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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淡水區新市國小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ping9987/00-1

建築的核心要素

建築不僅要滿足設
計者的創作意念，
也要滿足使用者的
需求。

建築功能要面對的
是空間合理的組織，
以及人在空間中能
流暢走動的路線，
並配合自然環境的
構成。

亞洲大學劉育東 副校長

分享大綱

1. 前言-- 為臺灣蓋一所好學校

2. 校園建築雙軸線-- 永續校園與綠建築

3. 設校核心理念-- 人文、美學、健康、創新、永續

4. 新學校新挑戰-- 深耕文化、建立制度

5. 結語– 慎選建築團隊、堅持教育理想

前言：為台灣蓋一所好學校

• 新學校誕生，需要學校與行政部門、設計與施工
團隊、以及專家與社區民眾的齊心協力

• 新市國小學校建築榮譽：
工程設計：教育部「永續校園優良案例」
工程品質：行政院「2013年公共工程金質獎」

內政部「綠建築鑽石級榮譽獎」

• 為臺灣蓋一所兼具「永續‧綠建築」的學校，不
僅是學生的優質學習環境，也是社區的防災中心、
文化發展與終身學習基地

2013年公共工程金質獎 2014年鑽石級綠建築標章 2014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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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綠建築榮譽獎 2015年新北市金熊極低碳校園

綠建築平均節電20%、節水30%

2015/04/05

永
續
校
園

校園建築雙軸線---永續校園計畫

基本安全避難機能基本安全避難機能

社區與校園共同進步社區與校園共同進步

永續技術引入應用永續技術引入應用

循序漸進

永續台灣基本生態單元永續台灣基本生態單元

校園社區環境教育校園社區環境教育

永 續 校 園

安 全 校 園

社 區 校 園

科 技 校 園

生 態 校 園

教 育 校 園

2000年迄今，超過800所以上學校參與永續校園計畫

a.節能減碳資源循環

雨水利用、自然淨化水循環、再生能源應用、能源
管理監控系統、節水設施

b.環境生態永續循環

透水鋪面、地表土壤改良、親和性圍籬、多層次生
態綠化、原生物種

c.健康效率學習空間

健康建材與自然素材、室內音光熱氣環境

d.防救災與避難

災害預警系統、避難空間規劃、防救災水電系統與
綜合規劃

「永續校園」規劃指標 校園建築雙軸線---綠建築指標

全球26個國家發展綠建築評估系統。臺灣在1999年提出，是
僅次於英國、美國及加拿大之後，第4個實施的國家

2002年，公有建築均須採用綠建築設計，至少獲得四項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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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群 指標名稱 主要評估內容

生態 生物多樣性 生態綠網、生物棲地、植物多樣性、土壤生態

綠化量 生態綠化、牆面綠化、人工地盤綠化

基地保水 保水、貯留滲透、軟性防洪

節能 日常節能 建築外殼、空調與照明設計、太陽能應用

減廢 二氧化碳減量 造型與裝修、合理結構系統、結構輕量化

廢棄物減量 土方平衡、營建自動化與空氣污染防制

健康 室內健康環境 室內音、光、熱、氣環境、生態建材

水資源 省水器材、雨水與中水利用

污水垃圾改善 雨污水分流、垃圾分類、堆肥處理

「綠建築」評估指標 引入智慧綠建築技術

2013年起，2億元以上的公有建築物均須申請智慧建築標章

智慧綠建築定義：「以綠建築為基礎，導入智慧型高
科技技術、材料及產品之應用，使建築物更安全健康、
便利舒適、節能減碳又環保」。

「智慧綠建築」指標 新市教育核心理念

• 教育願景

培育21世紀世界公民

• 教育目標

培養人文、美學、健康、創新、永續素養

• 硬體環境

營造鑽石級綠建築、生態、永續小學

開卷閱讀，快樂悠遊知識大海
蝴蝶羽化，勇敢探索未知世界
多元共榮，理解尊重多元文化
數位世紀，合作創新終身學習
淡水文化，行動守護永續家園
迎向國際，拓展視野接軌世界

X，象徵未知與無限可能
每個孩子就是「X」，有著無限可能

學校建築到課程設計或活動規劃，提供孩子生命成長的養分

協助孩子發現自己的天賦，成為獨特而完整的人

新市校徽意涵

教育，培養未來的生活能力；學校，是孩子通往未來的窗口

2009年展開設校規劃

基地南北約233公尺，東西約115.5公尺，面積約2.6公頃

2009年甄選建築師、2012年動工、2013年完工、8月招生

新市國小

30M以上道路

20M道路

12M道路

10M道路

基地

9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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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昭永建築師

學校建築造型源自淡水的「山城與碼頭」意象

建築形狀，以碼頭為設計藍圖，比擬學生到校上學，

就像一艘一艘船駛進碼頭停泊

樓層變化，取自淡水山城真實地貌，存在高低起伏

設校核心理念(一)  人文校園

營造安全、友善、閱讀、關懷的環境

建築結構依據最新建築法規安全係數設計，並掌握
災害潛勢資料、防救災動線等皆須納入整體設計

校園綠地與社區共享，形成舒適、友善的都市景觀

基地安全 -掌握鄰近斷層、潛勢災害

本基地無環境地質基本圖和地質災害潛勢圖上不利設校因素

新市國小

潛在問題-兩座核電廠

距離核一廠18.8公里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38條：

「欄桿扶手高度不得小於110公分；十層以上不得小於120公分」

校舍安全 -兼顧學童安全與空間穿透

考量現代學童身高，走廊欄杆增為130公分、頂樓140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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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安全 -重視空間美學與教學需求

舊有學校牆柱
加裝安全護條保護

為降低意外發生
重視地板止滑、 柱子採圓柱或是
方柱導角設計

走廊加寬設計，創造舒適空間並
因應淡水冬天活動需求

終身學習 -建構優質圖書館

圖書館一樓平面圖 圖書館二樓平面圖

圖書館設在學校動線中心，並兼顧社區出入便利性

建築面積:275平方公尺、座位約100位、藏書約26000冊

友善環境 -布置舒適、溫馨哺集乳室

新北市102年度優良哺(集)乳室評選
榮獲母嬰親善組第一名（32家參賽） 友善環境 -男女廁所1：2提升到1：5

日本與台灣如廁時間比（吳明修教授）

性 別 小便時間 比 例

日本
女 生
男 生

90～93秒
30～35秒

3
1

台灣
女 生
男 生

70～73秒
30～35秒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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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環境～改變門鎖形式

水平門把鎖喇叭門把鎖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205.4.3 ：
門應設置於地板上75-85 公分處，且門把應採用容易
操作之型式，不得使用喇叭鎖。

設校核心理念(二) 美學校園

學校每個角落蘊藏藝術與自然氣息

從空間規劃到建築形式、從材料選用到外牆色彩、
從教學空間到服務空間、從地面植栽到屋頂景觀、
從廁所尺寸到走道設計，融入美學內涵

校園公共藝術不單是藝術品，更是美學教育的一環，
啟發學生想像力和創造力；以「可親近、可操作、
可互動」的方向設置

「美學」，競爭力關鍵

美學大師蔣勳「2015天下經濟論壇」指出：

美這個字
不僅僅是風景美不美、人美不美
美，主宰感官世界裡面很多面向
美這個字
不是日常生活中裡面的感覺
而是能發展成企業的競爭力

http://udn.com/news/story/6/676349

移動城堡 快樂小宇宙 綠色奇蹟 光合作用 夢想飛毯

校園公共藝術創作

兼採固定式與非固定式作品
增加學習的互動性與想像力

英語學習情境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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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美學情境營造

Fb:淡水新市國小兒童烘焙社團

美學教室上烘焙課程

校園 美學空間營造
設校核心理念(三) 健康校園

提供健康的學習環境，養成孩子運動的習慣

人的一生，90%時間在室內活動。室內空氣品質之良
窳，影響健康也影響學習效果、工作效率

一般教室、圖書室、視聽教室、多功能教室，採用
健康建材，並重視噪音、採光、通風、隔熱處理

防鏽油漆有毒？「鉛」萬別用

資料來源：聯合報 Focus
http://a.udn.com/focus/2015/12/03/15446/index.html

溜滑梯、橋梁、欄杆等戶外
設施，上頭顏色鮮豔的紅漆
可能是有害人體的含鉛油漆

鉛，被列為一級致癌物；低
劑量的鉛，對人體造成危害，
且在體內殘留10年，讓骨骼
受損、傷害智力、引起生育、
心血管疾病

選用健康綠建材

•室內避免過度裝修；選用健康
建材或自然素材

•禁用CCA防腐建材（鉻化砷酸銅，
毒性強且被歐盟禁用 ）

•選用在地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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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健康服務空間

設置國家標準午餐廚房，培養學童健康飲食習慣

設置淋浴更衣間，重視身體健康並增加學習效果

設置室內運動空間，讓運動不受天候影響

設置教室與戶外運動區洗手設施，養成洗手習慣

設置哺集乳室，提供老師媽媽溫馨、舒適環境

新市幸福午餐 -設置HACCP午餐廚房

新市午餐，分享給淡水、天生、文化國小

提供均衡營養，培養正確飲食知識與技能

•設置更衣及淋浴設

施，提供運動後之

淋浴梳理設備

•重視師生身心舒適，

增加學習效果

•供校際交流、營隊使用

重視運動健康 引進交流資源

使用省電的熱泵熱水器系統

男女各8間

落實節能 -停車場、多功能教室通風採光良好

營造健康環境 -隔熱、降溫、生態、智慧綠屋頂 綠屋頂維護～種植耐旱植物、設置澆灌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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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校核心理念(四) 創新校園

提供展現自我的舞台，以及動手體驗的情境

培養學生勇於嘗試、敢於創新的態度與能力，需
透過各領域教學並長期引導與體驗才能養成

學校必需提供能滿足多元學習的創意空間，以及
能滿足好奇想像的探索環境，提供學生表現的機
會，並不斷給予正向肯定與鼓勵 圖書館自動化借

還書系統

建置數位學習環境

超短焦、互動式單槍

電腦模擬照明亮度 -亮度均衡與有效節能

◆照度色偏圖/透視1 ◆照度色偏圖/透視3◆配光曲線圖/透視1

◆配光曲線圖/上視圖 ◆色偏圖/上視圖 ◆照度分佈色階圖圖

◆照度色偏圖/透視2
冬季日常白天狀態

條件設定 : 風向西北西，風速
1.5m/s

電腦模擬風向，減少東北季風影響
N

1.5m/s

3m/s

冬季寒流白天狀態
條件設定 : 風向北北東，風速
3m/s

營造舒適校園 -落地窗具防風與通風功能 98/11/06原設計圖- 操場規劃在在北方

北

操場在北方，當東北季風吹時，影響運動成績與運動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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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3/11
檢討修正後- 操場調整到南方

操場移到南面，創造舒適運動環境並與社區共享綠地

兼顧社會期待與創新思維～改變跑道形式

滿足運動競賽、提升強度訓練、增添運動趣味

斜坡跑道，讓孩子更喜愛運動

獲得教育部SH150優等學校

無水便斗傳統便斗

採用節能綠建材 -無水小便斗

牆壁內預留沖水管線、感應電源

設校核心理念(五) 永續校園

• 營造低碳、生態、體驗的環境

校園設計：強調省資源、省能源、綠色能源、節
能減碳、環保有機、生態觀察與體驗

給孩子

一塊可以耕作的農園、一處動手體驗的基地

一座充滿生機的水池、一所綠色理念的校園

烏心石 台灣欒樹

山櫻花

黃槿

苦楝 流蘇

種植多樣性原生植物

喬木143種、綠籬灌木36種、校園灌木24種、水生植物33種
草地植被9種、陽台植栽32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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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防風密林區 -土方平衡、擋東北季風
給孩子一座生態水池

保留600平方米探索體驗農園

學 習
階 段

上學期
(秋季作物)

下學期
(春季作物)

G1 大小黃瓜

G2 白蘿蔔、紅蘿蔔

G3 玉米、絲瓜、敏豆

G4 高麗菜

G5 綠肥 稻米、大小南瓜

G6 向日葵花

新市農園校本課程

新市開心農場

66

體驗有機農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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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稻體驗～割稻、脫穀

種稻欠收 國小吃粥教珍惜

第1年收成50公斤，讓
全校680名學童品嘗香
噴噴白米飯，今年受
天候影響，減產剩35
公斤，且學生多100人，
只好煮地瓜稀飯，再
多發1個饅頭佐餐，當
然也有青菜、燒肉、
炒蛋等配菜。

2015-09-09  聯合報 記者林昭彰／淡水報導

早期農友若豐收便吃好一點，農作欠收則吃得較簡單，
剛好也是一種現實體驗…..

種植季節食疏

深耕食農教育- 拔蘿蔔 綠手指志工教導學童種植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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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洛神花果、做落神花醬

2015/9月號「Taiwan 
Review」以新北市新市
國小學童採向日葵花為
封面，向外國人介紹台
灣小學的食農教育

小農園也能躍上外交部文宣

http://taiwantoday.tw/ct.asp?xItem=234061&ctNode=2198&mp=9

新市綠天使-愛校一夏

66個家庭暑假認養校園，晨昏澆水照顧與整理水池

親師攜守護校園～農場整地、維護、風災復原

颱風，吹倒樹
但吹不倒我們的愛校的心

LED避難方向燈 複金屬燈

選用省電燈具、省電空調

一般教室:T5燈具、4000K

圖書館：冷陰極管

地下室與樓梯、戶外：LED燈

空調空間：變頻、高效能冷氣

T5省電燈管

雨水利用A系統

ⓟ

◎

▲ 加壓馬達

數位水表

揚水馬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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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利用B系統

A B

AB系統連通，相互支援

設置多樣性綠能，滿足探索體驗

太陽能熱水器
用途：廚房使用

300w風力發電機
用途：自然教室使用

地下筏基回收1100
噸雨水
用途：沖廁、澆灌

6kW太陽能光電板
用途：併入市電系統

風向、風速、溫度監測
自來水用量、雨水回收發展智慧綠建築 -

發展智慧綠建築 – 監測室內內空氣品質

學校屬於第一類場所：

CO2濃度在600ppm以下、CO濃度2ppm以下、

TVOC（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濃度3ppm以下
室內的二氧化碳含量過高
工作效率下降、學習力變差，更影響影響睡眠品質與健康

室內空氣品質監測 二氧化碳濃度不得逾1000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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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人數多、二氧化碳濃度高
應開窗通風、開啟送風設備

極端氣候帶來新挑戰

建築工法、施工品質、雨水路徑、植栽選用、基地特性

結語～ 慎選建築團隊

土建

建築主體

結構系統

室內裝修

校園景觀

水電

發電機組 電信系統

電源配線 網路系統

空調系統 門禁安全系統

消防系統 能源監控系統

廣播系統 給排水系統

優質建築師：專業＋理想、理念、熱情、團隊…

結語～ 堅持教育理想

• 設校過程，從規劃設計、預算執行、進度掌

握、品質控管，觀念溝通，充滿艱辛與挑戰

• 堅持，是實踐理想唯一的途徑

• 期待每一座校園都蘊含「人文、美學、健康

、創新、永續」的情境，不僅豐富學生學習

的內涵，更期待培育出對環境友善、有創新

能力的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