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續循環校園計畫回顧

112年度建構智慧化氣候友善校園先導型計畫申請說明會
暨111年度永續循環校園成果展

主 講 人 ： 邵 文 政
永續校園推動辦公室 協同主持人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建築系 副教授
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0 1 月 1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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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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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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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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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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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標-永續循環校園四大面向與循環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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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循環校園基準內涵

塑造校園與周邊環境共基底，
擴增能資源與生活環境效率，
成就節約循環再生實踐教育，

透過堆疊循環理念，減緩生活環境衝擊
提升最大利用效率、營造永續循環校園

Sustainable, Circular & Living Campus

永續循環校園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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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實踐必須回歸生活

校園為基底出發
重新思索、盤點、探索、研討共識

爾後 築夢踏實

Sustainable Circular Campus 1.探索計畫

2. 硬體示範改造

3. 典範教育中心

擬定校園循環永續教育發展方針與建設示範藍圖

成就地域性校園與社區循環互助共生的典範

建構特色校園循環並轉為特色永續教育根本

資料來源：樹德科技大學李彥頤教授簡報

永續循環校園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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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循環校園推動辦公室執行方式



10/18

1 1 1年度探索及示範學校申請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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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校數探索校數

76校 7校基隆市 國小 市立瑪陵國小

基隆市 國中 市立武崙國中

臺北市 國小 市立萬芳國小

臺北市 國小 市立南門國小

臺北市 國中 市立中山國中

臺北市 國中 市立景興國中

新北市 國小 市立十分國小

新北市 國小 市立雙溪國小

新北市 國小 市立新埔國小

新北市 國小 市立碧華國小

新北市 國小 市立山佳國小

新北市 國小 市立育德國小

新北市 國小 市立南勢國小

新北市 國小 市立國光國小

新北市 國小 市立汐止國小

新北市 國小 市立秀山國小

新北市 國小 市立明志國小

新北市 國小 市立金美國小

新北市 國小 市立青潭國小

新北市 國小 市立瑞亭國小

新北市 高中高職 市立豐珠中學

新北市 大專院校 淡江大學

新北市 大專院校 真理大學

桃園市 大專院校 國立中央大學

新竹縣 國小 縣立南和國小

新竹縣 國中 縣立關西國中

新竹縣 國中 縣立自強國中

新竹市 大專院校 中華大學

苗栗縣 國小 縣立東興國小

苗栗縣 國小 縣立西湖國小瑞湖分校

臺中市 大專院校 中臺科技大學

臺中市 特殊學校 私立惠明學校

彰化縣 國小 縣立埤頭國小

南投縣 高中高職 私立三育高中

金門縣 國小 縣立多年國小

金門縣 大專院校 國立金門大學

嘉義縣 大專院校 南華大學

嘉義縣 大專院校 國立中正大學

臺南市 高中高職 私立長榮高中

臺南市 高中高職 私立南英商工

臺南市 高中高職 私立長榮女中

臺南市 大專院校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高雄市 國小 市立昭明國小

高雄市 國小 市立田寮區新興國小

高雄市 國小 市立忠義國小

高雄市 國小 市立河堤國小

高雄市 國小 市立文府國小

高雄市 國小 市立中崙國小

高雄市 國小 市立鎮北國小

高雄市 國小 市立鹽埕區忠孝國小　

高雄市 國小 市立旗山國小

高雄市 國小 市立興田國小

高雄市 高中高職 市立中正高工

高雄市 高中高職 市立新莊高中

高雄市 大專院校 義守大學

高雄市 特殊學校 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屏東縣 國小 縣立潮和國小

屏東縣 國小 私立崇華國小

屏東縣 國小 縣立大光國小

屏東縣 國小 縣立後庄國小

屏東縣 國小 縣立建興國小

屏東縣 國小 縣立前進國小

屏東縣 國小 縣立仕絨國小

屏東縣 國小 縣立塔樓國小

屏東縣 國小 縣立田子國小

屏東縣 國小 縣立和平國小

屏東縣 國小 縣立玉光國小

屏東縣 國小 縣立滿州國小

屏東縣 國小 縣立水泉國小

宜蘭縣 國中 縣立三星國中

花蓮縣 國小 縣立明里國小

花蓮縣 國小 縣立溪口國小

花蓮縣 國小 縣立水璉國小

臺東縣 國小 縣立興隆國小

臺東縣 國小 國立臺東大學附小

臺東縣 國中 縣立大武國中

1 1 1年度永續循環校園申請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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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循環校園-探索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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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目標 ( S D G s )  1 7項目標

永續循環校園-探索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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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循環校園-示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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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循環校園-示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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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年份 重點發展項目 代表核心學校 施作項目 成就

第一階段
(91-94)

拓展布局誘導鼓勵參與
台東縣新興國小
新北市深坑國小
南投縣社寮國小

▪生態景觀水池
▪教學農園
▪多層次生態綠化
▪雨水再生水利用

1.永續校園廣宣
2.鼓勵校園參與
3.擬定相關改造項目

第二階段
(95-98)

項目檢驗調整與擴大推廣

台北市湖山國小
新北市崇德國小
台南市白河國小
台東縣東河國小

▪再生能源應用
▪多層次生態綠化
▪節水措施規劃
▪透水性鋪面

1.調整補助項目與內容
2.擴大永續校園
3.修正計畫項目

第三階段
(99-102)

節能減碳與防災轉型期

宜蘭縣慈心華德福實驗國(中)小
台南市菁寮國小
台南市新東國小
新竹市頂埔國小

▪雨水再生水利用
▪透水性鋪面
▪健康建材自然素材
▪室內環境改善
▪再生能源應用

1.防救災項目
2.室內環境改善加重
3.能源節約與再生應用
4.透水鋪面與校園減災

第四階段
(103-107)

E化、認證敘獎與轉型

新北市埔墘國小
新北市米倉國小
彰化縣內安國小
宜蘭縣蘇澳國中

▪室內環境改善
▪再生能源應用
▪雨水再生水利用
▪透水性鋪面

1.規劃雲端分享平台
2.設計自我評估系統
3.初擬永續校園認證
4.永續校園國際接軌

第五階段
(108-111)

因地制宜循環

新北市米倉國小
澎湖縣馬公國中
屏東縣泰安國小
高雄市龍華國中

▪校園降溫、通風排熱
▪立面遮陽、校園綠化
▪雨中水資源再利用
▪地下連通儲水系統

1.因地制宜規劃
2.示範校主題規劃
3.擔任交流場域分享
4.永續校園新階段

資料來源：樹德科技大學李彥頤教授簡報

示範計畫各階段代表核心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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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
SC

能源
節約

水資源
與管理

健康
舒適

被動
調適

常態性
防災調
適系統

通風改善

節電作為

再生能源

設備節能
效率提升管理

健康建材

室內降溫作為

光環境改善

雨水利用

中水淨化
景觀澆灌

滯洪與儲流

水與綠降溫

校園鋪面改善

綠化陰影控制

因地制宜作為

室內溫熱調控
自然作法

防災預警

自我維持

災害調適

空汙與熱島

澎湖縣馬公國中：

1. 再生能源創電與降溫，校園

節電率14%。

2. 燈具迴路與器具更換，創造

教室節電作為，節電至少

6%-10%。

新北市埔墘國小：

1. 開口介面改善，配合室內空間調整，

創造舒適通風。

2. 遮陽與導風版的應用，兼具日射熱得

與光害，教室不用窗簾也可上課。

臺南市太康國小：

1. 校園整體水資源管理，整合雨水利

用、中水利用、雨水滯洪、自然儲

流與滲透澆灌，以及鋪面與綠化。

校園再大的雨也不怕，乾旱也不怕。

2. 台南、高雄、屏東的學校積極運用

中水轉換淨化儲留滲透整合性作法，

小朋友洗手就是澆灌。

屏東縣勝利國小：

1. 中庭整體鋪面整合系統，結合

滯洪儲留以及綠化遮蔭，創造

降溫2.5℃以上效益。

2. 熱浮力自然通風、自然採間接

光等，創意高窗與通風百頁，

節電也健康。
資料來源：樹德科技大學李彥頤教授簡報

示範計畫各階段代表核心學校之成果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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