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

未來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工作坊
－維航篇（二）

活動手冊

指導暨補助單位：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主辦單位：國立中山大學(未來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計畫－維航子計畫) 、臺東縣政府教育處
活動日期：102年２月20日至22日
活動地點：臺東縣

未來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工作坊-維航篇(二)
議程
第一日
時間

102 年 2 月 20 日（星期三）

議程/主講人

主持人

13:30~14:00

報到

14:00~14:30

來賓致詞

地點

未來想像 6 大行動計畫簡介及推動現況分享
主講人：(6 子計畫主持人)
造艦計畫：國立中山大學創意與創新研發中心

14:30~17:00

17:00~18:00

18:00~21:00

21:00~

陳以亨主任
啟航計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陳學志教授
領航計畫：國立政治大學廣告學系
陳文玲教授
續航計畫：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
林朝成教授
導航計畫：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林偉文副教授
維航計畫：國立中山大學
鄭英耀副校長

國立中山大學
鄭英耀副校長

晚餐
臺東縣未來想像與創新特色文教產業分享
主講人：張副縣長基義
休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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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
創造力講座
吳靜吉講座教授

臺東縣
富野溫泉
休閒會館

第二日
時段

102 年 2 月 21 日（星期四）

議程/主講人

08:40~08:50

報到集合

08:50~09:00

車程/前往溫泉國小

09:00~12:00

各縣市想像力推動政策與實施現況分享：
(1)宜蘭縣政府教育處：曾秋香副處長
(2)臺南市政府教育局：黃緒信副局長
(3)桃園縣政府教育局：林淑芬科長

主持人

地點

國立政治大學
創造力講座
吳靜吉講座教授

溫泉國小
－臺東縣
英語特色
學校

12:00~12:20

車程/前往豐源國小

12:20~13:20

午餐

13:20~14:10

臺東縣特色學校參訪－特色藝術校園(地中海風格建築－豐源國小)

14:50~15:20

車程/臺東縣在地文化產業介紹(前往鹿野高臺)

15:20~16:10

臺東縣特色文化產業參訪－臺東縣飛行產業參訪(鹿野鄉)

16:10~17:00

車程/臺東縣花東縱谷在地文化產業介紹（返富野溫泉休閒會館）
晚餐

17:00~18:00
18:00~21:00

綜合討論：各縣市想像教育白皮書之發展

第三日

創造力講座
吳靜吉講座教授

富野溫泉
休閒會館

102 年 2 月 22 日（星期五）
議程

主持人

地點

國立政治大學
創造力講座
吳靜吉講座教授

臺東縣
新生國小

08:10~08:30

報到集合

08:30~09:00

車程/前往新生國小

09:00~12:00

臺東縣

休憩

21:00~

時段

國立政治大學

預見最喜歡的未來想像教育
~票選各縣市未來想像教育白皮書
歸賦

12:00~


備註：

1.

因課程需要，與會人員請自備筆電。

2.

各縣市自行準備未來想像教育推動方案、實施計畫、實施細則、白皮書等討論文案，以供第 2
日晚間課程討論，並請於報名表填寫第 3 日活動展示所需器材，以利主辦單位先行準備。

3.

會後請將各縣市將未來想像教育藍圖(白皮書)電子檔當日繳交至維航子計畫團隊，以供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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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育部未來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中程計畫
一、計畫緣起
行政院劉前院長於第 8 次全國科技會議閉幕式指示：「請教育部、國科
會針對『想像教育』，規劃改進基礎教育的啟發方式及加強科學教育相關研
究，以提升國人的研究能力」，依據上開會議總結報告，調整基礎教育教學
內容，透過未來想像教育，豐富學子之思想資源，提升核心價值問題之思考
能力，培育社會整體之多元角度的科技與人文素養，以及整體性思考未來與
想像未來的能力。
為推動未來想像教育，教育部自 100 年度起推動「未來想像與創意人才
培育中程個案計畫」，培育學生想像可能的未來、創造期望的未來和適應多
變的未來之能力與動力。

二、六大行動計畫
本計畫在實務上考量不同教育階段有不同的主管機關，所以展開計畫時
不同的主管機關產生密切合作，一方面讓計畫更順暢、更有著力點，另一方
面也可以避免多頭馬車、抵銷計畫效果。根據此一架構，本計畫擬將推動六
項行動計畫，計畫之間的關係則如下圖。從造艦到續航計畫是教育階段的上
昇或學習年齡的發展，導航計畫是在這些階段變換之間產生選擇壓力，用來
引導前一教育階段的教學回歸健康、多元、適性的教育本質，維航計畫是用
來支援、維持每個教育階段的正常運作，協助本計畫順利融進教育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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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中程計畫推廣現況與各子計畫團隊簡介，分別
如下：
(一)造艦計畫
1.

國民中小學受補助計畫縣市：基隆市、臺北市、
新北市、桃園縣、新竹市、苗栗縣、臺中市、
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
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宜蘭縣、花蓮縣、
臺東縣、澎湖縣。

2.

計畫主持人：國立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研究所教
授陳以亨。

3.

計畫推廣概況：
100 年推動主動規劃案 3 件，北、中、南各成立一個合作團隊，分
別為「學生社區環境思考：臺北市社子島 2030 未來環境想像計畫」
、
「雲
林縣 2030 未來環保計畫」、「高雄市 2030 未來家園幸福交響曲計畫」。
101 年起啟動徵件計畫，參與徵件計畫分為 A、B 二類。A 類係由直轄巿
或縣（巿）政府教育局（處）結合 7 至 19 間所屬國中小學提案，聚焦
於縣巿內焦點議題，聯合不同學校將想像力教育融入課程方案，協助學
生有效提出問題，進行知識轉換以解決問題，激發學生培養想像未來及
因應未來挑戰之動力與能力。B 類計畫由國民中小學規劃辦理未來想像
或創意校園營造、教師創新能力提升、發展培育學生問問題能力、想像
力、創造力及未來思考能力之課程及教育措施。101 年共補助 6 件 A 類
計畫，89 件 B 類計畫，含括 6 個縣巿政府教育局處，19 個縣巿的國中
小學校參與；102 年補助清單如附件一。
國中小學行動計畫積極培育未來想像種子教師，透過專業分組、凝
聚共識、同儕回饋、經驗傳承等系統方式，組織及活化各種領域內、跨
領域、跨校的未來想像與創意教師專業社群。辦理工作坊及建立交流平
臺，協助教師強化未來想像課程設計與教學技巧，以及開發未來想像及
創意課程模組與教案，並將其收錄至典範資料庫，以達資源共享及未來
想像教育永續經營之目標。此外，本計畫亦透過辦理工作坊積極連結國
際學者，希望促進我國未來想像教育與國際接軌，拓展國民中小學教師
未來想像專業社群之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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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啟航計畫
1.

高級中等學校受補助計畫縣市：臺北市、
桃園縣、新竹市、苗栗縣、臺中市、嘉義
縣、嘉義市、臺南市、高雄市、花蓮縣、
臺東縣。

2.

計畫主持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
與輔導學系教授陳學志。

3.

計畫推廣概況：
100 年度起啟動徵件計畫。補助計畫類型分為 A、B 二類，均由高
中職校長擔任計畫主持人，A 類計畫補助設立未來想像與創意教育區域
資源中心，全國分北、中、南、東 4 區各成立 1 資源中心，協助區域內
教師增能及開發教案，建置網站流通分享，引進大專校院學術資源及社
區創意專家，促進未來想像創意人才流通，並辦理未來想像教育推廣活
動。B 類學校型計畫分為校園營造、課程教學及教師社群 3 種項目，由
各校於此 3 項擇一規劃申請辦理。本計畫重視引導教師設計未來想像與
創意課程，發展教學方法，促使學生想像未來社會景象與未來科技影響，
並思考解決方案。102 年啟航計畫補助清單如附件一。
校園中推動未來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必須讓學生能兼顧知識的習
得、思考方法的運用，以及未來想像思維習慣與情感動機的養成。就高
中職階段學生而言，必須更加著重與既有學科教學的相嵌與融入，並給
予合適的表現機會。因此，高中職校行動計畫除積極推動未來想像教育
融入正式課程，亦鼓勵獲補助學校舉辦各種未來想像主題創作競賽，透
過營造青少年喜愛的競賽挑戰氛圍，具體提供想像力與創造力的發揮空
間，100 至 101 年度共辦理 5 項高中職學生主題創作競賽，吸引眾多學
子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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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領航計畫
1.

大專校院受補助計畫縣市：臺北市、苗
栗縣、彰化縣、雲林縣、高雄市、臺南
市、臺東縣、花蓮縣、澎湖縣。

2.

計畫主持人：國立政治大學廣告學系陳
文玲教授。4 月 1 日起計畫將轉移至東
華大學，由須文蔚老師擔任領航計畫主
持人。

3.

計畫推廣概況：
100 年度起啟動徵件計畫，補助計畫類型分為 A、B 二類。A 類「大
學小革命」計畫，由學生與老師組成異質化團隊，從自我所學與日常生
活出發，結合在地文化，提出大學小革命議題，透過創新課程、推廣活
動及創作實驗等方式，打造校園特色文化氛圍，提升青年學子想像力、
創造力及面對未來解決問題能力，孕育社會及產業創新之基礎。B 類「未
來實驗室」舊翻新計畫，針對校內既有空間，提出具有創造性、未來感
與發展潛力的想像，透過創新課程、體驗活動及過程記錄等方式，進行
實質空間改造，賦予舊有校園空間新的生命力。本計畫企圖培養一群能
夠動手做、面對未來積極創建的青年人，100 至 101 年度共補助 13 件
「大學小革命」計畫及 7 件「未來實驗室」舊翻新計畫。
100 至 101 年度，經由網路的傳播及電視節目、電臺廣播、報章雜
誌的採訪與報導，「大學小革命」累積可觀的媒體露出，如天下雜誌第
500 期特刊「熱血教師－大學小革命」，以本計畫鼓勵大學教授發起的
校園小革命，激發出學生創意與行動力作為序曲，介紹各獲補助計畫走
出校園深入社區的行動方案。「大學小革命」計畫意圖導入對於未來文
化與未來產業的想像，讓學生能夠感受自己想像力的動能與方向，也讓
地方參與及社會責任成為學生學習的一部分，透過聯合報、中國時報等
主流媒體的報導、三立電視臺「在臺灣的故事」的播出，不僅傳達計畫
理念，也串起大學、大學生和社會大眾的情感連結，突破大學是象牙塔
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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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續航計畫
1.

社區大學行動計畫受補助縣市：臺
北市、新北市、臺中市、雲林縣、
嘉義市、臺南市、高雄市。

2.

計畫主持人：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
學系林朝成教授。

3.

計畫推廣概況：
100 年度結合社區大學分為 A、B 二類進行試辦計畫。A 類為未來
家園實驗課程，由社區大學與在地社區組織共組行動社群，反省家園現
狀及盤點成人學習經驗，激發成人學習者對「未來家園」的想像與創造
力，從而策動在地社區對於建構未來家園的行動參與。B 類為家園重建
教育實驗計畫，以莫拉克颱風災區範圍之社區大學為對象，培養面對災
難與未來家園重建所需具備的知識及學習能力。100 年度補助 7 件試辦
計畫，包含 6 件 A 類及 1 件 B 類計畫。
101 年度啟動徵件計畫，補助社區大學以跨代人際互動及社區資源
整合為基礎，推動師資培育、課程開設及教案發展，並延伸課程教學經
驗及成果，引導社區居民認識未來想像能力價值，引領親子參與未來想
像行動及社會創新實踐。續航計畫組織及經營社區大學未來想像工作者
社群，辦理各項歷程及成果發表與推廣，促進互動交流，營造有利於未
來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之氛圍。
續航計畫亦藉由社區大學結合在地大專校院及社區組織，辦理多項
公民行動，共同為未來家園發聲及擘劃未來社會願景。例如，新北市永
和社區大學舉辦「生態雙和十美十缺攝影比賽」，蒐集民眾心目中對雙
和地區印象最好或認為應改進之處，並辦理願景論壇，邀請民意代表及
專家學者共同討論相關議題與政策；另舉辦「生態雙和百工達人大擂臺」，
發掘社區人才，建置網絡引導參與公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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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導航計畫
1.

計畫目標：建構創意選才制度
國內外案例庫、研發未來想像
評量工具。

2.

計畫主持人：國立臺北教育大
學教育學系林偉文副教授。

3.

計畫推廣概況：
本計畫於 100 至 101 年度共開發出「未來想像評量規準」
、
「想像力

測驗」等數套未來想像評量工具，並舉辦 4 場工作坊教導評量工具之運
用。「未來想像評量規準」係以未來想像的面向與基礎，交集而成未來
想像的內涵規準與評量指標，透過德懷術（Delphi）檢核，專家學者對
於指標重要性評定的標準差均在 1 以下，作答反應已趨於一致，作答穩
定度亦達 100％，專家學者對於 25 項指標的重要性亦達到 96％的高度
一致性共識。「未來想像評量規準」可提供各級學校進行未來想像課程
與評量設計之參考，本計畫並依此發展出「未來想像計畫推動現況調查
問卷」，提供實務工作者與受補助學校自我檢核之用。
為了解未來想像課程之成效，本計畫開發「想像力測驗」作為評估
工具。在測驗中，利用非現實情境（語文）與圖形刺激，評量學生的想
像潛能與教學前後的差異，並以想像力特質問卷了解學生的想像特質。
以 235 位成人與 244 位國小學生為對象進行常模建置，再進一步發展想
像力評分指標。採用「效標關聯效度」
、
「建構效度」與「評分者一致性」
建立測驗之信、效度，大部分指標得出中、高度以上之相關(r>.40 或
r>.70)，顯示本測驗具有良好的信、效度。目前亦已發展 ipad 版想像力
測驗與電腦計分程式，未來將可直接採用平板電腦施測與電腦計分。
從「動態評量」的觀點，將教學與評量結合，於教學歷程中評估學
生的未來想像潛能。本評量模式中納入擴散思考、聚斂思考、反思、回
饋與團隊合作，使學生逐步發展其想法，並且製作雛型。透過「效標關
聯效度」與「評分者信度」建立此模式信、效度，並已運用於「國小社
會」
、
「國小語文」(含閱讀)、
「國小綜合」
、
「國中英文」
、
「國中社會」(地
理)、
「國小自然」等領域。此外，亦開發評量刺激卡，作為教學與評量
使用。為協助受補助學校評估學生學習成效及計畫執行成效，並增進教
師的評量知能，101 年度於南、北二區共舉辦 4 場初階及進階之未來想
像教育評量工作坊，透過講解與實務操作，使教師熟悉上述評量工具之
設計原理與實際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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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維航計畫
1.

計畫對象：全國教育行政人員。

2.

計畫主持人：國立中山大學行政副校長
暨教育研究所鄭英耀教授。

3.

計畫推廣概況：
本計畫以直轄巿、縣（巿）政府教育局（處）行政人員為對象，一方面

舉辦未來想像主題式工作坊、參訪及營隊，一方面搭配國中小及高中職未來
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計畫相關課程及活動，使教育行政人員了解未來想像教
育的內涵、價值及推動現況。100 年度本計畫共辦理 14 場活動，477 人次參
與，101 年度辦理 7 場活動，613 人次參與；透過活動與學者專家及中小學
教師互動交流，能增進教育行政人員在組織運作、政策擬定、業務執行及工
作環境創新等面向之嶄新思維，形成教育行政人員推動未來想像教育之內在
動機。
本計畫為協助地方縣市推動未來想像教育，100 年度先行以高雄市為對
象，協助規劃未來想像教育藍圖；101 年度擴及有意推動未來想像教育之地
方縣市，共同描繪 2030 年未來教育之樣貌，並研擬培育未來想像與創意人
才之具體方針，以加速未來想像教育推動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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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活動簡介
一、講者、貴賓簡介（依議程排序）：
(一)未來想像 6 大行動計畫簡介及推動現況分享
1.

國立政治大學

吳靜吉名譽教授
學歷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教育心理學系博士
經歷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名譽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諮詢委員會召
集人
國策顧問
教育部顧問室諮議委員
行政院文建會委員
CCIA/亞太文化創意產業協會常務理事
學術交流基金會執行長
紐約耶西華大學、市立紐約大學等校助理教授和副
教授
雲門舞集研究會理事長
蘭陵劇坊藝術總監
中華兒童基金會董事長

2.

未來想像維航計畫主持人

鄭英耀教授

學歷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博士
經歷
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特聘教授兼行政副校長
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處「教育學門」複審委員
國科會科教處原住民科學教育方案複審委員。
遠哲科學教育基金會董事
世界教育研究學會(WERA)理事
台灣教育學會(TERA)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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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來想像總計畫辦公室協同主持人：張寶芳副教授
學歷
Doctor in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M.S., Industrial and Management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Iowa.
M.A., Mass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Iowa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學士/碩士
經歷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
顧問 Hynet Technologies Inc.
顧問 天下雜誌新媒體
傳播科技研究所助理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
Co-founder, Hynet Technologies Inc., Mountain View, CA.
Senior software engineer, Informix Software, Menlo Park, CA.
Senior member of technical staff, Cadence Design
System, Santa Clara, CA.
Senior system analyst, Philips Semiconductor, Sunnyvale, CA.
Lecturer,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Dordt College Sioux Center,
IA.

4.

未來想像造艦計畫主持人：陳以亨教授
學歷
美國紐約大學人力資源開發與組織發展博士
經歷
國立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專任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創意與創新研發中心主任
教育部顧問室未來想像教育中程計畫－造艦(國小、
國中)計畫主持人(2011 年起)
國科會科學教育處未來想像多年期整合型計畫主持
人年(2011 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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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未來想像啟航計畫主持人：陳學志教授
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 心理學研究所 博士
經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院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教授
中國測驗學會理事長
中華創造學會理事長
測驗學刊主編 (TSSCI)
教育心理學報主編 (TSSCI)
台灣心理學會常務理事
台灣統計方法學會理事
智慧鐵人競賽學會理事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進修推廣學院 副院長
企劃組組長、資訊組長、總務組長、特別行政助理
輔仁大學 應用心理學報 主編
輔仁大學 應用心理學研究所 副教授
考選部 高普考試典試委員
中國測驗學會 秘書處 秘書長
測驗年刊 編輯部執行編輯

6.

未來想像續航計畫主持人：林朝成教授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 哲學所 博士
國立臺灣大學 哲學所 碩士
國立成功大學 中文系 學士
經歷
國立成功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主任
國立成功大學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 副教授
私立復興工商專校 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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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未來想像導航計畫主持人：林偉文副教授
學歷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博士
經歷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研究員

(二)臺東縣未來想像與創新特色文教產業分享
臺東縣政府 張基義副縣長
學歷
美國哈佛大學設計學院設計碩士
美國俄亥俄卅立大學建築碩士
淡江大學建築學士
經歷
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專任教授兼所長
教育部全國高中藝術生活學科中心及教資源研發小
組指導教授
A+@ Architecture Studio 主持人
中華民國都市設計學會常務理事
建築改革社常務理事兼學術組召集人
第十屆威尼斯建築雙年展評選委員
中華民國第十屆、十二屆傑出建築師獎評選委員
第一屆「全國都市設計大獎評選委員 2008
第七、八、九屆「臺北市都市景觀大獎」評選委員
2008「台灣室內設計大獎 TID Award」評選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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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縣市想像力推動政策與實施現況分享
1.

宜蘭縣政府教育處

曾秋香副處長

2.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黃緒信副局長
學歷
國立中正大學

成人及繼續教育研究所碩士

經歷
臺南縣政府教育局督學、課長、局長
臺南縣政府秘書
臺南縣政府簡任秘書
臺南縣中國童子軍理事長
救國團臺南縣團務指導委員會委員
臺南縣政府南區服務中心主任
臺南縣政府縣長辦公室主任
臺南縣政府行政管理室主任
臺南縣政府觀光旅遊局局長
臺南縣政府觀光旅遊處處長
臺南縣政府參議
臺南市政府（直轄市）參事兼市長辦公室主任
臺南市政府（直轄市）教育局副局長
3.

桃園縣政府教育局

林淑芬科長
學歷
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
經歷
桃園縣政府教育局督學、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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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說明：
(一)未來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各子計畫簡介分享推廣現況
1.

活動時段：2 月 20 日 14:30 至 17:00

2.

活動說明：
本活動邀請未來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中程個案計畫的各子計畫主持人

與其工作團隊分享目前各子計畫的組織概況與推廣現狀，透過此次的分享活
動讓本次工作坊的與會者更了解之未來想像教育的推動架構，及其未來發展
的可能性。各子計畫最新補助名單如附件一。
同時透過邀請各子計畫團隊共同參與本工作坊，提供各縣市教育局處未
來想像承辦人員間的交流機會，並提供相關業務諮詢與協助。以作為後續各
縣市未來想像教育發展之依據，擴展並建立未來想像教育聯絡網路。
(二)臺東縣未來想像與創新特色產業分享
1.

活動時段：2 月 20 日 18:30 至 20:30。

2.

活動說明：

本活動邀請臺東縣政府張基義副縣長分享臺東未來想像與創新特色相
關文教產業。張副縣長 1994 年就讀於哈佛大學設計學院設計碩士、1992 年
就讀於俄亥俄州立大學建築碩士。現職台東縣副縣長，曾任交通大學建築研
究所教授兼所長、A+@ Architecture Studio 主持人，著作有《當代建築觀念
美學》、《歐洲魅力新建築》、《看見北美當代建築》。建築美學除了需藉教育
的力量向下扎根之外，如何將此議題推向大眾化，使之成為公眾議題更是關
鍵。將全球近十年快速多元的建築發展，系統化的整理近千個當代建築案例、
上百位建築師、近百座城市，為推廣台灣建築美學盡一份心力。具體提升建
築品質、創造建築美學價值，為台灣建築美學水準與生活美學文化無止境的
前進而努力。離鄉 30 年，48 歲生日當天決定返回台東服務。

(三)各縣市想像力推動政策與實施現況分享
1.

活動時段：2 月 21 日 09:00 至 12:00。

2.

活動說明：

9 月份維航子計畫工作坊邀請新北市、高雄市、屏東縣、臺東縣教育局
處首長分享各縣市推廣未來想像教育政策之經驗。本次工作坊亦延續此活動，
邀請宜蘭縣、臺南市、桃園縣共三個縣市教育局處之首長(副首長、代表)分
享縣市推廣想像力、創造力與人才培育之政策推動脈絡與實務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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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東縣未來想像特色學校參訪
1.

活動時段：2 月 21 日 12:00 至 17:00。

2.

活動說明：

臺東縣具有許多充滿未來想像的特色學校，如飛行學校、衝浪基地、文
化體驗基地、遊學網等特色學校。本次工作坊安排參訪臺東縣豐原國小並參
訪臺東飛行產業（鹿野高臺），預期可提供各縣市未來想像團隊夥伴不同於
西半部地區特色學校與校園閒置空間再利用之發展經驗。臺東縣豐原國小參
訪資料如附件二。
(五)綜合討論：各縣市想像教育白皮書之發展
1.

活動時段：2 月 21 日 18:00 至 21:00。

2.

活動說明：

本工作坊於 21 日晚間安排綜合討論時間，提供各縣市自行討論未來想
像教育白皮書發展之時段，以供第三日上午－預見最喜歡的未來想像教育白
皮書之票選活動展示。主辦單位預定安排各子計畫團隊於此時段提供未來想
像與創意人才計畫業務諮詢，並提供相關文具(壁報紙、麥克筆)提供各縣市
與會者籌備 22 日展示活動所需之配備。
(六)預見最喜歡的未來想像教育白皮書
1.

活動時段：2 月 22 日 09:00 至 12:00。

2.

活動說明：

以攤位式安排各縣市展示其未來想像教育白皮書與相關規劃，並由主辦
單位、未來想像子計畫團隊與現場與會者投票。選出最喜歡的未來想像教育
白皮書規劃縣市，作為後續推廣未來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計畫的標竿教育行
政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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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未來想像各子計畫補助清單
一、造艦計畫：102 年度國民中小學補助計畫清單
[A 類-縣市型]補助共 7 件
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

高雄市國民中小學未來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計畫【第 2 年計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畫】：2030 未來家園－幸福交響曲
新竹市國民中小學未來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計畫【第 2 年計 新竹市政府教育處
畫】：風動創意，新竹更美麗；夢想行動，孩子大不同！
臺南市國民中小學未來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計畫【第 2 年計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畫】：2030 未來拼圖，action！－引爆想像‧創意魔力協力
企畫
嘉義縣國民中小學未來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計畫【第 2 年計 嘉義縣政府教育處
畫】：創意學子‧未來嘉園
宜蘭縣國民中小學未來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計畫：童心創未 宜蘭縣政府教育處
來‧宜蘭好好玩
南投縣國民中小學未來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計畫：「南」以 南投縣政府教育處
想像 投向未來
屏東縣國民中小學未來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計畫【第 2 年計 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畫】：前進未來－新『屏』果樂園
[B 類-學校型]補助共 87 件
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

探索未來海洋，出版城市想像

基隆市仁愛區仁愛國民小學

「深」「藝」盎然‧夢成最「美」－綠鑽方舟計畫

基隆市信義區深美國民小學

教室外的『視』『聽』『觸』『動』感官美學樂園

新北市樹林區文林國民小學

「優游」藍色星球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國民小學

遨遊未來－小安安的冒險旅程

臺北市士林區富安國民小學

文林未來藝饗趣

臺北市北投區文林國民小學

未來想像在信義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國民小學

騎著大象，行將彼方

新竹市北區載熙國民小學

課堂外的學習

新竹市立光武國民中學

藝術人文科學校園

新竹市立成德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小導演大想像－創意探索的未來園地

新竹市立虎林國民中學

關懷&四生－優遊視界開步走

新竹市東區關東國民小學

從校園影舞者的視界－金山面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想像計畫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附設
國中部)

1

大城國小未來想像及創意校園營造〜藝享視界

彰化縣大城鄉大城國民小學

跨越時空的跑水傳奇二部曲：二八水之風雲再起

彰化縣立二水國民中學

洪荒世代機器人家園－芬園尋寶藏

彰化縣立芬園國民中學

璀璨風鄉－創意行銷線西傳產藝術

彰化縣立線西國民中學

魔『數』小子 Go！Go！Go！

彰化縣埔鹽鄉永樂國民小學

「藝」起出航 2

彰化縣埔鹽鄉南港國民小學

「時光迴廊」計畫

彰化縣鹿港鎮鹿港國民小學

平和起飛

彰化縣彰化市平和國民小學

2013 鎮西未來綠農市計畫

雲林縣斗六市鎮西國民小學

金色童年〜鎮南夢想家

雲林縣斗六市鎮南國民小學

天馬行空魔法師

嘉義市東區蘭潭國民小學

2030 校園機器人狂想曲

嘉義縣太保市太保國民小學

綠色藝文游於藝，未來小子綠家園

嘉義縣布袋鎮永安國民小學

想像新岑二部曲（Think ChangeⅡ）－陽光城

嘉義縣布袋鎮新岑國民小學

從一本書出發

嘉義縣民雄鄉三興國民小學

未來樹屋「現代藝術、山中傳奇」計畫

嘉義縣立大埔國民中學

鳶飛魚躍 乘風再起

嘉義縣立布袋國民中學

創意科學校園營造計畫

嘉義縣立民雄國民中學

大鄉懸絲偶戲大觀園

嘉義縣朴子市大鄉國民小學

「以閱讀來解放環境」計畫

嘉義縣竹崎鄉竹崎國民小學

上山閱讀藝起遊桃源

嘉義縣竹崎鄉桃源國民小學

凝視東石 想像未來家園

嘉義縣東石鄉塭港國民小學

小小太平夢想家－打造 2030 年的未來家園

嘉義縣梅山鄉太平國民小學

童話裡的想像飛行

嘉義縣溪口鄉柴林國民小學

二重溪風華再現〜綠色生活逗陣走、創意產業好風光

臺南市大內區二溪國民小學

表演沙龍，open！－飆出未來想像大創意

臺南市大內區大內國民小學

「探索未來‧教育想像－take it easy」裝上夢想的翅膀

臺南市永康區三村國民小學

科技幼苗夢想曲

臺南市永康區崑山國民小學

前進瑪爾斯

臺南市永康區勝利國民小學

走出書鄉，遇見未來

臺南市立大橋國民中學

我的永康夢‧想起航－打造我的夢想家

臺南市立永康國民中學

迎向未來，再建 "新" 世界－跨領域創意課程

臺南市立建興國民中學

閱讀未來的福爾摩斯

臺南市立復興國民中學

探 FUN 安平‧逆光飛翔

臺南市安平區西門國民小學

夢想起飛 e 海東

臺南市安南區海東國民小學

竹園 No.10：勝利水上城堡

臺南市東區勝利國民小學

裕文築夢三部曲：鏡花緣、西遊記、無患國

臺南市東區裕文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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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夢欣臺南

臺南市南區日新國民小學

2030 小南海理想國未來想像與建設計畫

臺南市後壁區永安國民小學

守護老房子行動聯盟 part 2〜動手守護

臺南市後壁區新東國民小學

開啟未來遊樂場的任意門

臺南市善化區大成國民小學

陽明啟航‧美力未來

臺南市善化區陽明國民小學

樂活‧樂居‧樂夢

臺南市新化區那拔國民小學

新市未來生活家

臺南市新市區新市國民小學

未來行不行

臺南市新營區新進國民小學

「閱讀‧創意‧發明」二部曲〜我是小小發明家

高雄市三民區東光國民小學

河濱旗艦心藍圖－幸福想像 2.0

高雄市三民區河濱國民小學

節能減碳行動家－『未來之動力與能源』

高雄市立立德國民中學

開啟學習新視窗，英明未來響叮噹！

高雄市立英明國民中學

想像、福雲‧悠遊、世界 (Ⅱ)－Next Eighteen

高雄市立福山國民中學

永續家園的許諾

高雄市鼓山區內惟國民小學

鼓岩綠生活－蜿蜒壽山下的綠色廊道

高雄市鼓山區鼓岩國民小學

新星向榮，飛越紅毛港

高雄市鳳山區鳳翔國民小學

「畫」、「話」、「化」未來幸福生活

高雄市私立立志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部)

家園守護 ♥

屏東縣恆春鎮恆春國民小學

生物多樣性－艾利恩 I (nnovation) 無限

屏東縣新埤鄉餉潭國民小學

陽光旅行－創意太陽能交通模式研究

屏東縣萬丹鄉萬丹國民小學

幸福童年、創意學子〜用想像來構築夢想的權力

宜蘭縣冬山鄉順安國民小學

想像力是我的未來力

宜蘭縣立復興國民中學

由傳統意象邁向未來想像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國民小學

動手玩科學玩具

花蓮縣立自強國民中學

飛舞奇幻之旅

花蓮縣立國風國民中學

友善動物小學

花蓮縣萬榮鄉西林國民小學

萬安永續生態未來概念學園 (第 2 年)

臺東縣池上鄉萬安國民小學

美的學習，建構福原創意『心』校園

臺東縣池上鄉福原國民小學

『舞』『動』未來

臺東縣卑南鄉賓朗國民小學

Pakongko'ay (巴古故愛)：我們的故事－未來竹湖家園和環境 臺東縣長濱鄉竹湖國民小學
加拿「巴里哈巴森」創意學園

臺東縣海端鄉加拿國民小學

走讀臺灣、探索部落－「海闊天空邁向遠端」無圍牆學校計
畫

臺東縣海端鄉海端國民小學

創意科學館－能源科學教育未來人才培育

臺東縣海端鄉廣原國民小學

東海創意人才與未來思考能力培育計畫

臺東縣臺東市東海國民小學

「寶桑－行動友愛，校園無礙」〜愛的夢想家計畫

臺東縣臺東市寶桑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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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山‧讀海‧遨遊藍天－與大自然共譜協奏曲

國立臺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離島地區的創意未來－海面漂浮式風力發電系統於離島沿岸
設置之創意策略計畫

澎湖縣馬公市馬公國民小學

資料來源：未來想像計畫網頁(http://140.119.178.247/HssWeb/wSite/mp?mp=2)

二、啟航計畫：102 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補助計畫清單
【A 類】區域資源中心--補助 2 件計畫
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

高級中等學校未來想像與創意教育區域資源中心【第 2 年計

高雄市立海青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畫】－南區
高級中等學校未來想像與創意教育區域資源中心【第 2 年計

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

畫】－東區
【B 類】單項計畫 -- 補助 11 件計畫
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

此時．彼時－未來世界狂想曲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

「橘綠雙星」創意教學計畫

國立臺中第二高級中學

未來想像跨領域創意思考與 TRIZ 創新發明培育課程計畫

臺北市私立開南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想飛夢工場

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串連知識與創意的高中生問題解決行動方案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協力同心〜培養未來在等待的人才

嘉義縣私立協同高級中學

小智慧大生活．夢想工坊

臺南市私立光華女子高級中學

3D 互動擬真未來教室建構－以機器人科技教學活動為例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CIG 教師專業發展社群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

萬芳「滾動未來」，WanFang Wheels the Future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創意學『苑』 『裡』想未來
國立苑裡高級中學
資料來源：未來想像計畫網頁(http://140.119.178.247/HssWeb/wSite/mp?m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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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領航計畫：102 年度大專院校補助計畫
【A 類】大學小革命 -- 補助 10 件計畫
序號
1
2
3

計畫名稱

申請單位

雙城故事：「樂活合做社」之課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
程與空間實驗方案

學系

藝陣文化 e 創意－家將狂想曲

國立臺東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

(Ⅱ)

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

伯公伯婆牙嘻嘻

國立聯合大學資訊與社會研究

計畫主持人

職稱

顧瑜君

教授

賴亮郡

教授

晁瑞明

副教授

鍾怡慧

助理教授

楊幸真

副教授

所
4

發現美好 ING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
心

5

跨界、出走－性別、護理與醫療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的跨領域社會實踐革命

6

大學生小工坊，宿舍革命微創業 國立中央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徐國鎧

主任

7

吾讀有偶：讓閱讀在彼此的藝想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吳旻旻

副教授

中邂逅
8

藝術蒲公英，N 次方！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藝術中心

廖敦如

主任

9

176．Wowhaha！

建國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系

洪雅雯

助理教授

10

南部創意產業研究生聯合辦公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文化創

楊雅玲

助理教授

室

意產業研究所

計畫名稱
申請單位
Farm 手作：都市合作農園實驗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
計畫

計畫主持人
劉華真

職稱
副教授

2

城市實驗室 Urban Lab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通識教育中
心

邱詠婷

主任

3

互動影音創作藝術生活埕－記
憶地標、互動影音祈願樹

國立臺南大學藝術學院

李德淋

院長

4

創客精神＋極限學習：落實服
務創新於臺科大管理學院空間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

楊朝龍

助理教授

崑山科技大學空間設計系暨環
境研究所

張郁靂

助理教授

【B 類】未來實驗室 -- 補助 5 件計畫
序號
1

營造
5

節能＊創新＊智慧的互動夢工
坊(1/2)

資料來源：未來想像領航計畫網頁(http://www.creativelab.nccu.edu.tw/final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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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續航計畫：2012 未來想像在社大
序號
1

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

從心體驗自然的價值─都市和部落的攜手低碳計畫

高雄市第一社區大學

2

生態雙和未來家園 ING

新北市永和社區大學

3

我們的家園─文山學未來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計畫

臺北市文山社區大學

4

紅土上的夢想家：大肚山海文化復興運動

臺中市文山社區大學

5

開展在地「成人」之美的另類教育

新北市新莊社區大學

6

水美三鶯幸福筆記－推動「守護河川幸福日記－為河川寫
自傳」及「三鶯走路節」計畫

新北市三鶯社區大學

7

人情新北投、再造生活圈〜創新「新北投文化生活圈」永
續綠生活計畫

臺北市北投社區大學

8

行動者的歸來－成人學習者朝向行動者的未來公民之路

新北市蘆荻社區大學

9

天下為「公」－都會區熟齡公民打造未來公益社會培力增
能計畫

臺北市內湖社區大學

10

中高齡志工運用與社區服務創新人才計畫

嘉義市社區大學

打造「幸福綠鄉˙百工社區」文創生活圈
雲林縣山線社區大學
11
資料來源：未來想像續航計畫網頁(https://sites.google.com/site/ficecu/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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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資料來源取自：張月昭（2012）。我的學校是VILLA。師友月刊，544，32-36。

我的學校是

544

封面話題

文圖｜張月昭

臺東縣豐源國小校長

A
L
L
I
V

依山面海的地理環境，有農村的悠閒風味，也有海洋的浪漫風情——在碧海
綠樹藍天白雲間，一幢類似地中海優雅藍白風情的校舍，讓校園氛圍變得
不一樣，也為學校的人、事、物帶來某些改變，這樣的變化其實無比奧妙。

032

以為，只是奉命行事完成校舍重

凰」的豐源國小突然坐擁諸多美譽：

建的任務；原以為，校舍落成啟

「讚啦！七星級的學校」、「水啦！全

用之後校務即回歸正常：學生依舊聽鐘

國最美小學」、「好樣！校舍建築的大

聲上課下課，我仍按照學期行事上班下

突破」、「好驚豔！地中海藍白風情在

班。但，事實彷彿並非如此。

臺東」、「好快樂！師生每天像在度假

原

教育生涯最驚喜的邂逅

村上班、上課」。
校舍落成至今已屆半年餘，來自各

師友月刊
2012.10

從年初開始，臺東市豐源國小猶

方的參觀熱潮和討論仍方興未艾。假日

如亮眼的巨星，剎那間成為大眾注目的

期間校門前的省道兩邊，隨時可見大排

焦點，鎂光燈從四面八方強力投射，人

長龍的人潮和車潮；八月中旬，舊金山

群自全國各地蜂擁前來。口耳相傳、媒

外交部辦事處的長官，也特地來函請我

體曝光、網路散播……，讓「麻雀變鳳

們提供資料，要將這所地中海小學推介

毫未變，而教室採光卻備受影響，活動

傳統造型的校舍，後續反應如此熱絡的

空間反而更窄。和總務幾經思量，也問

確是始料未及；而校舍備受注目，似乎

過相關人員的意見：「並無立即性的危

也為學校的人、事、物帶來某些改變，

險」，最後還是決定把補強經費退回，

身為校長的我，覺得這樣的變化其實無

我們要繼續等待重建的機會。
這場「豪賭」雖然大膽，於今證明

比奧妙。

獲利數倍：退還800萬，換來兩年後的

無關美醜只是老舊

封面話題

給國外媒體。一幢位居偏遠臺東，顛覆

4800萬重建經費，無論如何都很划算！

94年8月遴選到此擔任校長，因上
班車程大大縮減，滿懷抽到上上籤的

「新校舍圖像」抉擇
一個從未擔任過總務主任的校長，

「老背少」校舍，雖有參天綠樹、亮麗

對營建工程概念完全闕如的新手，會蓋

草皮做搭配，卻無法遮掩歲月的痕跡，

出怎樣的一幢校舍？連我自己都很好

老態畢露：龜裂的牆壁、漏水的屋頂、

奇。99年初，得知校舍重建計畫獲准，

不時跳電的電箱、不敷使用的教學空

腦海中浮現許多想法：

間……無關美醜，只是老舊；半世紀前

一、如果遵循傳統、著眼現狀：依據本

的規畫思維，的確不可能符合現代化的
教學需求。其他還有太陽東、西曬的悶
熱困擾，教室靠省道太近的噪音干擾

能深切符合在地特性；但放眼周邊盡是
類似建物，又如何展現校園特色和凸顯
學校教育的主體性？

原則」：中華路上所有學校這幾年
都已經改建完畢，美輪美奐的矗立
在省道旁，為何獨缺豐源國小？
希望校舍改建是社區人士和
校園師生多年來的心聲，97年間終
於出現一線希望，縣府校舍耐震度
評估作業過後，發函欲提撥800萬
經費進行校舍補強工程。但仔細
評估「補強」的意義，只是將柱
子加寬、牆壁變厚，主體結構絲
從另一角度欣賞飛簷造型、曲線邊牆、圓柱水塔的校舍。

fu

的 校 園

等；而最難接受的是「教育的公平正義

地閩客族群建築風格進行校舍規畫，應

033
打 造 更 有

感恩！只是，這民國50年間分期營建的

544

教室兩個前門出入
方向有別，不同動
線，互不干擾。

二、如果跳脫思維、築夢創新： 學校

034

有fu又有愛的校園

依山面海的地理環境，有農村的悠閒風

在教育圈服務了三十多年，深覺

味，也有海洋的浪漫風情。倘若在碧草

「以人為本」才是教育本質；校舍建築

綠樹與藍天白雲之間，營建一幢類似地

尤需站在「使用者」的觀點做通盤考

中海優雅藍白風情的校舍，會不會更符

量，設計符合「人性化」的校園生活空

合「快樂生活，認真學習」的學校願

間。因有了這樣的理念，我們做了如下

景，讓校園氛圍變得不一樣？

的規畫：

三、是原地重建、還是易地新蓋？ 如

一、有關校舍位置： 新校舍位置最後

果是前者，又該如何安置學生？選擇

還是設定蓋在操場，把校園後半部圍起

後者，1.05公頃的校地又有哪些空間可

來進行施工，舊校舍仍可繼續使用，對

用？蓋在原處噪音問題依然無解，校舍

教學活動影響最小。後退數米也可以有

後移勢必影響既有操場。兩案似乎各有

效減低來自省道的車輛噪音。面對家長

利弊，真的很難取捨。
和團隊多次討論，就教多位曾有新
建校舍經驗的校長，再前往幾所風評頗
佳的校園參觀。集思廣益、聽取建言、

「操場毀了」的質疑，我一一解說：未
來雖不再有完整的橢圓形跑道和操場，
但會有大片草皮區，不致影響體能活動
的進行；且因前庭變大，視野更寬廣，
未嘗不好！

評比思考之後，我們決定勇敢堅持一
次，立意蓋一幢不一樣的校舍。於是，
「地中海藍白風情校舍需求計畫書」順
利出爐、建築師如期徵選出列、工程圓
滿發包、動工興建、施工團隊進駐、工
程小組如期督工檢核。於建國百年元宵

二、有關樓層空間配置：六班的小校學

生數未滿百，二樓建築綽綽有餘。把一
至六年級的教室都規畫在一樓左側，進
出快捷之餘，也考量午餐運送的方便和
安全。右側是辦公室和健康中心，讓教

節動土興建的新校舍，在同年聖誕節前
夕完成搬遷和拆除工程，再歷經初驗、
複驗，101年2月整體工程驗收作業順利
師友月刊

完成，師生、家長和社區鄉親於3月間，
舉行熱鬧又隆重的落成啟用典禮，歡喜

2012.10

進駐。

學生洋溢幸福感。
在二樓穿堂進行教學活動的

增
圓形拱柱、曲線圍欄，
添校舍不少浪漫風情。

透氣又涼爽。其中一個前門和走廊非垂
直設計，可以避免室內、室外行進的碰
撞問題，後門則直通後走廊，設有水槽

封面話題

同，可以引進來自各方的風流，讓教室

和掃具櫃。

中間迴廊上二樓，左側是四間專

止方便行進，也是絕佳的戶外展示場。

科教室，提供其他領域教師適宜的教學

拱門和圓柱的搭配，讓廊道空間更形優

場域。佔地兩間教室的圖書室，收藏各

雅溫柔，師生舉頭張望戶外曲線圍欄、

式圖書，兩處臨窗角落設置幽雅的木質

圓弧通廊，隨即感受柔性氛圍，可以舒

地板閱讀區。二樓右側是校長室和電腦

緩緊繃煩躁的情緒。各立柱的邊角也都

教室。教學和行政需求皆一併考量，完

做圓化處理，預防學生撞傷。寬闊開放

整規畫設置。

的廊道更是絕佳風口，只要開門走出室

三、有關教室設計：因各班學生數皆不

外，涼風立即從四面八方拂面而來，十

超過20人，教室空間比傳統教室稍小，

分涼爽。

避免堆積雜物也能拉近師生距離。前後

五、其他空間利用：利用樓層轉角處規

雙走廊的設計兼具避雨和遮陽的效果。

畫多功能集合區，嵌入式的設計與建物

多邊形的教室除大片窗戶外，各設置兩

充分結合，師生走幾步路就可以抵達參

個前門和一個後門，因為方向各不相

與升旗、朝會、表演等活動。透光天井
讓空間舒適明亮，木板地面更是教學活
動和學生嬉戲的最佳地點。洗手間就位
於教學區中間，讓各班學生可以迅速使
用，男女分隔各有出入口，大片玻璃高
居窗面上端，充分採光。二樓洗手間另
加設4間淋浴室，夏天氣候炎熱之際，提
供學生體能活動過後做沖澡，避免室內

多功能集合區富有
悠閒氛圍，符應「
快樂學習」學校願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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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

的 校 園

四、有關室外廊道：設計寬敞的走廊不

打 造 更 有

學和聯繫近在咫尺。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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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校園建築新思維
到學校參訪的媒體和賓客，最常發
問的問題便是：「你們怎麼會想到把學
洋風情。
，呈現海
魚
帶
熱
的
一大一小
的圖案為
教室大門

校蓋成這個樣子？」這真是說來話長，
通常我只會輕輕回應：「可是，也沒有
人告訴我們，學校不可以蓋成這個樣子

汗臭四溢，或燥熱難當，影響學習。大
樓中庭寬闊的穿堂，通路和視野俱佳，
不只提供師生集會、活動、授課功能，
也是學生下課遊樂的好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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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
因緣際會蓋了這樣一幢與眾不同
的校舍，絕不敢自詡為先進，但願能藉
此啟動校園建築的新思維：理想的校園

六、其他相關設計： 舉凡數位教學設

樣貌應該是怎樣？校舍建築最重要的考

施、電源、飲水、網路、通訊、廣播、

量應是哪些？校園空間規畫是否應更彈

保全系統等管線皆整合鋪設，採明管方

性、更多元？建築美學和校園美學又該

式安裝，置於樓層上方管道，再漆上與

如何結合和呈現？還有除了提供師生教

壁面相同的顏色，毫不突兀也方便日後

與學之外，校園還可以發揮哪些附加價

維修作業。另外，校園前庭入口以緩斜

值和效益，讓校舍不只是校舍，校園也

坡道替代階梯，配備直上二樓的電梯，

不只是校園！

符合無障礙空間要求。因是斜屋頂設

仰望浩瀚宇宙之際，有人幻想太

計，樓層挑高之餘也讓熱氣不會滯留底

空的景致，有人談論太空的神奇，有人

層，室內常保涼爽。照明設備皆使用節

卻真正動手實現上太空的美夢。豐源新

能燈管，符應節能減碳、永續環保等綠

校舍另外一個重要的意涵便是：「簡單

校園理念。

的夢想，強烈的執行力」；正因為有縣

進駐新校舍半年來，教師咸認教

府、學校、建築師和建商等各個關鍵力

學環境舒適又便利，教室內外都無比清

量的堅持和努力，這幢特色獨具的校舍

涼。嶄新校舍更深受學生喜愛，每日都

才可以「美夢成真」，矗立眾人眼前。

師友月刊
2012.10

心情愉悅的在校園學習。家長也因為這

竭誠歡迎各位教育圈的伙伴蒞臨本

所知名度大增的學校，備覺尊榮。這所

校參觀，開啟校園建築的新思維和新視

有fu又有愛的校園，的確具體符應「快

野，致力為學生打造一個有fu又有愛的

樂生活，認真學習」的學校願景。

校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