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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校稟承耶穌孝女會會祖甘第達修女的教育理念，以基督化的教育方式，

為社會培育有用的人才。為達成此理想，更以自尊、慈憫、傑出和投身為核心

目標，建構出「成己達人」的學校教育願景，「成己」的目標是希望培養學生具

有「自尊」和「慈憫」的特質；而「達人」的目標則是希冀培育出「傑出」，並

能「投身」貢獻社會的學生。以誠、樸、樂、毅為校訓，用教育愛的力量，啟

迪每位學生獨特的自我與生命的價值。 

 

    本校以「黌宇懋建，藝遊達人」參選 109 年度優質學校校園營造向度。90

年代後，學校建築危老，校方決心有策略地重新規劃與建設校園，至 2019 年，

完成全新校舍建築以「安全健康」、「人文藝術」、「自然科技」、「學習資源」四

個面向的校園營造。面對世代高度競爭與挑戰，學校不斷堅持積極因應，在課

程面發展特色，在教學上尋求創新，在學習中激發樂趣，在環境裡追求永續。 

 

關鍵字：達人女中、校園營造、安全健康、人文藝術、自然科技、學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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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本現況 
一、設校歷史 

本校為國際型修會所創辦，創校前身為再興中學女生部，於民國 65 年奉

准更名，民國 70 年開始招收高中部女生，成為「達人女子高級中學」附設國

中部之完全中學。稟承耶穌孝女會會祖甘第達修女的教育理念，以基督化的

教育方式，為社會培育有用的人才。為達成此理想，以自尊、慈憫、傑出和

投身為核心目標，建構出「成己達人」的學校教育願景，「成己」的目標是希

望培養學生具有「自尊」和「慈憫」的特質；而「達人」的目標則是希冀培

育出「傑出」，並能「投身」貢獻社會的學生。以誠、樸、樂、毅為校訓，用

教育愛的力量，啟迪每位學生獨特的自我與生命的價值。 

1990 年代以來一連串的教育改革措施，不論是法令、師資、課程、教學

等方面，均有重大的變革，面對世代的高度競爭與挑戰，學校不斷堅持積極

因應，在課程面發展特色，在教學上尋求創新，在學習中激發樂趣，在環境

裡追求永續。鑒此，達人女中在校園整體規劃營造上歷經四個重要階段： 

 

二、社區環境 

（一） 生態豐富的自然環境 

    就校園外部而言，本校緊鄰碧湖公園，四周山丘環抱，湖水碧波盪漾，校

園內動植物生態豐富，又有許多藝術展品林立，自然領域、數學領域、綜合領

域、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師皆運用該場域實施課程；就校園內部而言，後山綠地

以生態工法施建步道，自成一方精緻的生態圈，擁有數百種生物存在其中，教

師可將後山林地設計成大自然教室，帶給學生不同的課程體驗。此外，鄰近的

碧山巖亦為本校親山課程的活動場域，在水山綠意的自然景觀下，提供豐厚的

教學與課程元素，帶給學生不同的學習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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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命感動的人文環境 

    本校為女子中學，特別重視學生在藝術與人文領域的素養，凡校內外的公

共藝術資源皆能廣泛汲取與運用。就校園外部而言，捷運內湖線為全台北市公

共藝術密度最高的路線，其設計理念以人為本位，正和本校強調生命教育的理

念不謀而合，而本校教師亦能運用公共藝術素材設計具在地特色的課程，藉由

公共藝術導引出內湖歷史的沿革；就校園內部而言，為強化學生對於生命各個

階段課題的體驗，故以教育心理學家 Erikson 人類發展八階段為理念設計了後

山生命教育步道，希冀從步道體驗及相關課程設計中幫助學生瞭解人生各個階

段所要面臨的挑戰及課題，並引導學生思索與尋求生命的意涵，而本校濃厚人

文環境亦受到國家肯定，獲得行政院文建會公共藝術最佳教育推廣獎。 

（三） 愛心廣被的生活環境  

學生的社會奉獻力是本校培育學生的教育目標之一，為能讓學生浸濡在愛

心廣被的學習環境裡，本校主動結合廣大的社區資源，與麥當勞叔叔兒童之家

慈善基金會，成為合作夥伴關係，定期帶領學生前往參觀及服務，學會付出與

尊重生命，並結合公共服務學習，讓學生以實際行動來服務社會，落實服務學

習課程。另外，本校還推行社區仁愛工作，培育關懷弱勢的博愛情操，導師在

假日帶領全班學生進行仁愛工作，例如至社區街頭為基金會募收發票，以幫助

弱勢團體。 

 

三、學校規模 

（一）班級與學生數(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學註冊人數) 

年級 

項目 

高中部

一年級 

高中部 

二年級 

高中部 

三年級 

國中部 

(七~九年級合計) 

班級數 3 3 3 16 

學生數 97 124 116 597 

全校班級數合計 25 

全校學生人數合計 934 

（二）教職員工編制 

學校

教職

員工

人數 

教師人數 
現有合格

教師 
專任教師人力素質 

職員

人數 

工友

人數 

專任 兼任 專任 兼任 
研究所(具

學位)人數 

大學畢

業人數 
其它 

專任職

員：13 

教官：0 

專 

任 

：

1 

全校 
55(+1) 

(含校長) 

13 

(不含外籍) 
55 11 29(+1) 26 0 

高中

部 
19 18(+1) 19 17 12 7 0 

※註一：括號部分數字為代理專任教師人數。 

四、校舍建築與空間： 

    本校佔地 22,933平方公尺，平均每位學生使用 22.24平方公尺，總樓地板

面積 20792.52平方公尺，平均每位學生使用 20.17平方公尺，校舍建築概況如

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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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人女中校舍建築概況表 

校舍概況 

名稱 完工年度 層數 建物結構 主要用途 

教學大樓二期 107 6 
鋼筋混 

凝土造 
高、國中部教學大樓，特科教室 

教學大樓一期 102 5 
鋼筋混 

凝土造 
高、國中部教學大樓，圖書館 

成璞館及生活科技大樓 93 6 
鋼筋混 

凝土造 
多功能體育館、廚房、家政教室 

達人學苑 93 8 
鋼筋混 

凝土造 
學生宿舍 

 

貳、 優質目標 
一、背景分析  

本校為天主教修會所創立的學校，自民國 78 年以來，學校秉持以成己達人

作為學校願景，在全人教育的理念下，藉由創造優質的學習環境，滿足學生學

習與空間體驗，讓學生在人文藝術的氛圍中發揮創意，健全人格。為了達成這

個理想，達人重建校園，將所有校舍全部更新，並於 107學年度全部完工，進

行整體校園環境分析，以做為校舍規劃、校園營造策略之參考。茲將本校校園

營造 SWOT分析如下表： 

達人女中校園營造 SWOT 分析表  

項目 
內在因素 外在因素 

優勢(S) 弱勢(W) 機會(O) 威脅(T) 

安全健康 

1.校舍新穎，學生學

習及教師教學辦公空

間規劃完善。 

2.運動設施完善，學

生活動空間充足。 

3.設置校園監視與人

力保全24小時駐守，

裝設緊急求救通報系

統及夜間照明設備。 

4.自辦廚房，落實食

安管理。 
 

1.校內山坡地形約佔

48%，校舍空間規劃受到

限制。  

2.校地內有學產地2,287

㎡，每年需付一筆龐大

租金，對學校財務造成

不少負擔。 

3.住宿型學校供餐量

大，工作負荷較重。 

1.台北市警察局內湖派

出所距離本校僅約300

公尺，針對校園周邊實

施加強巡查。 

2.中國醫藥學院附設醫

院內湖分院及三軍總醫

院距離本校甚近，受傷

及疾病學生可在最短時

間內送醫治療。 

1.內湖路二段為單線雙向

道路道路狹窄，上下學時

段家長接送易造成交通阻

塞。 

 

 

人文藝術 

1. 新建教學大樓建築極

具人文藝術氣息榮獲教

育類景觀建築設計獎。 

2.圖書館規劃閱讀角、

藝術迴廊及動靜態作品

展示平台。 

3.走道、穿堂、梯間規

劃成藝文廊道及各領域

課程成果展區。 

1.社團活動空間不敷使

用。 

2.易受環境天侯地域影

響，公共藝術裝置維護

不易。 

1.與董事會互動良好獲

得支持。 

2.家長校友樂於服務擔

任講座或協助借展活

動。 

3.鄰近社區公民會館藝

文展演活動多，有助提

升學生素養。 

1.校地鄰近住戶，辦理室

外展演活動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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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在因素 外在因素 

優勢(S) 弱勢(W) 機會(O) 威脅(T) 

自然科技 

1.運用後山環境規劃自

然場域及頂樓空間，進

行田園體驗及戶外教學

活動。 

2.校園網路建置完善，

教學設備充實，學校網

頁、廣播、公播及監視

系統建置齊全。 

3.校園出入口設置電動

門安裝防撞感測裝置。 

1.校園綠覆地面積大植

栽多元，專業園藝造景

維護人力不足。 

2.校區環境多雨潮濕，

部份資訊機器設備容易

故障、損毁保養不易。 

1.學校申請免受法令限

制，經費運用較為靈 

活。 

2.強化行動學習措施與

機制。 

1.校園持續進行增建，不

易彰顯節能減碳等功效。 

2.科技設備日新月異，汰

換率高，購置支出及維護

費用相對較高。 

3.山坡之自然環境，天然

災害與蚊蟲難以避免，蛇

類與野蜂亦造成隱憂。 

學習資源 

1.校舍建築景觀環境融

入校本特色課程，形成

隨處可學習的校園。 

2.圖書館作為學術中

心，軟硬體資源充實整

合配置學習資源。 

3.各項設備依課程發展

購置，以學生學習需求

為考量提昇學習興趣。 

學校設施設備維護，人

力不足。 

 

1.校友及家長會資源樂

於協助學校。 

2.跨校跨社區跨界合作

是目前持續發展方向。 

3.辦理教育交流活動開

拓學生視野。 

 

1.無申請補助經費，為服

膺教育變革所需發展經費

龐大。 

二、具體目標  

    本校學校願景為「成己達人，溫馨有愛」，透過精緻化的全人教育營造本校

依循優質學校指標，擬定永續發展的經營策略，進行校園整體營造，以建構富

涵人文藝術的博雅殿堂，涵泳出具有鑑賞力、生命力、思辨力、實踐力、創造

力、移動力的達人女孩。 

依據學校願景及 SWOT 策略分析，掌握學校內在優勢與劣勢並瞭解外部的機

會及威脅，從而配合校務發展計畫，透過學校行政、教師團隊及家長齊心合作，

運用校內外資源，依此設定校園營造的具體目標如下：   

(一) 佈建身心強韌的安全健康校園                                                                                                                                                                                                                                                                                                                                                                                                                                                                                                                                                                                                                                                                                                                                                                                                                                                                                                                                                                                                                                                                                                                                                                                                                                                                                                                                                                                                                                                                                                                                                                                                                                                   

(二) 擘劃師生共築的人文藝術校園 

(三) 打造永續發展的自然科技校園 

(四) 建置豐富實用的學習資源校園 

 

參、 具體做法 

 實施策略 

一、 安全健康校園 
(一)建置安全的學校環境 

 1. 定期自主安全檢核，建立全面防護的校園安全管理。  

(1) 確保安全的工務會議：重視施工安全，各項工程施作期間，定期召開工

務會議，掌握進度及品質，確保師生及勞工之安全。 

(2) 嚴謹規範的校安防護： 

 符合法規：本校建築物之耐震設計，建材用料與消防、水電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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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設施均能符合最新建築及環境法規的要求。 

 防護措施：在校園易發生危險區域加強防護措施，特別在樓梯、

路面加裝止滑條或改以抿石子、金鋼砂等防滑設施，對於走廊陽

台欄杆設施的穩固性及高度均嚴格要求。 

(3) 動線分明的人車分道：貫徹人車安全管制，規劃人車分道，將車輛與學

生出入校區之動線確實區隔開，減少學生上下學交通危安疑慮。 

(4) 即時救援的 AED 設備：在健康中心旁設置 AED 並由校護每日定時檢查設

備，保障全校教職員工生安全。 

(5) 安全設備的定期檢核： 

訂定學校設施設備自主安全檢核及委外安全檢核機制。 

 校內設施與設備自主安全檢核表： 

設施與設備自主安全檢核 週期 

校舍建築安全檢核 每學期開學前 

反針孔攝影檢核 每月 

校內消防編制會議 一學期一次 

AED(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 每日 

 

 校內設施與設備委外安全檢核一覽表： 

設施與設備委外安全檢核 週期 

停車場昇降機保養維護 每月 

消防安全檢核申報 每年 

飲水機水質檢測 每季 

飲水機更換濾芯 每季 

飲水機保養維護 每月 

熱水鍋爐檢核維護 半年 

水塔蓄水池清洗檢測 每學期開學前 

電梯保養維護 每月 

停車場昇降機保養維護 每月 

高壓電設備巡檢維護 每季 

消防安全檢核申報 每年 

 
2.全員參與的維安監控，確實掌握校園內外安全威脅 

(1) 明確分工的校園維安人力： 

 全年守護的警衛：校區 24 小時人力警衛，落實人員進出管制，訂

有人員出入校園的管理規章與流程，校外人士均須確認身分或換證

方能進入，且需登載於值班警衛紀錄，夜間加強警戒，每 2 小時巡

邏一次。 

 全心協助的警消：與警消單位建立良好雙向聯繫合作關係，簽訂校

園安全支援約定書，並請台北市警察局內湖派出所在學校門口增設

巡邏箱，加強校園安全巡查工作。此外，本校亦會配合其提供相關

監視影像作為公務應用。 

 熱心服務的學務處人員及糾察學生：學務處人員每日上放學均站崗

於校門口，並培訓學生秩序糾察，協助學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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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力支援的全校師生：依據《達人女中危機事件處理流程》、《達人

女中消防防護計畫》，進行自衛編組防災演練、繪製校園安全地圖，

辦理「師生自我防護知能」研習，增進師生緊急應變能力 

(2)  把握時效的安全預警設施： 

 即刻救援的求救按鈕：基於安全於每間廁所、樓層牆面裝置緊急求

救按鈕，連接到廣播主機，以便學生遇突發狀況能立即掌控處理。 

 全區掌握的監視設備：為即時有效掌握校園各區的情形，在保障師

生隱私權前提下，於各樓層樓梯轉角處、電梯、走廊、通道、人車

出入口、校園圍牆與對外道路均設置監視器，降低災害與外人入侵

的可能。 

 3.加強校園開放安全管理制度，定期進行安全檢核 

(1) 校園開放辦法： 

依《達人女中場地開放辦法》實施校園開放與管制，包含校舍、校園、

運動場、體育館、圖書館等，依據規定提供社區或民間團體使用。 

(2) 安全管理辦法： 

 擬訂校舍與設施的管理維護準則，另依不同場域與設施由專責人員

運用數位化表件，進行平時的自主檢核與維護。 

 訂定各專科教室、實驗室、資訊機房設備安全管理維護辦法。 

 校內各項設備、專科教室、圖書館閱覽室、會議室等，於 108 學年

度開始採用線上借用以便利管理。 

(3) 專人走查的巡邏記錄： 

在私密安全防護上，每月不定期由專人巡查執行針孔攝影機偵測，並留

有紀錄。 

 

 (二)設置健康的活動設施 

  1.設置強化體能的運動設施，降低學生體脂肪 

(1) 適合女性特質的運動設施： 

 培養合群的球類運動設施：複合型體育館多元豐富的球類設施，提

供合球、羽球、巧固球等，是學生綜合使用的場地，也可供辦理學

校大型活動、講座及成果發展使用。 

 突破自我的探索教育設施：建置垂降牆、攀岩牆並定期清洗檢查教

室與器材有無損壞，張貼器材使用標示，以確保運動使用安全無虞。 

 燃燒脂肪的飛輪有氧教室：設置飛輪教室提供學生燃燒脂肪。 

 吸引健身的戶外操場：簡單的跑道設計，附有籃、排球場及防護措

施，提供學生安全的運動環境。 

 協調肢體的多功能鏡面教室：提供舞蹈課程、社團活動及師生進行

多元課程需求時，最適切的活動空間。 

攀岩牆 戶外操場 多功能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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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我鍛鍊的安全運動場域： 

 鼓勵合作的班際體育活動：依學校場地性質安排班際體育競賽，並

安排多樣化的體育課程，讓達人女孩培養多樣的運動能力。 

 便利使用的自主運動設施：於教學大樓周邊擺置飛輪，讓學生能在

課餘之時進行自主體能鍛鍊。 

 2.規劃綠意盎然的休憩空間，減輕師生心理壓力 

(1) 學習中的休閒主題步道 

 光鹽小徑：生態木棧道、生命教育步道，與戶外教學平台等處規

劃後山林地資源，提高後山的可親近度，讓師生們能在校內進行

爬山活動，透過步道登階提升體適能。 

 心之泉巷：桂林步道，圓樓前連接教學大樓的階梯平台延伸的，

創造師生戶外討論與展演的空間。而教學大樓各樓層均設置中庭

花園，週邊廣設休憩座椅亦是學生互動交流的天地。 

 大學之道：雙語情境佈置，學生能邊走邊學，並領會其中意義。 

(2) 體驗學習的心靈成長空間 

 靈性休憩空間：校園圍牆邊、廣場的思維區、人生四問、小鹿清

泉等，周邊設置木台座椅及造型石桌、椅，並搭配造景設計，成

為師生常常佇足休憩的場所。 

 活潑童趣空間：校園大草地增設造型童趣椅、教學大樓擺設休憩

座椅，提供師生使用。並於學校五樓小空地，闢立小田園場域。 

 開放討論空間：教室及辦公室前種植多樣植栽，並設置木平台，

供師生樹下乘涼、討論。 

草地童趣椅 五樓小田園 後山登山 

   

二、 人文藝術校園 
(一)形塑人文的校園風格 

1.激勵自我對話的生命教育校園，喚起涵泳關懷的情操 

(1) 自我昇華的校園空間設計 

 史蹟保存的圓樓：以歷史悠久的圓樓聖堂為核心，透過傳達學校

精神的愛與分享廣場，經由大哉問的生命種子，延伸到充滿美感

體驗的圖書館。 

 生命教育的步道：使校園成為學生探索與體悟生命意義的園地。 

 豐富生命的樹葡萄：樹葡萄上累累的果實，代表著豐富生命，希

望達人女孩在步出校園的路上，帶著滿滿學習成果，豐富生命。 

 玫瑰點綴的窗櫺：建築窗櫺、校誌立冊均以校花「玫瑰」進行鏤

空刻飾，在教室牆壁外亦貼有少許紅色的馬賽克磁磚，象徵校花

的玫瑰花瓣，增添童趣及活力。 

 生生不息的綠建築：運用弧形牆面和建物牆面的閒置空間，嵌入

細石種植竹子、蕨類植物，自然光線穿灑在質樸的碎石地上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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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氣，豐富整體環境的人文氣息。 

(2) 學習成果的教學情境佈置： 

 校園各空間及角落的教學情境：以學生學習成果為主的佈置，彈

性運用梯間牆面做為展示學生創意作品的交流平台。 

 學生情感融入的校園藝術裝置：學校大門運用學生設計之作品，

放置於門廊上，並藉由校園之藝術裝置，讓校園增添藝術氣息。 

2.多元呈現的史蹟典藏，傳承成己達人理念 

(1) 校史典藏網站：為傳承教育使命，紀錄校園點滴，展現學校特色，近

年積極蒐集、保存、建立校史性文物資料，建置校史典藏網站，將達

人歷史、創校理念、校歌、沿革等歷史性資料於網站分享典藏。 

(2) 校史典藏空間：成璞館保留一樓西側牆面及 B1 的空間作為校史展示區，

展示區結合圖像述說達人辦學史蹟、創辦人生平、校舍發展及校徽意

涵等等。 

(3) 史蹟建築保存：新舊建物、校誌表記融合應用，將悠久建物「圓樓」

進行整修，轉化成聖堂及學生宿舍，留住學生們的校園回憶。 

(4) 校史擴增實境：規劃校史 AR 呈現，將現代科技結合校史，並搭配課程

及來賓參訪，讓學生、教師、來賓、家長皆可以在網路暢通情境下瞭

解本校發展。 

3.校園融合社區特色，推廣本土紮根教育 

(1) 結合社區生物的生態校園： 

 方舟櫃台：學校圖書館中方舟櫃台外側，呈現台灣原生物種之動

物，將本土生態教育融入館內。 

 生態園地：學校生態後山所栽種的植物多為台灣及內湖原生植物，

並種植內湖區區花「九重葛」。 

(2) 強化社會資本的彩繪校園： 

 彩繪白鷺鷥：學生參與內湖區公所推廣之彩繪白鷺鷥，並將其成

品放置於校園中，為內湖當地生態與藝術之結合課程中常結合社

區資源融入實務參觀。 

 內湖藝術踩街：參與內湖多元文化藝術踩街活動，展現傳統民俗

的技藝及舞蹈，結合日本傳統舞蹈與內湖地區的原住民、客家及

學校或團體進行傳統藝文無國界的表演交流。 

 社區場域利用：將教室延伸至校外場域，如設計藝文課程帶領學

生至公民會館、板橋林本源園邸、故宮博物院等機構參訪，擴大

學生學習的廣度。 

 傳統紙藝社團：邀請專家進行教授以紙工藝的角度出發，希望以

生動的解說帶領學生領略紙藝之美。亦開設閩南語社團，將本土

文化繼續向下紮根。 

4.營造師生友善的環境，加強師生怡然行動的動線 

(1) 舒適的辦公空間：提供友善的辦公空間，以 OA 傢俱隔出個人辦公空間、

電腦區、影印區、洗手台及飲水設備等，並在鄰近廊道設置座椅，便

於師生交流，不受干擾。 

(2) 隱密的哺(集)乳空間：設置哺集乳室，提供一個具隱密、舒適且安全

性的哺(集)乳空間，建立友善的工作環境。 

(3) 易行的無障礙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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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外設有引導通路坡道、標誌引導、斜坡道兩側設扶手，以白鐵

防鏽為材質。 

 室內教室及學生進出之公共場所室內出入口，不設地面門檻如有

門檻遇小斜坡處則作斜角順平。 

 設置無障礙電梯、無障礙廁所、盥洗室、浴室及供行動不便者使

用之停車位置。 

(二)設置藝術的校園空間 

1.生命啟蒙的藝術校園，薰陶愛與關懷情境 

(1) 五餅二魚校門：五餅二魚是聖經故事中，耶穌所顯的奇蹟之一，大意

是小孩奉獻出僅有的餅和魚，慷慨的與眾人「分享」，五餅二魚校門代

表的意象是「在愛中分享的人，永不匱乏」。 

(2) 愛與關懷門廊：是一座代表溝通的橋樑形狀門廊。整張圖是以「聽」、

「看」、「施予溫暖」、「守護」表達「愛與關懷」，並融入對所有達人女

孩及達人一切的讚許和期望。 

(3) 人生四問：設置於廣場上，希望師生在廣場散步、休憩時能靜下心來

思考。引領我們進入生命的思考：「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往

何處去？」「生命的意義為何？」。 

(4) 厄瑪奴耳廣場：「厄瑪奴耳」意思是天主與我們同在，融入生命教育理

念。當師生在廣場上休憩、靜坐、沉思，皆能感受到天主與我們同在。 

(5) 「光環」雕塑：許多人環環相抱，意在表達「其實我是在向陽光致敬，

為了讓生命精彩，就像天使為生命戴上生日戒指一樣。」 

2.真理思辨的藝術校園，強化學習價值傳遞 

(1) 生命之池：以新苗的成長象徵生命起源到嶄新開始。周圍水圈代表達

人整個生活環境，成長過程有失敗或挫折，但每個光點都是新契機。 

(2) 小鹿清泉：在日月牆邊聖母像下，有一縷清泉潺潺流出，青草地，小

鹿悠遊其間，飲用清澈溪水。表達對真理的渴慕和追尋。 

(3) 「思維」雕塑：我冥想，生命裡所有未知的奧秘。我想望，生活中種

種可親的喜悅。我沉思我默想所以我存在。 

(4) 「凝」雕塑：是安詳、平和卻深邃、細膩的內省行動蘊含著無窮張力

與動能開啟動靜聚合的生命長廊。 

3.閱讀意念的藝術校園，紮根師生美感體驗 

(1) 猴子香蕉：作品上與時鐘結合的眼睛表達出時間管理的觀念；耳朵裡

開的燦爛的大眼花朵，更是希望學生們能瞭解所見所聞的重要。 

(2) 非書太陽：書本是承載知識、累積文明經驗，是可以翻閱的，作品中

的圓形象徵著太陽，表達熱情與生命力，且運用象徵立體派的塞尚理

論中的原體來象徵自然力。 

(3) 雙語標語：於每層樓大面牆上設計閱讀佳句雙語標語，讓學生能感受

閱讀的重要性。 

五餅二魚校門 凝 猴子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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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然科技校園 
(一)建構自然的永續校園 

1.節能減碳的永續校園 

(1) 綠建築校舍： 

 校舍建築依循綠建築指標進行規劃設計，落實生態、節能、減廢、

健康。 

 營造中不使用對人體有害的建築和裝修材料，除可做為環境教育

的素材，也讓師生可以在舒適健康的環境中學習。 

 校舍建物、空間按日照角度配置引進自然風，讓風匯集於建築物

中間形成上升氣流，帶動地下室空氣自然循環，降低室內溫度，

有效節省電能消耗。 

(2) 再生能源： 

 環保材質：校園集合場地、石頭棧道舖設透水舖面，使雨水滲入

土壤，平時為活動空間降雨時可暫時貯水以自然滲透方式排水。

後山步道與邊坡賡續以透水性碎石與多孔隙材料維護，能兼顧既

有生態延續與水土保持。 

 水撲滿：雨水再利用，蒐集屋頂雨水並且在筏基中設置雨水貯集

系統，用於植栽澆灌或沖洗廁所等等。 

 照明節能：教學大樓大量使用玻璃帷幕運用自然光照輔助教室照

明，並全面使用高效率燈具。 

2.自然生態的永續校園 

(1) 環山步道：本校東、南、西向三面環山，地勢北低南高，藉由校園山

坡形成自然的環山步道，創造層次變化的校園綠地配置與周邊山坡生

態棲地串連，提供多樣化的生物棲地，種植多類豐富的植栽，保留原

生樹種，設置生態池，以最天然的方法修整校園植物及草坪，校園時

見彩蝶飛舞、松鼠走跳及台灣藍鵲及白鷺鷥的身影。 

(2) 自然大教室：依植物屬性種植養護，劃分為杜鵑花林、樹葡萄園、桂

花林道、小田園等成為生態教學體驗的自然大教室。 

(3) 生態池：自然領域教學使用，由教師與學生共同維護。 

3.環保減塑的永續校園 

(1) 環保行動：循序漸進實踐環保行動，落實資源回收、垃圾減量、攜帶

環保餐具、避免使用一次性製品及進行減塑運動。 

(2) 廢棄物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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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危害自然環境。 

環山步道 自然課 園遊會提倡分類 

   
  4.深化環保的永續校園 

(1) 一般課程：融入自然、綜合、體健及藝文領域課程，透過課程設計，

讓學生在大自然中學習觀察、探索、體驗，創造與山林互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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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田園計畫: 推動各式活動，如環保小義工、蔬食日、無塑日、垃圾

減量比賽等關注環境保育，並藉由親山活動、九年級小田園活動讓孩

子感受這塊土地給我們的養分。 

(3) 植物圖鑑：學校植物圖鑑由自然教師、美術教師及行政端共同製作。 

(二)設置科技的學校設備 

1.豐富教學資訊設備，因應學生學習需求 

(1) 敦促教學創新的資訊設備： 

 與時並進的視訊直播系統：建置數位視訊轉播系統及便捷的網路

教學環境，利用此系統結合網路環境，進行全校室內朝會、活動

或播放教學影片等，提供即時、多元的學習資源。 

 多元刺激的資訊教學系統：整合教室、特科教室的資訊教學系統，

每間教室皆具網路節點、短焦投影機、資訊講桌、電子白板、

Iteach輔助教學系統及全校視訊廣播系統。 

 暢通無阻的光纖網路設備：教學大樓無線網路覆蓋範圍達 100%。 

 激勵學習的行動學習設備：圖書館 b1 電腦機房是本校網絡中心。

圖書館為推動數位教學行動學習，購置 150台平板及 3台充電車，

搭配教學媒材或學習系統。 

(2) 節能便利的科技管理： 

 精簡人力的自動化設備：結合軟硬體科技，將校園內消防、照明、

電力、供水及污水排放，進行系統集中管理，達到安全、舒適及

省能的校園環境。 

 逐年汰換過時設備：逐年汰換教學用電腦、單槍投影機、顯微鏡

等以充實教學設備，並改善教室視聽、影音設備，滿足資訊科技

融入教學之需求。 

資訊講桌 全校網路使用概況 行動載具 

   
2.帶動學校發展的線上系統，邁向持續創新的智慧校園 

(1) 支援教學的智慧系統：提昇行政管理效能，利於學校行政業務的推展，

提供教學充分而有效的行政支援，具體做法如下： 

 線上報修系統：全校師生均可隨時線上報修故障待修項目。 

 場地預約系統：校園會議空間與專科教室皆可於線上預約使用。 

 線上選社系統：學生線上填寫社團選修志願，由系統自動分發。 

 設備預約系統：教學設備利用設備預約系統進行線上借用。 

 圖書館線上查詢系統：本校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結合校務行政系統

可提升內部作業的效率，並可利用網際網路進行館藏書籍查詢，

方便教職員生即時取得書籍的訊息。 

(2) 紮根學習的數位系統：在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上，皆提供線上服務，

讓師生更便捷取用，具體做法如下： 

 建置達人雲端硬碟：導入 Google 雲端教育服務，運用線上文件編

輯、協同作業、雲端硬碟、網頁建置分享等功能整合教學資源。

提供行政團隊做為數位文件典藏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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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題庫系統：目前正逐步建立校內線上題庫系統。 

 線上學習系統：利用出版社及均一平台之數位學習系統，提供學

生自主學習。 

 班級網頁：各班擁有各自班級網頁，教師及學生可針對班級網頁

進行教學、學習管理。 

 高中生閱讀平台：與博客來合作進高中部學生線上閱讀認證。 

(3) 回應趨勢的校園網站：目前正在進行全新校園入口網站搬移，新網站

功能多元，由專責人員管理即時更新校園訊息，內部人員依使用需求

設定權限便於管理維護。新網頁各項功能 

名稱 功能 

校園無線網路登入管理 藉由不同身分別(行政、教師、學生、訪客)而

給予不同的權限 

活動報名系統 校內各項活動報名，亦提供校外新生報名。 

校內物品販售系統 校內各項雜項購買使用，用以紀錄並管理相關

雜項購買管理，同時提供庫存管理與販售統計

功能。 

重補修管理系統 主要提供高中部重補修選課，並印出繳費單。 

校內報修系統(新版) 本系統主要透過線上服務，提供報修處理程

序，並提供各項設備使用狀況並分析使用率，

維修狀況及維修率，透過上述統計分析，作為

後續採購之依據。 

巡堂系統 線上巡堂系統利用於校長及教務主任走查，及

各行政平日巡堂使用。可即時了解各班狀況。 

問卷系統 學校各項特色課程皆會以學生之建議，做調

整，每學期皆有許多問卷，故建置問卷系統。 

校內繳費管理系統 繳費管理以校內繳費為主，並協助出納人員對

帳使用。 

適性化測驗系統 提供老師可以自行定義學習主題，自訂編輯相

關試題與難易度。同時提供歷史試卷、考場等

功能，提供教師在線上使用。 

四、學習資源校園 
(一)提供豐富的學習資源 

 1.圖書館特涵自主學習資源，增進學生自學力 

(1) 圖書館建設與自主學習空間規劃 

 色彩繽紛的圖書館：本校圖書館位於校園中心點，以「藝術」、

「文化」、「教育」為空間規劃，透過色彩營造友善的學習環境，

發揮圖書館的知識、學習與文化中心之功能。 

 圖書館閱讀沙發區：圖書館設置閱讀沙發區，研討區，分組教室

等多元場域，運用了各式的座椅來滿足使用者的需要。 

 圖書館的自習空間：圖書館為兩層樓，一樓為開放式閱讀空間平

板車長駐館內，學生可於下課時間自行到館內使用平板。B1為閱

覽室設有 80個座位提供學生夜間自習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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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的分組教室：圖書館 B1亦設有四間分組教室，多元與共享

的學習空間和文化交流的場域。除課堂使用外，學生亦可於放學

時間進行自主學習。 

(2) 圖書館兼具數位與實體學習資源： 

 開放時間延長：圖書館開放時間為週一至週五 7:35-18:15，B1閱

覽室開放至晚間 8:50，學生有許多時間可以到館內閱讀。 

 電腦教室：圖書館 B1設有電腦教室，平日各式課程均可使用，並

開放學生於午休時間及晚休時間至電腦教室使用。 

 平板設備：推動數位閱讀、行動學習逐年購置 iPAD、MacBook Air

及行動載具等周邊設備，整合教學及學習軟硬體系統，便利教師

教學與學生學習。 

 圖書豐富：圖書館除了有 3萬 6000餘冊館藏圖書，更整合各類資

源，逐年購置電子書，提供便捷的閱讀體驗 

(3) 圖書館兼具學生意見交流與展演舞台： 

 展覽與講座：館內定期舉辦主題書展或與閱讀素養相關之講座、

親職座談。 

 學生成果展：各領域與圖書館結合，不定期放置學生作品，館內

成為學生成果展演舞台。 

 2.專科教室設備符合創客精神，培育學生手做力 

(1) 創客專科教室：設置供專科教學使用的操作設備，包括生物實驗室、

理化實驗室、電腦教室、音樂教室、視覺藝術教室等專科教室如顯微

鏡、個人電腦、中西式烘焙設備、提昇教學與學習品質。 

(2) 創客多樣設備： 

 音樂教室：因設置管樂社團、絲竹社團故依需求購置大型管弦樂

器、打擊樂器及絲竹樂器。 

 家政教室：整體重新建置，購置符合學校課程中西式烘焙設備。 

 實驗室、電腦教室：各種手做設備，提供學生發揮創客精神 

 領域教室：聿德樓五樓規劃兩間科學探索教室、兩間人文發展教

室及一間數位智慧教室，供教師與學生使用。 

 運動設施：校本課程設施維護，涵括飛輪空間、攀岩場、垂降牆

及大自然教室，依學習需求購置飛輪腳踏車、攀岩繩、安全墊及

相關防護器材，以供學生操作練習使用。 

3.接軌國際的發展中心，薰陶學生國際力 

(1) 國際教育文化中心：設置國際地圖，讓學生於外師課程時可融入國際

文化環境。 

(2) 國際教育發展中心：設置各大學圖書館掛簾，讓學生於課堂融入國際

學習視野。 

(3) 跨文化自主學習中心：於國際發展中心內另闢四間自主學習小空間，

依照教學及學習需求讓學生可自行於課室中自主學習。 

4.沉澱心靈的靈性成長空間，誘發學生頓悟力 

(1) 生命教育情境教室：慕學樓五樓集合空間重新規劃愛之泉團輔室 

(2) 學生心靈冥想空間：慕學樓五樓設置學生心靈冥想空間，讓學生可善

加利用，沉澱心靈。 

5.合作互惠的夥伴網絡，造就學生探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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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學圖書館館際合作：本校圖書館與輔仁大學、實踐大學、靜宜大學

等校進行館際合作提供更多元豐富的資源及服務。 

(2) 大學師資合作：建立學校互助關係，結合師資進行校際合作，與開南

大學、台北醫學大學、實踐大學、淡江大學等合作擴展本校特色課

程、先探課程，增進雙方經驗交流。 

(3) 鄰近小學社區服務：由本校學生利用本校之閱讀繪本，規劃「為愛朗

讀」社區小學巡迴說故事活動，目前已服務內湖國小、康寧國小，並

將持續將更多英文繪本推廣出去。 

（二）建置便捷的互動環境 

1.以圖書館為中心，教學場域集中便利 

(1) 圖書館於校園中心：四周則為行政辦公室，把主階梯設在校園廣場左

側，另於四側走廊通道亦設置樓梯，為左右兩旁的班級教室，提供了

最便捷的動線。 

(2) 教學場域集中便利：校舍建築與空間的縱橫向串聯路徑，考量移動的

便利性及可及性，依使用需求特性分區，行政、教學區域集中，與活

動、休憩場域區隔分明，行進動線流暢。 

(3) 風雨走廊連結校舍：聿德樓、慕學樓有風雨走廊，方便學生不攜帶雨

傘即可自由穿梭各教學場域。 

(4) 功能齊全運動空間：不僅提供社團自由練習、校隊社團團練及各式比

賽練習。 

2.佈置專屬空間，豐富學生展現舞台 

(1) 增設主題教室：課程探索教室、教學研究室等，供學習需求使用。另

外寛敞開放的學生餐廳，除用餐時間之外，也可供學生進行團體創

作、班級討論或社團課程使用。 

(2) 佈置休憩座椅：樓層中庭規劃有景觀花園，周邊設置休憩平台。教室

外廊道亦廣設活動坐椅，利於學生溝通、聚集互動的場所。 

(3) 設立展演舞台：規劃多樣的活動空間與設施，如成璞館、閱覽室、圖

書館、視聽教室、校史區、後山及操場等。 

 創新做法 
隨十二年國教政策的推行，一場場學習革命接踵而至，本校堅持以生態自

為方法，學習資源為媒介的優質校園，綜上所述為達全面性的發展，本校在各

面向的創新作法如下：  

一、以資訊科技為軸心的校園安全管理 

(一) 整合保全智能監控系統：將學生宿舍監控系統、消防、走廊燈具及水電開

關異常警示的設置於警衛室，如有異常狀態發生，警衛均能立即察覺，第

一時間聯繫處理，維護校園安全。 

(二) 24 小時線上報修系統及線上借用教室系統：能更有效掌控校舍及設備狀

況，並即時完成維修，強化各項設備效能。 

(三) 無線網路涵蓋整座教學大樓：讓數位媒材推動更為便利，學生可於教學大

樓任一角落利用載具進行學習。 

(四) 功能齊全的新網頁：學校網頁已建置多年，為服膺更多元的需求，於 108

年開始開發新功能全新網頁，預計於 109學年度上線，目前已在試用階

段，有單一簽入系統、適性化測驗系統、問卷系統、巡堂系統、各式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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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新版報修系統、校內物品販售系統、校內繳費管理系統完備全校行

政、教學數位管理。 

(五) 擴增實境科技導入校園：與大學端資訊科系合作，將校史與校園導覽融入

其中，國內外來賓及家長參訪本校，藉由 AR 完整了解本校。 

二、以環保減碳為概念的教學大樓設計 

(一) 順應地形打造綠建築教學大樓：以東西向設計，透過大樓中間空間的綠

化，增加東西兩側空氣的流動，帶走熱氣；教室外 45度隔柵除引入季

風，降低室內溫度減輕冷氣負荷。使用高效能燈具，充分利用自然採光以

達到節能目的。從基地開挖時的土方再利用、國際發展中心屋頂的鋼骨結

構、再生建材的塑木地板及教室的輕隔間牆，都是可循環使用的建材應

用。教室落地窗的設計增加視覺的穿透性。並使用雨水回收系統，節省學

校用水。 

(二) 節能減碳省電的環保圖書館：圖書館空間較大夏季用電量較大，故利用的

煙囪效應，讓圖書館的熱空氣往上流通，地下室就能變得涼爽，減少開冷

氣的機會。 

(三) 結合新舊建築的生命教育校園：造建真理之路、心之泉巷、光鹽小徑，搭

配生命教育情境及學生展演舞台，打造生命教育校園將課程融入其中。 

三、兼顧學生學習與休閒的校園空間設計 

(一) 多元化素材融合入：以在地、藝術、人文、教育作為主軸設計，櫃台以方

舟的概念進行設計構想，將台灣原生物種的形象立體鑲崁於其表面，除了

實質的圖書館櫃台機能外，設置洪易作品，展現著藝術校園氛圍。 

(二) 自主學習空間規劃：融合國際、資訊、閱讀及其它多功能活動空間等多元

設計，搭配圖書資源與多媒體設施，讓教師能夠依照課程主題教學需求，

選用最適合的場域，更配置激發創意的主題分組教室，設置以圓形幾何為

概念的可移動式桌椅，提供學生合作學習或分組討論使用。 

(三) 多元展能舞台：圖書館集成材實木所構築成的大階梯，可作為藝術與音樂

活動展演場所，並在大型活動舉辦時可以向外延伸至中庭廣場或草坪，故

在動線上保持平面暢通，盡可能保留最大空間給師生發揮。 

(四) 學生參與藝術作品：1F 及 B1F 圖書館空間均以書架作為主要區隔形式，

減去傳統的實牆，每個空間均能經由穿透性的視線連結整體空間，加上垂

直空間的貓道、大階梯等動線規劃，均能讓學生們以不同的角度、高度藉

由公共藝術品的設置，並透過美感課程、共同參與的主題佈置活動，培養

學生對於美學的鑑賞能力。 

24 小時線上報修系統 
順應地形打造 

綠建築教學大樓 
自主學習空間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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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優質成果 

一、 目標達成 

(一) 汰舊危老建築，重新建置安全美觀校舍。 

達人女中已建校 44 年，老舊的建築物安全性已漸漸

降低，民國 93 年開始進行校舍逐步翻新，從 93 年

到 107 年這 15 年的時間，將校舍全部翻新，並於

108 年開始進行整體的校園景觀佈置。相信，這是

最破釜沉舟的校園營造規劃。 

 
(二) 親師生共同創發的人文藝術校園 

1. 具有豐富的人性化和親和力教師空間 

舒適的辦公空間 哺乳室 專業社群發展空間 

   

2. 校園空間的學生作品佈置 

學生作品佈置於圖書館 班旗佈置於成璞館 學生設計愛與關懷門廊 

   

3. 鄉土教育情境融入校園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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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繪白鷺鷥 台灣原生動物 後山造景 

   
(三) 滿足教學與行政需求的科技設備，提升辦學效率 

1. 全校無線網路架構完成：升級科技資訊設備，精緻數位教學內涵，引

進行動學習載具及周邊設備，增益教師教學效能。 

2. 行政數位化：建立有效的數據管理與運用機制。 

3. 學生自主學習成效提升：學校積極建置各類數位教學設備與線上學習

教材，並利用晚讀時間讓學生自主學習。 

4. 新版網頁建置服膺需求：於 107學年度開始規劃新版網頁，預計於 109

學年度上線，新版網頁功能多樣，能符合現今教學所需。 

5. 學校近三年發展數位教學環境挹注大量經費： 
項目 經費 

行動載具及配套設備 1,927,500 

無線網路環境設置 4,600,000 

Ipad及 MacBook 139,940 

數位廣播系統 1,410,000 

校園官網 1,650,000 

總經費 9,727,440 

(四) 根據校園營造滿意度調查，師生對於四個向度呈現高度滿意 

 本次樣本數為教師 35人，學生 148人 

安全健康校園向度  94.7%認同 人文藝術校園向度  96%認同 

  

自然科技校園向度  96.5%認同 學習資源校園向度  98.2%認同 

  

 

二、創新成果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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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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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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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7.60% 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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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支援資訊系統：應用資訊環境與設備讓學習走出教室，進行有意義的

學習，搭配科技的各種可能性，成為創新教學與學習模式。並利用各項數位化

建設，讓全校行政、教學更順暢。 

(二)靈性設計的校園藝術作品：學校環境具有潛在隱性文 化的教育空間，為徹

底發揮境教之功能，長年與藝術家李光裕、王志文合作，以成己達人的核心精

神，透過公共藝術作品與校園規劃的整體融合，締造校園環境的教育豐富度、

精緻度與生命力。目前在厄瑪奴耳廣場、生命教育步道、圖書館皆設置有豐富

的公共藝術作品，營造生命教育學園。 

生命之池 教育有愛的生活廣場 小鹿清泉 

  
 

成己達人標語 生命教育步道 生命豐富的樹葡萄 

   

 

(三)豐富繽紛的圖書館：圖書館位於校園正中心，閱讀是學校的校本課程之

一，因此，圖書館童趣且色彩繽紛的元素，讓學生們喜愛駐足其中， 

挑高的舒適空間 閱讀沙發 B1 閱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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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視野廣闊的國際發展中心：本校為國際型修會所創辦，故非常注重學生之

國際視野，因此，在五樓閒置空間設立國際教育發展中心，並涵蓋學生冥想空

間，及自主學習空間。 

國際教育發展中心 自主學習空間 冥想區 

   

 

(五)校園營造帶動校務發展績效，獲得多項優質肯定。 

 

伍、 學校特色 
 

一、規劃新式校舍，突破傳統建築，創建安全健康校園。 

二、建置師生藝品，重視生命對話，佈置人文藝術校園。 

三、致力環保減塑，更新數位資源，營造自然科技校園。 

四、豐富圖館資源，涵泳全球視野，構築學習資源校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