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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主題：永續校園創新局   整體營造灑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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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和煦陽光灑落一整個操場，學生們正興高采烈的在操場上跑步、追逐，這是

活力滿滿的畫面，經常在芝山呈現。芝山國小位於天母邊陲，早期是一片沼澤地，

後因區域環境優雅，加上美國學校、日僑學校座落於此，故本地總給人休閒自在

感覺，移入之人口也日益增加，民國 79年，「芝山國小」就在人口增加的需求下

誕生了。 

    這裡環境清幽，東、南側緊鄰陽明山山麓(仰德大道)，這樣的半口袋型社區

學校，使得芝山國小發展受到交通等限制，但也造就芝山國小成為社區學校的模

式，亦即人親、土親的濃厚社區意識。這裡的家長以身為社區、學校的一份子為

榮，即使孩子畢業了，但他們的心仍舊留下，成為這裡的樂齡學習者，抑或是芝

山的常駐志工。 

    這裡的老師，擁有一份特殊的教育熱誠，他們愛學生，當其他學校的導護老

師「撤回」學校內勤時，他們仍堅守崗位，繼續為孩子放學安全把關；許多的老

師犧牲午休，義務指導學生社團活動，讓學生有不一樣的學習；他們更常在學校

待到晚上六、七點，只為要給孩子更精采的教學，為學生奠定學習上的穩固基礎。 

    當然了，陽光普照的美麗芝山，在操場上，師生感受特別明顯。和煦的陽光，

滋潤了花草，同時帶給予學校師生無盡的歡笑與活力，故這次申請本案，我們特

以「永續校園創新局，整體營造灑創意」為標題。期待在「安全健康、自然科技、

藝術人文與學習資源」為主軸的發展上，讓芝山國小陽光普照、活力四射。  

 

關鍵字：永續校園、整體營造、芝山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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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本現況 
一、 設校歷史 

    芝山國小創校迄今已近三十年。學區環境優美、民風純樸；學校積極落實教

育政策、教育學子，使芝山更加茁壯，奠定今日發展基礎。我們以「永續校園」、

「整體營造」為目標，引導校務優質發展，使芝山邁向挑戰、創新求精的新紀元。 

(一)創校奠基期：75年至 81 年，創校築夢紮根基，奠基踏實展願景。 

 民國 75年 7 月「芝山國小」成立籌備處，借用福林國小辦公，整體規劃及校 

   舍工程奉令委託國宅處辦理，由蔡四山先生擔任籌備處主任。  

 民國 79年奉令成立，並於 79學年度開始招收學生，由士東、雨農、雨聲三 

   所學校撥入學區內學生 960人，合計 21班。教育局派蔡四山先生為首任校長。 

 民國 81年 12 月校舍落成典禮。 

(二)發展精進期： 81年至 103年，總體發展無底限，務實精進全方位。 

 民國 96年 10 月日風雨操場遮雨棚開放全校師生命名，結果以「芝星廣場」獲 

    選，並經詩人羅門與楚戈題字崁於柱基上。 

 民國 98年配合市政府都發局「亮麗校園」專案，「綠茵生態廣場」誕生。 

 民國 100年 12 月忠孝樓頂樓太陽光電工程完工。 

 民國 103年 9 月穿堂及大門完成整修，芝山門面煥然一新。 

(三)邁向卓越期：104年起，邁向優質永續經營，追求卓越 you & me。 

 民國 105年 5 月更換監視器並設置圍牆之電子圍籬，強化學校安全系統。 

 民國 105年 10 月以信義樓筏基基礎開挖，完成再生水回收沖洗女廁馬桶、陽

臺及田園澆灌系統，每年節省用水在 600噸以上。 

 民國 106年 9 月為永續環境發展，在仁愛樓進行筏基再生水供應系統工程， 

    為忠孝樓各樓層花圃、中庭花圃澆灌及廁所沖水用途。 

 民國 106年 10 月完成風雨操場金屬屋頂修繕工程，提供親師生更優質的活動 

   場域。 

 

 

二、 社區環境 

 本校位於陽明山山腳下，行政區屬士林區芝山里。社區有以下特性： 

(一)人文特性：鄰芝山岩文史專區，具歷史、人文探究之教育價值。 

(二)自然特性：近陽明山國家公園，提供豐沛的自然教育資源。 

(三)生活特性：生活機能完善，包含醫療機能（市立醫院陽明院區）、文教機能（士

林地方法院、臺北市立大學）、商業機能（大葉高島屋、新光三越百貨公司及

天母商圈）、交通機能（捷運及公車網路）、住宅機能（公共設施規劃完善）。 

(四)家庭特性：家長社經地位高，普遍關心教育，並且信任學校，願意付出並參

與各項教育活動。家庭功能多為健全，有利於教育之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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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校規模 

    教師及學生數規模 

國小 特教班 幼稚園 資源班 合計 
班
級 

學
生 

教
師 

班
級 

學
生 

教
師 

班
級 

學
生 

教
師 

班
級 

教
師 

班
級 

學
生 

教
師 

18 392 41 2 11 4 6 180 13 2 4 28 583 62 

106學年現行教師編制校長 1人，教師 62人（小學部導師 18人，科任 12

人，  兼任組長 7人，兼任主任 4人，幼稚園主任 1人，教保員 1人，教師 12

人，特教資源班教師 7人），師資學歷研究所占 36.2%，大學及大專院校占 63.8%；

行政人員 9人（護理師、事務組、幹事、約僱幹事、人事主任、會計主任），工

友 1人，總計 73人。 

 

貳、優質目標 

一、背景分析 

  (一)方案背景分析 

   1.重視生態，重視自然 

         學校周遭綠園生態環繞，是一個舒適休閒的綠校園。學校於 100年度設    

     置太陽能板，120片的太陽能板，提供 27.6KW 的電力，節省學校用電支出；             

     另在學校預算工程及總合治水工程中，設置生態工法之透水鋪面，使永續概     

     念更加深化校園內；又學校在創建伊始，即建置地下室筏式基礎，豐沛的水 

     源，近 2年陸續完成筏基再生水及風雨操場屋頂雨水回收系統工程。 

2.人文薈萃，家長社經地位及社區意識普遍較高 

      由鄰近大葉高島屋、士林 SOGO、新光三越、臺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及士 

  林地方法院，可看出這裡家長社經地位普遍較高；另外，這裡靠近陽明山麓，         

  具有豐沛的生態資源，是學校可資利用的最佳學習園地。 

3.校園規劃優質，動靜分明，有助於學生學習 

      學校建物與操場分開，動靜分明，可確保教師教學，不受操場體育課學 

  生高亢聲音干擾；「日」字形的建築物，則有利於行政、教師溝通；建築物 

  棟距適當，中間又有植栽舒緩，讓學習環境更加雅緻。 

4.教師具有專才，又有熱誠志工當後盾 

      教師具有熱誠及資訊專長，規劃校園資訊系統、線上借還書系統、線上 

  設備修繕系統等，充分發展資訊校園，節省人力；另部分(退休)教師具有自   

  然專長，能協助規劃自然領域多樣化學習，豐富學生田園、自然及生態學習；        

  更有熱心社區居民樂於擔任學校志工，提供學生學習更多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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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校 SWOT分析 

  依據學校各項條件，進行 SWOT分析，並就各項影響資源統整的重要因素，  

找出本校優、劣勢、機會及威脅點，作為擬定目標和具體做法之重要參考。 

         

分析 

項目 
S（優勢） 
Superiority 

W（劣勢） 
Weakness 

O（機會點） 
Opportunity 

T（威脅點） 
Threaten 

安全

健康 

1. 校舍堅固 。 

2. 監視系統和電子

圍籬設置完善，

強化安全系統。 

3. 操場跑道新設合

成橡膠地墊，彈

性佳且平整，方

便學生使用。 

1.學校無活動中心

(或體育館)，學生

體育課常受場地

限制。 

2.無游泳池，必須步

行到鄰近蘭雅國

中上游泳課。 

3.教學區與運動區

分開，減低學生運

動意願。 

1.以保全代替警

衛，學校人力調整

更具彈性。 

2.積極推動 SH150，

宣導運動健康。 

3.鄰近振興、榮總及

聯合醫院陽明院

區，健康可獲及時

照顧。 

 

1. 人力保全、人力外

包薪資低，異動相

對較頻繁。 

2. 學生受到家長較

多保護和關照，探

索解決問題之機

會較少。 

3. 校門口未設置斑

馬線，常有學生穿

越馬路情形。 

人文

藝術 

1. 學校規劃動靜分

明。 

2. 在穿堂、樓梯間布

置學生優秀作

品，以收相互觀摩

學習之效。 

3. 學校人行步道及

校園建築融入生

態及人文，使建築

更添人文氣息。 

1. 學校建物堅固不

用結構補強，降低

學校再次綠美化

之可能。 

2. 早期建物重視建

物實用性，卻少一

分孩童趣。 

3. 經費僅足供維

修，不易做整體校

園藝術創思。 

1.教育局各項(競賽

型)專案多，可提

供學校綠美化更

新機會。 

2.學校有優質書法

老師，是藝術校園

的瑰寶。 

3.運用周遭圖書

館，推動閱讀，涵

養校園人文氣息。 

1.資訊發達，3C產品

盛行，看電子產品

多於看書，人文藝

術不易沉澱與產

出。 

2.在減班壓力下，專

任美勞教師編制

將被取代。 

自然

科技 

1.善運用地下室筏

基供應再生水，校

園富永續概念 

2.屋頂建置太陽能

板 120塊，提供充

足的電力。 

3.校園中庭植物種

類多，可提供學生

學習使用，且亦為

休閒好去處 

1.學生人數減少，對

學生互動交流觀

摩與學習較不利。 

2.學校老師年紀偏

高，對挑戰議題較

為保守。 

3.欠缺資訊及自然

專業背景之老師。 

1.把握智慧校園政

策之補助與推動 

2.教育局鼓勵學校

推動行動智慧學

習，豐富學校可運

用之資源 

3.配合小田園、總合

治水與雨水回收

等良善政策 

1.3C產品普遍使

用，家長及學生深

受影響，造成學習

淺化現象。 

2.建置太陽能板、再

生水等硬體設

施，維修經費有

限。 

學習

資源 

1.圖書館藏豐富，設

備佳，並規畫多項

配合閱讀活動，有

效推動學生閱讀。 

2.家長普遍社經地

位高重視學生多

元學習，是學生精

緻學習最大支柱。 

3.社區意識高，志工

服務意願高，提供

學生學習動能。 

1.少子化影響，各項

團隊不易組成，

「經濟規模」效益

受限。 

2.班級數少，分配經

費亦少。 

3.學校離捷運有段

距離，校外教學轉

車、等待，常耗掉

大部分時間，致減

少學習之時間。 

1.鄰近芝山岩，具有

豐沛的自然生

態、人文環境。 

2.校外贊助弱勢之

社團日多，提供弱

勢學生學習挹注。  

3.運用市立圖書館

豐富館藏(李科永

及天母分館)，鼓

勵親子閱讀。 

1.少子化使得學生

日漸減少，閒置教

室多，造成管理問

題。 

2.周圍明星學校，爭

搶學生，造成本校

招生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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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上表，我們可知：學校從民國 98年申請「亮麗校園」以後，「綠茵生態廣

場」因此誕生，也開啟了學校綠化之門；民國 100年太陽能板屋頂建置，迄今，更

產生電力超過 17 萬度；105年地坪透水磚生態工法及筏基再生水開挖，提供沖洗馬

桶及澆灌功能，更落實了芝山綠校園的永續發展。但在此同時，也有三項需關注的

焦點：一、少子化對學校衝擊極大，學校必須嚴正以對。二、3C產品盛行，學生沉

迷 3C產品，須有效整合資訊於教學中，以提升教學效能。三、校舍缺乏整體規劃且

日漸老舊，後續的營造與美化是亟待努力的方向。其構思如下： 
掌握機會(opportunity)，爭取資源 

 爭取經費，整修校園 

 引進志工，使成學習支援後盾 

 運用地下筏基，持續發展永續生態綠

校園。 

 樓層建物集中，有利走廊花臺澆灌系

統建置。 

改善劣勢(Weak)，使成優點 

 以資訊網路取代人力，減低人力編制降

低問題 

 退休警衛、工友，改以外包人力取代，

使工作更添彈性與效能。 

 彩妝校園，使成亮麗特殊景象。 

重視行銷，發展優勢(Superiority) 

 學生走出校外，行銷學校 

 建置校園臉書(Facebook)、APP，行銷

學校。 

 適度行銷學校(105年度獲電視媒體中

天、民視、臺視、非凡、年代、中視、

八大及壹電視臺採訪並播出，聯合報

亦二度報導本校) 

優化學習，減低威脅(Threaten) 

 參加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提升教師

教學專業 

 鼓勵親師生閱讀，充實學習內容，深化

及優化學習內涵。 

 鼓勵進修，充實教師內涵，降低少子化

衝擊 

二、具體目標 
    本方案「永續校園創新局，整體營造灑創意」，乃奠基學校願景--「健康」

「尊重」與「關懷」為發展方向。以「安全健康」、「藝術人文」、「自然科技」及

「學習資源」為思考主軸，激發學校成員熱誠奉獻之工作態度。方案目標如下： 

(一)永續校園發展，善用課程教學：結合自然與田園、解說課程，深耕永續發展  

    特色；運用多元自然生態，發展學校成為永續校園，如種植水生植物、原生        

    植物，使校園植物呈現多元樣貌；發展各式能源，同時倡導節能省電，使能 

    源運用成為生活習慣的一部分。 

(二)引進各項資源，建構永續校園：持續申請與運用教育局經費，做有效的規劃 

    與運用；善用駐校藝術家，美化校園；另外發展教師專長，提供教師專業展 

    現舞臺；再者引進社區志工人力與專長，以提供更優質的學生學習。  

(三)結合志工資源，落實學生參與：辦理親子種植原生植物、志工協助田園栽種     

    等多元實作體驗，讓學生更富學習樂趣；規劃志工小巫婆劇場、愛心媽媽說 

   故事等活動，讓學生學習更多元化。另外，校園的規畫以學生為思考方向， 

   不管動線、配置，均以學生學習為考量；又在施作過程中，適時讓學生參與，    

   也讓學生對學校產生歸屬感。 

(四)發展科技創新，建立資訊校園：創新與科技是時勢所趨，創新才能讓校園充 

    滿活力，展現學校經營動能，讓學校師生朝氣蓬勃。學校運用資訊科技處理     

    校務行政，精進管理效率，提升工作效能；發展酷課雲學習，建置植物名牌 

    QR code讓學生學習活潑多元，再創優質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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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維架構 
 

本校擬定之目標符合校內外、教師、學生、家長及社區人士之需求與期望。

在具體作法上，運用學校優勢，化解不利因素。茲將思維架構之流程圖表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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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具體作法 

一、實施內容： 

     本方案之執行內容，將以執行項目及執行策略加以逐次說明，詳列如下。 

建構優質安全，溫馨健康的芝山 

執行 

項目         策略：落實制度有效管理，精進活化學習環境 

1.1 

建 

置 

安 

全 

的 

學 

校 

環 

境 

 

1.1.1 校地安全，校舍建築結構良好，設施堅固安全，人車分道動線明確。 

 1.設施設備落實管理 

  (1)學校四棟大樓皆已通過耐震詳評，無需結構補強，學生可安心上課。 

  (2)遊樂設施依相關安全原則設計，並標示使用方法及警語；走廊易碰 

     撞之廊柱設有防撞條維護安全(均有紀錄留存)。 

  (3)飲水安全：定期清洗維護水塔、蓄水池，確保水質穩定安全；飲水 

     機外包定期檢修、檢驗，並管控熱飲水，防止燙傷。 

(4)消防安檢：滅火器、偵煙器等均依規定維修、安檢，確保校園安全。 

  (5)電力安全：全校使用T5省電燈管，日後持續配合市府政策改為LED， 

     並定期巡視檢修各線路；電梯委外定期保養維修。 

 2.人車分道動線明確，器材和建築施工注重安全維護。 

  (1)人車動線：上學期間，大門、側門汽車一律禁止汽車通行，確保學 

     童通行安全。 

  (2)學生上學、放學期間，機車、自行車皆由側門專用道進入。 

  (3)施工安全：工程施作，每周或隔周開工務會議，確保師生及勞工之安 

     全並確保工程進度與品質。 

   

 

確保工程進度與品質 

校長爬上屋頂檢視 

遊戲場 

簡易攀爬~go go go 

活力色彩~~芝星廣場 

活力芝山~~迎向陽光 

屋頂有120面太陽能

板，提供27.6KW電力 

1.1 

建 

置 

安 

全 

的 

學 

校 

1.1.2落實校園開放及安全管理，設置監視與保全系統，建構安全網絡 

 1.校園開放與安全管理 

  (1)落實校園開放：依校園場地開放辦法實施，包含操場、籃球場、視 

     廳教室穿堂等供社區使用，社區使用頻率極高。 

  (2)門禁管理：落實門禁管理，來賓入校換證登記並穿戴識別背心。安全 

地圖繪製張貼穿堂右側，以供學生了解；並適時宣導，以維學童安全。 

  (3)反針孔偵測：為確保個人隱私，落實偵測，並有紀錄可供查詢。 

  (4)安全巡視：警衛定時巡視校園角落，簽到及紀錄，確保校園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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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5)監視系統：機械保全校舍全區皆設有機械保全系統，24小時監控。 

     加上設置紅外線感應電子圍籬，遇外人攀爬入校即刻啟動安全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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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管理：訂定校園災害防救計畫，建立校園災害防救應變組織。 

  (2)防災演練：力行防災演練，確保意外發生時，能從容不迫面對。 

  (3)水電檢視與維修：每年寒暑假定期清洗維護電風扇、冷氣等。 

  (4)隨報隨修：透過網路通報或人工通報維修，隨即由工友修繕。 

  (5)安全自我檢核與管控：遊戲場…等自我檢視與維修，有紀錄留存。    

  

 

 

水電檢視與維修 安全自我檢核與管控 消防自衛編組 安全地圖 

策略：善用各項教育資源，建置多元學習設施 

1.2 

設 

置 

健 

康 

的 

活 

動 

設 

施 

1.2.1 設置適足多樣的體能活動設施，如運動場跑道、體育館、游泳池、 

      球場或遊戲場等。 

 1.設置適足多樣的體能活動設施 

  (1)風雨教室多功能使用：提供6面籃球場之芝星廣場，是孩子運動綜合 

     使用場地，可辦理大型活動或發表會，並提供社區居民節慶使用。 

  (2)操場提供運動使用：採用合成橡膠之操場於104年10月完工，色彩豐 

     富，地面平坦，安全舒適。 

  (3)桌球訓練基地：通風及光線良好的地下桌球練習室，具16面球桌， 

     可提供學生社團及球隊訓練使用。 

  (4)遊戲場域：盪鞦韆、溜滑梯是孩子的最愛，信義樓前設有遊戲場， 

     是下課學生最愛的遊樂場，也是社區小朋友最愛遊玩的場地。 

  (5)感覺統合教室透過經費募集，支援校內學童感覺統合課程職能鐘點 

     費、設備費用等，讓有感覺統合訓練需求的學童，獲得適當的訓練 

     調整，使其能在肢體的協調度、專注力集中上有顯著的進步。 

  (6)韻律教室：學校三間韻律教室供體育課室內課程、學生社團活動及社 

     區學習中心等使用，其中一間安排為特教學生課程優先使用。 

 2.體能活動設施能依課程與教學學需求設置，並有效促進師生健康。 

  (1)風雨教室之「芝星廣場」設有籃球場、躲避球場、5人足球場及羽球 

     場，可提供教師教學使用。 

  (2)籃球場籃框高度依學生身高調整，方便不同年級學生使用。 

  (3)操場除跑道外並規劃樂樂棒球場及躲避球場等，方便教師課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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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多功烹飪教室 感覺統合教室 大視聽教室 風雨教室多功能使用 

1.2 

設 

置 

健 

康 

的 

活 

動 

設 

施 

1.2.2 提供舒適的生活休憩環境。 

 1.建置規畫：校園建築的色彩、音響、採光、通風等物理環境，應有視、 

   聽、嗅、觸覺之舒適感。 

  (1)教學區與運動區分開，學校動靜更分明，學習效果更佳。 

  (2)無障礙設施提供：設置無障礙空間環境，增建透光無障礙電梯、雅 

     致無障礙廁所等是一個溫馨友善環境。 

 2.綠茵與生態 

  (1)綠茵生態廣場：學校西南角落，規劃「綠茵生態廣場」，設置表演 

     台、木階梯及生態池，種植各種植物，將校園土地設施與社區共享。 

     綠地取代圍牆，休憩兼重人性。 

  (2)水生植物區：校園建置水生植物區，種植布袋蓮、槐葉蘋、荸薺等， 

     提供孩子多元之植物學習。 

  (3)中庭草木扶疏：中庭綠意盎然，草木扶疏，並設有通行步道，讓植 

     栽與學生更加親近。 

  (4)陽臺綠意盎然：在各樓層種植花草，美化學習環境。 

  (5)田園種菜：長期闢建學校菜園，安排課程，讓自然與種菜結合。 

(6)原生植物：結合課程，栽種原生蜜源植物，讓蝴蝶飛進校園。 

  (7)溫馨木平臺：升旗臺後方提供木質平臺休憩，讓校園更有溫馨舒適感。 

    

圍牆退縮將學校空間

與社區共享 

春~~盛開杜鵑在四樓

連接走廊 

陽明山農夫到校與學生

分享田園喜樂 

師生同心協力油漆-樓

梯扶手師生共同創作 

形塑幸福人文，亮麗藝術的芝山 

執行 

項目 策略：運用豐沛人力專長、構築溫馨幸福校園 

2.1 

形 

塑 

人 

文 

的 

2.1.1校園設施造型、意象和風格具有豐富的人文特性，以及人性化與親 

和性的設計。 

 1.設計意象風格獨具的設施 

  (1)校門口警衛室圓弧造型，象徵學校能圓融處世(事)，且寬角視窗更 

     希望警衛可以寬闊視野，善盡服務、安全事宜。 

  (2)「日」字型建物，表達芝山行政、教師溝通無礙，校務發展更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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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園 

風 

格 

  (3)警衛室旁，讓出校地與社區共享的綠茵生態廣場，竹林拱橋，流露 

     優雅禪風；而北側拆除圍籬，遍植綠意盎然的耐陰性植栽，使社區   

     民眾在學校周圍散步時，更加心曠神怡。 

  (4)穿透性高的圍牆四周，內外有黑板樹與台灣欒樹環繞，校園更添綠意。 

 2.師生共創人性親和的校園 

  (1)行政教學區與運動區分開，讓學校動靜分明，學生亦動靜有節。 

  (2)將學校特色課程「詩歌校園」意象化，讓樓梯廊道充滿詩意。 

  (3)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校園規劃： 

  (a)設計校園與社區生態步道。 

  (b)親師生共同參與圍籬設計與植栽種植。 

  (c)學生共同參與大門圖案設計、芝星廣場命名、圖書室LOGO徵圖、 

     校樹選拔等活動。 

  (d)節慶布置或展演重視學生成果之呈現。 

  (e)與駐校藝術家合作，帶領學生共同彩繪校園。 

    

學校舉辦徵圖，將學

生首獎作品呈現在學

校大門。 

校名由學校書法家老

師以俊秀的書法題於

高聳立柱上。 

讓出校地與社區共享的

綠茵生態廣場。 

與駐校藝術家合作將往

來頻繁得樓梯間彩繪得

有如走入繪本。 

2.1 

形 

塑 

人 

文 

的 

校 

園 

風 

格 

2.1.2維護與保存具有歷史性或紀念性的史蹟文物，建置鄉土教育情境。 

 1.維護學校歷史與文物 

  (1)設置校史室，典藏本校歷年各項重要事蹟、照片及畢業紀念冊等。 

  (2)保留學校大事紀等紀錄。 

  (3)歷屆校長及家長會長任期等記載資料。 

  (4)至今仍保留學校興建之建物及植栽等。 

 2.激發學生關懷鄉土的課程 

  (1)本校鄉土教室為提供選擇客語學習的學生上課之場所。擺置相關書籍

教材，提供學生借閱，營造母語化的學習環境。 

  (2)積極參與社區文化慶典活動，如聖誕節表演、天母水道祭踩街等。 

  (3)舉辦多元文化週，讓學生認識多元文化的特殊之處。 

  (4)設計認識社區環境之課程，走訪德行東路338巷步道，接觸在地景物， 

     也認識植物。 

(5)每年音樂課程設計「黑貓黑狗音樂會」，不僅讓學生發表本土歌謠， 

     也體驗懷舊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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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綠意盎然的中

庭花園活動。 

配合課程提供學生展

演舞台。 

芝山小小解說員--解說

校園生態。 

帶領孩子走訪社區步

道，認識家鄉環境。 

策略：發展人文藝術校園、蓬勃師生參與文化 

2.2 

設 

置 

藝 

術 

的 

校 

園 

空 

間 

2.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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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藝術與造景 

  (1)校門口之直柱「臺北市士林區芝山國民小學」為本校書法老師題字，   

     造型直立，具有頂天立地、鶴立雞群之意涵。 

  (2)校園西南側之綠茵生態廣場，小橋、水池造景與水生動植物，為自  

     然科與藝文科教學場域，也是充滿優閒藝文氣息的社區休憩空間。 

  (3)校園北側的圍籬改建，透過課程讓孩子參與，設計師擷取孩子的發 

     想，完成現今溫馨綠意的廊道。 

 2.藝術角落美學與詩歌創作 

  (1)校門口穿堂及樓梯間展現學生美勞作品，涵詠學生藝術氣息。 

  (2)樓梯欄杆、扶手彩繪，讓校園更活潑、更亮眼。 

  (3)樓梯設置「詩歌」迴轉廊道，並有老師詩歌作品展示。 

    

學生參與的校園圍牆改

造，將校名融入綠籬中。 

全校師生共同完成的裝

置藝術。 

將詩歌音樂會主題課程融

入校園情境布置。 

收集書法課的春聯作品集

結成一幅百福圖。 

2.2 

設 

置 

藝 

術 

的 

校 

園 

空 

間 

2.2.2師生參與校園藝術環境建置，增添美感環境的互動、賞析與認同。 

 1.重視學生參與的校園環境建置 

  (1)每年「詩歌」主題課程，結合國語、音樂、綜合、電腦、視覺藝術 

     等課程，除了詩歌音樂會的演出，也將平面藝術成果融入空間角落。 

  (2)樓梯扶手欄杆彩繪，由高年級學生自由報名參加，讓校園更有朝氣。 

  (3)校園裡「綠茵生態廣場」、「典禮臺」、「臺北市士林區芝山國民 

     小學」等都是老師題字。教師參與，更有榮譽感，也更具在地特色。 

 2.校園布置融入藝文課程 

  (1)校園走廊穿堂提供靜態動態成果發表空間。 

  (2)駐校藝術家設計課程，帶領畢業生完成殘障坡道彩繪，為母校留下               

     畢業作品。 
  (3)活動布置與課程結合，如校慶、萬聖節、聖誕節、春節等。讓學生 

     對學校活動有參與感和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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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參與圍牆改造的

發表會。 

圖書室外的走廊，是孩

子作品發表的園地。 

學校舉辦徵圖，得獎作

品妝點校園。 

設計課程將孩子發想的

元素美化坡道。 

打造綠化自然、智慧科技的芝山 

執行 

項目 策略：發掘學校優勢潛力，共建校園永續發展 

3.1 

建 

構 

自 

然 

的 

永 

續 

校 

園 

3.1.1 學校朝永續或綠建築觀念整(修)建，強化自然景觀生態和綠化。 

1 .建置永續綠建築 

  (1)學校興建伊始，以筏式基礎工法興建，具有豐富水源；105年改建筏式基 

礎，引用再生水，設置澆灌、屋頂灌溉與廁所沖水系統。 

  (2)學校綠覆地與透水鋪面比例：本校總面積17631平方公尺，綠覆地面 

     積為6550平方公尺，佔全校總面積37％；透水鋪面面積為2324平方公尺， 

     佔全校總面積13％；兩者透水面積達全校總面積50％。 

  (3)「綠茵生態廣場」暨亮綠校園綠圍籬興建，讓社區居民活動的空間更加 

寬敞，並提供水生動植物棲息及繁殖之空間。 

2 .強化校園自然景觀與學習觀念 

 (1)本校使用環保標章綠色採購年度達成率達100%。 

  (2)學生參與種植校園東側之樹蘭，傳達學生永續自然概念。 

  (3)建置校園植物步道，提供生態教育場所。 

  (4)學生參加種菜，使學生實際體驗操作，以更認識自然生態。 

  (5)成立「小小解說員」，引導學生認識植栽、環境；編輯「草山腳下的 

珍珠地」作為校本課程之教材。 

(6)向本市產發局所屬之菁山苗圃申請400株植苗，讓學生栽種於校園。 

(7)設置校園植物牌及QR code系統，方便學生查閱及認識植物。 

   

 

 

 

 

 

 

 

透水鋪面施工 太陽光能板融入教學 小田園教學 植苗活動 

3.1 

建 

構 

自 

然 

的 

永 

3.1.2 布置環保教育情境，落實節水、節能、減廢、減碳加強空間再利用。  

1 .落實節能減碳愛地球 

(1) 設置省水龍頭、馬桶兩段式沖水閥，教導學生愛惜水資源的觀念。 

(2) 宣導省電省水觀念，離開教室時隨手關閉電燈、電風扇。 

(3) 落實資源回收，將廢棄物分類回收，每兩週交由環保局回收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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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校 

園 

(4) 配合體表會、園遊會、學生課程等活動，進行碳足跡及一次性垃圾減

用活動，期望學生消費更有環保概念。 

(5) 校園角落，運用紅外線感應照明，除顧及校園安全，並確實節能省電； 另

地下停車場並設有鐵捲門與電燈同步開關系統，節省電費。 

2 .布置環保教育情境，加強閒置空間再利用 

(1) 於忠孝樓頂樓設置太陽能板，落實節能減碳政策，並供教學之用，

建置至今發電超過17萬度。 

(2) 結合自然領域教育課程理念，規劃水資源、節能減碳、資源再利用等課程，促

使學生重視我們的環境，進而愛護地球。 

(3) 學校於閒置空間再利用情形如下: 

(a)校舍空間:成立教育部社區多功能學習中心、成人教育研習班、教育局樂齡學

堂、社區公共托育家園、駐校藝術家及財團法人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設置

之居家安全示範館、資訊局光纖機房設置等。 

(b)校園空間:亮綠校園綠圍籬、綠茵生態廣場建置、校園原生植物種植活動等。 

   

 

 

 

 

 

 

 

節能宣導課程活動 原生植物種植活動 社區多功能學習中心 社區公共托育家園的設置 

執行 

項目 策略：運用科技資訊創新，增益教學學習效能 

3.2 

設 

置 

科 

技 

的 

學 

校 

設 

備 

3.2.1 校舍建築和教學環境設備，建置現代化和自動化資訊科技設施。 

1 .校舍現代化和自動化資訊科技設施 

(1) 校舍全區設有機械保全系統，連線至保全公司控制室，24小時監控，並結

合校園60個監視器(點)，監控各場所及死角，資料儲存一個月備查。 

(2) 消防定期檢驗，並有防煙感應偵測並通報總機訊號系統功能。 

(3) 設有電腦連線之地震預警系統，一旦發生地震，立即發出聲響，並與

廣播系統連線通知避難。 

(4) 風雨操場及遊樂場之夜間照明皆以定時器自動控制，發揮節能效果。 

2 .教學環境設備現代化和自動化資訊科技設施 

(1)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發電功率及度數連接至穿堂公佈欄液晶電視，可隨時

查詢顯示。 

(2) 校務行政管理系統整合各項資源，成績處理、專科教室借用、教職員請

假、教室報修、人力資源等皆可由線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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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光能液晶顯示 校園安全監視系統 地震警報系統 夜間自動照明 

3.2 

設 

置 

科 

技 

的 

學 

校 

設 

備 

3.2.2 建構智慧校園，教室設置資訊教學設備，建置數位學習環境。 

1 .建構智慧校園 

(1) 網站及DNS伺服器符合IPV6規範。 

(2) 建置校園APP系統，家長只要使用智慧型手機下載安裝，即可瀏覽學校

最新資訊及班級狀況。 

(3) 建置windows AD網域伺服器，並定期更新密碼。 

(4) 全校布設光纖網路，每間教室皆有網路節點，無線網路覆蓋範圍達 

100％以上，校園內皆可無線上網。 

(5) 數位學習平台網路硬碟系統：校內網路硬碟除了提供各種資訊交換

之外，並將學學生日常教學活動資料儲存於其中，提供教師所需的

教學資源，包括學習單、評量試卷、常用軟體以及各種教學經驗分享。 

2 .教室設置資訊教學設備，建置數位學習環境 

(1) 班班建置電腦，短焦單槍投影機亮度皆超過3000流明，教室逐年更

新互動式單槍投影機，以提升資訊融入教學之效能。 

(2) 設置兩間電腦教室，三、四年級學習WINDOWS 系統軟體，五、六年級學

習APPLE MAC系統軟體，提供學生更廣的電腦學習視野。 

(3) 圖書館資料檢索設備與系統之建置 

(a) 全面使用教育部全國閱讀推動及圖書管理系統網站做圖書管理、借還書登記 

(b) 圖書室設有資料檢索區，提供 3 部電腦，讓讀者於館內檢索資料。 

(c) 於圖書室網站首頁連結臺北市線上資料庫，並提供入口帳號密碼給讀者，便 

於全校師生在館內或課室中檢索資料。 

(d) 整合數位資源，亦建置深耕閱讀教育網、市圖電子書等相關網站的 

連結於學校網站首頁，方便家長使用。 

   

 

 

 

 

 

 

 

行動學習 電腦教室建置 互動式單槍 圖書室教育活動 

營造多元學習ヽ豐沛資源的芝山 

執行 

項目        策略：提供豐富學習資源，激發自主學習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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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提 

供 

豐 

富 

的 

學 

習 

資 

源 

4.1.1 設置圖書館(室)或學習資源中心，提供室內外豐富多樣的學習資 

源，激勵學生主動學習。 

1.設置友善便利的閱讀環境 

(1)於圖書室內規劃影音資訊檢索區、閱覽區與教學研究區等方便使用。 

(2)於圖書室外部的櫥窗定期介紹好書與新書，更設置多媒體電視，做為 

宣傳圖書室活動或展示活動照片幻燈秀之用，提供多元的閱讀環境。 

(3)配合節慶進行圖書室情境佈置，設置主題書展，拉近與讀者的距離。 

(4)定期編列大量購置圖書及設備之預算，館藏數量達 2萬 8千多本，十 

大類圖書均有館藏，適讀年齡也兼顧各年段學生、家長及老師需求。 

(5)圖書館內設置故事角落，定期進行為愛朗讀等親師生互動閱讀活動。 

(6)全校 Wi-Fi皆能暢通，方便師生隨時上網檢索資訊。 

2.活化專業積極志工人力資本 

(1)招募並組訓圖書館志工團，協助閱讀教育推動和圖書館情境布置。 

(2)圖書志工團定期至各班進行閱讀教學、圖書館利用教育等課程，引發

孩子閱讀興趣，也促進對圖書館資源的認識與利用。 

    

規劃好書介紹 親師生互動閱讀角落 舉辦主題書展 志工進行圖書利用教育 

4.1 

提 

供 

豐 

富 

的 

學 

習 

資 

源 

4.1.2 專科教室和校本課程教室，學生皆有足夠的可操作設備 

1.配置數量充足的專科教室 

(1)規劃充足的英語、自然、音樂、社會、美勞及電腦等專科教室等，供 

教學充分使用。 

(2)規劃多功能教室和社團教室數間，可視活動及課程內容彈性調整運用 

(3)設置半開放的空間設計的芝星廣場，場地面積 1560 平方公尺，規劃

為躲避球、樂樂棒、足球等多用途使用，提供學生及社區民眾風雨無

阻的運動空間。 

(4)設置多功能表演室，提供學生展演舞台。 

(5)建置挑高且具 160個座位之大視聽教室，提供學生展演的優質場地。 

(6)規劃感覺統合教室，並專款聘請治療師及組訓感統志工團進行幼兒園

ヽ特教班及一至二年級的感覺統合課程。 

2.充實專科教室之設備器材 

(1)自然教室：設有實驗桌、實驗器材、準備室(含實驗器具放置)，方便 

教師教學與學生操作學習。 

(2)音樂教室：學校樂器數量配合課程需要項目種類一應俱全。 

(3)英語教室：佈置雅致，並提供教學使用之視聽音響和互動教學設備。 

(4)桌球教室：購置有 16面球桌，足供上課教學和校隊、社團使用。 

(5)購置可移動式音響、小蜜蜂、攝影器材等配備齊全，供活動機動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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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亮乾淨的感覺統合

教室和專業的課程 

多用途使用的 

芝星廣場 

高規格的展演舞臺- 

大視聽教室 

設備充足的 

韻律教室 

執行 

項目 策略：建置便捷互動環境，活化學生學習場域 

4.2 

建 

置 

便 

捷 

的 

互 

動 

環 

境 

4.2.1 學生下課易匯聚空間，規劃便捷的動線。 

 1.規劃便捷流暢的校園動線 

(1)圖書室位於仁愛樓二樓，屬於學校的中心位置，便於全校師生利用。 

(2)學校行政教學區與運動區之區隔明顯，動線流暢。 

(3)將同年段、同領域專科教室集中，方便老師討論及協同教學。 

2.妝點溫馨舒適的休憩環境 

(1)典禮臺後方鳳凰木下設置木質平臺溫馨舒適，是匯聚、談心的好場所。 

(2)校園中庭設有人行步道，溫馨雅致，方便學生親近庭園並聚集。 

(3)於設置兒童遊戲場，符合 CNS12642及 CNS12643規範 

(4)幼兒園增設一小型幼兒遊戲場。周邊設有南方松平臺供休憩用。 

    

鳳凰木下的心靈小站 溫馨雅致的人行步道 安全的遊戲場所 利於互動的教室配置 

4.2 

建 

置 

便 

捷 

的 

互 

動 

環 

境 

4.2.2 提供學生多元展能空間和互動環境。 

 1.提供多元展能互動環境 

(1)規劃多功能教室和社團教室數間，提供學生展演和社團活動使用。 

(2)建置半開放空間的芝星廣場，面積 1560平方公尺，規劃為躲避球、 

   樂樂棒、足球等多用途，提供學生及社區民眾風雨無阻的運動空間。 

(3)穿堂經地平整建，適於小型表演，常舉辦社團展演和音樂角落發表。 

(4)會議室空間寬敞，桌椅易於移動以配合活動需求，定期舉辦各項展覽 

(5)妥善規劃圖書室內展示空間，依照學習主題展示學生學習成果。 

2.建置易於使用的環境資源 

(1)建置線上報名系統：包括課後照顧、社團等使用線上報名。 

(2)設置學校 APP，讓家長和學生便於了解學校即時資訊。 

(3)佈建 IRS即時反饋系統，協助教師了解學生是否清楚教學內容，提升 

   教師教學效能。 

(4)設置足量電腦查閱設備，方便學生資訊檢索。 

(5)配合小小解說員課程，由師生共同設計校園植物線上解說牌，鼓勵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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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無所不在的學習習慣。 

    

規劃穿堂為學生展現

學習成果的場域 

活化圖書室角落為學

生展演舞台 

大量展示學生作品的櫥

窗設計 
校園植物線上解說牌 

 

肆、優質成果 

一、 目標達成 

  1.引進各項資源，建構藝文校園。 

   (1)引進經費資源： 

(a) 教育局專案經費申請：如專科教室經費、雨水回收、總合治水、電子 

圍籬、小田園等，一系列經費申請，並循序綠美化校園環境。 

      (b) 本市他局處資源申請：如向都市發展局申請「綠茵生態廣場」經費、   

          校園西北側 120公尺人行步道綠化經費；產業發展局申請「屋頂田園 

          實施計畫」及「菁山苗圃」申請植栽，讓生態及綠美化在學校生根。 

(c) 法人團體申請經費：學校感覺統合課程，向勇源基金會申請經費， 

以提供學生課程學習，提升孩子手眼協調力。 

  (2)引進人力資源： 

(a) 引進教師資源：學校資訊老師之資訊規劃、美勞老師之藝術規劃，及書 

法老師之校園題字，到處都可看見教師們的才華，也讓校園更加美麗。 

(b) 引進駐校藝術家資源：駐校藝術家協助校園規劃，展現校園角落美學， 

年度 工程名稱 金額（元） 

 106年 

1.風雨操場金屬屋頂修繕工程(年度預算)     4,716,955 

2.幼兒園增班工程(補助款) 3,415,523 

3.兒童遊戲場修繕汰換工程(補助款) 887,944 

4.樂齡學堂教室修繕工程(統籌款) 526,510 

5.忠孝樓雨水回收再生水供應系統工程(統籌款) 363,139 

105年 

1.屋頂田園工程實施計畫(產業發展局) 400,000 

2.雨水回收系統 (補助款) 400,000 

3.總合治水工程(補助款) 1,000,000 

4.駐校藝術家計畫(補助款) 280,000 

5.地坪改善工程(年度預算) 590,000 

6.校園安全警監系統設備採購(電子圍籬) 940,000 

104年 
1.中央球場、PU跑道及周邊設施(年度預算) 6,405,479 

2.信義樓無障礙坡道及周邊地坪整修工程 1,450,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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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樓梯壁面彩繪，殘障坡道彩繪等，都給予學校增添亮麗色彩。 

(c) 引導學生參與：校園東側綠籬樹蘭種植、欄杆扶手彩繪及走廊陽臺植栽 

    種植等都有學生參與，讓學生多一些體驗，也讓學生更愛學校。 

  2.結合相關課程，落實學生參與 

(1) 結合自然領域，讓學生在自然中學習：種植水生植物、多樣性植栽、安排 

    學生種植蔬菜，在田園種植中觀察生態，使學生更喜歡田園。太陽能板教    

    育、筏基再生水設施結合能源永續教育，使校本課程更佳堅實。 

(2) 結合美勞領域，讓學生在生活中體會美學：高年級學生參與圍籬樹蘭、陽 

臺植栽種植，落實校園綠美化；學生參與樓梯欄杆扶手彩繪，讓校園更具 

活潑與朝氣，也讓學生更喜歡學校。 

(3) 結合資訊科技，讓校園更具資訊文化：太陽能板節省電力，在電腦螢幕中 

    呈現，讓學生知道太陽能發電節省電能狀況；校園植物 QR code系統，透    

    過手機，即可知道植物「身分」；校園 APP系統，能即時了解學校活動訊息。 

  3.永續校園發展，建置永續綠能。 

(1) 太陽能源開發運用：在忠孝樓建置 120片太陽能板，每片發電 230瓦，共 

    可產生 27.6KW電力，大大節省學校電力。 

(2) 運用雨水回收系統：學校在 79年興建時即用地下筏式基礎建築，於 104年 

    底請建築師評估雨水回收運用之可行性，發現學校之筏式基礎，水源豐沛， 

    可充分供應學校廁所沖水使用，更可作為田園澆灌使用。 

(3) 增建學校綠覆地及透水鋪面：學校逐步增建綠覆地，不但可減低暴雨時環 

    境負荷，更可綠美化校園，可謂一舉兩得。 

4.發展科技創新，建立資訊校園。 

            (1)  校園植物 QR code建置：建置校園植物識別系統，家長或學生使用智慧型 

            手機，對 QR code加以掃描，即可出現植物牌解說，方便孩子自然學習。 

  (2) 建置學校 APP 系統：學校網站另闢 APP系統，方便家長、社區人士上網點 

      閱，可了解學校行事，並知悉學校辦理之活動。 

  (3) 公文處理電腦化：以電腦取代書面作業，節省紙張；另建置行事曆、維修 

      線上報修作業、借還書系統等建置，讓網路取代馬路，且更具服務效能。 

  二、創新成果： 

   1.安全健康的校園：建構優質安全，溫馨健康的芝山 

   (1)優質建材、重視品管：不論廁所或視廳教室，都重視建築材質與施工品質 

      落實，以展現工程品質，此外，重視設備管理維護，以達永續優質。   

   (2)善用電源交錯裝置，節省電費：學校地下停車場，在開鐵捲門時，電力自 

      動開啟；在關閉捲門時，電力自動關閉。可確保安全及節省電費支出。  

  2.人文藝術的校園：形塑幸福人文，亮麗藝術的芝山 

   (1)師生展能、共同參與：學校是師生的家，讓師生共同參與，讓師生更有歸 

      屬感，也更有認同感，他們願意奉獻心力，讓校園更美麗。 

   (2)藝文展現、優質校園：每一個施工點都做充分師生討論或票選，重視美感 

      呈現，讓校園處處是溫馨、處處有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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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自然科技的校園：打造綠化自然、智慧科技的芝山 

   (1)循序漸進、成果展現：從田園建置、屋頂田園、雨水回收、太陽能發電到 

      總合治水，一系列的綠能政策，讓校園成為永續發展的綠校園。 

   (2)在玩樂中學習：學生參與田園蔬菜種植，從除草到抓蟲，都在自然體驗中 

      學習，是一項沒有學習單，更沒有考試的突破性學習。 

  4.學習資源的校園：營造多元學習ヽ豐沛資源的芝山 

   (1)在參與中學習：從種樹蘭、彩繪殘障坡道牆面、樓梯欄杆扶手到陽臺植栽 

      種植等，都讓學生參與學習，學生樂在其中，也更會珍惜學校一景一物。 

   (2)是重視生態的校園：重視植栽多樣性，讓學生多元觀察與學習。更重視綠 

      覆地，逐步增加綠覆地，讓學生與土壤有更多接觸，進而對環境更多了 

三、校園營造成果照片 

   

嶄新之門面，由教師兼中華民國書

法教育學會副理事長楊旭堂題字 

圍牆退縮 

學校空間與社區共享 
屋頂有 120面太陽能板 

提供 27.6KW 電力 

   
屋頂 2噸的再生水，源源不絕提
供沖洗馬桶、澆灌使用 

西側地坪機車停車坪以生態工
法施工 

升旗臺旁地坪以生態工法鋪設
透水磚 

   

陳美麗老師連續 12 年、每周一
次為學生擔任植物解說。 

自然老師解說太陽能板，並讓孩
子觀賞。 

假日親子栽種原生植物(左穿
黃衣為陳世揚理事長) 

   

陽明山農夫到校與學生分享田

園喜樂。 

產業發展局協助建置屋頂田

園，並運用再生水澆灌 

菁山苗圃免費提供 400 株植
栽，由五、六年級學生在走廊
陽臺栽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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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同心協力油漆樓梯扶手 樓梯扶手，是師生共同創作 樓梯間展示新詩教學成果 

   
亮麗之大視聽教室，是學生揮灑
才藝的舞台 

溫馨舒適的圖書室是孩子們的
「玩書樂園」 

春~~ 
盛開杜鵑在四樓連接走廊 

   

夏—不畏炎夏的大葉仙丹在仁
愛樓後面 

秋— 
盛開的蘭花依附在黑板樹 

冬— 
鮮紅的九重葛與原生植物共存 

伍、 結  語 

    本校地處人文及自然資源薈萃的天母地區，二十八年前建校時，蔡四山校長即

將學校規劃為動線流暢、永續發展之架構。方正校園，操場與行政教學區分開讓學

生動靜更為分明。日字形的建物，也讓行政與教師聯繫更加密切，建築物間距洽當

輔以中庭植栽，讓教學更添一份寧靜與自然；基地筏式基礎設計，使筏基水能回收

再利用，讓校園更具永續氛圍；豐沛水生植物，讓孩子能接觸自然多元面向；校園

種菜使生活與教學合而為一，都使得芝山成為學生學習的瑰寶地。 

    芝山是一個孩子喜愛的學習樂園，這裡除了風景優美之外，更美的是老師的熱

誠。從老師們還到校外站導護，就知這裡的老師有多疼愛孩子，他們富有教學使命

感，常義務為學生設計不同的體驗，天空 4.5度樂團四處演唱，讓孩子學到琴藝，

更學到自信；自然小小解說員、小農夫、籃球隊，也都是老師們義務指導，陪孩子

認識植物、體驗種菜、並訓練孩子體能；社區 132人次熱心志工參與校務，這在國

小學生數僅 402位的學校，算是奇蹟，也可見本校與社區和諧共處，更可見社區對

學校之認同度。 

    日後，我們將持續引進各項資源，持續優化學習資源提升辦學成效，同時，我

們將不斷運用科技與創新，讓學校成為安全與健康的校園，進而鼓勵志工、教師及

學生們共同參與，發揮眾人智慧，使校園成為人性、藝術的學習殿堂，更成為自然

與永續的亮點學園。 

    值此建校二十八年，芝山正如一個長大的青年，具備充沛的活力，我們也將以

這群老師、社區志工們為根基，繼續努力，以迎接更多、更大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