生參觀，營造校園人文景緻。 

(1)建置「景文大事紀」牆面，圖說建校歷史軌跡，妥善保存學校相

關文物，如校徽、校旗、歷屆畢業紀念冊、對外競賽獲獎獎盃(獎

牌)、國外姐妹校參訪紀念物品、活動老照片等相關歷史文物等。 

(2)本場地另可供會議、研習、訪客接待與餐敘等活動，是一間多功

能使用的校史室。 

2.坐落在校區中央櫻花林園中的「中正亭」，是本校已逾 40多年的紀

念性建物，本著「老建築，新生命」理念，於 104年進行原地原貌

翻修。古典式的亭樓外觀、格柵，搭配現代風格的石材桌椅，亭樓

後方為廣大的塑木平臺休憩區，擺放有三組休閒桌椅、遮陽傘，提

供師生休憩、討論與人文藝術展演的空間，是校園中人文與自然環

境結合的優美情境之一。 

2.2.2

設置

鄉土

教室,

或配

合學

校民

俗活

動或

地方

文化

特色,

布置

1.請書法大師以景文為冠首，分別以楷.隸.篆.行.草五種字體木刻對

聯，懸掛於創新樓走廊，讓師生體會書法及詩詞之美。 

2.農曆年節班班寫春聯，張貼於教室大門，校園充滿一片喜氣及年味。 

3.本校地處臺北盆地南端的文山(木柵)區，自清朝以來，即以種植文

山包種茶及木柵鐵觀音茶聞名。故特別在校園中建置「茶園」學習

教育區，並定期辦理貓空登山健行活動，讓師生瞭解文山地區的人

文歷史與茶文化特色。 

4.校園一隅從事小田園植栽，藉由農事體驗與實際操作，提供學生瞭

解植物成長的奧妙，認識在地蔬菜，導入生命教育內涵，豐富學習

經驗，分享田園歡樂氛圍，富食農教育意義。 

5.在美食街布置鄉土文化情境走廊，讓師生於走動購買餐食中，亦可

透過豐富的情境說明，認識臺灣各地鄉土民俗與在地文化特色。 

6.設置環保資源回收處，培養學生愛物惜物與資源再利用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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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土

教育

情境 

7.布置情境走廊，張貼閩南語諺語，讓學生從先人智慧語錄中，體驗

本土語言的趣味。 

    
校史室 景文大事紀牆面 對外競賽獎盃 兩岸校長會議 

    
小田園植栽 鄉土情境走廊 班班寫春聯 設置資源回收處 

指標 2.3設置藝術的校園環境設施 

標準 學校實施成效、特色優點 

2.3.1

設置

公共

藝術,

校舍

建築

與校

園環

境增

添藝

術美

感設

計或

情境

布置 

1.本校校名簡稱景中，故於校園中央建置鐘臺乙座，名為「景鐘」，銅

鐘有大小五個，立足於臺上仰望銅鐘，可隨時警惕自己，要做個好

景文人，故亦名「警鐘」。鐘臺矗立在「圓夢臺」上，與後方櫻花、

南洋杉等花木相結合，更增添整體環境藝術美感，如此優美情境，

總是吸引著師生上臺歡樂、照相，尋求成功圓夢之道。 

2.與設計群科課程結合，在信實樓廁所內與一樓走廊牆面上，張掛學

生作品，使學生能有擁抱自信、發揮才藝的舞臺，亦能美化環境，

頗受學生喜愛。 

3.各大樓樓梯轉角平臺的牆面上，張掛具中國風的木質窗花裝飾品，

讓師生在移動的過程中，亦能感受人文藝術的氛圍。 

4.景文藝廊兩側入口處，分別建置了天空之樹，搭配多變化的線條造

型與燈飾，是本校設計群科師生的創意設計，廣受師生喜愛。藝廊

地板另設置有 3D地景圖案，總是吸引參觀的來賓師生停留，拍下美

麗倩影，也為校園環境再增一項藝術美感的情境布置。 

5.學務處外廊，每年結合畢業班考前祈福活動，廊頂掛滿師生的祝福

及願望，成為學長姐的祈願走廊，為校園再添一處情境布置。 

2.3.2

校園

藝術

環境

能融

合學

校願

1.為發展本校高職部商科特色，於實習處前設置格子趣展示櫃，展示

商科實習商店每季主打商品，目的在於傳達促銷主題與增加商品曝

光度，提升學生購買的意願，此處亦成為校外師生參訪的亮點。 

2.2016世界設計之都─校園餘裕空間設置設計家聚落，進駐各設計家

團隊於本校，打造校園藝術空間。 

3.將本校品德教育核心價值實踐項目「尊重、責任、誠實、自律、感

恩」，暨高職部學生願景「三國時代：狂取國家乙級證照、搶進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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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與

特色,

增加

師生

參與

互動,

結合

社區

和學

校資

源 

科大門票、豪奪國際競賽金獎」以帆布輸出，置掛於景德及謙敬樓

外牆，讓師生每日進校都能看見，時時提醒學生重視並實踐之。 

4.以「友善校園」、「品德教育」為主題，設計 50幅勵志、揚善的三好

實踐標語，張貼於各大樓樓層明顯處，隨時督促師生能實踐「存好

心、說好話、做好事」的良善行為。 

5.結合社區和學校資源，首創全國第一所由表演藝術團體優人神鼓和

學校合作的「優人表演藝術班」，整合音樂、舞蹈、武術、擊鼓和靜

心課程。「景優班」學生術科課程於永安藝文館「表演 36房」及「山

上劇場」上課，場地寬敞標準，讓學生得以盡情揮灑。 

6.主動參與社區活動，如文山區社區及校園圍牆彩繪、淨山淨溪、動

物園公共服務、各校體育表演會等。 

7.學測.指考.會考.統測前，由導師帶著自願的學生至指南宮、集應

廟、忠順廟許願祈福，係社會課程與社區宗教習俗融合的教學活動。 

8.定期舉辦「社團成果發表.才藝競賽」，展現學生多元藝術能力。 

9.高職部辦理設計類群專題製作成果展，邀請設計師到校與學生交

流，豐富學習情境。 

    
景中.景鐘 歡樂圓夢臺 學生作品牆 中國風牆面 

    
3D地景圖案 格子趣展示櫃 設計家聚落 品德實踐項目 

    
高職部願景 三好實踐標語 寬敞標準 36房 社區圍牆彩繪 

指標 2.4營造美感的校園教育情境 

標準 學校實施成效、特色優點 

2.4.1

藝能

科教

室布

置豐

1.景文藝廊定期佈展各類科學生成果展，並提供校內、外師生觀摩，

提高學生作品展出機會，豐富學習情境。 

2.迎接 STEM 教育發展時代來臨，整合生活科技、資訊及學生創意發想，

建置機器人教室，提供學生實作及作品展示場域。 

3.音樂教室張貼音樂史中重要音樂人士事略的情境布置，提升學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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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

學生

作品,

收情

境教

育之

效 

音樂學習外的人文素養；另設有琴房，提供學生課餘時間練習。 

4.建置繪圖與製圖教室各一間，提供學生美術、繪畫與製圖的學習。 

5.建置先進的 Wacom液晶感壓繪圖板教室，提供學生結合電腦繪圖的

新觀念與新技術，以期畢業後能擁有與業界無縫接軌的能力。 

6.建置實習商店教室，購置有商品展示櫥櫃、冰櫃、收銀 OCR系統等

設備，提供小資創業的學習機會與空間。 

7.配合春節時令張貼創意春聯：由國文教師講解有關春聯平仄、押韻

的原則，再以實際操作方式教授書寫春聯的技巧，完成後張貼於門

窗上，讓校園充滿過年喜慶氛圍。 

2.4.2

校園

彩繪,

規劃

庭園

美感

景致,

設計

Logo.

視覺

傳達

系統

或提

供族

群美

學意

境 

1.由廣設科學生將學校的重要活動與社團表演意象，在創新樓電梯之

電梯門，進行彩繪布置，增添校園美感。 

2.校園景觀重新規劃，降低花臺高度，增設休憩平臺與步道，提供師

生多處隨地坐下休憩的地方；保留老樹，分區植栽美化，展現層次

美感，讓校園裡一年四季皆有花朵觀賞；整修櫻花林園中之歷史性

建物，設置多組休閒桌椅，提供師生舒適的庭園休閒空間。 

3.謙敬樓外牆，掛置有本校高職部「四個類群 Logo」及「三大學習目

標」的大圖輸出，色彩鮮艷、亮麗奪目，清楚的讓親師生明瞭學習

方向。 

4.設計大玩繪：將舊課桌椅暨酒甕予以彩繪，並放置到各大樓餘裕空

間和校內花園處，除提供學生美術繪畫機會外，也提供師生另一休

憩、討論的場所及視覺饗宴。 

    

美麗的電梯門 舊酒甕換新裝 校園角落裝置 校園角落美化 
 

    
製圖教室 Wacom繪圖板教室 實習商店教室 機器人教室 

項目 3.自然科技的校園 

指標 3.1 建構自然的綠色建築環境 

標準 學校實施成效、特色優點 

3.1.1

學校

建築

依永

續或

1.近年在董事會支持下，進行多項校舍整建工程，且依永續經營或綠

建築觀念，選用綠建材修建，如演藝廳、多功能階梯教室、男女生

宿舍、景文藝廊、各大樓廁所、校史室等場域之修繕，牆壁油漆皆

選用無毒溶劑環保漆。 

2.勤勞樓進行屋頂防水工程，施作時加鋪隔熱層，可有效達到防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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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建

築觀

念新

建.整

建.修

建或

改建 

熱效果，節省冷氣用電量。 

3.學校設備依節能減碳目標，進行汰舊換新，如燈具更換為 T5節能燈

具，水龍頭加裝省水裝置，空調設備採用省電變頻分離式冷氣，廁

所照明加裝自動感應器材，另建置電力需量監控系統，隨時掌控學

校電量分佈，落實推動環保節能政策。 

4.建置配有自動噴灌系統與強力風扇之溫室，由專人管理並培植各類

苗栽，提供布置美麗校園的情境。 

5.訂有完整的設備檢查與維修處理流程。 

3.1.2

強化

校園

自然

景觀

生態,

擴增

綠覆

地和

透水

性鋪

面,加

強綠

化美

化 

1.重視校園環境綠化與植物多樣性，廣植地毯草、蜜源性開花植物，

建置自動噴灌系統，擴增校園綠覆地面積。 

2.球場四周建置圍網，攔截球入園中，毀壞植栽。圍網及網柱採與植

栽同色系，強化校園自然景觀的美化綠化。 

3.景德樓前中正亭林園，結合具歷史性的南洋杉老樹與中正亭，園中

植有櫻花、桂花、杜鵑花、辛宜花、繁星花等植物，常見各種鳥類

穿梭園中及築巢駐留，每逢開花季節，總吸引師生爭相拍照留念。 

4.鋪設透水性塑木休憩平臺，並設置多組休閒桌椅，提供師生欣賞及

休憩活動的空間。 

5.分配同仁責任管理區，定期整理花樹草地、修剪大型樹木，維護校

園綠化美化。 

6.建置校園植物解說牌，降低花臺高度，擴增觀賞視野，搭配花園中

的行走步道，讓師生容易親近、了解各種植物。 

7.景文小田園運用校園空間整地，土耕面積達 116㎡，樓頂水耕面積

12㎡，成立景文農耕社、園藝社團，培育班級小農夫助教，協助農

事體驗安排及植栽維護；小田園教育融入各科課程食農教學，結合

生命教育、生態教育、生活教育。 

    
互動式階梯教室 多功能景文藝廊 自動噴灌系統 塑木休憩平臺 

    
球場圍網 植物解說牌 景文小田園 水耕小田園豐收 

指標 3.2 建置永續校園的教育情境 

標準 學校實施成效、特色優點 

3.2.1 1.設置環教推行小組，研訂環教課程及宣導活動，融入各科教學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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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

永續

校園

建築

和景

觀,作

為學

校本

位課

程,並

融入

各科

教學 

遴派教師研習，取得環保教育人員認證，落實推動學校環境教育。 

2.配合環教議題，辦理全校教職員工生環境教育研習，落實環教宣導

活動，如：新生體驗營、校外教學活動、講座、環保體驗、防災宣

導、服務學習環境教育之旅，達成每年 4小時的環教研習時數 100%。 

3.資源回收場與垃圾場分開設置，培訓環保志工，協助分類回收處理，

確實要求班級落實「正確分類，再出教室」目標，收集實驗室廢水

完封送至專門單位處理。 

4.規劃永續校園的景觀工程，保留原有 40年以上的樹木，降低花臺高

度，廣泛鋪設草坪，展現層次美感，讓校園景觀更具親和性。另分

別設置田園、茶園、花園、果樹與庭園等景觀區域，各區花園內種

有不同植物，既是校景也是優質的教學場所。 

5.體育組每年辦理淨溪越野賽跑，藉此提醒師生珍惜自然生態資源。 

6.開設與生態探究有關的社團，學生在生物科師長指導下，每年都會

進行生態與環境相關的小論文專題研究，並參加科展及全國中學生

小論文比賽，成果豐碩。 

7.闢建小田園及屋頂水耕場地，供師生、社團依季節及需求栽種、認

養、觀察與教學，收成蔬菜辦理愛心認購，培養師生愛物惜物美德。 

3.2.2 

布置

環保

教育

情境,

落實

節水.

節能.

減廢.

減碳,

加強

閒置

空間

再利

用 

1.將環境教育納為教室布置主題之一，並利用電子看板、佈告欄及景

文公報，進行環保教育議題宣導。 

2.推動節能環保教育，落實節水、節能、減廢、減碳： 

(1)各班依教室冷氣空調使用原則，設置讀卡機，以使用者付費觀

念，促使學生珍惜電能，節省電費開支。 

(2)確實執行綠色採購，優先採購環保標章物品。 

(3)裝設智慧型電能管理監控裝置，進行校園電力監測，若有超約，

監控系統自動進行電力控制。 

(4)廁所加裝自動感應器具，中正亭前球場夜間照明設備皆改用高效

能 LED 200W燈具；全校教室更換為 T5 燈具，節省電費支出。 

(5)校園路燈、蒸飯箱與冷氣機由定時器控制送電時間，達節電成效。 

(6)全校採用電子控制面板飲水機，可設定節電時間，連續假期則關

閉電源，以節省能源。 

(7)各大樓電梯憑卡感應使用(創新樓六樓除外)，並鼓勵師生勤走樓

梯運動，上、下四樓以內儘可能不搭乘電梯，以節約用電。 

(8)電腦主機、顯示器、印表機…等電腦產品於不作業時間超過 5~10

分鐘，便須進入「睡眠狀態」。 

(9)水龍頭加裝省水裝置，不定期檢測各水龍頭、廁所水箱及飲水

機，珍惜水資源避免浪費。 

(10)辦公室紙張雙面列印，落實紙張回收再利用；於影印機、印表

機旁設置廢紙回收箱，落實資源回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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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每學期辦理二手書衣回收活動，回收制服、教科書及學用品，

提供有需求學生領用，培養學生惜福愛物觀念。每學年二手制

服回收約 400件、教課書約 2,100本、學用品約 900件。 

(12)推行校園資源回收、垃圾分類與廚餘回收，有效做好校園垃圾

減量措施，每學年資源回收的收入約 6萬元。 

(13)落實校園禁用一次性餐具政策，午晚餐全面供應 304不銹鋼餐

具，各項會議自備環保杯。 

(14)定期修剪花樹草地，美化綠化校園角落，並積極處理落葉堆肥。 

3.因校地空間不大，故須積極活化校內場地，朝向多功能設計使用： 

(1)為支援本校特色課程，將原本的教室空間轉成 MAKER 教室、英語

情境教室、階梯教室、實習商店、3D 列印教室等，成為學生驗

證課程理論的最佳實習場地。 

(2)圖書館館內閱覽室空間有限，故在館外長形走廊，擺設由設計群

科學生彩繪的桌椅與書櫃，讓閱覽空間得以延伸到館外。 

(3)便利商店前方原是有女兒牆的走廊，經改建打掉並加鋪大面積塑

木平臺，與中正亭園連結，臺上並擺設三組休閒桌椅組，不僅提

供師生一個休憩的空間，亦成為師生飲食互動的適宜環境。 

(4)規劃多功能校史室，展示包含學校歷史記憶之環境建築照片與文

物典藏，另可做為會議、研習、訪客接待與餐敘等活動的場地。 

(5)信實樓廁所內與一樓走廊牆面上，張掛學生作品，使學生能有擁

抱自信、發揮才藝的舞臺，亦能美化環境。 

(6)演藝廳提供校外機關團體，於假日借用辦理活動，除可將本校優

美、雅緻的校園環境與設施，展現於校外人士眼前外，亦可增加

學校經營效能。 

    
新生體驗營 環境教育之旅 淨溪公共服務 生物觀察社 

    
二手書衣回收 不鏽鋼碗營養餐 英語情境教室 3D 列印教室 

指標 3.3 設置科技的學校環境設備 

標準 學校實施成效、特色優點 

3.3.1

校舍

1.校舍建築建置現代化資訊設施： 

(1)建置完備校園廣播，依需求提供室內、樓層走廊及戶外分開廣播。 



22 

建築

和教

學環

境設

備,建

置現

代化

資訊

電腦

和科

技設

施 

(2)建置完善的電話聯絡系統，設置十線可自動跳接的學校電話，提

供教職員工辦公室分機共 125線，各處室配置傳真機乙部，與可

撥打手機與外縣市電話的八條專線。 

(3)校門及圖書館上方，裝設數位電子看板各乙部，播放校園重大訊

息；教務處前走廊裝置 55 吋數位液晶電視，以電視影像播放公

告資訊與活動影音。 

(4)健康中心設置 e化傷病管理系統，可提供校護即時記錄、網路查

詢與統計學生傷病與初步處理情形，能有效提升護理工作與照顧

學生品質。 

(5)教學大樓及學生宿舍採智慧型防災警報系統和火災自動灑水器。 

(6)建置校園安全網路監視系統，並由警衛與值班人員 24小時監

控，可隨時監看校園各個角落。 

(7)校內計算機中心建置各種伺服器，由資訊組管理，提供各項資訊

服務，並建置校內網路硬碟，供各處室行政人員交換資料使用。 

2.教學環境建置現代化資訊設備： 

(1)建置行政與教學的 e化平臺，提供行政支援及簡化行政流程，發

展教師資訊應用能力及教學檔案的分享機制。 

(2)全校無線及光纖網路系統建置完善，辦公室、班級、專科教室、

圖書館都有充足的資訊設備。 

(3)班級皆設有單槍投影機、珠光幕、桌上型電腦，可配合教室擴音

設備，進行多媒體教學使用。 

(4)圖書館建置電腦查詢資料區，供師生上網查詢數位資料之用。 

(5)建置具創意設計思維的現代化資訊電腦和科技設施專業教室，以

推廣數位融合學習，激發各社群教師發展創意課程。如：演藝廳、

景文藝廊、智慧生活&機器人教室、英語情境教室、階梯教室、

製圖教室、Wacom專業繪圖教室、3D列印教室、多媒體中心等學

習場地。 

3.3.2

水電.

照明.

空調

和消

訪設

備等,

設置

模組

式.自

動化

1.24小時校園監視攝影系統、消防火警安全系統隨時連線，滅火器配

置符合消防法規規定，並定期檢查，以確保校園安全。 

2.景文大道路燈及校園中央籃、排球場夜間照明設備，設置定時器，

廁所設置自動照明系統、節能風扇與紅外線感應小便斗，以節省照

明用電。 

3.採智慧型飲水機，設定課後休眠時間及假日關閉，節省用水用電。 

4.各大樓冷氣空調供電設備，設定時器，進行統一控制，節約用電。 

5.設智慧型電能管理監控裝置，進行校園電力監測，若有超約，監控

系統自動進行電力控制。 

6.水塔馬達設置自行偵測水位設施，確保用水無虞及省電。 

7.熱食部皆設有瓦斯遮斷器、緊急照明燈、逃難指示燈及滅火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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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

動監

測系

統 

便利快速得知及時因應。 

8.健康中心設置視力檢查機、自動身高體重機、自動血壓機等健康檢

查設備，與自動感應式洗手設施。 

9.設定校園網路安全系統，設置網路防火牆。 

    
校園廣播器 電話主機系統 防災警報器 紅外線感應便斗 

指標 3.4 建立校園的資訊管理系統 

標準 學校實施成效、特色優點 

3.4.1

建置

校園

網路.

無線

上

網 .

電子

導覽.

校務

行政

管理

系統

等資

訊系

統環

境 

1.打造無線網路環境：景文校園每間教室皆設有個人電腦及有線網

路。網路骨幹設備有 1條 100mb 對 100mb線路、2條 140mb中華電

信線路、20mb市網中心線路，共四條對外網路頻道，103學年起全

面架設無線網路環境，無線網路基地臺共 83臺，分別設置於勤勞樓

24臺，景文樓 13臺，信實樓 24臺、景德樓 11臺，謙敬樓 7臺，

覆蓋率達校園 80%，預計於 105 學年度達 95%，全面提升行政優質環

境，供全體師生進行行動教學使用。 

2.強化雲端功能：景文有國中部、高中部、高職部三個學制，在行政

事務上，國中部使用教育局統一規範的「臺北市國中校務行政系

統」，高中職則與「欣河資訊」合作建立校務行政系統。另外，還有

學生事務、教學/學習平臺、行政事務平臺等 27套雲端服務。 

3.建構行政 e化服務系統：有系統性及 SOP標準作業流程的工作方式，

以提升工作效能，減少因人員異動造成的風險。行政 e化系統包括：

學生成績計算系統、學籍管理、出缺勤紀錄、獎懲紀錄、輔導管理、

圖書館 e化、數位監視錄影系統等。 

4.強化資安防護管理機制：為確保資訊安全，以 sonicwall 建造實體

防火牆加上 NOD32防毒軟體建立對外防範壁壘，同時更以電腦教室

網路與行政分流技術，全面防護資料安全性。雲端儲存設備中建置

1臺 4TB newnas 為資料交換使用、1臺 Nimble 8TB提供各處室系統

使用、6TB nas平臺備份使用、8TB儲存空間提供異地備份。 

5.建置景文 APP、Iamschool行動平臺，串聯 google map 申請校外道

路連結校園地圖形成校園電子導覽。行動平亦整合學校公告、行事

曆、家長聯絡事項、營養午餐等資訊。 

3.4.2 

教室

設置

資訊

1.班級教室設置個人電腦、單槍投影機、珠光銀幕、擴音設備與有線

網路，以提升 e化教學效果。 

2.103學年配合國中部大樓修繕工程，建置班班電子白板、超短焦投影

機及投影伺服器等數位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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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設備，

建構

成分

散式

即時

教室，

並建

置數

位教

學平臺 

3.高職部備有平板 ipad及 Wacom 專業繪圖教室，讓教師教學不再侷限

於黑板書寫，藉由資訊設備讓學習更加活化有趣。 

4.建置數位階梯教室，仿造自哈佛大學教室，讓師生可以自主的互動

教學。教室配有 mini pad、apple TV、無線串統投影伺服器*2、投

影機*3、投影布幕*3、無線基地臺*5、資訊講桌*1、個人電腦*1、

無線麥克風等設備。 

5.建置教學、班級經營分享平臺，學校建置有雲端社群播客系統平臺，

平臺以社群領域分群方便教師分享教學課程設計與教學方法。在社

群中擔任導師工作的教師，可在平臺內記錄自己的班級經營，亦可

讓其他導師在平臺內互相觀摩學習不同的帶班方式，是一個提供教

師們全方位教學經驗相互交流分享的平臺。 

6.校園數位學習教材網頁以免費資源分享為主軸，內容包含學校教育

人員生活美感、本土語言教學資源庫、愛學網、學測指考教學影片、

學測考試影片、酷課閱讀、臺北市政府線上資料庫知識管理平臺。 

    
無線網路基地台 電子白板 雲端社群系統 數位學習教材 

項目 4.學習資源的校園 

指標 4.1 提供學生可操作學習資源 

標準 學校實施成效、特色優點 

4.1.1

實驗

室.音

樂.家

政、桌

球室

等專

科或

校本

課程

教室，

學生

皆有

足夠

的可

操作

設備 

1.因應師生教學活動之需，設置多功能視聽階梯教室、自然與生活科

技教室、物理、化學、生物實驗室、電腦教室、家政教室、音樂教

室、語言教室、桌球室等專科教室。課桌椅配備依各科需求不同設

計，方便學生操作，提升教學品質。 

2.實驗室配備安全實驗器具及緊急沖淋器，提升學習安全性。 

3.音樂教室位處謙敬 5樓，可排除干擾，提供多樣表演藝術學習。 

4.室內活動中心建置軟墊，學生操練便利安全。 

5.成立特色教室，支援特色課程，如機器人創客教室、英語情境教室、

座艙情境場地、製圖教室、Wacom電腦繪圖教室、各類電路實習工

場、實習商店、攝影棚、景文藝廊等專業教學場地。各專科教室內

置有足夠設備，提供學生上課、實習時操作使用，以提高學習效能。 

6.針對身心障礙學生個別需求，協助申請輔具、學障有聲書等。 

    

物理實驗室 化學實驗室 生物實驗室 家政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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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資訊

設備.

學校

攝影

棚.走

廊電

子平

臺等,

提供

學生

下課

時申

請自

由操

作 

1.教室的 e化設備，經老師同意，學生可自行操作使用。 

2.專科教室可依課程需求登記使用，讓學生學習。 

3.數位攝影棚、電腦教室設備課後開放，學生可依管理辦法登記使用。 

4.自然科若需課後延伸學習，提供實驗室讓學生探索操作，自然科老

師或設備組長配合留守支援。 

5.圖書館設置電腦查詢資料區，提供學生上網查詢、列印數位資料用。 

6.多功能教室、校史室、活動中心、景文藝廊、演藝廳等空間，開放

供社團開會、練習等活動使用。 

7.學生社團經指導老師同意，可依需求登記借用單槍投影機、筆記型

電腦等設備。 

    

語言教室 座艙情境場地 電路實習工場 數位攝影棚 
 

    
音樂教室 桌球室 緊急沖淋器 身心障礙輔具 

指標 4.2 建置便利的學習環境設備 

標準 學校實施成效、特色優點 

4.2.1

設置

學習

資源

中心

(或圖

書

館),

提供

室內

外豐

富多

樣的

學習

資源,

1.建置完備的圖書館舍與資源： 

(1)圖書館館舍總面積 220平方公尺，環境舒適涼爽，藏書 30426冊，

期刊 57種，9部查詢電腦，黑白及彩色列印機各 1部，影印機 1

部。配置採多功能取向，設有資訊查詢區、參考資料區.、漫畫

區、書庫區、閱覽區及服務區。 

(2)編列經費充實圖書、豐富館藏： 

a.每年編列圖書專款預算 6~20萬元，增購最新圖書資料。 

b.辦理師生推薦好書活動，滿足師生教學與閱讀需求。 

c.新書到館均製作條碼編目管理，並以電腦處理借還作業。 

(3)多元化辦理圖書館利用教育，成效良好： 

a.新生入學時辦理「認識圖書館之旅」，增強利用圖書館資源的

查詢能力。 

b.定期推出新書介紹專欄。 

c.圖書館設有網址提供線上資訊檢索，含[圖書線上查詢系統]、

[最新消息]、[新書快訊]、[佳文共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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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

學生

主動

學習 

d.圖書館延伸服務： 

(a)每學期與人間福報合作辦理讀報教育。 

(b)每學期辦理 3次「喜閱列車出訪」活動，將好書送到各班。 

(c)每學期辦理 2至 3次書展。 

e.本館館際連結：「線上資料庫」、「國文深耕網」、「英文單字擂

臺王」、「高中職校園閱讀網」、「高中三魚網」、其它網路資源

等，供師生在教學上、學習上使用。 

f.積極推動閱讀活動：「佳文共賞」、「閱讀代言人遴選」、「人間

福報閱讀」、「喜悅列車出訪」、「晨光讀書會」、「閱讀沙龍」、「閱

讀護照」、「悅讀達人」、「悅讀班級」等活動，自 101學年度起

迄今，連續 5年皆獲「高職人文閱讀活動績優卓閱學校獎」。 

g.鼓勵學生參加全國中學生「讀書心得」及「小論文」寫作比賽，

104學年度讀書心得寫作參賽 194件，獲獎 119 件；小論文寫

作比賽參賽 31件，獲獎 16件，成績皆列私校前茅。 

(4)圖書館外廊加設學生彩繪坐椅與擺設過期雜誌與贈書，營造出另

一種閱讀氛圍，令師生心胸開闊收境教之效。 

2.建置「實習商店」及「格子趣商品展示櫃」，置放經市場調查的流行

性商品，經由實體商店銷售行為，與結合網路的線上銷售，提供商

業類科學生進行課程理論的實習機會與售貨體驗。 

3.於團體輔導室設置 4部電腦，供一般及身心障礙學生自主學習或特

殊考場使用。 

4.於信實 205教室設置資源教室，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分組教學及適性

課程輔導使用。 

5.段考及期末考提供特殊考場服務，提供單人考場，少人考場，電腦

報讀，延長考試時間…等服務。 

6.建置數位學習平臺，蒐集教師教學講義、學習資源軟體、各類考試

題庫、專題演講、升學資訊、練習式測驗等，學生可上網選用。 

4.2.2 

圖書

館.合

作社.

球場.

社團

辦公

室等,

學生

下課

易匯

1.戶外的籃、排球場位在校區中央位置，可讓學生在下課時容易抵達，

進行各種球類與體能活動，每節下課皆有學生運動。 

2.合作社及熱食部相鄰建置在景德樓一樓，前方即為寬廣的中正亭林

園休憩平臺，除可方便學生就近購買食用，亦能有效疏散購買人潮。 

3.中正亭林園與休憩塑木平臺位於校園中央，周圍也建置有景鐘圓夢

臺景觀，是本校學生活動、老師教學最常使用的場域。 

4.降低籃、排球場周圍各花臺的高度，並加寬排球場至大樓之階梯長

度，可提供足量的座位，讓師生匯集觀賞球賽、聊天或討論。 

5.合作社所在二樓為社團辦公室，地下室則是熱音社練習場地，前方

則設置有休閒桌椅三組，提供便捷的學生集合與活動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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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空

間,應

有便

捷動

線 

    

館藏區 電腦查詢區 圖書安全系統 處理借還書 
 

指標 4.3 布置優良的飲食互動環境 

標準 學校實施成效、特色優點 

4.3.1

設置

餐廳.

合作

社,提

供多

樣的

餐點,

滿足

學生

餐飲

需求 

1.訂定本校「校園餐飲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成立校園餐飲管理委員

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乙次，負責督導本校餐飲場所的設置與營

運，提升飲食環境的管理及衛生安全。 

2.近年與優良廠商「長揚開發食品公司」訂定合約，活用校園空間，

成立熱食部與合作社，提供多樣式的餐點，滿足師生餐飲需求。 

(1)熱食部設七個攤位，提供便當、麵食、焗烤、漢堡與素食等多樣

性餐點，供應早、午、晚三餐，滿足學生多樣的飲食需求。 

(2)合作社採與校外便利商店型態相同的營運模式，供應多樣性的餐

點及飲品，也提供校服、文具與簿本的販售。 

(3)規劃妥適之用餐動線，便於取餐與用餐。 

(4)設定健康少油、低熱量、營養均衡的菜單，每周提供菜單給班級，

鼓勵學生團訂；廠商設置營養師，對於供餐品質嚴格監控。 

(5)師生購買餐飲或物品，一律採用儲值刷卡消費方式，禁止使用現

金交易。 

(6)落實校園禁用一次性餐具政策，禁止使用紙杯，餐盒紙碗全面改

為 304不銹鋼餐具，餐具回收，由校外合格優良廠商清洗。 

3.辦理師生用餐滿意度問卷調查，有效提升餐飲、食材及環境品質。 

4.在備餐、供餐時段，安排餐飲委員輪值稽核，以維餐飲衛生安全。 

5.每日餐飲檢品依規定留樣標示保存，以備查驗。 

4.3.2

布置

溫馨

合作

社.舒

適用

餐區.

有簡

便飲

食區,

提供

學生

1.便利商店前方的塑木平臺休憩林園區，設置有三組含大型遮陽傘的

休閒桌椅，中正亭內也有桌椅陳設，周圍的花草綠林，提供師生優

良、舒適的餐飲互動環境。 

2.熱食部二樓後方，設置有可容納約 30人的潔淨用餐飲食區，同時也

是師生課餘時間聊天、休憩的場所。 

3.廠商依年節慶典，在營業場域，布置溫馨合宜的環境氛圍。 

4.鼓勵學生回班級用餐，透過溫馨的教室布置，提供學生與導師輕鬆

的用餐環境，藉此宣讀「景文公報」，叮嚀提醒學生知悉各處室重要

事項。並可就近使用廁所的洗手臺，進行餐前洗手餐後潔牙。 

5.於部分廊道空間擺設學生彩繪的課桌椅組，增添師生下課時間的飲

食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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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

餐飲

互動

環境     

熱食區 儲值刷卡消費 餐具回收 宣讀景文公報 
 

指標 4.4 提供學生多樣的活動設施 

標準 學校實施成效、特色優點 

4.4.1

提供

學生

下課

休息

或課

餘時

間,多

樣的

室內

外運

動.休

憩和

互動

之空

間與

設施 

1.位於校區中央的籃、排、羽球場，是學生下課與課餘時間，最喜愛

的運動及休憩空間。 

2.設置室內運動場，場館內建置有桌球室、籃球框架、棒球打擊練習

場、體能訓練室及安全地墊，提供師生運動及教學。 

3.鋪設木質地板的活動中心，是本校韻律、瑜珈與熱舞社學生活動的

場地，也是集會、表演與互動學習的空間。 

4.設置室內高爾夫球推桿練習場，可提供學生練習高爾夫球。 

5.圖書館外廊設坐椅與擺設過期雜誌與贈書，營造另一種閱讀氛圍。 

6.輔導室的個諮室及團輔室，提供師生課餘互動與休憩空間。 

7.在部分樓層走道盡頭設置學生彩繪的課桌椅組，是鄰近班級學生討

論或休憩空間。 

8.加寬排球場至大樓之階梯長度，並降低籃排球場周圍各花臺的高

度，提供足量的座位，讓師生觀賞球賽、聊天或討論。 

9.便利商店前塑木平臺休憩區，設置三組休閒桌椅，與鄰近之中正亭

花園，搭配櫻花樹林，已是親師生心靈交流、休憩的最佳場所。 

10.美食街二樓設置簡潔之餐桌椅，可供師生用餐或聊天休憩場所。 

11.熱食部布置有鄉土文化情境走廊，並建置兩處休憩花檯與桌椅用餐

區，提供師生在人文氣息中購餐、互動與休憩。 

12.認養學校對面的恆光運動公園，可延伸體育課活動空間與社團活動

場地。 

4.4.2

提供

學生

社團.

班聯

會等

學生

團體

之活

動.展

演及

1.創新樓演藝廳座位舒適、影音燈光系統設備齊全，為本校辦理室內

活動的主要場地，如校慶典禮、學生社團成果發表、各項藝文活動

比賽、專家學者講座、會議研習等。 

2.謙敬樓活動中心設有小舞臺、音控室、單槍投影設備與木質地板，

可供 250人的小型集會，也是本校熱舞社學生活動的空間。 

3.謙敬樓室內運動、武術隊等社團的活動場域。 

4.購置多項打擊樂器、電吉他及音箱等相關器具，於景德樓地下室設

置可供熱音社學生活動練習的場地。 

5.設置社團辦公室，提供班聯會與各社團進行討論與相關活動使用。 

6.典禮臺是學生平時練習與才藝展演活動的空間，也是大型集會及優

良學生選舉競選活動的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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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

之空

間與

設備 

7.創新樓學務處前長型走廊，可提供班級或社團在此活動、練習與討

論，也是校園角落表演的場所。 

8.中正亭林園區，亭內現代風格的石材桌椅，與亭後塑木平臺區之休

閒桌椅，提供各社團、班聯會等學生團體集合、討論、活動、展演

及休憩的空間。 

    
室內棒球練習區 啦啦隊賽前練習 高爾夫練習區 超棒演藝廳舞台 

 

肆、推薦參選向度校務評鑑委員評鑑報告全文 

一、優點與特色 

l.為營造安全及健康的學習環境，在安全環境設施的規劃與管理方面：該校

七棟建築物，曾進行結構補強及裝修工程，並取得使用執照。整修老舊廁

所、綜合教室改為視聽階梯教室及地下室演藝廳整修等，讓學生有更舒適

及優質學習環境。已建置無障礙學習設施，計有無障礙電梯 3部、三處無

障礙坡道，增修不鏽銅扶手、新建置無障礙廁所 5間、於各棟樓樓梯踏步

鋪設防滑面層，建置安全的學習環境。校圍設施更新及管理上，一般教室

及行政辦公室更換 T5省電燈具，已全部完成，以節約能源。教學設備訂

有維護管理辦法；與各廠商簽約，每月對機電、電梯、飲水機設備等進行

定期養護。每年定期消防設備申報及檢修。安維資源機制的整合與執行上，

已做好資訊系統安全保密工作管理，包括：購置全校授權防毒系統、電腦

自動更新、建置防火牆、監控流量及連線、定期備份、教育訓練等。而保

護資通安全及個人資料工作之特色為：辦理全校性教職員工資訊安全教育

研習、辦理學生資訊安全教育研習、建置 sonicwall硬體防火牆及購置

NOD軟體防毒系統。組成危機處理小組，建立危機應變機制、危機事件的

處理、危機預防資源的整合。設置監視攝影機共計 192架，避免有校園死

角。 

2.透過校園總體營造，校園閒置空間被充分利用，豐富藝文展演。20l6世

界設計之都－校園餘裕空間設置設計家聚落進駐，打造校園藝術空間，與

角落文化藝術布置，處處令人驚艷，營造出人文校園氛圍。在營造永續校

園教育情境上，課程與活動具體落實節能、減廢，永續環境教育，營造「有

品有德」的溫馨友善校園。科技環境設備的設置與運用：已建置無線網路

基地臺共 83 臺，無線投影伺服器 30臺，每間教室配有個人電腦 1臺等。

學習資源網絡之建置與運用方面，經由控制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及靈活使

用資源，讓有限的資源發揮最大的效益。同時積極發展國中、小及高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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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校橫向互惠的夥伴關係；並拓展 20所大學、科技校院上下垂直的策咯

聯盟。透過多元類別社團，提供學生自我試探與潛能開展機會。另辦有菁

英培訓課程，由教師發揮己長，針對其開設課程，有興趣的學生做專才培

訓。至於學習資源之整合，則收集、更新學校內外部自然資源，有效加以

利用，善用社區環境硬體資源，豐富教學活動，鼓勵學生積極參加校內外

學科研習及跨校選修，提供特殊學生專業人員輔導，絕不放棄任何一個孩

子。 

3.已營造完備的圖書館與資源，編列經費充實圖書、豐富館藏，多元化辦理

圖書館利用教育，提供線上資訊檢索，圖書館延伸服務，館際連結：「線

上資料庫」、「國文深耕網」、「英文單字擂臺王」、「高中職校園閱讀網」、「高

中三魚網」、其它網路資源等。 

4.已建置家長會及親師合作機制，邀請家長代表參與校務各項會議，暢通溝

通管道，爭取家長對學校的服務與認同，建立家長人力資料庫依需求從中

尋求協助，並辦理親職教育講座。在學校與社區的互動方面，與鄰進醫院、

政府機構、宗教圍體、社福機構、學校店家，彙整成社區資源網絡，積極

參與社區活動，爭取社區人力、物力、財力的支援：如聘任鄰近里長為學

校顧問、與優劇圍合作成立「優人表演藝術班」，培育國際藝術殿堂表演

人才，每天半夭至表演 36房學習術科課程、借用文山運動中心游泳池，

進行游泳教學和檢測。策咯聯盟與跨界合作上，與同類型學校、不同類型

學校、科技校院締結策咯聯盟學校，並辦理多項合作計畫。與校友之聯繫

與互動熱絡，隨時招收新會員並運用校友資源。 

二、問題或困難 

該校目前無活動中心、游泳池、室內大型集會場所等設備，一遇雨天，體育

教學、大型活動即受影響，殊為可惜。 

有些家長忙於生計，無暇全力關注孩童之學習狀況，也有部分家長缺乏教育

知能及教育理念，以致教師擔負更沉重之教育及教養責任。 

三、具體改善建議 

家長為學校教育合夥人，多辦理親職教育講座、學習工作坊、志工體驗營等

多予行銷，化阻力為助力，讓家長參與學校活動，瞭解學校，進而協助學校；

同時建立家長人才資料庫，在人力、物力、財力上爭取支援。其實該校均已

做的很多，只要再多號召那些不太參與的家長也來共襄盛舉，效果將更顯

著。 

四、對校務未來經營之建議 

無 


	封面Final
	臺北市106年度優質學校參選申請書

	校園營造_1063G002 _景文高中_申請書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