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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立卓蘭實驗高級中學實驗研究組組畏

壹、前當

自古以來建第1買一甚是文性的表

徽之一，是一種人文、社會、生活、

僻和技街的具體單琨 G 其重要性是

它無轉建一個時代整體的精神和內

蝠，藉由配體觀念、空間組織和形體

搏達實質和象徵性的訊息。關如:日

期在台灣興建的小學，以三、問

四合院的教室和走聽噶繞操場，暫

住白宮節奏轉達一種?筆盟主義J Ét0輯

持(其承令，民90) 。

台灣早期完成的中小學授舍，係

時的詩空所需rm聽造，學校建

築不外乎是一米五的走蟬，視野可以

從走廊的注‘頭:宣透另一端;周走露

的一格格方板說是一悶悶

、寬七公尺的教萃，全省各地不論

城鄉，學校幾乎都一模…樣。近幾年

來，教育改革的腳步加速，新的教育

理念、數宵政策促使教師們轉換屆賽

的教材、教法與教學內涵，固有的教

問已經無法滿足新教育思題字所

自主性 o

九二一指霹後迄今，哭?愛最建學

校的新校圖聽築如浴火重生般一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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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得人們無數的驚喜與讀嘍。自

寫這次災蠻，讓教育部驚覺校醫設施

竟如此漿不起天然災害的考驗，除了

檢討過往控器雄第營造通程中

久的體題，並站究相額童話外，要三臭豆

盼聽著i這個大量重建校闊的機會，能

為我們的下一代，打造一個具跨世紀

說野的嶄新學習環境(范與線，認90)

教育部在華攏了學校建築

況與原囡後，織指構患重建的作

法，經 i最鎮密的籌輯與協調，提出

J f乍爵災校草雄的主翰，
期望整合公私龍門的力量來推動

。以「新妓墮動J 精神重錯後的

，里境出異胎傳統學校聽築的風

貌，略按設計凸顯地區五霞、自主蛀與

文化特告，不僅可以看到以原住民

(布農族)傳統的未會意象所設許出來

的教室;在客家聽落中，貝司出現了以

家富樓之空間語彙來營造學校

整體扭闊的學校等等。

本文將以台灣校霞建築的新興範

談論 f新校園j護動j 的精神，藉災單位

層建築重建的機會，讓我們重新思考校

醫錯稱應有的風貌，重新考量校園中的

主體，說?誰聽省思教育中暐有的內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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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新校團運動

一、勸住與願轍

「新校園運動j 最早於盟國八十九

月由民詞團體(人本教育革金會與

都甫改革組織)所提話，是針對災聶校

園重錯醋蘊生的一項社會工程 O 經教

書巨採耕接成為政脖推動災區學校

的行動指軒，並H擴展為實際的行

動。

教育部的理念是:校園絕非只是

棟棟生硬撐冷的建築特克已。枝

，是提供莘莘舉子學習、生活、成

、參與么眾生活的首要場蹺，

滿了各種歡攤、喜悅、汗水、榮耀與

記憶的地方。但是在既有追求幫式、

一元化的填輯式教育體系禮，不僅每

個學生的制造力與生命力受到壓蟬，

校關環境的活潑與多樣性位蕩然無

存。
教育部認為校菌環境本身戲是教

育活動的 A環，一個設計良好、人性

化的校園，更是能夠完整傳連出我們

對於教育改革的理想，舉凡人本教

育、間放教育、小班教學、終身學

、校闊開放、韓色學校等接心精
搏，都應該含括在我們的校撞環境當

中，並成為落實我們教改理和重要的

環節。

此，在i這次大增黨接

作中，讓孩子們沒早重新回到學校盟

教宵單位責無旁貸的

可以給他們一聽全軒的校鹽，

並且將這近隅吉斯校園環境重建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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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說聚為台灣著一技教育改革的觸

角，以成為更藤並且向下深垠的成長

這就是 f新技鸝灑動J 0 

在「新校醫連動j 中，對於;是

校園項建的具體原則如下:

1.確保安全、健康、舒適的無障礙

2. 落實高效能且符合機能的教學環

境。

3. 營建可供作社臨終身學習及景觀

地標之棋心設施。

4. 依據校醫整體規割，推動說國重

建工作。

5. 成立校!盡規章fJ藍建小組，吝實開

放公共參雪慧。

6. 建立校園與學盔、社區資源之整

合與共享模式。

7. 確保校圖重聽期間，學習與

環境品質。

些原臭豆還露出舉程今後將扮演

更積極的角色，除了擺供安全、建

、舒過及萬效能且符合機龍的教學

境外，更能開放並成為社攝民眾進

行路身學習的場所，且具特色的校

景觀質能成為琨方景觀琨標 G 為了達

成新校聽運動目標，教育部號在

優秀的建築揖加入校園重建的行

列，透過專家學者的專業建攏，以及

與地方政府、學校、社盔、及家長等

多方的學參與、互動和溝議( m霸1)，期

能找出過合各個體校重新發展的地方

特色輿論，求(教育部，民89) 。

二、突破與續當

鑑於以往公共工程的設計與發住



露1 黨校聽黨警車攬念矗

品質受到各界質疑，這次的「新校

運動j 的若在混沌濁世中看到的一絲

曙光。 能聽築師區組的「幸哥拉

金作社j 對重大突破自守 f最喜手目標 j

方式，雖然一路走來遷至1不少的

與爭議，但未來品在台灣的么共

與學校聽嚼的營建史上，

地。

(")新校園運動合作社

九年七月教育部公

39所豆豆大輯重建的學校甄還建築師，

總計招待站位認真、熱忱的建裝飾，

重建工作的重J心問始轉移對這25位建

築師的身上。在台灣的建築

可純是第一次有這麼多聽築師同時承

擔類似的業務，可能遭遇類似的問

題，歷史讓姐們成為

再加上都市改革紐績和人本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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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推動「新校儷躍動金1年:rfrt. J 應運

而生。

「新校闡j讓動合作社J 平時透過網

絡與1專真來發行儲訊，作為聯絡溝

的工具，若醫藥大事務時則召集全體

成員共持會藹 o 吟詩校噶運動合作社J

更扮演著與行政單位詰溜工程進度的

管控方式、集體反映合的之不合理

取與修改、舉辦內部學習活動、行文

給行政單位提供良性建議、就專業保

接事宜集體洽詢廠商訪(賢、彙體

賽聞工作進度等等。會作社發揮

基本的驛絡、協調與對外交涉的

能'的確有效地混::["各事務前與?于政

單位問繁誨的交涉工作，逛街

了成員闊的默認(呂欽文，民90) 。

經過i這一次的經驗，建第師們

於學校建樂有著深娟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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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種攝鐘立?學校建築投計 J

'攝聚各方對「學按錯築J

觀注，並建置梧麗資料嘩揖供

多人聽注學校建贅，如Jlt

讓觀念往下蟄垠的途嗤之

(二)最有利標

久以來，公共工程的決標

都採用「最低價標」的方式，因此

格成了選擇營造廠商的唯一標準，

惡性競標，過璋的費將根本

態、有的工程水塑，公共工程的

自然讓慮，這是行政單位

的詞題。惡，往競標往往接正

的轍商卻步，還

騙i裘皮幣的惡性循環 o

有鑑於此，為了懂得

重硨工作，以確保營

的期程，並避免過去校園公

搶標導致品質笛劣

與行政院九二一重

敢說么共工程委員會、;有政

、學者專家與營建么會，

八十九年十月共同

教育部委託營建署代辦乏舍中縣、

縣、南投縣之39所學校，將依據

「政府採購法」中之相關規定，改探以

「最有利標」的方

木工程界中，具么倌 11 、

實務經驗的專業人士、

會，共同選指續價

營這鞍誨，高非如以往般f護

黨低決定。

Jlt-立意良好且於法有據的法標

200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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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少被採用的

屈就大多數公務員之行政

用現制避免變動為原熙，並i自灌掉f圭

和]公務人員可能?國利催人 j 的

?最有幸目標 j 相較於 f嚴也櫻

標j 模式，其許選作

的行政程序。這些

與重連會推動的「

雖然得到專業界一致的肯定與支持，

但是也難以避免行政機關內部的雜

音，及部份營造廠蘭對於政府改革決

心的提慮(自欽文，民90 ;范與綠，

民90 ;當坦正.季其然，民90) 。

在重建學校工程發扭扭J期，許多

事設高挖持著觀望的心態，望111比造成投

譯家數不足甜頻頻?這蟬的境況 o 後來

經過教育部加強宣荐，及媒體聲「最

不IJ標 j 的報導後，營議轍蔣始紛輯

對此新作法產現惰，心，並瞭解遊戲規

則，參與意願大幅提辟，倪使後續推

動漸入佳境，學校之盤磁工程陸續順

手IJ決標 O

參、華青校盤盤築

f谷語 rffiuLJ志苔，可以攻錯J ' 
就學校建葉與校攜規畫J語言，盟內持

有許多實例足供參考，然話要能在建

築藝衛上有所創新，長IJ須觀念:上者所

突破以及不斷地汲取新知。長久以來

國內教育方針以教師為中心，校園設

置為求公平而採用同一規格、同一標

準、月一制度，使得創i造性、多元性

遭受剝奪，也使得相較於美、英、德

等盟的投留鵑放、自由、多樣詞有所



不及(張定貴，民9 1 )。

對於理想校園的樣貌，每個單

位、每個人都有著不同的想像。重建

後的災區學校，校園建築不再是一字

型或門字型的教室 ，教室的設計也不

再是單調的矩形樣貌。在這裡，可以

感受到建築師以各種手法，挑戰舊校

園的概念。以下將簡介四所災區重建

學校的新氣象。

一、南投縣廣英國小

南投縣中寮鄉的廣英國小，以愉

悅的色彩擺脫震災重創的悲情，用橘

紅色的鋼樑撐起雨庇，以亮黃色的圍

牆彩繪教室。除了顏色上的突破外，

「不規則狀」的建築特色更挑戰傳統火

柴盒式的校園規劃 (圖2 ) 。

這樣的特色，有著校園從土地長

出來、與周圍環境水乳交融的意義。

站在廣英國小校門口，看到的是層層

交疊 、不規則的屋頂。校園整體建築

與其背後那座曾用盡全力咆嘯的山巒

一九份二山前後呼應。

圖2 災後重建之南投縣廣英國小

資料來源: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

動委員會，民90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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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廣英國小校園重建的建築師

徐岩奇說 I r山』這個議題，是廣英

要呈現的詩意，面對自然，不要太霸

氣，要有謙卑的心。 J ( 李雪莉，民

90 ) 。 在校園外觀上，建築師徐岩奇採

用德國「有機建築」的概念，把建築

物視為生物，教室、行政大樓.... .不必

一定要對稱、平行，由磚頭砌成的教

室也有生命，在某種環境中，會怎麼

長、就怎麼長，因而廣英國小的牆面

並不必然平行，也衍生出許多小角
落;徐岩奇把小角落設計成小朋友們

探險學習的空間。在英國念兒童心理

學行為研究的徐岩奇認為，設計時最

大的困難，不是人、不是經費，而是

不斷地反思: 一個專屬於兒童的教育

空間，如何可能?書本上、抽象理論

中的兒童教育和開放教育等觀念，要

如何表現在校園建築裡?羅融，民

90 ) 廣英國小就在這樣的深刻反省中

漸漸成形。

二、南投縣潭南國小

南投縣潭南國小自從得到遠東建

築獎後，就屢屢為媒體所報導。負責

設計潭南國小校園重建的建築師，就

是以台中鐵道藝術網絡 120號倉庫設

計案」帽起的年輕女建築師一姜樂

靜。

自大學時代即與布農文化結綠的

建築師姜樂靜，在規劃潭南國小時，

便非常有意識地在設計中，結合當地

的布農文化。考慮的面向有:

l 布農的辨識系統是什麼?

200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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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災後重建之南投縣潭南國小

資料來源: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民90 b 。

2. 可不可能從潭南問遭的山林風

貌、地質、植物的肌理色彩等素

材，建構一種內斂、原始的布農

美學與風格?

3. 傳統的工法如何復興、轉換?

姜樂靜既要找尋布農的秩序，還

要定位小學與社區互動的多樣可能

性J '最後終於設計出「領域清楚，介

面模糊」、「回歸布農文化意象與多元

功能j 的潭南國小，而這起設計圖更

獲得遠東建築獎首屆九二一校園重建

特別獎第三名的殊榮 ( 林琮盛，民

90 ) 。

在校園外觀上，潭南國小就是放

大的布農家屋，傳統布農家屋中小米

倉的位置，姜樂靜設計成知識的米倉

一圖書館 。 在建材方面，姜樂靜則採

用了當地的檳椰竹，甚至以仿布農石

板屋的方式，以石板的堆疊，砌成校

舍的樑柱 (圖3 ) 。

此外，姜樂靜更與一些朋友，將

當地的布農文化整理成冊，除了傳統

布農家屋的設計之外，還包括了布農

族傳統的手工藝編織、潭南社區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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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生植物... .. . 等，藉由校園重建的

契機，從內到外、從硬體到軟體，賦

予潭南國小最豐富與深刻的布農文化

意涵 (羅融，民9 1 )。

三 、 南投縣仁愛國中

仁愛國中是一所以原住民學生為

主的學校，校長本身亦是賽德克族

人 。 在仁愛國中裡呈現出多元的種族

氣氛，大約有近十個族群 。 其中人數

最多的是賽德克族，第二多的是泰雅

族，再來是布農族，這三個族群佔了

全校人口的十分之九，此外尚有閩

南、褔佬、及客家人，最特別的是學

校裡有著苗族、擺夷 . . . .﹒等中國少數

族群的後代，此些大多是具有少數族

裔血統的榮民後代。

在仁愛國中裡學生本身就是豐富

的文化資源。因而在重建校園的契機當

中，學校和富有布農文化淵源的女建築

師一姜樂靜合作，共同攜手打造真有原

住民多元文化的校園實體空間 。

仁愛國中校園的入口，就是祖靈

的眼睛，校長認為有著祖靈看護的校

園，不但安全，在祖靈守護下的全校



師生，更要牢記祖靈的期許與教訓 。

而順著祖靈眼睛的方向，則有個像旗

艦又像弓箭的紅色平頂，那叫 fla一，

do-chiJ '和祖靈的眼睛結合在一起，
可以讓學生更勇敢地往目標邁進 。 另

飯入校舍建築中的紅色樑性，則是精

神象徵，而校園後門的預定地旁，有

一根象徵通達天頂的柱子，這根柱子

不但表現了原住民崇拜陽具的文化，

更可通達天神，祈求天神的庇佑 。

幾乎校園裡的每一面牆、每個樑

性、每塊草皮、每片不同顏色組成的

磁磚，都象徵了不同族群的原住民文

化，在草地上舖設成步道的石板，是

希望學生踏在石板上時，心是樸茁

的、與土地親近的 (羅融，民9 1 )。

四、台中縣中科國小

來到台中縣東勢鎮的中科國小，

重建後的校園與當地客家庄融於一

爐 。 建材上，大量使用當地盛產的桂

竹，就連一樓走廊的閻形拱樓，也刻

意呼應當地建築特色，而充滿清新脫

俗的味道 (圖4 ) 。

圖4 災後重建之台中縣中科國小

資料來源-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

動委員會，民90c 。

由佛光山認養、象集團所設計規

劃的台中縣中科國小，在設計時就朝

向客家風貌 。 因為中科國小位於東勢

鎮，東勢鎮本身就是客家庄，中科里

更以客家人為主，在學校與地方社區

人士的共同參與下，中科國小的客家

特色自然展露 。

中科國小主要的設計規劃由校方

與地方人士主導，有清水的磚柱、寬

敞的拱廊，以及磨石子地板等... ... , 

在校園外觀的設計上，都參酌了客家

傳統的建築風味;而屋頂所鋪飾的桂

竹，以及教室四週所裝修的原木牆

面，更採用了東勢當地的竹材建材，

整個校園，就儼然是個客家庄 ( 圖

象集團代表建築師陳永興表示 ，

在整個規劃過程中，校方與家長的參

與都很深，經過長達半年的協調溝

通，中科國小除了很客家之外 ， 也很

像家，陳永興說，他把教室做成了家

的味道 ， 希望小朋友與老師在充滿客

家風味的教室裡，都能有親切的感

受，並且達成親密的互動 。 因此中科

國小得到遠東建築獎的最佳社區參與

獎 。

除了硬體建築外，中科國小在教

育部九年一貫的課程當中，也以客家

話作為母語教學，讓客家風情滿滿地

盪漾在校園裡 。 家長不只參與觀念上

的討論，在中科國小，家長建立了第

一個社區督工隊，嚴格地要求施工品

質，雖然曾發生中途撤換營造廠的事

件，卻使得施工品質十分完善 。 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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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災後重建之台中縣中科國小

資料來源: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

委員會 ， 民90c 0 

「新校園連動J 強調建築上的設計感，

可是 ， 在短短的幾個月間 ， 建築連帶

釋出教育力量 。

硬體環境的改造 ， 帶動中科國小

的人文氣息。下課鐘聲響後 ， 校園響

起梁祝的中國管弦樂 ， 學生走在教室

後頭一排由紅木構築的棧道上 ， 散步

吹風。在原木與桂竹的幽雅建築裡 ，

學生的氣質漸受陶冶 。

肆、結語

新的校園建築陸續完成 ， 帶來的

是無限的讚嘆與希望 ， 人類的生命因

而受到感動 。 校園建築不再是強勢地

蓋好了之後 ， 師生遷就移入 ， 縱然不

適合但是卻得適應 。 新校園建築以學

生為主體 ， 讓校園建築與圍繞在周遭

的師生開始對話 ， I境教」的境界應

是如此 。 有了富地方特色、內涵教育

理念、貼近孩子心靈的新校園環境 ，

在教育的基礎層面上仍有許多待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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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 。 諸如 :

1. 教育的品質是否也跟著一起提昇

了?
2 這樣的校園建築給了我們不同的

視野 ， 學校因這些建築改變了

嗎?

3 . 全校的向心力是否更強了?

4. 校園氣氛是否更和諧了?

5 教師在這樣的校園建築中 ， 教學

方法是否變得更靈活了?

6. 教師對於教學的內容、教學活動

的設計是否更豐富了?

7 學生沈浸於這樣的校園建築中 ，

更喜歡學校了嗎?氣質是否改變

了?學習成效是否更佳了?

教育質的改變應是「新校園運動」

的終極與根本目標。而教師為責無旁

貸的領航者 ， 具有新思維 、 新教法的

教師將是能否完全實現「新校園運動」

精神的「新校園教師」 。 科技因人類之

需而生，但運用之巧妙純乎人心 ， 主

體性在於人類，人類若沒有豐富的人

文涵養 ， 獨求科技之符合人性 ， 無異

緣木求魚 。 新校園建築便是營建科技

蘊涵人文精神、表現教育理念的出色

創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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