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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族國小位於民生社區巷弄之間，遠離塵囂，綠意盎然，可說是城市中

的森林小學，雖面臨校舍建築設備老舊及少子化等競爭壓力，但學校團隊間

互相合作、社區家長資源挹注，親師間的互動關係良好，讓民族國小穩定發

展。 

本校透過 SWOT分析找出優勢、劣勢、機會點及威脅點，以本校願景「主

動學習、健康成長、多元發展、尊重關懷」為主軸，以校園營造「安全健康、

人文藝術、自然科技、學習資源」為目標，在原有的架構上，我們彙整各方

意見，尋求內外資源，有目的、有步驟地進行各項希望工程，讓民族國小往

優質學校邁進。 

近年來我們增設兩班幼兒園符應家長需求、修建圖書館及美化廊道加深

學生閱讀、新設教師研究室提供教師專業發展、優化穿堂、樓梯間及文化走

廊增加展演空間、圍牆退縮友善行人、外牆整修融入社區景觀、小田園農地

進行環境生態教學，增設體能遊戲區強健學生體魄，各項改變皆獲得親師生

高度讚揚。 

學校是孩子學習的空間，校園營造以學校空間進行規劃設計，透過環境

建築的美化、設施設備的完善，引導孩子喜愛學校空間，進而展現各項學習

成果。未來，本校將持續地以學生學習為主，永續經營校園，讓孩子徜徉於

安全健康、人文藝術、自然科技及學習資源兼具的優質校園之中。 

 

 

 

關鍵字：優質學校、校園營造、民族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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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基本現況 

一、設校歷史: 

本校奉准於民國 66年成立，迄今逾 40年，校舍呈 F字形，興建

於民 66年-79年其間。近年來陸續完成各大樓結構補強、電源改善、

校內廁所整修、幼兒園增班(海豚班、綿羊班)及遊戲場整修、圖書館

整修(含優質化廊道)、教研室、司令台及圍牆整修等工程，同時建置

電子圍籬系統、幼兒園增班、外牆整修工程、穿堂整修工程。歷屆校

長在任內對學校各有貢獻，也為民族國小奠定良好的基礎及方向。 

二、社區環境:  

本校位於松山區民生社區靜巷內，對外交通便捷。附近商業大樓

林立，國際金融、時尚、美食、消費商圈集聚一堂。附近環境清幽、

綠意盎然、公園林立，有許多特色的居家花園、設計公司、藝術工坊

深藏在三十年的老榕樹巷弄中，公教住宅區富含人文氣息；住戶素質

整齊，家長對教育普遍重視與關心。  

三、學校規模:  

(一)班級數量:小學普通班 30班(含 4班美術班)、資源班 2班、幼兒

園 6班。 

(二)學生數量:小學部學生人數共 797人；幼兒園學生人數共 180人。 

(三)人員編制:全校教職員工共 92人。 

 

貳、 優質目標 

一、背景分析: 依照學校各項條件，進行 SWOT分析，以做為後續目標及作

法之參考依據。 

項目 S(優勢) W(劣勢) O(機會點) T(威脅點) 

安全 

健康 

1. 校舍補強，

動線明確。 

2. 監視系統建

置完善。 

3. 校園空間多

樣化。 

1. 體能活動

設施不足。 

2. 部分環境

設施老舊

破損。 

1. 逐年申請

相關計畫。 

2. 警衛、保全

人力，延長

門禁管理

時間。 

1. 大樓興建，

影響學生

學習環境。 

2. 辦理延後

上學，志工

人數不足。 

人文 

藝術 

1. 學生作品豐

富，建置校園

藝文環境。 

2. 結合民生社區

環境特色規畫

校園設計。 

1. 校內展演空

間不足，無

法充分展示

學生作品。 

 

1. 結合藝術家

創作建築美

學。 

2. 辦理藝術特

色發表會。 

1. 志工團新血

不足，須建

立優良傳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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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 

科技 

1. 校園植物多樣

性，建置小田

園園地及雨水

回收系統。 

2. 圍籬建置太陽

能路燈，提供

夜間照明。 

1. 資訊及自然

專業師資不

足，課程無

法深入。 

2. 校地有限，

生態教學效

果有限。 

1. 社區生態資

源豐富，可

供學生課後

探索。 

2. 學校家長社

經背景高，

提供協助。 

1. 科技產品普

遍，親生互

動及學習受

影響。 

學習 

資源 

1. 圖書館空間多

元，有利推動

學生閱讀。 

2. 申請一生一平

板，建置數位

教學環境。 

1. 設備維護經

費及管理人

力有限。 

2. 受少子化影

響，團隊間

相互排擠。 

1. 民生社區生

活圈自成一

體，資源豐

富，可供教

學使用。 

1. 參與志工團

隊雖多元，

但參與人數

逐年下降。 

 

二、具體目標:  

本方案以學校願景「主動學習、健康成長、多元發展、尊重關

懷」為主軸，以校園營造「安全健康、人文藝術、自然科技、學習資

源」為目標，積極進行各項校園改造計畫，藉此激發孩子無限潛能。

本校校園營造架構圖如下： 

 
 

圖 1民族國小校園營造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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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具體做法 

一、實施內容: 

(一)安全健康校園 

指標 具體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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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各棟大樓皆完成耐震及結構補強工程，學生安全無慮。 

2. 人車分道，前門為通學巷，後門為車輛進出口，確保學生進出安全。 

3. 大門兩側為學童接送區，穿堂為親生等待區，保障親生等待安全。 

4. 校內電動門設置紅外線感應安全系統，避免人員進出受傷。 

5. 定期檢修學校設施設備，安排總務聯合派工維護校園環境。 

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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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定校園場地開放管理辦法，提升場地使用率。 

2. 落實門禁管理，執行登記換證；警衛及保全人員定時定點巡邏。 

3. 建置校園監視器及電子圍籬防護系統，確保安全無死角。 

4. 操場設有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以備不時之需。 

5. 建置廁所人員安全系統、夜間照明設備完善，保障人員活動安全。 

6. 結合附近商店，成立愛心服務站，確保學生上下學安全。 

    

外牆整修 家長等待區 夜間照明 監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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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依課程需求及學校現況，設置操場、羽球場、溜冰場等室外空間及體

操教室、韻律教室、桌球教室等室內空間，進行多元教學活動 

2. 建置樂活教室，提供不同年級及特殊需求學生體能訓練及育樂場地。 

3. 活動中心除學生集合場地外，亦可提供雨天教學活動使用。 

4. 中庭遊戲場及操場新設遊戲區提供幼兒使用或特殊需求學生使用。 

1.2.2提供舒適的生活休憩環境。 

1. 校園建築通風良好、光線充足，透過修建工程美化校園空間。 

2. 規劃穿堂成為校園訊息傳播、親生共讀、親生等待、活動演出及作品

展示等一多功能使用空間。 

3. 操場周圍建置南方松木地板區、圖書館及廊道結合多功能用途，校

園角落放置鋼琴，增進學生使用及互動。 

4. 設置教學研究室，提供教師專業討論及休憩互動之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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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建圍牆兼具美觀及安全性，同時提供社區居民休憩、互動。 

    

幼兒園遊戲場 室外共融式遊具 圍牆設置休憩區 多功能穿堂 

 

(二)人文藝術校園 

指標 具體做法 

2.1 

形塑

人文

的校

園風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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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司令台，融入摺紙創作，呼應社區特有景點-松山機場。 

2. 前後門結合學校特色，建置調色盤、水彩罐、音符等藝文符號。 

3. 穿堂設置電子看板，兩側規劃親子閱讀區，定期更換書籍。 

4. 修建行政辦公室及設置教學研究室，提供教師同仁友善空間。 

5. 設置哺集乳室、無障礙校園環境、夜間照明設備，滿足各項需求。 

6. 利用新舞台、南方松木地板區、穿堂、樓梯間等校園空間，配合節慶

及教學活動布置學習情境及辦理學生學習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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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史室及大會議室，保存學校各項文物。 

2. 辦理畢業系列活動-與鳳凰有約、校慶逢十植樹活動、票選校樹活動，

增進學生與學校感情聯繫。 

3. 校園空間布置美術班歷年畢業班大型創作、圍牆修建保留部分歷史

圍牆構件、校歌融入校門音符設計，增添親師生溫馨回憶。 

4. 設置鄉土教室，放置各項鄉土教材，提供教學活動使用。 

    

藝術特色校門 穿堂展演活動 植樹活動 老舊圍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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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舍外牆以白色為基底，搭配大量塑木設計，成為富錦街美學亮點。 

2. 學生藝術作品展示於校園公共空間，如穿堂、樓梯間、校園角落、圖

書館廊道，妝點校園環境。  

3. 邀請民生社區藝術家，進行大牆藝術創作，展現校園美學。 

4. 融入摺紙造型的司令台，成為校園大型裝置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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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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藝術特色表演會，全校師生作品展示於公共空間。 

2. 透過教學活動，學生集體創作作品，成為校園重要藝術特色。 

3. 利用各項慶典活動，師生共同進行情境布置及邀請卡設計。 

4. 徵選校名字體，提升學生與環境互動，亦增添校園童趣。 

5. 藝術特色結合社區美學，美化巷弄。 

    
後門調色盤設計 大牆藝術創作 徵選校名 藝術特色發表會 

 

(三)自然科技校園 

指標 具體做法 

3.1 

建構

自然

的永

續校

園 

3.1.1學校建築依永續或綠建築觀念新建或整(修)建，強化校園自然

景觀生態和綠化。 

1. 地坪整修採用透水性鋪面，如再生建材或非人工鋪面。 

2. 增設小田園園地，植栽土壤採用自然工法且使用有機肥料。 

3. 建置雨水回收系統，提供小田園澆灌用水使用。 

4. 圍牆人行道設置太陽能路燈，節能省電，同時提供行人照明。 

5. 設置校園植物解說QR-code系統，以利學生查詢及認識植物。 

6. 社區居民認養圍牆花圃，定期澆水照顧，並更換植物種類。 

3.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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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植校園植物及規劃小田園課程，養成學生愛護環境的態度。 

2. 洗手台採用省水水龍頭，提高水資源利用率。 

3. 全校燈具改用T5燈管，全校冷氣及飲水機依學生作息調整使用時間。 

4. 落實資源回收，每週進行廢棄物分類。 

5. 辦理環境雙週報活動，利用電子布告欄進行宣導。 

    
雨水回收系統 小農夫市集 太陽能夜間照明 二段式沖水馬桶 

3.2 

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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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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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的學

校設

備 

1. 更新全校廣播系統及地震偵測儀器，有利訊息傳達及逃生疏散。 

2. 電子圍籬系統結合監視器設備，透過app軟體隨時監控校園安全。 

3. 裝設電燈感應器、電動門紅外線感應器、水銀燈開關定時器、沉水馬

達定時器等設備，有利學校管理及維護學生安全。 

4. 建置電子看板及數位液晶電視，傳達學校最新消息及學生活動影像。 

3.2.2建構智慧校園，教室設置資訊教學設備，建置數位教學環境。 

1. 透過網路整合教學資源，透過通訊軟體LINE、GOOGLE文件及建置NAS

網路磁碟機提高教學與行政聯繫分享。 

2. 資訊設備融入各領域教學，配合政策推動一生一平板。 

3. 各科教室設置電子白板、單槍投影機，以強化e化教學。 

4. 結合行動學習辦理e酷幣計畫，提升學童閱讀興趣。 

    

電子看板 紅外線感應器 數位學習 一生一平板 

 

(四)學習資源校園 

指標 具體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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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規劃繪本區、閱覽區、教學區及資料查詢區等多元使用空間。 

2. 圖書館定期展示新書，有利學生獲得圖書最新消息。 

3. 穿堂新設親子閱讀區，成為最貼近社區居民的閱讀空間。 

4. 辦理圖書館利用教學，以教導學童充分利用圖書館。 

5. 志工組織愛心服務團書香組支援圖書館不足的人力部分。 

6. 圖書館積極採購新書，辦理家長募書，並辦理一系列書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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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校本藝術特色課程成立彩繪、版畫、書法、雕塑等藝文教室。 

2. 成立音樂、電腦、英文、自然等專科教室，利用地下室規劃多元用途

體能教室，相關設施設備完善，可供學生操作使用。 

3. 操場及羽球場放置學校體育發展特色-巧固球相關器材及其他球類，

開放學生上放學自由使用。 

4. 規劃兩處音樂小天地，提供學生使用鋼琴，讓校園隨時充滿音樂聲。 

5. 穿堂為親子閱讀區，書籍開放自由取閱，並定期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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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設圖書館 辦理新書展示 穿堂行動閱讀區 音樂小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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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舍各棟建築物出入口多且開放，大樓間設有風雨走廊，動線便利。 

2. 操場、羽球場、溜冰場鄰近校舍，體操教室、桌球教室設於地下室，

皆有利於學生快速到達使用。 

3. 整修穿堂及圖書館、開放桌球教室及體操教室，成為學生互動空間。 

4. 利用空間置放桌椅、規劃音樂小天地及南方松木地板區成為學生下課

聚集場域。 

4.2.2提供學生多元展能空間和互動環境。 

1. 校園空間多樣化，提供學生充足活動空間。 

2. 操場遊戲區設有單槓、攀爬架、鞦韆及溜滑梯，增進學生體能健康。 

3. 學校學生課後社團多樣化，增進學生學習多元發展。 

4. 積極發展各項體育項目，成立巧固球隊、田徑隊及跆拳道隊。 

5. 辦理藝術特色發表會，提供學生動靜態才藝表演舞台。 

    

穿堂互動學習 便捷通道 操場遊戲區 多元展能空間 

 

二、創新做法:  

校園營造的過程中我們兼顧學校特色及學生需求，為民族親師生

建立一個友善校園。以下列做法達成校園營造各項具體目標。 

(一)善用資源，活化空間 

本校校舍逐年老舊，許多空間及校舍必須重新規劃設計。透

過會議訂定相關計畫，逐年申請經費，完成項目有：幼兒園增設

兩班(104年海豚班、106年綿羊班)、改善幼兒園教學環境(104

年遊戲場整修、104年新設活動室)、圖書館修建及廊道優質化

(105年)、新設教師研究室(105年)、改善行政辦公室環境(106

年)，使校園空間整體活化再利用。 

(二)藝術特色，妝點校園 

本校為藝術重點學校，豐富藝文作品成為校園各空間的藝術

亮點，在規劃校園修建工程時，融入了民生社區的特有景觀，完

成項目有：圍牆修建工程，增加行走空間及休憩區(105年)、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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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兩期校舍外牆整修工程(106年、107年)、司令台整修工程(106

年)，樓梯間修建工程(107年)，透過整體規劃將學校社區化。 

(三)數位學習，多元發展 

本校為逐年規劃教室資訊設備，另通過一生一平板申請計

畫，深化 e化教學，提升學生資訊能力；此外，重視學生多元發

展亦是進行校園營造的重點，完成項目有：小田園修建工程(105

年度)、雨水回收系統(105年度)、圖書館修建工程(105年度)、

穿堂優質化工程(107年)。 
 

肆、優質成果 

一、目標達成:  

(一)營造安全健康校園: 

落實校園管理，申請相關經費，使校園營造整體化。 

(二)形塑人文藝術校園: 

藝術經驗傳承，凝聚校內共識，使校園營造美學化。 

(三)設置自然科技校園: 

佈建綠能設備，建置數位平台，使校園營造永續化。 

(四)豐富學習資源校園: 

開放校園空間，提供互動資源，使校園營造多樣化。 

(五)105-107年度重要工程經費成果 

項次 年度 工程名稱 經費金額(元) 

1 105 全校廣播系統更新工程 3,291,200元 

2 105 圖書館、教研室、優質化廊道整修工程 6,617,161元 

3 105 通學步道、雨水回收系統、小田園整修工程 9,416,242元 

4 106 至真樓、至美樓損壞整修工程 14,357,401元 

5 106 行政辦公室設施設備優質化工程 3,804,557元 

6 106 司令臺整修工程 509,415元 

7 106 幼兒園增班工程 2,019,150元 

8 106 至美樓汙水管損壞整修工程 1,075,907元 

9 106 活動中心空調系統更新工程 2,579,960元 

10 106 自來水管緊急搶修工程 604,800元 

11 107 至善樓、至美樓部分外牆及穿堂優質化工程 6,385,771元 

12 107 幼兒園教室及樓梯間修建工程 3,058,410元 

總計 53,719,410元 

 

二、創新成果:  

(一)善用資源，活化空間 

1. 配合教育局政策增設兩班幼兒園班級：針對一樓空間重整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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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提供附近家長的需求，進而提升國小學生報到率。 

2. 老舊圖書館結合廊道進行修整：多元化空間的規劃及採光設

計，更能符合現階段學生的需求。 

3. 新設教師研究室：提供教師備課、議課的空間，大幅提升教師

專業成長的氛圍，同時也是學校會議及教師課餘互動的場所。 

4. 改善行政辦公室環境：行政辦公室收納功能不彰且雜亂，透過

整體的規劃，友善行政同仁辦公環境，甚而提升行政效率。 

(二)藝術特色，妝點校園 

1. 校舍外牆整修工程：兩期的校舍外牆整修，進行修補工程外，

並將學校藝文設計融入於民生社區景觀環境中。 

2. 司令台修建工程：波浪形臺面拉直，同時將高度降為兩層，更

能保障活動時的安全，另外建置一座摺紙概念的裝置藝術。 

3. 樓梯間修建工程：豐富的藝術作品增添流動式的展演空間，同

時透過簡約設計，顏色區別展區，讓學生置身於畫廊之中。 

(三)數位學習，多元發展 

1. 小田園結合雨水回收系統：小田園園地透過雨水回收系統的整

體規劃，讓孩子有更進一步親近土地的機會。 

2. 穿堂優質化工程：有別於傳統中的穿堂，友善親師生的構思，

加強了人與環境的互動。 

3. 一生一平板：配合教育局政策，成為台北市少數生生有平板的

學校，透過課程設計，讓孩子探索校園，進而提升學習效能。 

 

伍、結語 

民族國小建校逾 40年，校地面積小，在學校資源有限與學生多元學習需求

漸增。我們積極爭取經費，結合學校藝術特色與社區資源，進而擺脫老舊傳統

的印象，激發師生教與學之間的火花，進而開拓民族孩子的無限想像空間。 

校園環境的營造與學生境教學習息息相關，未來我們將秉持「安全健康、

人文藝術、自然科技、學習資源」的學校經營目標，持續地精進校園環境，讓

校園空間在兼顧教育意義的同時，成為更富有創意、人性及美學的優質校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