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2G001 
 

臺北市 108 年度優質學校參選申請書 

 

參選獎項 

單項優質獎：校園營造 

 

優質校園、精彩南門 

~營造創藝國際校園~ 

 

 

臺北市立南門國民中學 

王福從、鄭順璁、謝扶成、林芯聿、陳美婷、陳佩芬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  月  10 日 

 



 1

目次 

        摘要---------------------------------------------------- 01 

壹、基本現況---------------------------------------------------- 02 

一、設校歷史------------------------------------------------ 02 

二、社區環境------------------------------------------------ 02 

三、學校規模------------------------------------------------ 03 

貳、優質目標---------------------------------------------------- 04 

一、背景分析------------------------------------------------ 04 

二、具體目標------------------------------------------------ 05 

參、具體作法---------------------------------------------------- 06 

一、實施內容------------------------------------------------ 06 

二、創新作法------------------------------------------------ 14 

肆、優質成果---------------------------------------------------- 16 

一、目標達成------------------------------------------------ 16 

二、創新成果------------------------------------------------ 19 

三、結語---------------------------------------------------- 20 

 

優質校園、精彩南門 

~營造創藝國際校園~ 

摘要 

配合 108 課綱實施，結合本校多年發展有成的創客、藝術及國際教育等特色

課程，在校務評鑑深獲委員肯定的校園營造基礎上，再加上 106 學年度校園營造

優質學校複審委員深入懇切的指導下，今年本校再以「優質校園、精彩南門~營

造創藝國際校園」為主軸，實踐「創藝、健康、關懷、多元」南門新願景為方向，

有系統、有組織、有創意的校園營造方案，進一步提升學生素養能力，培養南門

好少年。於是，我們從學生學習的需求出發，設定四個方案目標，首先是「導入

學生發展需求，建構活力的安全健康校園」；其次是「激發學生多元智慧，型塑

創客的人文藝術校園」；再來是「培育學生關鍵能力，連結國際的自然科技校園」；

最後「展現學生學習成果，營造豐富的學習資源校園」。方案中並彙整以「安全

活力好健康」、「人文藝術好品味」、「自然科技好用心」、「學習資源好豐富」

等創意做法，目的是提供給老學校舊校舍強化校園營造的經驗。所有的努力皆為

使營造校園的過程讓學校成為一個學生學習的最佳環境，讓全校親師生在兢兢業

業的努力、加加減減的修築中，匯集點點滴滴的口碑流傳，行銷南門國中成為在

社區眼中優質學校的印象，優質校園營造將讓校園永續，也就會讓南門永續精彩! 

關鍵詞：優質校園、校園營造、創藝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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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基本現況 

一、設校歷史 

本校校地日治時期為城南小學校址，民國 34 年由臺灣警察學校使用，

民國 57 年全國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時，由于維魯校長正式創校，學校甫

設立即收了新生班 25 班，學生 1293 名，隔年更增設了小學部，正名為「臺

北市立南門國民中小學」，成為臺北市極少數國中小行政教學一體的「九年

一貫」學校。直至民國 78 年奉令分設南門國小，並由王文浩校長擔任國小

校長，兩校行政教學與校舍場地才獨立運行，但兩校教職員工情誼深厚，至

今中小學兩校仍共用同一校地、共唱同一校歌並辦理南門中小學聯合校慶，

實為臺北市國中小攜手合作之教育典範。南門國中歷經 50 年的歲月淬鍊，

回顧創校時的篳路藍縷，教學空間嚴重不足，所幸在賴晚鐘校長、錢星橋校

長、陳登瑞校長、王正哲校長、洪富雄校長、韓桂英校長、李珀玲校長及曾

文龍校長等歷任校長優質領航，帶領全校親師生辛勤耕耘下，學校優良事蹟

得獎殊榮精彩輝煌，造就之各界人才更是不計其數。今年適逢本校正式邁向

創校 50 週年，未來將在前人先進打下精實深厚的基礎下，整合教育發展趨

勢，效法先進教學專業熱情，透過校園優質營造，建構安全、自然、藝術及

科技之學習校園，拓展南門無限風華，繼續締造精彩南門 50 年的光榮。 

二、社區環境 

(一) 地理環境： 

1. 豐富的教育資源：本校位於中正區廣州街，週邊享有得天獨厚豐沛的

教育資源，毗臨臺北植物園、鄰近林業試驗所、國立歷史博物館、藝

術教育館、教育資料館、總統府、氣象局、警察廣播電台、和平醫院、

中正紀念堂、國家音樂戲劇兩廳院、國家圖書館、中央氣象局等教育

資源機構等社會教育機關，而台灣師範大學、臺北市立大學、建國中

學、北一女中等首屈一指的學府，也距離學校不遠，讓學校有更多的

機會與兩所大專院校進行教育實驗合作方案，為師生打造更多元更

創新的專案計畫，如此豐沛的人文藝術與自然科學社教資源，正是本

校課程活動多元發展的關鍵因素。 

2. 優質的社區環境：本校位處博愛中正特區，前有捷運小南門站，並靠

近愛國西路及中華路等多線公車站以及U-bike站點，交通非常便利，

校園周邊屬文教社區，居民生活素質高，生活機能便利。且距離萬華

區僅有中華路一路之隔，可享有萬華龍山寺、剝皮寮等傳統歷史古蹟

社教資源，卻免於老舊社區市容及遊民等不利因素的干擾，是臺北市

最優質的居住環境。  

(二)未來環境預測： 

1. 少子化威脅：本校 107 學年度九年級 453 人、八年級 432 人，雖在

107 年 4 月教育局核定班級數減招一班，但在曾文龍校長及教職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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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經營，107 年 7 月新生招生 504 人額滿，獲得教育局同意維持新

生 15 班之規模，但在考量周邊國小生源不足的情況下，少子化減班

危機仍是學校永續經營最大的挑戰。 

2. 校舍老舊隱憂：本校創校 50 週年，所有的校舍建築均在民國 57 年

至 70 年間完成，各棟校舍迄今已使用 40~50 年，以鋼筋混凝土使用

65 年計算，未來的 10 年~15 年將是新校園規劃設計的重要階段，目

前各棟樓雖歷經結構審查及補強工程，尚屬堅固安全，但因校舍老舊

造成的電源系統、水電資訊管線維護、校園地坪、漏水壁癌及設施損

壞等修繕項目繁多，均造成校園維護費不足的窘境。 

3. 校舍空間不足：因應活化及翻轉教學，特色課程專科教室需求提高，

校舍空間嚴重不足也是校園營造過程中極需思考改善的課題，尤其

是本校新成立臺北市南區自造中心，將既有 3 間綜合教室及 1 間電

子書包教室，規劃成自造中心發展基地，造成大場域之教學空間不

足，而因應體育班及音樂班 108 新課綱發展，相關專門訓練課程提

出所需的教學空間，也亟待整合規劃。 

三、學校規模 

(一) 校地面積：30,385 平方公尺。 

(二) 班級編制：107學年度班級數為 55 班，其中普通班 45 班、體育班 3

班、音樂藝才班 3 班、學困資源班 1 班、身心障礙資源班 1 班、特

教班 2 班。 

(三) 員額編制：校長1人、教師128人、職員26人，共計155人。 

(四) 教師概況： 

1. 教師年輕有 100 人都在 45 歲以下，學歷部分研究所畢業佔 68%，師

範院校及大學畢業佔 32%，教學自我要求及熱忱均相當高。 

2. 教師主動創新與進修意願高，全校有 13 位教學輔導教師（92 學年起

迄今）且 98%以上教師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五) 校舍狀況： 

1. 專科教室設置情形： 

專科教室/間 樓名樓層 面積 M
2
 專科教室/間 樓名樓層 面積 M

2
 

童軍教室/2 仁愛樓 1樓 90 行動學習/1 信義樓 4樓 90 

生活科技/2 仁愛樓地下室 135 電子書包/1 和平樓 1樓 90 

家政教室/1 忠孝樓四樓 135 綜合教室/3 和平樓 1樓 90 

烹飪教室/1 忠孝樓四樓 135 團輔室一/1 仁愛樓 2樓 90 

美術教室/2 忠孝樓一樓 135 團輔室二/1 達德樓 4樓 90 

音樂教室/3 仁愛樓 4樓 90 學困教室/1 仁愛樓 3樓 90 

表藝教室 1/1 仁愛樓地下室 135 資源教室/3 忠孝樓 3樓 135 

表藝教室 2/1 達德樓 1樓 90 合奏教室/1 達德樓 4樓 189 

健教教室/1 達德樓 3樓 90 琴房/23 琴韻樓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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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教室/間 樓名樓層 面積 M
2
 專科教室/間 樓名樓層 面積 M

2
 

自然實驗/3 信義樓 1樓 135 生活教室/1 仁愛樓 1樓 90 

電腦教室 1/1 忠孝樓 3樓 135 知動教室/1 仁愛樓 1樓 45 

電腦教室 2/1 信義樓 3樓 90 音樂廳/1 活動中心一樓 600 座 

多媒體教室/1 仁愛樓 2樓 135    

2. 運動空間有室外籃球場 4 面，共有 16 籃框；6 線道 200 公尺合成橡

膠跑道；桌球桌 7桌；羽球場 6面(與室內標準木地板籃球場一面共

用)；7泳道游泳池 25 公尺一座；網球場 1座。 

3. 綠地(含花圃)及休憩空間，中央草皮區 2700 平方公尺、三角花圃及

操場週邊休憩區 1410 平方公尺、和平內院 1595.1 平方公尺，共計

5705.1 平方公尺。 

貳、 優質目標 

一、背景分析 

    本校以「營造創藝國際校園」做為方案主軸，配合校務中長程發展計畫，逐

年編列並爭取相關經費與補助規劃學習校園空間，建立南門創新價值與優質品牌，

重塑南門新風華。運用 SWOTS 分析，從安全健康、人文藝術、自然科技及學習資

源等各向度進行方案背景分析，以期了解學校發展優劣及機會條件。 

 (一)安全健康校園 

 (二)人文藝術校園 

內部分析 外在因素 
因應策略 

S-優勢 W-劣勢 O-機會 T-威脅 

1.校舍、場館硬體
設施漸趨完備。 
2.人車分道明確。 
3.監視系統完備。 
4.校園採開放空間
設計，明亮優美富
境教功能。 

1.校舍老舊修繕相
對頻繁。 
2.校地大修繕經費
編列有限。 
3.校園開放安全管
理不易。 
4.隨著學生學習需
求多元,校園空間不
敷各式活動使用。 

1.逐年爭取統籌
款，專案計畫，更
新校園設施。 
2.家長志工及警政
機關大力支持校園
安全。 
3.學校鄰近資源機
構多，如和平、臺
大醫院、社區健康
及運動中心。 

1.周邊巷道較為狹
窄，出入車輛多較
易發生危險。 
2.臨近住宅區工程
施作易引發干擾 

1.積極申
請各項計
畫，挹注
資源改善 
設施和環 
境空間。 
2.與區公
所、里辦
公室合作 
共同營造
安全社區 
3.結合社
區資源，
辦理各項
安全健康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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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自然科技校園 

(四)學習資源校園 

內部分析 外在因素 
因應策略 

S-優勢 W-劣勢 O-機會 T-威脅 

1.校園角落藝術化 
2 特色社團才藝多樣 
  化。 
3.藝文教師素質優  
  良。 
4.校園中多座公共 
  藝術品，增添人 
  文藝術氣息 
5.校內經常辦理學 
  生藝文展演，提 
  供展現舞台。 

1.校舍修繕改建工  
  程常需分期進行  
  外觀差異顯著。 
2.校舍傳統設施已 
  成為學校文化。 
3.少子化趨勢，不  
  利於校隊招募新 
  生及永續運作。 

1.社區藝術資源豐 
  富可為利用。 
2.成立自造中心拓  
  展創客藝術教 
  育。 
3.積極參加藝術、 
  閱讀競賽,拓廣學 
  生視野。 

1.少子化人文藝術 
  優異學生銳減。 
2.家長注重升學，  
  不利人文藝術發   
  展。 
3.部分家長考量家 
  庭經濟因素，影 
  響弱勢學生參加 
  藝術社團活動意 
  願。 

1.申請經
費補助，
扶助弱 
勢學生社
團參與機
會。 
2.結合外
部資源合
作，辦 
理親子藝
文活動，
強化學生
人文藝術 
素養。 
3.營造校
園各式藝
文展示空 
間，提供 
境教薰陶 

內部分析 外在因素 
因應策略 

S-優勢 W-劣勢 O-機會 T-威脅 

1.智慧校園數位化 
  學習設備設備充  
  足。 
2.建立節電自動卸 
  載系統，頂樓設 
  置太陽能板。 
3.校園綠化及透水 
  積極規劃。 
4.教室均已建置 86 
  吋大電視輔助教 
  師教學。 

1.學校校舍年齡較 
  高，線路雜亂。 
2.資訊設備繁多， 
  更新汰換經費不 
  足。 
3.專業優秀資訊管 
  理及園藝綠化人 
  才不足。 
4.庶務人力日趨減 
  少，環境維護不 
  易 

1.緊臨植物園與中 
  央氣象局環教資  
  源充足。 
2.綠能政策推動改 
  善校園環境契 
  機。 
3.教育部前瞻計畫 
  補助。 
4.數位時代，資訊 
  融入教育成為重 
  要趨勢，深受家 
  長重視。 

1.緊臨植物園易造 
  成教室蚊子多。 
2.自然景觀生態受 
  限於場地與日照 
  角度，無法擁有  
  高日照率。 
3.學生易沉迷手機 
  遊戲。 

1.掌握科
技教育趨
勢，推動
科技特色
課程。 
2.參與專
案爭取經
費挹注，
改善自然
科技設施
與設備。 

內部分析 外在因素 
因應策略 

S-優勢 W-劣勢 O-機會 T-威脅 

1.專科教室與實驗 
  室資源設備豐富 
2.家長志工熱心參 
  與服務。 
3.學校申辦多項專  
  案計畫補充經費 
4.圖書館，藏書豐 
  富。 

1.行政處室承辦業 
  務量多負擔重壓 
  力大。 
2.發展項目多元， 
  分散資源，無法 
  凸顯特色及效 
  益。 
3.校內各項學習資 

1.周邊環境有豐富 
  之人文、建築及 
  教育資源。 
2.家長會經費支援 
  學校校務發展與 
  學生學習環境。 
3.鄰近南海學園、 
  植物園、郵政博    

1.少數家長過度關 
  心校務及班級教 
  學造成教師困擾 
2.網路資訊環境便 
  利，影響學生學  
  習模式及成效。 

1.整合學
校內外部
各項工 
程預算經 
費，營造
複合學習
空間 
2.善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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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體目標 

    本校願景為「創藝  健康  關懷  多元」，透過本方案 SWOT 分析掌握本校

優劣勢機會條件後，進一步思考如何以培育南門好少年為主體，打造最安全健康、

最具人文藝術、最易於學習的智慧校園？透過方案執行解決軟硬體修繕經費及管

理人力不足的問題、凝聚學校校園營造發展共識，並提供最佳教學環境，以增進

學生學習效益。因此本方案以「優質校園、精彩南門~營造創藝國際校園」做為

主軸，將「學校創客、藝術及國際教育」三項特色課程融入方案，就安全健康、

人文藝術、自然科技及學習資源四個項目設定方案具體目標如下： 

(一) 導入學生發展需求，建構活力的安全健康校園。 

(二) 激發學生多元智慧，型塑創客的人文藝術校園。 

(三) 培育學生關鍵能力，連結國際的自然科技校園。 

(四) 展現學生學習成果，營造豐富的學習資源校園。 

    為落實本方案推動執行，符應本校願景及學校需求，透過 SWOT 分析結果

結合系統思考「觀照全面、掌握關鍵、形優輔弱、實踐目標」等步驟，來研訂

方案執行策略據以執行，因此，本方案執行架構圖如下所示。   

 

  源尚待進一步有 
  效整合利用。 

  物館、孫運璿紀 
  念館等社教資源 
  豐富。 

海學園環 
境及生態
資源豐富
各式教學
活動。 
3.整合親
師生及社
區資源，
豐富學生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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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具體作法 

一、實施內容 

    以下具體呈現本校在「安全健康」、「人文藝術」、「自然科技」及「學習資

源」之實施做法及時施內容如下： 

(一) 導入學生發展需求，建構活力的安全健康校園 

1.1 建置安全的學校環境 

1.1.1校舍建築結構良好，設施安全，人車分道動線明確。 

    1.學校位處土壤液化低潛勢區，校舍建築已將屆 50 年，104 年積極申請耐

震評估與進行補強工程，並於 105 年全數完工。 

    2.強化校舍安全逐年爭取修繕預算 105年 23,155,949 元 106年 11,987,394

元 107 年 5,537,770 元 108 年 11,909,382 元，4 年來達 52,590,495 元。 

    3.上學動線嚴格執行人車分道，區隔機車及汽車接送區，動線分明。 

    4.招募家長志工，投入交通導護工作，維護上下學安全。 

    5.遴選社區可靠商家，設立愛心安全商店。 

    6.每年完成校舍消防、高壓電、電梯、飲用水及建物等安全檢查，定期清洗

窗簾、空調濾網及電風扇，確保校舍及衛生安全。 

1.1.2落實校園開放及安全管理，建構校園安全網絡。 

    1.訂定並落實校園開放管理辦法，場地積極外租，場地費挹注水電及維修。  

    2.增設夜間感應式照明，校園廣設監視器並定期檢查汰換攝影鏡頭，由警

衛室監看監視畫面，讓校園安全無死角。 

    3.張貼避難逃生動線圖宣導，定期進行防災逃生實際演練。 

    4.設立地震預警監視系統，維護師生第一時間的安全。 

    5.實驗室 107 年暑假完成整修，配置緊急洗眼淋浴及洗眼設備；殘障廁所

設置緊急求救警示按鈕。 

    6.全校重要辦公室進行機械保全連線，確保課後及夜間校園安全。 

    7.落實門禁管制登記及訪客辨識，結合課間巡堂及群組通報，建構安全網絡。 

人車分流、汽機車區隔 警衛室監視及門禁系統 專人管理空大面授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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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中心規劃完整，地下一樓為專業桌球隊練習教室，一樓為多功能會

議、音樂會展演空間，二樓為桌球室，3 樓為專業木地板羽球、籃球及排

球讓多功能的室內運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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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6年比照國家運動場完成合成橡膠PU跑道及中央草皮，由橄欖球隊認養

維護草皮，目前國中小2千餘位師生使用下仍欣欣向榮，運動與景觀兼具 

    3.設置25公尺室內游泳池溫水一座108年將完成鍋爐及過濾系統更新工程。 

    4.設有戶外網球場、排球、籃球場、單槓場及沙坑一座，本年度更新部分

籃球場場邊護墊，除讓師生安全使用外，亦開放校園供民眾使用。 

    5.由台北市體育局專案補助於仁愛樓頂樓增設射箭場，培訓射箭隊。 

    6.爭取國教署經費補助167萬元，設置重訓場讓體育班有重訓器材使用，也

給教師同仁加強體能心情放鬆的運動場地。 

    7.規劃設置特教班多功能知動教室，讓特教學生伸展更安全。 

    8.規劃表藝韻律教室，提供教師休閒及學生舞蹈、表演的好場所。 

1.2.2提供舒適的生活休憩環境 

    1.校舍各大樓外牆拉皮，規劃色彩明亮活潑，富有藝術及動感氛圍。 

    2.加強廊道美化設計，融入藝文，讓校園更新穎活潑，如校長室前南門好

少年大圖及木樹、音樂教室前走廊鋼琴彩繪、理化教室前走廊天文意

象、美術教室前木桁樑及圖書室前走廊閱讀圖騰等。 

    3.建置視聽圖書室及更新資訊科技教室配置多角化討論桌椅、電子白板及

行動載具，推動智慧教學行動學習。 

    4.各樓層布告欄由處室認養加強布置及更新，本學年新增「校長好事報

報」及「閱讀我最好美」展示，發揮校園境教增添學習氛圍。 

    5.校園角落規畫休憩及圖書角設計，如校長室前、圖書室前、視聽圖書室

前、合作社後方、操場周邊及內院中島周邊花台，讓師生及洽公民眾休

憩晤談，增添校園溫馨氛圍。 

    6.操場周圍的林蔭、內院及三角花圃旁綠籬下，是學生課餘休閒中午漫步

優游自在的最佳空間。 

    7.於仁愛樓三四樓由家長會綠化志工媽媽認養，種植多樣化綠色植栽，豐

富校園綠美化景觀。 

   

合成橡膠專業級跑道 翠綠的操場及富動感外牆 圖書館座融入校慶布置 

(二) 激發學生多元智慧，型塑創客的人文藝術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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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設置視聽圖書室，除進行智慧教學行動學習外，多功能座椅布置也提供

領域教師專業對話及休憩空間使用。 

    2.和平內院開放舞台及園圃設計，提供學生多元學習成果展現的機會，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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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地磚、外圓內方的女兒牆欄杆兼具現代與古典之美。 

    3.積極整建無障礙的校園環境，申請活動中心及仁愛樓電梯，活動中心音

樂廳座位斜坡施作方便輪椅通行，提供安全與人性化的學習場所。 

    4.重視性別平等空間，活動中心設置性別平等廁所；每面籃球場設置女生

優先的籃框；體育班教室旁設置更衣室；重視生涯規劃，設置「時光膠

囊給十年後的自己」留言區及適性入學輔導專欄。 

    5.以教學領域為單位規劃辦公室，提供充足的教師個人辦公及領域共備會

議空間，領域隨時討論精進對話。  

    6.以導師班級經營為中心，各班均設置導師辦公桌椅及電腦設備，讓導師

可隨時在班辦公及關心學生上下課情形。 

    7.重新規劃整修哺乳室，設置冷氣及新沙發，並於門前布告欄設置哺乳教

育宣導資料，提供人性衛生安全的擠哺乳空間。 

    8.於美術教室前設置學生作品展示櫥窗，定期更新，展示學生藝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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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編輯校史資料公告於學校網頁，歷史相片掃描存檔數位典藏。 

    2.重新規劃校史室，以呈現歷年大事紀為主軸編制大圖輸出，搜尋維護展

示校園歷史文物，以利解說校史資料及連結情感。 

    3.網頁設置50週年校慶專區，彙編校慶紀念特刊、歷任校長的祝福、校慶

創作紀念歌曲及自編MV、減塑環保園遊會、校慶紀念品專區及國際友校

的祝福等，留下50週年校慶數位典藏資料。 

    4.103年完成部分及108年申請第一技統籌款修繕東側圍牆，將拆卸之既有

石磚重新鋪設於底層為校史留下見證。 

    5.連續七年與藝文團體合作，辦理南門社區藝術節活動地方性展演活動，

今年有羅管南弦愛樂共鳴音樂會、無限創意表演團-餐桌上的記憶、東方

炫舞新住民聯合舞展-舞動奇蹟2。 

    6.校園設施及廊道造型設計饒富人文歷史意義如利用網球場圍牆設置橄欖

球運動說明大圖及「再現重熙門」彩繪、司令台上「更甚於藍」彩繪。 

    7.設置鄉土語言櫥窗與文化走廊展示學生學習成果，並配合地方民俗活動

融入教學如美術老師教摺天燈、辦理祈福活動等。 

   

教室設置導師辦公設備 南門社區藝術節活動 再現重熙門彩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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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庭內院設置葫蘆島，象徵福氣圓滿，搭建具有船型設計的高柱與炮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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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網牆，象徵喜慶與鵬程萬里，富含教育意義。 

    2.校門外側佈告欄及校門內穿堂設置榮譽榜展示牆展現師生優質表現。 

    3.望穿操場盡頭信義樓外牆磁磚展現藝術律動感，符應創藝學校課程願景。 

    4.琴韻樓外牆設計成鋼琴鍵盤造型磁磚，營造音樂藝術氛圍。 

    5.利用仁愛樓外牆整修，設置優質學校精彩南門馬賽克磁磚行銷學校特色。 

    6.後續利用東側圍牆整修機會，圍牆鏤空欄杆將融合學校特色與顏色設計。 

    7.積極移除整理老舊電線，以維護整體校舍建築整潔美觀安全。 

    8.美術教室、團體輔導室及視聽圖書室等內部牆面，利用各種彩繪素材美

化營造溫暖有趣的學習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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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美術教室前設置南門藝廊展示學生作品，並以木桁樑及燈光美化廊道。 

    2.辦理美術創作比賽，徵選標語或圖案，優秀作品公開並於校網首頁展示。 

    3.以學生作品布置校園，例如廁所彩磚佈置及游泳池塗鴉，創設「南門走

道藝廊」將美術成果佈置於信義樓二樓走廊鐵窗上，軟化二樓鐵窗之生

硬疏離感，成為師生共享教學交流園地部分，808班鐵窗即予拆除。 

    4.推動女兒牆美化綠化，由七年級班級認養門前花盆及小田園農場照顧。 

    5.配合萬聖節、聖誕節報佳音及春節等節慶由辦公室及班級認養進行情境

布置。 

    6.社區藝術融入南門藝術節、南門弦樂團參與中興醫院及自來水園區聖誕

音樂公演、扶少團參與扶輪社勸募捐血、小太陽服務社公服義賣等，體

驗地方人文藝術並擴展藝術活動績效。 

    7.結合藝文領域創發各式學校圖騰logo，運用於校舍、學生書包、邀請

卡、制服、簡報及校慶紀念品等，加強行銷南門優質品牌。 

    8.每年更新採用學生設計「靜」、「淨」班級榮譽牌。 

    9.退休教師利用校慶辦理書畫工藝美展，學校情誼連結及藝術教育兼具。 

    10.辦理英國文化交流協會世界河流藝術教學活動，英國藝術家蒞校與學生

進行藝術交流。 

    11.與廣達文教基金會辦理廣達游於藝--光影巴洛克導覽活動，將光影藝術

與自然領域光學結合。 

   

福氣包容的內院葫蘆島 南門藝廊展示學生作品 拆除808班班級鐵窗 

(三) 培育學生關鍵能力，連結國際的自然科技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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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強化校園自然景觀生態綠化。 



 11 

    1.前庭、中庭與停車場、跑道四周等均以透水鋪面作為基底，屋頂增設小

田園種植箱，擴增校園綠化面積。 

    2.提升雨水回收效益於水撲滿邊花圃新設生態池，委託台灣濕地復育協會

吳聲昱老師規劃設計生態池，讓水循環在南門實現。 

    3.加強內院花圃整理美化，施作洗水台回收澆灌系統，減少自來水澆水。 

    4.104申請小田園計畫由衛生組聘請專業教師或志工於東側圍牆邊、仁愛樓

頂樓、琴韻樓前方及和平樓後方設置小田園教學農場，教導食農教育。 

    5.配合市府政策，於信義及和平樓頂建置太陽能光電板，並於視聽圖書教

室前架設發電資訊展示看板，加強能源教育。 

    6.改善三角花圃積水地磚不平，並於周邊花圃種植芒果、龍眼、咖啡、鐵

樹、沉香、肉桂等植栽，豐富校園景觀、自然生態及植物多樣化。  

3.1.2布置環保教育情境，落實節水、節能、減廢、減碳，閒置空間利用。 

    1.全校廁所及活動中心裝設感應及節能燈具，燈具更換為T5與LED省電燈

具，108年申請專案經費將運動場地戶外探照燈汰換為高效率LED燈具。 

    2.提出電源改善預算計畫，105年完成全校空調電源改善、108年完成高壓

電總變電站改善、未來逐年編列各棟樓低壓電源改善工程。 

    3.結合家長會申請產發局住商節電汰換補助方案，108年度將進行汰換班級

冷氣45台及本校9年以上冷氣29台為一級節能標章冷氣，落實節能。 

    4.配合政策信義及和平樓安裝太陽能板，達到節能減碳及綠能之效。 

    5.推行垃圾分類與減量，全校使用桶餐禁一次性餐具，50周年校慶園遊會

採用租用環保杯辦理無塑園遊會獲教育廣播電台及聯維有線電視報導。 

    6.編組衛生小義工，設置資源回收場，布置環保教育情境，推行資源回收。 

    7.實驗桌及藥品櫃設置萬向抽風設備、實驗廢液儲置，確保師生實驗安全。 

    8.校園空間有效利用，整合退休教師聯誼及地下室，簡易裝修及增設空調

設杯，規劃為健身重訓練場。 

    9.推展小田園教學，豎立QRCode植物解說牌利於認識植物，解說內院葫蘆

島及椰子樹系民國86年拆除中庭水塔種下，建立樹木與校史的連結。 

    10.參與外交部台美生態學校夥伴計畫方案，達到與國際接軌之目標。 

  

 

屋頂草莓小田園教學 內院洗水廢水澆水管線 南門50校慶無塑園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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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數位視聽圖書室及多媒體教室，讓數位教學及會議更臻便利。 

    2.爭取經費增設資訊教學設施，購置移動式大尺寸觸控電視(4台)及ipad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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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載具(本校有充電車6台)融入教學。 

    3.設置電捲門障礙感知器、走廊樓梯自動照明、數位保全、小田園自動澆

水系統、操場草皮自動澆水、中央用電即時監控系統及消防警報系統等 

    4.107年度完成資訊科技教室整修一間建置升降式螢幕，提供最新資訊設備

供學生學習。 

    5.各班教室及專科教室設置遠距教學系統、單槍投影機、桌上型電腦、投

影幕、電子白板等。 

    6.108年寒假完成普通班架設86吋大電視及高速資訊網路建構智慧教室。 

    7.107年完成中央智慧教學廣播及電話總機系統，可進行全校分年級分班教

學廣播及即時轉播、班級各別廣播及建立班級電話分機方便教學及聯絡 

3.2.2建置智慧校園，教室設置資訊教學設備，建置數位教學環境。 

    1.透過e化整合服務依教學、行政、設備及管理應用等逐年建置各系統至今

已達30項以上之資訊服務，如成績處理、圖書借用、公文及財管等系

統，提升數位化行政服務工作。另成立行政、領域、導師等各社群Line

群組方便訊息傳播與討論。 

    2.與各大學教育合作，引進許多具實驗性的教學平台，例如智慧教室Wiedu

及iTS5教學平台，配合平板電腦教學，如師大工教洪榮昭教授「搖搖大

挑戰」，增加課堂上的互動。 

    3.建置數位圖書室系統，將電子書、學習資源建於系統內供師生無紙化閱

讀，配合閱讀百分百活動，將閱讀成效量化成閱讀存款，存入每位學生

電子帳戶內，依此作為鼓勵。 

    4.將南門好少年認證過程數位化，透過網站即可上網登錄與認證。 

    5.與臺北市立大學黃旭鈞教授合作試辦APP走察系統進行線上智慧觀課。 

    6.推展創客教室，善用酷課雲等教學影片及kahoot即時反饋系統，以強化e

化教學和學習效果。 

    7.利用資訊科技推展國際教育，利用SKYPE參與鳳凰城國際教育生態合作計

畫及方詩涵老師參與國際筆友挪威的視訊交流。 

    8.專案申請成立臺北市南區自造中心，獲教育部補助聘任主任一位及支援

教師兩位及場地及設備建置費用補助，推動創客體驗創新教育。 

中央智慧教學廣播系統 黃旭鈞教授推智慧走察 洪榮昭教授搖搖大挑戰 

(四) 展現學生學習成果，營造豐富的學習資源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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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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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圖書室位於學校中心位置，採圖書志工服務、開架式管理並延長開放時

間，提供舒適閱讀空間，採用教育局二代校務行政圖書資訊借還書系

統，方便借閱。目前積極撰寫計畫申請教育局108年圖書館優質方案補

助，進一步改善空間規劃 

    2.建置南門好少年學習護照系統，增強學生的閱讀技能與數量，此常態性

推動全校閱讀素養提升的活動不受地點、時間、載具的限制，達到3A化

學習(Any Place、Any Time、Any Device)。 

    3.積極參與跨領域資訊融入教學專案，導入行動學習專案，並於103年建置

數位圖書室(雲端書香)，執行教育部新一代數位學習計畫。 

    4.增列建置數位圖書館系統，數位典藏學生優秀作品、行政會議資料、宣

導教育學習資源等等，便利親師取得所需學習資源。 

    5.擔任臺北市國中深耕閱讀推廣小組行政組組長，導入數位閱讀資源及辦

理臺北市閱讀績優學校評選等資源。 

    6.本校「閱讀百分百」榮獲教育部100年度推動閱讀『閱讀磐石學校』殊

榮，班級書箱書庫閱讀、百本好書、巡迴書香、線上測驗、作家有約及

學習單創作、書箱存摺、閱讀大富豪等，持續推動閱讀學習資源。 

    7.圖書館視學校重點教學活動規劃辦理主題書展，如祖孫週主題書展。 

    8.每年6月邀請圖書廠商辦理優良圖書巡迴書展，鼓勵學生主動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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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教學專科教室建置充足設備，例如視聽圖書室、實驗室、音樂教室、

美術教室、電腦教室、生科教室等所需之教學設備或操作儀器、樂器等。 

    2.106 年暑假完成表演藝術教室 2 間，107 年暑假完成理化生物實驗室 4 間

及美術教室 2間全新改善，107 年 12 月完成資訊科技教室改善，108 年 4

月自造中心 3間教學空間完成建置，提供學生充足的學習設備。 

    3.體育器材室採開架式管理，學生自主借用歸還，減少借用管理時間，籃球

場放置籃球自由球數顆，讓學生自由取用，隨時可運動。 

    4.各項會議空間及專科教室採線上登記，增加空間使用及調配。 

    5.充分運用課輔費節餘款及年度設備預算，由各領域提教學需求，購買實驗

器材及教材教具，豐富學生學習資源。 

    6.積極申請教育局各項專案，如申辦「向科學經典致敬-伽利略的美麗鏡界」，

本校藉此規劃購製平板顯微鏡及天文望遠鏡等諸多設備供學生學習。 

    7.依音樂班學生使用需求，訂定管理規則，課後彈性開放琴房申請使用。 

    8.鼓勵學生代表學校參加競賽，依項目聘請專業師資個別指導，滿足競賽所

需設施及器材，提升學生專業能力及競賽成績，為校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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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喜悅閱讀的圖書館 典雅質感之美術教室 向經典科學致敬~天文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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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合作社設置於仁愛 1樓，鄰近操場、東側圍牆出入口及並與教學區有所

區隔，便利廠商進貨、學生休憩與採買所須物品。 

    2.將教學區與球場運動空間適度區隔，減少噪音干擾學生學習，戶外活動空

間離教學區不遠，利於下課時間及時使用，縮短移動時間。 

    3.學校建築屬長條型，南北移動距離稍遠，特將圖書館、健康中心、教師領

域辦公室、學務處及教務處規劃於學校中間位置，方便師生聯絡互動。 

    4.加強內院花圃及休憩空間綠美化，營造中庭內院放鬆溫馨氛圍，讓師生下

課眺望內院得享片刻悠閒、放鬆緊張心情。 

    5.中庭內院規劃四條往操場之通道，利於師生下課或逃生往寬闊運動場移動。 

    6.游泳池於廣州街 4巷設置獨立出口，方便場地開放使用及逃生。 

4.2.2提供學生多元展能空間和互動環境。 

    1.有戶外 4面籃球場共 16 個籃框，下午 6點後場地開放，民眾進入校園，

與學生切磋球藝展現籃球技藝，並設置女性優先籃框融入性平教育。 

    2.學生活動中心、表藝教室、體適能教室等皆規劃木地板，配合課程提供

學生集會與活動發表、表演排練、各項典禮進行的舒適場域；團輔室規

劃木地板活動教室，方便師生教學舒展與團體互動。 

    3.活動中午舞臺平日及假日常開放弦樂團、管樂團、音樂班合奏及獨奏練

習，習慣於大場地練習，適應正式場地演出不怯場。 

    4.中庭內院學務處前方設置表演舞台，提供朝會、午餐休息時間，學生就

近進行才藝表演。 

    5.配合中央教學廣播系統建置完成，於司令台、活動中心、會議室、校史

室、數位圖書館、學務處前舞台均配置直播點，可直接拍攝立即轉播至

各班教室單槍播放，即時觀看。 

    6.布置溫馨的合作社，依校園食品販售，提供簡易包子饅頭等熱食，讓同

學課餘肚子餓跟同學交誼互動的環境，都是畢業生最快樂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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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動線四通八達 禮堂舞台展藝無限光榮 內院舞台才藝大家共賞 

二、創新做法 

    本校依照所訂之具體目標規劃出許多具體實施策略如班級書箱、閱讀百分百

線上閱讀測驗、跨越時空限制連結網路，雲端學習認證、深耕科技藝術與國際、

南門社區藝術節、向經典科學致敬、小太陽服務社公益服務、Fun 科學 STEM 挑

戰營及數理資賦優異營、新加坡、波蘭、馬來西亞、日本、南法國際交流、打造

教師社群空間、行動學習智慧教學社群、數位閱讀趣社群、國際教育社群、科學

新視界社群、南門智造創客社群，來達到優質校園的目標，其中有數項創新策略

及做法值得提出分享，分述如下： 

(一) 符應師生需求，安全活力好健康 

    1.發揮環境安全敏感度，發現校內外違安狀況，如門口人行道地磚鬆動、

樹穴雜草叢生及家長接送區汽機車分區均馬上通知相關單位改善。 

    2.教師反映班級窗簾破損及不潔，迅速籌覓財源進行更新與清洗。 

    3.體育教師反映室內籃球場周邊未裝設窗簾，影響羽毛球教學視線，迅速

施作窗簾並清潔四樓看台通道。 

    4.學校廁所同學自行負責清潔，長年使用師生反應大小便斗黃垢不易清

潔，則利用校慶前請專業廠商進行黃垢清潔，其餘部分仍請學生維護。 

    5.教師反映教室講台易鬆動，則裝設固定腳架，讓教師便於上課。 

    6.校園線路老舊雜亂，影響外觀及安全，配合電源改善逐年查線整理。 

   

人行道地磚及樹穴維護 活動中心新作遮陽簾 積極整理校園老舊線路 

（二）經營美感教育，人文藝術好品味              

    1.結合音樂教育資源，每年辦理實習音樂會、音樂班聯合發表會、畢業發

表會、弦樂團發表會、南門好聲音及聖誕音樂表演會等多場音樂活動，

提升學生音樂欣賞素養。 

    2.每年南門社區藝術節邀請校南門弦樂團、東方炫舞舞蹈團及無限創意戲

劇團舉行公演，深耕南門社區連結南海學園，建立學校藝術特色。 

    3.發揮本校藝文領域教師專長，表藝科建欣老師訓練七年級完成校慶大會

舞訓練及表演、美術科老師完成美術教學成果展、音樂老師指導同學完

成南門 50 校慶「青春的傳說」紀念歌曲創作與 MV 拍攝。 

    4.每年邀請知名作家蒞校辦理「與作家有約」，107 年邀請褚士瑩分享「我

為什麼去法國上哲學課？」透過與作家面對面互動，激發學生的閱讀興

趣、擴展學生的閱讀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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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的傳說紀念歌曲 MV 七年級校慶大會舞 褚士瑩老師與作家有約 

（三）融入跨域連結，自然科技好用心 

    1.積極申請專案推動智慧校園，行政 E 化管理及電子化會議，建置視聽圖

書教室、多媒體教室、創客教室、資訊科技教室及三間數位化專科教室

配置大電視及 30 部 IPAD，推動數位學習翻轉教學，培養學生科技能力 

    2.發展實驗教育與創新教學模式(創客教育、數位行動學習)，推動臺北酷

課雲包括酷課學堂、酷課學習、酷課閱讀教室及酷課 APP 四面向，逐步

催動學生自主學習。 

    3.成立臺北市自造中心推動創客教育，強化發展電腦繪圖、跨領域設計及

傳統木工等課程，並結合海洋教育，師生透過造舟活動，親近海洋並造

舟彩繪形塑美感教育，培養保育及海洋資源永續發展。 

    4.積極發展生態教學，並將生態與國際教育連結，專案申請台美生態夥伴

學校、世界河流計畫、國際筆友、鳳凰城國際教育生態合作計畫及新加

坡華人女子學校環境教育交流，將南門生態教育行銷國際。 

   

英文科分組合作行動學習 台美生態夥伴學校銀牌 校內大樹爬樹體驗課程 

    5.規劃辦理多場生態及環保體驗課程，如翡翠水庫水資源參訪、石門淨灘

活動、苗栗農改場體驗、全民國防漆彈場攀爬探索體驗、七星山健行登

峰、耶誕野餐饗宴及爬樹登高等，讓師生深入自然場域。 

    6.推動節能及汰換高耗電空調，三年來電費總額逐年降低，105 年總電費

2,749,959 元，106 年總電費 2,676,360 元，107 年總電費 2,666,940

元。 

（四）共享資源網絡，學習資源好豐富 

    1.建置具有特色的南門好少年學習護照、班級書箱、閱讀百分百線上閱讀

測驗，跨越時空限制，可隨時連結網路，進行雲端學習，獲得認證。 

    2.發揮教師專業、場地及設備優勢，積極培訓學生參加各項比賽，各項學

校活動及得獎表現透過「校長 FB」分享，鼓勵師生為校爭光行銷南門。 

    3.利用學校科技、音樂、運動場地資源，辦理南門社區藝術節、臺北市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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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園義賣、向經典科學致敬、小太陽服務社公益服務、聯發科機器手臂

及 Fun 科學 STEM 挑戰營、音樂會公演、數理資賦優異及自造中心創客課

程等，將資源與社區及鄰近友校共享。 

    4.運用資訊科技設備充足優勢，成立教師專業社群，提供學生多元學習機

會，目前有行動學習智慧教學社群、數位閱讀趣社群、國際教育社群、

科學新視界社群、南門智造創客社群，提供師生多元展現的舞台。 

    5.發揮行政創意優勢，撰寫計畫申請專科教室改善，107 年完成美術及理化

專科教室改善，108 年度申請音樂教室改善試辦學校、109 年度申請試辦

生活科技教室改善計畫。 

   

設置教師培訓選手基地 自造中心承辦科學營隊 資源豐富的班級書箱 

肆、優質成果 

一、目標達成，校園營造帶來學生正面影響和感動 

透過南門優質的成果學生表達對南門的心聲 

1.設備好:室內外籃球框多下雨也不怕沒場地、有游泳池、200 公尺操場、活動 

  中心室內球場、新的實驗室、自造中心 

2.校外活動多:校外教學、隔宿露營、畢業旅行、班級郊遊 

3.社團多:有很多表演的機會，甚至還會出國，社團很多不怕選不到適合自己的 

4.老師很認真：很有教學經驗，會幫忙分析與整理教學內容 

5.體育競賽多：讓體能好的同學有很多表現的機會(足球、排球、3vs3 5vs5 籃 

  球、大隊接力、游泳比賽) 

6.跟著老師規劃走：只要按照學校規劃的學習步調走，不用擔心會跟不上。功 

  課、訂正要按時完成。 

7.很多結合課程的活動：如與作家有約、聖誕節、萬聖節活動，很有趣。 

(一)滿足學生需求，打造安全健康校園 

    校園營造首要目標是打造安全無虞、友善健康的學習環境，透過工程預算

的編列討論程序，引入教育局、建築師及學校使用單位的建議，是最符合師生

需求性、結構性、整體性及永續性的做法，近五年來學校積極撰寫專案計畫、

申請統籌款及年度預算，共計完成79,787,482元的工程經費，打造出亮麗安全

健康的南門優質校園，彙整104年~108年重要工程經費，如下表。 



 18

年

度 
工程名稱 經費(元) 

校園營造 

安全

健康 

藝術

人文 

自然

科技 

學習

資源 

104 1.信義和平樓耐震補強工程 12,327,864 ◎ ◎   

 2.信義和平樓屋頂防漏工程 5,275,229 ◎ ◎   

 3.信義和平樓外牆整修工程 7,879,045 ◎    

105 1.禮堂空調設備汰換工程 3,052,432 ◎  ◎ ◎ 

 2.活動中心無障礙電梯工程 4,590,426 ◎ ◎  ◎ 

 3.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環境工程 944,053 ◎ ◎  ◎ 

 4.普通教室暨活動中心電源工程 3,743,820 ◎ ◎ ◎ ◎ 

 5.仁愛樓外牆整修工程 10,825,218  ◎ ◎   

106 1.跑道操場及周邊設施整修工程 8,103,141 ◎ ◎ ◎ ◎ 

 2.專科教室環境改善工程 1,200,000 ◎ ◎ ◎ ◎ 

 3.校園骨幹網路更新工程 665,600  ◎ ◎ ◎ 

 4.樹木褐根病防治工程 953,200 ◎ ◎ ◎ ◎ 

 5.安全護欄(女兒牆)改善工程 538,345 ◎ ◎  ◎ 

 6.屋頂安全通道設備整修工程 527,108 ◎ ◎ ◎ ◎ 

107 1.校園廣播暨電話系統改善工程 3,481,850 ◎ ◎ ◎ ◎ 

 2.美術專科教室環境改善工程 1,079,652 ◎ ◎ ◎ ◎ 

 3.達德樓屋頂防漏整修工程 976,268 ◎ ◎   

 4.給水管線改善工程 1,122,249 ◎  ◎  

 5.照明設備汰換 99,600 ◎  ◎  

 6.空調設備汰換 493,000 ◎  ◎  

108 1.游泳池鍋爐過濾器更新工程 2,185,272 ◎  ◎ ◎ 

 2.活動中心屋頂防漏工程 1,480,238 ◎    

 3.校園電源改善工程 4,644,000 ◎ ◎ ◎  

 4.仁愛樓廁所整修工程 3,599,872 ◎ ◎ ◎ ◎ 

 合計 79,787,482     

(二)激發學生智慧，型塑人文藝術校園 

    國民中學教育階段正值青少年探索職涯興趣的關鍵時刻，學校透過課程設

計與環境營造激發學生的多元智慧，就學生個人方面可探索興趣及培養專長，

就學校方面可引導投入藝文環境營造與學校特色發展，以下表說明近年來申辦

多元化課程及活動，激發學生興趣前能，型塑人文藝術校園相關經費與成果。 

年度 項目 經費額度(元) 

106~107 國際教育 SIEP 經費補助暨國際筆友計畫 346,224 

106~107 弦樂團、管樂團、扶少團鐘點費及行政費 後援會自籌 

106~107 南門藝術節、聯合、畢業音樂發表會 各界募款及自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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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7 預防中輟實施彈性適性化教育課程 55,920 

106 數位輔助學科閱讀計畫 680,000 

106 藝術到校展演計畫 39,600 

107 本土語言教學講授鐘點費 38,465 

107 藝才班課程前導學校及教學設備補助 885,000 

107 學校改善運動設施設備 450,000  

107 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桌球橄欖球游泳射箭 580,000 

107 推動深耕閱讀及閱讀績優學校評選 64,440 

107 區域衛星資賦優異教育方案經費 292,440 

107 合作式技藝教育課程 12,200 

 (三)提升學生能力，行銷自然科技校園 

    透過學校自然與科技教師優異課程的設計能力，本校爭取設置臺北市自造

教育中心負責推動台北市南區自造與創客教育，更結合校園自然生態的營造，

結合學生數位科技力、思考創造力與跨界表達力的培育，將生態、資訊與國際

連結，完成數位科技的自然校園，以下表說明近年來投入自然科技校園連結國

際教育的經費與成果。 

年度 項目 經費額度(元) 

106~107 小田園屋頂平台種植計劃 330,000 

106~107 臺美生態學校聯盟補助 75,780 

106 田園城市小田園教學示例推廣 370,000 

106 臺北市線上教學影片拍攝 1,500,000 

106 各級學校創客教育計畫 454,400 

106 程式教學課程實驗計畫 39,000 

106 卓越科學教育推動暨行動學習智慧教學計畫 114,550 

106 資訊整合-數位閱讀推動 51,940 

107 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補助 3,692,380  

107 前瞻建設-增建資訊教室 1,540,071 

107 營造科學體驗情境行動方案 500,000 

107 國際交流、移地訓練及出國參訪補助 801,920 

 (四)展現學生成果，優化學習資源校園    

    學校師生有優異成果展現是校園營造的最終目標，透過營造健康安全、自

然科技及人文藝術等豐富學習資源的校園環境，來提供教師最精良的教學環境

孕育最優質的學生，在歷任校長優質領導及全校教師共同努力下，師生在各方

面均有極優異的表現與對外競賽獲得也獲獎連連，茲就下表摘要彙整近兩年重

要師生優異得獎項目與數量統計，來彰顯優質校園精彩南門的成果。 

項目 成果內容 

校務 1.107 學年度核定為額滿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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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2.臺北市 106&107 學年度國民中學學校課程計畫優良學校。 

3.臺北市 107 年度高中職以下學校小田園教育體驗學習網路線上評

核綠屋頂組榮獲入選。林千舜組長榮獲臺北市 107 年度校園百大

珍食達人獎。 

4.107 年度服務學習績優學生團隊與學校團隊評選榮獲甲等。 

5.107 年臺美生態學校銀牌認證。 

6.106 學年度生涯發展教育輔導訪視書面審查優良。 

7.106 年度通過國際學校獎 ISA 基礎級認證。金輪獎績優學校。 

8.臺北市106年度特殊優良教師曾文龍校長、自然領域周錦堯老師 

9.105年度國中校務績效訪視評鑑：6項一等獎，獲推薦優質複審。 

學生 

表現 

1.106 年第 50 屆中小學科展榮獲團體優勝、107 年一件入選。 

2.106~107 年臺北市家政學藝活動競賽團體第二名。 

3.106~107 年度弦樂團音樂比賽榮獲 A組西區優等第一名進軍全國賽 

4.106 年全中運游泳項目國女團體總錦標季軍並獲 3金 5銀 3銅、

107 年獲 5金 5銀 4銅、以色列耶路撒冷 2018 世界少年運動會四

銀二銅。 

5.107 年全國中正盃橄欖球賽冠軍、臺北市中正盃卡巴迪運動錦標賽

國男組團體亞軍。 

6.106 學年度語文競賽北區團體獎第三名、107 學年度第四名。 

7.107 學年度臺北市學生美術比賽三件第二名、二件第三名、兩件佳作 

8.106 學年度教育盃籃球錦標賽國男乙級冠軍、107 學年度榮獲亞軍 

9.107 年全中運桌球國女團體亞軍、國女組射箭團體賽第 4名。 

10.107 年全中運國女組射箭團體賽第 4名。 

11.106 年第四屆點子科學競賽優等獎、107 年第五屆榮獲入選獎。 

12. 107 學年度臺北市教育盃桌球錦標賽榮獲國女組團體亞軍。 

13.音樂班參加 107 學年度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共得九項第一名。 

14.臺北市 106 學年度學生創意戲劇比賽第一名暨全國賽特優；臺北

市舞蹈比賽現代舞第一名。 

(限於版面僅摘錄部分，餘詳閱本校網頁榮譽榜) 

二、創新成果 

(一)專家建議~戰戰兢兢 

    本校去年經由校務評鑑推薦有幸進入優質學校校園營造複審階段，唯去年

對營造優質校園諸多教育意涵尚未充分落實，本年度針對評審委員各項建議項

目，以戰戰兢兢的態度，爭取資源並配合學校現況，研擬相關改善方案，透過

外部專家學者的檢視，改善之後，教學環境更加提升並獲校內親師生一致的肯

定，各項委員建議改善情形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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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對於鐵窗有歷史情

感，討論後部分拆除部分

規劃成教學成果展示廊道 

校史室規劃融入校史大

事紀、歷史照片及學校

發展特色展現新風貌 

哺擠乳室牆壁重新粉

刷、裝設冷氣及購置新

家具溫馨布置。 

   

太陽能板展示發電展示及

發電原理教育說明 

增設生態池，建構完整

雨水回收水循環 

提升境教環境，加強各

展示櫃資料更新佈置 

(二)校園營造~加加減減 

    在營造整體優質校園的歷程中，不是只追求校園環境的美化，而是落實空

間的教育價值與意義，諸如廁所的使用一定是乾淨衛生安全，但為性平教育及

滿足性別空間的需求，性別友善廁所因而需在校園中實現。又如雨水回收如僅

做儲水桶澆水而忽略水循環的進階運用，就又缺少環境教育的完整性。而在本

校建築與設備歷經 50 年歷史的痕跡，多少線路雜亂與老舊設施的堆積需要進一

步移除與整理，校園營造也是除舊布新、加加減減的歷程，把新的好的設施加

進來、把舊的壞的設施改造或移除，透過校園營造優質方案的推動，讓南門 50

去蕪存菁，邁向新生永續進而展現教育新風貌，這也是最佳的創新成果之一。 

(三)家長口碑~點點滴滴 

    面對社會環境的少子女化，家長的教育選擇權也越來越高，要有優質的學

習品質，才能吸引家長的認同與加入。而營造一個優質的教學場域是無法短時

間就能建構完成的，需透過許多努力的累積才有所成效，近年來我們做了許多

準備，也逐年推動了一些校園營造的工作，因為，我們認識到唯有提供好的教

學環境，才能給予教師教學、學生學習、校務運作最無後顧之憂的支持，好的

教育成果才能獲得家長的肯定，家長對學校的滿意度是表現在平日社區間流傳

的口碑，這點點滴滴的口碑累積，都來自全體教職員工對學校學生無盡的付出

與奉獻。此刻，唯有透過校園營造，豐富教學設施滿足教師教學的需求，打造

教師對話與休閒空間來降低工作壓力，塑立校園地標刻劃全校師生共同記憶，

靠著以創藝國際校園營造的優質成果，點點滴滴匯聚成全校親師生對學校的認

同，對學校的滿意與口碑將流傳，擦亮南門國中的招牌，讓學校得以永續發

展。 

(四) 未來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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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安全健康 

   (1)學校可多運用廊道或樓梯轉角、東側門園區，跑道周邊榕樹下及未來 

改建的內院中庭，營造更多的休憩空間。 

   (2)游泳池的無障礙升降椅設施，營造無障礙游泳學習環境。 

  2.人文藝術 

   (1)校園中部分樓層轉角與連接走廊等處，留白區仍多，配合領域特色課 

程與學生學習成果，師生共同構思設計，展現一樓層一特色的美感與 

亮點 

  3.自然科技 

   (1)學校應整體盤點教學和教育活動的空間，建立與南門國小資源共用的 

場域機制。   

三、結語 

  南門國中凝聚所有教師與行政的力量去經營一個共同的信念—南門真好，

為了讓南門真好，我們不斷的向前邁進，從校長、主任、師長、家長、學生及

南門社區夥伴將同心一致，為南門的一切，為一切的南門，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