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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權在規劃校園環境設備是以學生學習做為核心，盡其所能尋求內外部挹注

資源，提供學生完善敎育設施、敎學設備，讓學生能夠在學習活動上展現優質學

習成果。以此協助青少年階段的學生多元展能，適性揚才，實現自我，本校「泉

源匯聚 豐穗權園」的行動方案因應而生，以四大方案目標為軸線同時並進。 

一、營造舒活朝氣的安全健康校園 

二、形塑友善關懷的人文藝術校園 

三、擘畫環保創新的自然科技校園 

四、建置多元啟發的學習資源校園 

為使民權人邁向「快樂學習、健康成長、全人發展」之願景，期許民權學子

成為充滿舒活朝氣的「健康權人」；深具友善關懷的「藝術權人」；重視環保創新

的「科技權人」；全面多元展能的「智慧權人」。民權在校園營造上訂定四項創新

做法： 

一、從滿足特教學生需求出發，落實弱勢照護。 

二、從師生需求出發解決問題，創造舒活環境。 

三、從永續觀點運用科技領導，建構智慧校園。 

四、從閒置空間著手資源活化，豐富學習資源。 

權園校地雖小，透過優質營造，學校精緻溫馨，處處皆驚喜，滿滿是感動。

民權國中近 10 年來用心經營，廣受社區家長肯定讚揚，不但逆轉少子化衝擊，

再度連續 2年新生額滿，未來仍將持續校園總體營造優質發展，匯聚各方泉源，

潤澤豐穗這教育福田，成就學子為國家棟樑。 

關鍵字：優質學校、校園營造、民權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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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本現況 

一、歷史背景 

    本校位於大同區淡水河畔，緊鄰臺北與新北市交界的臺北橋頭，在民權西路

與重慶北路交叉口，是大同區交通中樞所在，也是三重蘆洲地區通往臺北市的門

戶。從歷史上來看，明、清朝以來大稻埕是河海交會處航運中心，曾是全臺灣最

繁華的區域，過去因商業交易而繁盛。曾幾何時，物轉星移，交通海運衰敗，整

體區域發展趨於沒落，僅留下部分文化遺跡與凋落的老舊社區。所幸捷運通車，

社區更新計畫啟動，為社區帶來新的契機。 

二、近年發展 

因都市更新轉移和鄉土文化再度被重視，迪化商圈與大稻埕碼頭歷史文化重

新崛起。往西鄰近延三夜市、大稻埕碼頭、迪化街、大稻埕辜宅、永樂市場；往

北是大龍峒，越蘭州市場經孔廟、保安宮、陳悅記老師府通士林，往東靠近中山

北路有美術館，往南經臺北圓環至臺北車站，後火車站有玩具、服飾、五金等重

要商街。在歷屆校長戮力經營下，廣募經費推動創新校園，充實軟硬體設施，歷

經近十年來辛勤建設，校舍建築以歐式巴洛克風格建築，命名為秝秧樓、耘禾樓、

豐穗樓與大稻館，充分反映出地方鄉土文化與時代變遷。104年現任朱毋我先生

繼任校長，廣募經費推動優質、多元和創新的民權，充實軟硬體設備並美化綠化

校園，加上捷運中和新蘆線通車後，帶來資源統整挹注和繁華契機，以校徽稻穗

教育願景特色與大稻埕在地文化輝映，為學子創造出快樂學習的優質校園，優質

民權卓然屹立大稻埕地區。 

三、學校規模 

學校規模在 80 年代達到高峰，一公頃的校地學生數高達 1,724 人，班級數

最多 43班。90 年代因為少子化的影響，逐漸縮減規模，學區內社經弱勢的學生

偏多，近年因經濟不景氣及社會結構改變等因素，單親、隔代教養、低收入戶學

生多。98學年度普通班 21班，特殊班 5班。99 學年度起逐年增設體育班 1 班，

招收撞球、柔道、空手道三項專長學生。近年來，學校辦學受到社區家長肯定，

雖仍受少子化壓力，但學校學生人數逆勢上揚，更連續 2年新生額滿。 

1.班級數：108 學年核定普通班 21 班、體育班 3 班、特教資源班 2 班，身心障

礙資源班 1 班、學習困難資源班 1 班、數理資優資源班 1 班，總計 29 班。另夜

補校共計 3班。總計日校學生數 708 人，夜補校學生數 82人。 

2.教職員工編制：108 學年度校內編制有教師(含教練) 76 人，職員 15 人，校

警 1人，工友 2人，總計 94人。其中校長 1人，兼任主任 5人，兼任組長 13人，

專任輔導教師 2人，專任教練 2人，師資學歷分布研究所占 51 %，大學占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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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優質目標 

一、背景分析 

表 1.權園校園營造 SWOT分析表 

項目 
內部（Internal） 

優勢(S) 劣勢(W) 

設備

環境 

1.校地方正，視野開闊無死角。 
2.警衛保全認真負責，保全監視系統完備。 

1.辦公室分散，校內資訊傳遞聯繫困難。 
2.校舍老舊，修繕 頻繁，人力不足。 

教師

專業 

1. 師資優良，熱忱愛校、認真負責。 
2. 校內美術老師對於校園美化熱心。 

1.學生自主學習不穩定，易受外在環境影響。 
2.承辦業務眾多，教師兼行政工作負擔重。 

學校

建築 

1.校圍牆退縮區域仍保可運用空間。 
2.夜間設有補校，學習資源共享。 

1.校園狹小，缺乏大型完整表演場域。 
1.校地小，學生運動活動空間有限。 
2.無大型新建工程，無公共藝術經費之來源。 

經費

預算 

1.校園網路建置完善，資訊教學設備充足。 
2.運用經費，開辦多元學習社團，學生多元
發展。 

1.設備繁多，汰換經費不足。 
2.專業人力不足，環境設備維護艱辛。 

項目 
外部（External） 

機會(O) 威脅(T) 

教育

政策 

1.申請專案經費及統籌款，優化環境設備。 
2.配合教育局申請機會爭取各項工程，優化
美化綠化環境。 

1.科技設備汰換率高，維護不易。 
2.假日校園開放，居民及外部人士破壞力增加 

家長

志工 

1.家長志工熱心參與協助。 
2.家長志工及警政單位支持校園安全維護。 

1.弱勢家庭比例高，家庭社區學習資源較少。 
2.交通流量大，學生上放學安全受到威脅。 

社區

資源 

1.周邊環境有豐富人文建築及教育資源。 
2.家長會支持學校經費支援校務發展與學

生學習。 

1.學校預算有限，校園營造需斟酌運用。 
2.遊民留連，影響社區人文氛圍。 

地理

環境 

1.大稻埕建築頗具歷史特色，有助營造人文
藝術校園。 

2.地區兼具傳統與現代風貌，歷史文化資產
豐沛。 

1.校區外側緊鄰臺北橋，環境條件不佳。 
2.校園排水不良，遇雨淹水，易孳生蚊蟲。 

表2.權園校園營造SWOT分析對應發展策略表 

 S優勢 W劣勢 

O 

機會 

增長策略(掌握優勢利用機會) 扭轉策略(利用機會克服劣勢) 

1. 結合社區及家長志工外部資源，
善用校園環境設備，參與各類藝文
學習活動，強化學生藝文素養。 

2. 整合學校內外部各項工程預算經
費，營造多元學習空間。 

3. 掌握科技教育趨勢，推動智慧校
園建置，提升教學行政效能。 

1. 爭取各類專案經費挹注，調整校園
環境，呼應教學需求，改善設施與
設備。 

2. 善用家長志工人力，協助校園維護
與校務工作推動。 

3. 運用建構資訊科技系統與應用管理
軟體，建立聯繫資訊網絡。 

T 

威脅 

多元策略(掌握優勢避開威脅) 防禦策略(克服劣勢避開威脅) 

1. 善用校內人力，綠美化及藝術化校
園環境。 

2. 營造校園各式藝文展示空間，提
供境教薰陶。 

3. 整合親師生及社區資源，豐富學
生、家長志工學習。 

1. 善用大稻埕文史資源豐富各式教學
活動。 

2. 與區公所里辦公室鄰近學校合作營
造安全社區。 

3. 引進社區志工家長資源，見證學校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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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體目標 

本校以「優質、創新、多元、永續」為學校經營理念，以「健康成長、快樂
學習、全人發展」為學校發展願景，依據優質學校校園營造四個向度及根據本校
SWOTS分析，結合學校理念與學校願景，發展出以下四項具體目標： 

(一)營造舒活朝氣的安全健康校園 
(二)形塑友善關懷的人文藝術校園 
(三)擘畫環保創新的自然科技校園 
(四)建置多元啟發的學習資源校園 

本校校園營造具體目標架構圖如圖一： 

圖 1.權園校園營造具體目標架構圖 

參、具體做法 

本校校園營造以學生學習為中心，融入全人教育的精神，期能充分發揮境教

功能，涵蘊人與環境共融共好校園氛圍，培養健康權人、藝術權人、科技權人、

及智慧權人，實現「健康成長、快樂學習、全人發展」學校願景，本方案目標策

略及做法如下： 

方案目標一：營造舒活朝氣的安全健康校園 

指標 策略一：建構強固安全的環境設施，整合緊密完備的安維系統  

1.1

建

置

安

全

的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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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校舍已全數完成結構耐震補強，符合耐震規範，堅固安全；全校

女兒牆增高至 120公分以上，特殊外凸設計工法減少走廊潑水濕滑。 

2. 改善校園排水系統，調整校園排水溝洩水坡度，解決校園淹水問題。 

3. 整修夢想舞台採用塑木及透水磚材質，堅固耐用保障學生活動安全。 

4. 針對高耗電量專科教室進行電源改善，提高教學環境品質與安全。 

5. 校舍安全、消防設備、電梯、水塔、飲水機，均定期安全維護。 

6. 定期辦理防災研習、避難演練，建置防災避難地圖貼置校園明顯處。 

以創新多元結合人文科技，建構安全健康的優質永續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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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環

境 

7. 校園人車分道，校門口設避車彎 2處，申請蘭州街設置學生通學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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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實校園安全門禁管理，訂定校園開放管理辦法，確保校園安全。 

2. 建置數位監視系統，設有 48具夜視型紅外線監視器，消除校園死角。 

3. 學校設有危機處理要點及小組，能因應處理緊急或危機事件。 

4. 全校廁所設置緊急求救鈴，提供緊急救護支援。操場投射燈及校園景

觀燈採定時開關，夜間校園安全有保障。 

5. 專科教室及實驗室定期進行安全巡查，並導入 e化記錄管理。 

6. 上學期間教師與交通導護志工共同值勤，維護學生上學安全。 

7. 與附近商家簽訂愛心服務站，結合社區資源，提供學生安全庇護點。 

    

女兒牆增高安全無慮 夢想舞台堅固安全 人車分道動線分明 家長導護維護安全 

指標 策略二：設置強身健體的活動設施，布置優雅舒適的休憩情境 

1.2

設

置

強

身

健

體

的

活

動

設

施 

1.2.1設置適足多樣的體能活動設施。 

1. 操場設置籃球架、排球場、羽球場、60米跑道，及便利取用愛心籃球。 

2. 地下室設置舞蹈教室，供師生運動、社團活動、及夜補校活動使用。 

3. 整修閒置地下室為桌球教室，提供公用球拍及乒乓球，方便學生使用。 

4. 整修專訓道館，優化設備環境，專業場地媲美國家級訓練場地。專訓

場地除體育班專訓使用外，並開放全校師生使用，擴大空間效益。 

5. 柔道場及空手道場設置體能訓練設施，供師生鍛鍊體魄強健身心。 

6. 表演藝術教室、舞蹈教室、穿堂廊道設置大面鏡牆，供學生社團活動

及表演活動使用，學生舞蹈及表演練習相當便利。 

7. 結合友校資源，共用大橋國小游泳池，提供學生游泳課程教學所需。 

1.2.2 提供舒適的生活休憩環境。 

1. 校園操場周圍設置花台，高度適中，方便駐足休憩交流互動。陽光草

坪定期修剪維護，青青草地綠草如茵，踩踏其上心曠神怡。 

2. 優化梅花園，草地、步道、碎石區、典雅照明交錯，為舒壓小公園。 

3. 設置童軍烤肉區，增設塑木桌椅及活動遮雨棚，烤肉不受天候影響。 

4. 整修夢想舞台及生態池，更換場地材質提供更安全舒適的場地空間。 

5. 完善咖啡小屋設備，設置咖啡廣場，擴增特教生職業教育實習空間。 

6. 設置角落圖書館，並增建圖書館室外閱讀區，擴展閱讀與休憩空間。 

7. 整修老舊辦公室，規劃沙發區及吧檯，提供教師舒適辦公與休憩空間。 

    

多功能複合式運動場 專訓道館設備一流 夢想舞台生態池 小田園咖啡廣場 

 



參選編號：1092G010 

 

 6 

方案目標二：形塑友善關懷的人文藝術校園 

指標 策略一：營造人文典雅的建築風格，融合本土文化的教育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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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秝秧樓轉角造型露臺，鏤空設計開闊學生視野，與校園風格融為一體。 

2. 人性化辦公室設計，規劃沙發區及小吧檯，提供紓壓放鬆小角落。 

3. 資優班基地全腦開發教室重新整修，增設水槽，方便科學實驗需求。 

4. 諮商室空間規劃為大中小共 4間，可視需求選用，小諮商室溫馨設計

拉近對話距離。大諮商室設置資訊設備，亦可做為會議、社群空間。 

5. 生技教室整修，改善電源，擴充設備，提供優質的做中學設備環境。 

6. 設置性別友善廁所、集哺乳室、更衣室等，關注學生教師需求。 

7. 設有電梯、升降設備、停車場斜坡道、無障礙停車位等無障礙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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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置校史光廊，典藏學校重要歷史記憶，校史紀錄並數位化典藏。 

2. 舊大門穿堂的禮義廉恥共同校訓牌匾，妥善保存，展現學校的價值觀。 

3. 歷屆畢業紀念冊轉換為數位電子檔，提供 QR code掃描即可瀏覽觀看。 

4. 彙編 50週年校慶專刊，數位檔置學校首頁，便利閱讀回味往日時光。 

5. 秝秧樓 4樓保存本校退休教師畫家王詩漁老師畫作，典藏民權紀憶。 

6. 校外民權藝廊結合在地特色，展示大稻埕主題畫作，展現學子長才。 

7. 小田園及生態池設置實用手壓幫浦，濃濃大稻埕農村懷舊風格。 

    
造型露臺視野開闊 多功能輔導諮商室 校史光廊典藏記憶 鄉土體驗手壓幫浦 

指標 策略二：展現願景理念的造景藝術，布置藝文薰陶的展演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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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鍛造校門、亮麗圍籬和巴洛克建築外牆，展現典雅藝術校園風格。 

2. 校門口地面繪製學校校徽，呼應大稻埕在地文化與四維五育精神。 

3. 秝秧樓 2-4樓梯間展示世界名畫複製品，古典藝術融入校園。 

4. 秝秧樓角落典雅鏤空陽台，美化校園角落，並讓空間視野更開闊。 

5. 校門口節慶布置及典禮台壁爐雪人佈置營造民權感恩節氛圍。 

6. 舊警衛室大稻埕街景彩繪小屋，標誌在地特色，提供展能空間。 

7. 星空廊道彩繪夜間星座天空，不僅美化穿堂，並兼具天文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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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外民權藝廊展示學生優良畫作，既秀學生才情，也與社區共好。 

2. 師生彩繪布置圖書館外閱讀區，擴大書香角落範圍。 

3. 學生作品展示於走廊及穿堂，展現學生長才，增添校園藝文美感。 

4. 民權詩歌節師生共同布置詩人屈原人像，聖誕節共同布置壁爐雪人。。 

5. 美術教師參與美感教育方案，與學生共同進行校園美學情境佈置。 

6. 歷史小屋師生彩繪大稻埕街景，在地文化特色融入校園風景。 

7. 包高中祈福天燈牌樓情境布置，祝福學生會考順利金榜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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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麗校門與圍籬 天文教育星空廊道 民權藝廊學生畫作 聖誕節壁爐雪人布置 

方案目標三：擘畫環保創新的自然科技校園 

指標 策略一：營造自然綠美的建築環境，活化環保生態的教育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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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置太陽能電力供水系統，供應夢想舞台旁生態池池水。 

2. 與創發中心合作設置自動水循環綠屋頂，增加綠化並推動食農教育。 

3. 設置 4處雨水回收系統，收集屋頂雨水灌溉校園植物及小田園植物。 

4. 設置小田園、梅花園、重建夢想舞台，增加綠地及透水舖面。 

5. 建置自然校園環境地圖，建立學校樹木及植栽資料，設置植物解說牌。 

6. 定期修剪校樹及草地，維持校園環境清爽舒適，並減少颱風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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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創小田園滴灌系統，雨水回收系統善用自然資源，減少水資源浪費。 

2. 教室及辦公室設置資源回收箱，校區設置資源回收室，落實垃圾分類。 

3. 學校午餐採用桶餐方式供應，學生自備餐具，減廢不使用一次性餐具。 

4. 夢想舞台旁設置雨水淨化模擬設施，提供學生就近觀察學習。 

5. 綠屋頂結合太陽能及水循環系統，進行水耕蔬菜栽種，節能又環保。 

6. 師生進行廁所漏水研究，參加教育部能源科技競賽榮獲銅牌獎。 

7. 廁所設置 2段式沖水，班級洗手台採用自動停止水龍頭，落實節水。 

    
太陽能水耕綠屋頂 環保雨水回收系統 田園滴灌系統及網室 落實垃圾分類與回收 

指標 策略二：運用創新科技的設施系統，建置教學行政的資訊系統 

3.2

設

置

科

技

的

學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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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內鐵捲門及電動門均設置障礙感知自動停止裝置，維護師生安全。

全校廁所及樓梯轉角裝設自動感應照明，節省電力使用。 

2. 全校各教室均裝設冷氣，設定時控及溫控，達到人性化節約能源。並

設置電力需控系統，有效控管學校用電上限不超過契約容量。 

3. 重要出入口設置 IP Cam，透過手機可即時監看及回查，掌握學校動態。 

4. 廣播系統結合中央氣象局地震速報系統，強烈地震自動發布警報。 

5. 廚藝教室及實驗教室均設置火警感應器，總務處設置火警受信系統。 

6. 操場照明及夜間景觀燈均設定時間管控，自動開關，方便並省電。 

7. 創新利用水流設置紗網自動匯集水池落葉，有效處理落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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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備 

3.2.2建構智慧校園，教室設置資訊教學設備，建置數位教學環境。 

1. 建置數位教育環境，推展智慧學習、社群、行政、管理、保健、綠能。 

2. 校園資訊系統單一認證，校內電腦皆可利用個人帳號進入便利使用。 

3. 教師善用多媒體融入教學，強化 e 化教學和學習效果。學校採購足量

Ipad 、Chromebook 搭配行動充電車，滿足教師教學需求。 

4. 表演藝術教室設置 youtube直播系統，解決場地容納空間有限的問題。 

5. 爭取經費設置前瞻科技教室，滿足學生資訊教育學習的需求。 

6. 表藝教室設置雙投影幕，第二投螢幕結合極短焦投影機，設置於舞台

後方，可投影作為舞台背景，減少製作實體背景的人力物力消耗。 

7. 改善表演藝術教室廣播設備，增設指向性收音麥克風，舞台表演不須

手持麥克風，即可達擴音效果，方便並滿足學生各項舞台表演需求。 

   
 

電力需量控制裝置 地震速報系統 表藝教室直播系統 表藝舞台指向麥克風 

方案目標四：建置多元啟發的學習資源校園 

指標 策略一：提供充足運用的學習資源，建置便利學習的環境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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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規劃完善，提供豐富多樣的學習資源，滿足學生學習需求。 

2. 設置圖書館外閱讀區，擴大圖書館閱讀空間範圍，利用回收木板設置

館外還書箱及木座椅，便利學生隨時還書，並增加休憩閱讀角落。 

3. 設置校園角落圖書館，提供圖書、期刊及報紙，供學生自由取閱。 

4. 班班設置班級書櫃，含班級套書及學生提供好書，供班級學生閱覽。 

5. 班班設置桌上型電腦，完善校園網路，學生可充分運用網路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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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科教室改善工程整修生技、烹飪、美術及表藝教室，完善教室設備。 

2. 電腦教室及前瞻科技教室均配備超過班級學生數量的桌椅及電腦。 

3. 班級教室班班有電腦，供教師多媒體教學，也方便學生資料查詢。 

4. 音樂教室、實驗教室、多元智慧教室、語言教室、全腦開發教室等均

配備足量設備供學生使用。 

5. 運動場設置愛心籃球，桌球教室設置公用球拍，學生課餘時間可自由

取用，用後放回原處，減少借還程序。 

6. 柔道、空手道、撞球等專訓場地皆陸續升級，添購多項體能訓練設施，

協助學生強化訓練效果，專訓成效顯著，參與各項比賽成績傲人。 

    
場域 100 優質圖書館 寬敞前瞻科技教室 設備優化廚藝教室 資優基地全腦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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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策略二：規劃便捷易達的校園動線，善用課餘互動的角落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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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建築為ㄇ字型建築，運動場位於ㄇ字中心，動線良好，便捷易達。 

2. 運動場設置排球場、羽球場、籃球架、60米跑道供學生運動休閒使用。 

3. 處處營造學生匯聚休憩空間，如典禮台長型台階、運動場周圍可坐式

花台、童軍炊事區塑木桌椅、夢想舞臺塑木平台等。 

4. 圖書館位於校園中心，方便利用，導師室鄰近教室，學生便捷易達。 

5. 自動販賣機設置於學生班級教室大樓一樓，方便學生就近利用。 

6. 穿堂廊道設置大面鏡牆，是易達便利開放空間，練舞孩子的最愛。 

7. 梅花園、凝香園、及陽光草坪設置休憩椅，方便學生休憩談天。 

4.2.2提供學生多元展能空間和互動環境。 

1. 整修表演藝術教室，擴大舞臺區，設置大面鏡牆、指向性麥克風、雙

投影幕及 2部電視，便利各項課程、活動、講座、及競賽使用。 

2. 整修夢想舞台，設置塑木舞臺區及改善為透水磚平臺區，讓學生自由

自在躍動青春。修復廢棄景觀水池，並放養魚苗，成為紓壓景觀池。  

3. 成立弦樂團，設置弦樂團教室，提供學生安心練琴場所。 

4. 依資優班學習需求整修全腦開發教室，成為資優班專屬創發基地。 

5. 設置創發中心，成為創發基地，推動創發教育，實踐創客精神。 

6. 設置體育班專訓場地，優化環境、完善設備，媲美國家級比賽場地。 

7. 凝香園、童軍烤肉區、陽光草坪均設置休閒座椅，可休憩聊天互動。 

    

運動場週邊休憩花台 優雅凝香園休憩平台 舞動青春大面鏡牆 IEYI發明展創發中心 

肆、優質成果 

一、 創新成果： 

師生的需求是校園營造的責任，「發現問題，尋求對策，爭取經費，解決問

題」是校園營造的日常循環，本校近 5年來匯聚各方資源，優化校園環境設施，

豐富學生學習資源，以成就每一個孩子，除具體做法外，並採取四項創新作法，

將學校理念願景轉化為實際作為，達到「泉源匯聚，豐穗權園」的方案目標。 

(一) 從滿足特教學生需求出發，落實弱勢照護 

1. 特教學習場域優化，落實特教照顧：優化咖啡小屋及咖啡廣場特教課程學

習場域，提供特教多元體驗實作空間，特教學生在友善權園中，快樂學習

適應未來的職場生活。 

2. 特教融合教育，校園充滿愛與關懷：咖啡小屋生活適應課程吸引校內教職

員工、家長志工及蒞校來賓關心消費，特教學生有更多接觸人群及模擬工

作練習機會，培養適應現在生活面對未來挑戰的能力，校園滿滿愛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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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小屋設備優化 特教班生活教室 互動性觸控電視白板 小田園咖啡廣場 

(二) 從師生需求出發解決問題，創造舒活環境 

1. 校園「淹水」問題解決，校園更加安全健康便利：以往校園排水不良，每

下大雨必淹水，爭取統籌款改善校園排水問題，並同時於水溝蓋上加裝金

屬防蚊網，減少蚊蟲孳生，大幅提升校園衛生與促進師生健康。 

2. 師生「用水」困境解決，樂享健康清潔校園：104年以前，僅廁所有水龍

頭且數量不足。因應師生需求，結合總合治水工程及校園年度修建工程二

項工程，設置班班洗手台，從此用水便利，師生樂享健康清潔校園。 

3. 「冷氣」問題解決，樂享舒活學習空間：爭取教育部教學環境改善經費，

105年新設全校七八年級教室冷氣、106年汰換九年級老舊冷氣。107年爭

取經費汰換行政辦公室冷氣，此外，陸續結合工程裝設專科教室冷氣，從

此師生擁有舒適工作與學習環境，工作學習的效率心情都提升。 

4. 行政及教師辦公室更新，建構教職員舒適工作環境：重新設計功能型行政

辦公室，以溫馨「家」為教師辦公室設計主題，增設廚房洗碗槽、烘碗機、

電器用品配置，及舒適專屬沙發晤談空間。改變傳統辦公室冷冰冰的舊有

形象，提升教職員工的工作士氣。 

5. 依照校地四季日照位置不同，創二季修樹法工序：校園是屬於東西向校

舍，夏季黃昏時刻秝秧樓西照教室，教室外側大葉欖仁樹可阻擋強烈黃昏

日照，在落葉前採秋冬修剪；夏季颱風季之前則修剪校園周邊榕樹群。 

    

洗手臺便利師生用水 冷氣教室清爽舒適 紓壓放鬆辦公室 定期修樹環境清爽 

(三) 從永續觀點運用科技領導，建構智慧校園 

1. 雲端硬碟資訊分享有效率：建構雲端硬碟，規劃各項專區，資料保存、分

享、傳承皆便利。成果彙整可謂創舉，校園成果資料彙整於網路硬碟，建

立索引，可跨處室查詢，降低資料搜尋蒐集壓力，相當便利。 

2. 推動無紙化省力省資源：會議無紙化、問卷無紙化、成果無紙化等，提升

行政效率。優良學生選舉及家長代表選舉採用電子投票開票計票，方便快

速省時省力省紙省資源。 

3. 悠遊卡校園一卡通很貼心：線上預約專科教室，憑教師悠遊卡進出，無須

鑰匙借還程序，營造便利教學的環境。悠遊卡門禁管理系統，進出學校及

辦公室免帶鑰匙很便利。學生刷卡到離校app通知，學生學校往返安全家

長很放心。 

4. 資訊設備充足很便利：班班設置電腦投影機，購置足量行動載具ipad與

Chromebook，每位教師配發專用電腦，資訊融入教學真便利。設置直播系

統建構分散式即時教室，辦理e化集會和講座，強化空間運用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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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硬碟成果資料夾 優良學生電子投票 專科悠遊卡預約借用 Ipad數位學習 

 (四) 從閒置空間著手資源活化，豐富學習資源 

1. 化荒蕪，展綠能：秝秧樓後方閒置草地，系統性規畫設計為小田園基地，

設置立體滴灌植栽區，平面植栽區，以及咖啡廣場區，並設置雨水回收澆

灌系統，結合小田園課程實施，深獲肯定，連續3年榮獲小田園評選特優。 

2. 修場地，展動能：耘禾樓地下室原為閒置空間，結合耘禾樓頂樓防水隔熱

工程，整修為活力桌球教室，增加體育課及社團活動空間，下課並開放使

用，提供公用球拍及桌球，方便學生使用，並培養學生愛惜公物好品格。 

3. 活角落，飄書香：教學大樓的梯間轉角設置角落圖書館，並設置彩色座椅，

學校提供圖書、雜誌、報紙，學生開卷有益，書香校園變化學生氣質。 

4. 動巧思，舞青春：穿堂原本陰暗破舊有壓迫感，為提供學生更佳活動空間，

爭取廊道優質化經費，除了更新公告欄，美化老舊廊柱，整修天花板外，

並新設星空廊道及大面鏡牆，擴增學生學習及活動空間，舞動青春。 

5. 給資源，弦音揚：為協助學生多元發展，學校創建弦樂團，特將摯善樓四

樓儲藏室重新整理為弦樂團教室，讓學生有安心練習場所，學生有專屬空

間練琴，學習成效明顯，創團3年有成，北市音樂比賽榮獲分區第2名。 

6. 移空間，綻效能：進行空間挪移讓有限空間做最有效的利用，以符合學生

為主體的教育理念。秝秧樓四樓烹飪教室移至一樓，提升使用效益。秝秧

樓四樓3間教室打通為2間，設置美術教室及前瞻科技教室，以符合學習需

求。豐穗樓四樓2間教室打通為1間以符合晚自習及大班教學需求。晚自習

教室可容納2倍學生參與，提升學習效益，會考創佳績，學生再次額滿。 

    
小田園連續 3年特優 樂團 3年有成弦音揚 廚藝教室親師一家親 權人展能會考亮眼 

二、 目標達成： 

五年來積極爭取各項經費，匯聚各方資源，獲得近四千萬元補助，進行了大

大小小的環境整修設備精進，讓民權國中成為舒活朝氣的安全健康校園、友善關

懷的人文藝術校園、環保創新的自然科技校園以及多元啟發的學習資源校園。 

(一) 104-108 年重要補助經費匯聚運用，進行優質化校園營造 

104年至 108年之工程款及專案經費 校園營造指標 

年度 修建工程項目 補助金額 
單位(元) 

安
全
健
康 

藝
術
人
文 

自
然
科
技 

學
習
資
源 

104 改善及充實教學環境設備 500,000  ○  ○  

104 秝秧樓廁所整修工程 3,464,997  ○ ○ ○  

104 大稻館屋頂防水隔熱整修工程 1,136,76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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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秝秧樓外牆整修工程 4,838,936  ○ ○ ○ ○ 

105 總合治水改善工程 1,000,000  ○ ○ ○ ○ 

105 校園排水整修工程。 2,950,000  ○  ○  

106 耘禾樓屋頂防水隔熱整修工程 2,660,000  ○  ○ ○ 

106 耘禾樓頂樓女兒牆整修工程 1,250,000  ○ ○ ○ ○ 

106 學校廊道優質化工程 500,000  ○ ○  ○ 

106 專科教室改善工程 2,200,000  ○  ○ ○ 

106 大稻館漏水安全維護整修工程 2,630,000  ○ ○ ○ ○ 

106 改善及充實教學環境設備 880,000  ○  ○  

106 強化校園安全防護工作(緊急求救

鈴)  

96,500  ○  ○  

107 豐穗樓屋頂防水隔熱整修工程 4,230,000  ○  ○  

107 前瞻建設-增建資訊教室工程 757,349  ○ ○ ○ ○ 

107 專科教室改善工程 1,750,000  ○ ○ ○ ○ 

107 改善及充實教學環境設備 980,000   ○ ○ ○ 

107 校園電源改善工程 599,615  ○  ○ ○ 

107 校園電梯改善工程 587,350  ○  ○  

107 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空調設備汰

換 

846,000 ○  ○  

108 綠屋頂建置 250,000 ○  ○ ○ 

108 行政及教師辦公室環境整修工程 5,140,000  ○ ○ ○  

104-108 小田園 470,000 ○ ○ ○ ○ 

 合計 39,717,515     

(二)匯聚各方資源，成就豐穗權園：優質校園營造助益學校優質辦學，學校整體

績效、教師專業表現、學生學習成果皆豐碩，辦學廣受社區家長肯定。 

1.學校團體績效：學校團體獲獎成果豐碩，獲各界肯定。 

104-108學年度團體卓越績效一覽表 

※104年臺北市第 49屆科學展覽會榮獲學校團體國中優勝獎 

※104學年度榮獲推動友善校園週績優學校 

※105年臺北市第 50屆科學展覽會榮獲學校團體國中優勝獎 

※105年度臺北市交通安全教育評鑑特優學校  

※105學年度臺北市交通安全金輪獎 

※106學年校務評鑑榮獲校園環境與教學設備向度一等獎 

※106學年度臺北市友善校園週績優學校 

※106年度臺北市小田園教育國中組特優學校 

※106年度經濟部機關學校常態節水評比績優學校 

※107年度臺北市小田園教育國中組特優學校 

※107年度公私立國民中學友善校園人權教育示範學校評選優選。 

※107年度經濟部機關學校常態節水評比績優學校 

※107學年度補教教學輔導訪視榮獲優等 

※108年度臺北市小田園教育國中組特優學校 

2.學生學習成效：豐穗權園，成就學子，學生在各方便都有亮眼表現。  

(1)表現優異健康權人 

權人突破空間侷限，熱愛運動積極健身，展現體育優質成果，表現卓越。 培育

學生成為具有熱愛運動、保健身心、精進生命、規劃生涯的「健康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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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08 學年度體育成績優秀表現一覽表 

年度 
104 105 106 107 108 

團體 個人 團體 個人 團體 個人 團體 個人 團體 個人 

全國冠軍 6 9 6 18 4 10 2 9 3 5 

全市冠軍 6 28 6 29 14 34 10 28 10 26 

全國/市前三 8 55 17 56 13 56 9 73 20 90 

累計人次 151 210 167 137 157 

(2)精彩絕倫藝術權人 

權園營造歐式巴洛克藝術城，提供人文藝術的學習機會和美感陶冶，培育學生具

有情感覺知、美感體驗、人性科技、媒體思辨，培育不同凡響的「藝術權人」。  

104-108年學生藝文傑出表現一覽表 

※104學年度臺北市美術比賽，西畫佳作、漫畫第 3名、漫畫佳作、平面設計第
3名、書法佳作 

※105學年度臺北市美術比賽，榮獲水墨畫佳作、漫畫佳作 2件 
※106學年度臺北市美術比賽，榮獲水墨畫佳作、漫畫佳作、平面設計佳作、西

畫佳作、版畫佳作 3件、漫畫第 3名、水墨畫第 2名  

※107學年度臺北市美術比賽，漫畫佳作、水墨畫佳作 2件、版畫佳作 3件 
※107學年度北市音樂比賽琵琶獨奏優等、舞蹈比賽國中個人組優等 
※107年北市交通安全創意教材徵選創意海報設計第 2 名、微電影設計佳作 
※108學年度臺北市美術比賽，水墨畫第 3名、漫畫佳作、版畫第 2 名、版畫第

3名、漫畫第 3名、版畫佳作 3件、平面設計佳作 

※108臺北市音樂比賽西區弦樂合奏第 2名 

(3)創新卓越科技權人 

運用創意科技結合學習，參加科展與創造發明競賽，培育具有主動學習、問題求

解、創新求變、規劃執行，培育創新卓越的「科技權人」。 

104-108學年度校外科學競賽獲獎一覽表 

※104年中華民國第 55屆科學展覽會榮獲國中組化學科最佳創意獎 

※105學年度北市科學展覽會比賽榮獲學校團體獎國中組優勝、化學組佳作、
數學組佳作、鄉土教材獎、生活與應用科學組佳作 

※105學年全國能源科技實作競賽榮獲國中節水組銅牌獎 

※105學年 IEYI世界青少年創客發明展暨臺灣選拔賽榮獲國中組銀牌獎 

※106學年度北市科學展覽會比賽榮獲地科組佳作、生活與應用科學組佳作 

※106學年 IEYI世界青少年創客發明展暨臺灣選拔賽 2金牌、2銀牌 

※2017年第 13屆 IMC國際數學競賽新加坡決賽榮獲銅牌獎 

※107學年度北市科學展覽會比賽榮獲數學組佳作、團隊合作獎、物理組入選 

※107學年臺北市第五屆點子科學競賽榮獲佳作及阿基米德獎 

※107年參加 2018IEYI印度世界青少年發明展榮獲 1 銅牌、2特別獎 

※107學年 IEYI世界青少年創客發明展臺灣選拔榮獲 1金 2銀 4銅 

※108年參加 2019IEYI印尼世界青少年發明展榮獲特別獎 

伍、 學校特色 
民權國中不到一公頃的校園，卻擁有傲視全市的校園優美建築，校園的美讓

學生自然而然融入環境中，這個以愛為核心所建構的權園校園營造，關照師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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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完善校園的設施環境，營造互信共榮的校園文化，促成多元展能的全人權

人。校園營造中所創出的學校特色有： 

一、校園營造是為邁向優質的學生學習活動環境 

民權的校園營造並非以環境優美為主要考量，而是以現有校地及周邊環境，

融合社區資源與外部人力、物力經濟資源，以解決校園師生面對環境問題所

提出的解決方案而規劃出優質校園。4年多前校園逢雨必淹、走廊雨水噴濺、

蚊蟲孳生、教室漏水；烹飪、美術、生科及電腦教室簡陋無法符應學生學習

需求；全校 26 班(含特教班)教室僅 8 臺冷氣、校園外環境髒亂、夢想舞臺

地面南方松變形翹起危害學生活動安全。當時即擬訂以學生安全健康優先處

理，由內而外，循序漸進。配合每年專案經費、年度工程經費，地方仕紳協

助向教育部申請專案補助款，逐步改善排水積水問題、冷氣裝設、智慧型電

表裝設、班級洗手檯設置、專科教室整修，咖啡小屋重整及小田園設置。 

二、校園每個角落是學校文化情感與歷史的延續 

民權校舍之優美在前任校長任內已經初步雛形，校園裡的每個角落運用秉持

「精緻效能」，利用舊穿堂、廢棄地下室、校園陰暗空地、利用率效率差空

間、校外廊間通道，結合大稻埕在地文化特色與學生活動需求，重新設計規

劃。提供學生學習活動所需的中川堂鏡面舞臺、星空廊道、地下室桌球室、

滴灌系統小田園、重啟廢棄水池、校外民權藝廊、校地退縮後人行道美化、

表演藝術教室鏡面化與音響系統專業化。在重整的過程中，不但延續過去校

園歷史，還讓全校師生可以共同體會到學校的進步與歷史情感的延續。 

三、運用科技在校園穿針引線成為永續校園骨幹 

數位化時代大量運用資訊科技已是趨勢，民權校園建置了綿密的網路系統，

運用平板電腦讓學生進行走動學習，QR CODE大量運用減少資料搜尋時間，

各領域教學成果、學生新詩創作解說、校園刊物、會議資料等等，均大量使

用。早在數年前，民權已全面推動專科教室刷卡管理、學生出缺勤 LINE通

知家長系統、優良學生電子投票系統、各式 APP與以 Google表單建置的專

科教室巡查系統、全校 LINE推播聯繫系統，行政成果管理資訊化獲得各界

讚揚。無紙化與科技運用在校園儼然與民權校園成為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四、權園擁有生命力與生態循環的健康永續校園 

建構這座優質校園，始終秉持地球公民惜物愛物的環保理念，建置回收水系

統涵養地下水源，剩餘雨水導入淨化水池；回收利用各項工程廢料、拆卸廢

棄木料，成為校園樑柱間木椅供學生休憩；校樹鋸下後樹幹提供美術課程運

用；二季修剪樹木枝幹減少地面落葉髒亂又於夏季提供強烈陽光遮蔭效果。

水池魚類繁衍，生態循環，喜鵲築巢、麻雀聚集，校園一片欣欣向榮，校園

環境不單單提供學生學習所需，還讓師生倘佯在一片自然生態優質環境中。 

結語 
   「泉源匯聚，豐穗權園」校園營造方案，活絡親師團隊效能，藉由活化校園

空間，提升人文藝術素養、豐富學生學習資源，開拓弱勢學生視野，激發學生多

元潛能，引導家長及社區正向參與。在各項資源如泉源般挹入下，權園親師生共

同耕耘努力創新蛻變，體現校園營造的教育意義與價值，展現昂揚自信與無限風

采。民權國中過去曾經歷經風霜，在歷屆校長戮力經營，師生共同呵護營造，才

使得今日的民權卓然自信的傲立在迪化商圈文化區。當您走進民權校園，相信一

定會讓您驚艷這一所有質感的優質校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