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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校所名稱：國立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論文題目：學校綠建築在校園規劃上的應用-以南投縣埔里鎮水尾國小為例 

畢業時間：2009年 

研究生姓名：姜翠屏                          指導教授：黃惟饒 博士 

論文摘要： 

    由於社會環境及教育理念的轉變，學校建築應以學生的學習環境為主軸，重

視其主體性與需求性，讓學童在校園中快樂的學習與成長。而近年來「綠建築」

已成為世界的潮流與趨勢，是以，學校建築的規劃與設計應加強對自然環境的保

護，將「永續發展」的理念導入校園規劃中。 

    本研究旨在探討綠建築觀念落實在學校建築的可能性，並以水尾國小為例，

分析其學校綠建築的運作情形。本研究主要以文獻分析、訪問及觀察等方法進行

探討。本研究之主要發現如下： 

一、現代性學校建築深受現代性建築的影響，具有權力與意識型態宰制、制式與 

    規格化、階層化取向之特色。 

二、綠建築的校園規劃應遵循環境生態、教育配合、科技態度、健康等原則。 

三、水尾國小之學校綠建築實例分析有以下之特點：在環境生態的規劃上能兼顧 

    校外與校內生態、在教育配合的規劃上展現良好的成效、在科技觀點的規劃 

    上應加強高科技技術、在健康原則的規劃上大致符合自然、舒適、安全之要 

    求，若能在避免危害的安全性上再加以斟酌，則會有更好的安全保障。 

四、水尾國小「開放師生共同參與」、「學校綠建築即教學場景」、「結合校內外生 

    態環境」、「運用低科技技術達致節能」等綠建築的規畫模式值得他校學習與 

    借鏡。 

    根據研究結果，本研究對教育行政機關、學校單位及未來研究提出下列建議： 

一、對教育行政機關的建議有：建立各校的建築資料與成功經驗、充足學校建築 

    的教育經費、辦理學校綠建築規劃相關的知能研習。 

 

 

 



二、對學校單位的建議有：校園規劃的過程應採取參與式的規畫方式、配合學校 

    建築，設計一系列的環保教育課程、運用現代科技以設計出與環境共存的節 

    能空間、加強校園的綠化美化與創造富教育性的校園環境、充分結合社區資 

    源，發展出有特色的校園文化。 

三、對後續研究提出的建議有：擴大訪談對象、以用後評估來強化研究內容、以 

    不同的研究方法增加研究的可信度。 

 

關鍵字：綠建築、學校綠建築、校園規劃、現代性建築、新校園運動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The Application of Green School Building on School Architecture-take the 

Shueiwei Elementary School in Puli as an Example 

Student：Tsui-Ping Chiang              Advisor：Wei-Jao Huang Ph.D. 

Abstract：  

Based on the change of social environment and educational perspectives, the 

school building must focus on pupils’ learning surroundings, subjectivity, and needs. 

This place can provide them happy study and growth. Especially, the “green 

building”has become worldwide  known and acceptable in recent years. Therefore, the 

plan and design of the school architecture ought to be emphasized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earth and include the perspectives of sustainabilies into it. 

This study is aiming to research how the green school building theories can be 

applied to the school architecture, and explore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is school planning 

at the Shueiwei Elementary School after 921 earthquake. The main methods of this 

study are the data analysis, interview and observation. The major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Being influenced by the modern architecture, the monopoly of power and ideology, 

the typification and fixing type, normalization and stratification are the features of 

modern school architectures. 

2.Green school building planning should abide the following principles :（a）th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b）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ducation,（c）the attitude 

of the technology,（d）the setting of the health. 

3.The features of the analysis of the Shueiwei Elementary School architecture are: 

（a）both outer and inner space of the compus were considered in the biological and 

environmented planning,（b）the educational implementain is proved to a satisfied 

condition,（c）the schematization of the technology should be enhanced by the dimention 

of the high technology,（d）the health setting is matched with the needs of nature,  

comfort and safety of the campus’ planning. If the pollution problem can be improved 

greatly, the teachers and pupils’ safety will be better insured. 

4.The achievements of the Shueiwei Elementary School planning on green school  

buildings can be an application to other schools including as:（a）participatory  



architecture,（b）school green buildings as instructional site,（c）connected with outer  

and inner school environment,（d）applied law technology to save energy. 

According to research findings of the researcher, the main suggestions of this 

study are: 

1.The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s on the recommendations includes:（a）to build the 

architecture data and successful experiences on every school,（b）to supply school 

architecture budget sufficiently,（c）to organize the knowledge workshop about the 

school green buildings. 

2.The individnal school on the recommendations :（a）into the process of the green 

school building planning should take a participatory architecture mode,（b）to adopt a 

series of curriculam of th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to school architecture,（c）to apply the 

modern technology to design the school space of saving energy,（d）to emphasize the 

school green and beauty works and create with a good educational school surroundings,

（e）to join the local sources and develop a specific school culture. 

3.The continual research on the recommendations:（a）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interviewees,（b）to apply the “post-occupancy evaluation” to improve the research,（c）

to adopt the various ways to improve the research reliability.  

Keywords：school building, green school building, school architecture, modern  

          architecture, new campus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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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問題與背景 

我國國民中小學之學校建築規劃，普遍沿襲日據時期那種充滿中

心、標準宰制的規劃意識，以便於管理之行政導向，所規劃的結果則

是制式、規格化的現代性建築。民國五十六年，為了因應九年國民義

務教育的推行，增建或改建校舍的需求大增，政府於是公佈了所謂的

「教室標準圖」，此後，所有台灣地區的國民中小學的校舍，均為一排

排整齊劃一的標準模式所取代（湯志民，1993：100）。這種強調一致

性的校園空間忽視了學生的主體性與學習上的需求性，不但很難讓學

童在校園中快樂學習，也不易建立對校園的認同感情（湯志民，1993：

101）。 

學校建築是全校師生進行教與學的場所，也是學童生活與學習的

主要空間，不同於一般建築工程，除堅固、耐用、安全外，最重要的

是以學生的學習需求為依歸（加藤幸次，1993：108-110；林清江，1996：

439；陳伯璋，1993：93）。學校建築規劃與設計上的首要課題，乃是

要為學校師生創造良好的教學與學習環境。 

建立在現代性基礎之上的制式校園建築，確實無法滿足多元化教

學的需求。曾漢珍（1994：87-88）的研究即指出，傳統教育系統是建

立在集體觀感式的教育與固定之教學程序的前提上，落實在學校建築

所依據的設計原理是屬於僵硬的教學空間組織，而以封閉的教室為其

主要型態；改革的學校建築所依據的是彈性的教學空間組織設計原

理，展現出變化的教學空間模式。由於社會環境及教育理念的轉變，

學校建築以至於整體的學校設施應以塑造多樣化的「學習環境」以及

創造有趣的「生活空間」為主軸。由此可見，昔日那種規格化的學校

建築規劃已無法滿足現今的教學需要，是以，符合教育需求的學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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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規劃是當前必須正視的課題。 

此外，近百年來人口激增、工業發達，人類毫無節制地消耗資源，

使得地球環境遭逢前所未有的危機，諸如溫室效應、全球暖化、臭氧

層破壞等，「永續發展」乃成為全球共通的趨勢。可見，「永續性」

（sustainability）概念已明確提升了學校建築設計的境界。「永續性」

並不僅是一個趨勢，它是一項新標準－一個設施發展上重要的進階，

能協助我們節省資源和保護我們今日教導的孩子們的未來（湯志民，

2004：4）。如何使建築物成為消耗最少地球資源、製造最少廢棄物，

並具有生態、節能、減廢、健康特性的綠建築（green building），則

成為全球關注的議題。而學校建築為公共建築的一部分，故學校建築

的規劃與設計應加強對自然環境的保護、導入「綠建築」的理念，以

期減低學校建築對地球環境的負荷。因此，綠建築的基本概念、相關

發展、規劃原則、設計要點在校園規劃上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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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學校建築觀念的改變，反應出學校改革的動力，它同時也是教育

改革理念的具體化呈現。鄰近的日本在 1970 年代以前的學校建築，也

是建立在一種所謂制式與劃一的型式之上，此種型式所反映的教育是

填鴨式的教育型態，然而自 1970 年代之後，一些有理想的建築師，對

上述制式的教育方式產生質疑，因此開始嘗試提供各種學校建築模式

給學校進行改革上的參考，由此乃促成了教育改革－開放學校（open 

school）的誕生（上野淳，1993a：86-87；1993b：106）。反觀我國，

光復後幾十年來，仍一直沿襲著封閉與整齊劃一的校舍配置方式，此

種方式漠視學生的個別差異，完全是單向的填鴨式教學（吳明修，

1997：15），與整體社會開放多元的發展顯得格格不入。黃世孟（1997：

9-11）即指出，今天社會的生活環境變的「這麼多」，為何今天的學校

建築竟然如此保守與落後，改變得「這麼少」呢？好的學校建築是代

表美好而適合學習的環境，也代表教育與文化的特質；幼、少年一代

的人受其薰陶，並產生潛移默化的效果。所以，學校建築所構成的教

育環境，不但影響教師教學效能，更與學童的身心發展息息相關。職

此之故，身為最前線的教育工作者，有需要就教育空間的改造議題加

以關心與研究。 

    經歷九二一地震後，南投地區有許多學校均受災嚴重，必須重建。

在災後的重建過程中，校園重建是一項艱鉅的工程，政府和許多民間

社團都積極投入人力、物力，期望能重新引入現代學校建築的概念，

營造出符合新世紀需求的校園空間。因此，蔚為世界趨勢的綠建築概

念，乃有機會被融入校園重建設計規劃中，成為新校園重建運動中的

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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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在學校綠建築之實例分析上，擬以九二一大地震災後之重

建學校－「南投縣埔里鎮水尾國小」為對象。本研究會選擇水尾國小

作為研究的對象，主要在於此校為學聯會
1
重建模式的重建學校之一，

此模式與傳統建築模式及其他災區重建模式相較之下，是一種另類的

開放新模式，它強調參與式的規劃過程，以及將新的教學理念引入學

校建築，並宣稱整個重建團隊為一學習團體，在都市改革組織（OURs）

理事長曾旭正教授及「新故鄉文教基金會」、「人本教育基金會」等團

體的指導與協助下所進行的重建學校（王元山，2001：8；曾旭正，2000：

122；廖嘉展，2001：3）。尤其，水尾國小係以「水田邊的樂園」作為

規劃之構想，強調重建後的學校是一個學習、生活的場所，提供多樣

的學習空間與機制，形塑自學、自習的學習環境；重視學習生活品質，

以使用者的舒適性為考量；尊重生態環境，有效運用自然條件，導入

環境共生的觀念。從上述的分析可知水尾國小之重建係一種理念的新

模式，又導入學習品質與生態環境的面向。因此值得對此校之校園規

劃與設計理念加以深入分析，以瞭解綠建築觀念落實在此校學校建築

之情形。 

為了深入瞭解國內已完成有關學校綠建築之研究，研究者將目前

已發表之相關實證研究彙整後，如表 1-1 所示： 

表 1-1  學校綠建築相關研究彙整表 

研究主題 研究者 

（年代）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主要研究內涵 

                                                 
 
1
學聯會之全名為九二一埔里校園重建學聯會，係指由新故鄉文教基金會籌設，欲結合南光、育英、

水尾等國小及宏仁國中，成為一學習團體，希望於重建過程中，透過各校建築師與行政人員在重建

過程中分享經驗、互相鼓勵並共同成長，以參與式之做法來進行校園總體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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綠建築中「綠化」

及「基地保水」評

估指標於國民中小

學之應用－以新竹

市為例 

王希智 

（2001） 

新竹市國民中小學

田野調查法 

本研究以新竹市 

之國民中小學為

對象，藉由「綠 

建築」評估方式，

探討現行評估制

度的問題點，檢視

新竹市校園「綠建

築」發展狀況，並

建構完整之資料

庫，以做為未來政

府政策擬定以及

學校行政單位與

建築設計界之重

要參考資訊。 

國民中小學生態環

境基礎研究－綠

化、基地保水、用

水、用電之解析 
林達志 

（2002） 

台南市國民中小學

田野調查法 

本研究旨在解析

國民中小學學校

建築與其他類建

築於綠化及基地

保水評估基準的

差異性，並提出改

善對策以供國民

中小學興建之參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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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都會區新設

國民小學綠建築指

標實踐之研究 

賴明輝 

（2003） 

大地國小 

青山國小 

莊敬國小 

文件分析法 

觀察法 

訪談法 

本研究以桃園縣

三所新設之國民

小學為對象，針對

綠 建 築 四 項 指

標：「綠化量」、「基

地保水」、「日常節

能」以及「水資源」

等加以探討，以提

供未來都會區新

設學校建築規劃

與政府推動永續

校園改造計畫的

參考。 

綠建築生態指標群

運用於台中市國民

小學之評估研究 

蘇泰瑞 

（2003） 

師院附小 

進德國小 

大同國小 

信義國小 

篤行國小 

西屯國小 

惠文國小 

北屯國小 

田野調查法 

本研究藉實際操

作探討現存學校

建築評估中所發

現之問題，以顯出

校園空間特性，針

對既有或新設校

園配置，以及樣本

「生態指標群」的

現況表現，提出提

供改善建議或規

劃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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綠建築評估指標於

南投縣 921 重建之

國民中小學之應用

陳富強 

（2003） 

南投縣 921 重建之

國民中小學 

田野調查法 

本研究藉由實地

調查記錄，針對

「生物多樣性」、

「綠化量」、「基地

保水」、「日常節

能」及「水資源」

等綠建築指標，分

析其實際於重建

校園之狀況，一方

面提出實質的改

善建議，另一方面

藉更多實際調查

之數據資料，作為

日後指標修正之

參考。 

綠建築於校園生態

綠化之研究 

楊錦緞 

（2004） 

新竹市 12 所國民

中小學與南投縣

10所 921重建之國

民中小學 

田野調查法 

本研究以「綠建築

標章制度」中「綠

化量指標」作為分

析依據，探討其改

善校園生態綠化

之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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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實施綠建築以

改善學校建築環境

之研究－以台中地

區為例 
蕭貞仁 

（2004） 

台中地區國民小學

問卷調查法 

訪談法 

本研究以綠建築

指標評析台中地

區國小學校建築

目 前 存 在 的 問

題；並探討未來台

中地區國小的學

校建築若以綠建

築作規劃，應注意

的重點及方向。 

綠建築評估指標應

用在台中縣立大里

高中之實用性研究

顏鳳如 

（2005） 

台中縣立大里高中

田野調查法 

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以台中縣

大里高中為例，探

討綠建築評估指

標應用於該校之

具體成效，以及實

際 使 用 者 對 於

新、舊建築之滿意

度及其需求。 

陳淑芳 

（2006） 

綠建築中「生態指

標群」於台中市高

中職校園之評估研

究 

田野調查法 

本研究針對現行

「綠建築九大指

標」中，與校園戶

外空間最為密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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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高中職 

之 「 生 態 指 標

群」，包含生物多

樣性指標、綠化量

指標及基地保水

指標等三項進行

探討。 

綠建築與生態環境

應用於新設學校之

研究─以新設國立

屏北高中為例 

洪武智 

（2006） 

國立屏北高中 

個案研究法 

本研究先由綠建

築與生態環境相

關理論出發，演繹

對「規劃設計的作

業流程及操作應

注意事項」、「規劃

設計的問題及其

解決策略」、「規劃

設計的工程與生

態教育相結合問

題及其解決策略」

進行研究與分析。

陳淑芳 

（2007） 

綠建築中「生態指

標群」於台中市高

中職校園之評估研

究 

田野調查法 

本研究以台中市

17 所高中職為對

象，針對現行「綠

建築九大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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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 17 所高中

職 

中，與校園戶外空

間最為密切之「生

態指標群」，包含

有生物多樣性指

標、綠化量指標及

基地保水指標等

三項進行探討，作

為改善校園或都

市生態環境之參

考。 

校園綠建築中基地

保水指標與日常節

能指標之評估－以

北斗國小為例 

謝存道 

（2008） 

彰化縣北斗國小 

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是針對彰

化縣北斗國小進

行調查，分成兩部

分，第一部分探討

師生對於校園環

境現況的感受及

綠建築的了解程

度；第二部分則分

析北斗國小綠建

築指標評估中「基

地保水」與「日常

節能」之狀況。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從上述學校綠建築相關研究中，歸納出其探討內容大抵為：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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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建築研究所頒布的綠建築九大評估指標
2
為依據，取得研究對象之

資料，以分析其學校校園規劃符合綠建築評估指標之程度。由此可見，

國內探討有關學校綠建築之研究時，鮮少以教育的角度加以分析。因

此，本研究主要在探討校園規劃中綠建築融入的情形，並檢視其中綠

建築與學校教育的配合狀況，以供國內外學者及實務工作者參考。 

貳、研究目的 

本研究擬以水尾國小為例，針對學校綠建築進行探究，並討論如

何將其應用在學校教育的實踐上。具體而言，本研究希望達成以下目

的： 

一、探討綠建築觀念落實在學校建築的可能性。 

二、探究學校綠建築與學校教育的配合，並以水尾國小為例分析其運 

作情形。 

 

 

 

 

 

 

 

 

 

 

 

                                                 
 
2綠建築九大評估指標為：「生物多樣性指標」、「綠化量指標」、「基地保水指標」、「日常節能指標」、

「co2 減量指標」、「廢棄物減量指標」、「室內環境指標」、「水資源指標」、「污水垃圾改善指標」等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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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待答問題與名詞釋義 

壹、待答問題 

    根據本研究之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的待答問題如下： 

一、 現代性學校的校園建築規劃趨勢為何？ 

二、 綠建築的內涵為何？ 

三、 學校綠建築的規劃原則為何？ 

四、 水尾國小的綠建築規劃情形如何？ 

五、 綠建築觀念落實在學校建築上的可能性如何？ 

貳、名詞釋義 

（一） 綠建築（Green buildings） 

一般而言，綠建築之觀念係著眼於希望逐步減輕建築產業對地球

所造成的傷害與負擔，包括減少資源消費、減低生態負擔、以及改進

室內環境品質等內容。本文對綠建築的定義，採內政部建築研究所（林

憲德，2007：7-8）之見解，即綠建築是「生態、節能、減廢、健康特

性的建築物」。其將綠建築評估分為九大指標，其中「生物多樣性指

標」、「綠化量指標」、「基地保水指標」屬於生態（ecology）；「日常節

能指標」，屬於節能（energy saving）；「co2 減量指標」及「廢棄物減

量指標」屬於減廢（waste reduction）；「室內環境指標」、「水資源指

標」、「污水垃圾改善指標」屬於健康（healthy），並稱此評估體系為

「EEWH 系統」。 

（二） 學校綠建築（Green School Buildings） 

教育部（教育部，2003：12）界定「綠校園」是將已具備環境自

覺及實踐能力的綠色學校，施以綠建築及生態校園環境之改造技術，

使其符合永續、生態、環保、健康原則之校園環境。在學校綠建築的

界定上，本研究採廣義之定義，包括「學校永續建築」、「綠教育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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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成效學校」等各種不同名稱。指的是具有生態、節能、減廢、健

康特性的校舍、校園、運動場及附屬設施（湯志民，2006：17）。 

（三） 校園規劃 

校園規劃即指「學校建築規劃（the school building planning）」

之意，包括「學校建築」與「規劃」兩部分，為一複合性名詞。「學校

建築」係由英文直接翻譯而來，如＂school architecture＂、＂school 

plants＂、或＂school buildings＂等。其意涵有廣狹二義（見解釋

名詞－學校建築），本研究採廣義之定義。至於「規劃」之意，一般將

計畫及設計包含在內。就學校建築規劃的整個涵義而言，可從三方面

加以分析：首先，在規劃內涵上，係以校地的運用、校舍的設計、校

園的規劃、運動場的配置及其附屬設施的設置等為範圍；其次，在規

劃基礎上，其所規劃的場所應符合教育理念，並配合法規、技術、材

料之規範；最後，在規劃的向度上，應考量人、空間、時間和經費等

要素（湯志民，2000：13-14）。綜合言之，本研究之校園規劃定義，

係以教育理念、學校環境和建築條件為基礎，使校地、校舍、校園、

運動場與附屬設施的配置設計能整體連貫之歷程（湯志民，2006：15）。 

（四）現代性建築 

    現代性建築產生於和工業革命有關的技術、社會和文化方面的變

革，現代性建築亦是以現代主義為基礎的一種「現代運動」（modern 

movement）。建築的發展技術朝向以迎合工業量化、規格化、模擬化、

標準化及高度經濟化之現代社會的需要（張世豪，1988：10），在建築

領域上也呈現出技術、功能、觀念、設計與藝術上的大變化。總而言

之，本研究所稱的現代性建築之特質歸納起來具有以下之特色：隨工

業之發展而變化、強調實用功能、促進建築技術革新、呼應建築美學、

擺脫舊建築創造新建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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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校園運動 

    九二一大地震後，為了給孩子們一個全新的校園，教育部積極推

動所謂的「新校園運動」，新校園運動的基本特質可以歸納為「創意」、

「合作」、「參與」等（行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2004：

41）。此外，新校園運動以「確保安全、健康、舒適的無障礙環境」、「落

實高效能且符合機能的教學環境」、「營建可供作社區終身學習及景觀

地標之核心設施」、「依據校園整體規劃，推動校園重建工作」、「成立

校園規劃重建小組，落實開放公共參與」、「建立校園與學區、社區資

源之整合與共享模式」、「確保校園重建期間之學習與生活環境品質」、

「永續發展的綠色校園環境」等為具體目標（轉引自陳明印，2001：

65）。總而言之，新校園運動除重視基本要求，提供師生安全的學習環

境，更傳達了諸如人本教育、開放教育、綠色學校等理念，鼓勵社區

參與，使校園與社區緊密結合在一起，讓永續發展的精神得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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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壹、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以文獻分析、訪問及觀察等方法進行探討。茲分述如

下： 

一、 文獻分析法 

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法，首先探討現代性學校的校園建築規劃趨

勢；其次，探究綠建築之基本觀念與設計原則，以及綠建築在學校建

築規劃上的可能性；最後，以水尾國小為例子，探究學校綠建築與學

校教育之配合。 

二、 訪談法 

本研究擬針對水尾國小重建時之參與者，以及重建完成後之實際

使用者，包括建築師、校長、主任、與教師等進行訪談，以瞭解水尾

國小學校建築之理念，以及重建成果與使用情形。 

三、 觀察法 

本研究擬運用觀察法，針對水尾國小之校園規劃與經營進行系統

性的觀察與記錄，以作為研究之依據。 

貳、研究步驟 

綜合上述研究方法，本研究進行步驟如下，並將研究步驟編成流

程圖，如圖 1-1： 

一、 問題界定 

    主題的確定，界定研究問題的性質、範圍，擬定研究計畫並確定

研究的大綱。 

二、 蒐集文獻資料 

    透過圖書館與網際網路，查詢國內外相關書籍、期刊、論文、研

究報告、以及實施計畫等，以蒐集與本論文相關之文獻資料，作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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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之論理基礎。 

三、 整理撰寫 

（一） 將蒐集到的文獻資料加以描述、解釋與分析。 

（二） 透過相關人員之訪談與研究者實地觀察，針對主題進行探究，

以作為實例分析之依據。 

四、 結論與建議 

    根據研究的結果提出結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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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步驟流程圖 

 

 

 

 

 

 

研究動機及目的 

文獻與資料蒐集 

擬定研究課題 

界定研究內容與方法 

進入研究場域 

訪談調查 實地觀察 

資料整理與分析 

研究結論與建議 



 18

第五節  研究範圍 

壹、研究範圍 

本研究以九二一地震災後，學校與建築師所營造出來的鄉間學校

－南投縣埔里鎮水尾國小為對象，探討其學校建築設計原則是否符合

綠建築之理念，並深入分析水尾國小於此開放新模式的建築主體之

下，有關學校教育的實施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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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現代性學校建築規劃之分析 

本章針對現代性建築與國內中小學之現代學校建築進行分析，並

說明學校建築與教育功能應相互結合的必要性。本章共分成三節，第

一節探討現代性建築產生之背景；第二節探討現代性建築之內涵；第

三節探討現代性學校建築之規劃分析。 

第一節  現代性建築產生之背景 

現代性建築不僅僅是一種新形式的呈現，其實也是一種思維的新

方式。現代性建築產生於和工業革命有關的技術、社會和文化方面的

變革；現代性建築亦是以現代主義為基礎的一種「現代運動」（modern 

movement）。因此，現代性建築產生的時代背景因素，主要分為兩個，

一為近代工業革命所引發的變革；另一為現代主義建築思潮所形成之

現代建築運動，以下就這兩個層面加以析論。 

壹、工業革命的發生 

現代性建築和工業文明之間存在著根深蒂固的關係，直言之，現

代建築根源於工業革命有關的技術、社會和文化方面的變革（鄒德儂

等譯，1999：序言）。張世豪（1988：6-8）即指出，現代建築的知識

觀，主要係奠定在理性主義的自然科學之實證精神上。因此，現代建

築的興起和工業革命有直接的關係。且自啟蒙運動以來，即受到

R.Decartes 理性主義和 A.Comte 實證主義的主宰。十八世紀肇始於歐

洲英國的工業革命，由於科技的引進與影響，使得整個社會和產業的

結構發生遽變，並促進了建築工程技術和材料的快速進步，導致現代

建築成為滿足都市功能，解決新環境問題的「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現代建築便在上述工業革命的時代背景及企圖以科學

方法來解決一切藝術與人文問題之科技機械基礎的延續下，不斷發

展、成熟、而達到鼎盛的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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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現代建築的知識觀，建築師們樂觀地相信工業科技的成

就，相信它是一股新的社會動力，建築的發展便應以新的設計理念的

製造技術，並朝向以迎合工業量化、規格化、模擬化、標準化及高度

經濟化之現代社會的需要。此外，建築師們也相信建築可以充任「社

會工程」的手段，在面對資本主義弊端時，以工業性之量化的經濟住

宅，供給受資本家壓榨的無產勞工的生活需求，平衡社會的階級仇視，

以達到改革社會的目的（張世豪，1988：10）。漢德寶（2004：125）

也指出，十八世紀末，在進入十九世紀之際，工業化所造成的工業社

會是一個悲慘的社會，貧富不均，城市開始有很破舊的貧民窟，他們

的生活經文學家表達出來的是可怕的，因此知識份子感到一份責任，

建築家、設計家們開始從一個裝點生活的藝人身分，把自己提升到一

個可擔當天下大任、有知識份子自覺的角色，這是一個從思想上的遠

見超過職業服務和個人厲害的覺醒。 

其實，在十九世紀之前的一百五十年間，建築係掌握在純理論的

起造者或專業建築師的手中，所謂專業建築師係一種被訓練成能夠繪

出所有歷史風格的建築師，在他們的腦中，似乎從未想過建築物是生

活的場所。就在一個半世紀演化中，在政治、經濟、宗教、技術各方

面都發生了許多驚人的變化，建築真正的機能與目的也發生了難以想

像的改變（蔡毓芬譯，2000：283）。 

  Leonardo Benevolo 以「建築與工業革命」為題的序文中則指

出，世界正在因工業革命發生轉變，改善這個世界的願望全仗於此，

現代建築就是誕生在這樣的一個時刻，當時建築已構築其存在的意

義，而且建築亦因工業社會的變革，在當代社會的重建工作中，自覺

地取得它自己的地位（轉引自鄒德農等譯，1999：序）。 

因此，現代建築運動歸根到底，是近代工業革命引起的社會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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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無數變革中的一項。十八世紀後期，英國首先發生工業革命，到了

十九世紀，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先後走上工業化的道路。社會生產和生

活一切方面都隨之出現了深刻的變化。在整個十九世紀，這些國家的

建築活動中出現了幾千年歷史從未有的急劇變革，機器生產迅速取代

手工業生產，工業生產的鐵和水泥用於房屋建築業，隨後不久，鋼和

鋼筋混擬土成了大型房屋的結構材料，房屋結構由經驗階段走向科學

算計的階段，建造房屋的技術出現革命性的變化。同時，隨著城市的

擴大，社會生活的複雜化，建築物類型大大增加，對房屋提出了多樣

複雜的功能要求（吳煥加，1998b：38）。是以，十九世紀的工業化帶

來房屋建築的新功能、新材料和新技術，總的來說，這是一場由工業

革命引起的建築革命。 

歸結上述分析可知，現代建築係於工業革命的時代背景下，在現

代科學和工程技術上的努力，創造了無數偉大的建築作品與獨特的時

代思潮，形成和傳統有天壤之別的建築綜合。 

貳、現代主義建築思潮的興起 

二十世紀的 20 年代和 30 年代，西方建築舞台上出現了具有歷史

意義的轉變，其中最重要的是現代主義建築思潮的形成和傳播。由是，

一種新的建築觀念漸具雛型，與之相應，一種新的建築風格也逐漸產

生（吳煥加，1998a：13-14）。 

現代主義建築思潮，係從啟蒙時代以來，強調客觀的科學實證主

義為其思想的主流。這與十七世紀以來歐洲理性主義科學的精神方向

是相符的，因此，它可說是一個科學的產物（莊勝利，2005：222）。

由此可見，現代主義建築思潮的理論，係建立在基礎主義之啟蒙運動，

在理性主義（rationalism）與普遍主義（universalism）上的追求

（Owen，199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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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比意（Le Corbusier，1887-1965）無疑是二十世紀最具影響力

的建築師，也是現代建築運動的主要領航員，亦是創造現代建築形式

與國際樣式的主要功臣，被譽為現代建築形式的創造者（form maker）。

他從早期的純粹主義形式到晚期的清水混擬土概念模式，時時刻刻創

造出動人的現代建築空間形式與造型語彙，並竭力鼓吹二十世紀現代

主義建築勇敢向前邁進，掀起了建築革新的熱潮（轉引自孫全                    

文，2004：41-56）。在柯比意的倡導及其他建築大師，如格羅皮烏斯

（Walter Groupius，1883-1969）、密斯（Mies Vander Rohe，1886-1970）

等人的努力與積極投入下，終於形成了上述的「現代主義建築」的理

論與風格。 

有關現代主要建築觀點和主張有過許多名稱，諸如「功能主義」
3
、

「客觀主義」
4
、「國際風格」

5
等和其中包含的美學思想有時被人稱為

「機械美學」
6
。採用哪種稱呼視各人以何種角度來看待它，但是到了

                                                 
 
3
功能主義旨在強調建築的實用功能，所謂「形式跟隨功能」，就是型態的產生是基於它的功能和觀

念。十九世紀學院式建築教育只強調建築的藝術和形式問題，而忽略了功能和經濟的問題，因此，

現代建築欲以完善功能表現在其所處的時代中（吳煥加，1998b：54-55）。現代建築運動的功能主

義風格，反映在建築上的鋼筋混擬土的連續性結構、玻璃牆以及平屋頂三大特徵（Louis Hellman

著，張淑玫譯，1996：110-113）。 

4客觀主義，全名為「新客觀主義」（New Objectivism），出現在二十世紀的前四分之一的藝術風格，

特點為根據機能與材料特性，尋求明晰的造型，表現在對直接寫實性的狂熱，渴望基於物質，不附

加理想涵義，全然客觀看待問題以獲致結果（Kenneth Frampton 著。蔡毓芬譯，1999：130）。 
5國際風格（International Style）一詞首先出現在亨利.西區考克（Henry Rnssell Hitchcock）與菲立

普.強生（Philip Johnson）於 1932 年在紐約出版合著的『國際風格-1922 年以後的建築』，特點為立

體造形設計，排除裝飾，講求比例與直線。在工業設計、室內設計方面也同樣呈現出類似原則的「國

際風格」（Nikolaus Pevsner 著，蔡毓芬譯，1998：179-201；Kenneth Frampton 著，蔡毓芬譯，1999：

248-261）。 
6
所謂機械美學乃指工業革命之後所產生的機械文物，包括了控制人們行為的相關原則，即標準化、

專門化、同步化、集中化、極大化與極權化，這些原則的產生與「機械」介入人類生活層面的程度

有極大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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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來，更多人稱之為「現代主義」。現在又有人在它的前面冠上「20

年代」或「正統」的字樣，以便與第二次大戰後出現的某些新的現代

建築相區別（吳煥加，1998b：56-57）。 

總之，20 年代現代主義的出現，標誌建築史上一個新時期的開始。

現代建築運動本質上是一次建築界思想解放運動，亦即，20 年代的現

代建築運動為建築的發展開闢了道路，直到現在，這個所謂的「現代

建築運動」還在繼續發揮作用（吳煥加，1998b：60）。換言之，現代

主義建築如同一條河，20-30 年代它在崎嶇的山谷中奔流，河道狹窄明

確；50-60 年代，它衝入平原，場面一大，就出現大大小小的分支，流

向不再一致，有的還往回走一程（吳煥加，1998b：25）。 

在現代主義建築鼎盛之際，對它的批評和指責也開始增多。從 60

年代起，世界各地區陸續出現新的創作傾向和流派。他們在理論上批

評 20 年代正統現代主義，指責它割斷歷史，重視技術，忽略人的感情

需求，忽視新建築與原有環境文化的配合和人類與自然、歷史之間的

依存相連關係。在建築形式上，新的流派努力突破「國際式」風格的

侷限。進入 70 年代，世界建築舞台出現新的多元化局面，70-80 年代

其中最有影響的是「後現代主義建築」（吳煥加，1998b：26；張世豪，

1988：8）。 

從上述分 析可知，十八世紀末與十九世紀初的工業革命及 20 年

代的現代主義建築思潮，不但促成世界建築史上前所未有的現代建築

運動，而且在建築領域上也呈現出技術、功能、觀念、設計與藝術上

的大變化，深深地影響東西建築之發展與形式，其中，現代性學校建

築即深受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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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現代性建築之內涵 

    從前節現代性建築產生背景的分析可知，現代性建築產生之遠因

即工業革命，近因則為現代主義所衍生的建築思潮。而兩股力量的交

織匯合滋長，終於成就了所謂的現代性建築運動，在現代性建築運動

的發展潮流中，孕育出了現代性建築的內涵。以下就現代性建築目標

及其特色，來說明現代性建築之內涵。 

壹、現代性建築之目標 

論及現代性建築，賀承軍（1997：15-18）在討論建築的「現代性」

問題時，將現代性建築的目標歸納成三個層面加以說明：規範化的居

住、普遍化的道德，以及形式自律的藝術。 

一、規範化的居住 

代表著理性的功能主義設計原則－建築被要求按照具體的功能、

透過純粹技術的處理，以滿足人們的需求。功能的變化導致形式的變

化，而形式的變化是逐漸進化的，是美好的。 

二、普遍化的道德 

建築必須從對貧民和大眾居住的關懷，進化到對廣大城市文明的

關懷。古典主義建築中的道德，主要關心的是自然、幾何規劃對市民

的道德教化。到了浪漫主義時，則更關心崇高感、悲劇藝術給人類的

震撼力。至於現代性的審美原則，則要求在自由創作的概念下，應該

給人類提供和諧、幸福的共同生活，並在這種和諧的前提下，提供不

受限制的審美形式。 

三、形式自律的藝術 

現代性建築於設計時僅需考量形式上的呈現，而建築所應肩負的

社會責任，以及建築本身所應發揮的功能已不再如此重要。基此，在

建築設計過程中，將內容撇開一邊，無疑是建築史上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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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現代性建築之特色 

現代性建築的發展應以新的設計理念和製造技術，並朝向規格

化、標準化及高度經濟化之需求邁進。現代建築除了力倡建築技術的

社會改革功能，同時也強調建築設計可以用科學研究的理性思考程序

和方法，徹底解決建築形式問題及與建築有關的社會問題（吳煥加，

1998a：290）。 

現代主義建築思潮之所以形成，主要可追溯至 1928 年的國際現代

建築會議（C.I.A.M）的國際組織，共有來自 12 個國家的 42 名新派建

築在瑞士集會。在當時西方社會整個文化界的現代主義思潮影響下，

一種名為「現代主義建築」的思潮和流派在 20 年代末的西歐成熟起來，

並向世界其他地區擴展。從 20 年代現代主義建築許多代表人物的主張

及 C.I.A.M 的宣言來看現代性建築，有幾個重要的觀點（吳煥加，

1998a：289-295；1998b：14-15）： 

一、強調建築隨時代發展而變化，現代建築應該與工業時代的條件和 

    特點相呼應。 

二、強調建築師要研究和解決建築的實用功能需求及經濟問題。 

三、主張採用新材料、新結構、促進建築技術革新，在建築設計中運 

    用和發揮新材料、新結構的特性。 

四、主張擺脫歷史上過時的建築傳統束縛。 

五、主張創造新的建築藝術風格，發展建築美學。 

此外，就形式而言，功能主義反對過去的形式－一切從滿足功能

的分析開始，亦即滿足功能上的需求則必滿足審美的標準。功能主義

以形式的簡潔、純粹為依歸，因而發展出所謂的「國際樣式」的現代

建築風格。而現代建築的國際風格反映出三個基本特色（張世豪，

198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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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強調空體（volume）的骨架構造方式，反對量體（mass）的 

    承重，因此，具有自由開放的平面。 

二、贊同規律性（regularity），主張以一致的規律構建元素，構 

    成基本規則的美學秩序，以符經濟效益。 

三、避免使用應用裝飾，強調機械生產的幾何形式美，以建材本 

    身單純雅潔的質感，來表現建築美學的特性。 

總之，現代建築之特質歸納起來，不外乎：隨工業之發展而變化、

強調實用功能、促進建築技術革新、呼應建築美學、擺脫舊建築創造

新建築等特質。是以，現代建築係在與各種保守建築思潮長期鬥爭中

發展起來的一種「新」建築現象，顯現在建築技術、功能、觀念、設

計、藝術的演變和發展上。至於本研究所謂現代性學校建築規劃，係

包括校舍、校園、運動場及其附屬設備，具有上述現代性建築之意涵

而言。上述現代建築之特質影響在學校建築方面，則充斥著權力與意

識形態的控制、千篇一律的規格化設計，以及與學生主體脫節的規劃

現象。以下即針對現代性學校建築之特徵與狀況進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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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現代性學校建築之規劃分析 

現代性建築之特質深深影響著校園空間的規劃與設計。校園係實

施教學的場所，校園空間之規劃理應符合教育本質、教學實踐、主體

學習上之需求，若學校建築與教育需求背道而馳，則無法顯現其價值

與意義，因此，學校建築與教育應密切配合，以發揮其應有的本質功

能。基此，以下即針對國內中小學之現代學校建築進行分析，並說明

學校建築與教育功能應相互結合的必要性。 

壹、權力與意識型態宰制下的校園規劃 

M.Foucault 認為，空間即權力、空間即知識。在此，最主要的知

識是指美學的、建築專業的和規劃科學的知識。因此，建築、都市計

畫、以及設計物，都是我們了解權力如何運作的最佳例證。就學校建

築而言它不僅只是學術紀律的功能（disciplinary function）而以；

反而，學校生活的其他不同面向因空間技術的引入而改變，諸如：對

學童的區隔、分級、監視和特殊的測試空間等。基此，建築在現代的

權力技術中，扮演著一個關鍵的部分（轉引自陳志梧譯，1994：

376-377）。 

此外，D.Wood 從「地圖權力學」的觀點出發，說明每張地圖都牽

涉了某種觀點及某種特殊利益（轉引自畢恆達，2001：53-54）。建築

設計圖又何嘗不是如此？因此，就校園空間而言，它與校園空間結構、

組織中的歷史、社會意識與結構變遷史等密切連結；空間是權力的闈

場，權力要在建築物中達成目的，而建築是實現權力的關鍵技術。是

以，校園中政治系統、經濟系統及意識形態系統的作用力介入，可說

是普遍而深刻的。 

具體而言，校園空間已成為轉化各種不同權力機制、知識傳遞、

意識形態教化與人格意識培養的共通性場域；而不再只是純粹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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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學習及學生活動場所而已。 

一、社會權力主導校園空間分配 

任何的群體行為與個人思考都必須在一個具體空間內才得以實

踐。然而空間絕不是一個價值中立的存在或是人們活動的背景，從「空

間支配」可以看見「社會權力」（畢恆達，2001：2-6）： 

（一）學校教室「點名窗」的設計，方便行政人員監視教室內 

的教學活動。 

（二）講台與排排坐的學生座椅，只注重教師單向的知識傳 

授，忽略師生與同學間的互動。 

（三）即使取消了能力分班，仍然在同一個教室，利用空間距 

離，分隔好壞學生的學習機會。 

（四）日常生活中的教室命名，也向我們顯示了空間權力的關 

係，及傳達了政權當時的意識形態。 

由此可知，現代性校園空間的規劃，深受權力與意識形態明顯的

介入及影響。亦即，就學校建築上之權力的空間規劃而言，空間就是

權力，其間存在著各種利益、作用力、意識形態與認同上的競逐糾葛。 

二、政治與意識型態之介入 

傳統台灣地區的學校建築規劃與設計，多延襲日據時代的管理規

劃方式，充滿了父權心態下的空間壓迫感；此外，學校當局為了管制

及行政方便上的威權性，也傾向內聚性強的空間規劃，使學校成為圍

牆內孤島型的校園空間型態。其實，政權與意識形態介入學校課程的

情形，也反映在學校建築的規劃上： 

（一）校園標語 

我國退出聯合國之後，總統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勉勵全國軍民同

胞應以「莊敬自強、處變不驚」的精神渡過難關，於是莊敬自強、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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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不驚的標語又大量出現在校園中，連學校建築物也開始以「莊敬」、

「自強」來命名（畢恆達，2001：58-60）。 

因此，若從相機的鏡頭望出去，許多傳統學校的景象位於中間的

是一尊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座式雕像，銅像旁矗立白底紅字的「健身」、

「強國」大型標語，銅像後面的建築物上刻著「毋忘在莒」四個大字，

兩旁分別寫著「做一個活活潑潑的好學生」、「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

人」。對比著正在校園裡追逐嬉戲的學童，這些銅像與標語顯得無比嚴

肅與沉重。 

（二）校園銅像 

綜觀學校校園中的銅像，除了蔣介石之外，最常見的恐怕是國父

孫中山先生了，其他還有蔣經國或是孔子、文天祥、岳飛等古代偉人。

細數這些英雄與偉人，青一色都是男人。顯然，校園中的銅像傳達是

非常狹隘的意識形態，沒有提供多元文化的教育功能，也很少讓女性

有學習認同的對象。 

（三）校園跑道 

在台灣中小學校園處處可見的標準跑道，畢恆達（2001：65）也

認為，標準跑道與教科書標準本，其實源自相同的教育意識形態，也

就是教育與教學評估的「標準化」。我們相信知識有一套絕對客觀的標

準，於是透過國家的介入，編定與審查「正確」的標準知識，灌輸給

所有學生，但是卻忽略了地域、族群與學生的特殊性。然而我們不禁

提出質疑：為什麼小學校園需要兩百公尺的跑道？從體育教學的角

度，小學生為什麼不能只是玩沙子、跳繩、踢毽子、在草地上奔馳、

丟飛盤，快快樂樂的遊戲？為什麼一定要在標準的跑道上跑步來鍛鍊

身體呢？如果跑道變成一片綠油油的草坪，或者兒童的冒險樂園，學

生是否更樂於操練自己的身體？學校畢竟不只是訓練短跑選手的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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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綜上所述，建築就像繪圖一樣，應是多方包容的，透過意像邀約

與避免清楚陳述的設計動力，以腐蝕其內外之間的藩籬，使之更具親

近性，並共存於某一空間，猶如一幅完善的社會－文化地圖，成為各

種知覺的集合體（Liebman＆Paulston，1994：242）。此外，Paulston

（1997：145-146）進一步主張，現代的建築知識概念強調獨斷與直線

式的看法，已遭致後現代主義所排斥；後現代主義視世界為多元的，

應該容許其多樣、差異、重新發明、混合（mixing）之形式上的呈現。 

是以，建築是文化的的綜合表現，後現代主義建築係代表著，工

業革命與資本主義之後，在歌頌高度科技與資訊電腦時代的一種多元

價值觀的社會文化現象；它企圖把人在現代社會體系中所喪失的尊嚴

重新找回來，強調人性的基本需求和人類存在的價值。 

因此，校園空間的規劃與設計，應擺脫權力與意識形態的控制，

而回歸到「學校是什麼」、「為什麼要有教育」、「學校需要什麼教育」

的本質上。 

貳、制式與規格化的校園規劃 

就台灣地區的中小學校建築實務而言，一方面反映了過去日治時

代校園規劃的遺留，一方面受制於學校設備標準與教室標準圖的規

定，因此呈現了制式與規格化的教室與校園空間型態（畢恆達，2001：

58；湯志民，1993：102）。有關現代性學校建築規劃上的不適切性，

畢恆達（2001：58）即指出：台灣的小學校園大都非常制式，一眼就

能看出來：巍峨的校門、高聳的圍牆、ㄇ或口字型的教室、中間是鋪

了 pu 跑道的操場；連校門與大樓的命名，無論是在南投、花蓮或台北

都會，都離不開中山、中正、忠孝和仁愛。這種現象反映了過去日治

時代校園規劃的遺留（如司令台、操場的設置）以及政治意識形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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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如大量的銅像與標語）。 

尤其是民國 57 年國民義務教育實施時，改建校舍的需求大增，政

府公佈了教室的標準圖後，所有台灣地區的國民中小學校舍均為統一

的標準模式（湯志民，1993：101）。此學校建築型態上的變化，引來

了許多對標準型合適性的批評與質疑。 

一、學校校舍標準圖 

（一）標準圖產生背景 

民國五十六年八月十七日，總統  蔣公明令「國民教育之年限應

延長為九年，自五十七學年度起，先在台灣及金門地區實施」，並於五

十七年九月九日舉行台灣省第一屆國民中學聯合開學典禮之後，正式

邁入九年國民教育的新紀元。以台灣省來說，在九年國民教育的第一

年實施中，全省一年級新生有二十二萬九千餘人，要分發到四百二十

九所國民中學去上課；台北市方面，約有三萬七千五百六時三名學童，

要分發到二十八所國民中學去就讀。一時之間，眾多國小畢業生必須

同時分發到國中就讀，校舍問題乃成為急需解決的當務之急（蔡保田，

1977：142）。 

為了加速完成新建校舍，節省建築經費，乃統一建築規格，台灣

省政府教育廳於是頒定「學校建築規劃及設計事項」作為推進學校建

築工作上的依據，並委託當時的省立成功大學建築工程學系，負責草

擬新建國中校舍的標準藍圖，作為校舍繪圖與設計上的參造。採用統

一標準圖的主要考量有以下三點： 

1.在不得降低學校建築標準下，無論山地、平地或離島，均須採標準 

  圖，以維持新建校舍的最低規格。 

2.以標準圖來控制造價，各縣市編列預算較容易。 

3.以反映九年國教在學校建築上所造成的統一與和諧之象徵（蔡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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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1977：402） 

    以標準圖為依歸之台灣省新建國中校舍，其數量與規模之大可謂

創下我國建築史的空前紀錄。全省各縣市七十八所國民中學新建校舍

工程聯合動土典禮，於五十七年元月二十七日在台中縣大里鄉大禮國

民中學舉行，並宣示該年的八月底前必須完工，以利開學。依據統計，

自五十七年學年度至五十九學年三個學年度之中，共建教室六千一百

餘間及若干附屬建築，使用經費共十一億二千餘萬元（蔡保田，1977：

403）。其興建施工時間之短，興建校舍數量之大，與工廠生產線上的

大量生產模式有異曲同工之妙。 

（二）標準圖主要內容 

在標準圖的設計上，普通教室、特別教室（包括工藝教室與自然

科學教室）、圖書室、行政辦公室，以及廁所均有詳細規範，就普通教

室而言，計有下列六項重要規定： 

1.教室長度為 9公尺，寬為 7.5 公尺，合計為 67.5 平方公尺。預定最 

  高容量是為 48 人。每人平均佔 1.4 平方公尺。理想容量為 42 人， 

  每人平均約佔 1.6 平方公尺，較聯合國教科人組織所擬定中學生所 

  佔教室內部面積為 1.65 平方公尺，相差不多。 

2.教室由地面至上層高度為 3.5 公尺。 

3.教室外走廊淨佔 2.2 平方公尺。 

4.粉筆板為弧形，半徑 16.6 公尺。 

5.粉筆板的左側利用壁間作壁櫥。 

6.後牆（正對粉筆板）之上作揭示板，板下設掛衣勾 50 枚。（蔡保田， 

  1977：403-405） 

（三）標準圖對學校建築之影響 

就上述標準圖的規定，周肇煒（1980：108-110）的研究即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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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圖以教室為主、其他校舍為副，除普通教室有較詳細的圖說外，

其他部分的建築物名堂雖多，卻沒有施工圖，不能視為個別設計，只

能視為「規劃」－一個作為工程師參考的數據而已。 

由此可見，依據標準圖所設計出的學校建築，在政府法令「設備

標準」以及建築費用「單一價格」的限制下，學校建築可用「制服」

來形容－設計刻板、形式一致、色彩單調，突顯了制式與僵化的設計

盲點。 

其實，在學校建築的空間規劃上，應提供多元化創造性教學活動

空間上的可能。教育改革中的最大教具就是「學校建築」，良好的學校

建築能促進優質的教學；數十年來台灣的國民小學學校建築已逐漸在

轉型中，今後，若要於國小實施開放教育，需要打破長久以來以「間」

為主的概念，以落實「空間無間」的開放式教學理想（黃世孟，1997：

12）。是以，完整的校園環境，除滿足狹義物質機能條件，如安全性、

實用性及美觀、經濟外，在多元化教育需求中，室內外空間的規劃設

計，均應發揮其空間特性，破除呆板單一的固定模式。 

由上述分析可知，一種現代性制式的校園規劃，不但無法建立學

童對校園的認同感情，更無法滿足教學創新與教育改革上的需求。 

参、階層化取向的校園規劃 

學校建築規劃的階層化可以反映在規劃主體與規劃客體上，以下就

此加以說明： 

一、規劃主體 

規劃主體指的是參與規劃的人員。J.M.Tharsher 在「有效的學校

建築計畫」（Effective Planning for Better School Bwilding）一

書中，曾就學校建築計畫中各參與人員的職分加以分析說明： 

（一）教師（teacher）：描述學生的活動、描述教師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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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使用的資源、描述教學未來的發展； 

（二）學校行政人員（school administractor）：負責計畫之發展概

觀，兼負檢閱計畫、財政的責任； 

（三）教育董事會（board of education）：計畫的最高權威，負責雇

用建築師及學校建築顧問，他們是計畫的最後決策者； 

（四）學校建築顧問（educational consultant）：負責提供計畫的建

議及書面報告，並且為建築師解釋教育計畫說明書； 

（五）建築師（architect）：負責粗略的架構，並擬定初步計畫與最 

      後計畫，尚且扮演著監工的角色； 

（六）社區（community）：協助成立教育董事會，並了解成立新校舍 

的需要、新學校的計畫程序、以及計畫和施工進度，提出對教

育的期望，以人民團體的身分非正式參與計畫； 

（七）學生（students）：扮演的角色為：參與計畫小組、提供學生特 

殊需求的訊息、協助活動區規劃之說明、向社區反應學生的需 

求。（轉引自湯志民，2000：90-92） 

由此可見，學校建築計畫是一個複雜的動態歷程，自調查、規劃、

設計、發包、施工至完工驗收，都必須由許多不同的專業人才共同合

作、貢獻心力、才能順利完成。因此，建築計畫是一項民主參與的工

作，自調查資料提出後，就需要搜集教師與學生的意見、學校行政人

員與教育顧問良好的規劃理念、以及家長與社會人士的看法，再加上

教育當局的政策、與建築師的精心設計和工程師的認真施工等要素，

才能完成理想實用的學校建築。 

然而，就現代性學校建築的規劃歷程而言，係一種由上而下的規

劃方式，學校的建築師與學校的校長、總務主任等，是握有行政實權

的少數幾人，規劃案通常由他們來決定，此種規劃方式，充其量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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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少數行政人員的辦學理念，而無法讓有關人員廣泛參與。 

由此可知，過去校園營建計畫的參與者大部分是學校行政主管及

專業規劃者，並未提供主要的使用者參與的機會，此種由行政主管官

僚及專業規劃者所做成的校園決策參與，在複雜的校園使用需求與民

主開放的趨勢下，已出現了許多重大缺失，早為規劃學者所質疑與檢

討。 

二、規劃客體 

規劃客體指的是規劃的結果。李正偉（1995：119-121）指出，在

校園空間環境中，明顯存在著管理者與被管理者、規訓者與被規訓者

之「階層」，此階層以「中心」與「邊緣」的型態呈現。前者以一種特

殊的空間區位分布方式，位於校園空間中的特殊位置中心，此種「中

心」通常是意指：藉由特殊化的機制結構與管理，所形構而成的特殊

組織體系。所以它通常扮演著統籌、決定整個學校運作與決策中心的

所在。而相對於「中心」那種去中心化（decentered）之「邊陲與邊

緣」，則呈現出其相對於中心的反支配、反控制、及不安定的特質。在

邊陲與邊緣的場域裡，找到了對抗中心與挑戰中心的機會，使得它在

中心的重重監視、層級管制下，尋得了重構、重新解讀中心意義與意

識形態的機會。 

「中心」通常顯現了以下幾個面向： 

（一）它是學校的行政、決策中心所在：於組織體系上，它形成了以

校長為主的行政體系，下轄有教務、學務、輔導、總務及老師。

所以它在空間組織體系上，形成了校長室、教務處、學務處、

總務處、輔導室以及各年級及各科老師辦公室； 

（二）它是整個學校廣播、視聽的控制所在：它決定了廣播發言的內

容、方式與發言的對象。所以在空間形式上，它除了擁有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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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聽的控制室外，對於播音位置的選擇、播音設備的裝置地點，

及發音、視聽接收對象的控制與選擇，通常亦由這個中心所決

定與控制； 

（三）在這中心區位的形成中，通常亦伴隨有其他相關附屬設施與空

間的存在，如除了行政空間外，有時亦會有如：校史室、川堂

中的全校性公布欄、中庭、或偉人銅像等空間的存在； 

（四）在整個校園的空間組織結構及空間形式的表徵上而言，此「中

心」通常亦會藉由其在校園空間組織上的區位關係，顯現其「空

間組織、形式」與「社會組織、管理宰制力量」間的關係。（李

正偉，1995：120） 

此種「中心」的意識形態，在我國許多學校的空間區位裡，通常

會以一特殊的軸向關係，將此「中心」區位，置於連接由校門口、偉

人銅像而來的動線後，再由此中心去聯結代表意識形態教化所在的升

降旗操場，而形成由「校門口－偉人銅像－川堂－行政大樓－中庭－

升旗用之運動場」的特殊聯結方式。 

上述中心的存在，也使得校園空間中的某些領域，成了學生的禁

忌區，或成了管訓權威的展現場域（李正偉，1995：120）。然而，屬

於學生個人主體的恣情宣洩場所，只能存在校園中偏僻的死角，諸如

圍牆邊、垃圾場邊、地下室、屋頂的樓梯間或荒涼的地方（李正偉，

1995：122）。 

基於對校園空間「中心」與「邊緣」階層現象的思考與反省，意

識形態化的空間規劃機制，應該給予重新定位與檢討，絕對不能讓學

生的尊嚴與身心受到傷害；就 Milovanovic（1995：19-20）的觀點，

現代主義者的「主體性」主要是建構在意識、整體、一元的基礎上，

後現代主義者的「主體性」則建立在開放的、快樂的、遊戲的基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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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校園規劃應以開放的參與融入學生的主體需求。 

是以，理想的學校建築規劃應該兼顧規劃主體與客體上的需求。

不但要讓所有相關人員透過民主的歷程，共同參與；而所規劃出來的

校園空間，也應符合學童身心上的教育需求。然而，就以往學校建築

而言，其規劃案是由建築師與行政人員少數人所決定的，係一種集權

與行政導向的決定方式；而所規劃出的校園空間，亦明顯呈現階層現

象。此種規劃方式，實無法滿足開放與多元教育的需求。 

可見，校園空間的規劃不能自外於教育本質、教學與學生需求而

獨立存在，因此，學校建築應如何符合「教育需求」，是設計規劃考量

上的首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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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綠建築在學校建築上的應用 

現代主義之現代性建築遭受建築界與環保團體的質疑與挑戰，強

調節能、風土、生態等環境設計理念的綠建築掀起了全球評估的熱潮，

現在更融合了最新的地球環保評估與生命週期評估（Life Cycle 

Assessment），而成為嶄新的建築學體系（林憲德，2006：29）。本章

擬就綠建築產生的背景因素、綠建築之內涵和規劃原則以及綠建築在

校園規劃上之應用加以剖析。是以，本章共分三節，第一節探討綠建

築產生的背景因素；第二節探討綠建築的內涵；第三節探討邁向綠建

築設計的校園規劃。 
第一節  綠建築產生的背景因素 

綠建築的產生並非一夕形成，有其背景因素，包括世界能源危機

的衝擊、反現代性建築思潮的興起、地球環保危機的反思、以及建築

產業對環境破壞的反動等因素，以下就這些背景因素加以論述與說明。 

壹、世界能源危機的衝擊 

綠建築的思潮最早起源於 70 年代的兩次世界能源危機，當時因為

石油的恐慌，興起了建築界的節能設計運動，同時也引發了低能源、

生態等建築熱潮，並逐漸形成了今日最新的綠建築理念（林憲德，

2006：4）。 

1970 年之前，全球經濟空前的繁榮，市場一片鼓勵消費以刺激建

設之聲，甚至打出「消費就是美德」的口號。那時正是建築現代主義

最盛行的時候，建築設計朝向全面機械化、設備化模式，這種現代性

建築之設計充斥全球，糟蹋著地球資源（林憲德，2006：4-5）。因此，

人類轉向追求生生不息的住家設計模式，如在第一次能源危機之次年

（1974），美國米里蘇達州就建造了一座標榜「生態建築」的住宅－以

Ourxoboros 命名，顧名思義，就是希望能達到完全與環境共生而自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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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足的住家環境－使住宅設有太陽能熱水系統、風力發電、廢棄物及

廢水再利用系統等生態設計，也採用了草皮覆土屋頂、溫室、浮力通

風等自然誘導設計（林憲德，2006：1-2）。上述這種「誘導式太陽能

設計」就是建築界打破機械萬能的迷思，使得奢侈浪費的建築界開始

注意到「節能」設計的重要，此種體認在美國興起了一股設計風潮。

此外，各國政府也在能源危機下，積極制定建築節能設計法，以加強

節約能源及改善建築品質之目的（林憲德，2006：5）。 

由上述可知，在世界能源危機的衝擊下，綠建築思潮乃應運而生。 

貳、反現代性建築思潮的興起 

能源危機所帶來的衝擊，喚起了廣泛的環保意識，也促使跨國環

保組織的成立，然而，在建築上能源危機所引發的衝擊，並非止於「節

能設計」而已，更因此牽動了兩大思想脈動，其一就是「風土建築」

（Vernacular Architecture），另一就是「生態建築」（Ecological 

Architecture）（林憲德，2006：6）。形成所謂「風土建築」的脈動，

是因能源危機的衝擊而不滿於現代建築一味追求巨型化、設備化、人

工化的思潮，並反對國際建築形式完全不考慮氣候風土、地方建材，

而產生無個性、無文化的建築風格。畢竟「節能建築」的最高境界在

於師法自然、順應風土。「風土建築」的脈動，尤其受到異類建築思想

大師 Bernard Rudofsky 1964 年的名著「Architecture without 

architects」所震撼，使得一些環境設計者紛紛轉向那種沒有受到近

代文明污染的「原始建築」、「傳統建築」去追求靈感，去挖掘「地方

風格」、「鄉土特色」，使「風土民居」的研究蔚為風尚。此種由能源危

機所連動的「風土建築」脈動，不但引發所謂的「地域主義」

（Regionalism）風格，並賦予新建築許多令人感動的鄉土語彙，使建

築界充滿了人文關懷，可說是晚近現代建築史上最重要的活力泉源（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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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林憲德，2006：7）。 

另外一股所謂的「生態建築」，可說是對機械文明提出嚴重控訴的

環境設計理論。「生態建築」萌芽於 1960 年代的生態學，生態學強調

生態系是由氣候因素、無機物、有機物、生產者、消費者及分解者等

六種成分所構成，彼此交互作用，使得大自然有一股巨大而持續的作

用力，而形塑地球現在的風貌。因此，生態完整性的綠色建築，更將

上述六大要素融入設計中（湯志民，2003：44）。由此可見，「生態建

築」強調使用當地自然建材，盡量不使用近代能源及電化設備。 

是以，源於生態學的「生態建築」，係受到生物鏈、生態共生思想

的影響，對過於人工化、設備化環境提出徹底的質疑。（林憲德，2006：

7）。總之，生態主義的建築思想，強調生態學的整體論（Holism），視

自然是一開放系統，倡導自然是複雜網脈、連續變化、相互牽連的總

體論（陳玉峰，2000：44）。此種「生態建築」所形成的脈動，正是主

宰著日後「綠建築」的先鋒。 

參、地球環保危機之反思 

1980 年代以後，生態環境的理念更進一步地擴大至地球環保的尺

度。由於人類毫無節制開發與消耗資源，使地球 CO2 的濃度逐年劇增，

造成地球高溫化、臭氧層破壞、森林枯絕、物種流失、海洋污染、淡

水減少、氣候異常、酸雨傷害、水土流失、森林銳減、垃圾污染的現

象。吳惠國（1999：4）即指出，全球環保問題之所以引起重視，乃是

工業革命後，人類追求經濟成長，不斷污染環境、破壞資源之後的反

思。現代文明的成就，漸漸顯出其對自然界產生負面影響，在我們要

求科學、現代化文明的同時，務必認清這些現代文明產物的背後，對

自然生態造成危機的訊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美工業生產突飛

猛進，由工業化而產生許多環境問題，例如空氣、水和土壤污染、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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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性廢料及其他毒性物質之氾濫。尤其是環境災難的頻仍發生，使世

人深感環境危機日益嚴重，而促使人類關懷地球環境。到了 21 世紀，

地球的環境已被我們破壞幾乎萬劫不復了，回歸自然的呼聲才使建築

科學的重心回到「綠」的觀念上（漢寶德，2008：24）。這一股清流，

逐漸的形成一股超大型的社會良知運動，影響深遠，建築自不例外，

影響所及，建築界隨著國際社會動向，掀起了一陣環保熱潮。 

經濟全球化更加速地球環境危機。1990 年以來，隨著柏林圍牆倒

塌、世界共產國家的解體，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逐漸加強所謂新

經濟自由主義的觀點，並積極促使政府管制的放鬆，開放了「經濟全

球化」之濫觴。舉凡世貿組織、世界銀行、八國高峰會議、歐盟等國

際組織，無不努力於消除保護主義、建立自由市場，加速全球化之發

展。然而，1990 年以來的亞洲金融風暴告訴我們，全球化非但不是經

濟萬靈丹，反而是地球社會、經濟、政治、環保秩序的亂源。全球化

同時加速了地球環境風險的全球化，造成全球生態環境的累積性破

壞。由此可見，自由經濟的全球化，顯然已造就了經濟危機全球化的

降臨（林憲德，2006：13-16）。 

因此，如何使建築物成為消耗最少的地球資源，製造最少廢棄物，

並具有環保減廢特性的綠建築，則成為全球性的議題。 

肆、建築產業對環境破壞的反動 

建築產業對環境的破壞是超乎一般人想像的。根據歐洲建築師協

會的估計，全球建築相關產業消耗了地球能源的 50﹪、水資源的 50﹪、

原材料的 40﹪、農地損失的 80﹪，同時產生了 50﹪的空氣污染，42

﹪的溫室氣體、50﹪的水污染、48﹪的固體廢棄物、50﹪的氟氯化合

物，顯然建築產業是造成地球環境危機的主角之一。（林憲德，200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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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國大陸而言，建築產業在中國曾造成嚴重的農地損失，以 2000

年為例，每年因生產黏土磚毀田五十萬畝，同時消耗七千多萬噸標準

煤，這使得中國人平均耕地快速減少。還有，因為 RC 建築市場對於砂

石的大量需求，造成一片濫採砂石之風（林憲德，2006：16-17）。由

此可知，建築產業破壞山林之鋸。 

此外，建築也是高污染、高耗能的產業，其一磚、一瓦、一鋼筋、

一玻璃都是環境破壞之源。目前亞洲工業化國家建築產業的環保問

題，在於大量暴增的 RC 建築市場。RC 建築物不只在水泥、煉鋼、燒窯

之建材生產階段產生高污染，在營建過程及日後的拆除廢棄物之污染

也非常嚴重（林憲德，2006：19-21）。 

有鑒於建築產業本身對環境污染與破壞的危機，世界自然保護組

織、世界環保與發展會議，以及地球高峰會議等，乃提出人類永續發

展策略，獲得全球共鳴。此乃顯示地球環境破壞已不容忽視，同時也

顯示解決環保問題的迫切性，因而亟思在建築產業謀求改善之道，追

求建築永續發展的綠建築乃成為世界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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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綠建築的內涵 

隨著環保意識的覺醒，綠建築已成為全球的趨勢，一棟綠建築，

除了對地球環境是友善的，對於居住於其間的人們也是健康的。綠建

築是一種觀念，其主要旨趣，乃在於達成珍惜地球資源，並與自然和

諧共存的目的。尤其，作為學生學習上最重要的教學空間－學校建築

應如何規劃，以符應「綠建築」之規準，並構築一個理想之校園，實

值深入探討與了解。 

本節擬就綠建築之內涵與評估指標系統加以闡述，說明何謂「綠

建築」？其內涵與相關概念為何？以及綠建築用以評估的標準為何？

以作為進一步分析的基礎。 

壹、綠建築的內涵 

一、綠建築之定義 

綠建築不僅是一種無形的觀念而已，不但能將理念付之實踐，也

已成為國際學術用語。綠建築的定義為何？學者專家和有關單位各有

不同解讀（轉引自湯志民，2003：14-15）： 

（一）美國綠建築顧問委員會（US. Green Building Council）：綠建築

是設計、構造及使用均能適宜環境、經濟、健康的建築。 

（二）D.Kozlowski：綠建築即建築物透過精密的設計，而達到使用最

少能源、最大日光的標準；室內空氣品質高且溫度舒適；保存

水資源；材料再利用；減少土地開發，並提供居住高度舒適感。 

（三）陳俊言：綠建築觀念是為了使自然環境與人造環境和諧共存，

避免消耗過度資源且危及萬物的生存，以達成永續發展的目

標。而實踐上則以節省能源為首要課題。 

（四）內政部建築研究所：綠建築係指在建築生命週期（由建材生產

到建築物規劃設計、施工、使用、管理、及拆除之一系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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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消耗最少地球資源、使用最少能源及製造最少廢棄物之建

築物。最近則將「綠建築」重新定義為「生態、節能、減廢、

健康的建築物」。 

此外，徐易男（2005：217）亦對綠建築提出簡要明確的定義：「所

謂綠建築，即是在對有限的地球資源作效率的使用，避免破壞與濫用，

並達成個人、社會及自然共存共榮及永續經營發展為目的的理想環

境。」 

綜合上述觀點，本研究認為綠建築的設計旨在減少資源消費、減

低生態負擔，以及改進室內環境品質，其目的即是減輕這個產業（建

築業）對地球所造成的傷害與負擔；因此，綠建築之基本立意可說是

滿足人類最小需求，以歸還自然最大的空間，強調永續發展與環境共

生，且最重要之處乃在於綠建築必須與生態環境相結合，才能讓人類

及其他生物真正和諧共存。 

二、綠建築之相關概念 

近年來與生態相關的議題，已引起綠建築學者專家之關切，然因

觀念、技術以及地域之差異，而衍生出不同名詞的定義，以下再就綠

建築之相關概念進一步加以闡述，以便對綠建築之定義有更深一層的

了解。 

（一）永續建築（Sustainable Buildings） 

永續建築強調的是永續發展的建築規劃，永續發展的基本定義是

「能滿足當代的需求，同時不損及後代子孫滿足基本身體需求的發展」

（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2002：2）。因此，在永續發展和環境保護之

理念價值下，學校建築規劃設計或環境管理，以使未來校園成長與生

態環境之間達成平衡，也成為重要的課題。 

林明瑞等（1999：249）曾對永續校園進行研究，並提出永續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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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設計應包括以下要點： 

1.如何使學校經濟條件得以永續經營； 

2.如何經營校園環境，使其在衛生、環保、安全、方便性及情境教育等

方面，適合全校師生長期生活在其中，即「校園環境之永續」； 

3.校園內進行環境永續教育教學； 

由此可見，永續發展的校園，除強調經濟的面向以外，最重要的

是發揮學校重要的環境教育功能。 

Bolin（2003：42-46）、湯志民（2003：16）則從系統化歷程的

觀點來看永續建築，其指出創造一個永續建築絕不僅止於將太陽能板

放在屋頂上，綠建築設計的系統化歷程有六； 

1.需求極小化（miniize demands）：亦即考量如何去減少設施所需的能

源、水和物質，此一分析應檢視建築物方位、建築容積和表面面積

的關係，以及建築外層的設計和組成：節能的採光措施、水回收系

統的使用，與每一項策略在能源換水需求與建築系統互動上的影響。 

2.使用消極系統（use passive systems）：亦即檢視如何去協同其他消極

技術作為調節建築的方式，包括日光、自然通風、沒有製冷的機械

通風、蒸氣式冷氣和消極的太陽能暖氣。 

3.有效配合積極系統（optimize active systems）：因為消極系統無法提供

建築運作需求的所有能源，應尋求配合策略去搭配機械、電力和配

管系統，其目的在減少資本費用和增進建築運作效力。 

4.考量無害的環保替代能源（consider environmentally benign power 

alternatives）：如考量使用當地再生能源（an-site renewable energy），

例如太陽能板等。 

5.垃圾減量（mitigate waste）：垃圾減量包括使用本土的、廢棄和回收

再利用的建材，以及環保與無毒性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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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客觀評定（objective ratings）：如美國綠建築顧問委員會（U.S.Green 

Building Council）發展出來的「能源和環境設計領導（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LEED）」綠建築計分系統，是一個

用來發展高成效的、永續建築之有關設計歷程的極佳工具。 

（二）生態建築（Ecological Buildings）： 

校園規劃之生態觀是學校經營要能夠永續性的重要面向與指標，

生態學是校園綠化的理論基礎之一，依據生態的觀點，自然界乃為一

無形的平衡系統，因此，學校宜加強環境教育，首要之務宜從生態保

護著手。是以，從整體的校園規劃中追求「永續生態」發展趨勢，已

成為學校校園規劃的重要考量與必然走向。 

廣義的校園規劃生態觀應包含「生態」、「節能」、「減廢」、「健康」

四個面向（李美華，2002：221-236；林憲德，2002：129-137），尤其

學校將生態永續發展作為校園規劃的重要內涵時，推動「綠色學校」

的設計理念，即不僅止於校園的綠美化而已，更包括了整個組織文化

及氣氛的改變。亦即，綠色學校所倡導的是一種參與式、生態化的校

園，學生可以從環境中學習事物，並將學習結果融入到生活中。 

（三）健康建築（Healthy Buildings） 

論及健康建築，根據湯志民（2003：16）的研究，必須含蓋四個

要項： 

1. 物理量測量質：如溫度、溼度、通風、換氧效率、噪音、光、空氣

品質等。 

2.主觀心理因子：如佈局、環境顏色、照明、空間、使用材料等。 

3.化學性。 

4.生理量。 

    建築必須以人類生活的健康、舒適為考量要點：對於居住環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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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全面性、系統性的環保設計，並強調與地球環境共生共榮的環境設

計觀、以及追求永續發展的建築設計理念（湯志民，2003：50）。學校

是教育的場所，學校建築對於健康規劃的想法，有一定的安全考量，

並以師法大自然為上乘。例如，美國的健康學校（health school），

其實是學校綠建築的一種，其中心概念大致以生態、能源、減廢、健

康和教育為核心，尤其重視室內空氣品質和晝光（daylight）的運用

（湯志民，2003：34），美國的健康學校就是師法大自然的例子。 

    從上述綠建築的相關概念之探討可知，綠建築真正之目標即為永

續性，亦即一個真正能提供人類生計與萬物共生共存的發展願景。然

而，因為人類的破壞，使地球環境逐年惡化，如建築未能積極發展出

有效的因應之道，將導致全球環境異化的現象，深入影響都市生活環

境與人體永續生存之基本要件。尤其是最近受各國關注的全球暖化議

題，深入探究全球暖化的原因，即 CO2的排放，全球暖化的結果造成氣

候改變，並帶來包括海岸流失、天災加劇、缺糧缺水等災難。大氣中

CO2的製造與建築營建有深厚的關聯，因此，如何使建築物成為消耗最

少的地球資源，製造最少廢棄物，並具有生態、節能、減廢、健康特

性的綠建築，乃成為全球關注的議題。而學校建築為公共建築的一環，

也是教育的場所，學校建築的規劃與設計，融合綠建築與相關環境教

育和環保問題便成為世界各國關注的焦點，如永續學校（substainable 

school）、生態學校（eco-school）、綠色學校（green school）、健康

學校（health school）、高成效學校（high performance school）、

智能學校（smart school）和種子學校（seeds）等等，乃如雨後春筍

般應運而生（湯志民，2003：12）。 

    綠建築不但成為各國政府單位的焦點施政，也成為全球學術會議

的核心議題。有鑑於此，我國行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乃於民國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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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成立，經建會將「綠建築」納入「城鄉永續發展政策」之執行重點，

內政部營建署也透過「營建白皮書」正式宣示將全面推動綠建築政策，

環保署亦於「環境白皮書」中將推動永續綠建築納入。民國 87 年內政

部在所召開之「全國能源會議」作成結論，訂定「綠建築與居住環境

科技計畫」據以執行，更於次年訂頒「綠建築標章推動使用作業要點」，

供各政府機關興建綠建築之參考。隨後發生之九二一震災之「新校園

運動」更以「永續發展的綠色校園環境」作為校園重建的具體原則之

一（湯志民，2003：13）。雖然成效不如預期，但已將永續校園的種子

播灑下去，尤其開啟「教育」與「建築」的對話，讓學校建築改革有

從本質出發的可能（張凱評，2005：72）。 

貳、綠建築的評估系統及其指標 

    綠建築的評估體系，旨在提供方法，針對當地建築是否達到節能、

永續、環保之性能標準，加以計算、分析與評估。因此，綠建築之評

估系統不但是個判準的參照點，也是一種鑑定工具，在綠建築的品質

管制與發展上至關重要。以下就英、美、加拿大及我國的評估系統之

運用情形作一要略撮述。  

一、 英國建築研究組織環境評估法（BREEAM） 

    1990 年，英國建築研究所提出了「建築研究所環境評估法」（The 

Building Research Establishment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Method，簡稱 BREEAM），這是世界上第一個綠色建築評估體系，目的是

為綠建築的設計和評估提供依據。「建築研究所環境評估法」評價項目

包括九大項（轉引自湯志民，2003：28）： 

（一）管理－總體的政策和規程。 

（二）健康和舒適－室內和室外環境。 

（三）能源－耗能和 CO2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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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運輸－有關基地規劃和運輸時 CO2的排放。 

（五）水－消耗和透水性問題。 

（六）原材料－原料選擇及對環境的作用。 

（七）土地使用－綠地和褐地（指已被開發使用、污染後被遺棄的土

地）使用。 

（八）地區生態－基地的生態價值。 

（九）污染－空氣和水污染。 

二、加拿大綠色建築挑戰 2000（GBC2000） 

加拿大「綠色建築挑戰」（Green Building Challenge，簡稱 GBC），

是由加拿大自然資源部（Natural Resources Canada）發起並領導，

至 2000 年 10 月有 19 個國家參與的綠建築評估運動。GBC 的目標是發

展一套統一的性能參數指標，建立全球化的綠色建築性能評價標準和

認證系統，使有用的建築性能資訊可以在國家之間交換，最終使不同

地區和國家之間的綠建築實例具可參考性（轉引自湯志民，2003：28）。 

三、美國能源及環境設計領導計畫（LEED） 

    美國綠建築顧問委員會（U.S. Green Building Council，USGBC）

成立於 1993 年，是全美最重要的非營利性組織，有將近 3000 所的學

校和建築機構所組成，其目的為推動高成效的綠建築。 

1995 年，美國綠建築顧問委員會開始研究開發「能源及環境設計

領導計畫」（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簡

稱 LEED），這是美國綠建築顧問委員會為滿足美國綠建築市場對綠建築

評定的要求。LEED 的制度，採取自願、以共識為基礎的國家標準去支

持與認同成功的綠色建築之設計、建造與操作，並提供第三部門合格

建築認證、高成效設計指南、專業訓練與認可服務。LEED 在綠建築方

面的認證，大多著重於能源的使用效率上，如永續的場所、水的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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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的選擇和室內空氣品質（轉引自湯志民，2003：29）。 

LEED 的綠建築分級系統分為五類，計 69 分： 

（一）永續基地發展(sustainable site development):包括強調發

展、足跡和開放空間、停車場、鄰近大眾運輸系統、洪水防治

和美化。 

（二）水效率(water efficiency):包括景觀澆灌、使用飲用水和污水

系統之效能。 

（三）節能和大氣散發(energy efficiency and atmospheric 

emissions):包括系統效率、再生能源等。 

（四）建造材料和資源(meterials and resources for construction):

包括建築更新和調整再利用，使用本土的、廢棄和回收再利用

的建材，使用有認證的木材和快速再生的物質(如竹子)。 

（五）室內環境品質(indoor environmental quality):包括易揮發有

機化合物的發散，引進日光和看到室外，室內空氣品質和地域

環境控制（轉引自湯志民，2003：29）。 

四、台灣綠建築的九大指標（EEWH） 

    根據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的定義，所謂的綠建築評估體系九大指標

乃為生物多樣性指標、綠化量指標、基地保水指標、日常節能指標、

CO2 減量指標、廢棄物減量指標、室內環境指標、水資源指標、污水垃

圾改善指標。同時為了簡化起見，將內容屬性相近的指標統合，歸納

為生態Ecology（含生物多樣性、綠化量、基地保水三指標）、節能Energy 

Saving（日常節能指標）、減廢 Waste Reduction（含 CO2 及廢棄物減

量二指標）、健康 Health（含室內環境、水資源、污水及垃圾改善三指

標）等四大範疇（簡稱 EEWH），以便易於記憶與理解。玆將綠建築九大

指標系統整理如下表（林憲得主編，2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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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綠建築九大評估指標系統、排序與地球環境關係 

資料來源：（林憲得主編，2007：8） 

    由表 3-1 可看出綠建築評估系統的九大指標與地球環境的關係，

並瞭解九大指標之間的尺度大小、空間內外及操作次序情形。而綠建

築九大評估指標系統，係建立在永續發展之平衡點及注重整體地球環

保教育的基礎上，並兼顧實用、簡化，可操作的原則，對綠建築政策

之推廣有莫大助益（林憲德主編，2007：8-9）。學校綠建築的規劃，

應以維護學生學習與教師教學為核心，並符合生態永續建築之鵠的，

總歸言之，係環繞在學習環境、環保節能、教學場域、環保教育等相

關主軸上，旨在將「綠建築」概念實踐在學校中，透過學校具有較優

勢的教與學環境，讓學校成為推廣綠建築設計的最佳管道。亦即，從

學校的空間規劃、設計與管理，都使之符合生態、節能、減廢、健康

之要求，讓學生在自然環境中學習，奠定他們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體認

與使命。 

    總而言之，綠建築已成為一股世界趨勢，舉凡永續建築、生態建

築、健康建築等概念都含蓄其中，世界先進國家皆已建立評估體系，

可以利用評估指標了解綠建築的性能和成效，並據此標準作為環境評

估的依據。 

 

與地球環境關係 排序關係 大指標群 指標名稱 

氣候 水 土壤 生物 能源 資材 尺度 空間 操作次序

生物多樣性指標 ＊ ＊ ＊ ＊   

綠化量指標 ＊ ＊ ＊ ＊   生態 

基地保水指標 ＊ ＊ ＊ ＊   

節能 日常節能指標 ＊    ＊  

CO2 減量指標   ＊  ＊ ＊ 
減廢 

廢棄物減量指標   ＊   ＊ 

室內環境指標   ＊  ＊ ＊ 

水資源指標 ＊ ＊     健康 

污水垃圾改善指標  ＊  ＊  ＊ 

大
 
 
 
 
 
 
 
 
 

小

外 
 
 
 
 
 
 
 
 
 

內 

先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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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邁向綠建築設計的校園規劃 

隨著目前環保意識日漸高漲，環境品質逐漸受到重視的時代背景

中，藉由綠建築與校園環境的結合，應可以為台灣校園規劃找到一個

新出路。因此，完善的綠建築規劃上的考量，是打造真正學校綠建築

的關鍵所在。以下就學校綠建築規劃上的正確原則、觀點、態度一一

提出說明。 

壹、在環境生態的考量方面 

工業革命之後，人口激增、工業發達，環境資源的過度消耗，使

得地球環境遭受空前的危機，因此，環境意識高漲，環境倫理受到前

所未有的重視。環境意識強調，人類不再被視為生物界的唯一主宰，

也並非可以任意的肆虐、剝削所有自然資源和環境條件，人與環境的

和諧共生、共榮便是應有的環境意識。在這種環境意識的內涵裡，人

與自然環境亦應建立某種新的倫理觀，亦即「環境倫理」，旨在要求這

一代的人類必須要負起責任，不得破壞下一代賴以生存的環境品質（蕭

新煌，2002：257）。因此，在學校綠建築的規劃上，運用生態規劃原

則，達到人與自然、生物共生、物質循環的境界，乃是首要考量之課

題。 

英國在 1986 年開始推動的「從地景中學習計劃」（Learning 

Through Landscape Project）便結合建築師、景觀設計師、學校行政

人員和政府官員的力量共同建立環境營造和學習組織，在這個計畫

中，整個學校校園被當成一個大教室，各個學科都可以在校園進行戶

外教學（黃瑋寧，2003：122）。 

湯志民（2003：32-34）也指出，歐洲許多國家把綠建築的學校直

接稱為生態學校（eco-school），其主要目的在於鼓勵學校主動引導學

生發展環境認知與認識，並推動生態學校認證措施，將整個環境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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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管理置於學校政策與執行的核心，例如英國所推動的「邁向綠大地

計畫」（Going for Green），便設計了一系列的環保行動方案，就是希

望提升學生對於環境的議題的認知，並且鼓勵學生對於學校環境的經

營管理採取積極、主動的角色，同時拓展到室外學習，發展學生負責

任的態度，並對於環境與社區貢獻一己之力。此種「生態學校」所推

動的方案，可以達到以下的教學目標： 

一、提供教學機會，使課程中的環境議題能影響學生的校園生活及減

少他們對環境造成的衝擊。 

二、提供機會幫助學生發展維護生態的技巧。 

三、提供生態學習方案（project）及教材和點子讓學生實踐。 

四、透過「生態學校獎」以貫徹學校達到環保的標準與決心。 

國內行政院內政部所推展的「綠建築推動方案」，在「永續發展」

和「環境共生」為主軸下已發展出「綠色學校」新設計典範，如桃園

縣中壢國小，將落葉推肥作為生態的林園之肥料；宜蘭縣馬賽國小，

將回收之雨水與水龍頭之廢水作為生態池之水源（王佑菁，2006：

271）。台北縣深坑國小，被譽為台灣綠色學校，將來自天上的雨水，

回收作為供應生態綠廊的人工溪流、生態水池、植物池的用水，更成

就了神奇美妙的溼地生態，可以讓小朋友在濕地上上自然課，也是教

育學生節能省水的好教材。花蓮西寶實驗國小，則採取與大自然融為

一體的設計，用單元式的概念設計學校空間，是綠建築與教學充分配

合的典範（林芳怡，2005：107-108）。 

上述校園規劃的生態考量，乃為一般現代性學校所忽略，因此，

從現代性到綠色主義的轉變，此為重要的轉折點。總之，學校綠建築

規劃的生態原則，應從校外、校內之整體生態環境來全面考量，並發

展為具有生態特色的校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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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在教育配合的設計方面 

    學校的設計、建造、運作和維護，都必須對學童最有利，並改善

教師的教學和學生的學習為旨趣，Mackenzie（1989：15－21）即指出，

建築規劃者在設計之初，就應考量建築的教育功能，因為學校建築旨

在透過學習環境之設施及情境陶冶，來促進與提昇任何教與學上的目

的。建築設計者在進行校園規劃時，一定要考量到未來五至十年後的

教育需求，尤其存在於學校建築內的教學空間型態（the type of 

instructional spaces）更需要充分地預先設計（Castaldi，1994：

96）。因此，綠建築的校園規劃自以維護學生學習與教師教學為核心，

並符合生態永續建築之標的為思考方向。是以，學校綠建築，應強調

綠色學校有關環境和環保的概念，而不只是考量成本及材質而已。 

就此點而言，Sebba（1986：11-13）即指出，現代性學校建築之

功能取向是有所不足的，學校建築設計應立基於兒童學習與發展的需

求上，並提供學習、思考、發展個人潛能與表達能力的適當場所。此

外,Rust（1991：614-616）強調，應該打破現代性基礎那種帶有集權

或中心的特質，讓生活中隱藏在現代社會中那些看不見的空間－「微

小敘述」能夠發出聲音，是以，學校中的學生往往是學校建築規劃中

的最微小敘述，不能讓他們受到壓迫、排斥或控制，應該使其有發聲

的機會。由此可見，現代性學校那種強調技術取向的工具性意識型態，

讓學生被簡化為無生命的數字與構件，而成為學校或教師達成大人意

志的工具，學生在學校建築的主體性便消失無蹤了。 

因此，就綠建築的規劃，Aramson 認為應涵蓋三個層次：第一層次，

應審慎使用可更新及節約的資源；第二層次，應打造一種綠色的教科

書（a green textbook），作為展示綠色原則的典範；第三層次，是提

供計畫本位與隨時學習的機會，學校應透過教學與示範來執行環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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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亦即學生需要身體力行，以減少建築物對環境的負面影響（轉引

自湯志民，2004：15）。 

此外，湯志民（2004：15-16）亦指出，學校綠建築的規劃可從參

與過程和教學工具來思考：前者必須將所有的利害關係人

（stakeholders）納入並參與規劃過程，包括學校行政人員、建築師、

工程師、建商、建築使用者和設施操作者等；後者則應將所規劃的建

築物思考如何在教學上加以配合，包括教導學生有關環境保護和實踐

上。所以，就建築而言，建築即課程，校園建築設計者不但要考量使

用者的需求，也要了解課程目的及教學內容，因此，建築物要提供怎

樣的學習給學生是建築設計上的首要考量（Taylor & Vlastos,1975：

14）。 

綜合上述學者的見解，學校綠建築和教學相關的層面上，可從境

教陶冶功能、規劃參與過程、以及環保教育實施三方面加以考量。 

首先，就環境陶冶功能而言，校園環境的設計，係一種「有意而

善意」的「境教」，主要由教育人員透過環境的安排，使學生經由自然

的氣氛而有積極正向的學習。此外，歐用生（1991：354-355）、王順

美（2004：159）也指出，境教旨在透過暗默的、潛在的方式，實施情

意及道德教學，其無形的影響比有意的教導還具有效果。由是，綠建

築在環境中營造萬物共生的概念，係絕佳的教學場所。畢竟以生態及

環境共生的概念規劃學校建築，不但打破原有的僵化空間，亦協助人

們克服對自然的恐懼，以拉近人類與土地的依存關係。 

其次，就規劃參與過程而言，依據湯志民（2004：16）的研究，

英國西南部的一所學校，擁有一座自然觀察區，學校希望能改善該區

的環境，於是透過討論決定由師生來規劃一座生態池塘，由高年級計

算改建池塘所需的泥沙量，部分學生及老師挖掘池塘，部分學生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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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培養單細胞生物，從施工到環境調查都由師生完成，這座池塘

也成為教材的一部分，這是師生參與式規劃並成為環境教育一環的典

型例子。可見，整個校園規劃參與的過程，從建築師、校方行政人員、

教師、學生、家長乃至於社區人士等，都應加入討論的行列，才可以

營造出一最佳的教育環境。 

最後，就環保教育的實施而言，環保教育是人與自然共生的教育

歷程。綠建築可透過空間的改善及人性化的歷程學習，發展出學生合

作、平等的精神。因此，環保教育強調環境倫理價值觀，希望藉助環

境倫理價值觀的教與學，培養學生正面積極的環境態度，使學生能欣

賞和感激自然，進而關懷未來世代的生存與發展。是以，環境倫理不

再只是建立在人與人的倫常關係上，而係涉及人與自然界應有的關

係，一方面要擴大人類倫理的空間範疇到自然環境，另一方面則要延

伸人類倫理的時間向度到世世代代，此為所謂的「新環境典範」（蕭新

煌，2002：256-257）。 

參、在科技觀點的態度上 

科技文明發展的結果，往往與環境生態產生矛盾對立的結果，科

技產生文明從而破壞生態，從前述現代性學校建築那種強調建築與工

業的呼應、實用功能需求、促進建築技術革新的發展，很難與生態文

化共生共存。因此，學校綠建築轉而強調節能、低環境衝擊、高適應

力、高環境品質的永續建築原則。是以，學校綠建築的基本觀點與態

度是生態環境與科技文明的共生共存。基此，提倡綠色營建，避免環

境污染自是首要考量之務。二十世紀末的建築取向，已逐漸把焦點放

在人類與環境的交互作用上，尤其在全球暖化現象中，CO2的排放量已

不容再忽視。尤其夏天龐大的室內冰凍系統及冬天大量的暖氣排放，

以及生命週期短的建築材料，這種違反生態與環保的現代建築已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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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泛注意（Vale,1991：42）。林憲徳（2006：209）在論及綠色營建之

環境污染時即指出，環境污染之中，與人類生活環境最直接的相關的

污染有二，一是建築廢棄物的環境污染，二是室內環境污染。因此，

為了減緩上述建築環境污染的問題，乃提出「綠色構造」、「綠色施工」、

「綠色室內裝修」等三層次來達成「綠色營建」的內涵。 

順應自然與自然共生，也是學校綠建築的重要態度。綠建築可以

是高科技，也可以是低科技，但基本上對自然生態體系作出敏感的對

立，態度上不再嘗試去「征服自然」，而是採取謙遜的姿態來「順應自

然」，工業革命後，經過 240 年來的反省，人類終於重新定位自己與天

地萬物間的關係（湯志民，2003：46）。Smith（2007：200）即指出，

在建築規劃上，建築師可以善用太陽能及地熱之再生科技（renewable 

technologies），以達致永續性之低能源建築上之目標。 

在高科技的思考上，可採用高科技或生態科技設備，包括室溫調

控系統、採光系統、高效率照明設備及配管設備等。例如 1994 年 Volkdr 

Hartkopf 教授在美國匹茲堡卡納基梅侖（Carnegie Mellon）大學原有

老建築的屋頂上，加建了一整層永續建築的試驗室，運用了最新、最

先進的技術裝備，號稱「智慧型辦公室」，採用可調節的自然採光，可

節能的自然通風，隨處可以打開的地板，家具按人體工程原理設計等

等，就學效率建築的永續利用而言，效用無窮（湯志民，2004：14）。 

在低科技方面，即是運用消極技術，如運用日光、自然通風、太

陽能等，來調節建築。美國的紐波特海岸小學（Newport Coasts 

Elementary School），即利用自然日照和自然通風的策略，充分運用

了南加州氣候的優點，作為建築設計的參照，因此，全校節省了 43﹪

的能源，達到加州能源法規之最低規定（湯志民，2004：14-15）。其

實，美國環境和能源研究機構（Environmental and Energy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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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ate）倡導的高成效學校建築，就是以下列四項概念為設計基礎

（湯志民，2003：42）： 

一、利用最大範圍的自然光並減少學校照明的能源使用。 

二、設置適當的通風系統以確保高品質的室內空氣，這是建築設計的

決定性要素。 

三、提倡整體建築設計的學校，展望建築自身就是教學工具。 

四、使用回收和可再利用的素材和可重複利用的能源以及節能科技，

讓學校成為永續建築並降低對環境的影響。 

論及永續建築的設計，綠建築之設計理念是由歐美國家傳入國內

的，若要運用於本土環境上，應考量符不符合台灣的氣候風土，否則

可能會有環境惡化、能源大量耗竭以及嚴重的環保問題。是以，基於

台灣地區日照充足的特點，如果在學校建築設計的過程中能利用太陽

能的設備系統及技術導入學校設備的規模中，便可產生能源供應校園

使用，而達到配電系統的節能。 

有關善用風土氣候作為永續價值之設計，日本的做法可據以參

照。蔡仁惠（2002：32-33）指出，Lizuna House 位於日本長野縣長野

市區內，屬於寒冷形氣候，建築物座落於 1100 公尺高之地盤上，其設

計理念與構想如下： 

一、利用地域冷暖房概念，將引入外氣給予預先調溫處理。 

二、利用落葉林與建築雨庇等方式調整室內日照取得量。 

三、利用室內挑空形成之溫度層層進行自然對流。 

四、利用屋頂層作為太陽能或空氣加熱集熱場所，可將引入之外氣預

熱或熱水預熱。 

五、將戶外散步休憩場所與自然環境一體化設計。 

六、廚餘及未處理的垃圾收集加以堆肥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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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採用地中進透視排水系統合併處理浸化措施。 

八、鋪面採用透水性材質，確保土壤涵養水分與水。 

九、採用不含重金屬成分之木材防腐劑。 

十、加強屋頂層與地基層之外壁隔熱性能。 

此種風土建築完全符合現代綠建築的內涵，顯示出人類與自然和

諧共處，與環境的共生態度，係建築符合永續建築的典範，可作為國

內學校綠建築設計上的借鏡。 

總之，在科技原則的綠建築設計上，積極方面可以採用高科技的

技術，消極方面可以運用低科技方法，以設計出與環境的共生共存的

節能減廢空間來。 

肆、在健康原則的立場上 

綠建築的評估指標系統之一，就是追求健康的內涵，綠建築必須

以人類生活的健康、舒適為原點，對於居住環境進行全面性、系統性

的環保設計，並強調與地球環境共生共榮的環境設計觀，以追求永續

發展的建築設計理念。學校建築對於健康規劃的想法，應在舒適、自

然之外，有其一定的安全考量為原則（湯志民，2003：50；2004：18）。 

在舒適方面，空間尺度應符合使用機能與使用者特性；桌椅使用

應符合人體工學設計；應用良好通風系統維持健康的室內環境品質；

應用吸溫性低與含濕性低之建築材料；建築阻構材宜用高隔音度之材

料與工法（湯志民，2003：50）。 

在自然方面學校綠建築的規劃應以自然為師、給予自然的體驗，

可讓身體感官體驗自然環境的美感與傳遞的訊息，聽聽土地或樹木的

聲音，聞聞花、草、土的味道，觀察自然生命的現象與環境的變遷。

讓師生親近自然，向大自然學習，感受自然的韻律，建立規律的生活

作息，喜愛自然的生活，養成儉樸的生活與態度，探究自然的內涵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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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認人與自然的相互關係（湯志民，2003：50；2004：18-19）。 

在避免危害方面，教室裝修宜使用自然材料，壁面及設備塗裝應

使用無鉛塗料，並避免過度裝潢，以有效降低揮發性化學物質的毒

害。其他如建材之組裝應降低污染；物品管理以不影響室內環境品質

為宜；巧妙運用自然通風並採行自然光以維護學生健康環境（湯志

民，2003：50-51；2004：19）。 

在健康原則的運用上，美國學效率建築的健康學校（health 

school）,最重視的是室內空氣品質和晝光（daylight）的運用及維

護。因此，在學校設計、建造的更新、能源效率、環境教育、設施的

運作和維護、室內環境品質、安全準備、廢棄物的回收、水資源的保

護等，在美國環境保護局的網頁上，皆主動提供以上資源之服務，以

協助設施管理者、學校行政人員、建築師、設計工程師、校護、家長、

教師和職員，做好學校環境健康議題的管理。主要目的在於維護學童

的健康環境及預防環境污染逐漸升高所帶來的危險性（湯志民，

2003：34）。職是之故，建築專業人員應運用科技將學生需求融入建

築設計中，尤應整體考量健康、安全、舒適、方便等特性，以及考量

營造一個愉快的、整體的、美學的學習環境以適應兒童學習上的需求

（Castaldi，1969：96）。 

是以，學校綠建築在健康層面上，應從舒適、自然、安全三方面

考量，以落實健康規劃上的設計與維護。 

綜合上述，學校綠建築的規劃應遵循環境生態、教育配合、科技

態度、健康等原則，並據以設計出符合綠建築內涵的校園空間，構築

生態中心理念、強調教學永續概念、利用科技節能技術、打造一舒適

無污染的健康環境，為學校建築開創出一個新的可能局面，並藉此永

續經營之理念與技術，真正實現環境永續利用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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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學校綠建築實例分析－水尾國小 

    本章針對水尾國小作一學校綠建築之實例分析，本章共分成兩

節，第一節探討水尾國小重建與現況；第二節從環境生態、教育配合、

科技運用、健康設計等四個層面，分析水尾國小之學校綠建築經營概

況。 

第一節  水尾國小重建與現況 

壹、水尾國小的重建緣起 

綠色學校旨在發揮省能、節源、自然生態、與永續發展等功能，

顯現綠建築不僅是未來社會居住環境的發展趨勢，對學校建築規劃亦

有重大的影響。然而就我國學校建築的內涵而言，存在著許多不足之

處，如校園綠化量明顯偏低；許多學校辦公大樓採用帷幕玻璃設計而

嚴重耗費空調能源；許多學校未採用省水裝備而浪費了大量水資源；

以及許多校園充滿混泥土與柏油路等地面，甚至鋪上水泥與 pu 跑道，

造成校園不透水化及氣候高溫化現象。上述不永續的校園規劃設計現

況，唯有藉助綠建築的設計加以改造，才能有效改善校園的生態環境

（林憲德，2007：7）。學者 Cunningham 即指出，綠建築在教導學生有

關環境保護上作為一種學習工具，是一個創新的取向，因為校園環境

中每個事務都具有潛能的互動學習工具，包括每個物品及其顏色、材

質、大小與放置處，都可能成為學習過程中論辯的經驗基礎（轉引自

湯志民，2003：48）。由此可見，綠建築融入學校建築深具教育意義，

有其實踐上的價值。 

然而校園的改建與重建可說是一條漫漫長路，並非一蹴可及。而

九二一大地震雖然帶給台灣無數的傷痛與震撼，卻給予重建學校一重

新檢視學校建築之新契機。 

1999 年發生九二一大地震，有些國民中小學校舍遭受巨大損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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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以中部地區校舍受創最為嚴重，許多學校因而面臨校園全面重建上

的問題。為了有效推動學校的復建，儘速讓孩子們恢復以往的校園生

活，除檢討校園重建的困境，更積極進行校園重建的步驟，此即所謂

的「新校園運動」。因此，我們可以說「新校園運動」是九二一大地震

後的重建工作中，讓孩子們及早重新回到一個全新的校園之過程，亦

是使台灣新一波教育改革觸角更廣、與向下深根的成長茁壯力量（陳

明印，2001：65）。是以，水尾國小之災後重建才有機會將綠建築的要

素融入學校建築規劃中，創造出校園規劃的新風貌。 

因此，水尾國小綠色建築之緣起，可說是在於九二一災後重建之

契機，使得「新校園運動」之永續理念，能在校園重建中生根發展，

最後形塑出符合綠建築的校園環境。 

貳、水尾國小的現況描述 

一、學校環境7 

新校舍坐落於田寮盆地中，位於埔里鎮的西北側，海拔約 500 公

尺，緊鄰眉溪支流之台牛溪，鄰近地區多為筊白筍水田。由於群山環

抱、動植物豐富、校舍寧靜優美、設備齊全、教學氣氛良好，實為學

生學習與教師教學之樂園，故稱為「水田邊的樂園」。 

新校園規劃設計強調與自然共生、與地方風土氣候融合、營造多

樣的空間感與個性化空間、五種感官的體驗、場所的連續性等。校園

規劃的主要特色是：無圍牆與跑道、大量的木造設施、流暢的動線、

活潑的色彩運用、強調半戶外空間、共同學習教室、屋頂農場、原生

植栽、石砌戶外階梯、水生池、親水池、大草坪廣場等。 

 

 

                                                 
 
7 摘錄自網路資料：http：//163.22.98.130 日期：200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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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基本資料8 

（一）水尾國小土地總面積：13422 平方公尺 

（二）班級數：7 班（國小 6 班、附幼 1 班） 

（三）教職員工 15 人，學生數 85 人 

（四）校址：南投縣埔里鎮一新里永豐路 92 號 

（五）電話：049-2932506 

（六）校長：林忠信 

三、校史簡介9 

水尾國小由張以時、徐鳳安、蕭招福等諸位先生之熱心籌畫創校

於民國 26 年，當時定名為烏牛欄學校水尾分教場，分教場現址設於赤

崁頂上。嗣後因赤崁校址欠佳，且飲水不便，經分校主任黃琬及諸位

熱心人士的協助下，於民國 27 年遷於現址。水尾國小的學區包含一新

里與向善里二里，學區家長以務農為主要經濟活動。近二十年來，政

府推行家庭計畫有成及工商業進步、農業不景氣之影響，不少家長遷

居市鎮，學生大為減少，目前有七個班級數，學生人數為 85 人。 

民國 88 年 9 月 21 日遭遇 7.3 級大地震，校舍幾近全毀，新校舍是

由紅十字總會認養，日本象集團規劃設計，內政部營建署負責發包興

建，約經一年半的規劃設計及半年多的重建工程，於民國 91 年 12 月

16 日落成。 

 

 

 

 

 
                                                 
 
8 摘錄自網路資料：http：//163.22.98.130 日期：2009.4.2. 
9 摘錄自網路資料：http：//163.232.98.130 日期：200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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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尾國小位置圖10 

 
五、水尾國小校舍平面圖11 

 

                                                 
 
10 資料來源：水尾國小七十週年校慶特刊，2006：7。 
11 資料來源：水尾國小七十週年校慶特刊，2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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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水尾國小的綠建築分析 

    水尾國小的綠建築校園規劃，建立在學習、生活、社區的理想基

礎上，期許打造出與自然共生、地域性核心、多樣且豐富的學校為目

標。在上述理想之基礎上，成就了今日水尾國小新校園。在所蒐集之

文獻、訪問資料及實際觀察情況之統整下，並配合前章所述學校綠建

築規劃原則，本研究擬針對水尾國小之環境生態、教育配合、科技運

用、健康設計等四層面加以論述分析。 

壹、在環境生態的規劃上 

邁向綠建築設計的環境生態考量，旨在運用生態歸化原則，達到

人與自然及生物共生、物質循環的境界。而且，學校綠建築規劃的生

態原則，應從校外、校內來建構整體生態環境去規劃設計，進而發展

出有特色的校園文化。而水尾國小在環境生態上的規劃，乃強調與自

然共生、與地方風土氣候融合之理念，並在空間上創造出豐富、獨特

的綠色環境與文化，以型塑新學校的特色。就生態層次的規劃及其成

果，水尾國小應該是諸層面中最具特色者，以下就校外校內所構築之

整體生態環境來析述其規劃情形。 

一、校外生態環境方面 

水尾國小坐落於田寮盆地中，緊鄰溪流淙淙，學校四周農田山丘

環繞，動植物豐富，自然、寧靜、優美，為學生學習與教師教學之樂

園，故名為「水田邊的樂園」。此種獨特的自然環境讓水尾國小重建的

規劃目標設定如下：與自然共生，迎向自然，喜愛自然－充滿水和綠

的森林化樂園；與地方風土氣候融合－充分的遮蔭、空氣流通的學習

環境；營造多樣的空間感，創造不同型態的空間領域。並在社區空間

上，以尊重生態環境，有效運用自然條件，導入環境共生的觀念為規

劃理念（水尾國小，2000：21-23）。有了上述理念為依歸，終能設計出



 68

自然、多樣而豐富的學校來；由於水田圍繞，水尾國小就像是一所樸

直又兼具奔放的森林自然樂園，孩子在此綠林的開放校園中學習，以

實踐美好的森林小學與田園小學之教育願景。 

由於水尾國小的位置在郊區，且其週邊的自然環境是與農村結合在一起

的，而水尾國小具有「偏遠地區」、「農村學校」、「教職員工及學生人數少」、

「校地大」等特點，所以當初在設計水尾國小時，便以「水田邊的學校」

為設計構想，並從外在條件來思考整個設計方向，希望將水尾國小打造成

以使用者為中心的森林小學及田園小學。」（陳建築師-0311 訪） 

就打造水尾國小的自然共生環境而言，實際參與重建並獲得遠東

建築 921 校園重建設計特別貢獻獎的新故鄉文教基金會研究員王元山

（2001：17）即指出：水尾國小位於美麗的田園自然景觀中，經過調

查與許多次學校與社區之積極討論，發現學校週邊豐富的自然資源與

社區淳樸風情的農村人文生活內涵，於是定位在「與自然共生的學

校」、「地域性核心的學校」、「多樣而豐富的學校」三個主軸。 

田園教學場地的整合，是水尾國小另一特色，也是生態理念充分落實在學

校建築上的具體作為。水尾國小的田園教學是要將現有的資源作一充分利

用與整合，也就是說，以水尾國小所在地為核心，結合附近的自然資源，

大致上以六大類型為規劃目標，也就是水產農作區、旱地農作區、農場牧

草區、溪流區、雜木林區、校園栽植區等。」「以水產農作區而言，我們想

要結合筊白筍、水稻等資源，而旱地農作區顧名思義就是以絲瓜、檳榔、

竹類等旱地農作為主，農場牧草區是想利用赤崁頂農牧台地上的各類動植

物為結合對象，讓學生更充分的認識周遭的環境，由於我們學校附近是屬

於眉溪支流，所以溪流區和雜木林區都是要利用到溪流的資源，使師生可

以探索其中，而校園栽植區則是在校園中栽植各類的樹種，組成不同的生

態景觀，各區各有不同生態組成特色，我們希望在田野教學中呈現各種多

元的風貌，是師生健康成長及快樂探索的最佳學習園地。」（姜校長-0329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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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水尾國小的校園規劃在校外生態環境的設計方面，就是希

望與周邊的自然環境與農村風貌相結合，希望構築出與自然共生的生

態學校，從自然生態理念出發所規劃的田野教學場地，就是最好的例

證，呈現以自然為中心的多元風貌，是師生健康成長與快樂探索的最

佳學習園地。羅融（2004：102）即指出，水尾國小的孩子們在教室外

學習，也同時在社區裡學習；在向大自然學習的同時，也是向社區學

習，校園與社區已完全融為一體。 

二、校內生態環境方面 

水尾國小校外的生態環境以自然為重，而校內生態環境則呈現出

自然與人為、原生與外來、水生與陸生等各種型態。 

校內的生態環境兼具學習與生活的空間特性，學習的空間提供多

樣且開放的學習環境，生活的空間則重視學習的品質與趣味性（水尾

國小，2000：22）。在生活與學習所交織而成的空間規劃中，讓水尾國

小呈現「新」的生態環境與內涵，孕育出規劃中理想的「新」學校。

上述這種「新」學校的規畫在於達到下列目標（水尾國小，2000：21；

姜旭岡，2001：23-24）： 

（一）與自然共生，迎向自然，喜愛自然－充滿水和綠的森林化校園。 

（二）與地方風土氣候融合－充分的遮蔭，空氣流通；健康、安全的

學習環境。 

（三）營造多樣的空間感與個性化的場所－迴廊、庭院、水池、平台、

步道、階梯等，創造不同型態的空間領域。 

（四）五種感官的體驗－不同的季節感、不同的尺度感、質樸的素材、

方位的辨識。 

（五）場所的連續性－從室內、半戶外到戶外；從教室、校園到社區，

提供各種層次的交流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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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目標旨在展現一種信念，災後重件是一件複雜的工程，不僅

是讓空間回復地震之前的狀況，而應該是洗去種種積弊，展現一番嶄

新的容貌，重建不僅僅是空間的重組，更是社會關係、社會價值的重

建。因此，重建的規劃，不僅要重視規劃結果，更要強調規劃過程的

安排，讓重建區的人們經由合作的過程中，培養出對社區的認同、對

自然的尊重、與對教育的重視。 

水尾國小在尊重自然的基本信念與規劃目標的引領下，融匯為空

間規劃理念與學校文化本位之新校園願景上的實踐，確實反映在校園

規劃的空間上，王元山（2001：17）就指出：戶外開放空間的規劃考

量了孩子年齡差別與多層次活動使用，佈置許多敞篷、亭子、自由的

緩坡以及供遊戲與生態觀察的水池與自然水溝，將融入自然的理念表

現無遺。 

總的而言，水尾國小在校內生態環境上呈現出下列幾種特色（水

尾國小，2000：24；左漢榮，2006：30-36）： 

（一）與自然共生環境校園景觀：兒童可以透過親水、堆沙、玩石、

訪花、賞鳥、觀蟲、臨風來親近大自然與自然對話。 

（二）自然探索學習步道與開放校園空間：融合休閒、教學與學習、

人際互動、鄉土與自然探索的多工能學習步道。 

（三）田野即教學的場所：結合社區、校內自然環境與資源，提供孩

子實作的機會。 

（四）學校社區化與森林生態：配合自然環境與聚落型態，導入人文

與地景的元素，校園與社區環境呈現緊密的新關係。 

（五）親水池與屋頂農場（見圖 4-4）：為學生戶外活動場所，培養親

水與田園教育之體驗，亦為自然教學課程內容實驗場所之ㄧ。 

（六）校園植栽（見圖 4-2；4-3）：大量改用台灣原生種樹，並設置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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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蝴蝶食草區，以期與自然共生，建構優質的生態環境，以利

原生小行動物生長，也提供了學生探索與教師進行教學的最有

立場所。 

（七）構築校園生態園區：生態溝（見圖 4-1）提供一個模擬小溪流的

生態環境，其中種植許多原生水生植物，例如：田字草、印度

香菜、台灣萍蓬草、水燭、青萍、姑婆芋等。許多喜歡潮濕，

和一些水生植物都會自己進入這個棲地繁殖，如金線蛙、杜松

蜻蜓等。在兩側的石頭沿岸也是許多蕨類植物繁殖的地點，最

常見的是：鱗蓋風尾蕨、大金星蕨、粉背蕨等，此外，花叢、

草叢、灌叢、落葉堆置區、雜草區…等也都是形成整体校園生

態的重要角落。 

    總之，水尾國小校內生態環境之最大特色就是保存自然環境的校

園景觀，符合綠色校園之特質。 

 

 

 

 

 

 

圖 4-1 水尾國小生態溝 圖 4-2 水尾國小花架 

 

 

 

 

 

 

圖 4-3 水尾國小校園植栽 圖 4-4 水尾國小屋頂農場 

資料來源：作者實地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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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學校大量保留「半戶外空間」和「戶外空間」的自然風貌，大量保留

原生林木，減少現有植栽的破壞。儘量採用透水性鋪面，兒童可以透過親

水、堆沙、玩石、訪花、賞鳥、觀蟲、臨風來親近大自然與自然對話；並

運用感官來體驗大自然，與大自然融合與共存。（蔡主任-0324 訪） 

我們學校是一個很好的與大自然共生的環境，所以在這個環境裡面會有很

多素材，包含許多動植物，能讓小朋友很直接的接觸學習，這方面的自然

學習就會比其他學校優勢很多。所以我們小朋友對於生態的觀察，他是會

比其他學校多，對於老師教學上也很方便（左主任-0402 訪）。 

是以，這種綠色環境對生態教育有境教之功效，讓學生能夠了解

如何才是一個比較自然的環境，學生身臨其境去體驗其中的奧妙；對

教師而言，校園就是一種大型教具，在教學上有相當大的助益，此種

自然所構築的生態環境發展為水尾國小具有生態特色的校園文化。 

綜合以上的描述與分析，水尾國小在生態環境的規劃特色，即在

校外生態環境上能與自然充分結合並與校園融為一體；在校內生態環

境上能保存大自然的校園景觀，符合綠色校園之特質與文化。然而，

歐洲許多國家把綠建築的學校直接稱為生態學校，主要目的在於以學

校為基礎來推動環境維護，讓學生以更積極及主動的態度來愛護週遭

的環境。因此，水尾國小若能進一步結合環保行動方案、計畫，有系

統的引導學生，以達到環境教育的教學目標，將生態環境特色與環保

教育充分結合，則整個校園就是一個生態學習的大教室，更符合永續

發展的精神與內涵。 

貳、在教育配合的規劃上 

學校綠建築的設計與運用，必須建立在學生學習及教師教學的有利

基礎上，意即綠建築的校園規劃應具有教育上的意涵和功能，並不僅

止於成本及材質的考量而已。綜合前章所述，學校綠建築在教育的配

合上，涉及境教陶冶功能、規劃參與過程、環保教育實踐三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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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此加以說明。 

一、境教陶冶功能方面 

綠建築境教功能，旨在透過環境的潛在安排，如營造自然共生的

概念，讓學生耳濡目染對自然的尊重與環境的維護，進而教導學生正

向積極的環境倫理與態度，使學生能欣賞與感激自然，進而關懷未來

世代的生存與發展，建立人與自然應有的共生關係。 

水尾國小在結合自然與自然生態上的規劃設計，就是一種很好的

境教功能，讓學生發揮潛移默化的效果。 

重建完成的一些生態設計，如屋頂農場、生態池、太陽能電板等，學生在

自然學習及觀察方面比較容易進入狀況，在建築上發揮了境教的影響功

能。（徐老師-0325 訪） 

基本上，在潛在課程上有很大的影響，包括環境無形當中對孩子的潛移默

化，有一個很顯著的例子就是我們的小朋友在上課當中是安安靜靜的，大

聲喧嘩的情形很少，這就是環境靜態的一種影響，而且在我服務的時間內，

也很少聽到同學間有嚴重爭吵的情形。此外，在自然科教學方面也有很大

的幫助，比如說我們的生態池、一些本土的植物、一些昆蟲及蛇類等，都

是自然科隨處可得的教材，而學生對於這些昆蟲及爬蟲類都很尊重其生

命，甚至我們學校裡面有一兩條蛇，常常在學校裡面穿梭，他們看了也不

怕，也不會去傷害牠，增進了他們愛護自然生態的潛在性影響。（林校長

-0309 訪） 

我們這樣一個環境，提供他們對於如何找尋他們以後想要有怎樣的生活空

間上幫助較大，我是覺得我們這裡這種教學空間或設施來講，能夠讓他們

有環保的想法應該是我們的自然環境，因為我們保持著很大的綠色環境，

對於他們將來在環境森林的維護、及綠化的觀念上會有幫助。（左主任-0402

訪） 

由此可見，水尾國小以自然共生理念所規劃而成的校園空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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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生態的態度與行為上，產生了一定程度的境教功效。 

二、規劃參與過程方面 

綠建築的校園規劃，最重要的是讓老師和學生參與其事，因為老

師將來是施教者，學生是受教者，兩者皆是使用者的主體，建築設計

應思考如何在教學上加以配合實踐等問題。因此，參與式的規劃才能

將所有利害關係人納入並參與規劃，且在規劃當中必須思及教學配合

之議題，包括環境保護及實踐等層面，才能達成建築上的教育效能。 

水尾國小校園之重建，係全縣規劃最久的學校，也是縣內唯一由

日本力主開放理念之象設計集團負責設計之學校，更是一所罕見由全

體師生一起深度投入之學校（姜旭岡：2006：15）。水尾國小係由紅十

字會認養的重建學校，並由新故鄉文教基金會與人本教育基金會認養

學校規劃設計，將象集團建築師團隊引進，共同規劃監造校園。沒有

新故鄉，就沒有象集團；沒有象集團，就沒有亮麗的水尾國小。蔡孟

蒼（2006：27）指出，1999 年的歲末，在大地震後的埔里，一個在地

的新故鄉文教基金會，在廖嘉展董事長和研究員王元山建築師積極奔

走下，「創造性的校園重建計畫」正逐步付諸實踐。「新故鄉」適時引

進五個來自全省各地優秀的建築師團隊來到埔里，主動走入還在等候

認養的五所學校校園，埔里五校重建聯盟於焉誕生。自然也促成了日

本株式會社象設計集團打造「水田邊的樂園」之異國緣份，水尾國小

的重建不但和「新校園運動」密不可分，也和象集團的設計與方式密

切關聯。羅融（2004：21-22）即指出，在新校園的規劃過程中，「人

本」引進了日本「象集團」的設計師，以「參與式設計」的方法來規

劃設計。「參與式設計」，係鼓勵教師們、校方，甚至家長和社區人士

每個與新校園有關的使用者，共同提出自己對校園的需求和想法，一

起「參與」校園的「設計」工作。建築師以其專業和能力，在了解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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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的需求之後，來滿足使用者需要的空間。 

基本上，我們的討論過程是一種由下而上的模式，是「參與式」的討論，

所謂「參與式」的討論不像我們一般的民主程序是少數服從多數，它是一

個理念式的型態，藉著這個理念來說服大家，其中有一個人想法很特別，

那變成說他要去說服別人來贊同他的想法，而很重要的一點是每一次的討

論都要做出一個結論，而最後的結果也不是一次就決定的，到最後要幾乎

八九成的人都同意了才能下一定論。（林校長-0309 訪） 

我們這次重建的規劃模式採用的是所謂的學校本位重建模式，這種模式的

主要精神在於是採由下而上一步一步加以發展的方式，所以對於學校成員

的建議採取開放的態度，每位人員都可以充分地參與討論，並提出自己的

意見，所以我們可以說讓全體師生參與重要決策，在行政這一方面呢會提

供應有的準備與支持。這種重建模式採取群體決策模式，而非個人獨斷模

式，所以每位成員會去充分了解學校的生態，及周圍環境資源的應用，以

學生的學習作最大的考量，並妥善結合家長、校友與社區人士的力量。（姜

校長-0329 訪） 

重建係由教育人員及建築專業人員共同來參與。教育專業人員與建築專業

人員以往是不太有交集的，而九二一新校園運動提供了一個平台讓教育界

與建築界有一對談機會，在整個討論的過程中，建築師較重視空間的格局，

而教師們會著眼於實務面，站在教師與學生的立場去思考問題，這樣互相

激盪下來，給彼此一個很大的成長空間。（陳建築師-0311 訪） 

因此，水尾國小的重建就參與人員而言，包括新故鄉文教基金會

之成員、人本教育基金會成員、象集團專業建築師、以及校內教育人

員－校長、主任、老師、學生，以及社區家長等，是一次名副其實的

參與式設計模式。 

即使在討論溝通的過程中，出現了爭執與衝突，也不是由上而下

貿然決定的，而是相互尊重，不斷溝通不斷討論，經達成共識後，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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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成形。 

在整個過程中，我們都採用參與式的討論，發展出許多的藍圖與構想，最

後在所有人通力合作下，才完成校園規劃，所以從學校規劃的流程中，可

以看出我們的重建是不斷地溝通再溝通、修正再修正的。（姜校長-0329 訪） 

在整個過程中，出現了許多不同的聲音，比如說操場要怎麼設計？是不是

要保留環形跑道？是不是要建圍牆等等，贊成與反對的意見都有，然而充

分的溝通與建立共識是最重要的，所以再每次會議中，都會一同討論，大

家提出各自的意見，最後再做一決議。（陳建築師-0311 訪） 

由上述可見，水尾國小的重建模式係採取一種開放的共同參與方

式，其規劃過程除了校內的廣泛及深度互動外，也包括了校際的互動

（學聯會），因此，開啟了以學校為本位之共參與式建築模式。 

三、環保教育實踐方面 

綠建築的重要層面之一在於環保教育的實施，尤其強調人與自然

共生之教育歷程的實踐。不論培養環境倫理價值觀的教與學或環保態

度的養成，皆是環保教育實踐上的重要議題。 

水尾國小發展出一種「校園生態棲地營造與生態探索課程」，是一

種學校本位生態教育的課程發展計畫。第一年計畫主體為「校園野花

野草」，第二年則為「風情萬種的校園」，其成果在校園網站展示，並

連線教育部自然生態學習網，成為校園教學資源利用之課程發展的參

考網站。（左漢榮，2006：33） 

以下是水尾國小發展以「優質校園資源」為基礎的校園生態棲地

營造與生態探索課程發展的一些具體理念與做法（左漢榮，2006：

33-36）。 

（一）與自然共生的建築理念。 

1.減少硬體建築量體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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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量使用自然材質。 

3.減少水鋪面，使用透水性高的材質。 

4.大面積高比例的草地活動場。 

5.無圍牆設施，光線與空氣的流動沒有障礙，戶外野生動物可以自由

進出校園，假日是社區休憩公園。 

（二）校園棲地營造做法。 

1.大量種植原生樹種：榕樹、雀榕、無患子、樟樹、九芎、台灣泡桐

等。 

2.讓自然落種植物自由生長：山黃麻、血桐、香葉樹等。 

3.四季不同的變色植物：大葉桃花心木、無患子、櫸樹等。 

4.大量落葉的植物：大葉桃花心木、無患子、樟樹、榕樹。 

5.設置腐木堆、落葉堆。 

6.設置屋頂農場：種植蔬果、體驗有機栽培、動物與蔬果的關係。 

（三）運用校園棲地發展探索體驗課程做法。 

1.持續進行校園及週邊地區生態資源調查，建立物種名錄及物候 

  資料。 

2.編輯野花野草探索手冊、昆蟲名片、海報。 

3.不定期的校園生態新鮮事，在學生朝會報告給學生。 

4.尋找專業團隊的支援：基礎調查、專題演講、專業諮詢。 

5.每年暑假辦理三至四天的生態營，學生自由參加。 

6.重視平常的非正式課程，並巧妙融入其他課程。 

（四）融入課程的參考做法。 

1.自然造形陶藝作品、枯木創意玩偶造形設計。 

2.一片樹葉落下來繪本教學。 

3.社區農業訪問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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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校園野花野草壓花卡片。 

（五）生態探索題材與活動。 

1.鳥與季節、食物。 

2.種子的旅行。 

3.校園中的鳴蟲。 

4.落葉堆裡的生物世界。 

5.小棲地的物種調查。 

    除了上述與自然融合共存的課程方案外，就是整合太陽光電發電

示範系統與校園內水資源循環系統，讓學生了解能源教育的重要性，

並作為施教上的能源教材，達到環保永續、水資源循環再生之生態教

學上的目的（蔡孟蒼，2006：28）。 

    因此，水尾國小在環保教育的實踐上，發展出學校本位的生態課

程，也結合了校園設施作為實施環保教育的教具，提供隨時學習的機

會，並透過教學與示範來實踐環境教育。 

    總承上述，在教育配合的規劃上，由於水尾國小本身與自然共生

的特殊環境，讓整個校園發揮了境教陶冶的功能；而在重建規劃的實

際過程上，更採取了一種開放的共同參與方式，讓參與其中的成員能

充分地表達自我的意見與看法；此外，在環保教育的實施上，也已開

啟了師生參與的校園生態探索課程，雖然師生參與度上無法普及與落

實，而在學生學習效果上亦尚待觀察，但已邁開了環保教育的重要步

伐，若校方能進一步設計具體學習計畫，提供學校教師教學機會，並

幫助學生發展維護生態的技巧，應可大大提昇環保教育配合上的目標。 

参、在科技觀點的規劃上 

學校綠建築的基本觀點是生態環境與科技文明的共生共存。一方

面減緩建築環境上的污染，一方面在綠色學校的基礎上，構造出「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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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營建」的內涵。在高科技的思考上，積極採用高科技或生態科技設

備，以強化永續利用之效率。在低科技方面，消極運用日光、自然通

風、太陽能等來調節建築以節省能源。 

一、在高科技的設施方面 

    就水尾國小的高科技觀點而言，學校硬體部分，大部分仍採取 RC

建材，使用混泥土的比率很多，這是較難符合綠建築規範的。 

水尾國小使用混泥土的比例很高，這是比較不環保的部分（陳建築師-0311

訪）。 

    此外，在運用現代科技方面，水尾國小的太陽能發電系統（見圖

4-5；4-6），就是運用現代科技以達到省能的設計。 

 

 

 

 

 

 

圖 4-5 水尾國小太陽能風車 圖 4-6 水尾國小太陽能光電板 

資料來源：作者實地拍攝 

針對太陽光電發電示範系統的部分，我們的做法有：建置學校太陽能發電

系統設施，我們學校平均一天產生 100 多度電，我們的這個太陽能發電系

統一天可以產生约 10 度電，雖然它在實質上的幫助並不很大，但卻深具教

育意義，可以讓學生了解能源教育的重要性（蔡主任-0324 訪）。 

本校運用太陽光電與水力循環系統，結合趣味闖關體驗活動融入能源教育

主題，並將白天的太陽能量適時並入市電，彰顯再生能源的實用性，而夜

間啟動太陽能儲備電力，點亮校名燈塔、茭白筍壁燈和地燈，營造水田邊

的陽光校園等等（蔡主任-0324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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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孟蒼（2006：28）指出，太陽能設施除了作為能源教材外 

也提供照明，在晴天時將光能轉變為電能，減輕校園用電負荷，以

達到節能的功效。 

    就上述而言，水尾國小在運用高科技以達省能上屬乏善可陳，尚

有努力空間。 

二、在低科技的技術方面 

水尾國小相對於上述在高科技設備上的乏善可陳，在低科技的技

術運用方面則有其可稱道之處。 

    水尾國小使用許多再生材料與透水性材料，就像教室的門窗、地

板都使用木頭（見圖 4-7；4-8），屬於環保材料。大部分校地皆可透水，

許多地方裝省電燈泡。 

水尾國小使用許多再生材料與透水性材料，而原學校的植栽亦保留下來，

教室的門窗、地板都是使用木頭，皆屬於環保材料。而大部分校地皆可透

水，鋪面減少水泥化，屋頂也都有做隔熱與吸音，並且許多地方都裝有省

電燈泡。（陳建築師-0311 訪） 

 

 

 

 

 

 

圖 4-7 水尾國小教室門窗 圖 4-8 水尾國小教室內部 

資料來源：作者實地拍攝 

在運用日光、自然通風方面，水尾國小的建築是有朝此觀點去設計。 

比如說我們的表演廣場，完全採用開放空間的設計方式，可以讓光線大量

的透進，所以在採光方面是有考量進來的，不但符合節能減探的需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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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孩子有開放自由的感受。而戶外除了森林式的校園景觀外，也佈置了許

多敞篷、亭子、自由的緩坡以及生態池與自然水溝，充分運用自然日照與

自然通風的策略，可以大量減少學校照明能源的使用。（姜校長-0329 訪） 

通風是我們這邊很大的特色，因為我們的門和窗戶都做的很大，所以坐北

朝南的結果，就是對溫度有幫助，就是冬天東邊的陽光會照進來，夏天的

時候會比較涼快，這是蠻符合生活上的一些設計。（左主任-0402 訪） 

但是，在實際使用後，卻出現了採光不足的問題。 

我們樓上為了配合斜屋頂，卻把斜度做的過大，所以相對的它走廊的屋頂

就變的比較低，所以光線就比較不足，而且基本上在我們整個二樓樓層的

前面，種植了大樹包含南洋杉及一些大型樹種，種植時距離太近了，當初

從小樹苗種起並不會覺得太近，長大後才發現長得比二樓還高擋住了光

線，所以這是採光的問題。（林校長-0309 訪） 

我覺得這次重建的最大敗筆就是它的採光，光線蠻暗的，就算是晴天也是

需要開燈。（徐老師-0324 訪） 

    另外，在回收可利用的素材和可重複利用的能源，讓學校成為永

續建築並降低對環境的影響方面，水尾國小則結合太陽光電設施與活

力淨化及水渠循環導引的設計，進行雨水回收系統的再利用。 

在我們學校裡面，最近增設了一些太陽光電的設施，屬於能源教育的部分，

能源教育剛好結合到水資源，我們的電動馬達就是從太陽光電下來，通過

太陽系板所產生的電力（林校長-0309 訪）。 

此外，還有太陽能抽水揚水系統，這個系統是利用太陽能量轉動馬達：最

後，還有太陽能水循環生態池、太陽能水循環蓮花、掌形噴水池等等。除

此之外，我們也有做雨水回收教育系統，讓雨水回收再利用（蔡主任-0324

訪）。 

再者，有關善用風土氣候作為永續價值的設計方面，水尾國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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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眼於將戶外田園場所與自然環境一體化設計，以達到「自然即田園

場所」的景況；利用屋頂農場的設施讓建築減少能源的耗費；鋪面大

多採用透水性材質，以確保土壤的涵養水分等，也都是運用風土氣候

作為節能省能的例子。 

我們學校大量保留「半戶外空間」和「戶外空間」的自然風貌（見圖 4-9；

4-10），大量保留原生林木，減少現有植栽的破壞。儘量採用透水性鋪面，

兒童可以透過親水、堆沙、玩石、訪花、賞鳥、觀蟲、臨風來親近大自然

與自然對話（蔡主任-0324 訪）。 

我們有一個田園教室，就在屋頂農場的地方，在過年前我們會種一些蔬菜，

讓學生感受到植物生長的微妙及農人的辛苦，而屋頂農場底下是幼稚園的

活動空間，所以對幼稚園會有遮陽通風之效（林校長-0309 訪）。 

 

 

 

 

 

 

圖 4-9 水尾國小戶外教室 圖 4-10 水尾國小戶外教室 

資料來源：作者實地拍攝 

由上述分析可知，水尾國小在低科技的技術應用上，由於得力於

自然校園的渾然天成，雖然在使用後有採光不足的問題，整體而言，

在運用日光、自然通風上有不錯的效果，對省能與節能助益不少。 

總括上述，在科技上的應用而言，水尾國小在低科技技術方面，

亦即檢視如何協同其他消極技術作為調節建築的方式，有不錯的成

效。但是，綠建築之永續校園的發展，有效配合積極系統，以供應校

園所需能源、並減少建築之耗能，也是不容忽視的層面。因此，水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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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如能在高科技或生態科技設備方面加以改善，包括室溫調控系

統、採光系統、高效率照明系統等，一定可以更符合永續發展之目標。 

肆、在健康原則的規劃上 

在健康原則的規劃上，強調與地球環境共生共榮的理念，以使整

體校園達到「自然」、「舒適」、「安全」三方面的要求。 

一、在自然上 

    在自然的考量上，水尾國小自然資源豐富，草地廣、充滿綠與水

（見圖 4-12），具有多元而豐富的戶外空間，以供學童教學及遊戲之

用，也可赤足奔跑和土地親近，更可以親水、堆沙、玩石、觀蟲等活

動來親近大自然，無疑是一所名副其實的自然學習環境。 

 

 

 

 

 

 

圖 4-11 水尾國小半戶外空間 圖 4-12 水尾國小綠地與樹林 

資料來源：作者實地拍攝 

有遊戲的空間、學習的空間，還有一些是比較屬於生活的空間，所以我們

有學生玩水、玩沙以及大的草皮讓他們去奔跑，然後教室裡會有一個室內

的空間，室內到戶外空間還有一個半戶外空間（見圖 4-13），創造出綠色走

道種植原生木種（左主任-0402 訪）。 

我們學校平日都會有蛇、虎頭蜂等動物，非常貼近大自然的環境，除此之

外，我們學校有一大片的綠地與樹林，是個充滿水與綠的森林校園（蔡主

任-0324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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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舒適上 

    水尾國小的校園設計，就健康原則的舒適層面上，通風性佳、空

氣清新無污染，室內又可脫鞋穿拖鞋上課，整個教室就像「家」一樣，

讓學童感受到有家的溫馨與舒適。 

我們教室營造出家的感覺，因為我們進教室要換室內鞋，讓人感受到有如

家一般的溫馨與舒適（蔡主任-0324 訪）。 

對於新校舍及教室的規劃還不錯，在空間上利用木材建造，比較溫馨，感

覺上像是個家一樣（徐老師-0325 訪）。 

三、在安全上 

    在安全的維護上，水尾國小由於巧妙運用自然的設計，以及運用

低科技策略的設計，可以有效降低污染物在健康上的危害，並有效提

高室內環境品質，以預防環境污染所帶來的危險性並確保學童的身心

健康。 

整個環境而言，又是一個與自然共生建築理念下的產物，一方面減少水泥

鋪面，一方面擴大綠化比率，大約百分之八十，因此，草地活動的地方很

廣，光線日照都很充足，所以，水尾國小可說是與大自然結合的森林校園，

是一個充滿趣味與舒適的優質環境（姜校長-0329 訪）。 

    然而，由於水尾國小採開放式校園的設計，所以並無圍牆的設計，

雖然大大提升了與社區互動的頻率，但在安全維護上卻也萌添一股隱

憂。 

水尾國小開放式的建築不算是一所安全的健康學校，許多人甚至是整個家

庭都會在假日進到校園來，隨著他們的進入所衍生的問題就相當多（蔡主

任-0324 訪）。 

安全的話，因為我們沒有圍牆，在我們正常就學的時間裡，我們還能夠掌



第四章  學校綠建築實例分析－水尾國小 

 85

控，但是在假日時我們就沒有辦法掌控了（林校長-0309 訪）。 

綜上所述，水尾國小在整體健康環境的規劃上，若能在環境品質

上嚴格管控，自然、舒適、安全的健康環境應可同時兼顧；亦即在使

用與管理校園環境時，如何在衛生、環保、安全等方面擬定相關行政

措施，並配合環保教育，必可營造出健康之校園環境，讓全校師生學

習與生活獲得最佳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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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水尾國小綠建築在他校規劃上的可行性 

及其檢討 

   本章共分成三節，第一節探討水尾國小重建之主要推手－新校園運

動；第二節對水尾國小之綠校園規劃與經營作一檢討；第三節則針對

水尾國小綠建築在他校校園規劃上之可行性作一探究，並以新校園運

動的具體目標加以檢視，以瞭解水尾國小是否與其相呼應之狀況。 

第一節  新校園運動 

新校園運動的提出，主要在向行政單位傳達一些改革的呼籲，希

望重建不要因襲舊制而犧牲求新的品質，在民間團體的協助下，教育

部最後接納並確立了「永續發展的綠色校園」與「優質校園環境」為

核心的新校園運動。 

此外，新校園運動可以說是九二一大地震之後，校園重建工作的

幕後推手，而水尾國小也是在這樣的契機之下，得以將綠建築相關概

念融入校園規劃中，因此，以下乃就新校園運動的特質、目的及相關

概念以敘述。 

壹、新校園運動的特質 

新校園運動的基本特質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創意」、「合作」、

與「參與」（行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2004：41）： 

一、創意 

在創意上，新校園運動提供了重新思考校園機能的機會。在建築

師、學校以及地方的合作下，普遍打破傳統的校園格局，不再以行政

大樓作為學校中心、用綠籬取代了高高的圍牆，也不硬性要求制式的

操場，對於校園的配置更具彈性與多樣化。 

二、合作 

為了加強與地方合作，新校園運動可說充分發揮了各界的合作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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神。在整個過程中，教育部與民間團體、教育部與營建署、學校與學

校間都互相協調與配合，共同推動重建工作。 

三、參與 

新校園運動也提供大家參與學校設計的管道，建築師們儘可能地

創造校方、家長乃至社區人士參與討論的機會，因此累積了各種類型

的參與經驗。參與式的設計過程激發了校園的新想像，也讓校園重建

成為社區眾人關心的焦點。 

貳、新校園運動的具體目標 

教育部在民間團體的協助下，確立了新校園運動的基調與主要內

容，並公佈了八項重要的具體目標（轉引自陳明印，2001：65）： 

一、確保安全、健康、舒適的無障礙環境。 

二、落實高效能且符合機能的教學環境。 

三、營建可供作社區終身學習及景觀地標之核心設施。 

四、依據校園整體規劃，推動校園重建工作。 

五、成立校園規劃重建小組，落實開放公共參與。 

六、建立校園與學區、社區資源之整合與共享模式。 

七、確保校園重建期間之學習與生活環境品質。 

八、永續發展的綠色校園環境。 

參、新校園運動的省思 

由上述說明可知，新校園運動的精神在於設計出功能完善的校

園，好讓孩子們有一符合教育潮流的學習環境，具體言之，有以下三

個新典範與新氣象： 

一、校園的規劃需配合新的教育觀念 

在思考災區學校的重建時，不應再複製傳統學校建築的形式，應

將諸如人本教育、開放教育、小班小校、綠色學校等教育改革的理念



第五章  水尾國小綠建築在他校 

規劃上的可行性及其檢討 

 89

融入建築物中，讓新的建築物能符合社區與學校發展特色，以凝聚新

一波教育改革的力量。 

二、校園的建築需符合新環境的要求 

為配合國家推動環保教育政策，在此次校園重建過程中，應落實

永續發展之「綠色學校」理念，空間規劃與經營上，應利用綠色建築

的手法，興建符合環保的學校房舍，達成綠化、美化、舒適、美觀、

安靜的目標。此外，校園綠地需配合生態教育，達成人、自然與生物

共榮的境界，亦即所謂的「新環境」學校（陳明印，2001：67）。 

三、校園文化需與社區文化相互整合 

學校校園是一個有機體，亦會存有發展與衰敗，且會與其他文化

有機體互相融合與轉化。而學校是社區的一部分，校園文化與社區文

化會自然交融是必然之現象。是以，校園規劃設計應重視兩者文化的

異質性、同質性、及其整合之落實。 

綜上所述，新校園運動旨在改造校園空間，並結合綠色校園之技

術，融入永續校園及環境教育之意涵。尤其新校園運動之目標－創造

永續發展的綠色校園環境，就是打造綠色學校的動力根源，藉此，水

尾國小的重建得以與綠建築有共生發展的機會，進而營造出一所綠色

特質的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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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水尾國小綠建築之檢討 

    以下乃本研究針對水尾國小綠建築在生態、教育、科技、健康各層

面上的檢討： 

壹、生態規劃方面 

一、在生態規劃的優點上： 

水尾國小的生態充分發揮與自然結合的特色，並整合校內外生態

環境，達到順應自然及與自然共生、生物共榮的設計原則，是生態校

園難能可貴的特色。然而，若能再就生態學的考量上，規劃一套校園

生態管理的方案，可能在規劃上更能合乎環保的校園要求，以及達致

更優良的生活空間。此外，就整體生態環境而言，若能更融入本校生

態風情、特性與歷史事蹟，即可能在教學上創造出更多樣與豐富的風

貌，最後發展為具有本校特色的校園文化。 

二、在生態規劃的缺點上： 

    水尾國小就前章述及的內政部綠建築生態上的指標要點而言，在

生物多樣性指標、綠量化指標上有很好的效果，但在基地保水指標上，

亦即在基地內自然土層及人工土層涵養水分及儲留雨水的能力上，似

乎成效較弱。基地保水極具重要，因為基地保水性越佳，則涵養雨水

的能力越好，將有益於土壤內微生物的活動，進而改善土壤之活性，

維護建築基地內自然生態環境平衡。水尾國小在土壤地面及透水鋪面

上已有良好基地保水功能，若能在儲留滲透設計及花園雨水截留設計

上加以改善，以達到保水的功能，則效果會更好。 

貳、教育配合方面 

一、在教育配合優點上 

    水尾國小在教育配合方面的規劃，無論在境教、參與以及教學實

踐上都頗具效果。由前章內容可知，水尾國小於境教上為人所稱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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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乃其充分與週遭的自然環境相結合，讓學童在學習上有加乘的功

效，而在這樣一個與自然共生的環境裡，學童也受到潛移默化，產生

了愛護自然與尊重他人之態度。而水尾國小採參與式的重建過程，也

讓所有成員能充分發表意見，作一深度溝通，無形中也將民主的觀念

與態度帶入校園。最後，水尾國小也結合了相關的課程與活動來推動

環保教育，實現了綠建築必須與生態教育相結合以使人類與其他生物

共榮共存之終極目標。 

二、在教育配合的改進上 

    若能在設計階段參與人員中，納入綠建築學者參與設計，提供綠

建築觀點與技術，其規劃結果應該會更完善與周延。此外，應讓社區

參與發揮更大的影響力，讓社區居民參與監督與規劃，使其發展為與

社區共存的校園，進而引領並帶動社區，以校園來啟動社區的永續發

展，在整體規劃上應該會更具特色。 

    最後，在教學工具方面，主要的考量在於如何將建築物用來作為

教學設施之用，利用建築作為學習工具，包括教導學生有關環境保護，

應該是一個規劃上創新的作為。若能把校園以「博物館」的觀點，塑

造成為學生學習的啟發器，將校園這一本書徹底打開，將永續發展的

理想深耕在校園中，應會更具教育效能。 

參、在科技運用方面 

一、在科技運用的優點上 

    水尾國小在科技技術的運用上，著眼於低科技消極的善用自然，

並運用當地的風土氣候以達到省能節能的效果，諸如利用屋頂農場的

設施讓建築減少能源的耗費；鋪面大多採用透水性材質，以確保土壤

的涵養水分等，都是它值得推廣之處。 

二、在科技運用的缺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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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積極的高科技設施方面則有待加強。水尾國小若能在高科技上

強化思考，從水資源循環系統、垃圾處理、污水處理、照明設備等方

面再採用高科技或生態科技設備，則更能發揮減少資源浪費及降低污

染的綠建築精神。 

肆、在健康原則方面 

一、在健康規劃上的優勢 

    水尾國小之綠建築規劃能做到以學童生活的健康、舒適為考量，

創造一個像「家」一樣的校園環境。尤其在舒適、自然上發揮了不錯

的效果。 

二、在健康規劃的改進上 

    水尾國小若能在避免危害的安全性上再加以斟酌，則會有更好的

安全保障。例如，在污水垃圾改善上，更加注重污水處理設施功能和

垃圾處理空間的景觀美化設計，以控制及改善環境衛生，提升生活環

境品質。若能讓廚房、餐廳、教室、走廊之排水配管確實導入污水系

統，必能減少更多的污染。還有，妥善執行資源垃圾分類及回收管理

系統，也是垃圾處理的可行之道。由是，水尾國小若能再從避免危害

與污染上更細心規劃與管理，學童的安全會更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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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水尾國小綠建築在他校規劃上的可行性 

    由上述內容可知，水尾國小強調符應自然之綠建築式的校園，可

說是在「新校園運動」推展之下的產出，而水尾國小綠建築在環境生

態、教育配合、科技運用、健康環境等各層面，皆有獨特可供參考之

處。是以，以下內容擬先分析水尾國小運用至他校可行與受限之處，

再運用第一節所述「新校園運動」的目標加以檢視，以瞭解水尾國小

是否與其相呼應之狀況。 

壹、水尾國小綠建築規劃推廣至他校可行之處 

一、水尾國小開放師生共同參與之規劃模式足供他校借鏡 

  第二章現代性學校建築規劃之分析中曾述及，階層化取向觀點的

校園規劃，往往反映出明顯的霸權與特權意識，因此，容易形成集權

決定及行政導向的規劃模式，這種偏頗的模式，往往將教師、學生與

社區人士等邊緣化，而無法實際參與設計過程。因而，在行政人員及

設計師「寡頭」參與的情況下，使得教師及學生等「微小敘述的聲音」，

無法表達出來，以獲充分「對話」之可能與機會，明顯違反多元參與

對話的原則。 

    然而，水尾國小共同參與模式，讓「施教者」的老師與「受教者」

的學生，都有充分表達意見的機會，從規劃理念的形成、重建歷程的

推動、一直到重建結果的完成，均本此開放的共同參與模式，以達廣

泛互動及深度意見交換的境地。因此，校園規劃能在綠建築的客觀要

求下，同時兼顧教學與學習上的主體需求，以營造出一所最佳的教育

環境來。 

    總之，參與規劃可充分達到主客觀上的需求，是周延而理想的校

園規劃模式。是以，水尾國小之共同參與模式的做法，深值作為國內

各校未來修建、改建或重件上的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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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尾國小「學校綠建築」即「教學場景」的理念可為他校參照 

    現代性學校建築由於權力與意識形態之介入而變質，進而影響實

質的教學空間。因此，唯有釐清校園空間的介入力量並改善此空間的

作用力與因素，才能回復到以教育為本職的空間上。基此，校園空間

的規劃與設計，不應被外在權力所控制，應強調多元、符合人性與人

類價值上的需求，更重要的是，應回歸到「學校是什麼」與「為什麼

要有教育」的本質上。 

    就整體校園環境而言，校園即一種大型教具。對教師而言，可利

用校園因地制宜的施教；對學生而言，可生活於校園中並身臨其境去

體驗。因此，學校建築即師生共同從事教與學的場所，也是提供兒童

生活與學習的主要空間；基此，學校建築不同於一般建築，最重要的

是以教師的教學與學生的學習為依歸。是以，學校綠建築除強調經濟

的面向以外，最重要的乃是以發揮學校之環境教育功能為第一要務，

由此可見，應讓建築與教學緊密結合，以提升環境教育功效，乃是綠

建築規劃上不容忽視的重要課題。 

    水尾國小強調與自然相結合的理念，尤其強調人與自然共生之教

育實踐。此種結合自然的生態設計，一方面發揮潛在的境教效果；一

方面利用環境現場實施生態與環保教育，透過環境教育的教學，培養

正面積極的環境倫理與態度。 

    其中，水尾國小所規劃之田園即教學場所的整合，是生態理念充

分落實在學校建築上的具體作為；此種整合以學校所在地為核心，結

合附近的自然資源，然後藉由不同生態區的組成特色，讓田園教學呈

現各種多元風貌，以便教師從事生態教學與學生之生態體驗。此外，

水尾國小也響應自然共生的理念，結合課程與活動來實踐環境教育。

此種將建築理念與教學相結合的做法，無形中即把綠建築理念透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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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實踐結為一體，是一種「學校綠建築即教學場景」「學校即教具」的

真實呈現，可作為他校在實施綠建築規劃上的參照典範。 

三、水尾國小結合校內外生態環境的規劃方式有推廣至他校的價值 

    前章曾述及，國內中小學之建築規劃呈現制式與規格化的教室與

校園空間型態，突顯了單調、刻板與僵化的設計盲點，這種單一規格

化的現代性制式校園規劃，不但無法建立學童對校園的認同感，更無

法滿足創新教學上的需求。 

    水尾國小結合校內外整體生態環境校園規劃，符合現階段教育改

革上的設計需求。傳統的學校建築設計原理，係屬於僵硬的教學空間

組織，封閉的教室為其主要型態，而改革的學校建築則以個別化、民

主化、彈性化的設計為前提。尤其，我國國民教育的發展，正朝向多

元、民主與權力鬆綁方向發展，昔日那種制式校園規劃已面臨嚴峻的

考驗，現階段的學校建築應以塑造多樣化的學習環境、創造有趣的生

活空間、以及提供良好的社區互動為主軸。基此，水尾國小的校內外

整體設計的做法，符合現階段教育空間改革上的需求。 

    水尾國小之校內外生態環境的整體規劃，應是所有規劃層面中最

具特色者。校外生態所構築出與自然共生的生態場景，呈現多元風貌

並與農村自然景觀結合，並由校外延伸連接校內環境，將校內自然與

人為、原生與外來、水生與陸生、荒野與田野等各種型態互為一體，

此種「新」的生態環境與內涵，為教育改革提供各種可能與可行的學

習空間。 

四、水尾國小運用低科技技術達致節能之規劃策略可供他校學習 

    建築產業對地球的污染與損害可說日益加劇，因此，一股反現代

性建築思潮正順勢興起，強調節能建築與生態建築的重要性。因此，

追求永續發展的綠建築乃成為世界趨勢，此種強調生態、節能、減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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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特性的綠建築已蔚為風潮。而學校建築為公共建築的一環，也是

教育的場所，學校建築的規劃與設計，融合綠建築與相關環境教育和

環保問題便成為世界各國關注的焦點，而強調永續、生態、綠色、健

康等學校乃應運而生。 

    水尾國小運用低科技技術，師法自然，順應風土，以達節能、無

害的目標。水尾國小運用日光、自然通風以減少能源上的耗費，達到

省能的效果；同時，善用風土氣候作為永續價值的設計上，也發揮了

不小的節能效果。 

    此外，學校為了省能及達到教育學生相關環保觀念的目的，還特

地設置了太陽能節能系統，不但在實質上可以達到節省能源的目的，

還可以讓學生實地觀察與學習，為環保教育的植入提供了一良好的管

道。 

    由上述可知，現階段的學校建築，規劃上如要有效達到節能、健

康的綠建築標準，水尾國小運用自然與風土的做法，是一具體可行的

策略，值得他校借鏡學習。 

貳、水尾國小綠建築規劃推廣至他校可能受限之處 

一、校園地理環境的限制 

    從上述分析內容可知，水尾國小充分結合校外與校內的生態環

境，巧妙地運用相關的自然資源，然而，這樣的場景若轉換到都市學

校，恐怕就有先天上的限制了，長久以來，一般都市之校園設計，受

限於土地面積及使用人數，校園規劃多半採用連棟式的設計，學生長

期生活在水泥圍牆之內，無法完全享受校園生活的樂趣，而學校周遭

更是與高樓大廈、車水馬龍的大馬路、甚至工廠為鄰，是以，這種地

理環境之下的校園恐怕只能從校園內的生態環境加以設計與改善了。 

二、舊有校舍整體改建不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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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尾國小現今的校園型態是起緣於九二一大地震後，結合政府、

民間社團及所有參與人員之力量所通力完成，然而，對於大部分的學

校來說，校園主體結構、校舍、及相關設施早已存在，若要全面翻新

與改建，牽涉到的問題諸如經費、、技術、學生上課狀況、教師意見、

社區認同等實為廣泛，是以，要全面從建築主體進行整建的確不是件

容易之事，然而，從局部之處著手，例如屋頂農場、生態池、校園綠

化等，讓校園環境一步步邁向健康、自然、舒適的目標應指日可待。 

三、教育人員觀念改變不易 

身為學校行政工作者，尤其是校長與主任，應以提昇教育品質、

增進學生學習為首務，而校園歸劃的設計，不僅可輔助教學，更可發

揮陶冶學生品性之「境教」功能，在學生行為改變及學習的成效上扮

演著重要的關鍵角色。因此，在校園規劃與經營時，適時地將綠建築

的觀念導入是非常重要的。然而，許多學校行政人員缺乏相關認知與

素養，無法帶領學校求新與求變，喪失了改善的契機。此外，站在教

學第一線的教師更應隨時檢視自己的教學方式與教學內容，與時俱

進。以水尾國小為例，雖然學校備有許多戶外教室，但是很多老師不

願意改變舊式的教學型態，無法讓這些立意良好的設備得到妥善的運

用，因此，教育人員的配合意願與相關行動應是決定校園環境的一大

關鍵。 

總承上述，若要在現行的校園生態下推展永續綠校園的實現，應

著重長期性的規劃與維護，並有明確的教育政策做為指導原則，讓學

校每一位成員以及教職員生產生對於綠校園建築的需求及自覺，以進

行學校建築物的實際改造，將學校作為親近自然與學習自然的最佳場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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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以新校園運動之具體目標檢視水尾國小的校園規劃情形 

    新校園運動讓大家對校園建築有更深地認識與體驗，校園是師生

活動的場所，是社區居民活動的中心，更應與地方作一緊密地結合，

所以，在這一波重建校園中，除重視基本的要求之外，更應落實教改

理念，讓學生更有創意、教師更有熱情，使校園與社區緊密結合，以

落實永續發展的理念。以下乃列舉幾項新校園運動之具體目標，來檢

視水尾國小是否有將其精神加以落實。 

一、確保安全、健康、舒適的無障礙環境 

    水尾國小師法自然，妥善地運用日光、自然通風及善用風土氣候，

以低污染為理念的規劃，創造出安全之校園環境，此外，水尾國小的

綠化做得非常徹底，孩童們可以恣意地在草地上玩耍、於樹蔭下休息，

是一個適合他們身心生長的健康環境，而營造成「家」一般的校園氣

氛，更是讓人感受溫馨與舒適。 

    然而，水尾國小若能改善無障礙空間的設計，讓行動不變者也能

在校園中感受到方便與尊重，一定更符合此目標之精神。 

二、 落實高效能且符合機能的教學環境 

    水尾國小所規劃出來的校園環境，正是遵循綠建築的規劃原則，

使其發揮某種「機能」所設計，秉持著與自然相結合的生態設計，讓

整個校園產生了潛移默化的「境教」功能，有幾位水尾國小的學校教

育人員在受訪談時，均反映出一個現象，即孩童們在學校上課時，能

保持安靜的狀態，不會吵吵鬧鬧，同時，他們對週遭的動植物也都能

加以愛護，不會任意地去傷害與打擾，若教師在加以適時地引導，並

配合相關環保教育內涵，必可創造出一「效能」與「機能」兼具之優

良教學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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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立校園規劃重建小組，落實開放公共參與 

    水尾國小的重建小組所組成的參與成員，包括提供規劃理念並適

度扮演溝通角色的新故鄉及人本基金會的人員；負責設計的象集團建

築師群；以及校內之教育人士－校長、主任、教師、學生等，並涵蓋

社區家長與社區耆老。因此，此種共同參與校園重建的規劃模式，完

全落實了「開放公共參與」的具體目標，值得推廣與學習。 

四、建立校園與學區、社區資源之整合與共享模式 

    首先，水尾國小在校園重建的過程中，邀請了社區家長與社區人

士共同加入討論的行列，無形當中便已將社區資源納入學校體系，並

達成社區資源共享的目標。 

    其次，水尾國小為了讓學校成為社區居民的活動中心，學校並未

設置圍牆，所以，到了下班或是週末假期的時間，水尾國小變成為附

近居民的最佳去處，滿足了社區居民對公共設施的需求。 

    再者，水尾國小的「田園教學」就是要將學校與社區資源作一整

合，把社區的自然資源納入學生的學習與課程設計中，諸如水產農作、

旱地農作、農場牧草、溪流等，都是學校可茲運用的對象。如此一來，

不但豐富了教師的教學，更可以落實鄉土教育，培養學生觀察鄉土的

能力，激發熱愛鄉土的情懷，在扎實的教育引導下，萌生多元文化觀

與世界觀，由愛家、愛鄉、愛國，進而熱愛整個居住的大環境－地球

村。 

五、永續發展的綠色校園環境 

    在自然的考量上，水尾國小自然資源豐富，草地廣、充滿綠與水，

具有多元而豐富的戶外空間，以供學童教學及遊戲之用，學童可以透

過各種活動與形式來親近大自然，無疑是一所名副其實的自然學習環

境。 



 100

    此外，水尾國小的校園規劃在生態環境的設計方面，就是希望與

周邊的自然環境與農村風貌相結合，構築出與自然共生的生態學校，，

呈現以自然為中心的多元風貌，是師生健康成長與快樂探索的最佳學

習園地。 

    因此，就此項目標而言，水尾國小可以說是充分地發揮了永續校

園的精神，營造出充滿綠與水的森林小學。 

    總承上述，新校園運動旨在設計出安全與功能完善的校園，在思

考校園重建時，應使新校園能與社區充分結合，以期建構出能展現地

方風土民情、廣受師生與社區居民認同的新校園。是以，當我們以新

校園運動的精神去檢視水尾國小校園規劃的情形時，可以發現它有獨

到的設計與經營，並融入諸如人本教育、小班小校、環境教育、綠色

校園等教育理念，正致力於朝永續校園的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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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 

本研究以文獻分析、訪問、及觀察為研究方法，旨在探討綠建築 

觀念落實在學校建築的可能性，以及學校綠建築與學校教育的配合，

並以水尾國小為例分析其運作情形。以下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研究發

現、研究建議與研究展望，以作為學校建築規劃上的參照。 

第一節  研究發現 

壹、現代性學校建築深受現代性建築的影響，具有權力與意識型態宰 

    制、制式與規格化、階層化取向之特色： 

一、權力與意識型態宰制下的校園規劃 

校園空間已成為轉化各種不同權力機制、知識傳遞、意識形態教

化與人格意識培養的共通性場域，而不再只是純粹的教育、學習及學

生活動場所而已。可以分成以下兩點作說明： 

（一）社會權力主導校園空間分配 

    可以從講台與學生座位的安排、利用空間距離隔離好壞學生、日

常生活中的教室命名等空間分配看出權力的介入與宰制。 

（二）政治與意識型態之介入 

傳統台灣地區的學校建築規劃與設計，充滿了父權心態下的空間

壓迫感，諸如校園標語、校園銅像與校園跑道等，皆可看出政治與意

識形態的介入，缺乏多元文化的注入與尊重個別差異的精神。 

因此，校園空間的規劃與設計，應擺脫權力與意識形態的控制，

而回歸到「學校是什麼」、「為什麼要有教育」、「學校需要什麼教育」

的本質上。 

二、制式與規格化的校園規劃 

台灣地區的中小學學校建築，由於學校設備標準與教室標準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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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呈現了制式與規格化的教室與校園空間型態。學校校舍的標準

圖是在民國 57 年國民義務教育實施時，由於改建校舍的需求量大增，

為了加速完成新建校舍，節省建築經費，乃統一建築規格。是以，政

府公佈了教室的標準圖後，所有台灣地區的國民中小學校舍均為統一

的標準模式，突顯了制式與僵化的設計盲點。 

因此，完整的校園環境，應注重多元化教育的需求，破除呆板單

一的固定模式，以學生為主體，規劃出符合孩子成長與學習的開放性

空間。 

三、階層化取向的校園規劃 

（一）規劃主體 

在規劃主體上，就現代性學校建築的規劃歷程而言，係一種由上

而下的規劃方式，學校的建築師與學校的校長、總務主任等，是握有

行政實權的少數幾人，規劃案通常由他們來決定，此種規劃方式，充

其量只能滿足少數行政人員的辦學理念，而無法讓有關人員廣泛參與。 

（二）規劃客體 

規劃客體指的是規劃的結果，在校園空間環境中，明顯存在著管

理者與被管理者、規訓者與被規訓者之「階層」，此階層以「中心」與

「邊緣」的型態呈現，「中心」通常代表著學校行政與決策所在，意味

著威權與宰制。是以，此「中心」在校園中成為學生的禁區，給予學

生心理上莫大的壓迫與隔閡感。我們應對校園空間「中心」與「邊緣」

階層現象進行思考與反省，意識形態化的空間規劃機制應該給予重新

定位與檢討，讓校園規劃建立在開放的、快樂的、遊戲的基礎上。 

貳、綠建築的內涵可歸納成以下之要點： 

一、綠建築的定義可說是滿足人類最小需求，以歸還自然最大的空間、 

強調永續發展與環境共生的建築物，且最重要之處乃在於綠建築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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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生態環境相結合，才能讓人類及其他生物真正和諧共存。 

二、綠建築已成為一股世界趨勢，舉凡永續建築、生態建築、健康建 

築等概念都含蓄其中，世界先進國家皆已建立評估體系，可以利用評

估指標了解綠建築的性能和成效。而台灣的評估系統乃內政部建築研

究所公佈之九大評估指標。 

參、綠建築的校園規劃應遵循環境生態、教育配合、科技態度、健康 

    等原則： 

一、在環境生態的考量方面 

環境意識強調，人類不再被視為生物界的唯一主宰，也並非可以

任意的肆虐、剝削所有自然資源和環境條件，人與環境的合諧共生、

共榮便是應有的環境意識。因此，在學校綠建築的規劃上，運用生態

規劃原則，達到人與自然、生物共生、物質循環的境界，乃是首要考

量之課題。是以，學校綠建築規劃的生態原則，應從校外、校內之整

體生態環境來全面考量，並發展為具有生態特色的校園文化。 

二、在教育配合的設計方面 

綠建築的校園規劃自以維護學生學習與教師教學為核心，並符合

生態永續建築之標的為思考方向。學校綠建築和教學相關的層面上，

可從境教陶冶功能、規劃參與過程、以及環保教育實施三方面加以考

量。首先，就環境陶冶功能而言，校園環境的設計，係一種「有意而

善意」的「境教」，主要由教育人員透過環境的安排，使學生經由自然

的氣氛而有積極正向的學習。其次，就規劃參與過程而言整個校園規

劃參與的過程，從建築師、校方行政人員、教師、學生、家長乃至於

社區人士等，都應加入討論的行列，才可以營造出一最佳的教育環境。 

最後，就環保教育的實施而言，環保教育強調環境倫理價值觀，希望

藉助環境倫理價值觀的教與學，培養學生正面積極的環境態度，使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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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欣賞和感激自然，進而關懷未來世代的生存與發展。 

三、在科技觀點的態度上 

學校綠建築的基本觀點與態度是生態環境與科技文明的共生共

存。在高科技的思考上，可採用高科技或生態科技設備，包括室溫調

控系統、採光系統、高效率照明設備及配管設備等。在低科技方面，

即是運用消極技術，如運用日光、自然通風、太陽能等，來調節建築。

總之，在科技原則的綠建築設計上，積極方面可以採用高科技的技術，

消極方面可以運用低科技方法，以設計出與環境的共生共存的節能減

廢空間來。 

四、在健康原則的立場上 

學校綠建築在健康層面上，應從舒適、自然、安全三方面考量，

以落實健康規劃上的設計與維護。在舒適方面，空間尺度應符合使用

機能與使用者特性，在自然方面學校綠建築的規劃應以自然為師，讓

師生親近自然，向大自然學習，感受自然的韻律。健康原則的運用上，

在學校設計、能源效率、環境教育、室內環境品質、廢棄物的回收、

水資源的保護等都應有所兼顧。 

肆、水尾國小之學校綠建築實例分析有以下之特點： 

一、在環境生態的規劃上能兼顧校外與校內生態 

（一）校外環境生態方面能與周邊自然環境與農村風貌相結合 

    水尾國小學校四周農田山丘環繞，動植物豐富，自然、寧靜、優

美，為學生學習與教師教學之樂園，故名為「水田邊的樂園」。是以，

以水尾國小所在地為核心，結合附近的自然資源是其一大特色。 

（二）校內生態環境方面能保存自然環境、營造綠色校園 

    校內的生態環境兼具學習與生活的空間特性，學習的空間提供多

樣且開放的學習環境，諸如戶外教室、生態溝、屋頂農場等設計，讓



第六章  結論 

 105

學生及教師以自然為師，體會環境倫理之重要性。 

二、在教育配合的規劃上展現良好的成效 

（一）發揮潛移默化的境教功能 

（二）開啟了以學校為本位的參與式建築模式 

（三）配合相關的環保教育教學與活動 

三、在科技觀點的規劃上應加強高科技技術 

    在高科技方面，水尾國小運用太陽能發電系統進行節能，並施以能

源教育。若能在高科技上強化思考，從水資源循環系統、垃圾處理、

污水處理、照明設備等方面再採用高科技或生態科技設備，則更能展

現綠建築的永續精神。 

四、在健康原則的規劃上大致符合自然、舒適、安全之要求，若能在

避免危害的安全性上再加以斟酌，則會有更好的安全保障。 

伍、水尾國小綠建築在他校規劃上的可行性 

一、水尾國小建築實例推廣至他校可行之處包括有以下四點： 

（一）水尾國小開放師生共同參與之規劃模式足供他校借鏡 

（二）水尾國小「學校綠建築」即「教學場景」的理念可為他校參照 

（三）水尾國小結合校內外生態環境的規劃方式有推廣至他校的價值 

（四）水尾國小運用低科技技術達致節能之規劃策略可供他校學習 

二、水尾國小建築實例推廣至他校受限之處包括有以下三點： 

（一）校園地理環境的限制 

（二）舊有校舍整體改建不易 

（三）教育人員觀念改變不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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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壹、對教育行政機關的建議 

一、建立各校的建築資料與成功經驗 

    水尾國小的校園綠建築可以說是一個值得他校學習的成功經驗，

但是若不是深入了解與訪視，是無法取得相關資料與訊息的。所以，

建議教育行政機關應成立校園綠建築規劃之諮詢窗口，將各校的綠建

築資料一一蒐集與建檔，同時納入相關法令規章的釋疑，提供學校在

籌備過程中排解問題的服務，以利學校綠建築規劃發展之順利推動。 

二、充足學校建築的教育經費 

    由於九二一地震破壞了整個校園，才成就了水尾國小的重建，並

且在政府及民間單位的協助下，以 40,950,000 元的經費重建而成。然

而，對於大部分的學校來說，校園主體結構、校舍、及相關設施早已

存在，若要全面翻新與改建，牽涉到的問題非常廣泛，是以，要全面

從建築主體進行整建的確不是件容易之事。校園環境的經營與規劃對

教師的教學成效息息相關，良好的環境可以增強學生的學習意願，若

再輔以教學活動與課程設計，必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因此，學校的重

建與改建所遭遇的第一個問題往往是經費不足的困境，致使許多欲改

善的工程遲遲無法動工。是以，建議教育行政機關應積極籌措相關經

費，寬列預算，讓校園改善的理想得以實現，並合理分配教育資源，

以平衡各校發展之差距。 

三、推動並落實固定資產折舊制度 

    目前公立學校的建築被視為公共資產，對於它的後續經營並無折

舊、分攤的概念，所以即使是像水尾國小這樣以一筆為數不小的金額

所重建而成的學校，對於它的後續經營與汰換問題，並無一妥善的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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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措施。所以，建議教育行政機關，應推動並落實固定資產折舊制度，

由專家學者加以規劃與設計，並加以法制化，讓學校的經營與規劃經

得起時間的考驗。 

四、辦理學校綠建築規劃相關的知能研習 

    由於許多學校教育人員缺乏綠建築的相關知識與素養，以至於無

法帶領學校求新與求變，因此，建議教育行政機關應有系列的辦理有

關綠色校園規劃與設計的專業知能研習，將綠建築規劃的原理、相關

的法令規章、其他國家的成功案例、各種教育改革理念等納入研習課

程，使教育人員具備相關學術素養，如此，才能在第一線上為學生把

關，建造出以學生為主體的建築物。同時，應培訓出種子教師，成立

建築規劃輔導團，到有需求的學校去作技術指導與經驗傳承，以提升

學校教育人員對建築規劃的專業能力與信心。 

貳、對學校綠建築規劃的建議 

一、校園規劃的過程應採取參與式的規劃方式 

    校園是師生的主要活動場所，因此校園的設計應以使用者為中心

來進行考量，不應由少數的行政人員以偏頗的方式來決定。是以，應

該讓團體中的成員都有表達意見的機會，以達到廣泛互動及交換意見

的目標。職是之故，建議學校單位應採取「參與式」的規劃，讓行政

人員、教師代表、家長代表、學生代表及社區代表等皆能參與其中，

以共同建立綠色學校之遠景。 

二、配合學校建築，設計一系列的環保教育課程 

    歐洲許多國家把綠建築的學校直接稱為生態學校，主要目的乃在

於提昇學生對於環境議題的認知，培養負責任的態度。所以建議學校

單位應召集各領域教師共同研發出一套符合學校本位的環保教育課

程，以提供機會幫助學生發展維護生態的技巧，並對於環境與社區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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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一己之力。 

三、運用現代科技以設計出與環境共存的節能空間 

    學校綠建築強調低環境衝擊、高適應力、高環境品質的原則，因

此，如何讓生態環境與科技文明共生共存乃綠建築的一大課題。基此，

建議學校單位應運用現代科技技術，積極方面可以採用高科技技術，

消極方面可以運用低科技技術，以強化永續利用之效率並達到節省能

源之功效。 

四、加強校園的綠化、美化與創造富教育性的校園環境 

    校園環境的設計是一種「有意而善意」的「境教」，主要是由教育

人員透過環境的安排，使學生產生正向的學習，因此，校園的綠化、

美化可以說是提供學生一個適於學習且舒適的環境，亦是一種境教的

安排，所以建議學校相關行政單位，在規劃綠校園時，應將此點列為

年度重要行事之一，有系列地推動與提倡，才有辦法創造最接近大自

然的校園環境，針對這方面，諸如以藤蔓類植物立體綠化、增加綠地

空間、屋頂農場、情境佈置等都是可以考慮的方向。而在實施的過程，

更應考量其教育意義，讓學生了解改善校園環境的目的與動機，甚至

可以請教師設計教學單元與活動以茲配合，讓永續發展及珍惜自然的

精神代代相傳。 

五、充分結合社區資源，發展出有特色的校園文化 

    學校綠建築規劃的生態原則，應從校外、校內來建構整體生態環

境，此外，新校園運動亦提倡，應建立校園與學區、社區資源之整合

與共享模式。因此，學校綠建築應考量到週遭的環境、社區的生態與

風俗民情，將社區資源與人才納入校園中，形成一個以校園為中心的

生態圈，在學校教育人員、家長及社區居民的群策群力下，提升整體

地區的文化水準和區域發展，發展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校園文化，使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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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成為一個重要的公共教育資源和可塑性高的開放空間。 

 

第三節  研究展望 

壹、研究限制 

一、專業學養的限制 

    由於本研究旨在探討學校綠建築於學校教育上的功能與運作，所

以研究者必須站在兼具建築專業與教育專業的立場作分析與研究，但

是研究者本身僅具教育專業背景，因此在探討學校建築之專業知識

時，難免遇到認知上的盲點；對此，研究者除廣泛地涉獵相關專業書

籍與期刊外，還多次與建築師作深入之訪談，藉此增益專業上的不足。 

二、區域適用的限制 

    由於綠建築技術本身有極高的地域性，亦即各地實施的技術體系

乃根據其本身的環境條件發展而成。本研究以南投縣埔里鎮水尾國小

為例，若要類推至其他學校時，應考量學校所處之地理環境及條件。 

三、主觀判斷的限制 

    本研究屬於質性研究，研究過程中難免遇到研究者本身之主觀判

斷，為了避免研究工具所造成的誤差，研究者本身應蒐集多方面、多

角度的意見與描述。 

貳、對後續研究之建議 

    由於研究者之時間與精力有限，因此，僅以南投縣埔里鎮水尾國

小為研究對象，並輔以訪問建築師、學校校長、主任、老師等，再加

上研究者自身的觀察，是以，所推論之結果有其限制。建議未來研究

者若狀況許可，可以將研究對象擴大，以了解各級學校有關綠建築之

校園規劃現況，必會使研究內容更為豐富。 

    其次，本研究主要是了解水尾國小綠校園規劃現況，當校園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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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綠建築永續發展概念後，用後評估是對建成後的環境使用進行整

體的評估，以使用者為主，對過去所制定的措施及策略加以檢討，以

作為往後修正的基礎。是以，若能加入此區塊，必然增加研究的豐富

性與完整性。 

    最後，在研究方法上面，本研究主要採文獻分析、訪談及觀察等

方法去探討水尾國小學校綠建築的經營概況，比較偏向研究者自身主

觀之判斷，若未來研究能輔以問卷調查，並加上客觀的評估系統與指

標，必然更增加研究的可信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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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訪談人員一覽表 

編號 姓名 背景 時間 地點 

1 陳永興 重建建築師 2009.3.11 電話訪問 

2 林忠信 現任校長 2009.3.09

宏仁國中 

教務處 

3 姜旭岡 重建校長 2009.3.29 校長自宅 

4 蔡孟蒼 重建、現任總務主任 2009.3.24

水尾國小 

辦公室 

5 左漢榮 重建、現任教導主任 2009.4.02

水尾國小 

辦公室 

6 徐瓊茹 重建、現任教師 2009.3.25

水尾國小 

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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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訪談題目 

一、請問，學校重建的規劃設計構想或理念是什麼？ 

二、請您描述學校重建的動態過程，有哪些人參與？如何解決或協調

過程中的不同意見？ 

三、請問，重建完成之後，對老師的教學或學生的學習有哪些幫助或

改善？在環保教育上有何助益或特色？建築物或校園設施是否能

結合教學活動？ 

四、您認為重建後學校的規劃設計和空間配置（座向、採光、通風等）

是否合乎生態理念？其特色與風格如何？ 

五、您認為重建學校所使用的建材是否符合永續利用的要求？請您作

一描述。 

六、校園設計是否運用現代科技以達到省能與節能？ 

七、您認為重建後的學校建築是不是一所自然、舒適、安全的健康學

校呢？哪些部分是，哪些部分不是，請您作一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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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訪談資料彙整 

陳永興建築師訪談資料 

日期：2009 3 11 

時間：20：30 ~ 21：30 

地點：電話訪談 

一、 學校重建的規劃設計構想或理念。 

問：請您描述一下當初水尾國校重建時的設計構想或理念為何？ 

答：由於水尾國小的位置在郊區，且其週邊的自然環境是與農村結合

在一起的，而水尾國小具有「偏遠地區」、「農村學校」、「教職員

工及學生人數少」、「校地大」等特點，所以當初在設計水尾國小

時，便以「水田邊的學校」為設計構想，並從外在條件來思考整

個設計方向，希望將水尾國小打造成以使用者為中心的森林小學

及田園小學。 

二、 學校重建的動態過程中之參與人員；如何解決或協調過程中的不

同意見。 

問：請教建築師，學校重建時有哪些人參與呢？ 

答：由教育人員及建築專業人員共同來參與。教育專業人員與建築專

業人員以往是不太有交集的，而九二一新校園運動提供了一個平

台讓教育界與建築界有一對談機會，在整個討論的過程中，建築

師較重視空間的格局，而教師們會著眼於實務面，站在教師與學

生的立場去思考問題，這樣互相激盪下來，給彼此一個很大的成

長空間。而在這個過程當中，新故鄉文教基金會與人本文教基金

會作了一個橋樑的角色，它們可以說提供了建築師與學校間一個

溝通的平台，促成了五個重建學校合組所謂的五校聯盟，每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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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都可以把自己的經驗提出來，作一校際間的溝通與參考，讓學

校間可以充分的合作，並吸取別人的經驗。 

問：在討論溝通的過程中，是否會出現許多不同的聲音？若有爭執時，

會如何解決？ 

答：在整個過程中，出現了許多不同的聲音，比如說操場要怎麼設計？

是不是要保留環形跑道？是不是要建圍牆等等，贊成與反對的意

見都有，然而充分的溝通與建立共識是最重要的，所以再每次會

議中，都會一同討論，大家提出各自的意見，最後再做一決議。 

三、學校重建完成之後，對老師的教學或學生的學習之幫助或改善；

建築物或校園設施與教學活動之結合。 

問：請問學校重建後是否對老師的教學或學生的學習有幫助或改善？

而建築物是否能結合教學活動？ 

答：就我以建築師的角度去觀察水尾國校重建後的使用狀況，大致上

整個低中高年級所使用的空間型態不同，幼稚園的部分，他們把

部分的上課場所移到戶外，室內與室外空間都充分利用，低年級

的活動空間是足夠的，中高年級當初在設計的時候有一公共領

域，而這個公共領域具有互動性，但是老師還是比較傾向分開使

用。而在所有的教室中我認為自然科教室的使用狀況是最好的，

在教室內便可觀察室外環境，教師把整個學習環境經營地非常

好，而且在屋頂還有一屋頂花園，不但具有綠化的功效，還可以

隔熱及通風。在行政空間的使用上，教師的辦公室空間上算充裕，

但是由於樹長得太快，以至於採光不足，這是比較需要改進之處，

而且校長的辦公場所太小了。但是大致上教師們所呈現出來的意

見在使用上還算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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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當初在規劃時，有設計一座水池，當初的理想是希望小朋友

可以有一個戲水的地方，但是實際上只有在特殊狀況時水池才會

注水。 

問：為什麼在特殊狀況才會注水呢？ 

答：據老師表示，由於管理上不方便，怕會發生危險及意外，所以平

時這個水池是沒有在使用的，這點與當初規劃設計時有點出入。

另外，草坪的使用頻率相當高，學生們跟附近的社區人士都會到

此運動，從事各類球類活動，但是若能考量到操場的高低差的問

題，讓雨水順勢留下，排水狀況應該會更好些。 

四、重建後學校的規劃設計和空間配置（座向、採光、通風等）是否

合乎生態理念。 

問：請問水尾國小重建後的規劃設計和空間配置是否合乎生態理念？

可以從座向、採光、通風等方向作分析。 

答：水尾國小學校空間配置是座北朝南，所以不會西曬，而且有比較

深的遮陽廊道，讓在裡面活動的師生感到舒適與涼爽。此外，教

室門窗都可以敞開，具有通風之效。然而在採光部分，因為植物

生長得太快了，所以遮住了光線，以至於採光不足是目前存在的

一大問題。 

五、重建學校所使用的建材是否符合永續利用的要求。 

問：重建學校所使用的建材有沒有符合永續利用的要求？ 

答：水尾國小使用許多再生材料與透水性材料，而原學校的植栽亦保

留下來，教室的門窗、地板都是使用木頭，皆屬於環保材料。但

是使用混泥土的比例很高，這是比較不環保的部分。而大部分校

地皆可透水，鋪面減少水泥化，屋頂也都有做隔熱與吸音，並且

許多地方都裝有省電燈泡，省電燈泡雖然具有效率高的優點，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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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費用卻很貴，所以後來有一部分都換回傳統型燈泡，我想這是

成本上的考量。 

六、校園設計是否運用現代科技以達到省能與節能。 

問：水尾國小是否有運用一些現代科技技術以達到省能與節能的目

的？ 

答：據我所知，水尾國小後來有運用太陽能發電，但是這一項設施是

後來才爭取經費建造的，並不是當初重建時就有的。而校方有在

運用太陽能提供部分的電力，這應是運用現代科技以達到省能的

例子。 

七、重建後的學校建築是不是一所自然、舒適、安全的健康學校。 

問：以您的觀察，水尾國小是不是一所自然、舒適、安全的健康學校

呢？ 

答：基本上我可以很驕傲的說我非常滿意這個作品，學生也很喜歡這

個環境，學校綠化得很徹底，到處看得到綠色植物、草地很開闊，

且生態具多樣性，中低高層的植物都有，當初在植樹時，便以原

生種為主，林相比重建前豐富許多，所以它是一所自然與舒適的

學校應不容懷疑。至於安全這一部分，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但

是之前我回去水尾國小時，發現屋頂的木材正在維修，我想這是

因為埔里的氣候比較潮濕，所以戶外的木材比較容易毀損，這在

安全上會多了一層顧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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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忠信校長訪談資料 

日期：2009 3 7 

時間：13：00~15：00 

地點：宏仁國中教務處 

一、 學校重建的規劃設計構想或理念。 

問：請校長說明一下當初學校重建的設計構想或理念為何？ 

答：基本上，學校重建是站在教育的立場來設計的，所謂教育的立場

必須符合社會學與文化學的部分，並符合當地的特色與生態環

境。九二一大地震後，政府有一政策下來要我們朝某一方向去做，

但是它也給我們一個很大的空間，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有一「參與

式」的設計。 

問：可不可以請校長說明一下參與式設計的內容？ 

答：所謂「參與式」的設計就是要有學生、家長、老師、社區居民、

以及專業的建築團隊，用各種不同角度來做一通盤的討論。水尾

國小曾經做一簡圖，希望朝某一個方向去走，但是經過幾次討論

還是沒有一個大家滿意的建築風貌，所以經過了這樣好幾次的討

論，我們除了扣緊綠建築的設計之外，我們學校還有幾個重大的

變革：第一個，學校既然是社區的一環，所以我們覺得學校不需

要設圍牆，這是一個創舉；另外我們也針對操場的部分做一調整，

通常學校的操場都有一環形跑道，以利運動會時作一競賽與氣氛

的營造，但是經過大家的討論之後，認為這樣的設施在這個國小

可能不需要，因為這個運動場也不是只有為了慶典而設，而是兒

童可以非常喜樂地在那裡翻滾、踢足球、跑步，毫無障礙的一個

場所，經過兩邊激烈的一個討論，有人反對有人贊成，討論的一

個結果之後，運動跑道即廢除了，只有做一個鋪面草皮。第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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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舉即是在色彩學方面，希望透過色彩在一個潛在課程方面發揮

功效，能夠讓小朋友對色彩有一無形的接觸，看到色彩的氣氛能

夠使他有一個道德的認知，能夠讓他在學習當中不喧鬧、自動的

安靜下來，屬於顏色管理的範疇。第四個創舉是我們特別採取透

明的大玻璃這樣的措施，我們在討論的過程中也有一些人反對，

認為這個大玻璃會造成有人破壞，而且在造價上每一片玻璃所費

不貲，所以大家討論了一段時間，但最後我們還是決定用大玻璃

來讓光線透進來。第五個創舉是在地面上的一個鋪面，我們學校

有一個特點就是瓷磚盡量少用，直接用一粉光的、彩色的水泥鋪

面，在水泥鋪面外我們盡量讓它透水，用四方塊讓地面有更多的

透水性。再來就是第六個方面，大家討論決議學校的樓層不超過

三樓，考慮到整個光線的通透。此外，關於植栽方面，我們大家

也一致認為要種些本土性的植物，所以我們種了一些諸如苦楝

樹、光臘樹、台灣橘木等，我們也在屋頂特別闢了一個屋頂花園，

也是按照我們希望能多接觸到日光、雨和天空這樣一個意象，希

望不要一直待在室內，要走向戶外。此外，我們學校的建築還有

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有關校長室的部分，把校長室濃縮得非

常小間，這主要也是希望能夠讓主政著能夠經常走到戶外、多走

動，這也是我們行政學上所謂的「走動管理」。行政與教學也做了

一個區隔，我們為了方便學生跑動，在下課時間可以就近到達遊

戲場所，是以底下樓層都是教學區，樓上則是行政區與專科教室，

我想這是我們學校一個基本上的理念。 

二、 學校重建的動態過程中之參與人員；如何解決或協調過程中的不

同意見。 

問：請校長描述一下在重建的過程中，有哪些人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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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關於學校重建有哪些人參與這點，我想，我們學校人數並不多，

所以幾乎全校的老師都參加，甚至連校護、廚工都參與，還有社

區的代表人士、建築師、學生等都參加，經過了六次的討論，討

論的所有資料都要做一紀錄，讓每個人都簽到，以示有參與這樣

的一個討論。 

基本上，我們的討論過程是一種由下而上的模式，是「參與式」

的討論，所謂「參與式」的討論不像我們一般的民主程序是少數

服從多數，它是一個理念式的型態，藉著這個理念來說服大家，

其中有一個人想法很特別，那變成說他要去說服別人來贊同他的

想法，而很重要的一點是每一次的討論都要做出一個結論，而最

後的結果也不是一次就決定的，到最後要幾乎八九成的人都同意

了才能下一定論。 

問：在整個討論協商的過程中，若遇到爭執會如何解決呢？ 

答而如何協調或解決過程中的不同意見，我想我們在討論任何事

情的時候會有兩面意見，有人贊成有人反對，我想人人應該都能

多表達自己的意見，充分地把不同的意見再重新歸納，我們如果

遇到非常激烈、不同意見時，我們就會把這兩個意見都紀錄下來，

在下一次開會時再重新提出來，我們會在討論之前把重要的議

題、討論的方向、目標、討論的內涵，都很清楚的公開。所以，

在重建的討論過程中，在正式會議之外，我們也經過了好幾次私

底下的協調，我們每一個人要提出意見時理由都要非常充分，要

符合對學校建築的共識。 

三、 學校重建完成之後，對老師的教學或學生的學習之幫助或改善；

在環保教育上之助益或特色；建築物或校園設施與教學活動之結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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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請問學校重建完成後，對老師或學生的學習有哪些幫助或改善？

答：基本上，在潛在課程上有很大的影響，包括環境無形當中對孩子 

的潛移默化，有一個很顯著的例子就是我們的小朋友在上課當中

是安安靜靜的，大聲喧嘩的情形很少，這就是環境靜態的一種影

響，而且在我服務的時間內，也很少聽到同學間有嚴重爭吵的情

形。此外，在自然科教學方面也有很大的幫助，比如說我們的生

態池、一些本土的植物、一些昆蟲及蛇類等，都是自然科隨處可

得的教材，而學生對於這些昆蟲及爬蟲類都很尊重其生命，甚至

我們學校裡面有一兩條蛇，常常在學校裡面穿梭，他們看了也不

怕，也不會去傷害牠，增進了他們愛護自然生態的潛在性影響。

另外在藝術與人文課程方面也有很大的影響，我看小朋友在畫畫

時，顏色上使用得非常豐富、搭配上也比較多變化。此外在舞蹈

方面或者戲劇的演出，小朋友對於模仿或表達某些意念時，都非

常自然而且不懼怕。至於對家長方面也有影響，感覺上我在門口

看到家長來接送孩子時，都是和顏悅色，學校裡面那種暴戾之氣

就減少很多，我想這是因為整個校園環境讓人覺得很舒服，所以

家長來到學校也是懷著高興愉快的心情。還有另外一個對學生最

大的影響就是道德的潛移默化，我們可以知道我們學校是沒有圍

牆的，但是我們不擔心學校在禮拜六禮拜天會被人破壞，可能也

是因為外地的人來到這麼自然、這麼漂亮的學校也捨不得破壞。 

問：請問貴校在環保教育上有何特色？ 

答：在我們學校裡面，最近增設了一些太陽光電的設施，屬於能源教

育的部分，能源教育剛好結合到水資源，我們的電動馬達就是從

太陽光電下來，通過太陽系板所產生的電力。此外，在垃圾分類

方面，我們也做了落葉堆肥，因為我們學校有大量的落葉，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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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把落葉堆積起來讓它腐爛，用帆布悶住以及使用一些催化的藥

劑，便可以成為我們的肥料。另外我們在回收廢乾電池及資源回

收方面，學生都很樂意去配合。 

問：請校長說明一下建築物是否能結合教學活動？ 

答：我想我們學校建築跟教育有很緊密的連結，這邊可以舉幾個例子。

第一個，我們學校有一個半開放的中廊，是一個辦戶外活動很棒

的場所，全校師生的集合、畢業典禮活動、各式的表演活動、與

家長的聚餐等都可在此舉辦。而這個空間的前面有一個小水池，

這個水池平日不存水，但是一但要使用它時是個很好利用的地

點，包含畢業典禮時讓學生在此打水仗，還有科學競賽時作一紙

船設計的競賽，是個可以跟教育結合的空間。另外，我們有一個

田園教室，就在屋頂農場的地方，在過年前我們會種一些蔬菜，

讓學生感受到植物生長的微妙及農人的辛苦，而屋頂農場底下是

幼稚園的活動空間，所以對幼稚園會有遮陽通風之效，而學生很

喜歡到這邊來走走看看，屋頂農場又會吸引許多蝴蝶飛過來，是

一個有意義的教育場所。此外，我們在最高樓層設計了一個觀星

台，在這裡可以整個眺望四週的景觀，在這個地方我們學校會利

用五六月的時間來作一個觀星的教育活動，這個在學生天文教育

及對星星的認識發揮了極大的功效。而觀星台底下是自然科教

室，剛好可以結合屋頂農場，對一些作物作一直接的觀察與認識。

至於行政辦公室和專科教室都在二樓，寒暑假老師在這邊辦公時

都很通風、涼爽，不需要冷氣設施即很舒適，在教室的設計方面，

我們整個低年級的教室都是用木地板，而中高年級都是用粉光水

泥地板，這個從年級上有它的教育意義，因為低年級學生比較需

要長時間的休息，所以在木地板上都可以作一午睡的用途，中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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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的活動性較強烈，所以用水泥地板可以隔音而且不用脫鞋子

就可以迅速的進出。中年級與高年級教室有一個共同學習室，這

個共同學習室裡有擺設電腦供學生使用，也可以作一對一輔導學

生的場所，及擺放班級圖庫的地方，是個多功能的學習角落。至

於學校的操場設計方面，我們是用平面的設計，草皮非常多，學

生非常樂於在此滾動、跑步，讓他們與大自然融為一體，而操場

的旁邊種了許多高大的林木，樹種很多，夏季可以擋日光、冬季

又可以擋冷風，是個非常棒的運動園地。 

問：請教校長剛剛所提的太陽光電，貴校如何利用這個設施？是否有

做教學活動以玆配合？ 

答：我們所設的太陽光電板共有三片，而這三片是有意義的，代表的

是水空氣與植物，藉由太陽光電轉動風扇，我們的老師會帶著學

生去那邊操作，一放面教太陽光電板角度的問題，一方面教太陽

的方位，平日學生也會去觀察風扇的轉動情形，太陽光強時轉動

就大，陰天時轉動就小，此外，這個地方也可以當作一個學校的

標誌，功能性非常多。 

四、 重建後學校的規劃設計和空間配置（座向、採光、通風等）是否

合乎生態理念。 

問：請您針對學校的規劃設計和空間配置作一評價，是否合乎生態理

念？ 

答：我就針對學校風格的缺失來作答，舉出在重建時想法並不能正確

預判及掌握出將來的景象，等到使用之後才發現還是有一些缺

失，第一個，我想對於通風的部分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為我

們在當初重建時為了配合學校建築的座向，座北朝南，所以在建

築的當時忘了東邊地形上是一個河谷，是整個風向進來的一個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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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結果這個路徑就剛好被蓋好的活動中心擋住，所以造成我們

二樓在夏天的時候非常炎熱，這是一個當初在設計的時後並沒有

去想到考慮到的問題。再來就是在採光部分也發現了一些問題，

就是我們樓上為了配合斜屋頂，卻把斜度做的過大，所以相對的

它走廊的屋頂就變的比較低，所以光線就比較不足，而且基本上

在我們整個二樓樓層的前面，種植了大樹包含南洋杉及一些大型

樹種，種植時距離太近了，當初從小樹苗種起並不會覺得太近，

長大後才發現長得比二樓還高擋住了光線，所以這是採光的問

題，另外在靠近教室側邊牆壁與教室取的距離太短，也種植了樹

木，所以相對也影響到了採光，就是教室的光線會被圍牆及圍牆

邊的大樹擋住，而樹也不能砍，因為圍牆邊正好是馬路，砍掉了

就不能隔音，這就造成了所謂的兩難，修剪了就有噪音會影響上

課，不修剪光線則被擋住，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再來就是小黑

蚊的問題，小黑蚊很多造成師生困擾，這也是生態學校不可避免

會出現的情形。通風及採光就是當初沒有去考慮到的，通風方面

可以補救的就是拉高屋頂或是屋頂與天花板中間隔出一個空間來

通風，這是一個方式，還有或是在屋頂上面在設一個小屋頂，不

但是通風還可以透光，但這是一個大工程但是礙於一般結構的問

題不容易執行。此外，我們雨水的收集非常不好，雨水來了我們

有一個撲滿在裝水，那個撲滿也沒什麼功用，雖然說它可以裝五

噸，本來是作為要澆灌草皮的，而事實在澆灌草皮又要動用到電

力來澆灌，非常不環保，沒有運用到高低差，實在非常可惜，當

時應該要運用到高低差來運用會比較好，就是撲滿較高，操場較

低，藉著自然的高低差，讓水流下來，而我們卻將普滿將它設的

跟操場一樣高，所以我們在澆灌時勢必要用到機器與電力，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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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不環保又廢電，不符合環保原理，所以這一點就是噴灌系統非

常的差，在當時沒有很好的設計是非常可惜。還有我們學校還有

一個最差最差的地方就是我們無障礙空間的設計，當初沒有設計

造成障礙人士要到二樓非常不便，這就是缺乏人性化的考量，還

有另外一點就是說我們整個廚房的廢油處理，這是一個可以深思

的地方，當初沒有去考慮到廢油的處理，比如說我們在烹煮的時

候而產生的一些廢油及水，去污染到整個水溝，所以當初應該去

建構一個廢油處理系統或是相關設施才對，這是一個很可惜沒有

做到的地方，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對於有些空間的配置，還可以有

改進的地方，比如說活動中心基座的設置沒有考慮的非常詳盡，

對於風向方面非常可惜。還有部分對於教室的間數也是不足，而

校長室的設置實在是非常不人性，小小一間連洗手間都沒有設

置，所以也是當初設計不人性的地方，可能也是有當初的考量，

希望校長經常的走動，但是在設計上還是有一些使用上的不便，

這是有關於缺點的部分。而特色與風格，就是我們學校建的有點

像比較屬休閒化，常常有些外人來以為是民宿或是人家的別墅，

所以風格有點像是結合到鄉村休閒的風格，並結合到社區與建築

等等，這倒是蠻可取的地方。 

五、 重建學校所使用的建材是否符合永續利用的要求。 

問：請問您認為貴校重建時所使用的建材是否符合永續利用的要求？

答：我們所設置的一些能源教育的設施，是屬於機械的東西，久了也 

是會生鏽，未來也是沒有辦法達到永續。建材的部分很難達到永

續，永續應該是水源或是木質木頭的部分才可以做永續的利用，

其他的在一段時間後就會損壞。對於建材方面是屬於比較專業，

如何去永續是我們比較不了解的，所以基本上這方面可能要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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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問建築師，可能會清楚一點。 

六、 校園設計是否運用現代科技以達到省能與節能。 

問：請問校園中有哪些設施運用現代科技以達到省能或節能的功用？ 

答：現代科技是否有運用到校園，我認為應該是沒有，可能是一種自

然風運用到風扇這一類的，而是不需要用到電的。我們有的話就

是利用太陽光產生的直流電轉換成交流電，併入室電教室使用，

但是它所產生的電力只有一點點，我們學校只有 20 片的矽晶板，

產生的電力，雖有經過統計但並看不出太大的效果，所以效益如

何還要經過考驗。 

七、重建後的學校建築是不是一所自然、舒適、安全的健康學校。 

問：請教校長：水尾國小是否是一所自然、舒適、安全的健康學校呢？

答：我想我們是自然學校，但是中間還是有一些不自然的地方，包含 

水池的設置並不是很自然，對於人跑動的動線的安排，並不是非

常理想，就是我們能夠走的距離太短了，這是讓我感覺到不是很

舒服的地方，當然還包含之前提的光線、通風及溫度的問題，除

此之外就都覺得不錯蠻舒適的。安全的話，因為我們沒有圍牆，

在我們正常就學的時間裡，我們還能夠掌控，但是在假日時我們

就沒有辦法掌控了，所以我們在室外醒目的地方，會設置一些標

語，禁止進行危險活動，以達到安全的目的，當然我們也是有一

些監視設備，也發揮了功用，幫助我們發現一些校外人士在校園

進行危險的行為，所以對於不確定的人為因素，安全方面實在就

不是我們能夠掌握的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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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旭岡校長訪談資料 

日期：2009 3 29 

時間：9：00~11：00 

地點：校長自宅 

一、學校重建的規劃設計構想或理念。 

問：請校長說明一下當初學校重建的設計構想或理念為何？ 

答：水尾國小規劃設計的構想可以從下列三方面來說明：第一個是成

為學習的空間，第二個是成為生活的空間，而第三個是成為社區

的空間。 

問：可否請校長針對這三方面作一較詳細的說明？ 

答：所謂學習的空間，就是要發展學生個人人格特質與獨立思考的能

力，取代過去集體、單一式的教學模式，並強調學生自學與自主

的能力。而生活的空間就是要重視學習的生活品質，以使用者的

舒適性為考量，讓學童們在這個校園裡感覺就像一個家一樣，所

以我們所使用的任何設施都應該考量學生的人體工學與使用習

性。最後，針對社區的空間這一點，我們強調的是學校應該發展

終身學習的使用機制，提供給社區居民學習的場所，並考量社區

居民對公共設施的需求，讓學校與社區有一互動管道與機制。如

此一來，應該可以達到與自然共生、與地方風土氣候融合的目標。 

二、學校重建的動態過程中之參與人員；如何解決或協調過程中的不 

    同意見。 

問：請教校長學校重建的動態過程中，有哪些人參與呢？ 

答：基本上，水尾國小在規劃上是一所典型的小班小校，所以我們希

望就由此次校園重建的機會，將目前學校配置重新檢討，並考量

未來的教育發展趨勢與師生主體及社區的使用需求，以作為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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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的準則，因此，重建的參與人員有建築師、校長、老師、家

長、學生等，在學聯會與埔里新故鄉及人本教育基金會的共同參

與下，打造出這一個像家一樣的樂園。 

問：在整個規劃與討論的過程中，如何協調不同的意見呢？ 

答：我們這次重建的規劃模式採用的是所謂的學校本位重建模式，這

種模式的主要精神在於是採由下而上一步一步加以發展的方式，

所以對於學校成員的建議採取開放的態度，每位人員都可以充分

地參與討論，並提出自己的意見，所以我們可以說讓全體師生參

與重要決策，在行政這一方面呢會提供應有的準備與支持。這種

重建模式採取群體決策模式，而非個人獨斷模式，所以每位成員

會去充分了解學校的生態，及周圍環境資源的應用，以學生的學

習作最大的考量，並妥善結合家長、校友與社區人士的力量。而

遇到意見衝突的時候我們會先把問題放下，經過一段時間的沉

澱，再重新討論以取得最大的共識，不貿然作決定。 

問：所以每個人的意見都非常重要？ 

答：沒錯！當初水尾國小在規劃時，我們的規劃流程大致上是先拆除

危樓，而後就搭簡易教室暫時供全校師生來使用，以免中斷學生

的學習，再來就是新故鄉文教基金會的引介，然後組成學聯會，

接著校園重建委員會就建立了，在整個過程中，我們都採用參與

式的討論，發展出許多的藍圖與構想，最後在所有人通力合作下，

才完成校園規劃，所以從學校規劃的流程中，可以看出我們的重

建是不斷地溝通再溝通、修正再修正的。 

三、 學校重建完成之後，對老師的教學或學生的學習之幫助或改善；

在環保教育上之助益或特色；建築物或校園設施與教學活動之結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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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請校長分享一下，學校重建後，對老師教學與學生學習之幫助，

是否在環保教育上有所助益？ 

答：總的而言，重建完成的「新」學校，在教學與學習，包括環保的

實施，有下列幾項特色：第一個就是水尾國小保存了自然環境的

校園景觀，在校園裡可以看到各式各樣的樹木與花草，老師上課

時可以就近加以利用，豐富他們的教學內容，而孩子們也可以親

近自然，向大自然學習，是一個遊戲與學習的最佳場所。第二個

就是我們有規劃學習步道，這個學習步道融合了休閒、教學與學

習。第三個特色是我們設計出開放空間的教室，兒童可以透過資

訊化的個別學習，豐富教學中心來建構每一個階段的知識。還有，

我們學校可以說是科技與網路化的校園。 

問：為什麼這麼說呢？ 

答：因為我們學校的相關設施很完善，包括電腦、網際網路、校園網

路、圖書館查詢等，希望在這樣的設備之下，讓鄉下孩子也可以

透過網路來幫助他們學習。除此之外，我們對教室的設計也很用

心，有一開放式多功能學習角，這學習角讓師生多了許多互動的

機會，並充分尊重老師的自主權，讓老師妥善規劃與運用。而水

尾國小可說是田園及教學的場所，我們在規劃時，就希望學校能

結合社區，讓它跟附近的環境是融為一體的，而校內的自然環境

與資源也可以提供孩子們實作與體驗的機會。 

四、 重建後學校的規劃設計和空間配置（座向、採光、通風等）是否

合乎生態理念。 

問：請問校長重建後的學校，它的規劃設計和空間配置是否合乎生態

理念呢？ 

答：田園教學場地的整合，是水尾國小另一特色，也是生態理念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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落實在學校建築上的具體作為。水尾國小的田園教學是要將現有

的資源作一充分利用與整合，也就是說，以水尾國小所在地為核

心，結合附近的自然資源，大致上以六大類型為規劃目標，也就

是水產農作區、旱地農作區、農場牧草區、溪流區、雜木林區、

校園栽植區等。 

問：這六大類型是要結合什麼樣的資源呢？ 

答：以水產農作區而言，我們想要結合筊白筍、水稻等資源，而旱地

農作區顧名思義就是以絲瓜、檳榔、竹類等旱地農作為主，農場

牧草區是想利用赤崁頂農牧台地上的各類動植物為結合對象，讓

學生更充分的認識周遭的環境，由於我們學校附近是屬於眉溪支

流，所以溪流區和雜木林區都是要利用到溪流的資源，使師生可

以探索其中，而校園栽植區則是在校園中栽植各類的樹種，組成

不同的生態景觀，各區各有不同生態組成特色，我們希望在田野

教學中呈現各種多元的風貌，是師生健康成長及快樂探索的最佳

學習園地。 

問：那關於座向、採光、通風等規劃設計是否有朝生態原則去思考呢？ 

答：有的，比如說我們的表演廣場，完全採用開放空間的設計方式，

可以讓光線大量的透進，所以在採光方面是有考量進來的，不但符

合節能減探的需求，也給孩子有開放自由的感受。而戶外除了森林

式的校園景觀外，也佈置了許多敞篷、亭子、自由的緩坡以及生態

池與自然水溝，充分運用自然日照與自然通風的策略，可以大量減

少學校照明能源的使用。 

五、 重建學校所使用的建材是否符合永續利用的要求。 

問：學校在重建時，所使用的各種建材是否符合永續利用的要求呢？ 

答：我想是有的，因為水尾國小的設計核心之一就是與自然共生的



 

 138

學校，包括水與綠的森林化校園。比如說我們的教室設計使用較多

的木材，而且構築生態水池與自然水溝，使學習與生活融入自然，

讓自然科的學習與實驗延伸到戶外，另外，也保留舊學校所種植的

樹木，把它設計成森林場域，這些都是符合永續利用的精神，值得

一提的是，水尾國小學校四周水田環繞，是一所名副其實與自然共

生的學習樂園。 

六、 校園設計是否運用現代科技以達到省能與節能。 

問：請教校長水尾國小的校園設計是否運用現代科技以達到節省能源

呢？ 

答：當初在討論時，建築物的規劃有考慮到自然通風與自然採光的設

計，尤其是中間的表演廣場，這個我剛剛有提到，是採用開放空

間的設計方式，如此一來，光線可透進，空氣也可以流通，自然

就會節省能源了，所以可不可以節能，應該與建築物的規劃設計

方向有很大的關聯。 

七、 重建後的學校建築是不是一所自然、舒適、安全的健康學校。 

問：以校長的觀點而言，重建後的學校可不可以說是一所自然、舒適、

安全的健康學校呢？ 

答：就重建的眾多學校中，相對而言，水尾國小學校建築的確符合自

然、舒適、安全的條件。這可以從下列幾方面說明：水尾國小是

同時重建的學校中，規劃設計時間最長、參與層面最廣的一所學

校，因此，能考量到未來的教學與空間需求，以及校園條件與資

源的掌握，因此，規劃的願景較易落實，所規劃出來的學校也較

完善。而水尾國小有多元而豐富的戶外教室及田園以供學童教學

及遊戲之用，並且室內可穿拖鞋上課，在戶外也可赤足奔跑，和

土地親近，更可以親水、堆沙、玩石、觀蟲等來親近大自然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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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自然對話。有此可見，水尾國小是一所自然又舒適的校園。 

問：是不是可以請校長再說明一下安全這部分呢？ 

答：好的，水尾國小的重建重點之一就是提供一個安全的學習與生活

場所，此種安全應該是建立在身體與心理的安全之上，譬如說水

尾國小大種充滿綠與水的環境，就是站在兒童的需求上作考量

的，教室就像家一樣，他們教室延伸出去的戶外與半戶外空間，

就是孩子們活動的最佳去處，讓孩子與土地親近，讓他們可以自

由活動，是一個適合身體成長的健康環境。另外，整個環境而言，

又是一個與自然共生建築理念下的產物，一方面減少水泥鋪面，

一方面擴大綠化比率，大約百分之八十，因此，草地活動的地方

很廣，光線日照都很充足，所以，水尾國小可說是與大自然結合

的森林校園，是一個充滿趣味與舒適的優質環境，孩子生活在這

種無污染的環境中，自然就會培育出一個心胸開闊、活潑進取的

健康兒童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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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孟蒼主任訪談資料 

日期：2009 3 24 

時間：14：00~16：00 

地點：水尾國小辦公室 

一、 學校重建的規劃設計構想或理念。 

問：請問主任當初重建水尾國小時的設計構想或理念為何？ 

答：當初在規劃時，便以「建構 21 世紀兒童快樂學習的堡壘」為目標，

為了朝這個目標邁進，我們希望能將學校建構成社區的場所、學

習的場所、以及生活的場所。 

問：可不可以請主任針對這幾項再做詳細說明？ 

答：所謂社區的場所就是發展終生學習的使用機制，提供社區居民學

習交流的據點，並考量社區對公共設施的使用需求與人口結構，

讓學校與社區有一互動機制。而學習的場所這一方面，就是要發

展個人人格特質與獨立思考能力，取代集體、均質的教學模式，

提供多樣的學習空間，讓學生能夠自動自發的學習。此外，還要

強調開放的學習環境，提高學習空間的連續性與互動性。最後，

針對生活的場所這一部分，我認為應該重視學習的生活品質，以

使用者的舒適性為考量。並針對學生、老師的使用需求，發展個

別的生活環境，同時考量學生的人體工學與使用習性，提供多樣

的趣味性生活空間。另外，我想提一下本校設計理念上的特色，

第一個就是環保，我們有污水、雨水再利用處理，且採用透水性

的鋪面、使用省水、省電器材等；再來就是開放性，我們以花台

綠籬代替傳統圍牆，這在傳統學校大概是看不到的；最後一個特

色便是田園教學，我們規劃校園生態園區、水生植物區、植苗教

學區、屋頂農場和花園等等，讓學生可以做直接的觀察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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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重建的動態過程中之參與人員；如何解決或協調過程中的不

同意見。 

問：請問主任在重建的過中，有哪些人參與？ 

答：:在本校重建的動態過程中，曾經參與其中的人包括校內行政及教

師團隊、學生代表、社區代表、家長代表、學者專家代表等，大

概有 26~28 人。 

問：在整個重建過程中，是否有衝突點？大致上是如何解決的呢？ 

答:校園重建規劃討論的過程中，難免時而呈現不同意見。每當意見 

相左之時，也是不斷腦力激盪和折衝的開始，我們常透過正式或

非正式會議、晤談、電話、E-Mail 等管道，形優輔弱，把衝突降

到最低點，並找到校方、社區與建築師之間最能接受的平衡點。 

問：是不是可以請主任談一下當初在討論時，爭議最大的部分在哪裡？

而你們又是如何處理的呢？ 

答：其實最大的衝突點是在二期重建的部分，所謂的二期重建就是在

民國 94 年後，整個硬體設施大致上已建設完成，許多老師針對第

一期建設提出相左的意見，因為有很多東西並不如預期，比如說

我們的運動場當初在規劃設計時並沒有跑道，這個是建築師所引

進的新概念，但是教師們卻提出懷念過去孩子們在跑道上自由玩

耍的景觀。此外，生態溝也出現了很大的問題，因為整個生態溝

並無法像當初所規劃的一樣，讓它的水順利的從上游流到下游，

滔滔不決。所以，校內就有教師提出要將生態溝埋掉，回復以前

在樹下乘涼的景觀。但是有一方卻覺得應該要將它保留下來，並

透過 email 以及電話向外求援，阻止我們將這條生態溝給埋掉，

而象集團的建築師聽聞這個狀況，也畫了一個模擬圖，來阻止我

們改變生態溝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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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那目前現況如何？ 

答：雖然校內同仁多數是贊成改善生態溝的，但是來自各界的壓力很

大，所以到目前為止還是維持現況。雖然它並沒有發揮生態溝的

功效，但是也不是毫無優點，每當溪水暴漲的時候它有排洪之效，

讓我們學校不至於淹水。 

    除了生態溝之外，旗竿也是一個爭執點所在，因為在一期重建時

並沒有設立旗竿，然而我們還是有升旗的需求，所以之後規劃要

設立旗竿，但是這又牽扯到意識形態的問題，所以校內也是出現

了許多不同的聲音，我們針對旗竿的設立討論了許多次，現在你

所看到的旗竿設立位置是我們校內同仁共同票選出來的，在整個

討論過程中，也是出現了語言上的衝突，但是大家還是尊重最後

的結果。此外，由於我們學校在重建時是沒有圍牆的，所以我們

就種一些矮樹叢來替代圍牆的功能，否則就曾經發生過有汽車甚

至長驅直入，直接開進來樹下野餐，破壞了許多植物並帶來許多

垃圾，針對這個問題，我們後來也做了鐵鍊，作出入的一種管理，

因為我們學校是融合在大自然裡的，所以我們不可能去做出一個

機器怪獸來取代大門，應該要在不破壞整體的考量下來做改變。

雖然後來也有老師在反映學生會因為鐵鍊的設置而被絆倒，甚至

受傷，但是我們在做校園規劃與設計時，不應該因噎廢食，而要

作一機會教育，告訴學生哪裡有危險，應該如何去因應才對。 

三、學校重建完成之後，對老師的教學或學生的學習之幫助或改善； 

    在環保教育上之助益或特色；建築物或校園設施與教學活動之結

合。 

問：請教主任重建完成後，對老師的教學或學生的學習有哪些幫助呢？ 

答：本校重建完成之後，校舍建築風格突出，屢屢備受好評。其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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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設備 e化、行政資訊化，填補文化不利地區資源匱乏之窘境，

對於老師的教學或學生的學習確實有相當程度的幫助或改善。 

問：所以在資訊上對貴校的幫助很大嗎？ 

答：沒錯，整個重建主體完成後，對學生的幫助應該是一種境教，也

就是發揮潛移默化之效，在加入軟體設施，便發揮了加乘的功效。

我們學校所設置的校園無線網路可以說是整個南投縣第一個學校

擁有這種設備，這對有在善用的教師而言非常受用，他們隨時隨

地可以透過網路來教學，也可以在戶外蒐集教學資源。但是若教

師觀念無法改，只想維持現況，那這些設施對他們來說也就沒有

用了。 

問：請教貴校在重建完成後，於環保教育上有哪些助益或特色嗎？ 

答：本校校園重建完成後，在環保教育上有以下幾點的貢獻或特色：

第一個是保存自然環境的校園景觀：我們學校大量保留「半戶外

空間」和「戶外空間」的自然風貌，大量保留原生林木，減少現

有植栽的破壞。儘量採用透水性鋪面，兒童可以透過親水、堆沙、

玩石、訪花、賞鳥、觀蟲、臨風來親近大自然與自然對話；並運

用感官來體驗大自然，與大自然融合與共存。第二個部分就是我

們整合太陽光電發電示範系統與校園內水資源循環系統。針對太

陽光電發電示範系統的部分，我們的做法有：建置學校太陽能發

電系統設施，我們學校平均一天產生 100 多度電，我們的這個太

陽能發電系統一天可以產生约 10 度電，雖然它在實質上的幫助並

不很大，但卻深具教育意義，可以讓學生了解能源教育的重要性；

再來就是我們利用太陽能發電驅動 LED 燈校名，因為我們沒有校

牌，所以後來就做了一個 LED 燈，以作標示；此外，還有夜間照

明的部分，太陽能茭白筍壁燈就是用太陽能來使其運轉；還有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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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能造型景觀風車，這是我們的光電能源教育設施，它是一種有

關光電能源教育的教具，可以改變角度、方向，讓學生就近觀察，

使他們知道什麼角度的轉速最快，也可以讓孩子們觸摸光電板，

這個部分可以跟自然科做結合；此外，還有太陽能抽水揚水系統，

這個系統是利用太陽能量轉動馬達：最後，還有太陽能水循環生

態池、太陽能水循環蓮花、掌形噴水池等等。除此之外，我們也

有做雨水回收教育系統，讓雨水回收再利用。 

問：建築物或學校設施是否能結合教學活動？ 

答:不盡然！有時候理想和實際教學層面是有一段落差的。 

問：為什麼會有這樣的落差呢？ 

答：因為老師自己的觀念未改變，尚維持傳統的教學模式，所以有

些教師並不會善用學校的硬體或軟體設施，以至於他們的教學活動

改變並不明顯。舉個例子來說，我們學校有種植桃花心木，我們會

在桃花心木落葉時推動落葉繽紛季的活動，有些教師就會把這個活

動結合到他們的教學，但有些教師就不會善用，這就形成了差異性

了。還有，我們有四間戶外教室，其中有一個吧台，這個吧台的使

用率並不高，教師的使用率很低，但是我曾經看過一個低年級的老

師帶著孩子們去使用，讓我很感動，她把這個吧台當作教學場域，

配合她的課程，將吧台佈置成一個超級市場，帶至學生在那裡活

動，這就是將建築物結合教學的一個很好的例子。其實音樂課也可

以配合這個場所使用，但是學校老師並未去使用，而這四間戶外教

室也可以當做闖關活動的場所，可是都沒有教師設計相關活動，有

點可惜。 

四、重建後學校的規劃設計和空間配置（座向、採光、通風等）是否

合乎生態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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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請問您認為重建後學校的規劃設計和空間配置是否合乎生態理

念？其特色與風格如何？ 

答:重建後學校的規劃設計和空間配置（座向、通風等）非常合乎生態

理念。唯獨採光部分仍有改進空間。 

問：為什麼採光的部分需要改進？ 

答：當初象集團在設計我們學校時，把寒帶國家的缺點給帶進來，因

為他們使用大量的玻璃，而使用大量的玻璃之下就會有西曬的考

量，所以會把走廊加寬，但是卻沒有配合引進自然光的手法，所

以我們學校採光很差，大白天仍使用大量的電力，電費非常驚人，

這也是我當初會去做太陽光發電系統計畫的原因。 

五、重建學校所使用的建材是否符合永續利用的要求。 

問：請問，您認為重建學校所使用的建材是否符合永續利用的要求呢？ 

答:除了室內建築採用大量原木之外，戶外連鎖磚、水泥預鑄版、花 

崗岩步道亦採用可回收再利用的建材。此外，太陽光電板耐用年

限亦長達 20 年以上，這些都是符合永續利用的精神。 

六、校園設計是否運用現代科技以達到省能與節能。 

問：請問校園設計是否運用現代科技以達到省能與節能呢？ 

答:是的，本校運用太陽光電與水力循環系統，結合趣味闖關體驗活動

融入能源教育主題，並將白天的太陽能量適時並入市電，彰顯再生

能源的實用性，而夜間啟動太陽能儲備電力，點亮校名燈塔、茭白

筍壁燈和地燈，營造水田邊的陽光校園等等，都是運用科技技術以

達到省能節能的例子。 

七、重建後的學校建築是不是一所自然、舒適、安全的健康學校。 

問：您認為重建後的學校建築是不是一所自然、舒適、安全的健康學

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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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從生態的角度來看，重建後的水尾國小建築是一所自然、舒適、 

的健康學校，就自然層面來說，我們學校平日都會有蛇、虎頭蜂

等動物，非常貼近大自然的環境，除此之外，我們學校有一大片

的綠地與樹林，是個充滿水與綠的森林校園；此外，我們教室營

造出家的感覺，因為我們進教室要換室內鞋，讓人感受到有如家

一般的溫馨與舒適，而且拖鞋子對健康也是很有幫助的。但從開

放校園的角度來看，以學校有限的維護人力與經費而言，水尾國

小開放式的建築不算是一所安全的健康學校，許多人甚至是整個

家庭都會在假日進到校園來，隨著他們的進入所衍生的問題就相

當多，而我們學校的水池也會有學生掉下去，所以在安全上還是

有一些漏洞。 

 

 

 

 

 

 

 

 

 

 

 

 

 

 



 

 147

左漢榮主任訪談資料 

日期：2009 4 2 

時間：14：00~15：30 

地點：水尾國小辦公室 

一、 學校重建的規劃設計構想或理念。 

問：請教主任當初水尾國小在規劃時是根據什麼樣的理念進行的？ 

答：基本上就是象集團來我們學校和我們作共同規劃設計，如果要把

當初他們的設計用一句話來講的話，就是要把我們教學的場域建

設成一個樂園的構想，所以它的宗旨是一個樂園，當然這個樂園

底下會有幾個理念，當時提出來有三個方向，學習的場所、生活

的場所以及社區的場所，配合教育的理念，我們也提供這樣一個

場所，一方面是教學進行，另一方面在這地方像他自己的家一樣，

是孩子們生活的重心。再來我們也提供社區一個活動的場所，921

地震之後，學校也扮演著災害之後社區的臨時避難所，所以基本

的理念大約就是這樣子，那當然規劃裡面還有一些細節，就是針

對我們學校地區的特色，才會有把一些設計的方法把他加進來，

所以在設計的方針裡面，會把一些細節更具體的規劃進來，包括

當時我們看到的就是一個水與綠的森林校園，這是我們學校讓建

築團隊的一個印象，所以他們也希望我們維持當初的那一種特

質，再來就是跟地方風土、氣候的融合，我們在規劃設計的時候

有參考一些當地的民宅，以及一些比較有文化特色的房子，再加

上地區性的生態、農家生活融合到裡面來，目的就是讓學校的設

計不要太特立於週邊的環境，希望能接近他們的生活型態。 

此外，我們有多樣性的空間感和個性化的場所，這部份會比較針

對學生的學習，學生在這個空間學習他當然要運用我們空間的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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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讓學生在不同的場所、不同的空間有不同的學習，所以我們希

望一個國民小學教育能夠有更多元的學習，所以我們學校才會有

許多學習的小空間出現。 

問：這些小空間是包括哪些? 

答：有遊戲的空間、學習的空間，還有一些是比較屬於生活的空間，

所以我們有學生玩水、玩沙以及大的草皮讓他們去奔跑，然後教

室裡會有一個室內的空間，室內到戶外空間還有一個半戶外空

間，創造出綠色走道種植原生木種，以及生態水池、水溝等等，

還有一些觀察平台，包含自然學習和可以觀察全校大景觀的觀景

台，也就是觀星台，也可以作為天文教學的應用，這樣的空間在

其他學校是沒有的。所以我們學校把這樣的多樣性強調出來。 

再來就是我們強調五種感官的體驗，也是希望依我們這裡環境的

特質，讓小朋友在學習上面不是只有一個單方向的學習，他可以

利用它的觸覺、視覺、聽覺等等來學習。除了人造設施我們還強

調戶外設施，戶外設施就是能讓小朋友打赤腳去奔跑，就能增加

他各種感官的刺激，讓小朋友的成長更好。 

最後一個就是場所的延續性，基本上的想法就是校園是一個整

體，學生不是只有在教室上課，經由空間的規劃讓小朋友喜歡走

出戶外，所以他的學習空間就會延伸到校園的每一個角落，他一

喜歡出來，就能讓每一個空間的價值表現出來，所以在學校規劃

設計上就是一個樂園的宗旨。 

二、 學校重建的動態過程中之參與人員；如何解決或協調過程中的不

同意見。 

問：學校重建的動態過程中，有哪些人參與、以及如何協調或解決多

方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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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這過程有兩大主軸，就是建築師團隊，和學校這邊的團隊，當然

學校這邊的團隊就包含了行政人員、老師、社區人士還有部分的

學生，這是基本上參與的人員，但是社區人士以及學生的意見會

比較少，不過都會被列入重要參考，所以和建築師方面的互動，

大都以行政人員和老師居多，這中間當然會有很多意見不同的地

方，因為每個人成長的背景不一樣，或是對於教育的遠景不同，

所以還是要透過對話來解決彼此的分歧，要提出每個人的理想或

是看法，中間一定會有所謂的爭辯，最後再來協調，所以最後會

請建築師對於這些爭議針對設計上來做一些調整，所以算是由建

築團隊最後做一個融合，再提出他們的設計。所以在他們設計的

過程當中是透過和學校的溝通，再做不斷的在修改，然後在修改

的過程當中他們也會自己不斷的反省，如何在新的設計上能符合

大家的意見，如此一次一次下來，設計才拍板定案。 

問：所以是教師這方面會先行討論嗎? 

答：大部分老師這方面的討論都是比較私下的，正式的話都是全部老

師和建築師ㄧ起討論的，所有意見都可以提出，最後統整的就是

建築師，他可以把一些很零散的想法，變成具體的規劃設計。 

問：我想請問一下，當初建築師提出的設計，有沒有和老師有很大衝

突點的地方？ 

答：建築師團隊提出了的設計對我們來說當然會有一些衝突，像我們

沒有操場跑道的一個設計，對我們來說是一個蠻大的衝突，因為

大部分的學校都有操場跑道的想法，已根深蒂固，現在新的觀念

要進來，的確會有很多不太適應的地方，所以需要多次的溝通協

調。 

問：所以當初沒有跑道的設計是由建築師提出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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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對，最早是由他們提出這各觀念讓我們參考，他們會提出這樣的

觀念是參考日本一些教育的理念，但是我們這邊是比較習慣有跑

道的操場，所以這部份是比較困難，是經過很多的努力才讓我們

接受這新的觀念，到最後老師們才慢慢接受這樣的觀念。當然我

想這和主管的觀念會有差別，如果主管不是很同意的話，建築師

想把這樣的觀念讓我們接受，可能要花更多的力氣。 

三、 學校重建完成之後，對老師的教學或學生的學習之幫助或改善；

在環保教育上之助益或特色；建築物或校園設施與教學活動之結

合。 

問：學校重建完成後，對於老師的教學與學生的學習有沒有幫助或改

善之處呢？ 

答：現在要講學習上面有沒有改善，或是說很具體的一個成果，其實

並不是那麼容易評估的，因為這種東西的影響是長遠的，可以看

到一些改變，但是並不能提出一些量的數據來呈現，但由我觀察

有兩個點可以提出作為一個參考，第一個就是小朋友蠻喜歡來學

校的，他們會期待上課的時間和學校的生活，包含寒暑假結束後

會很高興學校開學了，因為學校的舒適，讓他們很開心的回來，

學校有給他們一個家的感覺，沒有距離，這樣下來對於學生學習

態度會有一些幫助。第二個就是學生的行為，他們會比較溫和一

點，因為我們的環境比較特殊，讓小朋友覺得很溫馨，能讓他們

心情很平靜，所以學校裡面有問題學生的比例是非常低的，從這

兩點來說，我覺得在他們的學習上間接的一定會有幫助，那如果

說要在直接的一個學習幫助上面，我們學校是一個很好的與大自

然共生的環境，所以在這個環境裡面會有很多素材，包含許多動

植物，能讓小朋友很直接的接觸學習，這方面的自然學習就會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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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學校優勢很多。所以我們小朋友對於生態的觀察，他是會比

其他學校多，對於老師教學上也很方便。當然我們新的學校建築，

我們會考慮很多方向，這些方向基本上也是要來支持教學系統，

所以在我們的空間裡面，就有很多不同的教室設計，我們這邊空

間的配置能讓小朋友有比較多的選擇，比如說我們有屋頂農場的

設計、戶外教室的設計、還有專科教室就是能用比較完整且精緻

的設計讓他在這個空間能夠有更多學習的輔助，比如說我們的音

樂教室，裡面的一些設施比如木頭地板，可以做一些律動，或是

戲劇的表現來讓小朋友加深學習印象，所以這樣對老師的教學是

會有提升的。我們自然科教室，配置的單元更複雜，包括它外面

有屋頂農場，上面有一個觀星平台，外面還有一些實驗的空間，

也都提供老師更方便的教學需求，所以這方面在學生的使用上我

想是會有幫助的。 

問：至於在環保教育上有何突出之處嗎？ 

答：環保教育上，我們原先的設計對於環保是透水的鋪面與綠色的植

栽比較多，那這樣的話在一些空氣還有整個環境的微氣候的影響

會比較大。原來的校園對於環保上面的大問題就是會有點熱，因

為當初不透水泥面較多，雖然也有不少樹木，但是到了秋天會有

很多沙塵吹起，這樣的話在空氣品質上就不好，那我們新的校園

之後透水的鋪面與綠色的植栽面積很大，所以這個問題就解決了。 

問：在學校的環境上是感覺很自然，很符合綠色校園，在環保教育上

有特別去跟孩子強調或教育如何去維護這個自然環境嗎？ 

答：這個議題很大，如果要以建築物空間來講的話，並沒有辦法很完

整的去涵蓋，那有一些比如資源回收，那是教學活動本身的，跟

我們建築物沒有直接的相關，那如果要跟我們教學空間比較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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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還是在於我們這樣一個環境，提供他們對於如何找尋他們

以後想要有怎樣的生活空間上幫助較大，我是覺得我們這裡這種

教學空間或設施來講，能夠讓他們有環保的想法應該是我們的自

然環境，因為我們保持著很大的綠色環境，對於他們將來在環境

森林的維護、及綠化的觀念上會有幫助。在教育上面的特色我們

讓學生能夠了解如何才是一個比較自然的環境，自然環境對他來

說是多麼的美好及重要，所以我們有很大的草坪有很多的樹，這

些的空間對他們來說就有一些的意義，一般的學校做的可能沒有

我們徹底，因為他們水泥的鋪面很多，在氣候上就會造成悶熱不

舒適，在學習上就會造成影響。 

問：就主任的觀察，教師們的教學活動能否結合建築的設施來教學？ 

答：現在我們有一個問題，基本上我們的設施是非常多元的，所以以

整體來看是能結合到教學活動，但是並不是每一個設施都能被教

學活動所應用到，我們學校的教學活動，先從沒有跑道這件事情

來看，體育課當然就是使用這些空間，現在體育課已經跳脫不是

只有依賴那個跑道，所以我們體育課有比較多元的方式在進行，

包含可以在水泥鋪面的籃球場上進行，那邊就可以進行很多的球

類活動，草地方面就可以打棒球或是踢足球，川堂那邊就可以提

供他們做羽球的學習，其他設施包括戶外教室，有些老師還會運

用到戶外教室，當然受限於教學形式，不是每天都會用到，比較

能夠突顯建築物和教學活動的地方，應該是我們所謂的觀星台以

及專科教室的設施，因為專科教室這邊的設計更能夠幫助音樂藝

術及自然科的學習，所以這方面會比較明顯，另外還有一個地方

可以談一談，就是我們後來做的生態溝、生態池，都是可以提供

他們運用的好地方，只是說我們單元很多，並不是每個單元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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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我們的空間。 

問：就是說老師有需要才去使用到那一部分的設施嗎？ 

答：對，當然如果以使用的比例來說，還是有成長的空間，並不是所

有老師習慣把學生帶到外面上課，這也是看老師正在進行怎樣的

課程，有些老師就比較會帶學生到戶外，利用戶外空間來做學習，

有些屬於文科的老師，當然就比較少運用到這些設施。 

問：現在生態溝還有在運作嗎？ 

答：生態溝有一些問題，因為它會漏水，那這個漏水問題一直沒有辦

法有很好的解決，所以我們現在的方式也是讓它自然的成長，裡

面還是有很多植物還有蛙類，所以那地方還是提供老師在相關課

程上使用，以及小朋友觀察的地方。 

問：它的問題是沒有辦法流動嗎？. 

答：就是需要人工、需要去放水，現在就變成有時是乾的有時是濕的，

這也可說成是另一種型態的生態溝，最重要的就是它還存在，就

會有很多的生物在這個地方可以讓學生去觀察與學習。 

四、 重建後學校的規劃設計和空間配置（座向、採光、通風等）是否

合乎生態理念。 

問：重建之後關於學校規劃與空間的配置，是否符合生態理念？ 

答：我們學校的座向是坐北朝南，跟我們地震前是一樣的，建築師也

沒有去改變，所以我們主要的建築物是坐北朝南，一些教室坐東

朝西，教室的採光部分，基本上是還好，不過我們教室的高度不

是很高，所以採光上面稍微有一點差，一般我們採光要好是越高

越好，但是還有一個問題，越高就離燈光距離越遠，所以我們教

室的設計是沒有那麼的挑高，採光部分就會有一些影響，再來我

們學校有很多樹，基本上會遮住一些光線，所以在光線部分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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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有一點兩難，因為你要樹，還有一些建築設計，這些當然對

採光就會有一些影響，像那種很淺的走廊，對於採光會比較好，

而我們走廊又比較大，所以採光方面就會犧牲，實在很難兩全。

所以只能依賴部份人工的光源，所以我們自然的光源在某一些空

間是有一點小問題，但並不是全部的採光都不好，通風是我們這

邊很大的特色，因為我們的門和窗戶都做的很大，所以坐北朝南

的結果，就是對溫度有幫助，就是冬天東邊的陽光會照進來，夏

天的時候會比較涼快，這是蠻符合生活上的一些設計，當然說要

符合生態的設計的話，我們學校樹很多，不但數量多種類也多，

而且我們是盡量種植原生的樹種為主，來做一個室外的植栽，我

們種植原生樹種就比較不會有種植外來樹種後的一些問題產生，

同時原生樹種也較能提供鳥類及昆蟲棲息的機會，我們規劃設計

的風格是能跟當地的環境特色配合，因為我們這邊算是鄉下，所

以基本色調是綠色，我們在規劃上也盡量搭配，而且我們這邊的

建築物不會特別高，最高只有到二樓，運用斜屋頂融入環境，都

是我們的特色。再來如果說風格的話，外觀的設計並不會太搶眼，

都是比較樸實的外觀，但是我們的色彩卻用的比較濃一點、比較

鮮明，色彩鮮明的用意是，希望在綠色為主的環境裡面建築的空

間還是能展現出來，所以才會採用比較多鮮明的色彩，還有一個

特色就是教學的空間，包括室內也好、室外空間的配色，他都有

很多的想法，像我們的教室是以木頭顏色，自然教室是以綠色，

音樂教室是以粉紅色，辦公室是以藍色來做一個基調。 

問：這些設計都是當初就有考慮進去的嗎？ 

答：對，都有考慮進去，還有你看我們的柱子是藍綠色，而牆壁是比

較亮、比較對比的紅色，這樣就能夠突顯我們的建築物，不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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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被綠色所掩蓋，還有我們欄杆都是用藍色，那是為了呼應我們

天空的顏色，所以我們的特色要講，就是學校建築物的色彩的運

用有非常獨特的風格，一方面想要融合當地的環境，又不想被整

個環境掩蓋掉，像我們這個學校的最終的設計是要變成一個森林

小學，我們種植的樹落慢慢變大、綠色的葉子更多，學校被包在

森林裡，但是還能發現建築物學校的存在，這就要靠顏色來突出

了。 

五、 重建學校所使用的建材是否符合永續利用的要求。 

問：重建時使用的建材，是不是符合永續利用的要求？ 

答：永續利用，在當時規劃設計的時候並沒有很強調這一點，不過建

築師他們應該都有一個基本的規範，所以我們並沒有使用很多將

來不能處理的建材，像我們學校用的油漆，可以維持很久的時間，

不用經常的重新油漆維護，當然我們學校使用非常多的木頭，就

會有年限的問題，所以一段時間之後還是要做一些維護，雖然我

們學校當初在設計並沒有特別強調，但是基本上並沒有太多的問

題。 

六、 校園設計是否運用現代科技以達到省能與節能。 

問：校園的設計有沒有使用現代科技來達到省能節能？ 

答：通風是一個很好的作法，所以我們這邊幾乎用不到冷氣，一樓教

室也幾乎不必用到電風扇，需要用到的時間也不多，二樓因為是

頂樓，所以需要用到電風扇的機率就高一點，冷氣是完全不必使

用的，當然採光的部份就會變成有一點問題，如果說到現在科技，

就是部分的電是從我們太陽能板過來的，當然比例只有一點點，

因為我們的太陽能板不大，是以示範教學為主。 

七、重建後的學校建築是不是一所自然、舒適、安全的健康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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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重建過後的學校，您認為是自然、舒適、安全的學校嗎？ 

答：自然的學校當然是沒問題，我們這邊非常尊重自然，我們比較能

突顯自然的就是我們的樹林和草地，還有一些我們為了飼養蝴蝶

所留下來的空間，這些都能夠很突顯我們這邊一個自然的環境。

我們學校在舒適性來講是很舒適的，空氣的對流和溫和的氣候，

讓我們在學習上不會覺得很悶熱，包含色彩的使用，讓學生覺得

心情穩定。安全的健康學校這議題較大，如果我們學校嚴格來說，

健康的學校沒有問題，但是安全的話我們還是有點小地方需要改

進，因為我們學校很大，又沒有圍牆，但有一個好處就是學區的

人士可以幫我們看我們的安全，雖然我們學校很大，但是我們流

動性很大視線也很好，事實上會產生死角的地方也比較少，當然

還是有一些爭議的地方，就是學校有生態池就會有水，有的人就

會認為這不安全，階梯也是，認為小朋友會跌倒，這部份來說我

們到現在都保持的蠻好的沒有什麼意外，同時我們也有設置一些

監視器，隨時掌控學校的安全，所以在白天老師和放假的時候，

安全性的問題是比較沒有的。 

問：水尾國小好像沒有門禁，這樣對於老師上課或學生不會有影響嗎？ 

答：對，我們學校沒有門禁，這是我們的一個特色，但是就會有人顧

慮到安全問題，但是我們小朋友都很喜歡上學，也沒有什麼逃學

的問題，所以基本上也都是在學校裡面做一些活動，我們會把低

年級的學生放在比較內部的空間，高年級的小朋友會在比較外圍

一點，這就是考量到學生的安全問題。還有因為學校一眼就可以

看盡，我們在走廊大概就可以看到學生在哪裡活動，所以安全性

到目前為止並沒有很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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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瓊茹老師訪談資料 

日期：2009 3 25 

時間：14：30 ~ 16：00 

地點：水尾國小辦公室 

一、 學校重建的規劃設計構想或理念。 

問：當初對於學校重建有沒有一些構想及想法呢? 

答：當初的構想在校園規劃上想要符合學生的需求以及我們教學上的

需要，這是我們比較直接的想法。 

問：除了以上構想，還有沒有一些比較具體的想法? 

答：對於之前我們學生沒有一個共同聚會的場所，所以我們要求重建

時一定要有活動中心讓學生集會，不然之前所利用的空間會影響

到教師教學，不利學生吸收知識。 

二、 學校重建的動態過程中之參與人員；如何解決或協調過程中的不

同意見。 

問：請問老師當初有參與重建過程嗎? 

答：當然有，當時在討論的時候，是全校全部的老師ㄧ起參與討論的

的。 

問：除了老師之外，還有哪些參與人員呢？ 

答：大致上還有建築師、家長、學生代表等等。 

問：在討論的過程中，是否有一些分歧的意見? 

答：當然有啊，因為每個老師都會有他的一些想法看考量，比如說

學校的跑道，一些老師認為在教學上有需要，但是建築師並不是很

贊同，所以在這就造成一些分歧了，當然我們不是用舉手表決的方

式來決定，而是我們討論及提出建議，再讓建築師及新故鄉基金會

評估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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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那這種決策方式給老師的感受如何? 

答：是讓大家有參與感，但就以學生角度來說，某部份並沒有符合孩

子的需要，比如說現在的操場，孩子就不常去操場玩，以前我們

是有個跑道，那時候孩子一下課就往下面跑，而現在不管是晴天

或雨天，孩子們的活動場所還是只集中在川堂，因為底下操場並

不適合孩子的活動，因為操場草皮裡面坑坑洞洞的，當初可能只

想到這草皮很漂亮很美，可以做任何的活動，但是沒有想到實際

情形並不是這樣，因為有很多石頭，而學校方面也沒有多餘的經

費來做這樣的維護，可是在設計上他也不是要這樣的結果，但是

重建完卻呈現出這種情形。以前教室是沒有現在漂亮，但是一下

課學生就會往戶外跑、往操場跑，但是現在幾乎看不到這種情形，

當然籃球場除外，所以到現在我們的運動會也不舉辦了，只剩下

趣味競賽而已。 

三、 學校重建完成之後，對老師的教學或學生的學習之幫助或改善；

在環保教育上之助益或特色；建築物或校園設施與教學活動之結

合。 

問：在學校重建過後，對於老師的教學，或是學生的學習，有哪些地

方是有助益的? 

答：對於新校舍及教室的規劃還不錯，在空間上利用木材建造，比較

溫馨，感覺上像是個家一樣，在大小上也蠻符合我們學生人數的，

在專科教室上，也有可以存放教材及讓學生收納東西的設計，這

點相當不錯。 

問：所以你覺得在教室方面是有比較針對學生的需求來做設計? 

答：對於教室方面真的有設計的比較細膩，包含專科教室也一樣，連

低年級地板也是用木頭設計更符合孩子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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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低年級因為使用木頭地板，所以進教室一定要拖鞋嗎? 

答：對，沒錯，還有一個較高的地方，也是木頭地板還能拿來當學習

角，非常不錯。 

問：所以孩子中午休息是可以躺著睡覺嗎? 

答：嗯，沒錯，畢竟低年級年紀比較小，他們更需要一種家的感覺，

所以這方面我覺得還不錯。 

問：對於學生學習方面呢? 

答：在學生學習成效上可以影響的因素蠻多的，我沒有去做比較所以

不清楚，但是對於老師在教學上，是真的有方便許多，以現在來

說，重建之後有做一些生態的設計，在學生自然觀察方面有較大

的差別，比如現在有屋頂農場、生態池、太陽能板，學生在自然

學習及觀察方面真的比較容易進入狀況。所以說在建築上會影響

學生學習的，跟學習科目是有差別的。而我授課的國文科在我們

需要表演的時候，活動中心則是一個非常好的場地。 

問：學校在環保教育的活動或是宣導狀況如何? 

答：本校一向就很落實資源回收，而主任會在集會上宣導，之後我們

再加強學生印象，在教學上除了課程剛好有提到會順便教育之

外，其他在教學上就不會刻意去提及。 

問：學校方面有針對環保教育舉辦的活動嗎? 

答：在總務主任那邊有舉辦廢、乾電池回收比賽、及節能減碳的活動，

都是由他在推動及統整，我們全校則是配合辦理。 

問：老師會覺得在一系列活動之後，學生有什麼改變嗎? 

答：有，比如在拿到垃圾之後都會做分類，不管低年級或高年級都一

樣，而且我們的孩子不太會亂丟垃圾，除了假日過後一些遊客亂

丟的除外，不太亂丟垃圾的主因是孩子對於環境的喜愛及公物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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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惜，所以變相的成為一種環保的行為。 

問：所以是這個校園環境讓他們捨不得破壞？ 

答：我想這是一個很大的因素。 

問：有關於學校建築在老師教學上是否有去做結合? 

答：沒有耶，我們不會很刻意的去使用。 

問：還是在使用上有很方便的地方嗎? 

答：有啊，比如我們正在使用的這間共同學習室，就很方便，這個就

是共同學習，由兩個年級一起使用。 

問：本來設立這間共同學習室的用意為何? 

答：就是有學孩子他學習的比較快，他完成了他的事情，就可以來這

一間來做他自己想做或是喜歡的事情，或是需要特別指導的孩子

也可以使用，所以這是一個彈性使用的空間。另外對於老師來說

也是一個教學準備室，或是分組活動可以使用到的空間。同時我

們也針對低、中、高年級都有共同學習室，中高年級的共同學習

室又更大了，當然使用上更方便。 

問：老師平常上課會帶學生上戶外課嗎? 

答：會啊，偶而會帶他們去看學校觀察學校的自然生態，很多地方都

不一樣，包含動植物都會去觀察，孩子們也很喜歡，還要他們寫

心得都很踴躍，所以老師會覺得學校的自然環境生態非常不錯。

另外我們學校還有一個觀星台，在一些時間點有比較特殊的星象

時，主任老師會邀請學生及家長晚上一起來學校觀察，這是我們

之前做不到的地方。 

四、 重建後學校的規劃設計和空間配置（座向、採光、通風等）是否

合乎生態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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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請問老師，學校重建後的規劃設計和空間配置是否合乎生態理念

呢？ 

答：我覺得這次重建的最大敗筆就是它的採光，光線蠻暗的，就算是

晴天也是需要開燈，以前的教室兩邊都是窗戶，現在只剩一邊，

所以相對的他的通風也不好，這可能是當時規劃時沒有考量到的

地方，而因為光線不好需要開燈就會浪費許多電，另外窗戶只有

一邊所以相對教室裡面就會比較悶熱，這兩點採光及通風是比較

需要改進的地方。 

五、 重建學校所使用的建材是否符合永續利用的要求。 

問：對於校園重建時所以使用的建材方面，是否符合永續利用的精神

呢？ 

答：這方面我就不是很清楚了，沒辦法給妳相關的回答。 

六、 校園設計是否運用現代科技以達到省能與節能。 

問：現在學校有沒有用比較科技的方式來幫助省電節能？ 

答：就我知道學校有個水撲滿可以收集雨水來灌溉，以及太陽光電

系統可以蓄能晚上可以照明，還有一個落葉堆肥也是，而這方面都

是蔡主任所負責的。另外一提，廁所方面我覺得規劃的非常不錯，

採光好環境也好，孩子很喜歡相對的也很愛惜就可以保持的非常乾

淨。 

七、重建後的學校建築是不是一所自然、舒適、安全的健康學校。 

問：重建後的水尾國小，請你針對自然、舒適、安全這三點，分析一

下是不是一所健康學校？ 

答：自然生態方面我覺得有符合，環境看起來讓我覺得很舒服，舒適

方面教室設備都很好，辦公室也不錯，唯一不好的就是比較悶這

一點而已，安全方面是都還可以，除了生態池孩子偶而不小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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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去之外，其他都不錯。 

問：平常會有校外人士進來破壞校園嗎？ 

答：平常到是還好，主要是假日，情形會比較多，學校的孩子不會去

破壞校園，假日時候國中生破壞校園的情形倒是比較常見，還有

少數就是畢業的校友也會有破壞的情形。 

問：就我所知，水尾國小並沒有設立圍牆，這會影響到學生安全嗎？ 

答：我覺得當然會影響到安全啊，因為發生過白天到學校來偷東西的

事情，監視器雖然有拍到人，但是蠻模糊的就沒有辦法確定小偷

是誰，所以當然還是有影響。 

問：當初規劃時圍牆這方面你們參與討論時有沒有發生爭議？ 

答：有啊，他們認為綠色校園就是要和社區結合，但是我所聽到家長

的意見並不是也都很贊成沒有圍牆，因為他們覺得有圍牆孩子在

校園裡面上課比較安全，會比較放心，在假日時遊客經過垃圾也

會往學校裡面丟，在管理上也比較不方便。 

問：針對安全的狀況上，老師是絕得大部分是 ok 的嗎? 

答：嗯，就只有圍牆方面比較需要注意之外，學生在學校的環境裡面

是算安全的。 

問：所以老師你認為水尾國小符合自然、舒適、安全這三點，是一所

健康學校? 

答：對啊，就算沒有百分之百，也有百分之八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