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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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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藝文科技、成自然安康-育成幸福學堂 

   

   

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 

 

核心團隊成員 

張勳誠、洪千玉、陳思婷、曾麗娟、羅丙炘、莊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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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位於南港的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2002年建校至今十七年. 以育天賦、

成菁英為主軸嘉惠學子.為北市近年來繁星入學第一之學校。近年來在張勳誠校

長與行政、教師、家長的努力下，努力營造校園景觀與功能呈現嶄新的風貌，

配合政策與宣導、並以創新視野創造 108課綱的自主學習空間，教師共備空

間，新修建的學生餐廳「育見幸福食堂」除了衛生與營養，更成為北市首先達

成全面電子支付的高中學生餐廳。育成除了志為「全人教育」，也營造育成校園

成為「育藝文科技、成自然安康」的育成幸福學堂。近年來學校校園營造成

果，以健康舒適活力~安全健康的幸福校園: 以學生為主體，規劃安全的環境設

施，建構師生正確的防災觀念與嚴謹的校園安全機制，設置豐富的運動休憩的

舒適空間設施，溫馨友善美感~藝術人文幸福校園:從育成的歷史與特色出發，

設置多元創新的人文藝術空間，強化學生對人文藝術的學習參與，更具有友善

的無障礙環境。環保科技節能~自然科技幸福校園:將都市水泥叢林營造成綠意

盎然，結合 LED節能、全面燈光空調中央控制系統，教室設置資訊教學設備，

推播系統等。育天賦成精英~學習資源幸福校園:爭取經費改善圖書館、專科教

室和校本課程教室，提供學生多元展能空間和互動環境。 

 

關鍵字:育成高中、校園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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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本現況  

一、設校歷史   

位於南港的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2002年建校至今十七年.歷經鍾兆晟校

長、陳必讀校長、楊萬賀校長、周寤竹校長、張勳誠校長等，以育天賦、成菁

英為主軸嘉惠學子.為北市近年來繁星入學第一之學校。 

建校十七年的育成高中，跟青春學子一樣在成熟興盛與不斷成長創新的腳

步中前進，在歷任校長經營下，人才輩出、校友社會成績卓著。但校舍與設備

功能也已進入老化維修與整建的時段，近年來在張勳誠校長與行政、教師、家

長的努力下，讓校園景觀與功能漸漸呈現嶄新的風貌，每一種維修與更新的腳

步都是配合政策與宣導、以更寬廣高遠的視野，結合新課綱願景與時代進步趨

勢的發展。營造育成成為「全人教育」，育天賦、成菁英的學校願景.著重品格

力、學習力、生活力的核心能力.創思活化的教師教學，學生成就金讚、文武雙

全。 

二、社區環境 

   南港地區大部分為山脈丘陵﹝拇指山風景區﹞，只在靠近基隆河沿岸地勢較

平坦，早期為農工業區，台北市區逐漸繁榮發展後地方人士積極爭取設立高

中，以平衡台北市各區教育發展，便利台北東區學子就學。本校鄰近基隆河.座

落於臺北市南港區重陽路 366號，鄰近「南港車站」、「南港高工」、「南港國

小」與「南港軟體園區」。南港車站三鐵共構交通逐漸便利，人文環境有中央研

究院、電視台與南港軟體園區等科技媒體、與學校有多項合作互訪。 

三、學校規模 

(一) 學校佔地面積：公頃 25，947m2、樓地板面積：60，582，34平方公尺  

(二)教職員工編制總數 185 

編制員額→教職員工共 185 人(校長 1 人；教師 146 人；專任運動教練 1

人；軍訓教官 6 人(含主教)：職員 27 人(含人會)；技工 1 人，工友 2  

人；救生員 1 人，總計 185 人)。 

(三)學生為 1,903人班級總數  60 班(普通班 51班，體育班 6 班，應科班 3 

班)  

(四)教學與活動空間  

普通教室 60 間，生物實驗室 2間、生物研討室 1間，化學實驗室 2間、化學

研討室 1間，物理實驗室 2間、物理研討室 1間，地球科學實驗室 1間、地球

科學研討室 2間，美術專科教室 2間，音樂專科教室 2間，生活科技教室 2

間，藝術生活教室 1間，家政專科教室 1間，電腦教室 5間、探索體驗教室 1

間，視聽教室 5間，群組教室 3間，活動中心，圖書館 4.5.6.樓、體育館一、

二樓為室內溫水游泳池。游泳池的長為 50m，寬為 25m二樓設有韻律教室 2



參選編號：1083G001 

5 
 

間 、三、四樓為羽球場.健身房、五樓設有桌球場及拳擊場六樓為籃球場及排

球場。圖書館:三層樓面:地點位居於行政區四、五、六樓層 ,本館藏書量萬餘

冊，設有報紙、期刊雜誌閱覽區及視聽媒體專區，支援教師進行教學媒體及檔

案的製作。公共空間:一樓設有優雅的微型圖書館、雅致的水池、本校公共藝

術：育成之柱與允文允武等,地下一樓設有防空避難室兼停車場、廚房、餐廳及

合作社 並建置頂樓籃球場，提供學生鬥牛的良好場所 

我們的會議室 七樓會議室：可容納八百人的大型會議室，設備新穎完善，為各

項重要集會之指定場所、四樓會議室：提供小型集會場地 

圖表 1佐證照片: 

  

貳、優質目標 

一、背景分析： 

   建校十七年的育成高中，校舍與設備功能也已進入老化維修與整建的時段，   

近年來學校校園營造成果，期待達成目標，使育成高中蛻變成為擁有健康安全

的幸福空間、人文藝術內涵、自然科技設備齊全、學習資源豐盛的永續校園。 

在行政團隊、教師、家長與學生參與下，逐步實現育成高中「育天賦、成精

英」的願景。也讓育成校園成為「育藝文科技、成自然安康」的育成幸福學

堂。 

針對本校在安全健康、人文藝術、自然科技、學習資源等四個向度，其優勢弱

勢機會與威脅分析如下: 
（一）安全健康(圖表 2) 

項
目 

優勢 弱勢 

安 

全 

健 

康 

 

1.已設置校園監視與電子保全系

統及夜間照明設備，假日人力保

全駐守，全天候維護校園安全。 

2.建校時已設有有健全的體育場

館提供學子優秀舒適的健康活動 

3.本校為北市防災輔導團總召.

並有拍攝防災微電影等能力與推

廣 

1.地屬偏遠四周除路燈外只有學

校和住宅少有店家。道路陰暗 

2.校門前道路，於上下學時段易

造成交通混亂，紅綠燈標誌不清

影響學子安全。 

3.十幾年來學校設施已漸漸損壞

需要更新.學校經費編列有限，尤

其體育相關設施地板皆已因潮濕

損壞、廁所也老舊髒亂但修復經

費難以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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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 威脅 

南港車站、捷運站、商家眾多，資

源也多,期待逐漸將周圍繁榮。 

惠民街與重陽路晚上較暗無

大型商場或商店車速較快交

通上也暗藏危機。設施維護費

用、更新設備設施不易使用危

險。 

行動策略 

 積極爭取經費充實學校軟硬體設備，利用各項修繕工程，擴增教學場

域，透過各項會議及問卷調查了解親師生對學校之需求與期待。與建

管處警察局等通力合作建構更安全的環境。 

（二）人文藝術(圖表 3) 

項

目 

優勢 弱勢 

人 

文 

藝 

術 

 

1. 本校逐步發展成為科學創客、藝術

創客等學藝術學園。 

2.近年來整建各專科教室、提供人文

藝術課程運用空間。充分運用閒置空

間成藝文迴廊.如以本校校歌為主題的

音樂廊道、學生自主學習和人文濃厚

的微型圖書館、餐廳的戶外展演平

台；各樓層課程成果展區。 

3.本校為身心障礙學生所設的設施貼

心齊全 

1.地屬偏遠四周除中研院

外離博物館與美術館路程

遙遠。 

2.學校經費編列有限，維護

費用、更新設備設施不易。 

機會 威脅 

1.教師積極參與規劃與設計 

2.積極爭取相關經費做整建 

 

1.本校藝能科老師以代理

老師較多，特色與風格難

維持 

2.無障礙廁所經費不足 

行動策略 

 鼓勵教師將環境設施融入課程，並與校本課程、綜合活動課程、彈性

課程等結合發展特色課程；逐步規劃各領域補充教材，厚植學生基本

能力；教師行動研究方案，提升藝術人文能力與視野 

 

（三）自然科技(圖表 4) 

項

目 

優勢 弱勢 

自 

然 

1.配合校園營造，規劃自然美化綠化環

境。 

科技設備日新月異，汰

換率高， 維護費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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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 

 

2.小田園計畫與生物課程家政課程結合

運用畸零地，種植蔬果進行田園教學活

動。 

3.學校網頁、廣播、公播及監視系統建置

4.校園網路建置完善，資訊教學設備充

實，班班專科教室有單槍與電子講台，部

分設有電子白板，老師人手一台筆電。。 

5. 結合LED節能、全面燈光空調中央控制

系統 

較高。專業人力不

足，環境及設備維護

艱辛。 

欠缺專業園藝造景和維

護人力資源。 

機會 威脅 

1.積極爭取資訊教學設備更新經費 

2.局端可申請專科教室環境改善 

學校教學模式改變，

時代進步需要更專業

的學習場育和設備但

經費不足以供應 

行動策略 

 學校爭取設置更寬廣的科技學習場域，規劃多元的教學活動，以滿

足不 

同學生的需要和選擇，提供學生展現的舞台；積極發展相關科技如

數位影像電影及程式設計等選修課程，使學生增加自信心及成就

感。 

（四）學習資源(圖表5) 

項

目 

向度 

 

 

學

習

資

源 

優勢 弱勢 

與美國、日本、印尼中學進行

國際教育交流，開拓學生視野。

已爭取到圖書館改建計畫 

北市教育局優質餐廳計畫並改

建完成提供108課綱教師共備.

學生自主學習空間等 

校內各項學習資源，尚待跨領域

有效整合利用。 

學校設施設備維護，人力不足。 

機會 威脅 

局端有專科教室改造計畫已改

善美術生活科技化學物理等教

室 

學校教學模式改變，時代進步需要

更專業的學習場育和設備但經費不

足以供應 

 行動策略 

 行政以多種競爭型計畫爭取經費與社會資源協助 

爭取家長支援：利用學校日、學校網站等各種集會場合爭取全體家長之

支持，鼓勵家長參與，提供學校各項活動之人力物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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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體目標 

幸福的想望，是育成高中校園營造的目標。從馬斯洛的愛與需求理論，育

成高中讓師生安全健康、有舒適備課空間教學場域、最後讓師生以校為榮成就

自我價值、達到自我實現需求。實現育成高中「育天賦、成精英」的願景。也

讓育成校園成為「育藝文科技、成自然安康」的育成幸福學堂。 

（一）健康舒適活力~安全健康的幸福校園   

   以學生為主體，規劃安全的環境設施，建構師生正確的防災觀念創造嚴謹的

校園安全機制，設置豐富的運動休憩的舒適空間設施，提供師生一個安全無

礙、有健康活力的校園環境。規劃校舍安全與防災避難動線。全校建築物健

檢、落實水電、消防、保全等系統之管理，均符合法令規定與需求，並定時請

專業廠商維護。設置校園監視與保全系統，建構校園安全網絡。強化校園危機

事件處理如實驗室之系統和演練。提供舒適的生活環境。  

設置健康的體能活動設施。 

（二）溫馨友善美感~藝術人文幸福校園   

   藉由行政整合規劃、教師專業熱誠、學生展現自我，設置多元創新的校園人

文藝術空 間，強化學生對校園人文認知及對藝術的學習參與，以培育符合未來

趨勢需 求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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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置與保存具有歷史性或紀念性的史蹟文物，如已育成特色作為教育情境。 

校園公共藝術和藝術環境能融合學校願景與特色，以發展學校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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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為了溫馨友善校園，無障礙設施斜坡、扶手、標示、停車位 

（三）環保科技節能~自然科技幸福校園   

  在冷漠的都市水泥叢林中，育成高中努力將少少的校地營造成綠意盎然的美

麗校園，結合節能減碳、綠色科技、 環保教育，閒置空間再利用依永續或綠建

築觀念強化校園自然景觀生態創造一個健康優質的綠色校園。校園行政建置現

代化和自動化資訊科技設施。教學建構智慧校園，教室設置資訊教學設備， 建

置數位教學環境。 

（四）育天賦成精英~學習資源幸福校園   

以學生學習為主體，提供豐富多樣的學習資源。圖書館、專科教室和校本課

程教室，學生皆有足夠的可操作設備。規劃便捷的動線，供學生快速到達運

用。以提供108課綱教師共備.學生自主學習空間等提供學生多元展能空間和互

動環境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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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6)「育藝文科技、成自然安康」的育成幸福學堂 

 

參、具體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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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施內容  

（一）健康舒適活力~安全健康的幸福校園  (圖表 8) 

項目 指 標 評 審 標 準 
1.安全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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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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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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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提供舒適的生活休憩環境。 

105
年 

(圖表 7)近三年來校園營造工程 

1.工程名稱：105年校園中庭地坪與花臺防漏整修工程
（第二期） 

經費來源：105年度預算 
額度：新臺幣 1,979,640元 

2.工程名稱：105年勵志樓頂樓球場地坪鋪設及防漏修
繕工程 

經費來源：105年度預算 
額度：新臺幣 1,093,176元 

3.工程名稱： 圖書館及部份專科教室安裝獨立空調 
經費來源：104年度教育局
統籌款額度：新臺幣
4,067 ,140元 

4.工程名稱：中央空調相關維修改善工程  
 

經費來源：104年度教育局
統籌款額度：新臺幣
1,164,053元 

5.工程名稱：105年度學校廊道優質化工程  
 

經費來源：104年度教育局
統籌款額度：新臺幣
500,032元 

106
年 

1.工程名稱：106年科教樓頂樓球場整修工程 
經費來源：106年度預算 

額度：新臺幣 1,578,528元 

2.工程名稱：106年游泳池整修工程 
  經費來源：106年度預算 

額度：新臺幣 5,563,673元 
(施工費:1,398,070、設備
費：3,824,300、管理服務
費：341,303) 

3.工程名稱：專科教室環境改善工程：119美術教室 
  經費來源：106年度預算 

額度：新臺幣 60,000元 
(施工費:388,889、設備
費：18,000、管理服務費：
31,111) 

 

1.工程名稱：107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暑補助高級中等 

學校教學空間活化工程 

經費來源：107年度預算額

度：新臺幣 900,000 元 

 
 

107
年 

2. 工程名稱：107年度中央空調節能 

改善工程採購 

  經費來源：107年度預算 

額度：新臺幣 3,197,104 元 

 

3.工程名稱 107年營造校園優質餐廳 

計畫工程 

經費來源：107年度預算 

額度：新臺幣 19,801,078

元 

 
4.工程名稱 107年度勵學樓 2F露台防漏防滑整治工程

暨勵學樓頂樓球場整修工程及戶外樓梯止滑條工程 

經費來源：107年度預算 

額度：新臺幣 3,790,684 元 

 
5.工程名稱 107年專科教室改善工程 

    

經費來源：107年度預算 

額度：新臺幣 2,795,02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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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構師生正確的防災觀念:除川堂與各樓層.各班皆有防災地圖展示防災避難

動線.本校並擔任台北市防災輔導團總召學校帶領北市建立正確防災觀念防災演

練.並榮獲台北市推薦參加教育部防災大會師 

2.交通安全設施與標誌設立:榮獲北市金輪獎進軍全國金安獎.機車道改善：裝

反光鏡、劃線、紅綠燈、路面改柏油、汽車道改善：紅綠燈、蜂嗚器、突起坡

面改善、戶外樓梯止滑條、 

3.全校建築物健檢、地震耐震檢測、落實水電、消防、保全等系統檢測、廁所

進行反偷拍偵測、全棟校園大樓高樓清洗 

4.嚴謹的校園安全管理:如校園監視與電子保全系統、假日電子人力保全系統、

警示燈.實驗室安全設施.所有工地安全管理 

5.設置健康的體能活動設施:健全體育場館.健身房、北市唯一屋頂球場。 

6.校園球場開放與管理:擴及社區民眾開放體育場館租借、認證安全制度 

7.電梯改工程更換 16年之零件 

8.北市最美示範餐廳提供和膳食規定之健康飲食改善衛生 

提供師生一個安全無礙、有健康活力的校園環境。規劃校舍安全，均符合法令

規定與需求，並定時請專業廠商維護。設置，建構校園安全網絡。強化校園危

機事件處理如實驗室之系統和演練。提供舒適的生活環境。  

(圖表9)佐證照片~安全健康的幸福校園(1)防災安全觀念與建置 

 
  

防災演練 防災組織確實分組 正確防災演練 

 
  

防災地圖 全校建築物健檢 水電、消防、保全 

   

校園監視與保全系統 警示燈 廁所反偷拍偵測 

   

實驗室安全設施 實驗室安全設施 實驗室安全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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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交通服務隊與糾察.人

車分道 

停車場車道坡度整修.樓梯止滑條.格線 

   
蜂鳴器增設 機車用與汽車用之紅綠燈增設及標示門口格線劃

設格線凸面鏡增設 

   

工地安全管理.警告標示 防火門等定期檢修 高樓層欄杆增設 

(圖表10)佐證照片~安全健康的幸福校園(2)體育場館設置 .衛生飲食 

   

 籃球場 標準泳池  北市唯一屋頂球場 

   

羽球場、健身房 健康午餐合乎規定 熱量與營養控制 

  

 

健全的健康中心.哺乳室 急救設備建置 師生CPR訓練 

   

全面檢測輻射電磁波噪音 高空清洗大樓 全面檢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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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溫馨友善美感~藝術人文幸福校園  (圖表11) 

項目 指 標 評 審 標 準 
2.人文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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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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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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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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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馨友善的無障礙空間:無障礙坡道.車位.廁所健全設置、盲人點字標示 

2.設置多元創新的校園歷史人文藝術空間~微型圖書館、音樂廊道 

3.意象和風格具有豐富的人文特性~各學科主題策展的藝文迴廊、藝術電梯 

4.充滿藝術人文獨特校園風格的~育見幸福食堂 

5.建置與保存具有歷史性或紀念性的公共藝術：育成之柱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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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馬賽克

卡點西德師生共創圓柱藝術、食破天驚大型食物廊道。 

圖表12 佐證照片~藝術人文幸福校園(1)無障礙空間 

 
  

無障礙設施平面圖 無障礙坡道扶手與標示 室內身心障礙車位 

   

無障礙設施廁所盥洗室 廁所之扶手等。 戶外身心障礙車位 

圖表13 佐證照片~藝術人文幸福校園(2)  

   
微型圖書館 微型圖書館 音樂廊道 

 
 

 

音樂廊道以校歌為燈光 藝文迴廊 育見幸福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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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見幸福食堂 六大類食物主題區 藝術電梯設置 

   

公共藝術 師生參與公共藝術建置 師生校園藝術建置 

 

食破天驚大型食物廊道 

 

（三）環保科技節能~自然科技幸福校園  (圖表14) 

項目 指 標 評 審 標 準 
3. 自然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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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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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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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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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冷漠的都市叢林中育成高中努力將少少校地建立自然景觀、綠意盎然，更努

力結合節能減碳、綠色科技、環保教育，提供一個健康的校園。依永續或綠建

築觀念整修建，強化校園自然景觀生態和綠化。加強閒置空間再利用。建置現

代化和自動化資訊科技設施。教室設置資訊教學設備， 建置數位教學環境。建

構智慧校園，教室設置資訊教學設備，本校營造如以下所列。 

1.強化校園自然景觀生態和綠化加強閒置空間再利用。:改善濕滑地坪設立草

地、改造生態池建立、綠屋頂防滑美化校園露臺鋪設草地，並設置多組休閒桌

椅、美化植栽建置校園植物解說牌 

2.節水、節能、減廢、減碳: 走廊廁所停車場照明設備皆已改用高效能 LED 

燈.資源回收區、選用省能與綠色環保產品，即將於頂樓設置太陽能光電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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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建構永續或綠建築觀念課程: 小田園計畫與生物、家政課程結合 

4.建構智慧行政校園:電腦中控燈光冷氣系統、公告系統、數位監視錄影系

統、現上報修系統。 

5.建構智慧教學校園: 校網與教學推播隨選視訊系統、學生成績計算系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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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管理、出缺勤紀錄、獎懲紀錄、輔導管理、圖書館 e 化、建置數位教學環

境、綠幕棚建置、資訊化設備、創客雷切機建置、科技教材設施、建置 AI機

器人課程、教師人人有筆電、班班有單槍  

6.全面禁用一次性餐具.更新蒸飯箱設備 

7.餐廳鼓勵全面電子支付 

8.各班教室冷氣設置讀卡機，以使用者付費之觀念。 

9.走廊及樓梯自動感應燈 

 

 

（四）育天賦成精英~學習資源幸福校園(圖表16)  

項目 指 標 評 審 標 準 
4.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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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表15)佐證照片~環保科技節能~自然科技幸福校園   

   

 美化植栽 生態池建立 綠屋頂美化校園露臺 

   

改善濕滑地坪設立草地 小田園計畫 與生物家政課程結合 

   

科技電子化行政公告 電腦中控燈光冷氣系

統 

更換LED燈.自動感應燈 

 

 
 

綠幕棚建置 綠幕棚建置 資訊化設備 

   

創客雷切機建置 科技教材設施建置 AI機器人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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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
資
源 

源，激勵學生主動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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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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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 提供學生多元展能 空 間和互動

環 境。 

1.以學生學習為主體，提供自學空間:圖書館學習資源中心、圖書館多功能教室 

2.多樣的休憩和運動空間:北市唯一屋頂球場. 地下桌球室 

3.便利的學習環境設備:專科教室和校本課程教室多功能教室，學生皆有足夠的

可操作設備。設置 3D 列表機、雷射切割機。整修美術專科教室、物理專科教

室改造、生活科技教室、校本課程教室改造、社群教室改造、教師共備會議區

(餐廳)、學生自主學習區(餐廳)  

4.提供學生多元展能空間和互動環境: 藝文迴廊策展.戶外表演區 

二、創新做法  

達成申請向度教育目標的所推動獨特、新穎或具有創新實驗性質的做法。  

本校的創新作法:以學生餐廳「育見幸福食堂」為例:如 

(一)育見幸福食堂~獲教育局支持大幅改造幽暗潮濕髒亂成為最美餐廳 

「育見幸福食堂 La Cantine  du Bonheur de YUCSH」是臺北市立育成高中的

地下學生餐廳，一改地下餐廳的幽暗潮濕，如今被稱為北市最美中學學生餐

廳，處處是網美打卡景點。彩色的六大類食物雕塑意象，淨白天窗的長廊，更

有如歐美咖啡廳的輕食區。在往裡走，充滿創意的巨型食物廊道、恬靜優雅綠

意盎然的戶外用餐區，寬闊清爽的室內用餐環境，分為教師區與學生區，黑灰

 圖表17 佐證照片~學習資源幸福校園(1)  

   

圖書館 圖書館 圖書館多功能教室 

   

美術專科教室改造 物理專科教室改造 生活科技教室改造 

   

校本課程教室改造 社群教室改造 戶外展演區 

   

教師共備會議區(餐廳) 學生自主學習區(餐廳) 學生自主學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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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的時尚桌椅，充滿設計感的餐燈，佐以優美的音樂，營養師依據食品標準與

廠商供應健康滿點衛生第一的美味食物，學生在這裡可以享用早餐、午餐、下

午茶，看學生幸福的笑容‚師生用餐成為身心靈都得到健康與滿足的一件事。 

(二)育見幸福食堂~實現政策的教育場地 

  順利推行北市禁用一次性餐具政策，並可結合投入綠屋頂，小田園等計畫，

以及北市政府推行電子支付等，北市教育局在各級學校推動行動支付，於合作

社、熱食部、餐廳消費以悠遊卡付款，育成高中地下室的廚房和餐廳本學期整

修完畢，安裝了電子點餐機，讓學生預購午餐，是北市學校首見。 

(三)育見幸福食堂~推行 108 課綱的多功能地點 

    建設期間行政及建設廠商、家長會、教師會、學生代表等有很多的討論規

畫，以美感教育、環境教育為出發，除了環保綠能與節能的設計外，更強調美

感教育的高質感與優美的環境，除了提供學生美感境教，其實用性更具有可成

為老師在此教學或各科共備的交流平台。以及多功能教室可供各科作為上課地

點以及展演空間。 

 

肆、優質成果 

一、目標達成  

圖表18 佐證照片~創新做法 

   

電子支付創意走廊 全面電子支付 北市首見電子點餐機 

   
微電影班自製電子支付廣告 教育局長訪視 媒體大幅報導 

   

媒體大幅報導 美感教育 禁用一次性餐具 

   

六大類食物意象區 輕食區亦可當教學區 戶外用餐區 



參選編號：1083G001 

18 
 

優質的校園營造的目標最終會顯現於展現優質的師生教學成果，並展現本校 在

校園營造的全方位成效。 (圖表 19) 

(一)近年來本校榮譽: 
本校擔任世大運學生加油團總召學校 
本校擔任台北市防災輔導團總召學校 
本校榮獲交通安全台北市金輪獎第一名 
本校榮獲防災第一類建置由台北市教育局推建參加教育部防災大會師 
本校 107年度參加行動研究榮獲台北市第二名 

(二) 學術性、藝術性與體育性師生榮譽: 
107年羅安琍老師榮獲 SUPER教師.北市優良教師 
106年陳文如老師榮獲 SPEIAL教師 
104.105年洪千玉老師榮獲北市優良教師 SUPER教師 
本校參加【臺北市 107年度本土語言競賽】劉純杏老師 勇奪【客家語朗讀教
師組第三名】306謝於潔 榮獲【客家語演說第二名】208呂孟情 榮獲【閩南
語朗讀第四名】 
臺北市 107學年度公私立中等學校詩歌朗誦比賽詩歌朗誦楊宗佑個人組甲等 
臺北市 107高中職學生英文作文暨演講比賽李欣璇英文演講甲組第三名鄒孟
倪榮獲英文作文乙組第三名 
蔡宗憲老師、涂淑梅老師、賴韻如老師、曾麗娟主任、鄭筱澐老師、林顯穗
老師所組成之賽維思樂齡服務學習教學團隊，以「樂齡傳承跨世代互動營隊
計畫」參加「信義房屋社區一家 2018全民社造行動計畫獎助」甄選 榮獲楷
模獎 
本校參加 1070331梯次全國高中生小論文寫作比賽得獎名單 
地球科學類范筠捷余品萱空污台北 -以南港測 站與基隆 測站為例特優 
生物類鄭汶綺不起眼的紅斑--日光角化症甲等 
育成高中榮獲 107年度全國教育盃教育人員羽球錦標賽高中教職員組季軍 
擊劍隊榮獲 107臺北市中正盃全國青年暨青少年擊劍錦標賽 
220班 7號岳哲豪 獲全國青年男子鈍劍銀牌、青少年男子鈍劍銀牌 119班 4
號彭冠云 獲全國青少年女子鋭劍銀牌 219班 1號傅姿晴 獲全國青少年女子
銳劍銅牌 219班 10號郭均祐 獲全國青年男子鈍劍第六名 
拳擊隊榮獲 107年全國總統盃拳擊錦標賽高中男子組團體錦標賽第一名 
高中女子組團體錦標賽第一名.多項個人賽第一 31910蔡承榮高中男子組
69KG第一名 32008葉凱順高中男子組 91KG第一名 32010陳亞雋高中男子組
56KG第一名 32011賴志騏高中男子組 60KG第二名 
輕艇隊榮獲 107年度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高女組 1銀 3銅及高男組 2銅! 
11903張宜萱高中女子組 64KG第一名 
恭喜本校榮獲 106學年度全國中等學校擊劍錦標賽 
 男子鈍劍第一名：岳哲豪 、郭均祐、黃子傑、蘇尋毓 
男子鈍劍個人第二名：岳哲豪男子鈍劍個人第三名：黃子傑男子鈍劍個人第
八名：蘇尋毓女子銳劍個人第四名：傅姿晴 31903陶映瑜高中女子組 57KG第
一名 31902邵苡芸高中女子組 69KG第一名 
本校參加 106學年度臺北市學生美術比賽 
116簡彣叡同學獲高中職普通科組非美術班書法類東區第 3名 
314陳景榕同學獲高中職普通科組非美術班西畫類東區佳作 
本校參加 106學年度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 
109倪宇葳同學獲高中職個人組 B組非音樂班高胡獨奏東區第 1名 
110倪梓軒同學獲高中職個人組 B組非音樂班二胡獨奏東區第 1名 
107姜沛衡同學獲高中職個人組 A組音樂班高胡獨奏東區第 2名 
105方微真同學獲高中職個人組 B組非音樂班中提琴獨奏東區第 2名 
107劉旆綸同學獲高中職個人組 B組非音樂班笛獨奏(含梆曲笛)東區第 2名 

本校參加 106學年度國教署新住民微電影比賽全國佳作 
本校參加 106學年度國教署新住民微電影比賽全國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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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新成果  

 

圖表 20 列舉本校成果獨特、新穎的創新之處與對照的成果(如前後、新舊之

比較)與帶動的效果)。 

    

育成參與大學繁星

計畫年年北市第一 

開辦國際文憑課，

無縫接軌國外大學 

防災微電影教

學遍及全國 

斥資 2100萬 打

造最美中學餐廳 

    

高中首設點餐機 拳擊隊參與小巨蛋

體表演會 

藝文迴廊改造：美感教育與改造推

放垃圾雜物增加教學展示空間 

    

圖書館改造前後：美感教育與增進學生

閱讀率.增加自主學習空間 

屋頂球場防滑改造前：安全改善增

加體育課上課空間 

    
大樓清洗：衛生與美觀皆大幅改善 專科教室改造前後：增加學生作品

展示空間欲環境衛生收納改造 

    

露台改造：滑倒與積水問題解決並增加

學生討論空間 

餐廳改造：增加 500座位並可供教

師共備會議區學生自主學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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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省思與展望 

   育成校舍已建立逾二十年，開始進入損壞更新的時候，期待育成高中成為一

個育藝文科技、成自然安康的育成幸福學堂。一步一腳印，讓師生教學愉快、

學習有效率。 

（一）積極爭取經費挹注如優質化工程，讓校園環境的改善更顯著，更將積極

建置太陽能板與雨水回收系統。 

（二）優質行政創造學校行政效秉持「行政支援教學」的理念建立效 率的行

政，更新老舊教學設備提供師生安全環境及充足教學設備，加強人員的職掌分

工。 

(三)教師團隊，提升方案實施效果，學生多元學習，校隊社團蓬勃發展 

(四)重視家長及師生意見，以良性的溝通形塑親師生成為一個共生共榮，共同

營造優質校園。 

（五）融入社區資源與鄰校共創營造優質校園資源共用 

（六）融合校本課程，營造人文校園與增加活動發展校本課程特色，建置性別

友善廁所 

  育成除了志為「全人教育」，也營造育成校園成為「育藝文科技、成自然安

康」的育成幸福學堂。近年來學校校園營造成果，以健康舒適活力~安全健康的

幸福校園: 以學生為主體，規劃安全的環境設施，建構師生正確的防災觀念與

嚴謹的校園安全機制，設置豐富的運動休憩的舒適空間設施，溫馨友善美感~藝

術人文幸福校園:從育成的歷史與特色出發，設置多元創新的人文藝術空間，強

化學生對人文藝術的學習參與，更具有友善的無障礙環境。環保科技節能~自然

科技幸福校園:將都市水泥叢林營造成綠意盎然，結合 LED節能、全面燈光空調

中央控制系統，教室設置資訊教學設備，推播系統等。育天賦成精英~學習資源

幸福校園:爭取經費改善圖書館、專科教室和校本課程教室，提供學生多元展能

空間和互動環境。永續發展，打造優質學校形象共同營造優質校園，持續發揮

校園營造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