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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校創校於民國57年，原與興雅國小共用校舍，校園擁擠、水泥叢林閉塞，民國79年

遷校至現址，位處北市信義計畫區松德路，鄰近臺北市政府、信義商圈，地理環境幽靜。

經歷任校長精心擘劃，教師與行政同仁努力耕耘，家長與社區資源的持續注入，至今校舍

巍然，規模具備，興雅行政團隊推動「健全永續綠校園  藝文科技在興雅」的優質學校校

園營造方案，以「精緻活力的安全健康校園；創意美感的人文藝術校園；智慧永續的自然

科技校園；多元優化的學習資源校園」為本方案的四大目標。期能透過優質的校園營造，

提供完整充足的教育設施與設備，支援教師教學，使學生得以展現優質的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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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基本現況 

因應教育改革風潮，掌握全球化、科技化的教育脈動，發展以素養為導向的教與學是

現代化學校教育的重要目標。教育的專業訴求中包含許多概念，其中民主化、多元化及實

現公平、正義的主張與行動也一直是學校教育必須呼應大環境的重要議題。 

    一所中等學校思考校務經營與特色發展時，必然要面對概念的釐清、問題的界定、工

具的運用、策略的選擇及系統的觀照。是以，本著「學、思、行、愛」為經營核心思維，

期待以愛育愛、群智同心、攜手向前為興雅的永續發展注入清新活水。 

一、 設校歷史  

    興雅國中創校於 1968 年，正是政府實施義務教育的年代，因校地尋覓不易，借用興雅

國小校地興建校舍，招收學生，由於校地狹小，又非自己所有，嚴重限制了學校的發展，為

此，於 1990 年遷校於現址，遷校時期，全校師生同甘共苦，終於在信義計畫區內打造一方

完全屬於自己的新天地，現有校地面積 25211 平方公尺、師生共計 1366 人，在眾人的努力

下，一直保有優良的傳統，並榮獲臺北教育 111標竿學校的肯定，學風鼎盛，辦學卓著。 

 二、 社區環境  

    本校位於信義計畫區內，本區是整個臺北的新都心，周遭新式建築群環繞，猶如一顆

顆閃亮的珍珠，體現了計畫區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方面的進步。社區環境鬧中取

靜，人文薈萃，緊鄰本市國際商業金融中心，除了指標性的臺北世界貿易中心、臺北101之

外，週邊還有許多企業集團的辦公設施，目前本區亦是全世界百貨公司最密集的區域，亦

為許多駐臺外交機構所在地。在交通動線上，除了現有在計畫區北側的忠孝東路上有臺北

捷運板南線之外，在計畫區南側的信義路上尚有臺北捷運信義線。另外，鄰近計畫區有四

獸山風景區、松菸文創園區、四四南村及歷史悠久的宮廟慈祐宮、奉天宮及慈惠堂等，近

年來市府更大力整修象山自然步道，讓計畫區周邊，不但是市民的重要休間遊憩場所，更

是民眾假日探訪、怡情養性及尋幽攬勝的好去處。 

三、 學校規模  

 （一）校園環境配置-人文與自然兼顧 

     本校校區完整，各項教學設施完善，學生學習環境，動靜分明。各教學樓棟距合宜，

綠地大樹相襯其間，迴廊通澈，動線流暢。游泳館、戶外籃排球場及田徑場分佈於校區西

南側，行政樓、教學樓及活動中心配置於東北側，全天光線充足，校舍座北面南，冬暖夏

涼，四時讀書，聲聲入耳。 

   （二）建築設施思考-以人為本、與時俱進 

    校園建築的設計是創造空間服務教學，是以，本校建築思維從行政樓到各棟教學樓、

從貫穿校園的穿堂廊橋到寬闊的運動空間，必由教學活動與建築空間之間的關係來安排。

生活情境、生態綠能和與時俱進的環境建置，除了考量融合人的生活情境而設計，兼顧校

園生態的保存，綠能系統的整合，並回歸到注重校園安全、結合創意及人文藝術的元素，

提供孩子優質的學習環境。 

   （三）班級編制現況-符合學校空間規劃  

    設有日校普通班計45班、身心障礙資源班1班、學習困難資源班1班、特教班3班，學生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C%97%E4%B8%96%E7%95%8C%E8%B2%BF%E6%98%93%E4%B8%AD%E5%BF%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C%9710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F%A0%E5%AD%9D%E6%9D%B1%E8%B7%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C%97%E6%8D%B7%E9%81%8B%E6%9D%BF%E5%8D%97%E7%B7%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C%97%E6%8D%B7%E9%81%8B%E6%9D%BF%E5%8D%97%E7%B7%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F%A1%E7%BE%A9%E8%B7%AF_(%E5%8F%B0%E5%8C%9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C%97%E6%8D%B7%E9%81%8B%E4%BF%A1%E7%BE%A9%E7%B7%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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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人數1,216人。夜間補校3班，學生總人數32人。 

    從 2017年伊始，學校連續三年接待日本大學中學校師生一行總計約 550人，進行一年

一度的國際文化交流活動，孩子們除了肩負起文化交流的使命，也開展了學習視野；在校

級社團發展上，我們有國樂團、弦樂團、管樂團、男女童軍團、籃球隊、武術隊、田徑

隊、羽球隊、扯鈴隊外，另有法式滾球、擊劍、溜冰、舞蹈、跆拳、機器人等個人單項。

令人感到振奮的是，2019年，除了國樂團外，弦樂團及籃球隊都要參與市級的競賽，我們

一直在超越自己、實現夢想，也得以激發孩子的潛能。 

（四）教職員現況-青壯為主素質優  

 教職員工數共150人。專任教師人數共124人，碩士學位61人、研究所40學分結業3人、

學士學位60人，平均年齡42歲。 

    雅中的老師專業自重，晨間陪讀，課間傾囊相授，並關照孩子的飲食。每當華燈初

上，天色向晚，校園各班教室依舊燈火通明，師生情誼交融非常，更重要的是，教職員們

大家目標一致，從行政支持、專業成長、課程編織、教學設計到活動安排，都以孩子學習

為中心，體現教育的價值。 

    (五)家校合作不分彼此 

    雅中的家長對學校非常包容與信任，身為教育合夥人，大家都在意孩子的學習與德

行，也都了解學習是所有能力養成的開關，它就像是一棵綠意成蔭的大樹，能給孩子清涼

而不焦躁的舒緩；它就像是一條寬廣無聲的大河，能讓孩子感受智慧奔湧的暢快；它就像

是一盞明亮溫暖的燈火，能指引孩子找到自己的未來。歷屆家長會的夥伴們都能盡心盡力

協助學校推展校務，參與各類志工團隊，慷慨解囊，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務必讓每一分

資源都能精確到位，以侷限的資源，發揮最大的價值，令人動容，也銘感在心。 

貳、優質目標 

一、背景分析 

興雅校園營造經由策略 SWOT分析表（如下），擬定提升校園營造績效策略方針。 

表一：策略 SWOT分析表 

項目 S優勢 W劣勢 

內

在

背

景 

學校建築 

1、 校舍已全面完成耐震詳評與補

強改善。 

2、 校園監視與保全系統完善。 

1、 各棟校舍興建時期不同，銜接   

高低落差，易天雨濕滑。 

2、 校地幅員廣闊，校園安全需較   

多人力介入。 

學生素質 

1、 學生程度佳，可提供優質建議   

並參與規劃。 

2、 學生家庭背景程度高，多支持   

參與課外社團活動。 

1、 少子化趨勢，跨區就讀多。 

2、 升學壓力大，非考科學習易中

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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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備 

1、 校內經費資源相對足夠。 

2、 近年來積極申請計畫經費，陸   

續更新。 

1、 硬體設備維護人力有限。 

2、 科技一日千里，需求不斷改

變。 

 

項目 O機會 T危機 

外

在

背

景 

家長參與 

1、 學生家長參與並支持意願高。 

2、 家長會跟學校相處融洽，長期

支持學校政策與方向。 

雙薪家庭多，志工人力不足。 

社區資源 
社區家長支持學校，組成社區愛心

志工、認輔及校園志工服務。 

現階段志工年齡偏高、接棒困難，

恐出現人力斷層。 

地理環境 
位處臺北市精華地段，資源充足、

交通便捷。 

上下學時段校門口與博愛國小、互

相影響，易造成交通堵塞。 

 

(二)行動策略說明  

    依據 SWOT分析發展校園營造，擬定行動策略如下：  

1.樂活友善人性化~以人性化考量規劃精緻活力的安全健康校園。 

2.樂思品味在地化~以在地化思維建立創意美感的人文藝術校園。 

3.樂智綠園科技化~以科技化策略執行智慧永續的自然科技校園。 

4.樂學共好複合化~以複合化方式形塑多元優化的學習資源校園。 

二、具體目標 

（一）理念與核心價值 

    本校以校訓「公以立身、誠以待人、健以不息、群以懷德」為教育核心價值，輔以

「創新思辨、人文關懷、國際視野、適性發展」為學生學習的圖像，期在整體發展規劃

下，以「開放分享、專業精緻、前瞻創新、卓越永續」的行政管理理念，型塑「學習型的

學校，會思考的孩子」的學校願景。 

（二）方案目標 

    依據團隊擬定之策略發展，呼應學校願景、學生學習圖像及學校行政需求，參酌優質

學校校園營造指標，以核心理念為內環，四大目標為外環，在雙環相生相息中，善用智慧

網絡連結，以教學與學習為主的校園營造為目標，打造人性化、適性化、複合化、在地

化、科技化、優質化的空間環境，建立「精緻活力的安全健康；創意美感的人文藝術；智

慧永續的自然科技；多元優化的學習資源」校園。是以，綜合歸納學校願景、方案理念以

及 SWOTS 分析結果之脈絡，並採用 P-D-C-A的模式，持續對方案進行全面品質管理。並依

循優質學校~校園經營的四面向及八項指標，具體提出本方案目標如下: 

1.【樂活友善】，打造精緻活力的安全健康校園。 

2.【樂思品味】，體現創意美感的人文藝術校園。 

3.【樂智綠園】，促進智慧永續的自然科技校園。 

4.【樂學共好】，建構多元優化的學習資源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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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具體做法 

一、安全健康 

◆建置安全的學校環境設施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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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訂校園設施安全管理辦法，定期校舍巡查安全檢查，對危及校園安全處立即設置警

告標示並檢修。 

項目 保養維護頻率 負責處室(單位) 

實驗室 每月一次 教務處設備組 

消防設施 每年一次 總務處事務組 

電梯設備 每月二次 總務處事務組 

機電設施 每月一次 總務處事務組 

飲水機水質 每季一次(3、6、9、12月) 總務處事務組 

運動器材設施 每月一次 學務處體育組 

太陽能設施 每年一次 總務處事務組 

空調冷氣 每年一次 總務處事務組 

水塔清洗 每年二次 總務處事務組 

2. 定期校園植栽修剪，進行大樹修枝工作，以確保校園安全。 

3. 進行結構安全鑑定與補強：全校均已完成結構安全鑑定，並完成校舍安全結構補強，

確保整體校舍結構安全。 

4. 體能設施及器材等依規定定期檢查維護，樓梯設置防滑設置，劃分上下樓分道線，易

碰撞廊柱張貼警語以維護安全。 

5. 飲水臺高度、水質定期檢查符合安全要求。 

6. 高壓機電，消防設備、電梯、建物公共安全定期維護、檢修。 

7. 大門進出規劃人車分道鋪面，門口旗幟引導家長接送區，交通服務隊管制指揮車輛進

出，家長志工於交通路口協助引導，維護學生通學步道安全。 

8. 上下學由學務處人員及值週組長執行交通安全工作。 

9. 定期召開工程會議，務求施工品質良好。依工程進度，排定監工人員監工及督導，並

於大型機具車輛進校時與校警加強維護安全，以確保工程安全無虞。 

 
  

校舍結構穩固安全 定期修剪大樹 上下樓動線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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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開會監督工程品質 人車分道落實交通安全 榮獲108年交通安全金安獎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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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門口穿堂設置 AED設備，應變師生突發狀況的發生 

2. 訂定校園開放管理辦法，落實門禁管理和健全警衛功能，確實掌握人員進出。加強校

園機械保全及機動人力保全巡邏服務，依實際狀況需要不定期加強巡邏。 

3. 設置校園監視系統，並逐年編列預算汰舊換新與即時檢討新增與調整監視設備，透過

網路，隨時掌握校園現況，強化校園安全。 

4. 實驗室及資訊室專人定期巡檢並填寫安全檢核表，貴重教學設備並建置保全設備並烙

碼，異常發生及時通報，防止物品失竊。 

5. 擬訂校園危機處理辦法，掌握校園事件及積極妥善處理。 

6. 行政教師課間巡堂，並做詳實紀錄，提昇校園安全。 

7. 裝設校園緊急求救通報系統及夜間照明設備，提昇安全校園。 

8. 依據年度防災教育計劃，規劃順暢防災避難動線與設置清楚逃生標示，每學期落實防

災演練，全校教職員工編組與任務明確，定期實施全校防災教育宣導。 

9. 健康中心依據傷害處理情形，進行成因、場所與傷病狀態歸因，作為管理、改善的依

據與建議。 

 

 

 
傷病E化輔助系統 不定期地震防災演練 防災教職員編組分工 

◆設置健康的活動設施 

(三) 設置適足多樣的體能活動設施。 

   

設置AED裝備 明確標示校園開放時間 智慧監視系統圍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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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設置適足多樣體能活動設施，操場跑道、室外籃排球場、地下室桌球教室、活動中心

綜合室內運動場，及溫水游泳池等空間提供體育課使用。 

2. 新設 1樓「興運環」運動廣場，體適能鍛鍊，亦是校慶學生才藝展演廣場，提供教職

員及社區多元室內運動空間。 

3. 設置「愛心球」及「LADYFIRST」籃球場。 

4. 活動中心 3F為複合式場地，綜合球場運動可避免天候影響，學生展演舞台盡情發揮。 

5. 操場大草坪司令台，為校慶運動大會及全校避難防災集合場地，大草坪是班級拔河競

賽場地，更是本校法式滾球培育搖籃。 

6. 定期召開體育委員會，針對課程與校隊練習及提出需求，爭取經費改善活動空間。 

  

 

3F活動中心光線明亮 室外200M操場 「LADYFIRST」籃球場 

 (四) 提供舒適的生活休憩環境。 

1. 校園建築空間空闊、光亮，兼具採光及通風，校舍色彩溫和自然，校地綠蔭舒適；大

門左側成排柳榕及右側繡球花豎立於圍牆邊，襯托出教育沉穩的美感，頗具詩意。 

2. 校舍棟距充足，雙面採光，大樓之間規劃舒適宜人草地庭院。教室空間採光通風良

好，設有洗手台、後陽台及前後公佈欄，各班均用心佈置，營造良好氣氛。 

3. 規劃「鋼琴演奏區」鼓勵同學展現才藝、表現自我。 

4. 圖書館俯看綠蔭花圃，仰視白雲天空，臺北 101等時尚大樓建物就在眼前，溫馨的藏

書閱讀提供或坐或躺的空間，營造溫馨閱讀環境，讓學生走出教室走進書香夢田。 

 

 

 

 

室外排球場 興運環運動廣場 室內溫水游泳池 

   

多元的休憩空間 規劃「鋼琴演奏區」 樓梯間精美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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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校園廁所採光通風，色彩調和，寬敞及乾淨；107年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廁所評定

100%優等以上(2間榮獲特優，23間榮獲優等)。 

6. 學校廊道優質化工程，建置世界地球村國際主題，提供學生藝術成果展示。 

7. 以興雅校徽建置「星月交輝」中庭，並增置中庭休憩空間，讓師生就近使用合作社，

並提供舒適的親師會談室休憩或探索空間。 

   

親師會談室 環保局評定100%優等以上 圖書室溫馨閱讀環境 

二、人文藝術 

◆形塑人文的校園風格 

(一) 校園設施造型、意象和風格具有豐富人文特性，以及人性化與親和性設計。 

1. 本校校園興建時已整體規劃，以校名蘊含「興國安邦賴我輩，雅士雲集施教化」，貫穿

校園環境情境與文化；「星月交輝」校徽中庭、「柳榕聳立」的前庭步道及「微笑菩

提」沉思石區，提供學生下課休息散步靜思。 

2. 以「牛角掛書-勤學」「如鷹展翅-適性高飛」「星月交輝」的興雅校徽意象，植栽於

行政樓與教學區間綠地花圃，讓校園建築與環境，隱喻「興國安邦、雅士雲集」意

涵，增添教育藝術美感。 

3. 「世界地球村」國際廊道、1F「交通安全教育」廊道與「美好食光、興運環」健康樂活

學習區，3F「瑪斯馬提克」數學步道與「技得停下來，職得看一看」技職教育專區等實

地教學情境空間 

  

 

高遠意象的樓面 「瑪斯馬提克區」數學步道 「世界地球村」國際廊道 

4. 校園建築與設施有 2座無障礙電梯，連接各棟樓層，設置無障礙性別友善廁所與哺乳

室，109年將新建第 1棟無障礙電梯。 

5. 整修教師辦公室及會議室，多功能寬敞空間及可活動的桌椅，與時俱進資訊科技媒體設

備，並建置複合式教師空間，提供教師備課、教材製作、親師會談，與小型教師專業社

群發展空間；亦可提供場地承辦臺北市各項領域研習教師專業成長研習。 

6. 108年完成專科教室整修工程，多元的專科教室空間及資源，除供教師備課與教學使

用，完善的資訊科技設備利於有效教學，更適宜公開觀課教學，以利教師專業成長。 



 
 

9 
 

 

  

專科教室整修工程 無障礙性別友善廁所 佈置溫馨的哺乳室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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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 50周年校慶傳承初心，璀璨百年，以平面及多媒體影音紀錄，傳承學校歷史文化

及學校特色。 

2. 活動中心2樓校史紀念廊道，呈現本校歷史脈絡發展，完整珍貴的校史文物成為校友返

校最流連忘返的空間，來訪貴賓皆表達高度肯定讚賞。 

3. 定期整理校史室，維護與保存校內具有歷史性或紀念性之物件(歷屆獎杯牌、校刊畢冊

各出版物及歷年活動紀念光碟照片、建校藍圖等)，定期保留各階段學校發展資料。 

4. 開設國樂及武術、扯鈴社團，薪傳鄉土藝術，並與日本中學校雜技社文化交流。 

   

校史廊道 建校模型 民俗類扯鈴社團 

◆設置藝術的校園空間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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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校徽 LOGO圖象，綠化植栽校園主要中庭，巧妙將「興國安邦、雅士雲集」等校徽意

象融合於校園環境，增添美感教育之藝術設計。 

2. 申辦校園角落美學、學校廊道優質計畫，規劃「世界地球村」國際廊道、打造校園世界

地圖與世界時鐘情境布置融入國際教育與美感教育。 

3. 設置實地教學情境布置如:「交通安全教育」AR體驗牆與「興運環」健康樂活學習區，

「瑪斯馬提克區」數學步道與、「魚菜共生小田園」體驗園區。 

4. 學生來往的熱門動線上，結合節慶活動設計廊道，學生能沉浸在美感教育環境中，培養

創意有品味的生活。 

 

  

蘭亭集序校門 世界地圖與世界時鐘情境 魚菜共生小田園體驗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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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校園中庭搭建休憩雅座，讓師生能在下課及閒暇時間有放鬆身心、仔細欣賞校園美景。 

6. 專科教室環境改善工程，打造具有冷暖色調風格之美術教室兩間，及黑盒子劇場空間提

供學生有戲劇展演之舞台，成為學校最具特色之亮點並拉近學生與藝術距離。 

7. 專科教室環境改善工程規劃上結合美感教育，打造富有色彩的幾何線條，向未來主義致

敬的興雅夢幻球場，搭起健體領域與藝術領域共構的橋樑。 

8. 穿堂廊道及電子牆面配合節慶營造氣氛，讓學生進入校園即能立即感受到繽紛的氛圍，

以境教方式提升學生藝術氣質。 

   

廊道結合節慶營造美感氛圍 中庭休憩雅座 雅中夢幻球場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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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結合交通安全教育，彩繪回收自行車，校園裝置藝術創作。 

2. 每年舉辦全校美術比賽包含版畫、西畫、水墨畫、漫插畫類多元內容、書法比賽，亦

將美術作品製作線上美展及藝廊展覽。 

3. 每學年舉辦美化班級教室布置比賽，學生運用創意將班級特色布置於教室環境中。 

4. 學生視覺藝術領域創作課程中引導學生設計屬於興雅的海報、商品，讓學生發揮美感

成為環境中之活動創意。 

5. 家政課程製作之縫紉作品展示於校園廊道，增添學生美感和環境間的互動與共享。 

6. 將學生創作作品融入校園中，如《興雅藝廊》樓梯間設置共32面之作品展示佈告欄，

讓學生優秀作品能有常設性展出空間，內容來自學生藝文獎優秀作品(包含新詩、畫

作、領域課程成果..等)，深耕校園文學風氣。 

  

 

交通安全創作-彩繪腳踏車 學生作品展示 國際藝文廊道彩繪塗鴉牆 

 

 

 

興雅藝廊-廊道文學作品展 廊道布置 校內美術寫生比賽 

三、自然科技 

◆建構自然的永續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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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校建築依永續或綠建築觀念新建與整修，強化校園自然景觀生態和綠化。 

1. 設置雨水回收系統(水撲滿)作為澆灌花園用水，落實環境保護教育。 

2. 建置魚菜共生系統，成為美麗生態景點。 

3. 執行小田園種植計畫，結合生物課程，師生共同養護植栽，增添校園綠意及療癒忙碌

生活，讓學生於親身體驗中學習成長。 

4. 生物科教師協助審閱校對植物解說牌，讓隨著校園植物生態與師生更親近，推廣有機

種植健康食材，分享田園歡樂氣息。 

5. 建築師校園物理建築環境評估指標建議，根據風向及校舍封閉型空調使用所造成的熱

島效應，建置環境教育暨防災走廊逐步改善。 

  

 

雨水回收系統(水撲滿) 露天花台全區澆灌系統 綠屋頂 

   

小田園 魚菜共生 豐富多樣的鳥類棲息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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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實綠色消費，採購環保產品，回收碳粉匣，依報廢再利用程序辦理超過使用年限之

報廢物品。 

2. 推行資源分類回收，設置足夠的飲水機。 

3. 布置環保教育情境，實施落葉堆肥。 

   

設置足夠的飲水機 實施落葉堆肥 資源分類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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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科技的學校設備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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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用節電空調系統，以電腦系統智慧型管理掌握空調系統運作情況。 

2. 屋頂增設太陽能光電板，結合節電和教育功能。 

3. 汰換耗能老舊冷氣，更換為具節能標章之分離式冷氣。 

4. 積極申請教育局及經濟部住商節電方案，逐年汰換舊式 T8、T9燈具，更新為 LED燈

具，包括大型公共空間活動中心、專科教室及地下停車場等公共空間。 

5. 邀請電力專家評估與計算最適契約容量，師生共同配合執行夏季高峰用電時段空調輪

流卸載計畫，共同落實節能減碳兼達儉省電費之效。 

6. 推動無紙化電子會議成效顯著，全體教職員工生力行環保省紙行動。 

7. T5環保燈管全面換新，空調冷氣全面更換節能新機(節能 1~2級)。 

8. 全校教職員工、學生與家長共同落實垃圾減量及資源回收工作，資源回收變賣所得並

使用於環境教育各項活動，以貫徹環保愛地球行動。 

9. 辦理無塑園遊會，事前充分溝通與廣泛宣導，校內親師生與校外訪客熱情響應參與，

加強宣導避免一次性餐具使用，順利圓滿完成。 

10. 實驗室藥品管理系統化處理全校廢液及廢棄物，定期由專責單位運送。 

 

 

 

宣導避免使用一次性餐具 實驗室藥品管理櫃 廢液集中處理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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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全系統自動化，結合警報系統，設置自動感應，消除安全死角，確保校園安全。 

2. 行政E化平台，增進行政服務效率，具體實施方式如下。 

(1) 線上報修系統：全校師生均可隨時線上報修故障待修項目。  

(2) 場地設備預約系統：校園會議空間與活化教室皆可於線上預約使用。  

(3) 雲端硬碟，提供行政團隊做為數位文件典藏及公告空間。 

(4) 本校為教育部行動學習試辦計劃學校，全校班級均建置行動投影裝置；共計7部充電

車，配備iPad、Chromebook或筆記型電腦，供教學隨時借用。  

 

 

 

校園智能管理系統 燈具更新為LED燈具 太陽能光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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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視系統 出勤指紋辨識系統 場地設備預約系統 

3. 逐年完成專科教室環境改善工程，包括物理、化學、表演藝術與美術教室，教室意象

與設備煥然一新，提升教學與學習成效。 

4. 班級教室內建置完整無線網路、資訊講桌、投影機及螢幕，完整的硬體設施做為師生

學習場域的重要基礎與支持。 

5. 建置電子公佈欄、空品旗於學校穿堂，即時公告最新活動訊息。 

6. 使用eTag門禁監控系統管控車輛進出，加強校園安全管理。 

  

 

健康中心智能系統 eTag管控車輛進出 電子公佈欄 

四、學習資源 

◆提供豐富的學習資源 

(一) 設置圖書館與學習資源中心，提供豐富多樣學習資源，激勵學生主動學習。 

1. 圖書館兼具教學學習資源中心功能 

(1) 採全面開架式管理，每年編列經費依各領域教師及學生推薦增購新書，滿足學生學習       

    與教師備課需求。 

(2) 複合式閱讀空間:設置多媒體資訊視聽區，提供資訊查詢及教學備課；典藏書籍區規劃 

    舞台及小攝影棚，提供多樣豐富學習資源。 

(3) 建置數位化借閱管理系統:結合二代校務行政系統雲端查詢功能，提供線上查詢圖書狀 

況，可逕行線上預約續借、推薦圖書。並利用二代校務行政系統圖書借閱功能，進行 e

化行政作業流程，學生使用數位學生證進行圖書借閱，並協助推廣臺北市數位學生證

結合市立圖書館借書證計畫。 

2. 提供數位化檢索、行動學習設備 

(1) 設置 5 台電腦資料檢索區，提供親師生使用。 

(2) 設置 2 部行動載具車(計 60部 iPad)，可供 2班同時行動學習。 

3. 成立學習資源中心與補救教學中心，協助學習障礙與低成就孩子，把每個孩子帶上來！ 

4. 善用數位資源：運用 GOOGLE雲端硬碟教學資源分享，擴充豐富學生學習資源，推廣運

用數位線上課程—酷課雲、youtube學習，延伸學生學習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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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課程數學教室 行動學習智慧教學 功能齊全專科教室 

(二) 專科教室和校本課程教室，學生皆有足夠的可操作設備。 

1. 逐年辦理專科教室環境整理與情境改善： 

(1) 完成生物實驗室、物理實驗室、化學實驗室之空間及設備改善，提升優質學習環境。 

(2) 建置校園廢液回收系統，化學實驗室設置通風櫥，重視安全衛生規範，提供師生進行

各項課程、專題科展製作及區域衛星資優課程。 

(3) 完成表藝教室、美術教室之整體空間改善，提供學生藝術展演與發揮創造力之環境。 

(4) 完成生活科技教室、數學教室、社會教室、語文教室設備廣播系統等改善更新。 

(5) 調整活化校園整體空間，設置視聽教室、國樂管樂弦樂社團教室、籃球校隊等訓練空 

    間，並添購室內籃球機、急救訓練模型、人形機器人等，均衡發展教學活動。 

(6) 設置群組教室與研討室，供校多元課程、教師增能研習、學生社團使用。 

 

  

化學實驗室 物理實驗室 多功能會議室 

2. 提供完善設備增進教學效能： 

 (1) 更新單槍投影機，以及雙層黑白板或電子白板，以增加課程使用及班級使用的彈性。 

(2) 建置社會科教室，設立等高線地圖小舞台，以及世界各國文物展示櫃，以提供多元

歷史地理及公民實地情境教學空間。 

(3) 設立校本特色課程-數學專科教室，並提升教室設備，包括空調及廣播系統、圖書收

納櫃及行動教學車。 

(4) 生物實驗室整修，增設空調系統，調整投影機投影位置，定期保養電子生物顯微

鏡、收納防塵櫃及實驗調理台，提升學生生物學習，以及區域衛星資優教育課程。 

(5) 物理及化學實驗室整修，增設空調系統，以及更安全的廢液收集櫃；多元彈性的實

驗臺及小組討論桌，實現十二年國教跨領域課程。 

(6) 美術及表演藝術教室整修，增設空調系統，改善整體色彩及空間，培養學生的美感

教育，並提供多元展能的藝術空間。 

(7) 增設生活科技教室設備，建置創課教育桌上型機具、雷射切割機、機器人控制器

等，提升學生科技領域學習，體現創意及科技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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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便捷的互動環境 

(三) 學生下課易匯聚空間，規劃便捷的動線。 

1. 普通班級教室與專科教室、運動操場區域區隔明確，規劃適切動線，動靜分明。 

2. 各大樓樓層皆設有飲水機，並優先考量學生需求配置，供學生下課取用方便。 

3. 各教學大樓之間規劃綠地中庭，合作社設置於七八九年級教學大樓匯集處，定期庭院

植栽養護，學生下課休閒匯聚便捷。 

4. 建構「興運環」健康樂活學習區，提供學生雨天及晚上安全舒適的活動場所。 

5. 校園中庭搭建休憩雅座，讓師生能在下課及閒暇時間欣賞校園美景，放鬆身心。 

 

 

 

校園師生休憩區 中庭休憩空間 豐富的運動場所 

(四) 提供學生多元展能空間和互動環境。 

1. 打造多元的展能平台讓各領域優質作品發表，共享藝術創作的即時展現。 

2. 活動中心大舞台可供學生活動表演。 

3. 堅持保有的操場大草坪、室內外籃球場、二百米徑賽跑道及，提供學生抒發心情與同

儕互動的場所。 

4. 圖書館閱覽區，與同儕共學分享學習經驗及內容。 

5. 小田園種植體驗區，看到學生體驗田園種植樂趣的成果。 

6. 中央樓屋頂的開心農場，是教師與志工們課餘綠舒壓的互動環境。 

   

多元的展能平台 藝文走廊學生美術作品 提供表演空間 

   

充足的運動場所  魚菜共生種植植物 魚菜共生過濾系統 

五、創新做法 

    本校校園營造強調以學生學習導向的目標與品質管理，改善參與者教育和發展的可能

性，健康、安全、創意、藝術、科技和永續的建築會提升教學成效，以及增進學習者的成



 
 

16 
 

就和舒適。我們以服務設計思考流程，塑造一個以教學和學習為中心，成為社區教育文化

中心及終身教育的空間，落實在樂活友善、樂思品味、樂智綠園、樂學共好，關心學習者

需求，創新突破的辦學特色。其創新做法如下： 

 

 

 

 

 

 

 

 

 

 

 

 

 

 

 

校園營造創新作法(圖一) 

 

(一) 樂活友善精緻活力 

1. 設施優質化，提升空間效能。整體思考校舍配置，引進各類專案與經費挹注，充實

並優化教學設備，擴大空間使用效益，打造精緻活力的安全健康校園。 

2. 學校成為社區教育的中心，參與社區活動，帶動美感教育，營造生活美學空間。 

(二) 樂思品味創意美感 

1. 以在地化思惟，典藏校史，形塑校園人文風格。規劃無障礙空間，提升親和性設

計，引領向上向善，體現創意美感的人文藝術校園。 

2. 以服務設計思考，以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為中心規劃，提供更多創思生涯的可能

性，讓校園成為生命的重要記憶。 

(三) 樂智綠園智慧永續 

1. 以科技化策略建構校園自然景觀與生態，依據綠建築概念修建校園工程，執行智慧

永續的自然科技校園。 

2. 與設計連結，與師生對話，改造生態園區，豐富植栽風貌，讓校園即公園，也是課

程教學實地情境基地，打造成為會呼吸的校園環境。 

(四) 樂學共好多元優化 

    1. 以複合化方式，融入學校願景與核心價值，建置多元優化的學習資源校園。 

    2. 與時俱進更新校園軟硬體設施，實現多彩豐富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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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優質成果 

一、目標達成 

(一)本校積極營造適合學習的校園環境，鼓勵學生成為終身的學習者，具體達成之重要工   

    程、經費與活動內容如下： 

年度 工程名稱 經費 

校園營造指標 

安全

健康 

藝術

人文 

自然

科技 

學習

資源 

104 第二棟樓廁所整修工程 2,658,096 ☆    

104 第三棟樓廁所整修工程 3,482,287 ☆    

104 第二棟樓耐震補強工程 6,478,096 ☆    

105 第四棟樓耐震補強工程 7,171,820 ☆    

106 行政樓廁所整修工程 5,815,460 ☆    

107 第 5棟樓屋頂防漏暨外牆整修工程 2,666,975 ☆ ☆   

107 第一棟及行政樓屋頂防漏整修工程 2,986,883 ☆    

107 學校廊道優質化工程 500,022  ☆   

107 總合治水 995,846   ☆  

108 校園優質化工程 19,578,000 ☆ ☆ ☆ ☆ 

108 專科教室環境改善工程 5,181,000    ☆ 

108 校園電梯改善工程 1,914,000 ☆    

108 校園新建第一棟無障礙電梯工程 169,000 ☆    

 

(二) 學生參加各類市級競賽得獎情形，並展現多元學習表現的成果如下： 

108 本校籃球隊參加2019 南信盃3 對 3 籃球賽榮獲國中組亞軍 

108 本校國樂團參加108學年度臺北市音樂比賽榮獲佳績 

108 本校 912 黃瑀瑄同學參加 2019 舞王世界公開賽榮獲佳績 

108 本校林筱晴組長榮獲107 學年度全國技藝教育績優教師 

108 本校榮獲 107 學年度臺北市國中技藝教育課程─績優團體獎第一名 

108 本校武術隊參加 2019 年全國菁英盃國武術錦標賽榮獲佳績 



 
 

18 
 

108 本校扯鈴隊參加 108 年臺北市中正盃民俗體育運動錦標賽榮獲佳績 

108 本校弦樂團參加108學年度臺北市音樂比賽弦樂四重奏項目榮獲佳績 

108 本校參加臺北市 107 年度國中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月「愛的時光隧道」微電影

創作比賽榮獲優等 

108 本校參加 108 年度臺北市青年盃法式滾球錦標賽榮獲青少年女子組第七名 

108 本校榮獲 108 年度臺北市國民中小學卓越科教育「教室降溫工程夢 (住)行

動方案」評審推薦學校 

二、創新成果 

(一)本校校園營造創新思維： 

1. 總體優質校園環境，從安全健康著手。 

2. 展現優質校園文化，在人文藝術深耕。 

3. 善用資源校園永續，需自然科技建構。 

4. 運用現代化科技設備，達成智慧型管理效能。 

 

(二)部分校園營造舊況照片與成果達成對照資料說明如下： 

（左舊況）校門穿堂（右達成） （左舊況）校門外牆（右達成） 

   

 

 

（左舊況）戶外籃球場（右達成） （左舊況）活動中心廊道（右達成） 

    

（左舊況）化學教室（右達成） （左舊況）人車分道（右達成） 

   

 

 

（左舊況）廁所整修工程（右達成） （左舊況）師生休憩區（右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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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舊況）一號樓外牆（右達成） （左舊況）警衛室（右達成） 

   

 

（左舊況）戶外排球場（右達成） （左舊況）校史廊道（右達成） 

    

 

伍、學校特色 
(一) 科技智能的行政管理。 

    從校門車輛入口、人行通道、上下班管理、電梯控制、後門進出等一條鞭式建置智慧

管理的裝置，達成智能與人性化管控。建置電力節能與監控系統掌握用電情況，遇夏季用

電高峰，師生共同努力執行分區輪流卸載計畫，有效減省年度總電費。 

(二) 學習導向的文藝空間。 

以現代化、全球化的校園整體意象為底蘊，運用校園景致與師生巧思塑造人文與藝術

氛圍，向外擴展到國際教育的開闊視野。結合美感教育融入境教，在圍牆、廊道、櫥窗及

轉角，到樹蔭、中庭、屋頂及圖書館，學生展現創意參與創作，樂在其中享受成果，形塑

人文、人性、人趣的學習導向校園文化與氣氛。 

(三) 自然科技的永續建築。 

借助專家的「校園物理建築環境評估指標」，了解校園環境的特質，用最小的改善，達

成永續的理念。由食農教育課程的小田園，到兼具休憩的屋頂農場與綠化中庭，經營生態

生活生命的永續校園。透過系統性的資訊科技設施，具體實踐全球化公民的生活與學習。 

(四) 豐富便捷的學習資源。 

    充分利用學校圖書館及專科教室作為學習資源中心，提供學生唾手可得的參考書籍與

可操作性的學習資源，使學生擁有豐富的實際操作經驗。多樣化且便利的運動設施讓學生

可以在下課、放學、假日從事體能活動的需求。 

(五) 多元發展的健康校園。 

    完成全校校舍結構補強、廁所改善、屋頂防漏工程，從外牆、運動場、專科教室、圖

書館的整建，讓校園環境從根本強化，讓環境衛生徹底改善。活動中心優質的場館與溫水

游泳池，提供學生體能技術的學習環境，防災教育落實與保全週全防護，總體機能活化，

建構多元發展的安全健康校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