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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序 

學校建築是課程活動的空間載體，教育設施與課程發展息息相關。2014年

台灣正式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公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

綱」，預計自108學年度起自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一年級開始實

施。108課綱重視核心素養，關注學習與生活的結合，強調學生是自發主動的學

習者，培養其與他人、社會、自然的互動能力，謀求彼此互惠與共好。距新課

綱正式上路不到兩年的時間，各教育學層積極整備課程與教學實施之際，同時

應探究學校建築與設施設備如何妥善因應，以收相得益彰之效。 

中華民國學校建築研究學會於民國75年3 月30日由蔡保田博士創立，致力

於學校建築學術研究，以及學校建築與校園規劃理念的推展，迄今已逾 31載。

學會創會當年即出版「學校建築叢書」6 冊，自此年會大會出版專刊成為傳

統，從無間斷。回顧過往出版之專刊，計有「學校建築與校園規劃專題研

究」、「幼稚園園舍建築與學前教育」、「國民中小學學校建築與設備專題研

究」、「大學及獨立學院學校建築與設備專題研究」、「當前學校建築基本問

題專題研究」、「學校建築理論與實務專題研究」、「第一屆優良學校建築規

劃評介－台灣地區國小篇」、「第二屆優良學校建築規劃評介－台灣地區國中

篇」、「第三屆優良學校建築規劃評介－台灣地區高中篇」、「第四屆優良學

校建築規劃評介－台灣地區高職篇」、「教學革新與環境規劃」、「新世紀建

築革新與展望」、「學習型社會的學校建築」、「校園文化與學校建築」、

「二十一世紀的學校建築與設施」、「Ｅ世紀的校園新貌」、「優質的學校環

境」、「永續發展的校園與建築」、「校園建築與運動空間活化再利用」、

「校園建築優質化」、「學校校園建築生態工法」、「百年校園建築創新

裝」、「雲端科技與教育環境」、「課程、教學與教育空間」、「學校建築的

革新與發展」、「學校建築的創新與精進」、「學校建築研究的回顧與前瞻」

及今年「學校建築與課程發展」等28 冊。 

本學會長年辦理舜耕學術獎助學金，鼓勵年輕學子投入學校建築領域相關

議題研究，今年恭賀政治大學林靜詩和交通大學洪鐿庭獲獎。本學會亦積極參

與台灣學校建築規劃的實務工作，許多學會會員有辦理或設計學校的經驗，或



擔任新設學校規劃諮詢顧問、評審委員。為推動新設學校卓越案例的標竿學

習，本學會設立「學校建築之光獎」，表彰著有貢獻的傑出校長或建築師，今

年恭賀宜蘭縣立吳沙國中許志成校長、國立南投特殊教育學校陳韻如校長、台

中市西屯區東海國小林佳灵校長獲獎。今年學會年會大會特辦理「學校建築與

課程發展」學術研討會，徵計有專題講座「課程新發展與教育空間規劃」、

「學校廁所與潛在課程」及「主動學習教室使用情形之研究」3 篇、學校建築

專題研究論文13篇，以供學校建築學術研究及實務規劃參考。本書能夠順利出

版，特別要感謝作者們惠賜鴻文，理監事們的鼎力相助，尤其是秘書長康燕玉

理事、秘書吳珮青、陳政翊，協助本書編輯、設計與出版工作，備極辛勞，功

不可沒，特此申謝。 

本書出版力求嚴謹，惟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敬請方家不吝賜教指正。 

 

理事長 廖文靜 謹識 

民國 106 年 12 月_ 



課程新發展與教育空間規劃 

湯志民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學校建築研究學會名譽理事長 

 

我們今日面臨的挑戰是，教育的世界已經全然改變，惟我們還大量地使用著支

持工業革命學習模式的設施，而這些設施無法符合今日或明日的教育需求。 

      (Our challenge today is the world of education has completely changed and 

we are hindered by a tremendously large stock of facilities that supportan industrial 

revolution learning model that does not meet today’s or tomorrow’s educational 

needs.) 

〜 T. Jimenez-Eliaeson, 2016 

當教育人員和規劃者累積更多關於學學習的知識，就能將這些見識融入學校設

施設計。因此教育設施多樣的空間設計，取代了長方形教室和走廊組構的單一

規格通用校舍(a one-size-fits-all schoolhouse)，以符應教師不同的教學策

略和學生的學習風格。 

     (To deliver that education effectively,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have 

learning spaces that recognize and address the evolving needs of students. As 

educators and planners accumulate more knowledge about how students learn, they 

have been able to incorporate those insights into the designs of school facilities. So 

instead of a one-size-fits-all schoolhouse consisting of corridors with rectangular 

classrooms running along either side, an education facility may have a variety of 

spaces designed to accommodate the varied instructional strategies of teachers and 

learning styles of students.)                                                                                         

                                              〜 M. Kennedy,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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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工業革命時代，實施大眾教育的中小學，學生的學習皆建基於教師教學模

式，學校設計所建置的走廊和盒子，對此教學模式更是推波助瀾，每個盒子(教

室)都有一排排的課桌椅，教室前有一張老師辦公桌；而今，先前採用的「黑板

和講述」(chalk and talk)方式，已延伸修正為學生進入多樣的場地和空間，

探究手上有的議題，讓學生花些時間離開學校環境－確實在「真實生活」 

(real life)情境中學習，大量的主題式學習，學生團隊通常是跨學科(如科

學、數學、英語)，這些活動需要更彈性的空間。學習空間超越標準教室，而有

不同的形態。有團體集會的大空間、有用以非正式學習和對話的小型親密空間

(smaller intimate spaces)，同時也注意到室外環境－可提供豐富的學習機

會，尤其是關於環境和自然，不再只是「牆對牆」(wall to wall)的思考，所

有的這些發展都已牽動學校的設計(Architectus, 2017)。Blake(2014)指出，

美國有很多地方的教育建設仍是設置單一規格通用學校(one-size-fits-all 

schools)，新的模式是設置較小、更多種多樣的學習環境，讓家長、老師和學

生對何時、何地和如何產生學習有更多選擇；這樣的改變，一則因認知學生有

不同的學習，也需要批判思考和創造力之能力，才能成功於 21世紀，另一則是

在教學上更重視跨科的合作，讓學校的學習更生活化。 

近 10幾年，少子女化、多元文化、國際化、生態化、數位化等社會環境新

脈絡，不僅影響教育的創新發展和課程改革，也影響到教育空間的規劃與發

展。2014年，臺灣正式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並公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課程綱要─總綱》預計於 108學年度起自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學

校一年級開始實施（簡稱 108新課綱）(教育部，2017年 4月 28日）。同年，

教育部制定實驗三法「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理條

例」，落實教育基本法鼓勵政府及民間辦理教育實驗(國民教育暨學前教育署，

2015年 1月 29日)。臺灣的教育和課程改革，往前大步邁進，未來也將促動教

育空間新規劃的發展。 

    新教育、新課程會促動教育新空間的規劃與發展。芬蘭去(2016)年全面推

出新的中小學課綱，未來學校教學重心，會從數學、歷史等傳統科目，轉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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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廣泛的、跨領域主題上，新課綱的總目標在培養孩子跨領域的能力(吳怡靜，

2016)，很明顯的，會逐漸取消傳統科目教室和實驗室的設置，增加跨領域主題

教室的規劃，以及學生個別學習和小團體協作、研討空間。歐洲，華德福學校

是著名的學校改革實驗之一，重視學生身心靈全方位成長，教育依四季的節奏

採四學期制，推展週期課程(主課程、主題課程)、副課程、節慶活動等，並要

求家長投入與關照學生，教育空間上依循教育理念發展有機校園(宜蘭縣立慈心

華德福教育實驗高級中等學校，2017年 10 月 3日)，對臺灣的另類教育、實驗

與創新教育、非學校型態教育等，有很大的影響。另一個與華德福學校齊名，

但臺灣較陌生的是耶拿實驗學校（Jena-Plan School），採混齡和主題教學，對

話、戲劇、工作和慶典是教學四種基本形式，教育空間希望營造像一個家一般

溫馨，學校活動與家庭、社區緊密結合。美國瑟谷學校(Sudbury Valley 

School) 在教育形式上自由開放，沒有課程、沒有老師、有學生、有學習，有

美國的夏山學校之稱，學生混齡自治、自由探索、自主學習，校園環境與設施

清幽雅致，值得一探。 

    選課制度影響教育空間的營運，1999年芬蘭頒佈《芬蘭高中教育法案》，

明確規定所有高中都應採納「無年級授課制」，學生自由選課，每人一張課

表，教育空間的營運模式勢必由班級固定教室的上課，改為以課程為中心的選

課跑班模式，教室則採學科型教室設計，當然還要搭配設置學生置物櫃，以及

個別學習和研討空間。日本，近 30年，因應少子女化和閒置空間，中小學推動

學校整併，小學校和中學校推展開放教育、混齡教育，規劃設計開放空間，中

學校和高等學校因應學校特色和教育發展需求，推動跑班選課，規劃和設置教

科教室型空間。 

    韓國，因應少子化和中小學課程改革，教育科技部 2009年公布《關於全面

實施學科教室制度的基本規劃》，在全國初、高中實施「學科教室制」（中華人

民共和國駐大韓民國大使館教育處，2009）。中國，2014 年國務院頒發《關於

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規定「3+3」模式的高考改革(必考 3科+選

考 3科)，促動高中課改、選課與走班或走課制的推展。今受大會邀請，以課程

新發展與教育空間規劃為題，擬就十二年國教課程新發展、課程與教育空間、

108新課綱與空間規劃、新課程與教育新空間、中學選修課程與學科型教室等

五方面加以論述，並請方家不吝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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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年國教課程新發展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課程發展本於全人教育的精神，以「自發」、「互

動」及「共 好」為理念，強調學生是自發主動的學習者，學校教育應善誘學生

的學習動機與熱情，引導學生妥善開展與自我、與他人、與社會、與自然的各

種互動能力，協助學生應用及實踐所學、體驗生命意義，願意致力社會、自然

與文化的永續發展，共同謀求彼此的互惠與共好。依此，108新課綱以「成就

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為願景，兼顧個別特 殊需求、尊重多元文

化與族群差異、關懷弱勢群體，以開展生命主體為起點，透過適性教育，激發

學生生命的喜悅與生活的自信，提升學生學習的渴望與創新的勇氣，善盡國民

責任並展現共生智慧，成為具有社會適應力與應變力的終身學習者，期使個體

與群體的生活 和生命更為美好(教育部，2014)。 

    為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的理念與目標，108新課綱以「核心素

養」做為課程發展之主軸，以裨益各教育階段間的連貫以及各領域/科目間的統

整。「核心素養」是指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

識、能力與 態度。「核心素養」強調學習不宜以學科知識及技能為限，而應關

注學習與生活的結合，透過實踐力行而彰顯學習者的全人發展。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之核心素養，強調培養以人為本的「終身學習者」，分為三大面向： 

「自主行動」、「溝通互動」、「社會參與」，三大面向再細分為九大項目：「身心

素質與自我 精進」、「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符號運

用與溝通表達」、「科技 資訊與媒體素養」、「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識」、「人際關係與團隊合 作」、「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教育部，

2014)。以下擬就 108 新課綱的課程類型、校訂課程、教學實施和教師專業發

展，分別說明之。 

    

  （一）課程類型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類型區分為二大類：「部定課程」與「校訂課程」

(如表 1所示)，茲說明如下(教育部，2014)： 

    1.「部定課程」：由國家統一規劃，以養成學生的基本學力，並奠定適性發

展的基礎。在國小及國中為培養學生基本知能與均衡發展的「領域學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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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級中等學校為部定必修課程，其可包含達成各領域基礎學習的「一般科

目」， 以及讓學生獲得職業性向發展的「專業科目」及「實習科目」。     

    2.「校訂課程」：由學校安排，以形塑學校教育願景及強化學生適性發展。

在國小及國中為「彈性學習課程」，包含跨領域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

程，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以及本土語文/新住民語文、服

務學習、戶外教育、班際或校際交流、自治活動、班級輔導、學生自主學習、

領域補救教學等其他類課程。在高級中等學校則為「校訂必修課程」 、 「選

修課程」 、 「團體活動時間」(包括班級活動、社團活動、學生自治活動、學

生服務學習活動、週會或講座等)及「彈性學習時間」 (包含學生自主學習、選

手培訓、充實（增廣） /補強性課程及學校特色活動)。 其中，部分選修課程

綱要由領域課程綱要研修小組研訂，做為學校課程開設的參據。 

 

表 1  

各教育階段課程類型 

            課程類型 

教育階段 

部定課程 

 

校訂課程 

 

國民小學 領域學習課程 彈性學習課程 

國民中學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一般科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校訂必修課程 

選修課程 

團體活動時間 

彈性學習時間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 

單科型高級中等學校 

資料來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第 8頁)，教育部，2014。國

家教育研究院。取自 https://www.naer.edu.tw/files/15-1000-7944,c639-

1.php?Lang=zh-tw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依據全人教育之理念，配合知識結構與屬性、

社會變遷與知 識創新及學習心理之連續發展原則，將學習範疇劃分為八大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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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提供學生基礎、寬廣且關聯的學習內涵，獲得較為統整的學習經驗，以培

養具備現代公民所需之核心素養與終身學習的能力。部分領域依其知識內涵與

屬性包含若干科目，惟仍需重視領域學習內涵。國民小學階段，以領域教學為

原則；國民中學階段，在領域課程架構下，得依學校實際條件，彈性採取分科

或領域教學，並透過適當的課程設計與教學安排，強化領域課程統整與學生學

習應用；高級中等學校教育階段，在領域課程架構下，以分科教學為原則，並

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課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強化跨領域或跨科

的課程統整與應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各教育階段共同課程之領域課程架

構，如表 2所示。 

表 2  

各教育階段領域課程架構          

 

資料來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第 9頁)，教育部，2014。國

家教育研究院。取自 https://www.naer.edu.tw/files/15-1000-7944,c639-

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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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校訂課程 

    就國中小而言，領域課程綱要可以規劃跨科統整型、探究型或實作型之學

習內容，發展學生整合所學運用於真實情境的素養。國中小的校訂課程即「彈

性學習課程」，國小每週有 2-7節，國中每週有 3-6節，由學校自行規劃辦理全

校性、全年級或班群學習活動，提升學生學習 興趣並鼓勵適性發展，落實學校

本位及特色課程。依照學校及各學習階段的學生特性，可選擇統整性主題/專題

/議題探究、社團活動、技藝課程(可設作物栽種、創意設計與製作課程)、特殊

需求領域課程 或是其他類課程(包括本土語文/新住民語文、戶外教育、自治活

動、學生自主學習等)進行規劃。本土語文/新住民語文課程，應依學生實際需

求，選擇閩南語文、客家語文、原住民族語文或新住民語文(以東南亞地區的新

住民語文為主)其中一項進行學習。 

     高級中等學校校的整體課程規劃，如表 3所示，校訂課程包括「校訂必修

課程」、「選修課程」、「團體活動時間」、「彈性學習時間」，茲以高中為例說明之

(教育部，2014)： 

    1.校訂必修課程：高中 4-8學分，由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依據學校願景與

特色自主規劃開設之校本特色課程，以通識、知識應用或校本特色課程為原

則，不得為部定必修課程之重複或加強。校訂必修課程係延伸各領域/科目之學

習，以一般科目的統整性、專題探究或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探索

體驗或為特殊需求者設計等課程類型為主，用以強化學生知能整合與生活應用

之能力。例如：英語文寫作專題、第二外國語文、自然科學實驗、社區服務學

習、戶外 教育體驗課程、公民實踐、學習策略、小論文研究、本土語文、議題

探索或特殊需求 領域課程等。 

    2.選修課程：高中 54-58學分，選修包括加深加廣、補強性、多元選修課

程，由學生自主選修。其中，多元選修由各校依照學生興趣、性向、能力與需

求開設，至少 6 學分，可包括本土語文、第二外國語文（含新住民語文）、 全

民國防教育、通識性課程、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及探索體驗、大學預

修課 程或職涯試探等各類課程。學校提供學生跨班自由選修課程，開設之選修

總學分數，應達學生應修習選修學分數之 1.2-1.5 倍；選修科目每班開班人數

最低以 12人為原則，情形特殊或各校經費足以支應者，得降低下限至 10 人，

並得辦理跨校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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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團體活動時間：高中每週 2-3節，包括社班級活動、社團活動、學生自

治活動(如班聯會、畢聯會等)、學生服務學習活動、週會或講座等 

    4.彈性學習時間：高中每週 2-3節，依學生需求與學校條件，可安排學生

自主學習、選手培訓、充實（增廣）/補強性教學或學校特色活動等。其中，學

校特色活動依據學生興趣與身心發展階段、學校背景與現況、家長期望、社區

資源辦理的例行性或獨創性活動，如教學參觀、媒體識讀、學習成果發表、節

日慶祝、健康體適能、國內外交流、聯誼活動、校際活動、始（畢）業活動、

親職活動及其他創意活動。  

 

表 3 

高級中等學校教育階段各類型學校課程規劃 

 

資料來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第 13頁)，教育部，2014。國

家教育研究院。取自 https://www.naer.edu.tw/files/15-1000-7944,c639-

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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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學實施 

    為實踐自發、互動和共好的理念，教學實施要能轉變傳統以來偏重教師講

述、學生被 動聽講的單向教學模式，轉而根據核心素養、學習內容、學習表現

與學生差異性需求，選用多元且適合的教學模式與策略，以激發學生學習動

機，學習與同儕合作並成為主動的學習者，教師教學實施重點說明如下(教育

部，2014)： 

    1.教學準備與支援：教師應分析學生學習經驗、族群文化特性、教材性質

與教學目標，提供符合學生需求的學習內容，並規劃多元適性之教學活動，提

供學生學習、觀察、探索、提問、反思、討論、創作與問題解決的機會，以增

強學習的理解、連貫和運用。 

    2.教學模式與策略：(1)教師應依據核心素養、教學目標或學生學習表現，

選用適合的教學模式，並就不同領域/群科/學程/科目的特性，採用經實踐檢驗

有效的教學方法或教學策略，或針對不同性質的學習內容，如事實、概念、原

則、技能和態度等，設計有效的教學活動，並適時融入數位學習資源與方法。

(2)為促進本土語文/新住民語文課程之學習，其教學語言應以本土語言/新住民

語言的單語為主，雙語為輔，並注重目標語的互動式、溝通式教學，以營造完

全沉浸式或部分沉浸式教學。(3)教師應依據學生多方面的差異，包括年齡、性

別、學習程度、學習興趣、多元智能、身心特質、族群文化與社經背景等，規

劃適性分組、採用多元教學模式。(4)教師宜適切規劃戶外教育、產業實習、服

務學習等實地情境學習，以引導學生實際體驗、實踐品德、深化省思與提升視

野。(5)為增進學生學習成效，具備自主學習和終身學習能力，教師應引導學生

學習如何學習，包括動機策略、一般性學習策略、領域/群科/學程/科目特定的

學習策略、思考策略，以及後設認知策略等。 

 

  （四）教師專業發展 

    教師是專業工作者，需持續專業發展以支持學生學習。教師專業發展內涵

包括學科專 業知識、教學實務能力與教育專業態度等。教師應自發組成專業學

習社群，共同探究與分享交流教學實務；積極參加校內外進修與研習，不斷與

時俱進；充分利用社會資源，精進課程設計、教學策略與學習評量，進而提升

學生學習成效。教師專業發展實施重點如下(教育部，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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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教師可透過領域/群科/學程/科目（含特殊需求領域課程）教學研究會、

年級或年段會議，或是自發組成的校內、跨校或跨領域的專業學習社群，進行

共同備課、教學觀察 與回饋、研發課程與教材、參加工作坊、安排專題講座、

實地參訪、線上學習、行動 研究、課堂教學研究、公開分享與交流等多元專業

發展活動方式，以不斷提升自身專業知能與學生學習成效。 

    2.為持續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形塑同儕共學的教學文化，校長

及每位教師每學年應在學校或社群整體規劃下，至少公開授課一次，並進行專

業回饋。 

    3.教育主管機關與學校應支持並提供教師專業發展之相關資源，如安排教

學研究會或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共同時間、支持新進教師與有需求教師的專業

發展，提供並協助爭取相關設備與經費等資源。 

    4.教育主管機關與學校應鼓勵並支持教師進行跨領域/群科/學程/科目的課

程統整、教師間或業師間之協同教學，以及協助教師整合與運用教育系統外部

的資源，例如社區、非營利組織、產業、大學院校、研究機構等資源，支持學

生多元適性的學習。 

    5.學校應鼓勵家長會成立家長學習社群或親師共學社群，定期邀請家長參

與教師公開授課或其他課程與教學相關活動，建立親師生共學的學校文化。  

 

 

三、程與教育空間 

    課程與教育空間的關係密切，以下擬就課程的結構與類型、課程與教育空

間的關係、課程與教育空間營運模式、課程新發展與學校新教育，分別說明

之。   

(一)課程的結構與類型 

  課程是實現教育目標所設計的重要活動，學校課程結構可分為「實有課

程」（being curriculum）和「虛無課程」（null curriculum），「實有課程」含

括「顯著課程」（explicit curriculum）和「潛在課程」（hidden 

curriculum），「顯著課程」包含「正式課程」（formal curriculum）和「非正

式課程」（informal curriculum），以及對應此二者之學校本位課程（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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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curriculum）和空白課程（blank curriculum）。 

    學校課程的類型，林本和李祖壽(1970)將之分為六種：科目本位課程、相

關課程、融合課程、廣域課程、核心課程、經驗本位課程(詳見圖 1 )。黃光雄

和蔡清田(2015)將之歸納為三種：科目課程、核心課程和活動課程。黃政傑

(1991)認為課程組織的型態很多，但最基本的可分為二種(詳見圖 2)： 

    1.以知識為中心：以知識為中心的組織為了吸引學生的興趣，並促進知識

之利用，常要以興趣、需求(含個人及社會)和問題來輔助。亦即，興趣、需求

及問題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引導學生追求知識的手段。以知識為中心的課程類

型，由左到右為統合的知識、廣域課程、融合課程、相關課程、科目課程、專

門知識，代表知識領域的界線愈來愈清楚。中學以上課程可採知識中心。 

    2.以人類事務為中心：以興趣、需求及問題為中心的基本型態，往往要借

用各領域的知識，以滿足需求和興趣，解決遭遇的問題，因此知識本身不是目

的，而是人類事務的手段。以人類事務為中心的課程類型，由左到右為個別兒

童、設計教學法、興趣中心、需求中心、社會功能中心、社會問題中心、社

會。小學課程可採人類事務中心。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 108新課綱，由核心素養出發，希望透過學校本位

課程發展(school-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鼓勵學校進行課程發展，

期望教師進行教學創新與課程設計(黃光雄和蔡清田，2015)。國中小在領域學

習課程之外，也重視彈性學習課程；高中職在部定課程(包括一般科目、專業科

目、實習科目)之外，更重視校訂課程(包括校訂必修課程、選修課程、團體活

動時間、彈性學習時間)，希冀由過去過度重視知識中心的課程與教學，能從九

年一貫課程，高中 95暫綱、99課綱，到 108 新課綱，逐漸轉型並重視學生的

經驗、活動和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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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學校課程六種類型 

資料來源：課程類型，林本和李祖壽，1970。載於王雲五主編(1970)，雲五社

會科學大辭典(第八冊)：教育學(第 134頁)。臺北市：商務印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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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課程組織型態 

 

各種課程組織型態 

 

學制與課程組織型態 

 

圖 2：學制與課程組織型態 

資料來源：課程設計(第 302頁)，黃政傑，1991。臺北市：東華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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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課程與教育空間的關係 

    教育空間（或教室）的種類和課程內容有關，教育空間（或教室）的數量

和課程時數或班級上課時數有關，茲說明如下(湯志民，2014)： 

    1.課程內容和教育空間（或教室）的種類有關 

    學校為何會要有自科實驗室、音樂教室、美術教室、電腦教室？答案似乎

很簡單：「因為有自然（或物理、化學、地科、生物）、音樂（聽覺藝術）、美術

（視覺藝術）、資訊課程。」有課程就需有相應之教室（或空間），當然有些課

程所需的教室（或空間）與設備接近，則可用同一教室—如國、英、數都在普

通教室上課，或共用專科教室─如數學、社會運用多功能教室（如臺北市南湖

國小的未來教室）。因此，課程內容會影響和決定教育空間（或教室）的種類。 

    2.課程時數或班級上課時數和教育空間（或教室）的數量有關 

    教育空間（或教室）的數量計算要以課程時數或班級上課時數作為依據，

例如 48班的國中：（1）資訊課，要到電腦教室上課，每班時數 1節／週，每週

總節數計 48節（1 節 × 48 班），每間教室每週可排節數 25節／週（每週 5

天，每天 5節；空間利用率 71.43%，空間轉換率 28.57%），所需電腦教室間數

2間（48節／25節≒ 2間）。（2）英語課，每班英語時數 3節／週，如果其中

1節要到英語情境教室上課，則英語教室需求數為 2間（同電腦教室之計算）；

如其中 2節要到英語情境教室上課，每週需求總節數計 96節（2節 × 48 班），

每間教室每週可排節數 25節／週（每週 5 天，每天 5節），所需英語教室數為

4間（96節／25節≒4間）；如全都要到英語情境教室上課，每週需求總節數計

144節（3節 × 48 班），每間教室每週可排節數 25節／週，所需英語教室間數

6間（144節／25節≒6間）。其他各科，以此類推。因此，課程時數或班級上

課時數會影響和決定教育空間（或教室）的數量。 

  湯志民(2014)更進而說明教育空間大小（面積、容量）和教學人數、教學

方法（活動）有關，教育空間形狀（長方形、正方形、扇形、圓形）和教學方

法（活動）有關，教育空間（或教室）的配置和設備和學生學習方式、動線、

需求、動機和時間有關，教育空間的多元變化（多樣空間）和學生生活、探索

有關。至於，教育空間營運模式（配置、運用、關係）和課程分科與選修、教

室和教學資源的運用關係、學習者和環境之主被動關係有關。課程、教學、學

習與教育空間規劃之關係，如表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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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課程、教學、學習與教育空間規劃之關係 

教育空間規劃 課程、教學、營運 

空間種類（性質、功能） 課程內容 

空間數量（間數） 班級上課時數 

空間大小（面積、容量） 教學人數、教學活動 

空間形狀 

（長方形、正方形、扇形、圓形） 
教學方法（活動） 

空間（或教室）的配置和設備 學生學習方式、動線、需求、動機和時間 

空間的多元變化（多樣空間） 學生生活、探索 

空間營運模式（配置、運用、關係） 

課程分科和選修 

教室和教學資源的運用關係 

學習者和環境之主被動關係 

資料來源：校園規劃新論（第 38頁），湯志民，2014。臺北市：五南圖書公

司。 

 

    正因為教育空間規劃和營運，與課程、教學、學習之間有密切的關係，因

此 Taylor（2009）將教育空間和學習環境稱之為「三度空間的教科書」（the 

three-dimensional textbook）（參見圖 3），其中教育空間和學習環境設計要

素（指標），包括：基本需求、發展需求、當地文化、課程和教學（含內容、教

學策略、評量標準）、學習歷程和多元智慧、學習的分類（學習的經驗系統）、

用後評估；而學習環境反映基本需求，然後成為一個環境的教學／學習工具，

學習環境和設計要素（指標）之間，則彼此互動成為一個循環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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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三度空間的教科書 

資料來源：Linking architecture and education：Sustainable design for 

learning environments（p.136）. A.Taylor and K.Enggass, 2009, NM： 

University of Mexico Press. 

 

  (三)課程與教育空間營運模式 

    課程會影響教育空間種類和數量的規劃，在教育空間（或敎室）營運模式

上，則會因課程分科和選修之多寡，而有不同之配置類型。教育空間（或敎

室）營運的配置類型，通常配合課程與空間的營運有五種類型（湯志民，

2006、2007、2014；日本建築學會，1974；長倉康彥，1993；空氣調和․衛生

工学会，2011）（參見圖 4）： 

◣基本需求

◣發展需求

◣當地文化

◣課程和教學

˙ 內容

˙教學策略

˙ 評量標準

◣學習歷程

和多元智慧

◣學習的分類

˙學習的經驗系統

◣用後評估

◣環境反映基本需求，

然後成為一個環境的

教學/學習工具

設計要素

（指標） 

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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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綜合教室型（activity type，A型）： 

    全部的課程均集中在同一個教室上課，運用班級教室或班級教室四周圍進

行大部分的學習和生活活動，此型適用於幼稚園和小學低年級。 

    2.特別教室型（usual & Variation type，U+V型）： 

    一般的課程在各自的普通教室（即班級敎室）上課，特別的課程在特別教

室或專門的學科教室上課，惟有足夠的特別教室時，教室的利用率會降低，此

型適用於小學高年級、國中和高中。 

    3.學科教室型（variation type，V型）： 

    所有的課程都有充分的學科教室，如國文、英語、數學、社會、理科、音

樂、家政、美術等每一學科均有敎室，學生係按課程表移動至各該科目的學科

教室上課，可提高教室的使用率，此型適用於國中和高中。 

    4.系列學科教室型（V+G2型）： 

    與學科教室型類似，惟將有關的學科教室作整合方式的運用，如將國文、

英語、社會教室整合為「人文」學科教室群、將數學、理科、保健整合為「數

理或自然」學科教室群、將音樂、家政、美術整合為「藝術」學科教室群，教

室的使用率又有提高，惟學科的獨立性減弱，有利於開展彈性學習，此型適用

於國中和高中。 

    5.混合型（platoon type，P型或 U2+V 型）： 

    將全部的班級數分為二集團，並設對等的普通教室和充分的特別教室或學

科教室，然後各自分開在普通教室及特別教室上課，每幾小時互換一次，其間

使用普通教室的班級係在各自的普通教室上課，即 2班共用 1間普通教室，而

使用特別教室的班級每小時都需要移動，教室的利用率高，惟因安排教室較

難，實例不多，此型適用於國中。 

  基本上，教室是學校最重要的教育空間，敎室營運的配置類型或營運模

式，攸關學校空間、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效能的發揮。據 Sebba（1986）之分

析，校舍設計有二種明顯的不同取向，一為功能取向（the functional 

approach），另一為領域取向（the territorial approach）；惟基於學生發展

需求，學校的設計應趨向結合這二種取向。例如：對年幼且面對新地方和新規

定的兒童，其研究、工作、遊戲和服務設施應集中在單一地點，如多目的教

室，使兒童對人和環境有信心，並能順利的從一個活動轉換至另一個活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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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較大和對環境有信心的兒童，其學校設施可以功能的設計為基礎，如圖書

室、實驗室、自然資源室、算術室、工場、戲劇室等等。據此，幼兒園和國小

低年級的教室配置，應加強綜合教室型（A 型）的設置；而國小中、高年級和

國中的教室配置，基於課程的需求，仍宜採特別教室型（U+V型）之配置；高

國中採分科教學、學校校地有限或太小者，則可參考採用學科教室型（V型）、

系列學科教室型（V+G2型）或混合型（P型），以增加教室的使用效率，惟在課

程的安排上應有審慎縝密的計畫，使教室的使用率發揮到極限。 

  

  

圖 4：依教室營運的配置型態 

資料來源：建築設計資料集成（4）（第 7 頁），日本建築學會，1974，東京都：

丸善株式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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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國教育空間（或敎室）營運配置的主要類型（參見表 5），幼兒園都為

綜合教室型（A型），中小學在臺灣、中國大陸、日本大多是特別教室型（U+V

型），在英、美、加小學為特別教室型（U+V 型），中學為學科教室型（V型），

大學在各國都為學科教室型（V型），主要因全為分科課程和選修課程之關係。

亦即，在選課、排課上，以班級為中心(即以班級為單位)，教室營運配置會採

「A型」或「U+V型」，以課程為中心的選課，學生自由選課，教室營運配置會

採「V型」。須注意的是，如果教室充足或與教師上課時數和課程充分搭配，學

科教室型（V型）可權屬教師，亦即教師有專屬教室，如教室不充足或教師上

課時數和課程無法搭配，則學科教室型（V 型）之營運，由學校依課程調配，

教師則交互共用。學科型教室之規劃與運用，可詳參湯志民（2007、2014）之

研究。 

表 5 

各國敎室營運配置的主要類型 

敎室營運的

類型 

臺灣、大陸、日本 英、美、加 

幼兒

園 
小學 國中 高中 大學 

幼兒

園 
小學 初中 高中 大學 

綜合教室型

（A型） 
●     ●     

特別教室型

（U+V型） 
 ● ● ●   ●    

學科教室型

（V型） 
    ●   ● ● ● 

資料來源：校園規劃新論（第 43頁），湯志民，2014。臺北市：五南圖書公

司。 

 

 （四）課程新發展與學校新教育 

  學校教育對照課程結構，在實有課程之下，主要為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

和空白課程(如上課時間的自習課、或下課的自由活動)。正式課程、非正式課

程的課程類型─可概分為科目本位課程、相關課程、融合課程、廣域課程、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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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課程、經驗本位課程。 

    國中小 108新課綱，領域學習課程(部定課程)、彈性學習課程(校訂課程)

在課程類型上各有偏重，前者偏向科目知識，後者較重活動和經驗；高中職

108新課綱的部定課程(包括一般科目、專業科目、實習科目)屬科目課程，校

訂課程(包括校訂必修課程、選修課程、團體活動時間、彈性學習時間)偏向跨

領域/主題的相關課程、融合課程、廣域課程、核心課程、經驗本位課程，重視

學生的經驗、活動和自主學習。 

    在課程組織型態上，普通中小學的大都以知識為中心來發展與設計課程；

而芬蘭中小學、耶拿實驗學校、華德福學校等課程組織型態，都是以人類事務

為中心(兒童中心或學生中心)，採主題和經驗或活動課程，重視學生興趣、社

會問題解決；美國瑟谷學校則完全以學生為中心，善用空白課程，由學生自

治、自主學習。不論是必修或選修，在選課、排課上，普通中小學大都以班級

中心(即以班級為單位)，而中學課程改革，導致以班級為中心的選課、排課，

改為以課程為中心的選課、排課，學生自由選課，每人一張課表，而有學科型

教室之規劃與設置。 

    108新課綱將促動臺灣中小新課程和新教育的發展，類此新課程和學校新

教育，如芬蘭中小學、耶拿實驗學校、華德福學校、瑟谷學校、芬蘭無年級

制、韓國學科教室制、日本教科教室型、中國走班制等，有許多課程新觀念和

教育成效值得參考與學習。茲將課程結構、課程類型、108新課綱、普通中小

學和學校新教育，在課程組織以知識中心或學生中心，在選課/排課以班級中心

或課程中心之關係，整理如表 6所示。 

 

表 6 

課程新發展與學校新教育之關係 

課程結構 實有課程 

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 空白課程 

課程類型 科目 

課程 

 

相關 

課程 

 

融合 

課程 

 

廣域 

課程 

 

核心 

課程 

 

經驗 

課程 

上課(自習)/ 

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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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小

108課綱 

領域學習課程/彈性學習課程 學生自治活動 

學生自主學習 

高中職

108課綱 

一般 

科目/ 

專業 

科目/ 

實習 

科目 

校訂必修課程 

選修課程 

團體活動時間 

彈性學習時間 

知 

識 

中 

心 

普通中小學 

                                                             

                              芬蘭中小學 

                            耶拿實驗學校 

                              華德福學校 

學

生

中

心 

美國瑟谷學校 

 

 

 

班 

級 

中 

心 

普通中小學 

                                                          

                             芬蘭無年級制 

                           韓國學科教室制    

               日本教科教室型、中國走班制 

課

程

中

心 

 

四、108新課綱與空間規劃 

     

    學校空間的種類和數量，需因應課程內容、課程時數（或班級上課時數）

加以計算，相當複雜，教育主管當局才會制訂設備標準或基準，以供學校規劃

與興建校園建築之參考，如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 2002年公布，普通高級中學設

備標準 1999年公布，因應 95暫綱和 98課綱新課程實施，於 2005、2009年分

別修正公布，此即反映，課程會改變教室（或空間）需求；反之，改變教室

（或空間）也會影響課程實施，此即空間領導，亦即校園空間規劃，能有效支

持、促進與帶動學校本位課程、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潛在課程、空白課程

的建構、發展與革新（湯志民，2008）。 

    108新課綱以「核心素養」做為課程發展之主軸，強調學習不宜以學科知

識及技能為限，而應關注學習與生活的結合，透過「自主行動」、「溝通互動」、

「社會參與」，踐行學習者的全人發展，培養以人為本的「終身學習者」因應

108新課綱所需教育空間應如何妥適規劃，以發揮 108新課綱課程、教學和學

習效果，值得關切。尤其是，新課綱的國中小「彈性學習課程」、高中「校訂必

修課程」、「團體活動」和「彈性學習時間」的空間規劃如何相應?還有，提供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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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適性之教學活動，營造完全沉浸式或部分沉浸式教學，以激發學生學習動

機，學習與同儕合作並成為主動的學習者，空間規劃又應如何因應?教師專業發

展社群教室、觀課教室等，應如何規劃設置?以下分就國中小和高中校訂課程與

空間規劃舉例說明之，以供中小學規劃與設置 108新課綱所需教育空間之參

考。 

  (一)國中小「彈性學習課程」與空間規劃 

    108新課綱國中小校訂課程即「彈性學習課程」，包括跨領域統整性主題/

專題/議題探究課程、社團活動、技藝課程(可設作物栽種、創意設計與製作課

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以及本土語文/新住民語文、服務學習、戶外教育、

班際或校際交流、自治活動、班級輔導、學生自主學習、領域補救教學等其他

類課程，學校空間應如何規劃設置? 

    以本土語文/新住民語文課程為例，國小各年級列為部定課程每週各 1節

課，可結合其他領域，實施跨領域主題統整課程教學，如與「彈性學習課程」

的跨領域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結合加 1節，則每年級每週有 2節課

之需求，本土語文/新住民語文結合多元文化主題探索，可稱「多元文化與語言

探索課程」，空間可稱為「多元文化探索教室」(或語文情境教室、鄉土語文教

室、母語教室等)。在教室數量上，以 48班國小為例，每班「多元文化與語言

探索課程」時數 2 節／週，如果其中 1節要到「多元文化探索教室」上課，則

「多元文化探索教室」需求數為 2間，計算方式：每班時數 1節／週，每週總

節數計 48節（1節 × 48 班），每間教室每週可排節數 25節／週（每週 5天，

每天 5節；空間利用率 71.43%，空間轉換率 28.57%），所需教室間數 2間（48

節／25節≒ 2間）。如其中 2節要到「多元文化探索教室」上課，每週需求總

節數計 96節（2節 × 48 班），每間教室每週可排節數 25節／週（每週 5天，

每天 5節），所需「多元文化探索教室」數為 4間（96節／25節≒4間）。其他

班級數，以此類推。多元文化探索教室數量需求推估，參見表 7。須注意的

是，教室設置受校地、預算之限制，多元文化探索教室教室如有不足，可視實

需增減該教室使用節數，並以普通教室調節。在空間和設備上，多元文化探索

教室 1間的面積，比照專科教室面積，為普通教室的 1.5倍到 2倍(約 105㎡〜

140㎡)，學生在內上課應有適足座位，座位形式可以彈性設計，並提供至少 1

個小組討論區，展示櫃以開放型為原則，重點物件可有專屬燈，但不宜過度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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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學生的研究成果可成為該教室豐富和更新的學習內容，增加學生的參與、

激勵成就和認同感。 

    再以技藝課程(可設作物栽種)為例，如臺北市推動田園城市，學校依政策

和課程需要設置小田園，並運用校舍屋頂或學校畸零地規劃設置小田園。如國

中小列入 108新課綱「彈性學習課程」的技藝課程，國小以三年級為對象，國

中以七年級為對象，可融入綜合活動(國小每週 2節，國中每週 3節)或自然科

學課程(國中小每週 3節)，從中抽取部分課程時間，前幾週集中課時(如 1節或

2節課)，之後可用下課前 10分鐘，學生也可運用課餘時間照顧和學習。在空

間和設備上，小田園空間用 1-4間教室面積(約 70㎡〜270㎡)，園地分班分組

管理，應請專業人員或老師指導設置，搭配志工(退休老師、家長或社區熱心人

士)定期指導或協助照顧，考慮週邊設備(如工具間、休息棚等)，水源結合雨水

回收的雨撲滿更佳，小田園採收的蔬菜瓜果，可義賣增添弱勢生急難救助基

金，或為營養午餐加菜，讓小朋友嘗鮮稱添趣味和成就感。 

 

表 7   

多元文化探索教室數量需求推估 

項目 每週 6班 12班 18班 24 班 30班 36班 42班 48班 

多元文化

探索教室 

1節 1間 1間 1間 1間 1-2間 2間 2間 2間 

2節 1間 1間 1-2

間 

2間 2-3間 3間 3-4 間 4間 

註：每間教室每週可排節數 25節／週。教室不足，可視實需增減使用節數，並 

    以普通教室調節。 

 

  (二)高中「校訂課程」與空間規劃 

    高中校訂課程時數比國中小高很多，校訂必修課程 4-8學分，選修課程

54-58學分，團體活動每週 2-3節，彈性學習時間每週 2-3節，課程內容有許

多可融通，如專題探究或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探索體驗，以及跨

班、跨領域/科目專題、社團活動、學校特色活動等， 

    1.校訂必修課程與空間規劃 

    高中 108新課綱「校訂必修課程」4-8 學分，包括專題探究或跨領域/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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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實作（實驗）、探索體驗等，學校空間應如何規劃設置? 

  以專題探究為例，屬跨領域/科目專題性質，可與跨班、跨領域/科目專

題、實作（實驗）、社團活動、學校特色活動等結合，如以高一、高二學生為對

象，專題探究 1學分(每週 1節)，結合跨班、跨領域/科目專題 1學分(每週 1

節)、社團活動每週 1節(隔週排課，當週 2 節)、學校特色活動每週 1節，在高

一、高二開設「創客專題探索課程」，空間可稱為「創客探索實驗室」(或創客

主題教室、專題探索教室、專題探索實驗室等)。 

  在教室數量上，以 48班高中為例，高一高二計 36班，校訂必修專題探究

1學分(每週 1節)計 36節空間需求，高一高二計有 2班選修跨班、跨領域/科

目專題 1學分(每週 1節)計 2節空間需求，高一高二計有 2班社團活動(創客社

團)每週 1節(隔週排課，當週 2節)計 4節空間需求，高一高二有 6班參與創客

特色活動每週 1節計 6節空間需求，每週總節數計 48節，都要到「創客探索實

驗室」上課，則「創客探索實驗室」需求數為 2間。計算方式：每週總節數計

48節（1節× 36班(高一高二必修)+1節× 2班(高一高二選修)+ 2 節× 2班(高

一高二社團，隔週排課)+ 1節× 6班(高一高二學校特色活動)），每間教室每週

可排節數 25節／週（每週 5天，每天 5節；空間利用率 71.43%，空間轉換率

28.57%），所需教室間數 2間（48節／25節≒2間）。其他班級數和校訂課程需

求，以此類推。創客探索實驗室數量需求推估，參見表 8。須注意的是，教室

設置受校地、預算之限制，創客探索實驗室如有不足，可視實需增減該教室使

用節數，並以普通教室調節。在空間和設備上，創客探索實驗室 1 間的面積，

比照專科教室面積，為普通教室的 1.5倍到 2倍(約 105㎡〜140㎡)，學生在

內上課應有適足座位，座位形式可以彈性設計，並以小團體實作和討論需求為

主，教學和學習設備以數位科技設備和可操作實作(實驗)設備為主，包括電

腦、3D列印、機器人、程式設計、擴增或虛擬實境(AR、VR)，並注意設置電源

插座、水槽等配套設施，展示櫃以開放型為原則，重點物件可有專屬燈，但不

宜過度設置，學生的研究成果較優成品可成為該教室展示品，以增加學生的學

習興趣和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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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創客探索實驗室數量需求推估 

項目 每週 高一高二 

修課班數 

12-18 

班 

21-30 

班 

33-45 

班 

48-72

班 

創客探索

實驗室 

校訂必

修 1節 

全部 1間 1-2間 2間 2-3間 

選修 1

節 

2班 

社團活

動 

1節 

2班 

學校特

色活動 1

節 

6班 

註：每間教室每週可排節數 25節／週。教室不足，可視實需增減使用節數， 

    並以普通教室調節。 

 

  (二)選修課程與空間規劃 

    高中 108新課綱「選修課程」54-58學分(高一合計 2-10學分)，包括本土

語文、第二外國語文（含新住民語文）、 通識性課程、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

(實驗)及探索體驗、大學預修課 程或職涯試探等各類課程，選修總學分數應達

學生應修習選修學分數之 1.2-1.5 倍，選修科目每班開班人數最低以 12人為

原則，情形特殊或各校經費足以支應者，得降低下限至 10人，並得辦理跨校選

修，學校空間應如何規劃設置? 

    選修課比校訂必修課複雜，師資、空間數量、大小和設備會影響選修課的

開設數量和多樣化，有些學校開不出多樣化選修課程，除師資受限外，學校空

間與設備是很大的影響因素。以高一選修課為例，108新課綱高一選修 2〜10

學分，高一上開 5 學分，星期一至星期五每天開 1學分選修課，如有 10班 190

人修課，需開出 12 門〜15門課(應開 1.2至 1.5倍學分)，讓學生可以跨班選

修。學校空間需求，如以各班自己的普通教室計 10間為基礎，則需要再找 2至

5間因應課程、人數需求的空間和設備教室，如 10間普通教室的 10 門選修

課，有 3門需要專門的設備，則要再另覓 3 間專科教室因應。為增加師資調配

和空間運用效能，在策略上，可將 10班選修分 A(1〜5班)、B(6〜10班)二群

組開選修課(群組也可作為類組，群組可開相同或不同的選修課)，星期一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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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五選修課也可相互重疊，讓學生有多次多樣的選修機會。例如，星期一開 6

門選修課、星期二開 7門選修課、星期三開 8門選修課、星期四開 6門選修

課、星期五開 7門選修課，師資不足或空間與設備不足，師資不足或空間與設

備不足，則每天開相同 6門課，星期二、三、五再多加不同選修課；如師資

足、空間與設備足，則可開更多不同選修課，讓課程多樣化。其次，排課時間

與教室數量有關，如 AB群組交錯排課，則同一空間(如專科教室、會議室、校

本課程教室、特色活動教室、視聽教室、演藝廳等)可重複運用，亦即運用排課

技巧，可增加空間的使用效能，避免教室空置。此外，學生選課人數與教室空

間大小有關，選修課學生需求不一，少則 15 人/門(學校經費足夠可降至 10人/

門開課)，多則百人，配合選課人數需有不同空間大小的教室，如普通教室、專

科教室可容納 1個班，會議室可容納 30人、校本課程教室可容納 50人、視聽

教室可容納 100人、演藝廳可容納 300人。還有，教學和學習的內容與設備有

關，如實驗課要有實驗教室、創客探索需要操作要有創客探索實驗室，律動課

要有韻律教室、樂團課要有樂團教室、戲劇課教室要有舞臺等等。為進一步理

解選修課程與學校空間配置，茲以上述高一 10班 190人，高一上選修 5學分為

例，為利師資調節和益增空間使用效能，分 A(1〜5班)、B(6〜10 班)二群組開

選修課，時間安排在每天第 6、7節課，星期五開在第 5、6節(第 7節供社團活

動團課用)，選修 5 學分星期一到星期五分別開設 1至 6、1至 7和 1至 8門選

修課，學生較喜歡的選修課星期一到星期五可重複開設，讓學生有多次多樣的

選修機會，因選課人數每天不同，需依課程內容、選修人數配置教室，為了解

一位高一學生星期一到星期五選修 5學分課程的位置，特以黑底註記，以明梗

概。高一選修課程、人數與學校空間配置，詳見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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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高一選修課程、人數與學校空間配置舉隅(10 班，190 人，高一上 5學分)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A(1〜5

班) 

B(6〜10

班) 

A(1〜5

班) 

B(6〜10

班) 

A(1〜5

班) 

B(6〜10

班) 

A(1〜5

班) 

B(6〜10

班) 

A(1〜5

班) 

B(6〜10

班) 

第 1節           

第 2節           

第 3節           

第 4節           

第 5節         A1-7  

第 6節 A1-6  A1-7  A1-8  A1-6   B1-7 

第 7節  B1-6  B1-7  B1-8  B1-6   

普 A/B A1(15) B1(15) A1(15) B1(15) A1(15) B1(15) A1(20) B1(20) A1(15) B1(15) 

普 A/B A2(15) B2(15) A2(15) B2(15) A2(15) B2(15) A2(20) B2(20) A2(15) B2(15) 

普 A/B A3(15) B3(15) A3(20) B3(20) A3(15) B3(15) A3(30) B3(30) A3(20) B3(20) 

普 A/B A4(15)  A4(20)  A4(15) B4(15) A4(30)  A4(20)  

普 A/B  B4(20)  B4(20) A5(15) B5(20) A5(20) B4(30)  B4(20) 

專科教

室 

    A6(20) B6(20)     

專科教

室 

  A5(30) B5(30)     A5(30) B5(35) 

會議室 

(30人) 

 B5(20) A6(15) B6(20) A7(20) B7(20)  B5(25) A6(20) B6(20) 

校本課

程教室

(50人) 

A5(20)          

特色活

動教室

(90人) 

        A7(70) B7(65) 

視聽教

室(100

人) 

  A7(75) B7(70) A8(75) B8(70) A6(70) B6(65)   

演藝廳

(300

人) 

A6(110) B6(105)         

註： 

1.高一計 10班，分 A(1〜5班)、B(6〜10班)二群組開選修課。 

2.A1-6、1-7、1-8：代表為 A(1〜5班)群開 6門、7門、8門選修課，以 A1、

A2、A3、A4、A5、A6、A7、A8代表當天不同選修課。 

3. B1-6、1-7、1-8：代表為 B(6〜10班)群開 6門、7門、8門選修課，以

B1、B2、B3、B4、B5、B6、B7、B8代表當天不同選修課。 

4.A1(15)：代表有 A1有 15人選課，餘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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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普 A/B：代表 A群組用自己的普通教室；B群組用自己的普通教室。 

6.專科教室：代表物理、化學、生物、地科、生科、音樂、美術、家政、資訊

等教室。 

7.會議室(30人)：代表會議室可容納 20-30 人上課。餘類推。 

8.校本課程教室(50 人)：代表依校訂課程或學校發展所需設置的教室，如創客            

探索實驗室等屬之，可容納 50人。 

9.特色活動教室(90 人)：也是依校訂課程或學校發展所需設置的教室，如樂團 

練習教室，可容納 90人。 

10. A6(110)、A3(20)、A8(75)、A4(30)、 A5(30)：代表高一某位學生星期一

到星期五，選修 5學分的課程。    

    再以高二 10班，190人，高二上選修 10學分為例，為利師資調節也分 C(1

〜5班)、D(6〜10 班)二群組開選修課，高二通常依一類組(人文社會組)、二類

組(理工自然組)、三類組(生科自然組)分組選修，CD二群組可依此分組開選修

課，10學分星期一至星期五每天要開 2學分選修課，時間安排 C群組每天第

2、3節開選修課，D群組每天第 4、5節開選修課，星期五分別開在第 1、2、

3、4節(第 7節供社團活動團課用)，都與高一的選修課時間錯開，以增加空間

使用效能。選修 10 學分星期一到星期五 CD 群組分別開設 1至 6、1至 7和 1至

8門選修課，同一天同組的 2節(如星期一 C群組第 2、3節可以都是同一門

課)，學生較喜歡的選修課星期一到星期五可重複開設，增加學生選修機會。高

二選課人數每天不同，也需依課程內容、選修人數配置教室，為了解一位高二

學生星期一到星期五選修 10學分課程的位置，特以黑底註記，以明梗概。高二

選修課程、人數與學校空間配置，詳見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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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高二選修課程、人數與學校空間配置舉隅(10 班，190 人，高二上 10學分)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C(1〜5班) D(6〜10

班) 

C(1〜5

班) 

D(6〜

10 班) 

C(1〜5

班) 

D(6〜

10 班) 

C(1〜5

班) 

D(6〜

10 班) 

C(1〜5

班) 

D(6〜10

班) 

第 1節 Ca1-7 

第 2節 Ca1-6 Ca1-7 Ca1-8 Ca1-6 Cb1-7 

第 3節 Cb1-6 Cb1-7 Cb1-8 Cb1-6 Da1-7 

第 4節 Da1-6 Da1-7 Da1-8 Da1-6 Db1-7 

第 5節 Db1-6 Db1-7 Db1-8 Db1-6 

第 6節 

第 7節 

普 C/D Ca1(15) 

Cb1(15) 

Da1(15) 

Db1(15) 

Ca1(15) 

Cb1(15) 

Da1(15) 

Db1(15) 

Ca1(15) 

Cb1(15) 

Da1(15)

Db1(15) 

Ca1(20)

Cb1(20) 

Da1(20)

Db1(20) 

Ca1(15) 

Cb1(15) 

Da1(15) 

Db1(15) 

普 C/D Ca2(15) 

Cb2(15) 

Da2(15) 

Db2(15) 

Ca2(15) 

Cb2(15) 

Da2(15) 

Db2(15) 

Ca2(15) 

Cb2(15) 

Da2(15) 

Db2(15) 

Ca2(20)

Cb2(20) 

Da2(20)

Db2(20) 

Ca2(15) 

Cb2(15) 

Da2(15) 

Db2(15) 

普 C/D Ca3(15) 

Cb3(15) 

Da3(15) 

Db3(15) 

Ca3(20) 

Cb3(20) 

Da3(20) 

Db3(20) 

Ca3(15) 

Cb3(15) 

Da3(15) 

Db3(15) 

Ca3(30)

Cb3(30) 

Da3(30)

Db3(30) 

Ca3(20) 

Cb3(20) 

Da3(20) 

Db3(20) 

普 C/D Ca4(15) 

Cb4(15) 

Ca4(20) 

Cb4(20) 

Ca4(15) 

Cb4(15) 

Da4(15) 

Db4(15) 

Ca4(30)

Cb4(30) 

Ca4(20) 

Cb4(20) 

普 C/D Da4(20) 

Db4(20) 

Da4(20) 

Db4(20) 

Ca5(15) 

Cb5(15) 

Da5(20) 

Db5(20) 

Ca5(20)

Cb5(20) 

Da4(30)

Db(30) 

Da4(20) 

Db4(20) 

專科教室 Ca6(20) 

Cb6(20) 

Da6(20) 

Db6(20) 

專科教室 Ca5(30) 

Cb5(30) 

Da5(30) 

Db5(30) 

Ca5(30) 

Cb5(30) 

Da5(35) 

Db5(35) 

會議室 

(30人) 

Da5(20) 

Db5(20) 

Ca6(15) 

Cb6(15) 

Da6(20) 

Db6(20) 

Ca7(20) 

Cb7(20) 

Da7(20) 

Db7(20) 

Da5(25)

Db5(25) 

Ca6(20) 

Cb6(20) 

Da6(20) 

Db6(20) 

校本課程

教室(50

人) 

Ca5(20) 

Cb5(20) 

特色活動

教室(90

人) 

Ca7(70) 

Cb7(70) 

Da7(65) 

Db7(65) 

視聽教室

(100人) 

Ca7(75) 

Cb7(75) 

Da7(70) 

Db7(70) 

Ca8(75) 

Cb8(75) 

Da8(70) 

Db8(70) 

Ca6(70)

Cb6(70) 

Da6(65)

Db6(65) 

演藝廳

(300人) 

Ca6(110

) 

Cb6(110

) 

Da6(105

) 

Db6(105

) 

註： 

1.高二計 10班，分 C(1〜5班)、B(6〜10班)二群組開選修課。

2. Ca：代表 C群組當天第 1節選修課；Cb：代表 C群組當天第 2節選修課。

3.Ca1-6、1-7、1-8：代表為 Ca(1〜5班)群開 6門、7門、8門選修課，以

Ca1、Ca2、Ca3、Ca4、Ca5、Ca6、Ca7、Ca8代表當天不同選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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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a1-6、1-7、1-8：代表為 Da(6〜10班)群開 6門、7門、8門選修課，以

Da1、Da2、Da3、Da4、Da5、Da6、Da7、Da8代表當天不同選修課。 

5.Ca1(15)：代表有 Ca1有 15人選課，餘類推。 

6.普 C/D：代表 C群組用自己的普通教室；D群組用自己的普通教室。 

7.專科教室：代表物理、化學、生物、地科、生科、音樂、美術、家政、資訊

等教室。 

8.會議室(30人)：代表會議室可容納 20-30 人上課。餘類推。 

9.校本課程教室(50 人)：代表依校訂課程或學校發展所需設置的教室，如創客

探索實驗室等屬之，可容納 50人。 

10.特色活動教室(90 人)：也是依校訂課程或學校發展所需設置的教室，如樂

團 練習教室，可容納 90人。 

11.Ca6(110)、Cb6(110)、Ca3(20)、Cb3(20)、Ca8(75)、Cb8(75)、Ca4(30)、Cb4(30)、 

Ca5(30)、Cb5(30)：代表高二某位學生星期一到星期五，選修 10 學分的課

程。 

 

    最後，以高三 10班，190人，高三上選修 10學分為例，為利師資調節也

分 E(1〜5班)、F(6〜10班)二群組開選修課，高三和高二相同通常也依一類組

(人文社會組)、二類組(理工自然組)、三類組(生科自然組)分組選修，EF二群

組可依此分組開選修課，10學分可比照高二星期一至星期五每天開 2學分選修

課，時間安排 E群組每天第 1、2節開選修課，F群組每天第 3、4 節開選修

課，星期五和高二一樣都開在第 1、2、3、4節(第 7節供社團活動團課用)，都

與高一的選修課時間錯開，但與高二選修課時間大部分重疊，普通教室之外的

專科教室、會議室、校本課程教室、特色活動教室、視聽教室、演藝廳等，配

合學生選課人數需求，如原高二、高三星期一都需要用演藝廳，則策略上可將

高三需用演藝廳的這門課移到星期二，以增加空間使用效能。選修 10學分星期

一到星期五 EF群組分別開設 1至 6、1至 7 和 1至 8們選修課，同一天同組的

2節(如星期一 E群組第 2、3節)可以都是同一門課，學生較喜歡的選修課星期

一到星期五也可重複開設，增加學生選修機會。高三選課人數每天不同，也需

依課程內容、選修人數配置教室，如高三與高二需同時使用普通教室以外的專

科教室等或其他教室，則可調整高三或高二的選修課錯開到另一天開設。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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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高二、高三整體選修課與學校空間配置舉隅，詳見表 11。 

 

表 11 

高一、高二、高三選修課程與學校空間配置舉隅(各 10班計 30班，高一上 5 學

分，高二上 10學分、高三上 10學分)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高

一 

高二 高三 高

一 

高二 高三 高

一 

高二 高三 高

一 

高

二 

高三 高

一 

高二 高三 

第 1

節 

  Ea1-6   Ea1-7   Ea1-8   Ea1-

6 

 Ca1-7 Ea1-7 

第 2

節 

 Ca1-6 Eb1-6  Ca1-7 Eb1-7  Ca1-8 Eb1-8  Ca1

-6 

Eb1-

6 

 Cb1-7 Eb1-7 

第 3

節 

 Cb1-6 Fa1-6  Cb1-7 Fa1-7  Cb1-8 Fa1-8  Cb1

-6 

Fa1-

6 

 Da1-7 Fa1-7 

第 4

節 

 Da1-6 Fb1-6  Da1-7 Fb1-7  Da1-8 Fb1-8  Da1

-6 

Fb1-

6 

 Db1-7 Fb1-7 

第 5

節 

 Db1-6   Db1-7   Db1-8   Db1

-6 

 A1-

7 

  

第 6

節 

A1-

6 

  A1-

7 

  A1-

8 

  A1-

6 

  B1-

7 

  

第 7

節 

B1-

6 

  B1-

7 

  B1-

8 

  B1-

6 

     

普

AB/CD

/EF 

A1 

B1 

Ca1 

Cb1 

Da1 

Db1 

Ea1 

Eb1 

Fa1 

Fb1 

A1 

B1 

Ca1 

Cb1 

Da1 

Db1 

Ea1 

Eb1 

Fa1 

Fb1 

A1 

B1 

 

Ca1  

Cb1 

Da1 

Db1 

Ea1 

Eb1 

Fa1 

Fb1 

A1 

B1 

Ca1 

Cb1 

Da1 

Db1 

Ea1 

Eb1 

Fa1 

Fb1 

A1 

B1 

 

Ca1 

Cb1 

Da1 

Db1 

Ea1 

Eb1 

Fa1 

Fb1 

普

AB/CD

/EF 

A2 

B2 

 

Ca2 

Cb2 

Da2  

Db2 

Ea2 

Eb2 

Fa2  

Fb2 

A2 

B2 

Ca2 

Cb2 

Da2 

Db2 

Ea2 

Eb2 

Fa2 

Fb2 

A2 

B2 

 

Ca2  

Cb2 

Da2 

Db2 

Ea2 

Eb2 

Fa2 

Fb2 

A2 

B2 

Ca2 

Cb2 

Da2 

Db2 

Ea2 

Eb2 

Fa2 

Fb2 

A2 

B2 

Ca2 

Cb2 

Da2 

Db2 

Ea2 

Eb2 

Fa2 

Fb2 

普

AB/CD

/EF 

A3 

B3 

Ca3 

Cb3 

Da3  

Db3 

Ea3 

Eb3 

Fa3  

Fb3 

A3 

B3 

Ca3 

Cb3 

Da3 

Db3 

Ea3 

Eb3 

Fa3 

Fb3 

A3 

B3 

 

Ca3 

Cb3 

Da3 

Db3 

Ea3 

Eb3 

Fa3  

Fb3 

A3 

B3 

Ca3 

Cb3 

Da3 

Db3 

Ea3 

Eb3 

Fa3  

Fb3 

A3 

B3 

Ca3 

Cb3 

Da3 

Db3 

Ea3 

Eb3 

Fa3  

Fb3 

普

AB/CD

/EF 

A4 

 

Ca4 

Cb4 

Ea4 

Eb4  

Fa4  

Fb4 

A4 Ca4 

Cb4 

Ea4 

Eb4 

Fa4  

Fb4 

A4 

B4 

Ca4  

Cb4 

Da4 

Db4 

Ea4 

Eb4 

Fa4  

Fb4 

A4 Ca4 

Cb4 

Ea4 

Eb4 

Fa4  

Fb4 

A4 Ca4 

Cb4 

Ea4 

Eb4 

Fa4  

Fb4 

普

AB/CD

/EF 

B4 Da4  

Db4 

Ea5 

Eb5 

Fa5 

Fb5 

B4 Da4  

Db4 

Ea5 

Eb5 

Fa5 

Fb5 

A5 

B5 

Ca5  

Cb5 

Da5 

Db5 

Ea5 

Eb5 

Fa5  

Fb5 

A5 

B4 

 

Ca5 

Cb5 

Da4 

Db4 

Ea5 

Eb5 

Fa5  

Fb5 

B4 Da4 

Db4 

Ea5 

Eb5 

Fa4  

Fb4 

專科

教室 

     Ea6 

Eb6 

Fa6 

Fb6 

A6 

B6 

Ca6  

Cb6 

Da6 

Db6 

       

專科

教室 

   A5 

B5 

Ca5 

Cb5 

   Ea6 

Eb6 

   A5 

B5 

Ca5 

Cb5 

Ea5 

E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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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5 

Db5 

Fa6  

Fb6 

Da5 

Db5 

Fa5 

Fb5 

會議

室 

(30

人) 

B5 Da5 

Db5 

 A6 

B6 

Ca6 

Cb6 

Da6 

Db6 

 A7 

B7 

Ca7  

Cb7 

Da7 

Db7 

 B5 Da5 

Db5 

 

 

A6 

B6 

Ca6 

Cb6 

Da6 

Db6 

 

校本

課程

教室

(50

人) 

A5 Ca5 

Cb5 

             

特色

活動

教室

(90

人) 

        Ea7 

Eb7 

Fa7  

Fb7 

 Ca6 

Cb6 

Da6 

Db6 

 A7 

B7 

 Ea6 

Eb6 

Fa6 

Fb6 

視聽

教室

(100

人) 

  Ea6 

Eb6 

Fa6 

Fb6 

A7 

B7 

Ca7 

Cb7 

Da7  

Db7 

 A8 

B8 

Ca8  

Cb8 

Da8 

Db8 

 A6 

B6 

 Ea6 

Eb6 

Fa6 

Fb6 

 Ca7 

Cb7 

Da7 

Db7 

 

演藝

廳

(300

人) 

A6 Ca6 

Cb6 

Da6 

Db6 

   Ea7 

Eb7 

Fa7  

Fb7 

  Ea8  

Eb8 

Fa8 

Fb8 

     Ea7 

Eb7 

Fa7  

Fb7 

註： 

1.高一計 10班，分 A(1〜5班)、B(6〜10班) 二群組開選修課，高二計 10

班，分 C(1〜5班)、D(6〜10班) 二群組開選修課，高三計 10班，分 E(1〜

5班)、F(6〜10 班) 二群組開選修課。 

2. A1-6、1-7、1-8：代表高一為 A(1〜5班)群開 6門、7門、8門選修課，以

A1、A2、A3、A4、A5、A6、A7、A8代表當天不同選修課。B1-6、1-7、1-8

類推。 

3.Ca1-6、1-7、1-8：代表高二為 Ca(1〜5 班)群開 6門、7門、8門選修課，以

Ca1、Ca2、Ca3、Ca4、Ca5、Ca6、Ca7、Ca8代表當天不同選修課。Da1-6、

1-7、1-8類推。 

4. Ea1-6、1-7、1-8：代表為 Da(6〜10班)群開 6門、7門、8門選修課，以

Ea1、Ea2、Ea3、Ea4、Ea5、Ea6、Ea7、Ea8代表當天不同選修課。Fa1-6、

1-7、1-8類推 

5.普 AB/C/D/EF：代表 AB/CD/EF群組分別用自己的普通教室。 

6.專科教室：代表物理、化學、生物、地科、生科、音樂、美術、家政、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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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室。 

7.會議室(30人)：代表會議室可容納 20-30 人上課。餘類推。 

8.校本課程教室(50 人)：代表依校訂課程或學校發展所需設置的教室，如創客

探索實驗室等屬之，可容納 50人。 

9.特色活動教室(90 人)：也是依校訂課程或學校發展所需設置的教室，如樂團 

練習教室，可容納 90人。 

10. A6、A3、A8、A4、 A5：代表高一某位學生星期一到星期五，選修 5學分的

課程。Ca6、Cb6、Ca3、Cb3、Ca8、Cb8、Ca4、Cb4、 Ca5、Cb5：代表高二

某位學生星期一到星期五，選修 10學分的課程。Ea6、Eb6、Ea3、Eb3、

Ea8、Eb8、Ea4、Eb4、Ea5、Eb5：代表高三某位學生星期一到星期五，選修

10學分的課程。 

 

(三)團體活動與空間規劃 

    108新課綱高中「團體活動」每週 2-3 節(高職、綜合高中、單科高中皆

同)，包括班級活動、週會或講座、社團活動、學生自治活動(如班聯會、畢聯

會)、學生服務學習等，學校空間應如何規劃設置? 

    在時間方面，團體活動以每週 3節計，一學期總節數為 60節(3 節 X20

週)，各項團體活動所需節數會有不同，不一定每週 1節，也可 2節、3節或 4

節連排，如班級活動每週 1節，週會或講座 1次 1節或 2節，社團活動每週 2

節隔週開，學生班聯會 1次 1節一學期計 2 節，學生服務學習至校外 1次 2

節、3節或 4節，由各校依課程需求調整配當。 

    在空間方面，基本上，一個班級活動可用普通教室，二個班級以上班級活

動可用視聽教室、多功能教室，一個年級活動可用演藝廳，全校活動可用體育

館(參見表 12)(湯志民，2014)，Peter(2015)也強調大多數 K-12的學校建築大

團體集會的空間，如體育館、演藝廳。因此，高中「團體活動」的班級活動在

各班的普通教室即可，週會或講座需用到大型視聽教室(容納 100至 15人)、演

藝廳(容納 200到 300 人)或體育館。通常高中都會有這些相關設施，但國中小

有許多學校缺乏體育館，往往會影響全校性活動的辦理。至於，社團活動是高

一高二最重要的多元智慧和社交活動，高中生甚為重視，各校少則 20、30個社

團，多的有 40、50 個社團，可運用學校各樣空間和設施，因之學校運動和藝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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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設施或其他專科教室應越多樣越佳，而社團辦公室依教育部(2009)普通高

級中學設備標準，各校可依實際需要設置，因高中生有足夠成熟度更須練習自

治，尤其班聯會、畢聯會為全校學生服務，相關活動和聯繫事宜不在少數，宜

有固定空間，建議各高中可結合社團辦公室一併設置班聯會／畢聯會辦公室，

學生社團可 2、3個社團一間（20〜30㎡／間），或採開放空間，有置物櫃收納

物品，設置工作桌和討論桌椅／空間，以利學生聚集、交流、聯繫和互動。此

外，學生服務學習可至校外，如環保淨山、淨灘、清潔社區公園、或至鄰近老

人安養院照護和陪伴，可與社區鄰里或自然空間結合，以社區鄰里和大自然為

師，既可服務，又可學習，讓學校成為社區中心、社區學校。 

表 12 

教學人數、教學活動與教育空間之關係 

教學人數 

（30人／班） 

班級教學活動 室內空間 室外空間 

1個班級 單班教學活動 普通教室 半室外空間 

（如走廊、穿堂） 

2個班級以上 協同教學活動 視聽教室、多功能教

室 

戶外劇場 

1個年級 學年教學活動 

（如語文競賽、英語

話劇比賽、專題

演講） 

演藝廳、體育館 球場、運動場 

全校班級 全校性教學活動（如

畢業典禮、校慶

典禮、成年禮、

朝會、週會、球

賽） 

體育館 球場、運動場 

資料來源：校園規劃新論(第21頁)，湯志民，2014，臺北市：五南圖書公司。 

 

 

(四)彈性學習與空間規劃 

    108新課綱高中「彈性學習時間」每週 2-3節(6學期合計 12-18節)(綜合

高中、單科高中皆同，高職 0-2節)，包括學生自主學習、選手培訓、充實（增

廣）/補強性教學或學校特色活動等，學校空間應如何規劃設置? 

    在時間方面，「彈性學習時間」以每週 3節，一學期總節數為 60節(3節

X20週)，其中學生自主學習或其他每週 1節，可穿插安排，計 20 節；學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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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活動每週 2節，可包括創客或機器人、樂團、國際教育週、騎腳踏車環島、

泳渡日月潭或登玉山等 1項、2項或多項，節數可隔週連排、集中 1至 3天或

一整週，以利課程整體進行。如高二下學校特色活動為國際教育週，計 40節(2

節 X20週=40節)，35節集中 1週排課(另 5 節為準備和檢討)，當週可安排一部

分學生國外教育交流或參與姊妹校互訪，一部分學生參加模擬聯合國、第二外

語或新住民多元文化成果發表等。如高一上、高二上，學校特色活動為騎腳踏

車環島、泳渡日月潭或登玉山，40節課可比照國際教育週集中一整週，或集中

1至 3天，以課程所需進行規劃。 

    在空間方面，創客或機器人、樂團，需有創客探索實驗室、樂團活動室

等；國際教育週校內會運用多元文化教室、視聽教室、演藝廳和體育館等大型

活動空間；國外教育交流、姊妹校互訪，騎腳踏車環島、泳渡日月潭或登玉

山，則會運用校外空間，而相關準備、檢討或成果發表因節數不多，校內有多

樣空間足以因應。 

     

(五)多元教學和學習空間規劃  

    108新課綱強調更多跨領域/主題/探索課程、跨班選修，期盼教師提供多

元教學模式與活動、學生主動學習，學校空間應如何規劃設置? 

    因應教師多元教學、學生主動學習的教/學新樣態，學校應提供獨立學習、

協作和社群活動等多樣空間，以回應大量增加的互動、協作、聯動和社群等學

習活動。Marchisen、Williams和 Eberly(2017)強調不論現有或新設的中小

學，學校設施設計革新的關鍵，在於能統整多模式學習觀念、學術客製化和科

技綜整，Marchisen 等人特提出非傳統的沈浸式學習環境(Immers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或學習岬(learnings capes)。沈浸式學習環境通常環繞 5種不

同類型活動設計，包括個別研究、小團體協作、聚落演講、社群教室、探索工

作坊等空間，每種空間各有獨特的空間、配置、科技、裝修、家具、音響和採

光需求。如個別研究區(individual study areas)提供個別調查研究、批判思

考和測量的私密空間；小團體協作區(collaborative small group areas)整合

彈性團體空間，供主題學習和協作之用，；工作坊區(workshop areas)適用動

手探索和測試，類似科學實驗室；聚落演講區(breakout lecture areas)提供

短暫群聚空間，用以研討和遠距學習；社群教室區(community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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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s)提供分享空間，用以社交學習和團體合議，這些空間的配置鄰近中央教

學團隊策劃區(a central teaching-team planning area)。 

    Marchisen說明，沈浸式學習環境是主動學習、個人化學習和主題式學

習，促進多樣教學策略，目的在改變 1間教室 1位老師的觀念，而有更多的洄

游教育經驗(migratory educational experience)，多樣的空間類型讓教師團

隊參與策劃課程，成為工作流程(workflow)的學習鄰里，以改善師生(teacher-

to-student)、生生(student-to-student)互動和教育成果。學習鄰里對學生和

老師們都有利，不是從 1間固定的教室移動到另 1間，和讓同樣的老師待一整

天，學生可以選擇個別的工作，或和不同大小規模與能力的團體協作研究。沈

浸式學習環境融合互動、協作、現代化課程，以及增進科技的統整，學生處於

創造性氛圍，學習歷程中會有更多機會參與。該情境提供主動式教學

(activity-based instruction)和學生領導參與(student-led 

participation)，顯著的改善專注、增加留校率和理解新觀念(Marchisen et 

al., 2017)。 

     美國喬治亞州富爾頓縣(Fulton County, Ga) 羅納德麥克奈爾初中(The 

Ronald E. McNair Middle School)是該縣第一所以沈浸式學習空間原則重整學

校設施的案例。1998 年的原型設計核心教學分為 6、7、8年級三翼，每一年級

有自足式教室(self-contained classrooms)和實驗室，側面連接傳統的循環走

廊。2012年將傳統的年級翼改以「鄰里」(neighborhoods)的概念設計，各翼

的年級個別教室和科學實驗室重新配置為三個有區別但內部相連的鄰里，做為

學習社群。鄰里有更開放的感覺，比之較常見的教室，沒有所有的門，但與

1970年代流行的開放計畫設計完全不同。此一重新設計讓教師同時可與一班以

上互動，喚起更大的社群感，以及學習區之間更多的互動。學生可以在較重要

的上課時間待在他們的鄰里裡，自由地流動於班級、實驗室和團隊工作的生產

空間之間。鄰里包括 4個相連的教室區、1 個工作坊/實驗室，沿著一系列毗連

空間，作為個別研究、小團體研究和階梯演講空間，並在鄰里的中央設置教師

策劃區。此一有效的沈浸式學習設計，對德麥克奈爾初中有積極的成果，同樣

的設計原則運用在該縣初中校舍增建中。此外，明亮的色彩、自然採光、注意

音響和室內空氣品質，有助於使學校成為讓老師和學生愉悅和舒適的地方(參見

圖 5) (Marchisen et a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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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2016 BRIAN GASSEL 

HOTOGRAPHY) 

(圖片來源：2014 OSWALD DESIGN 

STUDIO) 

沈浸式學習環境，加上明亮的色彩、自然採光、注意音響和室內空氣品質，對

學校有幫助，並成為讓老師和學生愉悅和舒適的地方。 

圖 5：美國喬治亞州富爾頓縣羅納德麥克奈爾初中沈浸式學習環境 

資料來源：Architectural innovations for immers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in K-12 schools, by Marchisen, K., Williams, T., & 

Eberly, D., 2017. School Planning & Management. Retrieved from 

https://webspm.com/articles/2017/05/01/learning-environments.aspx 

 (六)教師專業發展空間規劃 

 108新課綱校訂課程重視老師的課程設計和發展，強調教師是專業工作

者，應自發組成專業學習社群，共同探究與分享交流教學實務；並規定校長及

每位教師每學年應在學校或社群整體規劃下，至少公開授課一次，進行專業回

饋，以形塑同儕共學的教學文化；同時，鼓勵家長會成立家長學習社群或親師

共學社群，強化親師合作，支持學生有效學習與適性發展。回應教師課程設

計、專業社群發展、親師共學和觀課需求，學校空間應如何規劃設置? 

    在時間方面，因應教師專業發展社群、教學研究會、課程設計、共同備

課、觀課專業回饋或親師共學等需求，學校排課時應規劃同領域/同社群、跨領

域/跨社群，有共同備課時間，如集中 1至 2個上午或下午不排課，教師專業發

展社群會有共備、研討、分享、回饋、進修、參訪的共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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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空間方面，依教育部(2009)普通高級中學設備標準有教學研究室（教師

辦公室），教學研究室係供同學科教師、導師或其他專任教師辦公、教學研究、

指導學生或與家長晤談之用，每間教學研究室面積 90㎡，以容納教師 10人為

原則，教學研究室設備詳見表 13。學校的教學研究室作為導師辦公室，則需設

置１間教師專業發展社群室（參見圖 6），讓同領域/同社群、跨領域/跨社群教

師進行共備等專業發展活動，面積 90㎡或１間教室大小，應有研討桌椅、收納

櫥櫃、開飲機、電腦、網路印表機等，並邀請老師參與空間規劃和提出設備需

求。至於，觀課教室，因 108新課綱規定校長及每位教師每學年應在學校或社

群整體規劃下，至少公開授課一次，因此觀課將成為中小學的常態，以 60位老

師計，觀課次數平均每週 1至 2次。如集中觀課時間並分組觀課，同領域教師

人數少（10名以下），可直接進班觀課；如觀課人數有 10〜20名，則宜設置觀

課室，採１間教室＋１間觀察室的附室形式設計，較不影響學生學習；如觀課

人數達 30名以上，可用有大舞臺的演藝廳作為觀課教室。 

 

表 13 

普通高中教學研究室設備 

編號 類別 名稱 單位 數量 備註 面積合計 

1 
辦 

 

 

 

 

 

 

 

 

 

 

 

 

公 

辦公空間和

家具 
套 １ 

1.每人辦公空間為 1.8 公尺

x1.8公尺，核計為 3.24 平方

公尺 

10人辦公室：(1.8公尺 x1.8

公尺)x10人，核計為 32.4平

方公尺。 

2.每人辦公桌椅１套，辦公桌

椅雙抽屜為原則。 

60平方公尺 

2 辦公櫥櫃 組 20 

1.每位教師 2 組辦公櫥櫃，每

組 0.9 公尺(長)x0.45 公尺

(寬)，採上下堆疊置放方式 

2.空間需求 0.9 公尺 x0.45 公

尺 x10人，核計為 4.05 平方

公尺 

3 
會議桌 套 1 

10人用會議桌尺寸為 3公尺

x4.5公尺，核計為 13.5 平方

公尺，並依辦公人數配置 

電話分機 臺 1 視實際需要設置 

4 個人電腦 套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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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網路印表機 臺 2  

6 
生 

 

 

活 

沙發 套 1  

7 冰箱 臺 1 視實際需要設置 

8 
微波爐或蒸

飯箱 
臺 1 

視實際需要設置 

9 開飲機 臺 1  

10 
公共

空間 
走道   

 
30平方公尺 

資料來源：普通高級中學設備標準，教育部，2009。行政院公報，15(111)。取

自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15111/ch05/ty

pe2/gov40/num6/images/Eg01.pdf 

 

  

臺北市麗山國小精進教學研究室（湯

志民攝） 

臺北市萬華國中「築夢」（湯志民攝） 

  

新北市格致高中研修室（湯志民攝） 貴州遵義市四中博謙書屋（湯志民攝） 

圖 6：教師專業發展社群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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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課程與教育新空間 

  108新課綱之外，世界各國有許多類似的新課程和新空間之配置與運用，

值得進一步了解。以下擬就芬蘭新課綱、耶拿實驗學校(Janaplan school)、華

德福學校、美國瑟谷學校等著名新課綱和新教育，以及教育空間的規劃、設置

和運用，分別探討說明。 

    (一)芬蘭新課綱與教育空間 

    2016年 8月，芬蘭全面推出新的中小學課綱，大幅調整 7至 16 歲學生的

學習重點和教授方式。未來，各地學校將會把教學的重心，從數學、歷史等傳

統科目，轉移到更廣泛的、跨領域主題上面。新課綱的總目標，是培養孩子跨

領域的七種橫向能力（transversal competences）（參見圖 7）。這套新課綱

至少有三大特色(吳怡靜，2016)：(1)新課綱核心：主題式學習（Phenomenon-

based learning）。未來的課程會導入「主題式學習」，讓學生探索真實世界

的各種現象，思考因應社會挑戰的可行辦法，從中學到從容面對 21 世紀的重要

能力。所有的中小學學生，每年至少要挑選一個主題或現象，進行跨領域的專

題學習。例如，研究「歐盟」的主題，就會涉及經濟、歷史、語言、地理等多

個學科。同樣，「氣候變遷」、「芬蘭獨立一百年」─也都是跨學科的專題。

學校會繼續教授數學、語文、歷史、藝術、音樂與其他傳統科目。(2)新課程由

學校自主發展：芬蘭的教育體系高度分權化，中央頒布的國家課綱只提供寬鬆

的指導架構和共同標準，留給各地方學校和老師很大的空間。所以，各校的做

法除了因地制宜，也會因為不同的狀況和需求而有所差異。例如，新課綱只要

求學校，每年在課程中至少安排一段時間（通常是幾個星期），進行主題教

學，實際的時間長短則由學校自行決定。(3)學生主動參與課程設計。主題式學

習的精神，就在於它是由學生主導的探索（a student-led investigation），

由學生帶頭說出，自己在哪些領域的知識不足，想要了解更多。所以，新課綱

明定，學生必須參與主題式學習課程的設計規劃，還要對自己的學習成果做出

評估，希望激發學生積極學習，也增加他們與老師的互動。同時，為了鼓勵學

生合作，未來的教室也會改變設計，不再是排排坐著聽課，而是讓學生三、四

人坐在一起，形成小組，協力解決問題，並提升溝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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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芬蘭新課綱培養 7大橫向能力 

資料來源：芬蘭國家教育委員會(引自吳怡靜(2016)。教育強國，芬蘭啟動新教

改。天下雜誌，598。取自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6498) 

 

 

    2016年 11月 14日，芬蘭赫爾辛基教育局正式發出通知，從現在開始到

2020年之前，正式廢除小學和中學階段的課程式教育，提倡跨學科領域「主題

式學習」（Phenomenon Based Learning），用整合教育取代以前各個獨立的學

科，而老師也必須互相合作，共同教學，並鼓勵學生多用分組與團隊的「共同

學習」。所謂的跨學科領域「主題式」教學方式，以「歐盟」主題為例，應該

橫跨歐盟的歷史、歐盟國家的地理位置、歐盟國家所使用的語言，以及歐盟使

用的貨幣，相當於結合歷史、地理、語言和經濟共同的科目。未來，學生的學

習方式是給學生實際的問題，或是需要解決一件事情，透過討論、思考，引導

學生找一些可用的資源或線索，一起解決生活上的基本需求與問題(天下文化-

未來 family，2015；北歐時報，2016年 11 月 25日)。芬蘭成為世界上第一個

擺脫學校科目的國家，赫爾辛基的孩子們不用再上單獨的科目，芬蘭教育部長

Marjo Kyllonen解釋這場變革，強調大家熟悉的分科教育，語文、數學、英

語、物理、化學、地理、歷史等等，整套系統都是 19世紀確立下來的，已經使

用了快 200年，但目前需要已不再相同，我們需要適合 21世紀的教育體制(北

歐時報，2016年 11 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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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科教育有何問題?仔細想想，分科教育似乎並不是我們認識世界和認識現

象的最自然方式。以「多角度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戰」為例：(1)先問起因，為什

麼會爆發世界大戰?(2)再問有哪些重要事件，重要人物值得深入研究?(3)再問

有哪些地方，可以深入瞭解這場戰爭的方方面面?(4)再聯繫現實，看結果，為

什麼今天的歐洲是這樣，人口比例是這樣，經濟實力是這樣，二戰在其中有何

作用?有沒有發現，這其中包括了史實研究、地緣政治、人物傳記、地理變遷、

國情、統計學、經濟學、數據分析等等內容，顯然和僅從歷史課本上讀幾十頁

文章，是截然不同的。另一例子，由「在咖啡廳工作」的課程「Working in a 

Cafe」，學生將會吸收關於英語、經濟和溝通技巧的整套知識。再以「古希臘

歷史」這個主題為例，來看看主題教學如何進行：(1)詢問學生的興趣，將學生

分成兩組，一組是對以雅典城邦、斯巴達為代表的文化歷史感興趣的，另一組

則是對以希臘神話、奧林匹斯等神話故事著迷的；(2)在兩個組內，讓孩子自由

討論產生組長，產生想要研究的話題；(3)匯報想要研究的話題，考慮具體的方

法、路徑和形成方案，制訂學習時間表；(4)教師提供指導和資源支援；按規定

時間，學生提交學習發現的成果報告，並與大家分享，學生互相評分，教師僅

充當裁判，評分包括自評 20%，他人評分 80%。2013年，芬蘭從赫爾辛基開始

了主題教學法的試驗，這種方法顛覆了原有的分科教學方式，把學生的認知作

為教育核心，而非傳授的教學內容。從此，學校教育不再是數學、物理和化

學，而是如何幫助學生，認知並形成自己的主見，學生不再坐在學校的書桌之

後，焦慮地等待被點名到回答問題，取而代之的是，他們在小團體中共同努力

並討論問題(中德央音，2017年 9月 21日)。 

    芬蘭 60萬中小學學生，分佈在 4000所綜合學校，平均每校約 150人，班

級人數不超過 20人，小班小校的制度有利於後進學生，也沒有貴族和平民學校

之分。芬蘭的學校，對「好的成績」定義非常廣泛，不局限於在某一門或某幾

門學科中取得較好的成績，芬蘭人為包括職業高中在內的學生提供了非常廣泛

和豐富的課程。芬蘭反對對學生進行任何形式的「分類」或「排名」，教育核

心價值，是「一個也不能少」，強調「學得快的人可以自己學，學得慢的人更

需要幫忙」、 「寧可讓學得快的人等，也不能讓不會的人繼續不會」。經濟合

作發展組織（OECD）從 2000年起，每三年辦一次「國際學生評量計畫」(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以 15歲的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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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為對象，芬蘭中學生的整體表現出色，不僅在閱讀、解決問題能力專案上的

評比排行高居不下，在數學、自然科學等專案，也和大家習以為常認定數理能

力比較強的亞洲學生旗鼓相當。更可貴的是，OECD評量計畫的 57 個參與國的

學生中，沒有通過 PISA測驗的平均比例超過 20%，但芬蘭學生受測的失敗率卻

不到 5%！校際差距全球第二小（差距最小的是人口僅 30萬的冰島），讓芬蘭

舉世驚豔！不論是首都赫爾辛基，或是偏遠北極圈的中學，測驗成績相差不大

(北歐時報，2016年 11月 25日；蕭富元，2011)。 

    1979年開始，國家教育委員會（Finnish National Board of Education, 

FNBE）就定調，中小學老師屬「研究型」，必須具備碩士學歷，這幾乎是全球

最嚴苛的規定，徵聘師資、經營管理則由各校自治，舉凡班級大小、課程內

容、學生課表，甚至是每年上課幾學期都由學校全權負責(蕭富元，2011)。芬

蘭全國教師有 4萬人，每位教師完全有權作決定，選出最適合自己學生的教

程。芬蘭沒有統一的教材，老師也沒有統一的教案。只要能按照大綱的基本要

求，選用什麼教材、教輔、音像資料、教什麼、怎麼教，全由教師自主決定。

正是這種信任，讓每一位芬蘭教師具有高度的責任感，從而激發他們對職業的

熱愛(北歐時報，2016 年 11月 25日)。 

    在教育空間運用上，主題式課程重視學生和同儕討論、發表、實作，例如

赫爾辛基北郊的斯特馬其小學，學生們上英文課，但教室的白板上，卻掛了一

幅歐洲大陸的地圖，孩子們必須用英語描述出不同國家的天氣狀況，如今天在

芬蘭是晴天（sunny），而丹麥則有霧氣（foggy），這是結合了英語和地理的

學習；赫爾辛基近郊的巨岩中小學，五年級的手工藝課，學生們拿著三角板和

圓規，在一塊木板上，仔細測量著打洞、釘釘子的位置，練習什麼是直角、平

行或對稱，這是結合工藝和幾何的學習(吳怡靜，2016)。芬蘭南部偏鄉的豪霍

綜合中學，教室裡一群 12歲的學童彷彿回到古羅馬時代，教室內的互動式智慧

白板上正播放教學影片，學生分成幾個小組，有一組負責比較古羅馬浴場與現

代水療中心的差異，另一組則利用 3D列印技術製作古羅馬競技場模型，並與現

代的體育館比較。課程最後，各組的作品將組成一個大型的棋盤遊戲(施施，

2017年 9月 10日)。因此，教育空間須提供更多師生、同儕互動、研討、發

表、實作所需的空間和設備。 

芬蘭主題式課程與教室之運用，參見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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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一個都不能少 芬蘭的教室 

 

圖 8：芬蘭主題式課程與教室之運用 

資料來源： 

1.芬蘭正式廢除小學和中學課程教育，成為世界第一個擺脫學校科目的國家，

北歐時報，2016年 11月 25日。取自

http://www.nordicapd.com/content.asp?pid=29&cid=2829 

2.芬蘭的新教改圖，中時電子報，2017年 9月 10日。取自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910000196-260209 

 

(二)耶拿實驗學校(Janaplan school)與教育空間 

    歐洲有五種著名學校改革實驗，分別是蒙特梭利教育、華德福教育、耶拿

教育、道爾頓教育、與弗來納特教育，尤其是耶拿教育強調自由教育歷程與系

統性自我決定學習，至今愈來愈重要(范熾文，2004；陳惠邦，2003)。 

耶拿實驗學校（Jena-Plan School）係由德國教育改革運動中一位重要的

教育家 Peter Petersen（1884-1952）所創立的實驗學校，也稱為彼得彼得生

學校（Peter Petersen School）。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耶拿實驗學校主要分

佈於德國、荷蘭、比、盧及中歐、東歐等地，戰後許多位於共黨統治地區之學

校被迫關閉，因此除德西地區以外，荷蘭是耶拿實驗學校主要分佈區域。目前

歐洲總計有近 250 所學校「耶拿學校」，或以實踐彼德彼得生教育理念為學校目

標。耶拿實驗學校學生涵蓋零（學前）至四年級的小學階段以及延續在小學之

上的整合型綜合中學，因此多數為涵蓋中小學及學前教育的公共「完全學校」

(陳惠邦，2005)。 

44

http://img.chinatimes.com/newsphoto/2017-09-10/656/anea00_p_01_01.jpg


    耶拿實驗學校創辦於 1927年，以歐洲新人道主義與新教育精神推動和平教

育計畫，標舉「自由、普通、公共的國民教育」，其特色包括分年段混齡編班代

替學齡編班、彈性的「週課表」（跨學科的經驗統整課程）代替日課表（分科課

程）、經驗代替講臺教學，強調認知以外能力的均衡發展等(陳惠邦，2005)。耶

拿實驗深受當時青年運動、鄉村教育運動、藝術教育運動與教育改革思想的影

響，主張學校教育為家庭教育之補充與延續，並應以文化生活為導向，因此將

學校課程設計分為四種教育形式：說話、遊戲、工作、慶典(范熾文，2004；張

淑媚，2015；陳惠邦，2005；Ahrens, 2017a, September)：(1)「說話」

(conversation)：「說話」為社交或教學的最基本形式，教育情境有圍圈談話、

報告圈、演講、辯論、課程、啟發性的聊天、早餐會談等。師生圍成一圈對話

討論，教師以其知識和能力擔任一個推動的陪伴者，將對話發展成教育上有意

義的歷程，為有助於「說話」的學校生活型態，教室裡的所有椅子都是以圓環

狀排列。(2)「遊戲」(play)：將之發展成一種在學校生活中有獨特價值的教育

基本形式，教育情境有自由遊戲、學習遊戲、課間遊戲、體操遊戲、演戲等。

孩童必須能在學校當中以自然的方式學習，透過遊戲的方式，發展出課程、下

課和校外活動間的交互關係；學校必須接受和發展學生遊戲的需要及其能力，

使之透過遊戲的方式間接學習課程的內容。 (3)「工作」(work)：工作是人類

存在的最高表現形式，教育情境有分組工作、入門課程、高級課程、 特別課

程、入學課程等。學生必須學習工作應有的態度，如：專注、細心等；工作在

學校中是一種共同的任務，學生可透過工作學習互助，進行獨立的學習，達成

能力的發展，同時在自己身上工作，就是一種內在的工作，內在的工作不只是

勤奮的思考，同時也包含休閒時的沉思。工作不應作為一種單獨完成的任務或

與他人相互爭競的任務，透過外在互助的行為，學生在其中可展現出其內在的

性格。最具有教育意義的工作形式，是在不同課程中進行分組工作。(4)「慶

典」(celebration)：慶典為人類社會生活中最高潮的生活型態，教育情境有晨

間時光、每週結束時間、聖誕節、生日、校慶、畢業、新生入學、教育性的回

顧等。慶典以歡樂的方式進行共同的體驗，為人際之間(如遊戲者和觀眾、說話

者和聆聽者)彼此的互動產生真實的連結。透過慶典可以調和整個學年的學校生

活，甚至只是一週的學校生活。每週都以慶典的方式來開始和結束一週的學校

生活，而慶典是要由整個社群的成員共同準備，其成敗每個人都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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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拿實驗」中四個主要的課程活動形式為談話、遊戲、工作（自由學習

活動）與慶典，學生必須參與準備各種慶祝活動、如校慶、聖馬汀節、教堂落

成以及每兩週一次的定期學校聚會活動。參與慶典活動除了是課程之一外，也

是學校與社區及其捐助者建立關係的途徑。耶拿實驗學校學校師生一天的作

息，參見表 14。 

表 14 

耶拿實驗學校學校師生一天的作息 

時間 學校生活型態 

8：00〜

9：30 

1.「晨會」（Morgenkreis）揭開一天學習生活的序幕，在晨會中

師生共同討論當天的學習活動，包括個別自由活動與小組活動的

內容、形式及目標都必須先清楚定義與規範，以兼顧「自由中的

秩序」及「秩序中的自由」。 

2.進行「自由活動」的時間，學生可以根據既定的工作計畫自由

進行各種學習活動，如閱讀、填字練習、實驗、觀察紀錄、工藝

製作等。教師根據活動項目分工擔任諮詢、指導與協助、評量工

作。「自由活動」不一定是一個人的活動。有時候，教師可以設計

兩人以上共同完成的活動設計，讓學生可以學習協同合作與相互

協助。 

9：30〜

10:00 

「休息」時間，但學生的「自由活動」可以繼續進行，不必「下

課」。這段時間還包括共同吃早餐的「卡巴時間」（Kaba-Pause）。 

10:00〜

11:30 

以「小組活動」進行生活課程（Sachunterricht），其主題與目標

係根據該年段或學群的課程計畫（根據固定課程計畫訂定），並於

當天早晨由師生共同決定進行的活動設計。接著是「週課程計

畫」（Wochenplan）的進行，內容包括德文、數學、音樂、生活等

領域，係師生共同訂定的各週學習內容。 

11：30〜 二年級以下的孩子可以回家，其餘的孩子則繼續進行課程。 

 

資料來源：整理自彼德彼得生學校教育學與學校教育簡述，陳惠邦，2005。載

於陳惠邦等(2005)，桃園縣九十三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校長儲訓課程國外參訪報

告(第 57-60頁)。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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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29.253.35/OpenFront/report/show_file.jsp?sysId=C09401960&fileNo=5 

 

    耶拿實驗學校教育的重心和最高目標是建立一個相互接納以及充滿愛與信

任的學校「共同體」，共同體裡的所有成員沒有上下之別，在精神理念的驅動

下，每個人外在的階級、國籍、種族、政黨 及性別都不再重要，所有人如同兄

弟姊妹般共同生活，一起信仰共同的精神理念，每個人在「共同體」裡都被視

為目的而存在，並被完全尊重，經由「共同體」才能促進個人性發展成人格(張

淑媚，2015)。以此發展耶拿實驗學校的特色，將傳統的同齡編班制改成混齡編

班制，將學期固定的課表改成建構式的每週工作計畫，將傳統的教室布置客廳

化；以性格側面圖取代成績單(陳惠邦，2005)：(1)「混齡編班制」：混齡編班

的概念是從家庭衍生而來。在家庭中的群體，是混齡的形式，手足間在此混齡

的形式中有相互學習的可能。由於年紀越小的孩童，受生物遺傳的影響越大，

其差異主要是顯示在智力上；而年紀越大的孩童，則是受到社會的影響越大，

其主要的差異則是表現在對於社會文化的學習和努力的程度上。因此若以心智

的發展做區隔，而非以年齡的長幼做區隔，則在混齡的班級中，並不一定就是

年長的孩童教導年幼的孩童。其最大的挑戰在於將生物年齡去除，只看學生的

心理和社會年齡，因此排除了同齡的班級教學的可能。在耶拿實驗學校的中的

老師，並不站在講臺上進行統一的班級教學，而是在小團體中，進行個別化的

教學，注重每個人的個別差異，使每個人在群體中，都可得到最大發展。(2)建

構式的「每週工作計畫」：固定的學期課表，其優點在於，可有效率地安排時

間，但其最大的缺點在於，破壞完整的學習。當學生的學習動機最高的時候，

若能於此時將重點介入，則能產生最大的效果。但是固定的時間使得學生的學

習往往在學習動機最高時被打斷，影響學習效果，但若無固定的時間表，則無

法有效學習，因此建構式的「每週工作計畫」是兩者的折衷方法。(3)「教室佈

置客廳化」：教室由學生自己布置，讓學生把教室當作自己的空間。教室中有不

同的學習角，學生可在學習角進行個別的學習，教室內也有小圓桌，供團體討

論時使用。(4)「性格側面圖」：學生在學校的工作生應展現其工作的意願，在

學校中應有的是工作的文化而不是對工作成績的追求。因此以性格測寫圖取代

成績單，性格測寫圖是一種語文報告式的評量，描述一個學生的學習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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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拿實驗教育的特點，包括尊重彼此的差異、混齡群組(由 2至 3年的學習

組成）、獨立、積極性豐富的學生、世界導向的教育核心、注意孩子的整體發

展、有節奏的每週課程表、談話、遊戲、工作、慶典、父母的積極作用等。在

教育空間方面，耶拿實驗教育，有意識地思考空間是學校概念的一個組成部

分，有強烈的意識，學校建築的空間設計和學校場地對親師生的感覺、行為和

影響都很大。耶拿實驗學校試圖成為一個生活和工作的社區─也是相互慶祝、

演奏、說話、安排，相互學習的空間。孩子們參與組建小組室相當重要，也必

須是他們真正共同負責的空間，對兒童的道德和社會教育有重要的貢獻，每個

教室都有不同的面孔(Jenaplanonderwijs, n. d.)。為了讓「共同體」的互動

具有居家的自然氛圍，耶拿實驗教育要求將學校改造的像生活室一般，讓孩子

在學校空間裡妝點自己喜歡的物品，在心理上和生活室產生密切的連結感，在

教室裡能感到快樂舒適。譬如：花園裡有花草樹木、小鳥歌唱、教室裡有滴滴

答答的時鐘、魚缸以及各類的牆上裝飾等，這樣的空間對於陶冶學生的人格具

有重大的影響力(張淑媚，2015)。此外，也重視大自然和戶外環境的運用，以

科隆的玫瑰湖畔「耶拿實驗學校」為例，該校 1968年經政府立案，是一所全日

制的完全中小學（共 13年級），中學階段屬於統整型的綜合中學，並以融合教

育為特色，招收一定比例的特殊學生。學校所在的玫瑰湖畔是一個火山湖，因

此擁有著名的「教材園」（學校花園之意），包括野生植物園、熱帶生物群、古

木群、植物培栽房、溫室培養房、高架苗床、病蟲害標本房等，另外也有供學

生自行種植培育的空間與工作房(陳惠邦，2005)。除聞名的「家長參與校務計

畫」外，「學校資助者與支持者協會」也成立運作，學校的課程原則有三(陳惠

邦，2005)：(1)以自然學習方式代替記憶學習。(2)以「社會學習」為優先。

(3)以「活用學習」代替書面知識。為進一步了解耶拿實驗學校的教育空間，再

以德國 Jena耶拿實驗學校、荷蘭 Hoge Land 耶拿實驗學校，具體舉例說明，以

明梗概。  

    1.德國 Jena耶拿實驗學校 

    Jena 的耶拿實驗學校(Jenaplan-Schule Jena)校長 Frank Ahrens，2017

年 9月 23日來臺灣參加「2017第五屆海峽兩岸教育發展論壇─兩岸中小學之

校學創新與發展」，介紹該校的教育，並與夏惠汶(2017)獨創「PTS 教學法」

主題式教與學的開平餐飲學校簽約交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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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校成立於 1991 年 9月，先有幼兒園和小學，1997年發展到高中，從幼

兒園到高中(3〜18 歲)有 435名學生，是一所公立的融合教育學校，所有孩子

都收。混齡共同體(the core group)的學生不僅三年之中一起生活和學習，年

紀較大的學生和年輕的學生一起規劃一週開始和結束的團體活動或籌組學校旅

行。學習快和學習慢的學生一起籌劃主題和學習判斷彼此的挑剔，這些學習機

會對所有不同的參與者，包括所有學生、老師、家長，是一項挑戰(Ahrens，

2017a, September)。Ahrens(2017b, September)要述耶拿實驗學校的生活特徵

有三：學校社群(school community)、民主(democracy)和深入社會環境

(anchoring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該校幼兒園有 30名 3歲以下的幼兒，孩子們一開始就熟悉 japaplan 教學

法─對話，戲劇，工作和慶典的四種基本形式。 他們從小就成長為 Jenaplan

學校的社區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工作週的一個有節奏的過程，從星期一早晨的

圓圈開始，週五的周末慶典結束，就像在混齡和分齡的小組（主要團隊和課

程）中的交替行動一樣。在彼此和世界的早期階段體驗自己，作為寶貴的個人

和社區的一部分， 承擔責任和考察民主共處的基本結構。同樣重要的是舒適的

家具和可管理的房間劃分，很多歌唱、音樂和戲劇等主題活動都在一起玩，特

別是在年度學校主題週期間，從幼兒園到高階段的所有兒童和青少年都可以一

起工作，成為一個很好的共同主題。無論是在我們學校的激動人心和想像力設

計的戶外區域，遠足、徒步旅行或團體旅行，參觀博物館、劇院、工藝品和工

廠，每天都會有大自然的經驗。 父母是社區和學校重要的組成部分，在設計場

地和戶外區域方面發揮決定性的作用，並陪同孩子們組織旅行，旅行和活動

(Jenaplan-Schule Jena, 2017)。 

    7〜9年級的 109 名學生，從第 7年開始，除進行口頭評估之外，學生也首

次接受了評量， 他們還必須選擇三個主題必修科目之一：法語作為第二外語，

演示/設計和自然/環境/技術。第 10年是以年齡為導向的教學，有 30名學生分

兩組學習。11〜13 年級共有 76名學生，11 上個別項目只提供跨學科的培訓，

11下到 13上的課程，學生組成混齡的學習小組。13下的學生為他們的考試做

準備。2001年起，高中分組辦理工作主題研討會並發表論文，今（2017）年高

中研討會於年 9月 27、28日舉行， 工作主題是：(1)生活在未來─ 以四人家

庭為例，介紹了節能與資源節約型生活的可行性研究。(2)開放青年院作為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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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共和國的培訓計畫。(3)政治語言─ 在政治演講中，框架的重要性，以一

位領導人的四個演講為例。(4)兒童如何識別液體的體積不變性？ 對於皮亞傑

（Jean Piaget）認知發展論的重要研究。(5)經濟利益集團在自由貿易協定框

架內對政治決策的影響， 以「跨大西洋自由貿易協定」為例，進行定性訪談的

經濟政策分析(Jenaplan-Schule Jena, 2017)。今（2017）年的體育慶典運用

體育館，所有學生熱烈參與，對體操都有深刻的印象。  

 

註：2017年的體育慶典運用體育館，所有學生都參與對體操都有深刻的印象。 

圖 9：德國 Jena耶拿實驗學校的體育慶典 

資料來源：SchülerFAIRma, Jenaplan-Schule Jena, 2017. Retrieved from 

http://www.jenaplan-schule-jena.de/ 

 

    2.荷蘭 Hoge Land 耶拿實驗學校 

    荷蘭 Hoge Land 耶拿實驗學校，1981 年由社區的家長創立，將學校整合在

一起：家長，團隊成員和孩子。該校是以 jenaplan 的概念建立（參見圖 10），

一個說話、工作、慶典、發揮和的學校，提供現代的良好教育，並創造一個安全

和挑戰性的學習環境，每個孩子都可以在社會、情感和認知領域中以最佳和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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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發展，著眼於未來。中央大廳設有廚房，可組合不同角落的房間，最小的

孩子生活在北角，苗圃和幼兒一起，創造了孩子們和小組領導人之間的自然合作

關係，3間客房均設有外部門，可直接通往沙箱和小型遊戲設備。這個空間可以

上鎖，特別適合幼兒；幼兒園遊戲室是一個裝飾精美的房間，有壁架、鞦韆、環、

球、櫥櫃、墊子和其他器材，孩子們經常參加在此遊戲。大人的空間在西角，有

管理、內部監督的空間，在角落，還有球隊器材管理室、談話、會議、孩子聚會

的空間。東南角為中年級兒童空間，每個角落都有自己的平臺和廁所。所有房間

都位於一樓，大廳有一個木製樓梯到圖書館，按照最新標準設計的圖書館，借閱

系統和最新書籍在美麗的書架上，圖書館目前超過 5000 種主題，還有用現代媒

體如筆電和 I-pad 工作，不僅用腦，還用心和手來學習，使學習更有意義

(Jenaplanschool't Hoge Land, 2017) 。 

 

  

中央大廳提供溫馨聚會空間 孩子談話、會議、聚會的空間 

 

圖 10：荷蘭 Hoge Land耶拿實驗學校教育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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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et gebouw,Jenaplanschool't Hoge Land, 2017. Retrieved 

from http://www.jenaplanepe.nl/onze-jenaplanschool/het-gebouw/ 

 （三）華德福學校與教育空間 

    1919 年第 1所「自由華德福學校」(Freie Waldorfschule)根據德國改革

派的教育學者 Rudolf Steiner(1861-1925）的教育理念創設，Steiner 倡導實

踐全人的教育，以發展人的自由為教育理想(陳惠邦，2003)。Steiner 是一位

跨十九和二十世紀的奇才，集數學、自然科、神學、藝術、 建築、教育等專才

於一身，最後被定位為「有機建築」（organic architecture）的建築師和人智

學的創始者與教育家(余振民譯，1997)。 

    德語區的華德福學校大都是政府認可的私立教育機構，在瑞士則有由政府

支持公立學校進行華德福教育實驗。華德福學校通常都是 12 年一貫的完全學

校，多數包含幼兒園的 「O 年級」而為 13 年，獨立設置的幼兒園則更多，中

學階段為不分流的整合型綜合中學，融合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兩類課程以及兼

收智障學生實行融合教育為其特色。學校完全獨立於政府的行政管制，包括政

府所頒佈的各級學校課程綱要，學校中沒有校長或主任的設置，其行政與教學

工作都由教職員及家長共組的自治組織自我管理。教師除國家教師資格外，一

般都需要有華德福學校的訓練或實習經驗。華德福學校是僅次於天主教會之外

最大的私立學校體系，除屬於德語區的德、奧、瑞等國外，如紐、澳、亞、美

各洲都有華德福學校(陳惠邦，2003)。至 2017 年，全球 64個國家建立了 1092

所獨立的華德福學校、1857所幼兒園，同時還有很多基於華德福教育理念的公

立學校特許學校和在家教育(維基百科，2017 年 9月 13日)。在瑞士蘇黎世東

南邊 20公里的 Wetzikon華德福學校，有展延館、體育館、3間優律司美教室

和 1間音樂教室、2班幼兒園，建築有生命力和生動感，因為建築的孩子很活

潑、很有內在動力，教室造型經由空間設計師與教師密切討論，有不同形狀以

符合孩子的發展，給年紀小的孩子一種信任世界感，中年級創造世界是美的空

間感，高年級則給予「真」的感覺(鄧麗君譯(Walter Känel 講)，2017)。 

    臺灣有不少華德福學校，如宜蘭縣立慈心華德、臺中磊川華德福、臺中豐

樂實驗學校、臺中真善美華德福學校、臺北同心華德福(在華江國小)、臺北史

代納(在螢橋國小)、新竹市陽光華德福實驗學校……等。新竹市華德福實驗學

校內湖校區新建校舍，以華德福教育核心價值─人和學生為主體的規劃，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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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的空間哲學、時序觀的建築、工藝精神的傳承、使用者參與的概念，規劃

設計融合生活、學習與社區 3種場域，今(2017)年獲得國家卓越建設獎金質獎

(陳育賢，2017年 7月 2日) 。其中，有機的空間哲學，係五感建築的實踐，

師法自然，人為主體，建築為客體，建築作為人體機能的延伸、景觀的一部

分。有時序觀的建築，配合華德福教育時序來創造儀典性場所，依日、週、

月、季、年的生活節奏來展開的空間與景觀，充分表現空間扣合時間、有節奏

與韻律感的建築(水牛建築師事務所，2017)。 

    宜蘭縣立慈心華德福教育實驗高級中等學校是設立最早、最有口碑的華德

福學校，1976年張純淑女士創辦慈心托兒所，1996年慈心托兒所轉型辦理華德

福教育，1999年以非學校型態進行小學階段的實驗教育，2001年成立人智學教

育基金會，2002年慈心小學部遷入香南分校，以公辦民營特許模式辦學，2005

年開辦七年級並更名為「宜蘭縣立慈心華德福教育實驗國民中小學」，2006年

辦理全國性「教育有機體建築研討會暨工作坊」，2011年與南澳高中合作辦理

「華德福教育高中實驗班」實驗計畫(宜蘭縣立慈心華德福教育實驗高級中等學

校，2017年 10月 3日)，2015年 8 月獲准改制成為公辦民營的「宜蘭縣立慈 

心華德福教育實驗高級中等學校」2015年慈心華德福國小部 18 班，國中部 6 

班，高中部 3 班，學生約 800名。茲以慈心華德福實驗高中為例（以下簡稱

慈心華德福），說明華德福的教育理念、課程設計和校園環境發展： 

1.教育理念

    慈心華德福的教育理念以健康、平衡的方式，追求孩子在意志（身）、情

感（心）及思考（靈）等三個層面能力的全方位成長。富創造性的藝術、手

工、肢體律動及音樂等課程平衡厚實，與整體的語文、數學、自然及社會課

程，相互間密切結合，以滋養整個孩子，著重頭腦、心性與四肢的均衡發展。

在善、美、真的階段性發展過程中，讓孩子充份了解發揮自己的潛能，孕育自

由的精神，並在將來以正向的生命態度，進入世界，貢獻自己的才能(宜蘭縣立

慈心華德福教育實驗高級中等學校，2017年 10月 3日)。 

    慈心華德福學校的課程是依據 Steiner 的教育哲學來設計，這種被稱為

「完整課程」的設計理念乃建基於對「人」的瞭解之上，特別是 Steiner 的教

育理念中對人類的「意志力」、 「情感」、「思考」三個面相的理解上出發。

史代納將人從幼兒階段逐漸長為成人的過程分為三個成長時期(此即「七年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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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第一個時期 0-7歲的幼兒期，在這個階段的孩子以他們「身體」來探索

和認識世界，這是孩子用「意志力」來學習的時期。第二個時期 7-14歲的少年

期，孩子透過「心靈」的作用，對世界的同感與反感來學習，這是孩子以「情

感」來學習的時期。第三個時期 14-21歲的青年期，孩子的身體、情感成熟到

一定階段、孩子透過「精神」的作用發展獨立的思想，這時是孩子以「思考」

來學習的時期(宜蘭縣立慈心華德福教育實驗高級中等學校，2017 年 10月 3

日)。 

    因此，小學階段（7〜12歲）是情感發展的關鍵期，課程目標在於建立豐

富而有美感的世界觀。透過大量的藝術、肢體活動，孩子們逐漸認識世界、累

積內在的感覺經驗。健康良好的習慣與節奏，是此階段的重要目標。「愛」與

「權威」是孩子們得以自在成長的兩大要素。中學階段（13〜18歲）接續情感

發展關鍵期，在十四歲正式進入培養獨立思考能力之關鍵期。培養孩子們精細

的觀察力，並練習作精確的記錄或縝密的思辨。透過大量的現象觀察與討論，

自律與獨立思考的能力漸漸養成。 自我的逐漸覺醒，是此階段的重點；孩子們

尋找認同的過程中，需要更多包容與指引。大量的藝術、工藝活動、戶外挑戰

課程以及社會服務，都直接幫助孩子們內在的成熟與穩定(宜蘭縣立慈心華德福

教育實驗高級中等學校，2017年 10月 3日)。 

    2.課程設計 

    課程需要注重「教育即創造」的生成隱喻，以使課程更能與複雜化、流動

化、有機化的存有世界共舞，范信賢(2017)指出，這正是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

精神，而慈心華德福的 Steiner人智學理念，正與新課綱的全人教育、連貫統

整、彈性活力、素養導向、多元適性等原則相互呼應，可以彼此相互參照，證

諸教育核心的本質與意義；慈心華德福課程注重人文、自然與藝術的融合，並

注意生活作息與自然韻律間「呼」「吸」的均衡協調。慈心華德福的課程設

計，可從四學期制、週期課程、副課程及節慶活動，明其梗概(宜蘭縣立慈心華

德福教育實驗高級中等學校，2017年 10月 3日；邱奕叡，2007)： 

      (1)四學期制：為符合學生學習之韻律節奏的需求，慈心華德福採用一學

年四學期制，以上課十週休假三週為原則，總上課日數與時數依據教育部頒定

之授課總時數標準。 

      (2)週期課程：週期課程又稱「主課程」，每天上午以 2個小時進行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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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的教學，連續 3週到 4週。由於一段長時間全神貫注在同一個主題上，孩

子們的生命力將得到鍛鍊而不斷增強。每個主題之間，無論縱向或橫向，均有

緊密的連結關係，且必定配合孩子此刻的發展需求。每堂課均完整涵蓋意志、

情感與思考三個面向的練習，在呼出與吸入、記憶與遺忘、動與靜的節奏之

間，孩子所學習到的，逐漸深入他們的生命。 

      (3)副課程：相對於連續進行三週的晨間課程，每週進行的英語、日語、

泥塑、木工、手工、音樂、優律詩美、書畫、蠟筆畫、蜜蠟、水彩畫、素描

等，稱作副課程。其功能並非次要；就其在肢體、意志力、藝術性、社會性各

方面的教育功能而言，乃與主課程相輔相成，帶給孩子完整的學習。透過孩子

們展現出的藝術性或身體動作，教師也能瞭解他們的情感、內在需求與狀態。 

      (4)節慶活動：在四季的節慶，設計一連串的系列活動與課程，有歌唱、

故事、戲劇、遊戲、食物等季節活動。透過節慶我們可以感受自然的美與韻

律、滋養我們的靈性；可以深入地方文化、認識傳統文化；可以連結課程與生

活；可以聯繫學校、家庭及社群，讓所有社群成員如家人一般彼此相聚、問

候，凝聚感情。慈心的節慶有：(A)秋季節慶：「春祈秋報」是臺灣人與宇宙的

和諧傳統。春日人們祈求作物豐收，夏末採收，秋日為回報上天的恩澤，獻戲

以酬天地；同時於農忙之餘始有各項娛樂。秋季節慶我們全校一起路跑、做風

箏、放風箏，還有各項兒時的童玩。(B)冬季節慶—冬至慶團圓：冬季節慶，搓

湯圓、吃湯圓，好讓一家大團圓，社群成員團聚一堂，細數終年；每個人拿著

蠟燭走入燭光螺旋，回顧過去，到螺旋中心由導師點燃蠟燭，再走出螺旋，在

步伐中展望未來；掛上許願牌，祈禱未來一年成長、進步；師長送給孩子禮

物，祝福孩子們平安長大。(C)春季節慶—兒童節慈心的生日：慈心的紫藤從枯

枝中冒出了嫩芽，鮮嫩的綠爬滿了校舍，串串淡紫妝點了慈心的校慶—兒童

節，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歡度慈心的生日，孩子們端出各種表演，為慈心祝

福。家長們也準備了美味、健康的食物，設計了好玩的遊戲，滿足了每張嘴、

也滿足了每顆心。(D)夏季節慶—少年禮與畢業典禮：夏天是離別的季節，也是

成長的季節。學校為六年級的孩子們準備了少年禮，也為九年級的同學準備了

畢業典禮。六年級的孩子得自己與團隊共同通過層層考驗：那是中音笛合奏、

跳繩、舞蹈、各類知識的總會考、班級自行設計菜單炊煮的謝師宴，最後以團

隊展演的音樂話劇收結，作為這少年禮的見證。九年級的畢業典禮，從一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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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的祝福、植樹、同學互贈感言、老師送祝福，就著燭光，走過校園的每

個角落，從此，展翅高飛。(5)辦學成果發表會：努力耕耘了一學年，慈心的教

師們端出一年的教學成果與心得跟大家分享，歡迎對華德福教育有興趣的朋友

一起來為孩子們做小小的事。 

須提的是，慈心華德福重視父母的參與，強調老師與父母是教育上的夥

伴，老師的主要任務是教育孩子，父母的工作是身心照顧與愛孩子，為孩子營

造充滿愛的家庭氛圍與環境；父母與家長一起牽起孩子的手，共同合作，才能

幫助孩子找到他的人生道路，並且協助、引領孩子學習。在評量方式上，不採

取任何鼓勵競爭比較的考試方式或量化表述；各種測驗僅用於幫助教師、家長

及學生個人對學習結果的掌握，教師採用「個別質性評量記錄」的方式，盡可

能仔細地描述孩子的能力狀態、努力程度、社會行為、身心發展等等，讓家長

更詳細理解孩子的成長狀態(宜蘭縣立慈心華德福教育實驗高級中等學校，2017

年 10月 3日)。 

3.校園環境發展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格言：「永恆將是衣服上的一個皺褶，而不是

一個理念。」教育所處的空間除了命名為環境外，情境、意境的納入，端賴一

種揉合感性的「曲線視野」（curlinear vision）與理性的「直線視野」

（linear vision）的當代空間感；這是必須經由對外在的意識型態所主導的

「物理空間的」新奇理解，與人內在的美學涵養。如華德福學校創辦人史代納

所言的，為生命身心靈整體所藝術經驗的「內面空間」相疊合，來自人的足下

經驗的行走，與自然、教育環境、室內空間、人際流動品質和教育理想的反覆

作用與交感。在追求邁向自由的教育過程中，慈心華德福的藝術與教育，是一

種閱讀生命的美學啟迪。華德福人智學所提醒的「思想=創作=塑造」，童年沃

野的記憶是創作的源頭，經由觸覺與視覺藝術的自然時空下的交互作用，過往

的文化會在「當下」孕育出永恆的視野，學校這樣開始思索整個臺灣的教育與

人、物、空間的關係！在朝向華德福教育的思辯與啟蒙中，深信環境與生態工

程的建置，不能沒有「人」的存在。童年沃野的記憶是兒童藝術創作的源頭，

而在教育空間中能培育孩子的，除了飽滿環境意義思維的生態觀點，校園場域

中成人世界的意向更是導引孩子追隨自然到美感的核心意義(宜蘭縣立慈心華德

福教育實驗高級中等學校，2017年 10月 3 日)。慈心華德福永續校園發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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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參見圖 11。 

該校創造全然有機的校園(campus as whole organism )，讓孩子從自己小

小的世界體認大宇宙，校園中的花草樹木，禽飛獸走，礦石靜臥，都是生命成

長與學習過程的好朋友。校園營造的每個環節，從規劃、設計、施工、竣工到

使用，都是環境教育的活教材。「華德福教育」注重思考、情感與意志力的結

合，透過藝術活動引導孩子的內在感受，並經由雙手創作，讓學習轉化成真實

的能力。發展有機體的永續校園，面對團隊所追求的核心價值，亦需深思所謂

「發展」所需同擔的責任與視野，圖 12 乃對健康社群的形成嘗試思索。正如

Steiner所說，當每個人的靈魂映照出社群整體的樣貌，而社群也活出每個靈

魂的力量時，健康的社群就已形成。同樣的精神向校園外的大環境延展，最直

接影響到學校社群的家庭生活，周邊的社區村莊，所追求境與人的關係，從藝

術、手工藝、節慶、農耕、建築行為、生態等廣義的課程中學習認識自然與文

化傳統，促進了社群的發展，而再回饋協助學校永續成長。於是，學校慢慢將

可以成為健康社群的種子(宜蘭縣立慈心華德福教育實驗高級中等學校，2017

年 10月 3日)。正如馮朝霖(2017)所強調的 

作為健康社群的種籽，學校精神由校園向 週遭大環境延展，直接影 

響學校社群的家庭生活，周邊社區村莊，「境 與人」互動於焉產生 

；慈心學校之親、師、生由藝術、手工藝、節慶、 農耕、建築行為 

、生態等廣義課程學習認識自然與文化傳統，從而促進 社群發展， 

再回饋學校成為永續成長的循環。社群工作與社會連結是慈 心辦學 

核心。(第 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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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慈心華德福永續校園發展操作概念 

資料來源：校園環境發展，宜蘭縣立慈心華德福教育實驗高級中等學校，2017

年 10月 3日。取自

http://blog.ilc.edu.tw/blog/blog/25783/post/72274/418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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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慈心華德福健康社群的形成 

資料來源：校園環境發展，宜蘭縣立慈心華德福教育實驗高級中等學校，2017

年 10月 3日。取自

http://blog.ilc.edu.tw/blog/blog/25783/post/72274/418606 

 

 （四）美國瑟谷學校與教育空間 

瑟谷學校(Sudbury Valley School)(參見圖 13)是一個沒有課程、沒有課

表、沒有老師、沒有分數、有學生、有學習的學校，因此有美國的夏山學校之

稱。 

瑟谷學校創立於 1968年，是一個新興世界中一個孩子可以快樂生活、自由

和追求幸福的地方。招收學前學校到高中的學生，不論任何年齡，一入學就可

依自己的期望自由使用時間，並對成長之路負責。學校環境能讓學生充分發展

潛能：舒適的學習新東西，有信心自我判斷，有追求高階能力的熱情。瑟谷的

孩子能適應快速變遷，創新開放，以創意解決新問題。此外，要成為一位可信

賴和負責任的個體，以及自由社群中有貢獻的成員。瑟谷的學生可以在它們自

己的地方，用自己得特有方式，自由地探索他們的世界(Sudbury Valley 

School, 2017a)。仿效瑟谷而成立的學校，至少有 18所，散布全美各地。瑟谷

學校位於麻州法明罕市(Framingham, Massachusetts)，占地 11英畝，約有

200名學生和 10名成人職員，是一個私立全天學校，不是精英學校，對學生的

錄取不取決於任何學業成績，每個學生的經費不到附近的公立學校的一半。瑟

谷學校的教育模式並非標準教育的一個變種，它不是傳統學校的進步版本，不

是蒙台梭利學校，也不是杜威學校或皮亞傑的構造學校。瑟谷學校的建校原

則：孩子們自己教育自己，不需要我們來教育他們(Gray, 2015年 2月 3日)。

瑟谷學校是美國第一家正式立案的自主學習學校，創校精神植基於亞里斯多德

的名言「人類天生好奇」，也就是人們隨時都在出於本能的學習。瑟谷的教育理

念：天生的好奇心會是學習最好的驅動力，孩子會因好奇心而主動的探索周遭

的一切(丁凡、財團法人兒童教育實驗文教基金會譯(D. Greenberg 著)，

2016)。 

學校運作主要靠學校大會和司法委員會：(1)學校大會(school meeting)，

每位學生和職員在學校管理上都有平等的投票權，每周的校務會議決定行為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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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設施使用、支出，以及職員聘僱(聘期一年)，並建立管理學校日常事務的

委員會。(2)司法委員會(Judicial Committee)，學校所有人都是法庭成員，公

平的司法行政是學校中建立學生信心的關鍵(Sudbury Valley School, 

2017b)。 

  瑟谷學校的主體建築史一幢有１００多年歷史的石材校舍，校園的一端是

馬廄，現改為教室，另一端是小湖、磨房、土石壩、木橋，校區外是一片望不

盡的州立公園和自然保護區，森林和山丘上揮灑著四季變化的色彩。瑟谷完全

不像一個學校，看起來更像一個家(丁凡、財團法人兒童教育實驗文教基金會譯

(D. Greenberg著)，2016)。 

學校是一個玩耍和探索豐富的環境，在瑟谷學校，學習完全是偶然的，是

學生們自主玩耍和探索的副產品。學校是一個非常適於玩耍和探索的地方，它

正是為這些活動提供了場所和時間，它還提供了很多設施，包括電腦，設施齊

全的廚房，木工作坊，藝術室，音樂室、韻律室、遊樂園地、各種各樣的玩具

和遊戲，很多書籍，還有小湖、運動場地和一大片樹林草坪，適合外玩耍和探

索(Gray, 2015年 2月 3日；Sudbury Valley School, 2017c)。最特殊的是，

因應學生需求提供學習設備，如設置化學實驗室和設備(收集大學年度報廢但可

用的專業實驗用品，經政府檢查核准後使用)、皮件工廠等(丁凡、財團法人兒

童教育實驗文教基金會譯(D. Greenberg著)，2016)，讓學生的學習符合其需

求和時代潮流，但都以經濟有效且有自主學習經驗和意義的方式辦理。 

  每一天，學生們都是全天自由自在的，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只要他們不違

反學校的規則。這些規則是學校大會制定的，目的是保護學校，保護學生追求

自己興趣愛好不受別人阻礙的機會。學校的成員必須在特設的靜屋裡保持安

靜，不可以損害儀器或者用完不回歸，在學校的財產上塗鴉，在校園裡吸毒，

或者對別人進行侵犯。這些行為都是司法委員會處理的。所有的法規都和學習

無關。學校不進行任何考試，也不對學生的學習進度評估。學校沒有課程，也

不會試圖去鼓勵學生學習。只有當學生們自發地去組織才會有課上，一旦學生

不再需要，課堂就會停止。很多學生從來沒有上過課，學校不會認為這有任何

問題。學校的職員並不認為自己是老師，他們認為自己是學校的成年成員，為

學校提供廣泛的服務，其中一項是教學。他們絕大多數的教學活動屬於日常人

類活動：就是在真誠的談話中回答問題和提供建議(Gray, 2015年 2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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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瑟谷學校想升大學的學生都能上心目中的第一志願，許多學生是被大學自

動網羅的，他們全都沒有成績單、沒有修標準課程、也沒有推薦信。畢業生在

令人推崇的各行各業，有企業家、藝術家、音樂家、科學家、高技能的工匠、

社會工作者、醫生、護士等等，所有選擇高等教育的學生沒有任何困難進入大

學，沒有進入大學的畢業生也都有著成功的職業，更重要的是畢業生們都對自

己的生活很滿意。在很大的程度上，他們對自己的職業和生活保持了玩耍(專

注、強烈和快樂)的態度，這是他們在瑟谷學校裡發展和發揚的(丁凡、財團法

人兒童教育實驗文教基金會譯(D. Greenberg 著)，2016；Gray, 2015 年 2月 3

日)。 

瑟谷學校學校環境優美 

閱讀報告 使用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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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勞活動 音樂彈唱 

  

學校選舉 自由遊戲 

圖 13：美國瑟谷學校 (Sudbury Valley School)教育空間 

資料來源：Sudbury Valley School (2017c). Photo Gallery. Retrieved 

from http://www.sudval.org/06_sudb_19.html 

 

 

六、中學選修課程與學科型教室 

教室是教學最重要的空間，敎室營運的配置類型或營運模式，攸關學校空

間、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效能的發揮，由於高國中的課程和師資安排係採分科

制，與國小包班制大相逕庭，學科型教室設計，非常適合中等學校的分科上課

模式。歐盟、英、美、加、澳大利亞、紐西蘭等先進國家中學都採學科型教室

營運模式。「學科教室型」（variation type, V 型）或稱之為「學科型教室」，

是敎室營運的配置類型之一 （湯志民，2006），日本稱之為「敎科教室型」，韓

國稱之為「教科教室制」、「學科教室制」、「學科專用教室制」或「教學科

目教室制」，中國大陸稱之為「專科教室型」；臺灣，現行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

要總綱稱之為「無固定班級授課制」，惟因上課時學生要依課程表移動至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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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上課，在臺灣常將此一型態之上課稱為「跑班」上課（大陸稱之為「走

班」），而其敎室配置，則稱為「跑班」設計(湯志民，2014)。芬蘭「無年級授

課制」、韓國「學科教室制」、日本「教科教室制」、中國「走班制」等，因中

學課程改革、強化彈性選課等因素，在教育空間規劃與運用上，採「學科教室

型」設計，以下分別要述，以明梗概。 

 

 (一)芬蘭「無年級授課制」與教育空間 

  芬蘭 1987年起在重點高中推行「無年級授課制」教學模式實驗，1999年 1

月 1日頒佈《芬蘭高中教育法案》，明確規定所有高中都應採納「無年級授課

制」(non-graded high school)，採課程本位授課，不分年級與班級，學生個

別化學習計畫取代制式固定班級課表，學生不分性別、年紀與班級，散佈於自

選課程；2005年起，全國普通高中正式採用國家教育委員會 2003 年新公布的

核心課程綱要，隨著實施無年級制，修業年限不在侷限 3年，最快 2年，最長

4年(張家倩，2007)。學生可依自身條件、學習基礎、學習計畫和學習興趣等

不同情況，由自己決定用 2年、3年或 4年完成高中教育，絕大部分學生都是

學滿 3年畢業。學校不用為學生分班級或指定固定教室，學生可完全制訂自己

的學習計畫，選擇適合自己的任課教師和不同的學段課程；每一學年不再分為

固定的 2個學期（semester）而是分為 5〜6個學段（period），每個學段開設

5至 6個學程，學程是學科的細化，一門學科按內容與難度分為數量不等的若

干學程，一個學程平均為 38節課，每節課 45分鐘。只要有 8－10 名學生選

課，學校就開課，每個學段包括 6〜7個星期，各學段最後一星期為考試週，一

門學程每週有 6〜8 節課，基本上學生每天都能接觸該學段選定的學程（田友

誼，2003；李家永，2003；駐芬蘭使館教育組 2007；盧楓和任新軍，2002年 1

月 4日）。芬蘭政府規定，高中生畢業至少要完成 75個學程，其中包括 45個必

修學程和 30個選修學程（包括專業學程和應用學程），通常學生都會修完 80

個以上學程，不少學生甚至修完 100多個學程（北京濱才，2013；駐芬蘭使館

教育組 2007）。在教育空間規劃和運用上，以芬蘭埃肯納斯中學為例，該校學

生上課、下課移動教室，教室、實驗室、休息室、娛樂室和學校生活要述如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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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芬蘭埃肯納斯中學學生在校學習和空間使用概況 

早晨，學生們一進教學樓的大門，就把自己的大衣掛在門廳特別設置的衣

物架子上，然後就向教學樓四處散去，有的去數學課教室、有的去物理課教

室、還有的在圖書館或者排練室裡休息。第一節下課，學生們從教室裡或者圖

書館、休息室走出來，又向著不同的教室走去。全校學生沒有自己的班，也沒

有自己的固定教室，更沒有班主任、年級組的概念。學生們要學什麼課，要上

什麼級別和深度的教學內容全由學生自己決定，他們可以根據自己的學習程度

和愛好，選擇學習什麼學科，學習進度完全由自己掌控。同時，學校開設的每

一科教學班對學生年齡、人數也都沒有固定要求。 

    有時學生選擇的課程中間等候的時間較長，他們就會吃些東西、看書、下

棋、打撲克，他們已經習慣了這種自由自在的上課方式。學生有權自己安排學

習或者休息，這是學生們應有的權利，合理地安排時間，更有利於提高學生的

學習效率。 

    學校的教學辦公機構很簡單，老師們的辦公室也不多。沒有“班”、“年

級”的概念，學校也就不會設置年級辦公室或教務處等行政機構。相反，給學

生提供的休息室、娛樂室、圖書館卻隨處可見。還有，學校幾十間教室沒有一

間上鎖，無論有沒有學生，教室、實驗室、體操房等全都是開放式的，學生可

隨意出入。 

    沒有班級和年級，也就沒有了班幹部、班級、年級管理，但是這所學校的

學生卻將自己的學習和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條。什麼時間去上課、什麼時候休

息、吃飯、看書、寫作業、開展活動，無論大小事情學生們都按照自己的喜好

和需求合理安排，校園裡沒有一個學生閒逛。 

    這些改革措施使得芬蘭的校園變得有生氣、有活力，學生和老師都能夠輕

鬆、自然、快樂。學生與老師之間的友好、平等交流，是最和諧而美妙的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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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無班級授課制”、“學分制”…看芬蘭教育因何領跑全球？靳忠

良，2017年 4月 17 日。現代教育報。取自 https://m.sohu.com/n/488998798/ 

 

 （二）韓國「學科教室制」與教育空間 

韓國學科教室制的發展與少子化和中小學課程改革有密切關係。據韓國教

育開發院統計顯示，初中和高中生適齡入學人口分別在 2006和 2010 年開始全

面進入下降階段，隨之而至的是學校現有教室開始出現大量閒置甚至荒廢的情

況，2009年全體初中和高中已有 856所學校出現 3,340間閒置教室，占全體教

室數 16.3%；加以 2009年 12 月 23日頒佈《初、中等學校教育課程總論》，對

中小學課程進行了適當的調整和改革，「學科教室制」乃在此背景下應時而出

（張雷生，2012）。 

韓國，教育科技部 2009年 2月 9日公佈《關於全面實施學科教室制度的基

本規劃》，計畫到 2012年止，先在普通高中推廣該制度並提供相應支援，預計

到 2014年止，在全國初、高中實施「學科教室制」的普及率提高至 90%，對於

不足 6班無法實施「學科教室制」的小規模學校，韓國教科部將制定單獨的支

持政策，以提高公共教育的品質，營造富有創意的學習環境（中華人民共和國

駐大韓民國大使館教育處，2009）。「學科教室制」的營運，包括教學科目教

室構築（硬體設施）和教育課程運營（軟體環境）等兩部分，前者是指符合各

個教學科目的特性，同時兼備豐富多樣的教學材料，教育教學及學習空間構

成；後者是指以學生為中心的分層移動教學，富有彈性的教育課程運營機制，

以符合學生身心發展的教學與學習支持（張雷生，2012）。發展到 2011年 11

月底，全韓國共有 1, 618所初、高中推廣實施「學科教室制」，約占全體初、

高中整體數量 5,435 所學校的 30%，其中先進型有 261校，重點科目型有 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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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張雷生，2012）。 

    在教育空間規劃和運用上，李水山(2009 年 11月 2日)指出，韓國「學科

專用教室制」擴大了學生對教育的選擇權和主動性，提升了教師教學的專業

性，改善了學生與教師交流的環境；過去，所有科目的課程都在同一教室內授

課，很難體現學科特點、營造學科需要的教學環境，設置學科專用教室以後，

各科教師可在專用教室內布置本學科特定的教學環境(參見圖 14)，如數學教室

擺放教具模型和掛圖，地理教室可以布置得身臨其境，英語教室可以按需要靈

活擺放桌椅和多媒體設備。如此，學習工具和教具不再需要移動，節省教師和

學生的時間、精力，有利於提高學習效率。學科專用教室也給師生帶來了充分

的學習和交流空間，過去，教師集中在辦公室備課，學生如果不被傳喚很少主

動找老師提問和交流；現在，教師可以在學科專用教室裡備課，即使在休息時

間也可以和學生在一起討論問題，有利於激發學生學習的積極性。 

 

 

圖 14：韓國學生在科學專用教室內上課 

資料來源：效仿歐美， 韓國學校推動“教室革命”，李水山，2009 年 11月 2

日。中國教育報，4版。取自

http://job.jyb.cn/world/gjsx/200911/t20091102_320597.html 

 （三）日本「教科教室制」與教育空間 

長澤悟和中村勉（2004）的研究指出，過去高級中學建築規劃，以學習群

體與生活群體一致的固定班級，無法因應日本正推展的特色高級中學校，包括

綜合學科高級中學校、學分制高級中學校、綜合選修制高級中學校和設置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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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學科、課程和科目： 

   1.綜合學科高級中學校：過去的普通科，加上專門學科。設有系列課程，共

計 80學分，其中 35 學分為必修課，其餘的學分則從專門學科群中選修。 

    2.學分制高級中學校：課程設置不是按照學年劃分的，只要修完了畢業所

規定的學分，便可被認定為畢業。由於承認在以前學校修得的學分，採取日夜

開課及三部制等措施，對高中退學生和社會青年的繼續學習提供保障。 

    3.綜合選修制高級中學校：開設眾多可供選修的科目的講座，以滿足學生

的多樣性需求。在教師人數和設施內容等方面，學校規模越大，對開設多種講

座越有利，而另一方面，對於學生的歸屬意識和往來走動等要有很好的關照。 

    4.設置有特色的學科、課程和科目：符應資訊、社會福利、商貿、旅遊、

體育等的社會需求。 

有鑑於此，並因應少子化，日本在政府的倡導下，許多中等學校運用老舊

校舍改建之際，改採教科教室型空間營運方式，例如日本文部科學省將教科教

室型納入《中学校施設整備指針》（文部科学省大臣官房文教施設企画部，

2014）和《高等学校施設整備指針》（文部科学省大臣官房文教施設企画部，

2016），並委託日本建築学会文教施設委員会（2006）研究既存學校設施的有

效活用及再生整備計畫，將教科教室型的營運納入對策之一。教科教室型的空

間結構，主要包括：學科敎室、敎學研究室、班級基地、討論室和動線設計(湯

志民，2014)。日本空氣調和․衛生工學會（2011）以一所 12班的中學為例，

提供教科教室型的空間組構與營運配置，如圖 15 所示，可供高中或國中推展

學科型教室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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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學科型教室的空間組構與營運配置 

資料來源：建築設備集成：学校․圖書館（第17頁），空氣調和․衛生工学会，

2011，東京都：株式会社ォムー社。 

 

    日本文部科學省和各縣市教育委員會全力協助中等學校推展「教科教室

型」，相關研究和實務推展也有超過 30年以上的經驗。1976年，即有沖繩縣

立沖繩水產高等學校教科教室型的設立，1991〜1995年福島縣三春町立初級中

學校藉著重新啟用教科教室型教學模式，使學校重生的典型評價，應為一個重

要開端（長澤悟和中村勉，2004），2000年以後，新增許多教科教室型設計學

校，2003年全日本有 40多所中學導入教科教室型，2006年已超過 50所之

多，也有許多高等學校和綜合高等學校規劃教科教室型(湯志民，2014)。根據

屋敷和佳和山口勝巳（2007）之調查，日本實施教科教室制的學校有 52所，

有推展 20、30年以上者，近半數為 5年以下，小規模的學校很多，近半數的

學校為全校 6個班級以下，1997年至 2007 年 10年之間引進教科教室制的學校

有 33校，占了 6成。雖然受少子女化影響也有學校因整併而停辦，但在政府

相關部門的鼓勵和支持下，日本推展教科教室型學校大致維持一定數量，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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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穩定發展。有不少中學校和高等學校以教科教室型作為學校特色，並詳加

介紹其優點和魅力（例如カリタス女子中学高等学校，2017；千葉市立打瀬中

学校，2017；大洗町立南中學校，2017；日立市立駒王中学校，2011；市立札

幌開成中等教育学校，2015；渋谷区立上原中学校，2017；福島県田村郡三春

町立三春中学校，2017；鶴見大学附属中学校・高等学校，2017）。日本中學

教科教室型校舍案例，參見圖 16。 

  

市立札幌開成中等教育学校教科教室型の校舎 

  

鶴見大学附属中学校・高等学校日語教室、電腦教室 

 

圖 16：日本中學教科教室型校舍案例 

資料來源： 

     1.市立札幌開成中等教育学校(2015)。"教科ゾーン"によって区分けし

た「教科教室型の校舎」。取自 http://210.130.252.203/sapporo-

kaisei/index.cfm/15,581,html 

    2.鶴見大学附属中学校・高等学校（2017）。教育エリア・ホームベース型

校舎」取自 http://tsurumi-fuzoku.ed.jp/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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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中國「走班制」與教育空間 

  中國大陸，近幾年開始興起「走班制」，如北京市 2010年起有許多高中，

如北大附中、北京四中、十一學校、三十五中、八十中、古城中學等實施走班

制。北京市教育委員會、北京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2011）提出的北京市教育

改革和發展規劃，特將探索分層教學、走班制、學分制等教學管理制度改革，

列為開展特色高中建設試點。北京市教育技術設備中心（2012）還召開了「走

班制」學校教育裝備需求研討會，與會者有教育部教學儀器研究所理科室主

任、首都師範大學教授以及十一學校、北大附中、古城中學三所實行走班制學

校的相關負責人，會議中研究、分析和探討如何解決「走班制」的教育裝備需

求，以及如何提高實驗室、專用教室、儀器設備使用效益，並討論教育裝備部

門應該提前研究「走班制」的辦學條件變化和需求，為學校推進新課程改革提

供支援和服務。此外，山東省淄博第一中學 2008年起在高二推展走班制教學，

至 2010年淄博市高中選課走班順利實施（淄博市教育局，2011）。浙江省 2014

年全省高中選修課已經開始自主選課、走班教學，2013年全省有 4 所高中（杭

州綠城育華學校、浙師大附中、青田中學、義烏中學）自發成為必修課走班試

點；2014年，浙江省教育廳準備將試點擴大到 11所高中，這些學校包括浙師

大附中、杭州二中、杭師大附中、杭州綠城育華學校、鄞州中學、溫州中學、

嘉興一中、春暉中學、義烏中學、天臺中學、青田中學（王玲瑛和林焱挺，

2014年 1月 9日）。 

    2014 年國務院頒發的《關於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中規定

「3+3」模式的高考改革，即高考成績除語文、數學、外語 3門學科為必考之

外，學生可根據自己的興趣與優勢從理化生政史地等科目中自由選擇 3科參加

高考。2016年廣東省人民政府頒發《關於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

見》、2017年北京市教育委員會公佈《北京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實施方案》，

上海市、浙江省、山東省、陝西省、四川省、河南省、河北省、雲南省、江西

省、青海省、廣西省、黑龍江省等相繼制定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實施方案，

此一高考改革帶動的課程改革，全面帶動與促進高中生選修課與走班制之推

展。其中，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是推動高中選修課與走班制較早，也是最佳典

範，2012年 11月研究者曾至該校參訪，學習不少，特以北大附中為例，介紹

其課程和走課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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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課改以來，北大附中高考中持續輝煌成果，北大、清華錄取率居海澱

區、北京市前列，2014年附中高考考生 314 人，其中 18.5%（58人）進入北京

大學和清華大學，55%進入 985高校，75%進入 211高校。北大附中現有 4個學

院、4個中心、8個書院（參見圖 17），以下併該校社團和俱樂部、走課與學

分說明梗概(北京大學附屬中學，2017年 11 月 5日)： 

  1.學院：北大附中現有 4個學院，學院是根據不同發展方向提供多元化學

科課程（academic curriculum）的管理實體： 

   (1)行知學院(Xingzhi Academy)依據國家課程標準開設數學、物理、化

學、生物、地理及英語等六個學科的國家必修和國家選修課程。面向國內高校

升學。高一年級以必修課程為主，數學必修 8學分，物理、化學、生物、地理

必修各 4學分。英語必修 6學分。英語高一以英文文學原著閱讀為主，分初、

中、高三級。高二年級開設以上六科的國家課程選修系列一的所有課程。 

    (2)元培學院(Yuanpei Academy)強調深入學習、批判性思維及跨學科視

野。強調課程的選擇性與差異性，建立榮譽課程體系, 開設知識理論、綜合科

學實驗等專屬課程，以俱樂部方式開展學科競賽。 

    (3)博雅學院(Boya Academy)開設國家課程標準的語文、歷史、政治課

程，開設校本必修寫作、文化研究選修等課程，同時開展人文俱樂部。各年級

混選，學生需依照國家規定必修學分修滿相關課程。學院課程強調閱讀與寫

作，以線上課程保障學生隨時隨地的泛在學習，並強化知識點的全面覆蓋；以

線下討論訓練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與合作學習的能力。依託線上線下混合學習，

為每一個學生的個性化發展提供支援。 

    (4)道爾頓學院(Dalton Academy)作為北大附中中外合作專案，是學校對

外教育合作開放交流的基地。道爾頓學院開設英文課程和中外比較課程。學院

借鑒 Dalton 制的模式，以 Lab、Assignment、House 三項做法為基礎，推行

liberal arts education，宣導學生任務驅動型學習（task-based 

learning)，促進自主學習探究的發展。此外，更多特點體現為：小班化（15

人以內）教學，外語授課及中外文化比較課程。 

2.中心：北大附中現有 4個中心，中心是提供活動類課程（activity 

curriculum）的管理實體。與學科課程不同的是，活動課程強調體驗、實踐與

成果展示。對於知識，除需「知道」外，更重要的是去「做」，以獲得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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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和成長。 

    (1)視覺與表演藝術中心（Visual and Performing Arts Center）開設

國家課程中藝術領域的綜合課程與技能課程。開設綜合影視製作課、綜合舞蹈

課和綜合戲劇課等綜合性藝術課程，從北京舞蹈學院、北京電影學院、中央戲

劇學院等國內頂尖的藝術院校中聘請教師前來授課。 

    (2)運動與健康教育中心（Athletics Education Center）開設國家課程

中體育與健康領域的田徑類、球類、體操類、水上或冰雪類、民族民間體育

類、新興運動類 7 個運動技能系列以及一個健康教育專題系列。 

    (3)資訊與通用技術中心（Technology Education Center）開設國家課

程中技術領域的資訊技術與通用技術課程。 

    (4)成長與實踐體驗中心（Student Life & Development）開設和管理綜

合實踐課程（研究性學習、社會實踐、社區服務）以及校本公民課程。負責對

學生書院、社團和學生實踐活動的管理，並負責對學生活動和實踐課程及活動

體驗的記錄和評價。 

3.書院：北大附中現有 8個書院，包括格物書院、致知書院、誠意書院、

正心書院、明德書院、至善書院、新民書院、熙敬書院。書院的劃分借鑒了歐

美 house制和中國古代書院制度。 

  書院是學生社區、行政實體、自治組織，書院是公共生活群體、傳統賽事

主體、文化傳承載體。之所以劃分書院，出發點在於培養鍛煉學生關注並解決

身邊公共事務的熱忱與能力。自 2013年起學生不得轉書院。作為學生行政組

織，書院的意義在於「學生自治」。各書院自行制定章程，依據章程確定管理

形式，民主產生管理機構。書院內各項事務均由學生自主管理，以此培養學生

主動參與、溝通協商、承擔責任、民主監督、自我管理等公民意識和能力。書

院將由自治會安排時間及地點進行書院議事會。 

  書院活動室是校方提供給各書院的公共活動空間，由各書院自行設計裝

修、管理維護。活動室同時作為書院文化傳承的空間，書院歷史在活動室通過

照片牆、榮譽牆等加以體現。書院活動室的設置既鍛煉了學生對公共空間的管

理能力，也提供了營造各書院多元文化的管道。 

  書院開展各具特色的書院活動，形成多樣的書院文化。書院色為書院文化

要素之一，格物書院、致知書院、誠意書院、正心書院、明德書院、至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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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新民書院、熙敬書院依次分別為橙黃綠青藍紫灰黑，紅色作為北大基準

色，書院旗依據書院色製作。 

  4.社團與俱樂部：學生社團的宗旨在於彙集興趣相同的同學，以社團活動

形式自我培養、自我成長，從而促進學生發展興趣、自我管理、自主實踐、自

我教育，同時營造校園文化氣氛。北大附中社團現分為中心社團、註冊社團、

自發社團。其中，中心社團由學校中心分別進行設立和管理，註冊社團由社團

聯盟理事會管理。 

  俱樂部不僅有藝術和體育方向，也有以學科競賽為主的學院開設的俱樂

部。俱樂部由老師作為指導教師，將社團體驗、課程學習、活動開展三者相結

合，為同學們提供專業系統的課程。注重團隊，強調深入，是俱樂部的培養方

向。 

5.走課與學分：因施行選課制，所以不同課程教學班成員不盡相同，但都

不超過 30人。小班教學目的在於實現課堂上的小組討論和合作交流。同時，因

為教學班成員是變化的，便由固定班級固定地點上課變成了變化的教學班組合

和不同的學科專業教室，從而形成了走課制。推行走課制，是為保證學生在個

人學業規劃中有更大的自主權，同時，走課制也打破了固定班級制下只能與有

限同學交流的狀況，使得學生可以在不同團隊中得到更多思想交流。北大附中

實行學分制管理，學生需至少獲得 123學分方可獲得北大附中普通文憑。針對

高二及以上同學，北大附中普通文憑和榮譽文憑採用申請制。 

  北京大學附屬中學高中走課與學校空間規劃，參見圖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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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組織架構 

資料來源：北大附中學校介紹，北京大學附屬中學，2017年 11月 5日。取自

http://www.pkuschool.edu.cn/shouce/xuexiao_jieshao.html 

 

 

  

書院活動室 學生置物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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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教室 學生練習自營咖啡廳 

  

圖書館 學院交誼廳 

（湯志民 2012年 11 月 15日攝） 

圖 18：北京大學附屬中學高中走課與學校空間規劃 

 

七、結語 

 

  課程、教學、學習應為教育空間最核心的功能，1993年起筆者即開始提出

相關論述，2013年提出統整性的說明，並於 2014年出版《校園規劃新論》一

書，特將「課程教學與教育空間規劃」列為第一章，讓大家了解學校建築不僅

是「建築」與「工程」，而要使之更像「學校」與「教育空間」，強化其「課

程」、「教學」和「學習」功能，才能使之成為真正 21世紀的校園建築。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已正式推展，最重要的 108新課綱 2年後即將上路，

對學校空間影響最大的是高中的校訂課程(包括校訂必修課程、選修課程、團體

活動、彈性學習時間)、國中小的彈性學習課程等，相應的的主題/專題/議題探

究教室、跨班或跨領域/科目專題教室、實作（實驗）教室、探索體驗教室、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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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活動教室、學生自治活動(如班聯會、畢聯會)教室、學校特色活動空間，以

及因應多元教學模式與活動、學生主動學習、教師專業發展等的多元教學和學

習空間、教師專業發展社群教室、觀課教室等，亟待規劃設置。本文就此深入

分析，將學校第一現場所需的各類教室空間數量、大小、設備、規劃、配置，

以及選課、排課之策略，分就國中小、高中(各年級)舉例具體說明。尤其是，

芬蘭中小學新課綱的推展、華德福學校、德國和荷蘭耶拿實驗學校、美國澀谷

學校等，以人類事務法的課程組織型態，以及日本、韓國、中國高中以課程中

心，採跑班或走班的學科型教室營運的模式，這些經典的課程新發展與教育空

間規劃案例，應能提供教育主管機關、學校教育人員，規劃中小學教育空間因

應 108新課綱之參考。 

    總之，教育是百年樹人大業，校園建築與設施的開闢與使用，也是百年大

業，教育同仁和有志之士，應為孩子、為教育，戮力研究、積極開發、彼此分

享，教育空間的規劃、設置與發展，就有無限的可能，教育、教學、課程和學

習成效，也會有無限的可能!期待大家的努力! 

 

(本文得以完成感謝臺北市青發處廖文靜處長和政大博士生吳珮青小姐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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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平面媒體說明學習共同

體教室座位安排的變化 

主動學習教室使用情形之研究 

陳琦媛  

中國文化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 

 

壹、前言 

近幾年國內具教育熱忱的各級學校教師及教育行政機關積極推動創新教學

方法，例如翻轉教育、學思達、學習共同體、合作學習及創客教育等，希望能改

善傳統以教師講授為主的教學方式，透過教學方法的創新和多元化，鼓勵學生實

際參與於學習過程中，進而提升學生學習成效，達到讓學生學習能帶著走的能力。

各界所推動的創新教學方法雖各有不同的呈現方式，但於觀念上可歸納為以學習

者為中心的教學方法，在教學上重視個別學生的參與，及師生同儕間的互動交流，

而非僅在於教師單方面的傳輸。教學過程從著重教師講述，逐漸移轉為以學生互

動交流討論及師生問答的方式呈現。 

本研究者走訪觀摩各級學校創新教學方法的上課情形後，發現這些教學方法

多會於教學過程中減少教師講課的時間，透過提出待解決的問題或任務，讓學生

們相互討論取得解答，甚至鼓勵搶答加分。而且，為了便於學生進行討論互動，

採用此些創新教學方法的教師們多半會變化教室課桌椅的排列方式，因此整間教

室上課的氛圍和傳統教師中心講述式的課堂甚為不同。支持學習者中心教學法的

建構理論，認為學生知識的取得來自於實作及和他人互動討論的過程（king,1993；

Martinez, 2013；Thomas & Brown, 2011），學生的互動學習能力是不可忽略的關

鍵因素（黃永和，2015a）。再者，本研究者蒐集此波創新教學方法相關資料的

過程中，發現對於一般非教育學術人員提及學習

共同體等創新教學方法時，教室空間的改變似乎

最先吸引人們的注意。各類媒體在首次介紹此種

創新教學方法時，多會形容此種教學方法為將

一排排面對教師的座位方式改為「ㄇ」字形的

排列（詳圖 1），並能快速轉換為四人分組討論，

形成互動學習的教室氛圍，方便學生隨時互相

討論，進行小組學習（陳雅芃，2012；陳麗華，2011；黃郁倫，2011）。且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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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有大學教師為了順利實施翻轉教育，將學生從一般教室帶至有大方桌的

實驗教室以利小組討論的進行。雖然學生學習成效的提升並非僅因座椅排法方式

的改變，老師的課程教學及教材內容規劃與討論引導才是影響的重要因素，但心

中不禁思索教室空間配置的改變是否真有促進學生學習參與及互動交流的效果？

學生於學習過程中有更多良好參與及互動交流的機會，是否越能完整建構知識，

越有助於其學習成效的提升？這個問題在觀摩創新教學課堂的過程引起本研究

者的注意。 

在蒐集閱讀創新教學方法的相關文獻時，發現國內對於學習共同體、合作學

習及翻轉教育的研究甚為豐富，多位學者已發展出創新教學方法之具體實施策略

（田耐青等人，2015；黃永和，2015a；2015b；張新仁等人，2013；潘慧玲等人，

2014），且針對教師課程教學的規劃，學生討論能力的培養和革新教學心態的反

思多所著墨，唯針對教室空間配置對於促進學習者中心教學法之效果較少深入探

究。因此，本研究希望以國內外學者的研究結果及本研究者曾經進行的學校建築

研究經驗為基礎，以教室空間配置於支援學習者中心教學法之情形為題，設法解

決心中對於此種創新教學方法於空間變革上的好奇。 

教室空間設備為支援教學最大的教具，因此當教學的概念和方法從教師中心

移轉為以學習者為中心時，教學與學習的空間亦需從配合教師講授的行列式座位

配置，移轉為促進學生互助合作及主動學習的空間設計，並融入當前最新的教育

科技，形塑創新的教學與學習空間以支援教學方法的創新。為了瞭解教室空間的

創新變化，本研究者蒐集彙整國內外文獻時，發現國外的學校為了配合學習者中

心教學概念的推動，大大的改良了傳統教室僵化無法彈性變更的設計，置換成可

自由移動旋轉的桌椅及塗上白板漆可書寫的牆面，讓教室空間不僅能支援傳統講

授式教學法，亦能搭配學習者中心教學概念，自由變換桌椅配置成為不同形式的

討論空間配置（詳圖 2），鼓勵學生進行討論及互動交流。整體教室空間的變化

彈性隨之提升，可給予多元教學方法更好的支援和協助。 

    

圖 2 可移動旋轉桌椅於教室空間變換配置方式，及於牆面塗上白板漆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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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於傳統教室增加變化的彈性外，國外學校亦重新設計新式的教室，融入

最新教學科技，創設主動學習教室（Active learning classroom, ALCs）。這類主

動學習教室的配置，主要採用圓形或 D 形桌取代個人小桌，配置有滑輪的椅子

及高科技設備，鼓勵學生互動、參與及合作，方便進行小組整併及討論。主動學

習教室的態樣有多種形式，包括有 TEAL 教室（Technology Enhanced Active 

Learning）、TILE 教室（Transform、Interact、Learn、Engage）和 SCALE-UP 教

室（Student-Centered 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With Upside-Down Pedagogies）

等（詳圖 3），設計概念相似，皆是運用學習空間的配置和科技融入促進合作學

習，為多元展示的學習空間，教室各個牆面皆配置有投影螢幕和書寫平面，讓師

生從不同角度呈現教學資訊，方便進行小組合作學習，小組成員可利用所屬螢幕

進行作品展示、比較、合作編輯等學習活動。 

  

圖 3 主動學習教室的空間配置，左方為搭配 D 型桌，右方為搭配圓形桌 

且針對教室空間的變化國外已有多篇文章進行研究和討論，包括 Felix 和

Brown（2011）發展具六大指標之學習空間表現評估系統（Learning Space 

Performance Rating System）。對於不同學習空間配置對教學與學習影響的研究

發現教室設計不只應促進高品質的互動，若能設計可同時促進小團體工作、教室

討論和講授的教學方式會更好（Henshaw, Edwards & Bagley, 2011）。教室空間的

品質如溫度、空氣、聽覺、光線、家具美感、科技和視覺情形都和學生學習成果

有正相關（Choi,Guerin, Kim, Brigham 和 Bauer, 2013）。師生皆肯定可移動式桌椅

的使用結果（Harvey & Kenyon, 2013；Henshaw& Reubens, 2013），亦皆喜歡運用

配置有半圓形桌子的學習空間進行教學（Walczak& Wylen, 2013）。於融入高科技

的主動學習教室對教學及學習的影響方面，主動學習教室有助於促進師生互動及

關係，學生的概念瞭解提升、態度改善、有更高的出席率（Beichner et al, 2007；

Whiteside & Fitzgerald, 2007）。圓桌可創造合作的學習環境並允許學生快速且容

易的建立學習者的社群，教師的角色成為教練或促進者（Taylor, 2008；White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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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tzgerald, 2007）。彈性設計對於在教室中提供多樣化的社會動能具有潛在的

幫助，可以支持採用不同學習法的學生，並促進教師教學的反思(Gierdowski, 

2013)。學生在團體同儕間的社會互動是抓取概念和建構知識的關鍵角色（Dori & 

Belcher ,2005）。主動學習教室的空間像個催化劑，促使教師運用主動學習的教

學方法，鼓勵學生進行更多的教室討論合作及學生溝通（Taylor, 2008；Whiteside, 

Brooks, & Walker (2010）。由以上國外大學的相關研究結果可知創新設計的主動

學習教室確實對教學產生影響且具正向成效。 

相較於國外大動作的改革校園教學及學習空間，國內的作法比較偏向推動課

程教學上的革新，於教室空間上的變革，多以配合教學方式的創新而隨之改變教

室桌椅的空間配置，例如本研究者觀課的幾位老師將傳統行列式的座位安排，調

整為有助於小組討論的座位配置，包括小組式、馬蹄式、平行式和環狀式等（詳

圖 4）。除上述研究者所觀察到的空間配置轉變外，多位學者及教師的研究文章

或教師的部落格與經驗分享投影片中，亦依據學生的特質呈現了不同的桌椅配置

形態。且除桌椅配置的方式調整外，學生座位的安排亦皆配合教師教學策略而有

特定的規劃，例如讓學業成就較高和較弱的學生比鄰而坐，在每小組成員安排異

質或同質分組等。此外，亦有學校開始建置創新設計的教室，例如南湖國小、新

興國中及中崙高中的未來教室、板橋高中的創客教室、中正大學的 TEAL 教室及

中國醫藥大學的主動學習教室等。更多學校以現有教室為基礎，增設電子白板並

提供平板協助教學，或放置二手電腦於教室中鼓勵學生自主學習，可以感受到此

波教學空間創新的潮流正慢慢形成。 

   

圖 4 將傳統教室行列式桌椅配置，重新排列組合成促進小組討論的桌椅配置 

目前國內針對以學習者為中心教學法的教學空間研究不多，亦較少探究教室

空間配置對學習者中心教學法之師生行為和學習成效的影響，本研究希望瞭解主

動學習教室之使用效果，包括師生使用主動學習教室進行學習者中心教學法之情

形、學習成效及使用感想。學習者中心教學法認為知識的取得來自於實作及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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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互動討論的過程（king,1993；Martinez, 2013；Thomas & Brown, 2011），教學

不僅是教師對學生單向傳遞知識，更應創造機會讓學生在社會互動中透過相互討

論、彼此傾聽、交換意見而學習（楊巧玲，2006）。因此教師應多和學生互動，

傾聽學生的看法，增進學生同儕間的合作，設計任務讓學生在情境中藉由人際合

作、交流、訊息運用等意義建構過程獲得知識（Bonwell & Eison,1991）。為支

援上述學習者中心教學法，主動學習教室以圓桌及移動式座椅取代行列式課桌椅，

於所有牆面配置投影螢幕和書寫平面，提供充裕的電腦、網路、照明及插座等科

技設備，設法透過學習空間的重新配置及教學科技的融入讓教師能從不同角度呈

現教學資訊，方便學生進行小組討論，進而鼓勵學生互動、參與及合作（Attard et 

al, 2010；Daniel, 2005；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09；Oblinger, 2005；Unc 

Charlotte, n. d.）。基於上述學習者中心教學法之內涵及主動學習教室之設計理念，

本研究將透過教學觀察瞭解主動學習教室之空間設備能否支援教師採用多元教

學方法並促進學生互動交流，以及空間設備能否能輔助教師和學生想要進行之教

學與學習活動。進一步透過學習前與學習後測驗分析學生於主動學習教室學習後

專業知識之理解與進步情形，並運用訪談和問卷調查蒐集教師和學生使用主動學

習教室之感想。 

中正大學物理系於 2005 年與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合作，引進麻省理工學院的

TEAL 主動學習教室，至今已有十年之實施經驗，所有普通物理課程皆已採用

TEAL 教室進行教學，且教學方法著重鼓勵學生互動討論及主動學習之學習者中

心教學法。本研究以中正大學 TEAL 創意互動教室為研究對象，以一門於 TEAL

教室進行教學之普通物理課程進行研究，設法瞭解 TEAL 教室之空間設備支援教

師與學生進行教學與學習之情形、學習效果和使用感受。 

 

 

貳、文獻探討 

本節首先說明創新設計之主動學習教室的概念，並列舉國內外配合學習者中

心教學法所採用之創新教學與學習空間，再彙整學習空間配置對教學與學習影響

之相關研究，與主動學習教室之相關研究，然後從相關研究反思本文之研究設計，

作為發展本研究之基礎。 

一、主動學習教室之概念與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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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設計的主動學習教室（Active learning classroom, ALCs）係指於教室中

採用可自由旋轉及移動的桌椅取代傳統行列式桌椅配置，讓教師及學生可配合教

學方法自由變換座位排列方式。於教室四週牆面皆配置有投影螢幕及書寫牆面，

讓教師可自由於教室中移動，多元且清楚呈現教學內容，教室四週的書寫牆面亦

可作為學生分組討論及呈現學生作品之區域。再者，教室中融入最新教學科技，

例如教師講桌配置有豐富的電腦設備，可同時於不同牆面呈現不同的教材及教學

內容，亦可於呈現教材的同時，透過錄影機或實務投影機將現場實作及示範的情

形投影於四週牆面的大螢幕讓所有學生皆能清楚看見教師的教學情形。再者，每

組學生皆配置電腦、網路、PRS 系統等，或提供插座讓學生連上自身的筆記型電

腦等，讓學生可運用電腦及網路與外界資訊連結並進行討論及合作學習。 

    上述教室空間設備的創新設計主要是為了呼應學習者中心教學法強調學習

的社會性和情境性，設法於教學過程增進師生互動及討論，幫助學生接觸多元觀

點。為達到建構知識的良好情境，教師需設計與學生生活經驗有關的任務，讓學

生透過人際的互動交流及討論，嘗試探索及解決問題。因此學習空間得透過硬體

設備的配置鼓勵學生相互合作並參與學習活動，這樣的空間應能讓學習者看到彼

此並進行對話，共同於團體中工作，運用多元的方式進行互動，能將工作成果公

開呈現以教導他人或獲得回饋。除方便學習者與他人互動外，亦能與外在資訊互

動，支援學生進行討論、研究、探索及解決問題，甚至參與於模擬、虛擬實地考

察及角色扮演（陳衛東，2012；Attard et al, 2010；Daniel, 2005）。 

    國內外許多學校都設置了以合作學習為導向的主動學習教室（Active 

learning classroom, ALCs），例如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田納西大學及國內中正大

學的 TEAL 教室（Technology Enhanced Active Learning）、墨爾本大學的學習實

驗室（the learning lab at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美國愛荷華大學的 TILE

教室（Transform、Interact、Learn、Engage）、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的工程合作

教室（Engineering Collaborators）、田納西教學與學習中心搭配翻轉教學法之學

生中心主動學習教室（‘scale-up’ rooms）、印第安那大學的主動學習教室（Active 

learning classroom）、國內板橋高級中學的創客教室等。以下簡要介紹國內外主

動學習教室的範例。 

（一）TEAL 科技促進主動學習教室（Technology Enhanced Active Learning） 

麻省理工大學 TEAL 教室的設立，一開始是為了解決基礎物理課程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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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低落的問題，將原本以講述式教學法為主的教學方式，轉變為互動式的教學

與學習方法，以結合講述、問題解決和實驗實作的方式設計課程(Breslow, 2010)。

將課程調整為在二十分鐘的講授式教學後，便要求學生進行小組合作，運用白板

討論的方式解決問題並進行實驗給老師看，此種新教學模式的學習成效是舊教學

方法的兩倍( Dori et al, 2003；Tennessee Teaching and Learning Center, 2010)。

TEAL 教室即是支援此種教學模式而設立之教室，在 TEAL 教室中，學生被分配

置三人一組的團隊中合作解決問題並進行實驗。每組配置一部桌上型電腦，電腦

中安裝所需軟體但鎖住上網功能以避免學生收信和瀏覽不相關資訊。教室中配置

十三張圓桌，每張圓桌可容納九位學生，教師講桌位於教室中央而非前方以改變

傳統聽講式的教學習慣，教師電腦具有控制所有教室科技的功能。於教室四週配

置多個白板和投影螢幕以方便所有學生清楚閱讀投影片內容、視覺教材及教師示

範。室內柱子也安裝白板作為小組討論使用，並安裝一台可轉向任何一面白板牆

面的攝影機，只要學生按下裝置即可將他們於白板討論的成果呈現給全班同學

(Breslow, 2010)。有鑑於麻省理工學院的成功經驗，國內中正大學物理系教授帶

團至麻省理工學院觀摩，並請麻省理工學院工作團隊至臺灣協助建置 TEAL 教室。

目前中正大學有兩間 TEAL 教室，一間位於共同大樓，室內配置有 11 張大圓桌。

一間位於理學院物理館 502 教室，依據共同大樓 TEAL 教室的用後感想重新改良

設計而建成，室內配置有 13 張大圓桌。每張桌子配置有九張可滑動的椅子，分

成三種顏色，讓坐在同一顏色的三位同學分為一組，因此一張圓桌可以容納三個

小組。每張學生圓桌除有寬敞的工作空間外，亦配置有隱藏式的電源插座、麥克

風、電腦、PRS 學生即時反應裝置、置物櫃等，學生在使用上非常方便。教師的

桌子位於教室中央，除配置有多個螢幕以呈現不同內容，亦提供有攝影機，讓教

師直接示範動作，即時錄影上傳至螢幕讓同學觀看和瞭解。教師甚至可以將螢幕

操控裝置安裝於筆記型電腦中，用小推車搭配無線麥克風於整間教室任何地點進

行講課。兩間教室皆相連一個儲藏空間，可放置上課所需教具或作為教師休憩場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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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左為麻省理工學院 TEAL 教室，右為中正大學 TEAL 教室 

資料來源：Tennessee Teaching and Learning Center, 2010；研究者自行拍攝 

（二）TILE 教室（Transform、Interact、Learn、Engage） 

     愛荷華大學設有 TILE 教室，係指變換(Transform)、互動（Interact）、學習

（Learn）及參與（Engage）的教室。教室中，除每位學生皆可看到的教師專屬

大型螢幕外，於每張學生桌子旁皆配置一個學生區的展示螢幕，教師可控制大螢

幕和所有學生區螢幕。學生電腦皆可連至網路，每張桌子皆設有麥克風及其他支

援呈現資料和多媒體內容的設備（如 DVD、藍光機、實物投影機等）。教師的

講桌不再主導整間教室，整體空間家具配置是鼓勵和促進學生合作的，每張桌子

可以坐 8 個人，配置有可移動的椅子，提供充裕的學生工作平台（如白板、玻璃

白板或石板），可把學生筆電上的成果投射於任何一個位於桌子旁的大型螢幕，

桌子和書寫表面可以讓學生以小團體的方式進行學習和工作。這間教室結合主動

學習的教學方法，結合科技和教室設備，配合教師進行教學方法的轉換，因應不

同學科的需求，促進主動學習和學生合作，是方案學習或團隊本位學習的夢幻空

間（University of Iowa, 2011 ；Van Horne, et al, 2012）。 

  

圖 6 為愛荷華大學 TILE 教室的配置 

資料來源：Van Horne, et al, 2012 

（三）ALC 主動學習教室 

印第安那大學的主動學習教室（Active learning classroom），教室中設有多

張 D 形桌，每張桌子皆設置可從桌面翻上來的電腦及專屬螢幕，每個小組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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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六位同學，學生可將自己的筆電連結至每張桌子的螢幕，教師可以選擇學生筆

電內容呈現於牆面螢幕中，投影牆面可同時呈現所有學生團體的作品。每張桌子

也有麥克風，可以讓各小組發表成果（Bruff, 2015）。中國醫藥大學也設有主動

學習教室（Active Learning Classroom），教室可容納 64-72 位學生，8 位學生一

組，進行翻轉課堂教學及小組討論等教學方式。教室中配置有中控台(可控制教

室內教學設備、對全體組別廣播)、實物提示機、外接筆電、平板、手機等進行

教學。學生桌面亦配置有 55 吋液晶電視、桌電、無線手寫版、可移動式椅子。

教室內四周牆面以白板漆粉刷，學生可用白板筆直接於牆面上書寫。 

 

圖 7 左為印第安那大學的主動學習教室，右為中國醫藥大學主動學習教室 

資料來源：Bruff, 2015；中國醫藥大學（無日期）  

（四）學習實驗室（the learning lab） 

墨爾本大學的學習實驗室（the learning lab at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支

援團體式及合作式的教學與學習方法（Peter, 2008），可容納 40 人左右的班級，

設置有五個活動區域，每個區域配置一張旋轉桌提供小組工作使用，提供資訊科

技設備。每個活動區域可提供八位學生進行分組工作，可分成八位學生五組或四

位同學十組。每個區域皆配置有團體共用的電腦、筆電接點、實物投影機、大型

LCD 螢幕，這個大型螢幕可由中央控制，亦可由各小組使用，或由各小組將資

料呈現給其他小組使用。此空間可彈性進行重組，重視主動學習，更體認空間環

境可作為學習的中介，進而影響學習(湯志民，2013；Lippman, 2010)。此實驗室

支援多種不同教學與學習方式，希望透過新式教學空間的提供，鼓勵教師們嘗試

和發展出不同的教學方法，改變師生的互動方式，發展學生參與團體討論及使用

多樣新式科技呈現科學知識的能力（Peter, 2008）。這間教室另一特點在於學生可

順暢的使用電腦、線上資源和科技，設法將科技融入於課程中，例如在學生團隊

任務要求上網查詢相關資料、期刊和電子資源。學生團隊可透過電腦、實物投影

機或其他資源控制各區的大型螢幕，分享資源給他們的團隊成員。也可由中央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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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將資源分享於教室主要螢幕或各區螢幕中。學校建置有線上化學資源網，學生

可直接進入該網站使用相關資源進行學習。教室設備亦用於播放化學實驗注意事

項及課程簡介，並配置有個人回應系統，以瞭解學生學習情形。此間學習實驗室

雖具備豐富的科技設備，但強調使用的關鍵在於有效的學習經驗，活動必須聰明

的使用科技，而不是為了使用科技而用（Peter, 2008）。 

        

圖 8 為墨爾本大學舊的教室形態及改裝後的學習實驗室 

資料來源：Lippman, 2010；Peter, 2008 

上述主動學習教室雖各有特色，但於空間設備的配置上有一些共通點，包括

在教室中配置有六張以上的大型圓桌或橢圓桌以取代個人的小張桌子，每張桌子

配置有數張裝置有滑輪的椅子，以方便每張桌子容納可區分為一至三組三人以上

的小組，每張桌子亦配置有電腦或筆記型電腦插座。在教室中央設置一個教師基

地以供教師呈現特定資訊，於教室多個牆面配置有展示的螢幕和空間，並搭配投

射系統，作為各組同學討論呈現及教師展示的平台。教室中提供充裕的有線及無

線網路，供學生搜尋資料進行討論及學習。這樣的空間不同於以往講授式的教學

空間，改變了傳統教室設計以支持學生主動參與學習的教學方法。 

二、學習空間配置對教學與學習行為影響之相關研究 

關於學習空間配置對教學與學習行為影響之研究，以下簡要說明學習空間使

用與評鑑指標發展、不同教室空間配置使用情形分析、主動學習教室使用結果之

探討、主動學習教室之研究設計，以及從相關研究反思本文之研究設計。 

（一）學習空間使用與評鑑指標發展 

由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後期中等教育研究計畫中心（Indiana University Center 

for Postsecondary Research and Planning）和美國國家高等教育管理系統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Systems)所推動的學生參與全

國性調查（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簡稱 NSSE），為學習空間對

學生參與行為影響的重要研究之一。其紀錄學生於教室內外的學習時間，以及教

職員的哪些行為可促使學生參與於教育活動中。為針對美國和加拿大大學學生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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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習情形的研究機制，用以評估教育活動中有效的教學實務和學生參與情形。

研究結果提供給行政人員和教授評估其學生的參與情形。其研究以大學部一年級

和高年級的學生為對象，發展了十大項學生參與的指標（Student Engagement 

Indicators, EIs)，其中包含 47 個核心項目，可分為學術挑戰（academic challenge）、

同儕學習（learning with peers）、和教師相處的經驗（experiences with faculty）和

校園環境（campus environment）四大類主題，從 2000 年開始，已有超過 1,600

間大學和學院參與此研究，約有五百萬學生完成此研究（Strange & Banning, 

2015）。此外，Felix 和 Brown（2011）則鑑於學校機構缺乏標準以衡量學習空間

的好壞及使用情形，故發展一套學習空間表現評估系統（Learning Space 

Performance Rating System）作為評估學習空間使用情形的工具。其評估指標共

包含六大項，包括空間能否 1.促進活動，鼓勵參與者的互動和資訊交換。2.空間

中的工具、科技和家具應能協助想要進行的學習活動。3.環境品質和氛維是否良

好，如提供好的採光和空調等。4.教室空間是否能和校園其他環境呼應。5.教室

空間設計過程是否納入相關人員進行討論。6.對於空間使用是否給予支持，例如

進行使用者訓練等。 

（二）不同教室空間配置使用情形分析 

關於不同學習空間配置對教學與學習影響的研究包括有Henshaw, Edwards

和Bagley（2011）嘗試探討於中等規模的教室中使用可旋轉的椅子排成行列空間

促進同學互動的效果。因傳統行列式的教室空間並不鼓勵學生間面對面的互動，

也不鼓勵教師於教室中走動，更不便於進行不同學習活動的轉換。因此此研究運

用一間實驗室教室，這間教室使用可旋轉360度的桌椅以行列式排列，進行十堂

課程的教室觀察，嘗試瞭解這樣的設計是否能增進師生間的互動。其於學期前後

皆請教師填寫問卷，學期前問卷主要調查教師的教學背景、課程策略和先前在傳

統教室的上課經驗。課程後問卷詢問他們在實驗教室中的使用情形，包括是否運

用開放式問題，教室對學習的影響及對於教室的滿意度。學生的問卷內容則包括

學生對於此教室的滿意度，參與程度，對於教室社群的感受，以及整個學習環境

的優缺點等。除了師生問卷調查外，亦進行教室錄影，並將教室分為十個區域進

行行為紀錄，以蒐集師生於教室中的行為，師生互動的情形，以及教師變換教學

方式所需要的時間等等。研究結果顯示教室的設計不只應促進高品質的互動，若

其設計能促進小團體工作、教室討論和講授會更好。Harvey和Kenyon（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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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量化及橫斷研究法（cross-sectional research study）探討一間公立高中學生對

於五種不同的座位風格的感受。五種座位風格包括現代可移動式桌椅、附扶手桌

椅、固定於地板的桌椅、多角形桌椅搭配椅子、以及不規則四邊形的桌椅配上有

滑輪的椅子。此研究發展一份學生教室桌椅評估量表請學生填寫，內容包括舒適、

空間、學習參與和互動情形四個部分。研究結果顯示學生對於現代可移動式桌椅

及不規則四邊形的桌椅配上有滑輪的椅子這兩組給予較高的分數，傳統附扶手的

桌椅及固定於地板的桌椅給予最低的分數。Henshaw和Reubens（2013）探究可

移動式桌椅的使用效果，其請教師於學期前先完成一份問卷填寫其將採用的討論

式教學方式，於學期中置換成可移動式的桌椅，於學期末再請教師和學生填寫使

用感想。結果發現師生皆給予可移動式桌椅高度肯定。 

Walczak和Wylen（2013）設法比較三種不同教室的使用情形，這三種教室

分別配置四張半圓形桌椅、長桌，及配置彎曲形狀的桌子。請師生填寫量表以顯

示他們對於空間運用的感受和喜好，研究結果發現教師喜歡運用配置有半圓形桌

子的學習空間於所有教學方法。學生則喜歡運用半圓形的桌子於團體活動或講授

討論參半的教學法，但喜歡運用長桌於講授式教學法。Choi,Guerin, Kim, Brigham

和Bauer（2013）探討教室空間的品質和學生的學習成果及滿意度的關係。其蒐

集了631位學生的資料，並運用路徑分析模式進行分析，結果發現教室空間的品

質如溫度、空氣、聽覺、光線、家具美感、科技和視覺情形都和學生學習成果有

正相關。McArthur（2015）檢視教學的人際距離，亦即學習環境的空間配置對於

學生行為、情感及認知學習的影響。其以26門演說課程共234位大學生為研究對

象。由五位教授於三種學習環境中教授同一門課程，並進行學生性別、學習環境

和教師三大因素的變異數分析，以瞭解教師和學習空間的顯著交互作用。後設分

析結果顯示教學環境影響學生的學習成效，且此些影響亦受到教師行為而彼此獲

得平衡。這個結果建議將教師的教學人際距離列為探討教室空間成功與否的因素

之一。Hunley與Schaller (2009)評估教師、學生和空間之間的互動情形，以四間

從最傳統到最創新不同類型的教室，運用觀察法和照相研究蒐集資料，結果發現

學術參與因學習空間的舒適、開放、彈性和情緒吸引而被鼓勵，不好的空調、不

舒適的溫度、干擾、沒有互動的教學法全都不鼓勵學生參與。學生參與度最高的

教室是鼓勵人際互動且有支援科技的教室。相較起來，當學生在傳統講授式的教

室中，他們覺得承擔比較少參與的責任。有趣的是，如果學生一開始就在傳統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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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上課，他們可以接受傳統教室的樣子，但如果他們在創新教室上過課，則對於

傳統教室的評價便會降低，因此學生對於空間的評價和接受情形取決於他們先前

的經驗。對於創新教學方法感覺不舒適的教師傾向於改變創新空間，始得創新的

教室感覺就像傳統的講授式教室一樣。再者，雖然教師有意識到其他教學方法的

選擇，但他們仍然以他們自己的方式運用空間。校園文化、社會氣氛和環境壓力

皆會影響學習空間的有效性。學習空間可以鼓勵和限制行為，當環境被建構成樂

見師生互動時，且課程教材是高度參與性時，教師和學生會高度參與於其中。 

    除上述研究外，Fisher（2006）設法連結教學法和學校建築設計，提出創新

學校建築的設計應要設法將不同功能且分離的教學空間配置在彈性學習的環境

中，且該學習環境的配置需支援多元的教學方法，進而創造出傳遞、應用、創造、

溝通和決策所應搭配的五種不同空間配置。Lippman（2010）列舉出多樣執行空

間研究之相關方法，包括訪談（interview）、焦點團體(focus group)、認知地圖

（cognitive maps）、行為地圖(behavioral mapping)、行為時間採樣(time sampling)、

時間紀錄(time diaries)及觀察法等蒐集資料的方法。Amedeo, Golledge 和 Stimson

（2009）則建議針對沒有辦法進行明確比較的學校空間進行研究時，可運用配對

法及回應資料的聚集分析等統計方式進行比較，亦針對各類人於空間行為的相關

研究列舉多樣的研究與統計方法。 

表 1  

不同教學活動所搭配之空間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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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Fisher（2006） 

（三）主動學習教室使用結果探討 

針對強調學生合作學習和團隊工作的教室空間使用情形，已有若干研究探討

其對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的影響。Brooks（2012）進行一項準實驗研究方案調查

兩間不同的學習空間對師生行為的影響，其中一間為傳統教室，一間為科技促進

主動學習教室（TEAL教室），其運用時間系列數據（time-series data）的收集進

行教室觀察，探討教師行為、教室活動情形、學生參與於任務的行為，結果發現

兩間教室的師生行為明顯不同。Whiteside 與 Fitzgerald（2007）的研究結果發

現主動學習教室產生非常正向的師生回應，教師指出師生關係更為密切且深刻，

學生覺得和同學間更連結，皆肯定學習環境對合作計畫之正向效果。圓桌是主動

學習教室良好成效的主要關鍵。參與者指出圓桌可創造合作的學習環境並允許學

生快速且容易的建立學習者的社群，促使學生彼此相望因此改變了關係。教室中

家具擺設對小團體討論具有效益，各小組可於所屬圓桌進行討論，將答案書寫於

教室四週牆面的白板上，相較於傳統教室，學生很簡單就可以參與。實務投影機

和學生展示螢幕是最重要的裝置，玻璃白板能幫助學生和其團隊進行合作。

Beichner等人（2007）的研究結果顯示用此種教室和教學方法上課時，學生的概

念瞭解提升、態度改善、有更高的出席率，且女性學生、少數族群及預警學生失

敗率降低。麻省理工大學也設法瞭解TEAL教室方案的成效，結果發現學生在團

體同儕間的社會互動是抓取概念和建構知識的關鍵角色。學生運用此模式於瞭解

概念上有顯著的進步，更甚於傳統講授課堂，支持社會共同建構和合作學習模式

（Dori & Belcher ,2005）。Taylor（2008）檢視教室空間對於教師教學法的影響，

讓教授相同課程的兩位教室皆於主動教室上課。研究結果發現兩位教師皆採用主

動學習策略於課程中，即使其中一位教師並沒有意圖要改變他的教學方法，但卻

發現他自己因為空間的設計而採用新的教學法，空間就像個催化劑促使他運用主

動學習的教學方法，鼓勵學生進行更多的教室討論合作及學生溝通。因此，即使

是非傾向於主動學習教學法的教師也會被空間誘使而將創新教學方法融入於課

程中。Whiteside, Brooks, & Walker (2010)則是以一位教師同時運用不同教室進行

教學，一間是採用擴大模式的主動學習教室，另一間是傳統講授教室。結果發現

雖然教師採用相同的學習活動於兩個班級教室中，但教師在兩間教室的行為卻截

然不同。在傳統教室有更多的講述，在主動學習教室有更多的討論活動。但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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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發現，當教師不習慣採用新的教學方法時，即使在最創新的教學空間中，

其教學也會有講授式空間的感覺(Hunley & Schaller, 2009)。Gierdowski (2013) 的

研究結果發現彈性設計對於在教室中提供多樣化的社會動能具有潛在的幫助，可

以支持採用不同學習法的學生，並促進教師教學的反思。其研究結果強調在評估

學習空間的角色時，必須將空間、教學法和社會動能一起考慮。 

此外，有很多關於主動學習和彈性教室的研究發現教師感受到他和學生的關

係更平等更公正，教師的角色成為教練或促進者（Taylor, 2008）。有研究指出師

生間的權力動能可能被學習空間和所採用的教學方法所影響，有學生感受到在傳

統教室中比較少參與的責任，學生在他們有擁有權的空間中會有更深的參與，非

互動性的教學法會阻礙學術的參與。再者，教師本身的教學與學習觀，及其於人

生觀植根深入與否亦應納入考量。個人的教學方法和態度將影響創新教學空間的

使用。經驗和社會實作將受到很多變項所影響，包括不同年齡、種族、性別、能

力、課程、文化等，師生雙方皆是。也有研究者認為重要的是空間和教學法並非

相互獨佔的，重要的是對於現存和潛在的教學與學習模式的範圍更深入的瞭解，

以及用以支持他們的特定空間和建築狀態的瞭解。且需更深入瞭解學習空間和教

學法之間的關係，包括空間如何影響學習及教學（Boys,2011）。由以上國內外大

學的學習空間運用和相關研究結果顯示，空間對於教學會產生影響，很多研究證

實主動學習教室空間是有效的。 

三、主動學習教室之研究設計 

因本研究將以國內大學所採用之主動學習教室作為研究對象，為瞭解針對主

動學習教室之研究設計，本研究蒐集並彙整主動學習教室之相關研究設計方式，

以作為研究規劃之參考。歸納主動學習教室之研究設計方法大致可包括下列幾

種： 

（一）比較同一門課程於傳統教室和創新教室之教學與學習行為差異的研究設計 

Brooks（2012）的研究設法瞭解學生於傳統教室和創新教室的學習行為是否

有差異。以同一門課程由兩位老師分別於傳統教室及主動學習教室進行教學為研

究對象，自行設計一份能同時進行傳統和主動學習教室觀察的量表作為研究工具，

該量表共包含 32 個教室行為變項（如講課、團體活動、教室討論、師生問答、

學生報告等）、內容傳授模式、教學行為（如學生諮詢、位置）、學生投入學習行

為的程度、環境狀態（如溫度、吵雜程度、光線等）、班級事件等。課程觀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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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為隨機選擇且未事先告知，兩個班級皆觀察一半的課程時間。研究者於教室觀

察期間於另一間房間進行觀察以減少資料紀錄的誤差，每隔 5 分鐘進行一次觀察

數據的紀錄。紀錄時聚焦於四個面向：教室行為（教師講解、安排團體活動、學

生討論師生問答）、內容傳授模式（投影片教學、白板馬克筆）、教師行為（教師

位置是否位於講台、師生互動情形）和學生行為（將學生投入情形分為不同比例

進行紀錄），不同觀察者之資料於事後會進行觀察者紀錄之信度分析。 

Cotner 等人（2013）探討主動學習教室（ALCs）如何影響教師教學和學生

學習行為。以一位教授生物概論課程之教師為研究對象，請其分別於 ALC 教室

和傳統教室上課，上課時段安排於同個時段但不同天。兩個班級接採用相同的教

材、作業、考試和教學方法，設法讓讓教室空間成為兩個班級唯一不同的變項。

最後比較兩個班級課程前後分數的進步情形，以瞭解教室空間對學習之影響。 

Park 和 Choi（2014）探討 ALC 教室四個學期的教育成效，以於 ALC 教室

修讀教育概論與教育行政的學生為研究對象。為了減少教師教學能力的誤差，以

同一位教師於傳統教室採用相同教學方法（理論本位教學、團體討論和團體呈現）

先進行調查。請學生填寫包含 39 個問題之複選題問卷及簡答題。將 ALC 教室和

傳統教室的調查結果進行比較和分析。用描述統計描述書學生對於 ALC 教室和

傳統教室的感受差異，用MANOVA測驗分析不同背景學生認知之差異性（性別、

主修、學年、GPA、學術成就）。 

（二） 以創新教室教學作為實驗組，以傳統教室教學作為控制組之研究設計 

Dori 和 Belcher（2005）分析 TEAL 課程計畫對於學生社交、認知及情感的

影響，設法瞭解學生使用 TEAL 進行小團體研究之互動情形、評估參與 TEAL

專案學生學習電磁學之概念轉變情形、分析學生對於 TEAL 學習環境之態度及學

生對於採用多元教學方式之喜好情形。研究設計包括兩個實驗組和一個控制組。

一個實驗組使用 2001 年 176 位學生之秋季班課程，另一個實驗組使用 2003 年

514 位學生之春季班課程。控制組包含 2002 年 121 位學生使用傳統演講廳教室

及講述教學法之課程。控制組學生可自願進行前後測並提供薪資感謝。這三個團

體皆學習相同的單元，對於作業皆獲得回饋。實驗組大多透過網路上傳作業，控

制組以紙本繳交作業。作業由教學助理進行批改。實驗組練習分析和概念性題目，

控制組主要解決分析性問題。此研究結合量化與質化研究方法，透過觀察收集社

會互動相關資料。於學生認知部分的瞭解，採用 20 題包含選擇題及問答題的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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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進行前後測以瞭解學生於不同學術階段的轉變，評估學生於不同學習環境之學

習成果。於學生情感方面，則運用開放性的訪談和焦點團體調查，詢問學生對於

TEAL 教學方法的偏好，設法評估學生對於於 TEAL 學習環境學習的態度和他們

對於多元教學方法的喜好情形。 

Shieh(2012)設法瞭解學生從參加TEAL獲得什麼？教師從中有什麼獲益？

TEAL對於教師教學和教學信念的影響為何？以南台灣一所設有TEAL教室的高

中為研究對象，以三位由不同老師教授的三堂物理課程為研究對象。一堂為實驗

組，採用TEAL教室上課，採用講授、動手操作、示範、刺激、使用PRS的混合

上課方式。兩堂為控制組，採用傳統教室的講授方式上課。採用FCI問卷（包含

30題多元選擇題，用以測量學生對於牛頓定理的認知情形）和MBT（26題複選

題，測量物理相關數學能力）分別進行前後測，所有學生皆做。另蒐集四項量化

資料，包括「教室觀察」：使用一份八個項目的觀察量表，包含出席率、班級管

理、教師教學風格、師生互動、學生同儕互動情形、教師提問問題數、學生反應、

學生主動提問之問題數、班級整體氣氛。以上是所有班級皆觀察的項目，但在

TEAL教室多觀察PRS使用頻率、學生PRS回答問題正確率及小組間的討論情形

三個項目。「教師個別訪談」：每位教師訪談兩次，一次於學期前，一次於學期

後。第一次訪談時，教師被問題五大類共十四個開放問題，包括個人資料與經驗、

教學信念、教學策略、所教導學生之學術能力情形及對學生的期望、對於教學中

整合科技之態度。第二次的訪談包含三大類共十項開放問題，包括對於學生表現

的感受、對於使用TEAL的態度和對於課程的整體反應。每次訪談大約30分鐘到

一個小時。「學生團體訪談」：每個班級於學期末皆進行一次團體訪談，每個班

級隨機挑選六位學生。共訪談了五個問題，包括對於物理學習的態度、學習策略、

對於教學方法的偏好、對於班級互動的感受，和對於課程的整體回應。每位學生

輪流回答。每次訪談大約40分鐘。最後為研究者每次觀察之「研究者日誌」作為

輔助分析資料。 

Shieh、Chang 和 Liu（2011）探討 TEAL 對於整體學生學習、不同性別學生

及不同程度學生之影響情形。採用準實驗研究，以 2008 年在某大學所開設之四

門普通物理課程為對象，二門課程採用 TEAL 教室作為實驗組，其他二門採用傳

統教室的課程作為控制組。因為四門課程皆為不同的教師授課，皆採用相同課程

教材，並進行相同的期中期末測驗題目。採用以下資料蒐集方式，包括「前後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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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FCI 問卷和電磁學題目作為測驗試題。「調查」：所有學生的自我評量，於學

期末蒐集他們的學習經驗。採用五等量表，題目包括教學過程、學習偏好、性別

檢測和人數統計等。「教室觀察」：於同一學期同時進行傳統教室和 TEAL 教室

的觀察，以蒐集互動、教室動態活動等資料，觀察項目包括學生課堂出席情形、

對於講課的注意力、對於課程活動的參與、學生提問問題數、教師呈現的 PRS

問題數。「學生焦點團體訪談」：於第二學期末進行學生對於其學習經驗的整體

回應。運用半結構性問題引導學生回應，五類問題包括學生對於課程內容、教師

教學風格、教學技巧、PRS 的使用、學習環境及課程網站的認知。同時收集學生

對於改善他們未來學習的自我反思資料，學生的性別、學習成就（高、中、低）

背景皆列入抽樣考量，每場晤談大約 40-60 分鐘。 

（三） 瞭解單一位教師於主動學習教室授課情形之調查研究 

Gierdowski（2013）以一門於創新教室上課之作文課程進行人種誌研究，以

2011-2012學年春季班的英語寫作課程之教師、教學助理和學生為樣本進行研究。

直接參與於課程中進行觀察，並輔以教師、教學助理及樣本學生之訪談，以進行

觀察資料之三角檢證。 

Langley 和 Guzey（2014） 檢視一位於研究型大學中以 ALC 教室進行生物

概論課程教學教師之信念、經驗和實務。採用實證研究方法調查實際生活脈絡中

的暫時現象。包括「訪談」：進行兩個小時半結構性的訪談，於學期前先進行一

次學期前訪談，瞭解此位教師的教育背景、教學經驗，對於教學和學生學習的信

念。學期中再進行一次訪談，瞭解其於 ALC 教室中的教學作法和教學計畫。「教

室觀察」，於學期中進行四次教室觀察。 

Chen（2015）探討教育空間對於學生學習產生之影響，以一門40位大四心理

系學生修讀之心理學課程為研究對象，課堂中有28位學生參與於研究中。教師於

課程前和課程後採用AOT（Actively open-minded thinking）線上問卷進行調查，

問卷內容包括多個類別題目，包括彈性思考、對於想法的開放、對於價值的開放、

絕對主義、武斷、絕對思考、提供一項對於開放想法思考的測量。 

（四）以多門課程為研究樣本探討主動學習教室之授課情形 

Whiteside（2014）探討正式和非正式學習環境形塑教學與學習實務，及學生

學習成果的程度，研究問題包括：1.正式學習空間和學生學習成果之間的關係。

2.學習空間類型和教師所採用之教學與學習活動的關係。3.學生於何地、何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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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完成他們的作業。其以三間主動學習教室之三位教師的教學情形進行觀察，

研究過程中課程前後皆進行教師訪談、學生焦點團體訪談和使用自行設計之觀察

量表進行15次教學觀察。研究團隊每兩週進行一次討論，針對大量的研究資料和

發現的課程與教學問題進行溝通。隨後增加採用學生作業日誌及學生照片研究等

創新研究方法以提供研究過程之佐證。學生作業日誌提供對於學生完成其課程作

業環境之個別化及學習的特定細節，包括開放食物和飲料、使用科技和多媒體、

噪音程度、一起工作和聚集於身邊的人數等。照片研究可提供學生使用正式和非

正式學習空間之豐富的視覺瞭解。 

Saul（2000）瞭解 SCALE-UP 方案學生對於創新教室的反應。以參加此方

案之物理課程為研究對象，使用「教室觀察」瞭解學生團體討論互動情形、學生

討論的深入和認真程度為何，教室討論、學生互動及師生互動的品質。每間教室

皆進行錄音以作為後續分析。教師持續撰寫教師日誌紀錄學生的互動情形，他們

也紀錄學生問的問題以評估學生的瞭解情形。學校其他相關成員擔任安靜的觀察

員，並紀錄一些他們認為特殊的行為，例如花費多少及學生對於活動的反應等。

不只傾聽學生如何陳述課程教材，而是找出學生並瞭解他們的想法。「診斷測驗」

進行前測瞭解學生技能、知識、對於課程的信念。進行後測瞭解學生一整學期的

進步情形。並將前後測結果和全國常模及傳統教室結果進行比較。「系所課程評

鑑」資料亦納入考量。「學生個人工作檔案」包括學生小考、研究室報告、作業

等影本，白板上的討論結果通常用相機紀錄下來。用以瞭解學生運用他們對於教

材瞭解之情形，以及他們解決問題的技巧。對於學生錯誤知識的注意也是很重要

的。「學生訪談」採用 3-4 位學生的團體訪談及個別訪談，學期中進行多場團體

訪談，個別訪談則運用於特定的議題如問題解決技巧等。 

Metzger（2015）探討ALC教室中進行協同教學的情形和結果，以兩門採用

新型教室上課之學生為研究對象，運用線上課程管理平台蒐集資料，請學生自願

提供對於合作教學模式的回饋，學生被要求針對「有多少教師同時在教室幫助我

學習」進行五等量表之量化評分，質化資料則詢問學生多位教師同時再一間教室

對於你的學習幫助性如何？上述問題放於學生的小考中請學生回答。 

Gebre、Saroyan 和 Aulls（2015）檢視教授對於在主動學習教室進行有效教

學的概念，探討科技使用和有效教學概念的關聯性。以 13 位於 2011 年使用主動

學習教室的教師為研究對象進行教師訪談，於 13 週的課程中的第三和第十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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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訪談，教師訪談問題聚焦於對學生期望的學習結果、他們的教學策略、他們認

為電腦於其教學的角色、電腦對於教學目標實現的角色及他們應用電腦的方式等。

學生訪談聚焦於和傳統教室比較起來，ALC 教室的學習有更好嗎？還是一樣或

更糟、教授如何於教學中使用電腦以及於特定課程的學習中如何使用電腦進行學

習。 

Baepler 和 Walker（2014）設法瞭解創新教室中學生學習時結盟之情形，其

採用大規模的學生和教師調查、訪談及教師與學生之焦點團體訪談進行調查。

Ge 等人（2013）調查 ALC 教室對於學生學習和教學的影響，他們對於科技提供

的感受、他們對於科技用於形塑合作學習之經驗。亦瞭解教師的教學行為與教學

使用科技之決策。以五門課程 92 位學生和五位不同學科教授為研究對象，其中

四位教授接受訪談。每門課程被視為單獨的個案，透過教室觀察（於學期中不同

時期進行，聚焦於教師的教學方法、課堂活動、ALC 科技使用、師生和學生同

儕間的互動）、訪談、和調查（於課程前後進行，請學生填寫他們的內在動機、

問題解決自信、和其學科相關之問題解決技巧的感受）蒐集資料。 

四、從相關研究反思本文之研究設計 

為規劃本研究方向與內容，本文統整關於主動學習教室之相關研究如表 3，

進行比較進而找出本研究較適切之研究設計。於研究對象方面，參考創新教學空

間相關研究，通常是以當前最新的學校建築空間設備作為研究對象，或是變換傳

統教室空間設備，設法瞭解新式的作法是否有助於提升教學與學習行為，因此本

研究將以新設計之主動學習教室作為研究對象。因國外對於主動學習教室之研究

設計分為兩大類，一類係比較傳統教室與主動學習教室中之教學與學習經驗，另

一類為單就主動學習教室之教學與學習行為進行研究，本研究徵詢中正大學負責

人員，瞭解到目前中正大學使用創意互動教室之課程分為普通物理課程以及部分

人文社會科學課程，普通物理課程已全數採用創意互動教室上課，而人文社會科

學課程每學期開課情形不一，難以找到同時採用傳統教室與創意互動教室上課之

課程，故將僅以創意互動教室之課程作為研究對象，並以有別於傳統教室單純講

述式教學法為基礎，設法證明主動學習教室教師教學方法較為多元，不同教學方

法轉換流暢，學生有更多時間參與於學習過程，進行互動討論和應用交流，以證

明創新設計的空間設備有助於教學與學習行為的改變，進而促進有效學習。 

於研究方法方面，表 3 顯示彙整分析國外相關研究所採用之研究方法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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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有關創新空間的研究較多採用教室觀察、教師訪談、學生訪談、問卷調查及

前後測的研究方法蒐集所需資料。考量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瞭解主動學習教室中

之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行為、學習成效及師生感受，故將以最多研究使用之教室

觀察、教師訪談、學生訪談、問卷調查及前後測作為研究方法，並輔以教學與學

習情形之照相紀錄作為佐證資料，最後將所蒐集到的資料進行三角檢證，以確認

研究結果之正確性。至於研究資料蒐集重點將參考 Dori 和 Belcher（2005）將研

究聚焦於社交、認知與情感三方面影響的研究設計，將本研究之研究重點聚焦於

教師和學生使用主動學習教室之教學與學習行為、學生於主動學習教室上課之學

習效果，以及教師與學生使用主動學習教室之感受三大面向，並以此作為資料蒐

集的重點方向。 

於教師與學生使用主動學習教室之教學與學習行為方面，主要運用教室觀察

蒐集教師教學模式、學生學習行為及師生互動情形之資料，另因主動學習教室將

科技融入為其特色之一，一些研究會特別於主動學習教室觀察時增添科技運用的

觀察，如 Shieh(2012)的研究設計，故本研究尚加入教師和學生使用教室科技設

備之方式和頻率的調查。彙整相關研究於教室觀察列入之項目，大致包括有教室

行為變項（如教師講課、團體活動、教室討論、師生問答、學生報告、教師提問

問題數、教師呈現的 PRS 問題數等）、內容傳授模式（投影片教學、白板馬克

筆等）、教師行為（教師位置、師生互動情形、學生諮詢等）、學生行為（學生

反應、學生主動提問之問題數、對於講課的注意力、對於課程活動的參與、學生

投入學習行為的程度、學生同儕互動情形、學生討論的深入和認真程度為何等）、

環境狀態（如溫度、吵雜程度、光線等）、班級事件、學生出席情形、班級管理、

教師教學風格、班級整體氣氛。參考上述相關研究所使用之觀察項目，本研究之

研究目的主要在瞭解使用主動學習教室之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行為，故將教室觀

察重點聚焦於教師之教學行為與學生學習行為兩大面向，先前研究所使用的觀察

點是將教師教學行為和學生學習行為分開觀察，但本研究認為教師教學行為為引

導學生學習行為之主因，學生的學習行為係針對教師教學行為之反應，故兩者應

同時觀察，並有對應關係，故所設計之教學觀察項目將以教師教學行為和學生學

習行為兩者相互對應的關係設置，以瞭解教師於主動學習教室之教學行為如何引

導學生進行學習。教學行為則包括講授示範（僅口頭、搭配投影片、搭配數位教

材、運用攝影投影設備或使用白板）、提問及即時評量（用口頭提問或用 P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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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安排討論活動（請學生於圓桌前討論或至白板前討論）、安排學生發表

（請學生於座位、白板前或教師講桌前發表）、個別指導（針對小組或個別學生

進行指導）。以上教師所採用之教學方法所對應之學生學習行為則包括聽講（看

老師、看大螢幕、看圓桌前的電腦螢幕、未注意）、回答問題（口頭回答或運用

PRS 回答）、討論實作（使用圓桌上的電腦、使用白板或使用講義）、呈現討論

成果（使用桌上電腦、或白板或大型螢幕呈現）、師生互動（當教師進行小組或

個別指導時，和老師進行互動），因學生有時未必依照教師教學要求進行學習，

故增列其他一項（如獨自作業及交談）等，以方便進行紀錄。至於觀察時間，則

參考 Brooks（2012）的研究設計，每隔 5 分鐘進行一次觀察數據的紀錄，不同

觀察者之資料於事後會進行觀察者紀錄之信度分析。於紀錄教師教學行為與學生

學習行為的同時，亦同時紀錄教師與學生之位置動線，學生行為將以不同學生給

予不同代號，分別紀錄不同學生之學習行為。 

於學生於主動學習教室上課之學習效果方面，將參考 Cotner 等人(2013）、

Dori 和 Belcher（2005）、Saul（2000）及 Shieh、Chang 和 Liu（2011）採用前

後測的方式蒐集資料，經和中正大學聯繫結果，物理系原先已設計有前後測之測

驗試題，故將以其前後測題目及測驗結果作為本研究瞭解學生學習結果於認知方

面轉變的依據。至於學生因學習過程中人際互動而產生之情意方面的學習結果，

則透過訪談時一併加以瞭解。於教師與學生使用主動學習教室之感受方面，將參

考 Cockrum（2013）、Dori 和 Belcher（2005）、Ge(2013)、 Gebre、Saroyan 和

Aulls（2015）、Langley&Guzey（2014）、Shieh(2012)、 Shieh、Chang 和 Liu

（2011）及 Whiteside（2014）之方法，透過教師訪談和學生訪談蒐集教師和學

生於主動學習教室進行教學與學習之感受。本研究將參考相關研究對於教師與學

生的訪談題目，於教師訪談題目方面將包括教師教育背景、教學經驗、教學信念、

教學策略、所教導學生之學術能力情形、對學生的期望、對於教學中整合科技之

態度、電腦於教學中的角色、對於學生表現的感受、應用電腦的方式、對於使用

TEAL 的態度和對於課程的整體反應。於學生訪談題目方面將包括學生對於教學

方法的偏好，學生對於 TEAL 學習環境學習的態度、對於課程學習的態度、學習

策略、對於班級互動的感受、對於課程的整體回應、對於創新教室的感受、運用

電腦進行學習之想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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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實地觀察法、訪談法、問卷調查及前後測蒐集所需資料，以下分

別說明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研究架構和研究方法與工具。 

一、研究對象 

為瞭解主動學習教室中教師與學生的教學與學習行為、學習效果與使用感想，

本研究以中正大學 TEAL（Technology-Enabled Active Learning Classroom）創意

互動教室為研究對象。以中正大學 TEAL 教室為研究對象的主要原因，在於中正

大學物理系於 2005 年已與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物理系進行合作計畫，將麻省

理工學院辦理 TEAL（Technology Enhanced Active Learning）主動學習教室的成

功經驗引進國內，於中正大學校內建置 2 間 TEAL 創意互動教室，設法透過科技

促進學生主動學習，鼓勵學生參與課程活動並進行有效學習。雖其英文翻譯應為

「科技促進主動學習教室」，但中正大學採用「創意互動教室」作為其專有名稱。 

目前所有普通物理課程皆已於 TEAL 創新教室上課，且物理系教授已有多年

於創新教室上課的經驗，依據本研究者於 2015 年 10 月中旬的參訪經驗，發現物

理系教授和學生們已習慣於此種創新教室上課，並發展出多元教學與互動學習方

式，採用重視學生參與之學習者中心的教學模式，為研究創新教室空間之教學與

學習情形之良好樣本。下方為中正大學 TEAL 教室的空間配置圖，依照麻省理工

學院的教室版本設置，並參考國內之使用經驗及國內教師使用需求予以改良，室

內配置有 13 張大圓桌。本研究以引進並多年使用 TEAL 創意互動教室之物理系

主持教授所開設之大一物理課程為研究對象，修課人數為 48 人（原為 49 人，於

學期中有一名學生休學）。 

 

圖 9 中正大學 TEAL 教室之 3D 平面圖 

所觀察之 TEAL 教室相連有一個儲藏空間，可放置上課所需教具或作為教師

休憩場所。教室中配置有十三張圓桌，每張圓桌配置有九張可滑動的椅子，分成

三種顏色，讓坐在同一顏色的三位同學分為一組，因此一張圓桌可以容納三個小

125



組。各組同學的安排，是由校方在學生不知情的情況，依平均成績而分配，每組

皆有一位平均分數較高的同學，被安排坐在中間的位子，擔任 mentor 的角色，

協助兩旁程度中等及程度較弱的同學。每張桌子除有寬敞的工作空間外，亦配置

有隱藏式的電源插座、麥克風、電腦、PRS 學生即時反應裝置、置物櫃等。教師

的桌子位於教室中央，除配置有多個螢幕以呈現不同內容，亦提供有攝影機，讓

教師直接示範動作，即時錄影上傳至螢幕讓同學觀看和瞭解。教師甚至可以將螢

幕操控裝置安裝於筆記型電腦中，用小推車放置筆記型電腦搭配無線麥克風於整

間教室任何地點進行講課。上述主動學習教室的創新空間和設備預期能支援之教

師教學行為和學生學習行為如表 2。 

 

表 2 主動學習教室空間設備支援之教學與學習行為 

創新空間設備 教學行為 使用方式 對應之學習行為 

教師講桌電腦 

錄影投影裝置 

學生桌上電腦 

四週大型螢幕 

講述知識 

示範實作 

教師講桌由兩張長桌組成，一

張桌面安裝有三台電腦螢幕和

電腦操控面板，讓教師可透過

不同電腦分別於大螢幕同時呈

現講義、投影片和 PRS結果。 

 

另一張桌面提供錄影機及教

具，讓教師可以透過錄影設備

將實作示範情形投影於教室四

週大型螢幕，並同時呈現教材

講義內容，讓所有同學皆能一

目了然講解與示範情形。 

 

學生可透過教室四週牆面之

大型螢幕及桌上型電腦螢幕

同時清楚看到教師上課講

義、投影片和實作示範情

形。教室各個角落皆可清楚

看到教師呈現之教材，學生

可以舒適的姿勢聽講，不需

所有學生皆面向黑板和教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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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空間設備 教學行為 使用方式 對應之學習行為 

教師 PRS系統 

學生 PRS裝置 

師生問答 

即時評量 

教師可運用講桌電腦中之 PRS

系統提問，於大型螢幕及學生

電腦同時呈現講義和問題。每

位學生皆提供對應學號之 PRS

回應裝置，可於座位上即時回

應教師提問之問題。 

 

學生運用 PRS回應裝置回答

教師提問，每位同學皆需回

答，回答結果立即呈現於電

腦螢幕中，教師可瞭解全體

學生及個別學生之學習情

形。

 

學生討論圓桌 

學生桌上電腦 

可移動式座椅 

四週白板牆面 

分組討論 

個別指導 

教室座位安排為每九位同學共

同使用一張圓桌，每三位不同

程度同學為一組，每組同學配

置一部桌上型電腦，且分配一

個白板牆面。教師講述完一個

單元概念後，可提出討論問題

或實作議題，讓學生於電腦前

或白板前進行討論交流及合

作。 

 

學生可運用各組配置之電腦

參閱教師講義和投影片、搜

尋所需資訊及進行工作，圓

桌方便學生進行團體作業，

移動式座椅可配合學生移動

至不同位置進行討論。 

 

學生亦可至各組分配之白板

前進行討論和腦力激盪。教

師可至各組瞭解學習情形並

適時給予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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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空間設備 教學行為 使用方式 對應之學習行為 

學生桌上電腦 

四週大型螢幕 

四週白板牆面 

 

教師講評 

學生發表 

 

教師可選擇任一白板牆面講評

學生之討論結果，並將白板內

容投影於教室四週大型螢幕。

教師亦可將學生於電腦之實作

成果呈現於四週大型螢幕，讓

同學發表實作成果。

 

學生可清楚從四週大型螢幕

看到教師至不同白板牆面講

評學生討論結果，亦可透過

電腦、白板及大型螢幕的投

影，呈現各組討論成果。 

 

 

二、研究架構 

本計畫旨在瞭解主動學習教室之使用效果，包括創新設計之空間設備支援學

習者中心教學與學習行為之情形、學生之學習效果以及師生之使用感受。為達上

述研究目的，本研究將運用教室觀察探究教室空間設備支援多元教學方法與互動

學習之情形，並透過前後測蒐集學生學習成果及訪談師生使用主動學習教室之感

受，以瞭解於主動學習教室進行教學與學習之效果。 

主動學習教室和傳統教室最大的差別在於其於教室中採用不同的桌椅白板

配置並融入教學科技。於變化桌椅白板配置方面，改用討論圓桌及移動座椅取代

行列式桌椅，並於教室四週配置白板牆面；於提供教學科技設備方面，提供教師

講桌電腦、攝影投影設備及 PRS 裝置，於教室四週牆面配置大型投影螢幕，於

學生桌面配置桌上型電腦。上述主動學習教室之空間設備可支援講解示範、提問

評量、小組討論合作、學生成果發表及個別指導等教學行為，幫助教師流暢變換

教學方式，不囿限於講述式教學，讓教學方法多元化並提供學生互動參與及實作

機會。學生亦可運用教室空間設備發展不同教學方法對應之學習行為，如聽講、

回應、同儕合作討論、呈現成果、和教師討論等，學生學習行為不僅止於接受教

師傳遞的資訊，其參與學習的時間增加、和教師及同儕互動之機會增加。當教室

空間設備能支援甚至促進教師採用多元教學方法，增加學生參與學習及互動的機

會與時間時，則更能從傳統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法移轉至學習者中心之教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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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上述研究概念繪製本研究之架構圖如下。 

 

 

 

 

 

 

 

 

 

 

 

 

 

 

圖 10 研究架構圖 

 

三、研究方法與工具 

    本研究為瞭解教師與學生於主動學習教室之教學與學習行為、學習效果及使

用感受，以觀察法、前後測、訪談和問卷調查作為研究方法。觀察法用以蒐集師

生使用主動學習教室進行教學之方式及情形，前後測用以瞭解學生於主動學習教

室上課之學習效果，訪談和問卷調查用以蒐集師生對於使用主動學習教室之感受。

以下分別說明之： 

（一）教室觀察 

要確切瞭解教師和學生使用主動學習教室進行教學與學習之方式及互動情

形，親自參與於課程中進行實地觀察是蒐集第一手現場資料較直接的方法，實地

教室觀察也是很多進行教學空間研究者採用的研究方法。依據文獻探討結果與研

究設計方向，將教室觀察重點聚焦於師生使用主動學習教室之教學與學習行為，

觀察過程中，先確認教師所採用之教學方法，然後觀察學生因應教師教學方法而

產生之學習行為，以及教師與學生如何使用空間設備進行教學與學習。以下羅列

學生學習成效 

師生使用感想 

變化桌椅白板配置 

四週牆

面配置

白板 

移

動

座

討

論

圓

提供教學科技設備 

教師電

腦/錄影

設備 

四週牆面

配置投影

螢幕 

PR

S

系

學

生

電

講解示

範 

 

即時評

量 

 

安排討論實

作 

 

安排學生發

表 

 

個別指

導 

 

教師教學行

為 

 

學生學習行

創新教室

設計 

使用效果評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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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項目與本研究所使用之教師教學行為與學生學習行為觀察表。 

1. 教師教學行為： 

依據主動學習教室空間設備支援之教學方法，初步羅列教師教學行為如下，

設法將教師使用電腦科技的行為融入於各項教學方法中： 

（1） 講述知識與實作示範：包括口頭講授、投影片講授、運用數位教材講 

解、使用白板講解、輔以攝影機投射到大螢幕進行示範等。 

（2） 提問與即時評量：包括口頭提問、運用 PRS 提問等。 

（3） 安排討論活動與實驗操作：請學生於座位圓桌前進行討論與實驗操作、

請學生至各組所屬白板前討論等。 

（4） 個別指導：教師於各組討論時至各組瞭解討論情形並適時給予指導、

對於個別學生給予指導等。 

表 3 教師教學行為觀察表 

 

2. 學生學習行為： 

依據上述教師所採用之教學方法，學生因應不同教學方式所回應之學習行為

則包括： 

（1） 學生聽講：看老師、看大螢幕、看圓桌前的電腦螢幕、未注意。 

（2） 回應教師提問：口頭回答或運用 PRS 回答 

（3） 小組討論實作與實驗操作：使用圓桌上的電腦、使用白板或使用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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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討論等。 

（4） 學生呈現成果：使用桌上電腦投影於大型螢幕呈現成果、於白板前說

明討論成果等 

（5） 與教師互動：和小組成員一起與教師討論、個別與教師互動討論等。 

（6） 其他：如獨立作業，非討論時間之同儕交談等。 

於一學期十八週的課程中，抽樣八週課程進行教室觀察，該課程安排於每週

四下午 4：30-6：30。預定進行教室觀察之時間為 106年 9月 21日、9月 28日、

10月 5日、10月 26日、11月 23日、11月 30日、12月 14日和 12月 21日，

此八次課程兼具一般課程與實驗課程，能充分了解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情形。觀

察時間的規劃參考 Brooks（2012）的研究設計，每隔 5 分鐘進行一次觀察數據

的紀錄，每堂課程取得 10 筆紀錄資料，加上教師下課休息時間的繼續授課及兩

節課程後之超授時間，每週觀察兩節課程大約可得 20 至 25 筆數據，紀錄結果

進行統計以取得各項教學與學習行為之頻率百分比。此門課程修課學生共有 49

名，學期中一位學生休學，故僅剩 48 名。每位學生依序編碼，俾利分別紀錄每

位學生之學習行為與學習情形。中正大學 TEAL 物理課程進行時已將學生依入學

成績分組，每組包括程度低、中、高三位，每張圓桌原則上安排三組共 9 位學生。

所觀察班級共分為 18 組，其中有 6 組由兩位同學組成，12 組由 3 位同學組成。 

表 4 學生學習行為觀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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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清楚紀錄教師與學生之上課行為，本研究共聘請 3 位助理與本研究者一同

進行教室觀察，由本研究者負責觀察與紀錄教師教學行為，3 位助理各負責觀察

與紀錄 2-3 桌之學生學習行為。於紀錄教師教學行為與學生學習行為的同時，亦

同時紀錄教師與學生之位置動線，並將觀察過程中的重要事件照相，作為未來佐

證之參考。以下左方照片為兩位助理之觀察與紀錄情形，第三位助理位置安排於

教室的另一頭。右方照片為進行觀察時使用之動線平面圖與觀察紀錄表。 

  

圖 11 本研究設計之教室觀察工具使用範例 

於研究開始前，本研究者和助理先至TEAL教室勘查教室空間與設備之配置，

將每張桌子、投影螢幕、白板、學生座位的位置繪製成教室平面圖，作為未來教

師與學生動線紀錄之基礎。下方即為本研究所使用之教師與學生動線之教室平面

紀錄圖。從平面圖可看出，這間教室的四週牆面皆設置有大型螢幕，中正大學將

大型螢幕區分為標示為白色及紅色的螢幕，以方便教師於白板書寫時切換至要投

影的螢幕（若教師至白板書寫時，將白板書寫內容投影至白色螢幕，則教室所有

白色螢幕皆會顯示白板書寫內容，紅色螢幕則停留為原投影之內容），下方為切

換紐之照片。標示有數字之牆面為白板，四週牆面沒有建置大型螢幕的牆面皆建

置有白板，並每組分配一塊白板，作為小組討論與呈現結果之處。於白板上方有

標示號碼，以方便學生和教師做區別。 

              

132



圖 12 大型螢幕投影內容切換按鈕 

另外，教室中間灰色地區為教師講桌，整間教室共設置有 13張圓桌，圓桌

旁藍色圓圈為每位學生的座位，因學生採固定座位，為了方便進行紀錄，本研究

讓坐在黃色椅子上的小組，編號為 Y，三位組員分別為 Y1、Y2和 Y3；坐在紅色

椅子上的小組，編號為 R，三位組員分別為 R1、R2和 R3；坐在藍色椅子上的小

組，編號為 B，三位組員分別為 B1、B2和 B3。為區別不同圓桌之組員，坐在 3

號桌黃色椅子的第二位組員編碼為 3Y2，其他學生之編號依此類推。每位學生皆

僅以其編號進行觀察紀錄，編號和其學號配對（而非以姓名），如此取得前後測

成績時便可比對學生之學習行為，並同時顧及學生隱私。 

 

圖 13 教師與學生行為動線紀錄之教室平面圖 

因修課學生共 48位學生，故僅使用 3號桌至 10號桌，其餘外圍的圓桌沒有

使用，每張圓桌原則上坐三組 9位同學，但因班上人數不多，故有些組別僅 2

位同學，有些圓桌僅坐兩組同學。動線紀錄與行為觀察同步進行，每五分鐘繪製

一張動線圖。學生動線圖與行為紀錄由三位助理負責，最後由一位助理負責統籌

成一份學生動線圖，教師則由本研究者進行紀錄與繪製。每次觀察的教師與學生

動線圖完成後，由助理統整所有動線成為每次觀察之動線紀錄。 

（二）訪談 

1.教師訪談 

本研究訪談授課教師以蒐集教師對於使用主動學習教室進行教學之感想、教

師如何配合此種教室空間採用不同的教學方法與策略，以及教師如何建立鼓勵學

生互動交流的機制等資訊。訪談問題包括瞭解教師個人背景資料與經驗、教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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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課程設計、教學方法與策略、如何鼓勵學生參與學習、教學中運用科技之態

度與方法、對於本身教學方法與策略之反思，及使用主動學習教室之感想，對於

主動學習教室所提供之各類空間設備便利性與實用性之感想等。訪談結果繕打成

逐字稿並進行分析。 

2.學生訪談 

為瞭解學生對於主動學習教室空間配置的使用感想，以及於學習過程中透過

互動討論之學習成果，本研究抽樣 10 位學生進行訪談。分別包括高、中、低程

度之學生與學習過程中活躍與安靜之學生，以取得學生之想法和感受。訪談問題

主要著重於創新教室空間的使用感想、與傳統教室使用上的差異、主動學習教室

的優缺點、對於教師教學方法之感受、教室空間配置與教學方法對於本身學習之

幫助性，以及於同儕互動討論及師生互動交流過程中於問題解決及人際互動方面

的學習效果等。 

3.助教晤談 

    此課程配置有 3 位助教，因助教於課程中會協助教師進行各小組討論活動，

其對於學生學習情形之意見對本研究具有很大幫助，故增列一項助教晤談作為研

究方法之一，主要蒐集助教所觀察到之學生學習情形及討論品質，以及本身使用

TEAL 教室之感想。 

（三）學生問卷調查 

除訪談學生以深入瞭解學生使用感想外，亦希望能取得普查量化的資料，以

瞭解學生對於主動學習教室空間配置的使用感想。故本研究除進行訪談外，尚邀

請班上所有修課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因中正大學物理系已針對學生進行課程學習

之問卷調查，與授課教師商量後，為顧及學生可能因填寫太多份問卷而感到厭煩，

故本研究所欲調查之題目將融入中正大學物理系所編製之問卷中一併進行調查，

預計於 2018 年 1 月份課程結束後進行調查。問卷內容主要瞭解學生使用創新教

室空間之感想、與傳統教室使用上的差異、主動學習教室的優缺點、教室空間配

置與教學方法對於本身學習之幫助性等。 

（四）前後測 

為瞭解學生的學習成效，中正大學物理系原先已設計有前後測之測驗試題，

前測融入於新生入學註冊手續步驟中，後測則融入各學期之期中期末考試，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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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生皆會參加。中正大學物理系已同意於 2018 年 1 月整體課程評測結束後提

供前後測結果供參考。 

 

 

肆、 研究結果 

   至本文稿交稿日期 2017年 11月 30日，本研究共完成教師訪談稿、四位學生

訪談稿，及五次教室觀察之結果彙整，剩餘三次教室觀察與六位學生訪談尚未完

成，學生問卷調查與前後測因需配合中正大學物理系之時程亦尚未進行，因此本

研究僅能將已完成之研究結果進行彙整提出反思。 

一、教學觀察結果 

本研究至 11月 30日共完成了 106年 9月 21日、9月 28日、10月 5日、

10月 26日、11月 23日五次實地觀察。其中 10月 5日與 10月 26日為實驗課

程，其餘三次觀察為一般課程。以下分別呈現教師與學生之行為與動線紀錄。 

（一） 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行為紀錄 

1.一般課程 

於一般課程上課時，教師除講述課程主題內容外，會採用提問問題讓各組學

生討論，或至白板處解題和討論的方式進行。於各組學生進行討論和解題時，老

師會至各圓桌詢問學生有無問題，瞭解學生解題和討論情形。當學生至白板書寫、

討論和解題時，老師會至各白板處，透過學生書寫於白板之算式和解答瞭解學生

解題情形，並運用白板和白板旁螢幕投影之講義內容，對同學進行講解並與之討

論，或給予建議和解答協助。 

於過程中老師較多使用的器材和設備，包括徘徊於教師講桌前，運用電腦螢

幕進行講解，運用筆電操作 PRS裝置，運用投影螢幕投射自己於白板書寫的內容

並進行講解。上課過程中學生桌面上的電腦皆與牆面上的大型螢幕同時投射講義

內容和討論題目，當教師運用白板進行講解時，會將教室牆面一半的大型螢幕投

影講義，另一半大型螢幕投影為教師書寫和講解的白板內容。以下呈現所觀察到

一般課程之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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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一般課程之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行為 

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行為照片 照片說明 

 

上課前教師於講桌準備上課教材 

 

教師於講桌前進行講解（紅圈標

示者為教師） 

 

教師運用白板進行書寫及講解，

並將白板內容投影至標示為紅色

的大型螢幕，標示為白色的大型

螢幕則呈現教材講義。（紅圈標

示者為教師） 

 

教師運用教具進行講解 

 

講解完一個主題後，教師運用學

生桌上型電腦出題，請學生運用

PRS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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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行為照片 照片說明 

 

學生進行小組討論，並使用 PRS

裝置回答，教師將 PRS回答結果

投影於標示為白色的大型螢幕

中，以瞭解學生回答與學習情形。 

 

教師也會出小組討論問題於學生

桌上型電腦的螢幕中，請學生進

行小組討論後至白板作答。 

 

教師與助教至各組瞭解學生之理

解與討論情形。（紅圈標示者為

教師與助教） 

 

有時教師會請各組討論後，派一

位代表至白板書寫答案。 

 

或要求各小組全組至白板書寫、

討論並呈現計算結果。 

137



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行為照片 照片說明 

 

教師至各小組白板處瞭解討論與

書寫情形，並給予提示和指導。

（紅圈標示者為教師） 

 

有時教師在某一小組進行說明，

並運用白板講解時，教師可將該

白板內容投影至大型螢幕，則其

他小組也可以同時看到教師的講

解與書寫內容。（紅圈標示者為

教師） 

 

在同學討論與白板書寫過程中，

大型螢幕仍舊投影著講義內容與

教師上課時於白板的講解內容，

因此學生討論時仍可運用大型螢

幕投影之內容進行討論。圖中為

某小組學生運用大型螢幕投影內

容進行討論之情形。 

 

教師至某一小組瞭解學生討論與

書寫情形，其他組別繼續進行討

論。（紅圈標示者為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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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行為照片 照片說明 

 

助教協助學生解決心中的問題，

助教透過大型螢幕的內容進行講

解，學生看著桌上型電腦螢幕的

內容進行思考。（紅圈標示者為

助教） 

 

各小組完成作答後，教師運用學

生於白板之答案，再次進行正確

解答與課程內容之講解，並將講

解過程同時投影至大型螢幕。（紅

圈標示者為教師） 

2.實驗課程 

於實驗課程上課時，教師會先講述課程主題內容與實驗所需使用之軟體和器

具，並示範操作所需進行之實驗過程，接著說明實驗計分規則並呈現於大型投影

螢幕，再把學生電腦開放給學生使用並請各組學生開始進行實驗。於學生實驗過

程中，老師與助教會至各組瞭解實驗情形並給予必要之指導和協助。以下呈現所

觀察到實驗課程之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行為。 

表 6 實驗課程之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行為 

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行為照片 照片說明 

 

教師講解實驗內容、操作重點與軟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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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行為照片 照片說明 

 

教師運用白板一邊書寫一邊講解，並

將白板投影至大型螢幕，學生能清楚

看見教師的講解過程。（紅圈標示者

為教師） 

 

教師運用攝影機將實驗操作過程直

接投影至標示為紅色之大型螢幕，標

示為白色之大型螢幕仍舊呈現講義

內容，學生可清楚瞭解實驗操作過

程。 

 

教師講解完後，將實驗評分規則投影

於大型螢幕，並讓各組同學著手進行

實驗操作，照片中為各組同學進行實

驗討論與操作過程。 

 

教師至各組瞭解實驗操作情形。（紅

圈標示者為教師） 

 

教師至各組瞭解實驗操作與討論情

形。（紅圈標示者為教師） 

 

遇到不瞭解的組別，教師會直接坐在

小組中，和學生進行討論和講解。（紅

圈標示者為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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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行為照片 照片說明 

 

教師也會運用白板進行書寫和講

解，幫助學生瞭解。 

 

教師在為某一小組講解時，其他組別

仍認真進行實驗。（紅圈標示者為教

師） 

 

助教也會協助各組同學，幫助其更瞭

解實驗操作內容與軟體使用方式。

（紅圈標示者為助教） 

 

教師於講桌上示範實驗器材的操

作，並運用攝影機投影至大型螢幕 

 

教師講解實驗操作過程時，學生從大

型螢幕皆可清楚看見操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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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行為照片 照片說明 

 

教師至各組瞭解操作過程。 

 

教師於教室中央示範操作實驗，教師

示範過程運用攝影機同步呈現於學

生桌上型電腦，因此學生不論是靠近

教室中央或透過桌上型電腦皆可清

楚看到教師的實驗操作過程。（紅圈

標示者為教師） 

 

助教協助教師進行實驗操作，操作過

程除學生電腦螢幕呈現外，大型螢幕

也同時呈現，因此學生無論於教室何

方，皆可清楚看到教師的實驗操作過

程。（紅圈標示者為教師和助教） 

 

教師讓學生代為操作實驗以增加參

與感，教師與學生同時專注瞭解實驗

結果。（紅圈標示者為教師） 

3.教師行為次數統計 

下表為教師行為與百分比統計結果，若將所有課程進行統計，可發現教師上

課時教學行為的比例依序為講述 66％、和學生互動 50％、要求學生進行實際操

作 30％、要求學生進行討論並書寫於白板書 8％。使用器材的比例依序為使用電

腦 75％、使用大型螢幕投影教材與講課內容 71％至 78％、於學生桌上型電腦呈

現教材 59％、使用白板進行講課 27％、使用教具進行講解 18％、要求學生使用

PRS回答問題 9％、運用攝影機投影以示範實作 7％。 

若將一般課程和實驗課程的進行方式分開統計，則於一般課程中，教師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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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教學行為的比例依序為講述 73％、和學生互動 41％、要求學生進行討論並書

寫於白板書 11％。使用器材的比例依序為使用電腦 77％、使用大型螢幕投影教

材與講課內容 74％、於學生桌上型電腦呈現教材 71％、使用白板進行講課 34％、

要求學生使用 PRS回答問題 13％、使用教具進行講解 11％、運用攝影機投影以

示範實作 10％。 

於實驗課程中，教師上課時教學行為的比例依序為和學生互動 64％、要求學

生進行實際操作 58％、講述 46％。使用器材的比例依序為使用電腦 64％、使用

大型螢幕投影教材與講課內容 50％至 64％、於學生桌上型電腦呈現教材 28％、

使用教具進行講解 28％、使用白板進行講課 10％、運用攝影機投影以示範實作

4％。 

由以上可發現一般課程的教學行為中，有 73％的時間會運用於講述，其次是

和學生互動以瞭解學生學習情形並給予指導（41％），於實驗課程中，和學生互

動及讓學生實作的比例（64％）高於講述的比例（46％）。此外，於一般課程中，

老師會設計問題，運用 11％的上課時間請學生進行討論並書寫於白板中，使用

13％的時間請學生運用 PRS回答，以幫助教師與助教瞭解學生之學習情形並給予

協助和指導。再者，於講述過程中，教師除了運用大型螢幕與學生桌上電腦螢幕

投影教材外，亦有 27％的時間會運用教室四週的白板牆面一邊書寫一邊講解並

投影於大型螢幕中，讓教室不同角落的學生皆能全方位的看到教師授課的過程以

進行學習。為了幫助學生更清楚瞭解教師講解與示範內容，亦有 7％的時間運用

攝影機將教師示範過程直接投影於大型螢幕幫助學生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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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教師教學行為觀察結果統計 

 

教師行為紀錄結果顯示，一般課程和實驗課程比較起來，教師於一般課程口

頭講述的時間比例較高，進行講述的同時，會同時使用電腦、大型投影螢幕與學

生桌上型電腦螢幕呈現教材。於實驗課程教師因講課時間縮短，故使用教師講桌

上的電腦與投影片，以及大型投影螢幕和學生桌上型電腦的使用時間比率亦減少。

再者，教師講課時會出題，請學生進行討論並使用 PRS裝置或白板進行討論，以

提升師生間與學生間的互動機會。實驗課程時，教師會至各組瞭解學生實驗進行

情形，師生互動與學生互動比例更高。教具和攝影機主要運用於講解原理或是講

解實驗時使用。 

4.學生行為次數統計 

下表為學生行為與百分比統計結果，若將所有課程進行統計，可發現學生上

課時各類學習行為的比例依序為：聽講（看桌上型電腦螢幕 18％、看大型投影

螢幕 17％、看老師 11％、看白板 4％、未注意 1％）；回應（使用 PRS裝置 3％、

僅以口頭或舉手回應 0.15%、未回應 0%）；同儕討論（口頭討論 50％、使用桌上

型電腦進行討論 36％、運用白板討論 7％、未參與討論 0.07%）；呈現討論結果

（用桌上型電腦呈現 18％、運用白板呈現 17％）；師生互動（小組與教師互動

6％、個別學生與教師互動 1％）；其他（操作實驗 21.71%、助教指導 15.12%、

交談 4.57%、做筆記 4.85%、做自己的事 1.11%、看實驗 0.90%、睡覺 0.70%、滑

手機0.63%、使用筆電0.58%、助教檢查作業0.42%、獨自作業0.39% 、遲到0.07%、

趴著 0.05%、跨組討論 0.05%、看書 0.02%）。 

若將一般課程和實驗課程的學生學習行為分開統計，於一般課程中，學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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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時的學習行為比例以同儕口頭討論（36.18%）最多，其次依序為運用白板呈現

學習效果（31.99%），看電腦螢幕聽講（30.48%），看大型投影螢幕聽講（27.58%），

以桌上電腦呈現學習效果（24.33%），筆記課程內容（19.06%），同儕討論並於白

板牆面書寫討論結果（16.16%），看老師聽講（15.04%），使用電腦進行同儕討論

（11.85%），助教協助指導（6.55%），看白板聽講（6.35%），使用 PRS回覆問題

（5.86%），小組與老師互動（5.27%），交談（5.10%），聽講未注意（2.50%），完

成計算或討論後做自己的事情（1.58%），獨自作業（1.48%），使用講義討論（1.38%），

個別與老師互動（1.28%），觀看老師做實驗（1.28%），滑手機（1.18%），上課睡

覺（1.15%），以口頭或舉手回應老師（0.23%），未參與同儕討論（0.10%），使用

手機討論（0.07%），跨組討論（0.07%），其餘皆為 0%。 

於實驗課程中，學生上課時的學習行為比例以同儕口頭討論（75.23%）最多，

其次依序是使用電腦討論（54.59%），操作實驗（43%），助教協助指導（27%），

以桌上電腦呈現學習效果（16.42%），看大型投影螢幕聽講（12.80%），看電腦螢

幕聽講（10.44%），小組與教師互動（10.11%），看老師聽講（8.12%），筆記（4.87%），

以白板牆面呈現學習效果（3.85%），交談（3.76%），使用自己帶來的筆記型電腦

（1.16%），使用白板牆面討論（1.02%），助教檢查作業、老師個別與學生互動

（0.83%），上課睡覺（0.79%），聽講未注意（0.6%），看白板聽講（0.56%），使

用手機、獨自作業、遲到（0.14%），趴著（0.09%），僅以口頭或舉手回應老師、

自己看書、未參與同儕討論（0.05%），其於數直皆為 0%。 

由以上數值可發現無論是一般課程或是實驗課程，學生的相互討論為主要的

學習方式之一，實驗課程因學生需各小組進行實驗操作，因此學生口頭互動討論

比一般課程多了 39.05%。一般課程中老師會請學生進行小組討論後派一代表上

白板寫出討論答案以呈現學習效果（31.99%），實驗課程中學生則使用電腦跑實

驗數據為主（54.59%），聽講時學生會選擇用自己看得最清楚的方式上課，看大

型投影螢幕與電腦螢幕的比例僅相差 1%。課程中老師會出題請同學討論並用 PRS

系統要求同學回答問題（3%）。在課程進行中，課程助教會在負責的小組附近徘

徊，同學有任何問題都可以提出詢問，完成解題也可以找助教對答案。 

學生學習行為紀錄結果顯示，一般課程和實驗課程比較起來，在一般課程使

用白板的比例較高，看電腦螢幕、投影幕的比例也相對較高，聽講時也會配合做

筆記來學習。在實驗課程中出現大量的討論與實作，並以電腦輔佐計算，老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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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間的互動比例也較高，同時助教巡堂的比例也跟著提高，同學上課滑手機有

明顯減少。 

表 8 學生學習行為觀察結果統計 

 

 

 

 

（二） 教師與學生動線紀錄 

每次進行教室觀察時，每五分中皆會進行一次教師與學生之動線紀錄，故每

次觀察會獲得 23-25次之動線結果。以 10月 5日為例，共繪製有 23張教師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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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字紀錄與動線繪製圖，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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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10月 5日教師動線紀錄圖 

若將所有觀察日期的 23-25張結果皆呈現將耗費大量版面，故本研究將每次

觀察之教師與學生動線共同繪製於同一張以便於呈現於研究結果中，下方為各次

動線觀察的結果紀錄。紅色為教師之動線，藍色為學生之動線，黑色為助教之動

線。 

1.9月 21日（一般課程。此次為第一次紀錄，當時助理尚未瞭解如何進行學生

與助教之動線紀錄，故僅呈現教師之動線紀錄結果） 

 

圖 15  9月 21日教師與學生動線紀錄彙整圖 

2.9月 28日（一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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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9月 28日教師與學生動線紀錄彙整圖 

3.10月 5日（實驗課程） 

 

圖 17  10月 5日教師與學生動線紀錄彙整圖 

4.10月 16日（實驗課程。至此次課程，三位助理開始熟練學生動線之紀錄方式，

因此開始著手紀錄助教之動線紀錄，黑色為助教之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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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10月 16日教師與學生動線紀錄彙整圖 

2.11月 23日（一般課程） 

 

圖 19  11月 23日教師與學生動線紀錄彙整圖 

 

由以上的動線紀錄結果可發現，一週兩節課的上課過程中，教師與學生的動

線是很豐富的，尤其是老師的動線，除了主要動線集中於教師講桌及教室中央外，

有蠻多的時間是順著圓桌和白板到各組同學旁瞭解學生的學習情形。學生的動線

則以呈現於圓桌和白板間的動線，如果是實驗課，學生於圓桌小組旁的動線更為

密集。 

此外，因顧及本身為教育專業，非物理專業，不瞭解一般物理課程之上課情

形，故懇請國立頂尖研究型大學與私立教學型大學之普通物理課程教師提供一次

課程之旁聽機會，至文稿截止時共完成一間國立大學和一間私立大學普通物理課

程之旁聽觀察。經教師同意，助理於旁聽過程中亦紀錄下教師與學生的動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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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呈現兩所大學普通物理課程之動線紀錄結果。紅色線條為教師動線，可發現教

師之動線主要侷限於講桌、黑板和電腦處。學生因坐於座位上故無動線，學習態

度則視個人情況而有不同，紅色區塊為認真學習之學生，綠色區塊為未認真學習

之學生，灰色區塊為時而認真時而分心之學生。和傳統教室教學情形的比較結果

可發現，主動學習教室的師生互動與師生動線豐富很多。 

      

圖 20  傳統教室物理課程之教師與學生動線紀錄彙整圖 

 

二、訪談結果 

    以下彙整教師與學生之訪談結果，受訪教師代表為 T，受訪學生依據受訪

順序，代碼分別為 S1、S2、S3 和 S4。 

（一）TEAL 教室使用沿革 

   受訪教師指出會使用 TEAL 教室進行普通物理課程教學，主因「中正大學的

校長至麻省理工學院（MIT）參訪後，發覺麻省理工學院所採用的 TEAL 教室很

值得學習，故回國後商請物理系的教授協助於中正大學引進並建置 TEAL 教室」

（T）。麻省理工大學會著手建置 TEAL 教室，主因「當時麻省理工學院發現普

通物理課程是學生最容易被當掉的科目，為了想辦法在不降低標準的情況下提升

學生普通物理課程之學習成效，故設法於大班級中進行一對一的教學，並將原本

僅是理論課之普通物理課程加入實驗課。」（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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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搭配之課程與教學策略 

    受訪教師指出 TEAL 教室進行之物理課程尚搭配有共同課程內容之研討、

Moocs 課程、固定座位、分組討論、白板練習及前後測等機制，並安排具有教育

背景之專責人員擔任專任管理人員。以下摘述訪談重點： 

1.教師進行課程內容研討 

中正大學引進 TEAL 教室的同時，教師們也為了配合 TEAL 教室的使用著

手進行課程設計與內容安排的研討。受訪教師指出「中正大學的普物進行的是統

一教學，所有的班級進度一樣作業一樣，一開始會進行統一教學是因為學生增加

太快，老師不足。老師們每個禮拜開會，尋找學生比較容易接受的教學方法，經

過一兩年的討論和試驗才把教材確認且固定下來，然後交由每位教師運用自己的

方式進行教學。」（T） 

2.同步實施 Moocs 課程 

推動 TEAL 教室的同時，中正大學也因應國內高等教育教學創新的風氣，鼓

勵教師設計 Moocs 課程，因此受訪教師於採用 TEAL 教室進行教學時，也同時

開設普通物理的 Moocs 課程，並將 Moocs 課程的線上教材運用至普通物理課程

中。受訪教師指出「Moocs 課程是將全部的課程切成一小部分、一小部分，每節

課前學生都要先看影片，每週至少要回應老師兩次，下次課程前我會先看學生給

我的回應，讓我知道學生會了什麼概念我才可以走下一步。….要怎麼知道學生

主動學習其實很難，物理系的學生大部分是被動學習的，要考什麼才念什麼。

Moocs 課程就是希望幫助學生進行課前預習，看完要向老師說有什麼不懂的地方。

實施 Moocs 課程後學生學習的狀況有好一些，但問題是學生看影片不看書了，

所以說主動學習這件事到底要怎麼讓學生學會我還是沒有一個答案。…在重修班

其實很難上課，因為有些人其實已經學會大部分了，只有一些不會不小心被當掉

了，有些是幾乎都不會，所以用 Moocs 課程，讓學生先讀，上課只處理作業。」

（T） 

3.實施固定座位、分組討論及白板練習 

    受訪教師心中會參考國外大學普通物理課程的授課方式，以設法促進學生主

動學習並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受訪教師指出「哈佛大學有位老師一直以來都教普

物，他會放很多問題問同學，學生即時反饋給老師，學生要和附近的同學討論，

如果不討論老師就會來跟你討論。在上課前要先預習，要先念過書進來課堂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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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討論。」（T）為了促進學生有效學習，中正大學物理系的教師將 TEAL 教

室上課的學生進行分組並安排固定座位。受訪教師指出「為了提升學生上課的專

注力，我們做了幾件事，包括固定座位以助於快速點名，學生會因此提升出席率；

要求學生上課不做課堂外的事情；減少理論的教學以提升學生專注力，請學生上

白板書寫，進行討論，參與這堂課。…TEAL教室分高中低分組，排座位的方法

是以前測成績來排，2號最弱，1號(前 1/3) 最強，然後 3號 (中 1/3) 次強，

女生會放在同一組，如果拆開會放在 1、2號或 2、3號，所以看座位幾乎可以知

道成績。但互動情形用成績來預測不太準，那是個人性格的問題，活潑一點的互

動就多。」（T）對於安排分組及固定座位的上課方式，學生反應良好，受訪學生

指出「我蠻喜歡有分組及固定座位的方式，分組是照學生成績排座位，每組都有

成績好的同學可以一起想，上課和同學間主要討論課程內容，比較少閒聊，因為

上課都要跟不上了」（S2）。 

4.實施前後測並安排教育背景之專責管理人員 

中正大學物理系規劃有學生學業表現之前後測機制，以瞭解學生於 TEAL教

室學習普通物理課程之成效，受訪教師指出「一學期有兩次期中考一次期末考，

前測幾乎是用推理就可以完成的題目，後測部分放在每次的期中和期末考一併進

行。」（T），並安排一位具有教育背景知識的專職人員負責 TEAL教室的管理與協

助，受訪教師指出「TEAL教室建置過程中，發現需要有教育背景的專業人員進

行調查以瞭解實施成效，因此聘僱了一位教育背景之專責人員。」（T）。 

（三）使用 TEAL教室進教學與學習之方式 

1.教師的教學方法與 TEAL 教室之應用 

 受訪學生指出於上課時「老師最常使用的教學法，是先講解-->放題目-->

討論。」（S3），「老師最常出現在自己的講台操作電腦跟白板旁講課。…老

師在教室裡常常走動，會四處看我們在白板上的計算，可能我們想錯了他就會

跟我們說，然後我們就會再討論再算。」（S2），「老師常用使用的設備是白

板和投影片，老師常在教室中間走來走去，有時候會走到自己旁邊，傳統教室

比較少」（S1）。「老師最常在中間講，有時候會到白板寫，而且可以切換投

影幕和白板投影，課程流程先講課出題討論再白板寫再講課，實驗課程會先講

注意事項，然後之前就會先寫預報就會先自己了解。一般課程也會有課程的預

習影片。…老師在教學的時候會各處走動，每節課老師在寫白板的時候幾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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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繞但不會特別關注誰。」（S4）。 

2.學生的學習方法與 TEAL 教室之應用 

    受訪學生指出雖然教室很便於走動，但他們上課時最常學習的地方主要是

在自己的座位上及自己小組的白板前，受訪學生的意見包括「在教室上課還是

需要做筆記，實驗時會用電腦，PRS系統還不錯用。最常在位子和白板旁學習，

上課時不會走動，會和同桌的同學互動，助教有助於解答不會的題目，下課後

會習慣也和同學討論，但其他科比較少。」（S1）「我很少在教室走動，頂多

到白板旁，做實驗也都在自己位子上。…最常用的是白板跟大螢幕，和同學討

論的機會很多，而且都是課程相關的。」（S2）「我最常使用的設備是投影螢

幕和白板，PRS蠻好用的，在教室裡會走動就是坐位到白板的距離，也會想到別

組去看看他們的討論結果…討論時間整桌都會討論，這裡比較會有跟同學討論

學術的機會，老師上課的步調很少有機會可以聊天。」（S3），「通常我在座

位跟白板上學習，學習方式是聽老師上課，做筆記以最方便看到老師的方法看

他。…討論的順序從自己的小組人先討論，再不會問隔壁組的，助教在寫白板

的時候會有功能不會的時候會來幫助我們，教授會巡一遍看我們是不是都會了

有問題就可以問。」（S4） 

（四）使用 TEAL教室進行教學與學習之感想 

以下分從教師與學生認為使用 TEAL教室進行教學與學習之優點、待改進處

呈現研究結果： 

1. 優點 

（1）互動較多 

受訪學生則指出，TEAL教室增加教師與學生的互動，以及學生上台的機會，

教師會要求學生上白板書寫，若不會很快就會被教師發現。受訪學生的意見包

括「老師和學生的互動多，可以上台的機會也多，比較喜歡在這裡上課，優點

是互動多。…互動的學習可以讓我較容易了解問題，提升人際互動和溝通技巧，

和專業知識以及問題解決能力。」（S1），「一般教室上課不會時不會問，下課也

忘了自己哪裡不會，但這裡不會可以馬上討論，或藉由寫白板來討論。這裡跟

同學助教的互動頻率都比較高，因為老師會到處走，也會比較敢向教授提問，

但有問題會先問組員，再問助教，最後再請教教授。…在這裡我們可以討論跟

計算，上課效果會有差，一般教室沒有上白板的機會。桌上電腦的幫助是做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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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題目不清楚可以看螢幕」（S3），「有時候你比較懂某些單元就可以教別

人，有時候是自己不會的別人也會教你，大家一起進步，大家都不會的就可能

要等教授來。…一般教室就是老師一直講，下面一直抄，但超久了也不一定學

的會。跟老師討論久了就不會害怕老師在旁邊了。」（S4）。較深入認識不同

的人也是學生指出的優點之一，受訪學生指出「這間教室可以認識不同人，一

般教室就只會跟自己的朋友坐在一起。」（S2）。「無形中和同學的溝通會比

較好，因為理念和別人不一樣的時候會先想想自己的講法是不是對的再去結合

別人的。」（S4） 

（2）不會的地方較容易顯現出來 

   受訪學生指出，因為在這裡上課，老師常會出題要求小組討論並到白板書

寫結果，因此不會的地方無法像傳統教室一樣隱藏。受訪學生的意見包括「老

師會走動，一組一組看，如果上白板不會寫老師又走過來就會有點緊張，老

師走到我們旁邊會了解一下我們的解題狀況，即使知道老師是來幫忙的多少

還是會緊張，如果討論有不協調的地方我們會先看看教授怎麼說」（S3），

「在學習上的不會的題目很容易被發現，跟傳統教室不一樣，因為要輪流上

台寫，上去寫的時候若不會，老師就會發現，所以要更認真讓自己了解，不

然會影響同學。」（S1），「上課方法中老師給我們練習幫助最大，因為只

講理論沒有練習真的都不會。…答對的速度一開始很慢，但久了就知道怎麼

算了。」（S4）。 

（3）教室沒有死角 

有學生指出 TEAL教室最大的優點是沒有死角，可全方位看到教授上課內容。

受訪學生的意見包括「這種教室的好處就是零死角，一般教室坐後面容易看不

到，也很容易聽不到，這間教室看老師很方便沒有死角。」（S3），「這種教

室很方便可以各角度看到教授，而且可以跟同學討論，而且還有助教」（S2），

「這間教室各個地方都可以看得到老師跟螢幕，一般教室都會被擋到」（S4）。  

（4）Moocs課程的線上教材很有幫助 

受訪學生指出搭配課程進行之 Moocs課程的線上教材很有幫助，「每個禮拜

的 Moocs 課程很有幫助，期中考也還可以複習，還可以問問題，到目前為止老

師教得幾乎都可以懂。」（S2）。 

（5）助教提供問題詢問與學習協助之另一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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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有助教的作法，也讓學生學習上產生問題時可以有方便請教的對象，受

訪教師指出「一堂課 2小時，60個學生我可以每位都接觸到，但到 100個就不

一定了，沒那麼多時間，所以需要助教幫忙，這樣可以掌握學習的狀況。」（T）。

受訪學生指出「如果不會助教都會來幫忙」（S3），「助教的功能就是當老師

講完了但不懂的東西可以回頭問助教，而且很近，直接可以問助教。一般教室

老師寫什麼就抄，但這裡不會可以直接問，大家在討論的時候，討論遇見不協

調，如果有不太一樣的答案會直接問助教。」（S2）。 

2.有助於教學與學習之空間設備 

（1）白板 

  受訪教師和學生認為 TEAL教室最好用的地方在於教室四週牆面皆設置有白

板，可做為學生討論與呈現學習過程的平面，有助於教師瞭解學生學習情形。受

訪教師指出「教室的空間設備，可以支援老師講述法之外更多的教學方式。如果

硬要挑一個最好用的設備，我會覺得白板是最重要的，因為隨時可以跟學生討論

事情，我常常跟學生說你不會不要在下面寫，去白板上寫，當學生掛在那邊寫不

出來我就知道他不懂，也是最有機會學會東西的地方，不懂不敢講是台灣學生最

大的問題。」（T）。受訪學生指出「自己最喜歡的設備是白板。」（S1），「白

板很有幫助，因為真的平常練習時間很少，老師跟我們講話的機會比較多，因為

在白板算的時候會問問題，老師走到旁邊時會有點緊張，但老師一走過來就會問

他」（S2），「四面都有白板，可以上去寫，東西聽過但還是不會，但是上去寫

可以跟同學討論」（S4）。 

    在使用多年 TEAL教室，教師和學生體會到教室四週牆面安裝白板的好處，因

此物理系遂於一般教室的四週牆面也安裝上黑板，讓學生於上課過程中能進行練

習以及呈現學習結果，幫助教師瞭解學生學習情形。一般教室安裝黑板之情形如

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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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於一般教室四週牆面加裝黑板之情形 

（2）大型螢幕 

教室四面的大型螢幕可以投影出任一白板的內容，也可以幫助教師講解以讓

學生瞭解。受訪教師指出「投影的設備投影出白板的東西來討論是有幫助的，這

堂課在乎的是學生看得到白板而不是看得到老師。」（T）。受訪學生指出「最好

用的設備空間是投影幕，大多時間都看投影幕，學生圓桌上的小螢幕是放試題，

大螢幕可看到教授」（S2），「有大型螢幕可以讓投影片和白板看起來比較清楚，

螢幕切換到不同內容時，如果沒聽到還可以看，不會一下就跳掉了。」（S1）。「最

棒的是老師寫的白板可以被投影在所有螢幕上而且可以同時投影兩種不同的東西

或兩面不同的白板做對照。」（S4） 

（3）圓桌 

    受訪學生也指出圓桌的設計有助於提升學生參與討論時的投入性，受訪學生

之意見包括「我覺得分組的圓桌很好用，討論很方便，跟同學距離比較近。」（S3），

「這種教室討論比較熱絡，因為位置圓形比較方便，不用轉身，也會有無關課程

的討論。」（S1），「圓桌還不錯，差別是和大家坐在一起的感覺不一樣，而且

跟隔壁的人很好討論很方便，一般教室就是都會有一點距離」（S4） 

（4）電腦 

   受訪學生指出新穎充裕的電腦設備有助於學生進行實驗操作的數據演算，受訪

學生指出「做實驗的數據 這間教室有電腦一下就算出來了，但沒有電腦就要用打

點的，一個一個慢慢算 現在的比較先進比較快。」（S4） 

3.問題點或待改進之處 

    受訪教師認為 TEAL教室可以改善之處在於電腦搭配教室設備的應用可以更

靈活，例如「可以改善這間教室的攝影機，讓其可以 tag老師並放在螢幕的某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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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落。」（T）。大部分受訪學生皆認為教室設備已經很好，沒有需要改進之處，

若一定要指出，其中一位學生認為「椅子可以更新，有些會晃，電子設備我覺得

不錯，不用改進。」（S2），「滑鼠不太靈敏，冷氣有點冷。其他的還好。」（S4）。 

4.未來是否會想繼續使用 

受訪教師和學生皆指出未來還會想繼續使用 TEAL教室進行學習，受訪者指

出「如果之後還要在上一堂課問我要不要繼續用這個教室，我會繼續使用 TEAL

教室」（T），「在這種教室上課感覺不錯，如果兩種教室來選還是會選擇 TEAL。」

（S1）。但學生指出於 TEAL教室只是進行上課，「平常不會想進到這間教室學

習」（S1），這可能和學校的使用政策有關，若鼓勵學生平時使用 TEAL教室進

行自我學習與討論，將需進行更為完整之管理工作。 

 

 

伍、 反思與建議 

因目前研究正在進行，故本文僅就目前之研究結果進行反思並提出相關建

議。 

一、反思 

（一） 課程教學策略與空間設備需相輔相成，始能達到良好的教學與學習成效 

從目前已完成之研究結果可發現，主動學習教室的教學與學習要展現良好學

習成效，除提供良好設計之主動學習教室空間設備外，教師對於課程的研討及教

學策略的搭配亦是促成教學創新與學習成效提升的重要因素。本研究所觀察之課

程，因執行有課前預習之線上教材、提供有助教協助、課程進行過程中搭配有問

題討論、回答及白板書寫要求，再加上主動學習教室的空間設備能良好支持教師

所使用之教學策略，學生之學習成效才能良好展現。因此，要進行教學創新，學

習空間必須同步進行革新與配合，若改良學習空間，亦須搭配課程與教學的研討

及創新。換言之，教學創新與空間革新應為兩者相輔相成之面向 

教室空間設備呈現的樣貌主要源自於其所提供之教學與學習使用時所需的

功能，而這些功能則來自於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需求。傳統講述教學法重視教

師能充分講述、學生能清楚聽講，為了回應這樣的需求，在空間設備上就提供了

固定座位與減少干擾的功能，進而產生了目前講述式教室的形式態樣。以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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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心之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需求和講述式教學法不同，希望能增加學生參與，

師生與學生間有更多的互動交流，因此在教室空間上便提供隨時可彈性轉換與促

進互動的功能，進而設計出主動學習教室的形式態樣。若教師以教師中心教學之

傳統講述教學法於主動學習教室上課，那麼教師可能感覺到教室桌椅的凌亂與學

生較易交談的問題，主動學習教室的彈性轉換與互動功能亦無法彰顯。相反的，

若教師以學習者中心之互動和實作教學法於傳統教室上課，亦會感覺到傳統教室

缺乏彈性運用的問題點，故課程教學方法的創新與學習空間的革新必須相輔相成，

始能發揮良好功效。 

 

圖 22  教室的形式來自於功能，教室的功能則奠基於教師與學生的需求 

若將教師教學創新與學習空間革新作為兩大主軸，將可發展出四種象線的教

學與空間運用行為。第一象線是最理想的狀態，教師之課程教學進行創新，且於

創新的學習空間中進行教學，那麼無論是教師的教學或空間的使用，兩者皆能發

揮最大功能，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第二象線是有提供創新教室空間，但教師

仍使用傳統心講述式教學法的情況，雖然創新教室很新穎，但創新設備無用武之

地。這種情況需要的是鼓勵教師進行教學創新的研討與教室空間設備的運用。第

三象線則是運用傳統講述式教學法於傳統行列教室空間進行教學，很合適，但這

種教學以教師的講述為主，學生多為聽眾較少進行主動學習參與。第四象線是目

前大部分於傳統教室進行教學創新的樣貌，課程仍可進行，但空間運用上很克難，

學生也無法真正做到全然的學習參與及體驗實作。這種情況需要的是教室空間設

備配合創新教學的需求進行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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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課程教學創新與學生空間革新之四大象線圖 

（二） 主動學習教室之師生互動與動線較一般教室多，學生學習問題較容易顯

現出來 

訪談與教室觀察結果皆一致呈現主動學習教室之師生與學生同儕間的互動

機會與頻率皆高於一般傳統教室。教師與學生也肯定互動的功能，教師認為此作

法能瞭解學生不會的地方並給予協助，學生也認為透過討論和實作可以促進自己

參與於學習，提升學習成效。 

（三） 課前預習的線上教材與助教有助於學生學習成效之提升 

   主動學習教室促進學生學習的除了空間設備外，學生認為教師要求學生於課

前閱讀之線上 Moocs教材很有幫助，除了有助於課前預習外，考試前可以針對不

瞭解處再次觀看影片以複習課程內容。除了教授外，助教的協助也獲得學生一致

的肯定，對於上課過程中學生不懂之處，助教的幫助可以讓較不敢詢問教授的學

生有另一個較軟性的出口。 

（四） 白板、大型螢幕、圓桌為主動學習教室最受歡迎的三大設備，學生可從

教室各個方位看見教師教學與示範情形 

教師和學生一致贊成白板為最好用的教室設備，因為透過白板的寫作，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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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教師瞭解學生不懂之處，學生也因得上白板撰寫答案，會設法參與於學習過程

中，對於促進學生學習與解決學生學習問題具有良好功效。其次，學生認為第二

好用的設備是大型螢幕，大型螢幕讓整間教室成為沒有死角的學習空間，學生可

以從各個方位觀看教師講課與解題過程，還有課程講義的說明，對於學生幫助很

大。最後，學生認為圓桌的設計讓學生們討論時可以更投入於討論過程中，更暢

所欲言，且除小組進行討論外，一個圓桌三個小組也會共同進行討論，對於增進

學生彼此情誼及學術討論交流皆有幫助。 

（五） 隨著對於 TEAL教室的使用熟悉度，教師希望能提升電腦設備功能 

    隨著教師使用 TEAL的經驗與熟悉度增加後，教師會希望提升 TEAL教室的電

腦設備功能，例如投影講義和白板內容時，能有一台攝影機專門照教師講課的樣

子，並將教授講課的影像投影於講義和白板影像的一角。此外，亦希望改良 PRS

裝置為學生的行動電話裝置，以提升 PRS的效果。學生們則認為設備很好，只是

椅子有些破損希望能更新。由以上可知，隨著教師進行教學創新和空間使用，空

間設備需隨著教師教學方法與思維的發展同步提升。 

二、建議 

（一）課程教學創新與學習空間設備改良需同步並進 

    課程教學的創新與學習空間設備的改良為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之相輔相成的

兩大元素，因此，學校在鼓勵教師們進行教學創新的同時，亦須設法配合教師的

需求改良學習空間。於提供創新主動學習教室時，亦須鼓勵教師們進行課程與教

學的創新，課程教學創新與學習空間改良雙軌並進始能發揮良好成效。 

（二）一般教室若要改良空間設備可從裝置白板、彈性變換桌椅及大型螢幕之順

序進行提升 

    白板為主動學習教室中最獲好評的設備，建議於一般教室中可於四週牆面加

裝黑板或白板，作為課程進行中學生參與的設備，此可作為一般教室進行空間創

新的第一步。等到教師的課程與教學進步到一個程度後，可再進一步嘗試於教室

使用可彈性變換的桌椅，或於教室四週牆面加裝大型螢幕，以鼓勵學生們進行討

論與互動實作。 

（三）主動學習教室需配合教師與學生的使用情形持續進行更新與改良 

    隨著教師使用主動學習教室越趨熟練後，搭配其課程與教學的進步，對於空

間設備使用的需求也會提升，因此空間設備並非改良後即一層不變，必須隨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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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方法的改變逐漸進行調整與更新，始能有效提供教學創新與學

習之良好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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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趨勢下的教師專業發展平台： 

「醍摩豆智慧型議課廳」之發展與應用 

張奕華  

政治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所所長兼副院長 

吳權威 

臺灣科技領導與教學科技發展協會榮譽理事長 

 

壹、緒論 

    新興科技(emerging technologies)像是雲端運算 (cloud computing)、擴增實

境和 3D列印等，正在改變我們的教育。在不斷創新的科技形式中，歸納各國

的發展趨勢，有八種科技應用在現在與未來的教室中：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3D列印(3D printing)、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線上社交網絡 

(online social networking)、軟性顯示器(flexible displays)、生物識別技術：眼球

追蹤 (biometrics: eye tracking)、多點觸控螢幕(multi-touch LCD screens)、遊戲式

學習(game-based learning)，以多點觸控螢幕為例，讓使用者透過數隻手指達到

電腦圖像應用控制的輸入技術；從過去的黑板、白板到大型觸控式螢幕，讓學

生可以使用更大的互動介面。多點觸控螢幕可以讓學生圍繞在大型的平板旁，

藉由滑動螢幕來操控和拖曳圖片等( Hongkiat, 2017)。上述八種科技元素所組成

的多元型態的未來教室，正影響世界各國的教師與學生及學校使用科技的型

態，也影響國內的教學現場的創新與改變。 

隨著資訊科技與網路科技的爆炸性發展，數據的累積與解析越來越受重

視，而大數據(big data)更是成為讓人琅琅上口的新名詞。大數據(big data)，又

稱巨量資料，是指透過新型的資訊科技方法快速擷取、處理和分析大量資料，

成為可解讀有用的資訊，以供理解現象、預測趨勢和決策之參考。現在舉凡天

文學、大氣學、醫療、社群網路、警政治安、交通路況、電子商務等，都有在

藉由數據的分析來提高作業效能或開發商機 (維基百科，2017)。而現在教育界

也搭上了這一個大數據的潮流，將從教學中產生的大數據來促進教師專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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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基此，本研究之目的係從教學大數據中提取重要的訊息以促進教育的發

展，教師可以透過「醍摩豆智慧型議課廳」(TEAM Model Smarter Observation 

Lounge)採集課堂中的教學訊息並進行數據分析，幫助教師提升其專業能力。本

研究之目的如下：課堂中師生之間的互動情況能數據化分析，對於教師發展以

學生為中心的課堂教學會有幫助。教學中教師所使用的教學方法能統計且數據

化，對於教師找出最能提升教學成效有所幫助。課堂中教師與學生之間的提問

與回應都能有效記錄，對於改善師生之間的互動有所幫助。 

 

貳、醍摩豆智慧教室意涵與設計哲學  

一、醍摩豆智慧教室意涵 

  「醍摩豆」三個字代表 TEAM Model智慧教室系統所創造的教育價值和改變

世界的力量。其意涵為：「醍醐灌頂、觀摩學習、希望種子」，「醍摩豆智慧教

室」可以幫助老師給予學生醍醐灌頂的指導，創造智慧連環的精彩課堂。醍摩

豆也代表修煉、學習與希望，是發展智慧課堂的完美狀態。採用「醍摩豆智慧

教室」支持系統的智慧課堂，必須重新提煉整合「技術、教法與內容」的智慧

模式，這種教學法稱之為「智連環教學法」，智連環教學法之課堂活動，可以大

幅提高師生的「有效互動」。簡言之，在「醍摩豆智慧教室」裡，採用「智連環

教學法」，可以創造「醍醐灌頂、智慧連環」更完美的現代課堂。換言之，

TEAM_Model 這套系統是幫助教師整合教學、評量、診斷、補救等四大環節的

教學專家系統，也是助力學生完成課前自學、課中合作和課後複習的自主學習

系統。TEAM Model 是教學 (T) 、評量 (E) 、診斷(A) 、補救 (M) 等四大 e

工程，各取一個英文字母組成為 TEAM，意指團隊、整合之意(HABOOK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16)。 

醍摩豆(TEAM Model) TBL (team-based learning)智慧教室高度整合 HiTeach

互動教學系統、IRS 即時反饋系統、HiLearning系統、HiTA智慧助教等教學支

持系統，讓教師能在課堂中隨時啟動 TBL團隊合作學習模式與策略。教師能在

課前透過 IES 完整掌握每一個學生的自學情況，從而調整自己的教學策略；在

課堂中方便而有效率地收集、彙整、分類學生討論的成果、即時掌握各個團隊

的學習成效，發揮團隊合作學習的優勢並強化團隊合作學習的成效；課後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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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透過智慧學伴進行課堂複習，並透過診斷報告了解自己的學習難點，進行

補救學習。在 TBL智慧教室中(見圖 1)，學生座位分為多個小組，每一個小組

配備一台平板 

 

圖 1 TBL智慧教室 

電腦，作為學生收集、產出與回饋的工具；每一個學生則持有一個 IRS 即時反

饋裝置，能對課堂中的問題、調查、互評等活動提供個人化的回饋。教師則是

使用 HiTeach 互動教學系統，在電子白板或觸控螢幕上呈現課堂教材、彙整學

生的討論結果、檢視各組學生的學習成效，並可使用智慧手機上的 HiTA智慧

助教進行智慧巡堂，隨時拍攝熱烈討論的狀態、團隊實作的成果或個別學生特

別的思考與作品，並可立即向全班展示與分享，讓教學素材更加豐富。 

二、醍摩豆(TEAM Model)設計哲學 

    醍摩豆(TEAM Model)是實現「教學」(T)、「評量」(E)、「診斷」(A)與「補

救」(M)四大 e化工程的理想系統。TEAM 分別代表四大工程的其中一個英文字

母，包含課堂教學服務(e-Teaching)、評量服務(e-assEssing)、診斷服務(e-

diAgnosing)及補救教學服務(e-reMediation)等四大子系統，為一全新的科技應用

服務模式(見圖 2)。「科技服務教育，科技服務教學，科技服務學習」是醍摩豆

(TEAM Model)系統在開發時的出發點，回歸教育的基本面，徹底改變以往僅從

科技角度看待教學的錯誤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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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醍摩豆(TEAM Model)智慧教室 

醍摩豆(TEAM Model)基於教學與學習的應用需求，研發可以有效能地服

務各種教學方法與策略的軟硬體工具。例如，傳統講述法、問題導向學習法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TBL團隊合作學習、精熟學習法(master 

learning)、一對一學習(one to one learning)等教學方式與策略，都可以應用智慧

教室的協助，提升品質與效能。科技是否發揮在「教」與「學」上的應用價

值，可以從三個面向來評估，分別是：使用便利(Convenience)、展現效能

(Efficiency)、科技智慧(Intelligence)，這三個面向簡稱為 ICE評估指標(見圖

3)。簡言之，以醍摩豆(TEAM Model)為主要核心的 e化教室，能提供教學者

ICE之科技輔助，具有教學、評量、診斷、補救等四大服務的教室，稱為「醍

摩豆(TEAM Model) 智慧教室」。 

 

圖 3 ICE評估指標 

 

171



參、智慧型議課廳之環境設計與人工智慧 

一、環境設計哲學 

醍摩豆智慧教室是一套整合軟硬體和雲端服務的教學專家系統，而醍摩豆

智慧型議課廳，是在微觀教室或公開授課的醍摩豆智慧教室裡，建置蘇格拉底

教學行為數據分析系統，即蘇格拉底分析系統，使「議課廳」變成運用科技智

慧、能自動分析教學行為的「智慧型議課廳」。醍摩豆智慧型議課廳是一個提供

議課專家與教學現場的老師們一個精進教學的場所，主要的模式有大教室模式

（如圖 4）、簡易開放教室模式（如圖 5）、以及一個中間隔著單向透視玻璃的觀

課室模式（如圖 6）。在醍摩豆智慧型議課廳中老師使用 HiTeach 互動教學系統

進行教學，教學實況透過 ezStation 智慧型錄製系統錄製，專家則在課堂的教學

現場觀察（如圖 4、5），或是專家們直接透過單向透視玻璃觀察（觀課室模

式，如圖 6）。每位專家都配有一台裝有蘇格拉底議課介面的行動載具，專家們

可對自己所觀察到現象即時輸入或標記，並彙整到「蘇格拉底教學行為數據分

析系統」進行處理。 

 

        圖 4 智慧型議課廳―大教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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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 智慧型議課廳―簡易開放教室模式 

  

圖 6 智慧型議課廳―觀課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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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數據與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亦稱機器智慧，是指由人製造出來的

機器所表現出來的智慧，通常人工智慧是指通過普通電腦實現的智慧

(Wikipedia, 2017)。人工智慧的出現讓「因材施教」成為可能，而個性化教育已

經成為教育人工智慧探索的一個方向，要實現個性化教育，其一個關鍵點是數

據的採集與分析。教育數據產生於各種教育活動和整個教學的全過程，人工智

慧要想更好地應用到教育中，首先面臨的就是數據採集的問題 (互聯網教育中

心，2017)。「醍摩豆智慧型議課廳」，可以大量「自動」和「半自動」採集大量

教學行為數據，進而充分運用 AI機器學習(例如獲取數據、分析數據、建立模

型與行為預測)的成熟技術，發展出教學行為數據特徵分析系統-蘇格拉底分析

系統(見圖 7)。蘇格拉底分析系統協助議課專家與聽課老師們，更科學的、有效

的進行議課、教研活動。在「醍摩豆智慧型議課廳」中，課堂中的教學行為會

透過 HiTeach 互動教學系統自動記錄，並自動上傳至雲端平台，接著教學行為

大數據雲服務就會自動生成「教學行為數據分析報告」，協助議課專家與聽課老

師們，進行議課與教學研究。 

根據教師課堂教學策略與教學行為，醍摩豆智慧型議課廳可以自動收集相

關教學行為並進行數據分析。這些數據如下： 

1.主動趨勢數據：顯示這堂課的師生互動情況，是由教師主導或以學生主導為

主。 

2.有效互動數據：顯示這堂課的有效互動頻率，計算師生、 生生間互動行為數

據後，產生有效互動點數，包含全班與各小組互動點數。 

3.工具使用數據：顯示這堂課的智慧教室工具使用情況，呈現工具使用頻次統

計、時間比率，以及各項工具使用時，所引發的互動強度。 

4.方法應用數據：顯示這堂課的方法應用趨向，系統根據教學片段，分析教學

行為數據後，呈現課堂中教學方法應用的特徵。 

5.提問標記數據：顯示這堂課中，專家使用蘇格拉底議課介面認可的有效提問

標記，以補充、或修正 AI的不足。 

6.回應標記數據：顯示這堂課中，專家使用蘇格拉底議課介面認可的有效回應

標記，以補充、或修正 AI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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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課堂教學行為數據「採收」架構 

肆、發展現況與應用案例 

一、「紫藤雲」模式的智慧型議課廳 

位在四川成都高新區的成都師範銀都紫藤小學，在全校導入了醍摩豆智慧

教室後，為了培養專業智慧教師，持續促進教師專業成長，因此建立了全球第

一間醍摩豆智慧型議課廳 ─「紫藤雲」，以提升教師提升專業實力。「紫藤雲」

模式的智慧型議課廳，教師在有著完整 TBL 智慧教室的環境中進行課堂教學

(見圖 8上)，教師將學生進行異質分組，在課堂中藉由 HiTA、IRS 與平板與學

生進行多元的互動。教室四周的座椅可提供給前來觀課的教師或是來賓近距離

的觀察教師與學生在課堂中交流的情形。專家們在教師上課時會在教室後方的

觀課室中觀看(見圖 8下)，除了透過單向透視玻璃直接觀看教師的教學外，觀

課室中的屏幕上也會即時顯示攝影機所拍攝的教室活動即時影音，而專家們則

可透過蘇格拉底議課軟體做觀察標記，輸入自己在課堂中觀察到的教學行為特

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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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紫藤雲」模式的智慧型議課廳 

二、數據採收與應用分析案例 

    當公開課結束，授課教師與觀課的教師、來賓與專家們在進行議課與教研

活動時，可透過蘇格拉底數據分析系統所產出的「教學行為數據分析報告」做

為討論時的參考依據，亦可利用 ezStation 智慧型錄製系統所錄製的影片與智慧

標籤（結合教學行為特徵數據、專家觀課點評）、AI人工智能分析所組成的蘇

格拉底教學行為特徵影片（簡稱蘇格拉底影片），讓一分鐘即可品味四十分鐘的

課堂，更科學化地協助教師提煉與精進自己的教學。 

發展智慧教育的重要基礎為智慧課堂，而要讓智慧教育有效發揮的關鍵就

是智慧教師的培養，所以為了讓教師成長為一位智慧教師，就需要醍摩豆智慧

型議課廳這個重要的練功房。在醍摩豆智慧型議課廳中採收的大量教與學大數

據，透過客觀的數據分析，加上教學專家的專業知識，就能即時對教師的教學

模式、教學方法等面向進行指導建議，讓以往教研時對教師評價的主觀因素影

響減少，其即時性更是大幅提高對教師專業指導的效率。教師可透過每堂課後

所產出的教學行為數據分析報告(見圖 9)比對自己的教學設計，即能精進自己的

教學內容，確認自己的教學可達到教學目標，這就是教師自主專業成長的自主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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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課所產出的教學行為數據分析報告 

    另以兩岸智慧好課堂教師團隊競賽中的智慧課堂為例，是經過數十次打磨

之後的精心設計，課堂中的教學行為數據分析就是教師專業成長的珍貴材料。

以小學數學科許大偉老師的教學行為分析報告為例（圖 10），可以發現從「科

技運用次數圖」呈現了許老師在科技方面採用了至少 10種互動技術，相當多

樣。從「科技-時間分佈圖」可以看出許老師佈置了 5次的全班互動問答，問答

後也運用統計圖並停留一小段時間來挑人或討論，表示許老師用心處理了每個

提問；其中有兩個是策略性的二次作答，顯示許老師做了數據決策，看見思

考。課程的後半段藉由頁面推送、接收與作品比較進行了一個團隊合作學習任

務，後面以討論、搶權等方式請學生發表展開這個關鍵概念，而且以計時器控

制每人發言時間。比較有趣的是計分板的運用在電子白板上停留了很長的時

間，老師可能將計分板放一個角落做團體計分，以便快速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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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許大偉老師的教學行為數據分析報告 

依據圖 10的教學行為數據分析報告，許老師前半部以佈置提問來展開課堂

的基礎，有相應的互動與數字決策處理。巧用計分板貫穿課堂，作為團體增強

工具。工具的運用性全面且適當，展現出科技的熟悉度頗高。後半段較大的小

組任務佈置，留有充分的時間展開與追問。整體看來，是一個節奏清楚、策略

明確的的課堂。 

又以台北市大附小研發處主任──王瑀老師的教學行為數據分析報告（見圖

11）為例，王瑀老師是台灣少數使用智慧教室系統超過十年的智慧教師，智慧

課堂相關課題研究多次獲獎、也時常受邀至兩岸各地進行智慧課堂相關講座、

培訓。教學行為數據分析報告中的圖表，包含工具使用的頻次統計、使用時間

統計、師生主導趨勢分析、小組有效互動分析、方法應用分析，能提供科學化

的角度探究智慧課堂的客觀結構。這堂語文課的教學目標是教導學生如何從文

本中推測文中人物的想法。王老師在這一堂課的教學過程中，先後進行了兩次

二次作答、一次團隊合作學習，一共三個結構完整的教學片段。在這三個教學

片段之間，穿插師生問答、老師講解、小組討論、意見發表等活動，串聯成一

堂完整的語文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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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王瑀老師的語文課 

以圖 12之自主模式分析結果為例，「工具使用頻次」指出白板劃記頻次最

高，與一般教學狀況類似，使用頻次第二高的是記分板，表示老師常透過加分

的方式來鼓勵學生的正向行為。而在使用時間占比最高的是雙分割比較，代表

這堂課花了很多時間在討論和比較學生的作品。另一方面，「主導趨勢分析」

顯示出這堂課偏向是以老師主導，但中間有一段滿長的時間開放給學生主導，

反應出學生進行小組活動的事實。「方法應用分析」則顯示了這堂課是一堂全

班互動較高的課堂。透過「蘇格拉底(Sokrates)分析系統」，得以將王瑀老師在

課堂上的教學行為完整記錄下來，進行分析，產生圖表，讓想學習成長的老師

們對理想的智慧課堂有更高層次的理解，成為自我精進的基礎。 

179



 

圖 12 自主模式分析結果 

綜上所述，透過智慧型議課廳之數據化分析，對於教師發展以學生為中心

的課堂教學會有幫助；同時，透過蘇格拉底分析統之教學行為數據分析，教學

中教師所使用的教學方法能統計且數據化，對於教師找出最能提升教學成效有

所幫助。更重要的是，課堂中教師與學生之間的提問與回應都能有效記錄，對

於改善師生之間的互動有所幫助。 

 

伍、結語 

透過醍摩豆智慧型議課廳，教師團隊與專家團隊共同議課、共同分享、共

同成長，此為教師專業成長的議課模式，讓學校教師團隊以團隊合作的形式一

同向上成長。而在教育行政單位，如教育局的整合下，將能促進智慧學區專業

成長，做到整合數據、分析研討、理解差異、目標性專業協助，教師專業成長

的學區模式能完美整合學區內的教育資源，使學區教師專業成長。醍摩豆智慧

型議課廳完美結合了智慧課堂這個「診斷室」與專家們的「會診室」，依照教師

教學行為而產生的大數據的評價、診斷，讓教育專家科學化的有效幫助教師提

升專業知能，這更是未來提高教師專業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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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學校的詩性空間和美學情境之探究 

林進山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助理教授兼實小校長 

北京教育學院客座教授與附屬學校諮詢顧問 

 

摘要 

 

    優質學校的空間規劃主要透過「詩性空間」(poetic space)和「美學情

境」(aesthetic situation)二大設計主軸。「詩性空間」是具有人文素養和美

學藝術的穿越空間，去建構學校工程建築。以藝術美感規劃設計活動空間，諸

如角落的詩篇空間、轉向的活化空間、優雅的藝術廊道、採光的明亮建築等，

讓校園充滿人文和美學的詩性智慧與學習氣氛。 

    校園「美學情境」的規劃與布置須有整體觀、情境觀、價值觀、美感觀和

藝術觀，將學校依建築和空間的造型與特色，規劃美學情境。美學情境規劃可

畫分為「校園情境美學」和「室內空間美學」。研究者就辦學經驗、參訪學習

和文獻分析，將優質校園空間規劃的主要面向歸納成「校園空間的整體規

劃」、「典藏校史的文物古蹟」、「學習步道的美感設計」、「藝術廊道的發

表欣賞」、「修繕工程的轉念學習」、「角落學習的情境安排」、「詩性空間

的規劃設施」和「締造溫馨的美學情境」等八個面向。而未來校園的發展型

態，可分為生態永續校園、智慧科技校園、精緻美學校園、特色空間校園、綠

能建築校園和人文藝術校園。 

    優質學校校長透過「空間領導」方式，以保留優秀傳統文化，注入創新活

化空間的理念，規劃「空間特色」，藉由「詩性空間」和「美學情境」，善用

「廢墟空間」和「閒餘空間」，尋找「幸福空間」，讓校園空間發揮「最少限

制，最大效益」，改變校園學習環境，形塑一所「安全、人文、自然、科技、藝

術和健康」的優質學校。 

 

 

關鍵字:詩性空間、美學情境、校園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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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學校校園空間營造的規劃理念，須保留優秀傳統文化，注入創新活化空

間，讓校園空間發揮「最少限制，最大效益」，輔以「美學情境」概念，以形塑

詩性品牌的校園為目標導向。因此，校園空間營造須以情境設計和人文氣息為

基礎內涵， 

打造優質校園空間文化，落實空間多重應用的價值，讓「有限的空間，開拓無

限的應用可能」，締造永續發展的學校。 

    優質學校的詩性空間規劃端賴校長領導理念、特色課程研發、教師教學創

新、學生學習需求、行政創新經營和營造社區發展的整體營運。而空間領導可

提升教育意境、帶動課程發展、引領教學創新、豐富學習資源、促進行政革

新、拓展社區關係（湯志民，2009）。使「空間領導-美學情境-豐沛資源-特色

課程-創意教學-辦學價值」以貫穿整體校園的生活、生態、生命和生存之辦學

績效(school performance)。 

    優質學校的校長須有營造校園空間的思考圖像(Thinking graphics)，結合

學校教育願景、領導理念、校務發展、教學資源、學習需求和社區因應，有統

整性的構思和前瞻性的規畫，開拓詩性空間和設計美學情境，讓校園成為活化

空間的亮點學校。茲就校園空間規劃的意涵、校園空間規劃的面向、校園美感

情境的賞析和未來學校的發展型態，分敘如下 

 

貳、校園空間規劃的意涵 

    法國哲學家Gaston Bachelard(1994)將「空間詩學」轉向的美學著作，內

容面對物質意象，所產生的「空間轉向」之探究。其將現象學方法轉向「詩意

哲學」所開啟之「幸福空間」做為研究基礎，更進一步指出「空間詩學」中存

在一種比「幸福空間」更為原始的「廢墟空間」。其以一種「氛圍」的轉換，

表現它在詩意語言空間的創造性能量(邱俊達，2009；龔卓軍、王靜慧譯，

2003)。研究者藉由Bachelard的「空間轉向」的概念，如何將校園的「廢墟空

間」轉向「幸福空間」，形成一種優雅的學習情境和和諧氣氛。這種校園情境

的「幸福空間」具有人文價值和美感教育，共同尋回親師生的幸福感和價值

感。因此，空間的規劃是想像活動的開啟，並藉由學校場域的分析，規劃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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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涵詠心性，創造教育價值，形塑優質學校。 

    校園空間規劃(campus space planning)係指學校領導者或領導團隊，策畫

空間設計、情境布置、美感色澤建構活動空間、學習步道、學習角落等，共同

營造安全、人文、自然、科技、藝術和健康的學習情境，進而塑造適合學生學

習和教師教學的詩性空間和美學情境之設施。 

 

 

一、詩性空間(poetic space) 

    具有人文素養和美學藝術的穿越空間，去建構學校工程建築。以藝術美感

規劃設計活動空間，諸如角落的詩篇空間、轉向的活化空間、優雅的藝術廊

道、採光的明亮建築等，讓校園充滿人文和美學的詩性智慧與學習氣氛。 

    學校的內外在空間，可規劃「穿透空間-賞析校景」、「美學空間-彩繪創

作」、「詩性空間-賞詩創詩」、「幸福空間-休憩服務」、「功能空間-情境學

習」、「活動空間-律動遊戲」、「文學空間-發表寫作」、「藝術空間-展示作

品」、「學習空間-角落學習」、「閱讀空間-行動讀書」、「體驗空間-生命體

驗」等等，讓學習情境充滿詩情畫意，建構詩性校園(poetic campus)。 

二、美學情境(aesthetic situation) 

美學不是知識的堆積、經驗的累積或是美感的培養，而是生命本質的自我

開展和心靈成長，以開放的心念，賞析自然情境，獲悉心靈的解放與詮釋，彩

繪自己的人生價值。因此，透過美學情境陶冶性情，培養思辨能力，養成外在

的情境和內在的思維共鳴，形成學習整體脈絡，達成「知-情-意-行」的教育目

標。 

校園美學情境的規劃與布置須有整體觀、情境觀、價值觀、美感觀和藝術

觀，將學校依建築和空間的造型與特色，規劃美學情境。美學情境規劃可畫分

為「校園情境美學」和「室內空間美學」。 

(一)校園情境美學 

    校園可依原有的建築風格和校園空間規畫與布置，並搭配學校特色課程與

創意教學加以呈現美學風貌。諸如建築藝術、藝術廊道、學習步道、彩虹步

道、動畫空間、彩繪接龍、書法寫作牆、閱讀休憩區、轉角工作室、綠色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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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角落咖啡座、世界廊道、品德田園和發表平台等等，讓校園充滿美境與意

境，達成美學情境的陶冶功能。 

(二)室內空間美學 

    室內空間的設計與布置須具有美感教育的呈現，全校室內空間的規劃須兼

顧實用性和美感度。透過小小的巧思設計，促使空間產生莫大的使用效果，並

讓使用者感受到舒適、愉悅的真實感。同時，室內空間能呈現實際操作、發表

賞析，共同呈現美學藝術。諸如，皮影戲教室、韻律教室、樂活教室、書法展

覽室、藝術創作室、鄉土文化室、美術展示室、詩詞文學發表室等等，讓動態

活動和靜態展示皆能呈現美感教育。 

 

    學校空間受到少子化結構變化的影響，形成校園閒餘空間。學校進行產官

學研合作，活化校園空間外，其實還有許多「廢墟空間」，諸如教具室、校史

室、檔案室、儲藏室、死角空間等多年未整理的場域，如何把「廢墟空間」和

「閒餘空間」轉化成「幸福空間」，讓學校「空間管理」(space management)

和「空間應用」(Space application)更加連結，使學校空間更加活化，重新找

回學校情境教育的亮點與功能。 

 

叁、校園空間規劃的面向 

    台北市優質學校的「校園營造」指標，涵蓋安全校園、人文校園、自然校

園、科技校園、藝術校園和健康校園等六項指標。其目的在塑造一個適合師生

教與學的活動空間和休憩場域。研究者就辦學經驗、參訪學習和文獻分析，將

優質校園空間規劃的主要面向歸納成「校園空間的整體規劃」、「典藏校史的

文物古蹟」、「學習步道的美感設計」、「藝術廊道的發表欣賞」、「修繕工

程的轉念學習」 

、「角落學習的情境安排」、「詩性空間的規劃設施」和「締造溫馨的美學情

境」等八個面向(dimensions)，如圖 1，茲就各面向分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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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營造首重建築的空間規劃和情境的美學設計，建築物須保留優秀傳統

的風貌，以古建築襯托著校史發展，讓生命傳承，慧命延伸。同時，以綠色建

築營造蔭綠大道，展現學校校園生意盎然的生機，開拓校園的活力和希望。而

校園規劃須強化「安全的教育線」(education-line of safe)，以建構人車分

離、校園無死角的思維，形塑安全校園。規劃校園「休閒活動場域」鼓勵師生

運動，強化體能，促進師生休閒健康。結合「自然生態景觀，締造綠色校園」，

融合「資訊科技應用，E化現代校園」，開闢「藝術生活創作，美化心靈校

園」，以建構「深化人文情懷，打造優質校園」。並透過創意教學，創作思維和

創新營造，使校園組織團隊各得其所，發揮所長，營造一所永續經營發展的特

色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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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校園空間規劃的面向圖 

186



一、校園空間的整體規劃 

    校園空間的整體規劃須以「延續建築風貌、創意空間美學 永續校園發展」

做為校園營造的整個藍圖，並透過經營永續校園的辦學理念，規劃出「創新經

營的行政區」、「創意教學的教學區」、「開放空間的活動區」、「表演活動

的發表區」、「校史典藏的文物區」、「藝術廊道的創作區」、「生物多樣性

的生態區」、「蔬菜種植的田園區」、「角落學習的閱讀區」、「親子活動的

休憩區」等區域規劃。同時須注重校園整體營造的美學色澤、通風光澤、建築

風格，讓全體親師生都沐浴在優雅的學習情境中，感受雅致的學習情境和樂

趣，呈現學校教育的特色與風華，再現辦學巔峰。 

 

二、典藏校史的文物古蹟 

    學校空間規劃須考量設置「典藏校史文物的校史室」和「保存在地文化的

鄉土教室」，藉以延續學校文化和社區文化，使「學校成為社區的文化中心；

社區成為學校的資源教室」。 

(一)典藏校史文物的校史室 

    學校可規劃「歷史回顧廊道」和「建築風貌校史室」，讓師生共同營造人文

氣息，建立校友返校尋根機制，提升「知恩－感恩－報恩」的愛校情操，無形

中深化烙印在每個人的心靈深處，展現校園人文情懷和人文氣質。 

(二)保存在地文化的鄉土教室 

    學校保存在地文化，是學校辦學命脈的延續和生命傳承的價值。因此，社

區文物古蹟須加以保留與傳承，讓社區人士和學校師生了解在地文化的沿革與

興變，保留傳統文化，方能創造教育價值。 

 

三、學習步道的美感設計  

    校園規劃須結合課程設計和創新教學，學校可因應「主題課程」和「主題

探索」設計各種不同情境的學習步道。諸如蝴蝶學習步道、探索學習步道、生

態學習步道、數學學習步道、語文學習步道、藝術學習步道、植物學習步道、

校史學習步道等等。學校建築可搭配空橋建置校史學習步道；綠建築建置能源

學習步道；教學田園建置生態學習步道；建築色澤建置彩繪學習步道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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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學校建築與空間規劃須連結學校特色課程，規劃美感的學習步道，增進學

生學習興趣，提升教學品質和辦學績效。 

 

四、藝術廊道的發表欣賞 

    校園空間規劃須設計公共藝術的生活創作和美化校園的心靈動感，以「藝

術教學」培育學生藝術興趣，展現藝術技巧。透過師生共同創作繪畫「校園藝

術牆」，開闢「藝術廊道」讓師生發表創意作品，達到「欣賞發表學習」，拾回

學習成就，彰顯藝術氣息。尤其可透過「畢業美展」讓親師生共同佈置，發表

創作作品，展現校園藝術風貌。同時設有「藝術戲劇教學」提升孩童創意表現

和創思學習，促使校園更加有活力和朝氣，顯現教學創意的生命力。 

 

五、修繕工程的轉念學習 

    學校建築不可能都是新建築，經常遇到舊建築物的修繕工程，如何將舊建

築物的修繕轉化成「詩性空間」和「美學情境」，是值得思考的議題。研究者依

實務經驗，常轉念思考如何將「建築轉念心譜」、「工程轉變課程」和「美學轉

化教學」等幾個面向。 

(一)建築轉念心譜:學校修繕工程前，如何構想建築特色，藉修繕工程轉念為創 

見心譜，重新形塑建物的美學特色和詩性空間。諸如廁所改建可構思特色

空間和出入動向及創意情境，添增建築美學特色。 

(二)工程轉變課程:學校修繕工程中，可結合課程教學，設計工程課程，讓學生

探究了解學校歷史脈絡。同時，實施機會教育和安全教育，了解安全防治

措施，發展另類課程教學特色。 

(三)美學轉化教學:學校修繕工程後，可讓孩子參與完工後的情境布置或壁畫彩    

繪，把美學創作轉化成藝術教學，進而發表藝術創作，讓學校工程與美學

教學完全結合。 

 

六、角落學習的情境安排 

    形塑人文的校園風格是一種詩性智慧(poetic smart)，更是一種美學藝

術。校園設施的造型、意向和風格皆具有豐富人文特性。校園設施可規劃人性

化與親和性服務設計，諸如室內的學習角落和戶外的角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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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室內的學習角落:教室內的學習角可規劃為角落區、語言學習區、閱報區、   

遊戲區、創作區和發表區等，讓師生共同依教室空間大小規劃幸福空間，

使每間教室具有獨特性的美學情境和學習氣氛。 

(二)戶外的角落平台:學校校園空間規劃，須設計角落平台、讓親師溝通、師生

互動和社區參與有休憩的場域。諸如設計與校長有約的建築平台、陽傘咖

z啡座平台、轉彎處的閱讀角落、棋藝角落或戶外表演平台，讓親師生皆

能達成教育的核心素養-自主行動、溝通互動和社會參與。 

 

七、詩性空間的規劃設施 

    學校的建築設施和空間規劃須具有人文詩性、美學藝術和休閒活動等三種

特性。詩性空間須具有特色、溫馨、雅致、休憩、藝術和文學，藉以營造學習

氣氛。如閱讀角須含有舒適活動空間、雅致座椅、飲水設施、竹簾景緻和新書

介紹；又如教師休息室或教學準備室須具有茶几、咖啡機、報章雜誌、學生藝

術作畫、電話和沙發，讓老師沐浴在優雅的情境中，教師必定喜歡在此詩性空

間，討論對話、批改作業和共同備課。其他諸如「茶道教室」、「書法教

室」、「陶藝教室」、「畫作教室」、「韻律教室」和「橋藝教室」等，均可

設置成充滿詩性教育的特色空間和幸福空間。 

 

八、締造溫馨的美學情境 

    學校須培育具有文化素養的學生，對於文化美學的關懷與學習；學生具有

文化美學就能厚植其美感藝術，陶冶情操，進而日後成為優質典雅的公民。學

校須要營造一種藝術美感的情境，淺移默化學生的性情。因此學校的美學建築

和空間設施，須強化美學元素。學校設施的彩繪和空間的規劃，須融入美學概

念。諸如政大實小的「彩虹步道」、「波浪天花板」、「浪板儲線槽」、「彩

繪壁畫」和「電梯彩繪」等，皆顯示「空間規劃-課程安排-創新教學」連結美

學情境的設計。學校美學情境的規劃，涵蓋植栽種植的色澤花卉、牆壁樓梯口

的色澤調配、建築物的特色風格、空間的裝修隔間，處處皆具有審美觀念，然

後進行美感調配與規畫，以締造溫馨的美學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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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觀上述數端，學校從「規劃校園空間」、「典藏校史文物」、「設計美

感步道」、「欣賞藝術廊道」、「工程轉變課程」、「安排角落情境」、「規

劃詩性空間」和「締造美學情境」等八個校園規劃面向，就是要結合整體校園

建築和融入社區資源與在地文化，打造「詩性空間」和「美學情境」，讓親師

生找到「幸福空間」，沐浴在優雅的學習情境，建構一所優質學校。 

 

肆、校園美感情境的賞析 

    校園空間設施規劃須融入美感情境的賞析，方能使「特色空間-美學情境-

美感賞析」勾勒成學校空間規劃的美學教育線(Aesthetic education line)，

達成詩性智慧的美學概念。校園公共藝術和美學情境，較能彰顯美感賞析的不

外乎「詩性的學習步道」和「美感的學習角落」。 

一、規劃詩性學習步道(learning trails) 

    詩性的學習步道就是讓學生能學習、發表、賞析與鑑賞，增進學生學習意

願和培育美感素養。因此，學校可透過校園公共藝術和課程設計的需求，規劃

各項生態、藝術、美學和探索的學習步道，提供師生教與學的平台。 

二、設計美感學習角落(learning corner) 

    學習角落設計與規劃將成為搭配學校建築的空間營造，更能彰顯學校空間

特色與美感教育。各項學習角落可搭配空間大小和美學概念，設計精緻的學習

角、活動角和遊戲角，透過動線美感、空間美感、特色美感和色澤美感，打造

足以賞析的校園情境。 

 

伍、未來學校的發展型態 

    90年代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推動「明日學校」(Schooling of 

Tomorrow)，試圖發展未來學校教育的趨勢。法國針對 OECD的未來學校方案，

舉行一場「學校未來」論壇，涵蓋確定學校的使命、學校運作的改進和讓學生

成功等三個面向（湯志民，2008）。McConachie(2007)認為未來學校建築的模

式，包含打造活化組織(building organiezation)、建構整體元素(building 

elements)和支持與增強(support enhancement)。由此觀之，未來學校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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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活化學校行政組織創新經營，打造整體的優質校園情境，支持教師專業發展

創意教學，強化學生多元整合創價學習。2020年代的未來學校將面對浮萍時代

(adrift)來臨，孩子缺乏動機及對生命沒有熱情、更缺乏受挫折的容忍力。學

校建築的未來校園空間規劃須更強化「開放學習空間」、「社區資源應用」、

「情境生態設計」和「設施智慧科技」等面向，以因應學生學習需求，找回逃

離學習現場的孩子，留住他們的心，點燃未來學習的希望。 

    湯志民（2008）認為未來學校建築規劃的趨勢涵蓋建築內涵人文化、建築

系統自動化、建築設備科技化、建築營運複合化、建築環境生態化、建築空間

彈性化和建築設計數位化等七個發展趨勢。研究者就依個人辦學實際經驗和個

人思維分析，未來校園的發展型態，可分為生態永續校園、智慧科技校園、精

緻美學校園、特色空間校園、綠能建築校園和人文藝術校園，茲分敘如下 

 

ㄧ、生態永續校園(Ecological sustainable campus) 

    學校建築空間規劃需考量生態永續發展，種植原生種植物，採漸層植栽，

規劃生態池河，設計生態課程，設置植物解說牌，形成生態學習步道

(ecological learning trails)。同時進行生態教學和訓練學生成為校園小小

解說員，使「空間規劃-學習步道-生態課程-創新教學-創價學習」形塑生態永

續發展校園。學校須結合在地文化和社區資源，規畫開放的生態學習步道，可

分「生態植物區」、「濕地沼澤區」、「校園喬木區」和「校園灌木區」編制校園

生態植物手冊。同時結合生態教育課程，設計生態課程，分站解說教學，讓孩

子學習從認識校園生態出發，藉以提升孩子的學習樂趣和延續在地的生態資源

共享共榮。 

 

二、智慧科技校園(Smart technology campus) 

    台灣在 2014 年由經濟部推動「智慧校園新興產業」，藉由「雲端產學聯盟」

進行「產學合作方案」，擴展學校團隊與科技產業形成合作社群，將產業 4.0 連

結教育 4.00，展現「創新思維、協同創作」的教育資產，共同打造智慧社群、智

慧保健、智慧學習、智慧行政、智慧管理和智慧綠能形塑智慧校園，建立國際教

育智慧品牌(林進山，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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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建築規劃須考量設備科技化，涵蓋學校行政系統資訊化、電子公文系

統、主計出納電子系統、學生註冊系統、地震警報系統、智慧警鈴廁所系統、

3D列印系統、電子看板系統、影音播放系統、歡迎海報電子系統、消防警報系

統、電子圍籬系統、電視看板系統、智慧教室系統、多功能智多新教室和校園

監視系統等科技設備。學校智慧科技設備須結合教師教育訓練，讓學校科技設

備與教師智慧應用發揮最大的教育效益。 

    智慧校園永續發展須藉由集體領導整體帶動的智慧領導(Smart 

leadership)，透過願景目標的創新、空間營造的創新、人員方法的創新、營運

策略的創新、作業流程的創新、服務技術的創新和智慧產品的創新。因此，智

慧科技校園，須做系統性和整合性的詩性空間規畫和美學情境佈置，藉以建構

品牌的智慧科技校園。 

 

三、精緻美學校園(Betterness aesthetic campus) 

   「精緻」的理念源自於 1980年代的「追求卓越」運動，當時美國聯邦政府

還特別成立「國家卓越教育委員會」負責推動卓越教育的相關措施。我國推展

「精緻教育」(betterness education)的理念，係於 1987年「中華民國師範教

育學會」理監事聯席會中，由伍振鷟教授所提出(吳清山、林天祐，2003)。當

今少子化影響學校辦學方向，班級學生減少，學生人數驟減，「閒餘空間」如

何使其更精緻化、美感化，以彰顯詩性空間和美學情境，為學校領導者(校長)

應有的新思維。 

    學校辦學須以精緻教育為理念，以美學情境為方向，形塑精緻美學校園。

例如國立政治大學實小在 2014年就自行掛牌，以「精緻教育學校」

(Betterness education school)為辦學目標，從外在的校園空間結合「色澤-

調和-韻味」的美學概念，發展「精緻行政」、「精緻情境」、「精緻課程」和

「精緻教學」，使外在的「世界廊道」、「彩虹步道」、「品德田園」、「鐵

琴圍牆」、「雅致的閱讀角」、「色澤調和的運動場」和「音符外牆」及室內

的「溫馨圖書館」、「樂活校室」、「桌球校室」及「班級閱讀角」皆充滿韻

味美學，活化學習場域，形成精緻美學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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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色空間校園(Characteristic space campus) 

   學校受少子化結構的影響，如何把「閒餘空間」轉化成「特色空間」，形

成特色空間校園，這種空間轉為特色是學校辦學的新思維。而不是停滯在「活

化空間」和「空間再利用」的歷程，學校將「閒餘空間」轉為「幼托整合」、

「外租場地」形成「創收學校」(Income school)。如此，僅止於教育資源回收

利潤，甚為可惜。教育的本質是資源的挹注與投入，如能把「閒餘空間」結合

「產官學研」機制，建立「特色教學空間」，讓教育最大化，拓展孩子的學習

情境和創思空間，其教育的產出是不可限量。諸如設置「英語情境中心」、

「創造力學習室」、「3D列印室」、「智多新教室」、「藝術賞析教室」、

「攝影採訪室」、「皮影戲教室」、「創客教室」等等，此等策略可透過校際

聯盟學校共創特色空間學校。 

 

五、綠能建築校園(Green building campus) 

    我國自 1999年實施綠建築指標，係針對建築物對生態（Ecology）、節能

（Energy Saving）、減廢（Waste Reduction）、健康（Health）等四個面向需

求，訂定綠建築（EEWH）評估系統及標章制度。評估系統涵蓋「綠化量」、「基

地保水」、「水資源」、「日常節能」、「二氧化碳減量」、「廢棄物減量」、及「污水

垃圾改善」等七項指標。2003年增訂「生物多樣性」及「室內環境」兩項指

標，成為「綠建築九大評估指標系統」(台灣綠建築發展協會，無日期)。因

此，學校環境教育和校園永續發展被日趨重視，學校可運用綠能建築與綠建

材，形成「學校綠軸」。規劃「落葉堆肥區」、「田園教學區」、「植物生態區」、

「蔬菜種植區」、「雨水撲滿區」、「資源回收區」、「能源生產區」、「透水鋪面

區」，以興建最少廢棄物和自然永續共生的建築規劃設計。同時，綠能建築亦能

結合科技，如太陽能光電板、風車運轉、雨水回收系統等，自行生產綠能，達

成節能省能、有機校園的綠能建築校園。 

 

六、人文藝術校園(Humanities and arts campus) 

    校園公共藝術(public art on campus)須符合「民眾參與」、「環境融合」

與「公共性」等原則，學校新建築物須設計公共藝術，而且須佔總工程款的百

分之一，足見學校的空間規劃與設計須要有美感和藝術感，讓校園充滿人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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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氣息。學校藝術空間的規劃，除了符合建築物公共性外，更須與課程教學設

計連結，融入整體的教學情境，培育孩子具有人文情操和藝術賞析與創作發表

能力。學校可建立公共藝術，成立藝術美學館、藝術廊道、藝術家和文學家駐

校，讓孩子親自接觸藝術家和文學家，學會 

藝術文學創作，沐浴在「賞詩-做詩-創詩」和「賞析-美感-美學」的詩性生活

中，以建立一所人文藝術學校。 

 

    綜觀上述數端，學校空間規劃須結合行政創新經營、學校特色課程、教師

創意教學、學生創價學習和社區傳統文化及其他設備支援，以資學校整體帶動

和營運，藉以展現學校校長「空間領導」(space leadership)的積極作為。而

未來學校的發展型態受到少子化的影響，校園發展須結合學校現有的特色空

間、在地傳統美學文化和掌握社區資源取得、分配、運用及效益分析，朝著生

態永續、智慧科技、精緻美學、特色空間、綠能建築和人文藝術進行校園規畫

方向，延續辦學理念，發展特色，永續經營，形塑優質學校。 

 

陸、營造空間美學，發展詩性校園，形塑品牌學校………代結語 

     McConachie(2007)認為未來學校建築規劃趨向彈性空間、永續發展、兼具

個人與群性和社區連結等四個面向。學校建築內涵須反映出「詩性空間」，涵蓋

人性文化、文學氣息、生活藝術、性別平等。使學校空間融入生活情感和學習

情懷，感受詩性意境，找回學校教育的核心素養，培育學生高度的學習氣質。

而外在建築須顯現「美學情境」，包含建築特色、色澤調配、空間應用、情境韻

味、角落學習、無障礙設施和融合社區美學文化，形塑典雅校園。同時，學校

建築須重視資訊科技、網際網路、生態教育和運用綠建築建材，減少廢棄物與

自然生態共生，建構開放空間、彈性特色、多元學習及轉化型態的「品味、品

質和品牌」學校。學校整體的空間規劃，從校長的「空間領導」理念，規劃

「空間特色」，藉由「詩性空間」和「美學情境」，善用「廢墟空間」和「閒餘

空間」，尋找「幸福空間」，改變校園學習環境，讓辦學空間最大化與價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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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教室空間規劃與學生學習的關係，並提出促進學生學習的教

室空間規劃作法及注意事項。文章聚焦討論教室空間之座位配置(包含座位區域

及桌椅配置)對學生學習的影響，並據此提出促進學生學習的教室空間規劃作

法，包含：1.以適時更換座位來打造處處是黃金座位區的教室；2.以移動式講

台或三面螢幕來營造教室中的環繞視角；3.以便於分組的活動式桌椅來挑戰不

同學習方式；4.以教室內不同區域之規劃來滿足各種學習需求。最後，建議規

劃教室空間時宜注意的相關事項，如：1.注意不同教育階段的學生身心發展及

空間需求；2.向西方國家取經的同時仍需考慮國人學習方式；3.宜因應學科特

質及教師教學特色而調整座位；4.可進一步調查使用者滿意度及相關用後評

估；5.衡量傳統教室與新型教室相較的使用效益；6.鼓勵教師革新教學空間並

讓空間協助教學。綜上，期能克服傳統教室對學生學習的侷限，並配合校園規

劃經費及建物保存年限，以較為經濟的方式提供學校教師教學、學校規劃教室

空間之參考。 

 

 

關鍵字：教室空間規劃／設計、學生學習、教室的影響、學校建築規劃 

 

  

196



 

壹、 前言 

學生是學校教育的主體，其成就表現則是學校教育的核心價值，而教室可

說是支持學生學習的關鍵元素之一(Park & Choi, 2014)。Harrison和

Hutton(2014)根據相關資料指出，現今學習模式(learning styles)轉變的內涵

包含：從教導(didactic)轉變為自主學習形式、從個人轉變為協同合作、問題

解決式的學習、終身學習、虛擬學習社群、遊戲學習等。可見學習型態具有從

單向式的教導轉變為互動式合作學習的趨勢，為落實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理

念，可考量先從改變學校硬體設施開始，當教室空間設計以學生學習為主，並

配合教師有效教學方法時，其效果便會如同Bechtal和Zeisel所言：「環境使我

們如此行為，因此，如果環境作了特定的改變，我們的行為也將因此改變」(引

自張美玲，2001)。 

許多國家如德國、芬蘭及日本，很早就有「以環境啟發人心」的教育概

念，如芬蘭學校在學生桌椅和書櫃等動線規劃上，都細心考量到使用者的需

求，減輕學生對環境的束縛感(聯合報，2017a)。是故，良好的校園建築及環境

應為一個充滿支持的物理環境，必須能滿足、支持學生各方面的學習需求，以

間接促進其學習成就。本文擬就教室空間規劃與學生學習的關係做一探討，並

提出促進學生學習的教室空間規劃作法及注意事項，以供學校教師教學、學校

規劃教室空間之參考。 

 

 

貳、教室空間規劃與學生學習之關係 

法哲Bachelard曾透過窩巢和介殼的觀念探討空間的私密與依附，並指出

「角落」是種藏身處，它讓我們確認一種存有的初始特質：靜定感。(龔卓軍和

王靜慧譯，2015)。Cannon design(2010)團隊亦指出如果我們要轉變一個文

化，就必須注意兩件事：習慣(habits)及棲息地(habitats)，即心智習慣和人

們操控的物質環境。對學生來說，「學校」及「教室」便是其生活中的棲息地及

窩藏的角落之一。 

一所大學提供以支持學生學習的重要物質服務之一就是「教室」，學生也花

很多時間在教室中學習(Park & Choi, 2014)。對中小學學生來說，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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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其一天中待在教室裡進行的學習時間更長。相關研究顯示，將近半數國小

學生下課時喜歡留在教室休憩或遊戲等，尤其是愈高年級學生愈有此趨勢(湯志

民，1991；黃庭鈺，2001)，下課時間的活動也是一種非正式的學習活動，教室

若同時也能具有室外空間促進學生身心靈發展的作用，透過巧思規劃成師生在

校的空間依附對象，那麼「窩巢」、「角落」的靜定感就能走進學校教室內，讓

師生達到身心的安頓與情感依附了。 

Atwood 和Leitner(1985)根據Weinstein的一篇研究說明教室設計也和學生

的行為及學習有關，Weinstein發現教室做很小的改變對學生行為也會產生可預

期和需要的改變。這些教室改變包括：建一個可陳列手工品的架子、可供遊戲

和寫字的桌凳和低平台、供獨立研究的座位，及一間可作為安靜私人空間的紙

板屋。Atwood 和Leitner另也指出教室的美質(the aesthetic nature)(如色

彩、採光、舒適的座位)會影響學生行為和態度，且應重視教室前面和中央活動

參與區，並提供不同空間配置以供大團體的活動、小團體工作及可獨立研究的

區域。 

教室空間規劃與學生學習間的關聯性，已在許多國內外相關實證研究中獲

得證實。本文欲探討的教室空間乃指小學至大學校園中的「普通教室」，而學科

教室、視聽教室等特殊空間則不屬之。在教室空間及環境的相關文獻中，教室

座位配置是備受矚目的研究重點之一，座位配置包含「座位區域」及「桌椅配

置」，茲分述其內涵如下： 

(一)座位區域 

    座位區域乃指傳統排排坐的教室中的座位區塊，相關文獻均同意最佳的座

位區域，係位在教室的前方及中央的區域，一般稱之為「活動區(action 

zone)」、「積極參與區(active participation zones)」、「中央三角區( the triangle of 

centrality) 」或「黃金區(golden zone) 」等，相關實證研究指出坐在上述區域

的學生，會獲得較高的成績、有較多的參與、會更專注於學習、師生互動較頻

繁、更喜歡課程和老師，甚至有較好的自我概念(self -concept)(湯志民，2006；

劉敏惠和鄭玉曼，1989；Atwood & Leitner, 1985；Park & Choi, 2014)。 

(二)桌椅配置 

   桌椅配置亦可稱為「座位排列方式」，乃教師依其教學需求及學生特質而對

教室內之課桌椅加以排列，可分為傳統的直列式、小組式、馬蹄形(ㄇ字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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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形、四方圍坐式(或圍成大圓圈)、以及其他類型課桌椅的座位安排法等(張美

玲，2001；湯志民，2006；黃郁倫和鐘啟泉譯，2012)。桌椅是教室中最重要的

設備，桌椅的形式與功能是影響學生學習的物理條件，透過桌椅的擺設，學生

可感受到學習環境允許的活動種類(楊長苓，1996)。 

    以下分別探討「教室座位區域」及「教室桌椅配置」與學生學習的關係，

並指出「傳統教室與學生學習所面臨的挑戰」。 

 

一、教室座位區域與學生學習 

    國外相關實證研究發現，教師與學生的語文交互作用，集中於教室的前方

及中央，此為「活動地帶」(即師生交互作用最頻繁的地帶)。坐在前面及中央

的學生，也有較高的學業成就及參與感，但特別愛發言的學生之參與感並不會

因為座位位置而有所差異(劉敏惠和鄭玉曼，1989)。 

    McAndrew亦根據相關研究指出學生坐在教室前面或靠近教師者，會增加班

級參與度(引自湯志民，2000)。Park和Choi(2014)的研究也證實傳統教室中的

「黃金區(golden zone)」和「陰影區(shadow zone) 」(如圖1)確實會影響學生的

學習經驗。常坐在「黃金區」的學生相較於坐在「陰影區」的學生，會有下列

的高傾向：1.對自己的學習能力很有自信；2.喜歡創造力的作業；3.在課堂上比

較願意舉手和問問題。在黃金區，學生可和老師有較佳的視線接觸及互動，也

比較容易保持長時間的專心和動力，而且黑板、白板或螢幕的視線比較不會被

其他同學遮住。陰影區不被喜歡的原因，除了沒有具備上述的優點外，還可能

會因課堂的疏離，而和隔壁同學聊天、玩智慧型手機或者睡覺(Park &Choi, 

2014)。 

     綜上可知，教室座位區會影響學生學習，且以教室前方及中央地區的座位

較有利於學生各方面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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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教室座位中的黃金區(白色區塊)、次黃金區(淺灰色區塊)及陰影區(深灰色

區塊) 

圖片來源：取自Park 和 Choi (2014). Transformation of classroom spaces: 

traditional versus active learning classroom in colleges. High Educ (2014) 68, 

p.757。 

 

 

二、教室桌椅配置與學生學習 

    佐藤學認為小學低年級課桌椅的配置極其重要。教師要拆除講台，以能看

見的全身的方式與孩子接觸。課桌椅擺放時也不應該讓孩子面對黑板，宜讓每

一個孩子單獨坐或是兩個人坐一起，應當排成ㄇ字型或扇形，讓每一個孩子左

右兩側都看得見彼此為宜。甚至最好是安排方便孩子與其前後左右同伴交談的

座位，並縮短與教師以及同學之間的座位距離。佐藤學將這種低年級課桌椅的

緊密配置稱為「低年級團團坐型」。小學(三年級以上)、國中和高中則可四人一

組，在教室裡桌椅排成ㄇ字型，以利隨時討論(黃郁倫和鐘啟泉譯，2012；黃郁

倫譯，2013)(如圖2)。 

    楊長苓(1996)的研究顯示，分組座位可幫助低年級學生發展較多的社會互

動。如位在浙江杭州錢江新城的南星社區C09區的一所小學，為低年級所規劃

的教室是團團坐型(ground seating)，而中高年級則是典型的兩人一組排排坐(如

圖3)(Li(ed.), 2013)。然而，劉敏惠和鄭玉曼(1989)整理國外文獻發現，以行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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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入座的小學一年級學生(亦即排排坐的座位安排)，在學習活動中的專注行為

要比圍繞桌子而坐者高，且教室常規也比較容易控制。 

 

圖2  馬蹄型(ㄇ字型)的桌椅配置 

圖片來源：取自黃郁倫和鐘啟泉譯(佐藤學著)(2012)。學習的革命：從教室出發

的改革(p.176)。臺北市：天下文化。 

 

 

 

圖3  低年級團團坐型(左)及中高年級兩人一組排排坐(右)的桌椅配置 

圖片來源：取自Li, Q. (Ed.)(2013). School buildings (P.167). Hong Kong：Design 

Media Publishing Limited. 

 

    在多數教學現場中，傳統直列式座位安排仍是常見的座位安排法，適用於

講述法，但卻較不利學生之間的互動，Weinstein回顧過去幾項研究也發現，

「大團體排排坐(large group row arrangements)」傾向於以教師為中心，而「小

團體安排(small group arrangements)」則比較適合需要學生互動的教室課業

(Gurzynski-Weiss et al., 2015)。Rosenfield等人(1985)的研究發現桌子「圍成圈

圈」的學生比「排成直列」的學生，顯著地參與較多的課業行為(on-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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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r)，而桌子「群集」的學生的課業行為則介於上述兩者之間。如美國

Washington的Todd Beamer高中，為促進學生小組討論風氣與良好的人際互動，

其摒棄西方傳統的長條桌，改採圓桌，因而製造了熱絡的學習效

果 (McConachie, 2007)。 

    Alexander等人(2008)的研究指出多數大學生對於自主學習教室(Active 

Learning Classroom，簡稱ALC)有積極的正面回饋，這類教室通常有多個「大圓

桌」，每張圓桌配9張椅子，有可移動式講台及環繞式的白板螢幕，並輔以相關

科技設備(如圖4)，其所作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學生認為ALC能有效促進團隊

合作及協同計畫、ALC是較學生取向的(student oriented)、增進學習過程中和老

師及同學間的連結、覺得更有參與感、可鼓勵討論且讓他們覺得願意發表意見

等。此外，教師也表示「圓桌(round tables)」可頻繁地增進眼神的交流，藉此改

變師生及同儕間的關係。Park 和Choi(2014)的研究結果亦顯示，學生覺得ALC

的環境是較具激勵性的，特別是在自主參與方面，較在乎學業成就的學生在

ALC教室中會表現更願意分享資訊及創造新點子。 

綜上所述，圓桌及團團坐之分組形式，提供了可有更多動態學習活動的教

育環境，這會促進學生互動、分享能力、師生溝通、發問頻率及意願，同時也

會增進課堂參與、學習過程的直接回饋，以及學習興趣和學習動機等。 

 

圖4  大圓桌式的桌椅配置 

圖片來源：取自Alexander et al.(2008). Active learning classrooms pilot evaluation: 

Fall 2007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p.1).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此外，湯志民(2014)從教學類型分析教育空間的需求，並據此提出教育空

間需求和教學方法之間的關係，其中桌椅配置也會影響教學方式，如：「排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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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的桌椅配置適合進行講述式教學、e化教學；「馬蹄型」的桌椅配置適合進

行講述式教學、討論式教學、e化教學、思考化教學、有效的教學；而「小組

型」的桌椅配置則適合進行討論式教學、e化教學、個別化教學、思考化教學及

有效的教學。張美玲(2001)的研究亦論及桌椅配置、適用的教學法及其優缺，

如：「小組式」的座位安排利於討論式教學、合作式教學，可促進教學互動，

其優點是學生的參與感強，並可促使更多眼光的接觸及非語言的溝通，有助於

學生的人際互動及合作學習的能力，缺點則是容易分心；「馬蹄型(ㄇ字型)」

的座位安排則適用於講述式教學法、表演課、問題討論教學。其優點是教師可

隨時走到中央地帶，從事溝通與教室管理，易於管理教室秩序，隨時注意學生

反應，而學生的參與感也較強，然而缺點是馬蹄型兩旁前面座位容易成為死

角。湯志民(1989)建議，教室桌椅配置可改成圓弧形，或分組併成四方塊、梯

形、六角形或其他形狀，可使視覺和互動關係產生生動的變化。 

    Hill和Ekey(2010)強調教室環境須提供促進每天都會有的三種不同類型之互

動的空間，包含：1.全班性教學；2.小團體教學；3.獨立的工作和個別會議。所

以，教室的設置即是創造活動情境，這些情境的創造是為了促進人們以多元的

方式獲得知識和精熟技能，要建構有彈性的情境，以促進人們以不同方式取得

知識。教室內的家具、設備與裝潢應可重組以促成社交向心環境(sociopetal 

settings)與社交離心環境(sociofugal settings)。「社交向心環境」的配置在鼓勵社

交活動，可將桌椅每四個或五個組成一群集，團體成員可在此聚集、分享資

訊、協商並討論如何解決特定問題(如圖5)。在一個社交向心的配置中，學生可

彼此教導對特定工具和材料的使用。而「社交離心環境」的配置則是為了阻礙

社交活動，可將桌椅放置在遠離其他桌椅的牆壁前，或安排成一整排，讓學生

就座時全部面向同一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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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互動需求 

小團體           個人           大團體 

 

圖5  新北市崇德國小黃國平老師將教室課桌椅重新排列，成為五人一組的形

式。 

圖片來源：取自聯合報(2017b)。難忍受醜教室，師生自己來設計。

https://udn.com/news/story/6898/2684693?from=udn-catelistnews_ch2 

 

一個有彈性的教室，應可運用情境配置，以推動或控制知識的分配

(Lippman, 2006、2010)。是故可依據教學及社交促進需求來安排座位，如講述

式／社交離心環境，討論式／社交向心環境。有關教室桌椅配置與學生學習的

適配性，整理如圖6所示： 

 

 

 

 

 

 

小組型
(團團坐)

排排坐
(單人或雙人座)

馬蹄型
(ㄇ字型)

適用年齡   小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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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教室桌椅配置與學生學習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三、傳統教室與學生學習所面臨的挑戰 

    在傳統的學習中，是否「每一個」學生的學習都能夠形成？就結論而言，

即使教學的部分形成了，但在課堂中完全可以學習吸收的學生是少數(黃郁倫和

鐘啟泉譯，2012)，這除了牽涉教材編選、教師教學法之外，教室空間規劃亦可

視為侷限學生學習成就的阻礙。Park和Choi(2014)指出時下的潮流是強調批判分

析能力的發展，透過交流，與其他專業的人合作，並發現新的知識來創建新的

思路。但這些能力往往在擁擠的教室裡會受到阻礙、無法培育，Park和Choi甚

至以「塞滿滿的小鍋子」(a packed small pot)來形容傳統教室坐滿學生的擁擠狀

態。圖7亦顯示自古希臘以來，教室設計及學生座位型態的歷史演變，當教育普

及化、受教人數變多，師生比例愈加懸殊，教室空間規劃對於有效學習的影響

就益形重要。 

 

圖7  學生座位型態的歷史演變       圖片來源：取自Park & Choi (2014). 

Transformation of classroom spaces: traditional versus active learning classroom in 

colleges. High Educ (2014) 68, p.751. 

 

現今台灣許多中小學教室採取的仍是「排排坐型」，教師可能為了秩序管

理、教學習慣或者空間的限制，較少使用會促進同學交流的「團團坐」配置。

連已較無升學壓力的大專院校，多數仍較喜歡使用傳統的粉筆和講述法，大學

空間也仍主要是被動式的講堂(Boys, 2011)。雖然教師有時可能會要求學生移動

他們的桌子，去形成大約如教室寬的半圓形以便進行討論，或者移動位置以組

成小組以利小團體活動，然而若沒有運用這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法，教室空間

及其中的家具配置，多數仍會維持傳統教室的樣貌(Gurzynski-Weiss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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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2015)。 

    Park 和 Choi（2014）指出傳統教室存在著以下五個問題：(一)傳統教室會

有 「黃金區」和「陰影區」，這會區別出學習狀況。學生認為在黃金區可和老

師有較好的溝通、較能理解課程，也會對課程更又興趣。坐在這個區域的學生

也比較有動機去主動參與課堂；(二)七成以上的學生都喜歡黃金區，但卻只有

一成的人能坐到這些位置；(三)能坐到黃金區取決於抵達教室的時間和最要好

的朋友所選擇的位置；(四)對自己的學習成就有信心的學生、對需要創意點子

之任務有強烈表現慾望的學生，和有意願問問題的學生，都很少會受到其他因

素的影響(包含不會受座位區域影響)；(五)正向人格的學生比較會坐在黃金區，

他們自然也會的到較好的學習條件，學習成果也會比較好。可見，傳統教室間

規劃對於啟發學生主動學習、學生中心的教學或統整性的教學活動的實施，有

相當多的改進之處。例如在物質環境上，教室空間不足、課桌椅過於笨重不易

移動，亦缺乏足以快速移轉配置的空間和條件，致使傳統教室僅有一個主教學

空間，教師的教學往往受限於教室空間設計，難以有效變更教師空間和學生的

座位型態，以利更豐富多元的教學方式(如團體或分組討論) (湯志民，2014)。 

    傳統教室中學生的課桌椅面向教師排成一列列的直線。Richardson認為這不

是鼓勵學生投入與感到滿意，因為：(一)學生不一定能看清楚老師或老師的動

作，因為旁邊的學生可能無意間擋住了視線；(二)許多學生可能離教師太遠，

使其覺得與班上同學和上課主題相隔閡；(三)前後排學生彼此可能很難看清楚

或聽清楚；(四)一排排的配置，使動態課程無法實施；(五)由於老師所使用的可

課桌椅和學生不同，及由於全班學生與老師間的距離，使老師的支配地位更強

化（引自湯志民，2006）。 

Smith等人的研究亦說明，傳統的排排坐對同儕互動最無助益，雖然有利教

室控制，但無法促進學生的社會成長；如讓學生直排兩邊面對面或圍成大圈

圈，則可促進學生間的互動，以及班級的討論和活動的進行；此外，如將桌椅

聚合再一起成為小組形狀，則有助於小組活動，讓學生關係更緊密(引自湯志

民，2006)。林春宏(1990)調查普通教室之研究結果顯示，學生認為長方形(講桌

在短邊)的教室規格與形式並不理想，且每個人一個座位不方便討論、坐在後面

聽不到老師講的話、走道小而座位多且桌椅很難調整、坐在兩側看黑板時會反

光等。此外，學生亦不滿意「單人座位橫直排列方式」。這是二十幾年前的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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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然而上述狀況，直至今日，仍然普遍存在。 

Cannon design團隊(2010)便指出，現今多數教室規劃都是以教師為中心，

如果教室能聚焦於學習者，那麼學習就會變成是最主要的(paramount)，所以要

讓教師從教室前的傳統講桌走出來，給予教學和學習一些新的設備，並提供彈

性的空間以提供學生分組及再分組(re-group)。秦夢群同樣指出，老師站在講台

上，學生在下面排排坐，感受不到自己是團體中的一員，空間經過調整後，學

生變得可圍繞老師席地而坐，此時每位學生與老師的距離就拉近了，更能刺激

學生勇於表達感受，這就是一種透過空間營造學習氛圍的教育方式(聯合報，

2017a)。 

    然而為何要設計可彈性互動、可移動討論的教室？因為「交流互動」可促

進學生學習成就，Astin的研究亦指出自主參與同儕及師生間的互動，是影響學

生記憶力和成就中最顯著的因素 (引自Park & Choi，2014)。當學生意圖以合作

方式來建構知識時，這樣的學習才是深入的、維持的時間會更長，且可透過共

享的理解來發展學生的批判思考能力，而學生對於同儕能給予回饋和評論是抱

持高度期待的(Nagel ＆ Kotzé, 2010)，也就是說學會期待高層次的認知互動，

同時也會從社交過程中，獲得歸屬及認同。 

 

參、促進學生學習的教室空間規劃 

    空間雖然不能決定教學的良窳，然而若有適合的教學空間，將有助於教師

實現良好的教學(湯志民，2014)。學習空間的擴展是支援豐富多樣與互動教學

的關鍵因素，同時也可間接促動教師採用以學生為中心的翻轉教學。基本上，

教室必須足夠大，且家具(課桌椅、置物櫃)需易於移動，以利教室功能的轉換

及增進教室教學的變化，一個良好的「教--學」環境應能刺激學習活動，並引

起學習動機，且能實現多用途(multipurpose)的學習(Harrison & Hutton, 2014；

Mcdonough, 2000)。為克服傳統教室對學生學習的侷限，若礙於校園規劃經費

及建物保存年限，建議可就下述方法做一較為經濟的改善： 

 

一、以適時更換座位來打造處處是黃金座位區的教室 

   相關研究證實，傳統排排坐教室的中央前面之三角地帶(即所謂黃金座位

區)，對於學習的正向影響，遠較於其他座位區為多。在因應中小學大班制，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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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會有學生座落於陰影區，基於學生平等受教權及學習機會均等，應規劃處處

是黃金區的教室，或至少人人有機會可在黃金區學習。若尚無經費引進帶有輪

子設計的桌椅，可就現有固定桌椅做改革，適時協助學生均衡更換座位，避免

造成斜視，此舉亦可增進群體互動。 

 

二、以移動式講台或三面螢幕來營造教室中的環繞視角 

   移動式的講台(movable )可讓教師改變位置，以和大部分學生建立比較一致

的距離，若經費及空間允許，甚至可讓教室的三面牆都各安置LCD螢幕，讓每

一個座位區都擁有較好的視野（Park & Choi, 2014），如圖8所示。透過環繞視

角的營造，可讓傳統教排排式座位中，易被前面同學擋住講台及老師視線的缺

點得到改善。在臺灣中小學的學校環境，多數教室空間仍屬狹長型且兩側長邊

是對外窗戶，教室前後分別是黑板、講台及布告欄，是故移動式講台、投影布

幕的協助及教師的走動，甚至允許學生因應需求變化位置(如：學生可聚集到黃

金區以觀賞投影布幕上的投影片或影片、後排學生可自由移動位置或站立以抄

寫板書等)，會比三面螢幕的建置，更來得經濟可行。 

   

 

圖8  韓國SoongSil大學的ALC配有移動式講台及三面螢幕 

圖片來源：取自Park & Choi (2014). Transformation of classroom spaces: traditional 

versus active learning classroom in colleges. High Educ (2014) 68, p.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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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便於分組的活動式桌椅來挑戰不同學習方式 

    吳慧蘭(2002)在「落實小班教學精神的教室空間規劃」一文便提出教室內

的空間規劃，必須配合學生特性，利於學生採取主動的學習為考量，而非以傳

統如「演講廳」班的教室桌椅排列作為唯一考量。Strodteck和Hook的研究發

現，變動教室課桌椅的擺放方式，學生的行為就會有所改變，坐在視野良好位

置的學生，進行教學活動時，會較主動活躍(引自林萬義，1986)。如圖9，桌椅

可依據教學需求做適切的配置，教師在講解及分派作業任務時，座位可先呈現

排排坐形式，以利專注聽講；接著，進行小組討論時，桌椅可組合成團團坐形

式，學生可同時運用周邊電腦或白板，以利團體交換意見；最後，舉行綜合座

談，發表各組討論成果時，桌椅可排成馬蹄型(U-shape)，以利進行各組相互回

饋。 

    張美玲(2001)研究調查結果指出，教學革新趨勢下教師心目中理想的座位

安排方式為小組式座位安排法。然而傳統教室中的椅子因為較笨重，且空間過

於擁擠，要移動座位以利分組就顯得相當吃力。相較於傳統用金屬或木製桌

椅，節點/活動式(nodal/moveable)椅子使用彈性塑料，色彩明亮，有輪子且座位

下設計一個儲存空間，可放置學生的書包，椅子靠手上還有桌子，這樣的設計

可便利學生快速形成任意的小組形式。此外，椅子上可調整式的桌子也可讓學

生在需要團隊合作時，形成一個工作空間，而不再只是在個人桌子上作業(如圖

10)(Gurzynski-Weiss et al., 2015)。此外，考量臺灣現況，中小學多數課程仍在

固定班級上課，非屬跑班式教學，許多學生會在自己座位置放個人物品，故桌

面仍應設計凹槽、杯架或掛勾，以利置放文具、飲用水等學用品，座位下可置

放書包、餐袋、用具提袋等，另設計儲物櫃以放置書籍、用品，免於桌椅雜亂

不勘使用及每日往返攜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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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依據教與學之需求來變化教室桌椅配置 

圖片來源：取自Cannon Design, VS Furniture ,and Bruce Mau Design(2010) . The 

Third Teacher: 79 Ways You Can Use Design to Transform Teaching & 

Learning(p.88). NY： Harry N Abrams Inc. 

 

 

 

圖10   節點/活動式椅子(左)及其組合方式(右) 

圖片來源：取自Gurzynski-Weiss, L., Long, A. Y., Solon, M. (2015). Comparing 

Interaction and Use of Space in Traditional and Innovative Classrooms.  Hispania, 

98(1), p.64-65.      

               

四、以教室內不同區域之規劃來滿足各種學習需求 

   教師可試著突破傳統空間的限制，利用矮櫃、地墊或教室後半部的空間，設

計學習角落，予以學生學習的刺激情境，避免只使用單一直列式、排排坐的座

位形式，宜思考配合各種教學需求及學生個別差異安排適用的座位，以帶來更

有效的教與學。Gurzynski-Weiss等人(2015)以「協同咖啡館」(collaboration café)

來形容有多樣化工作區域的教室，比方說一區有附有輪子的節點椅子(nodal-

type chairs on wheels)，另一區有矮桌和附有輪子的椅子，第三區則是高椅子和

高桌子。還有一個電腦區，有較大的電腦或電視螢幕以供團體作業(如圖11)。

通常「協同咖啡館」的規模都會比傳統教室大，方便學生有效形成團體並開始

作業，也有利於教學者在教室空間走動以掌控團體活動的進行。在「協同咖啡

館」的空間裡，教師講述時間明顯比傳統教室短，也有比較多的團體活動和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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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學生的互動時間也較長(Gurzynski-Weiss et al.,2015)，可見教室多元區域的

規劃不但較能滿足各種學習需求，且能帶來許多教與學方面的助益。 

 

 

圖11  協同咖啡館式的教室空間規劃 

圖片來源：Gurzynski-Weiss, L., Long, A. Y., Solon, M. (2015). Comparing 

Interaction and Use of Space in Traditional and Innovative Classrooms.  Hispania, 

98(1), p.66-67. 

 

   此外，在規劃促進學生學習的教室空間時，提出以下幾個需要注意的建議事

項，以供參酌： 

一、 注意不同教育階段的學生身心發展及空間需求 

    相關研究顯示，小學低年級可採用團團坐及排排坐，中高年級適用排排坐

及馬蹄型，而大學生則適用團團坐及馬蹄型。年齡越大的學生，其自主學習的

能力強，越適合小組任務的學習方式，則座位安排則有必要依據學生身心發展

狀況以做調整。且若教室空間寬敞，則可同時設有各種桌椅配置形式(如協同咖

啡館)以利學習之轉換、運用。 

 

二、向西方國家取經的同時仍需考慮國人學習方式 

    東方、亞洲學校的學生傳統上比較習慣講述法，而不是自主參與課程，故

應衡量中西傳統特質及學習文化，甚至因應地區性的學生學習狀況(如城鄉差

距)來規劃教室空間，循序漸進地革新，而非一味引進西方的做法及設備。 

 

三、宜因應學科特質及教師教學特色而調整座位 

教室中的桌椅的配置，須依教學而作調整，以促進學生積極的學習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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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學習者的學習不會只發生在課堂上，許多非正式的學習正在非課堂的情

境中發生，有鑑於各種桌椅配置有其適用的教學方法及學習方式，故不必全然

捨棄傳統排排坐的安排。Park 和Choi (2014)指出傳統教室較適合進行記憶及理

論基礎的課程，新型教室則提供一個環境，以適合從事整合概念、資訊和選

擇，並應用理論到實務中。其進一步也建議在規劃教室空間時可聚焦於教學者

的觀點，如果教師對新型教室規劃沒有感到舒適，也許會影響教學品質。所以

如何讓革新空間發揮效用，以促進學生的學習，有賴教師善用教室空間配置，

是故教師對教室規劃的經驗和觀點也應予以重視。 

 

四、可進一步調查使用者滿意度及相關用後評估 

教室空間的主要使用者是教師與學生，宜每隔一段時日去了解使用者的使

用經驗和滿意度，統整其相關回饋並執行用後評估，以據此隨時調整教室空間

之規劃，提供一個符合當下需求的學習環境。 

 

五、衡量傳統教室與新型教室相較的使用效益 

傳統排排坐教室可能可放置100張椅子，但新型教室(如ALC、協同咖啡館

等)可能只能容納30人，在學校空間有限的情形下，必須衡量新型教室設置的可

能性，可採取年級階段性或部分學科教室優先規劃設計的方式，觀察其使用效

益及對學習的正向影響，並據此以循序改善教室空間。 

 

六、鼓勵教師革新教學空間並讓空間協助教學 

教師是否能因應教室座位配置而改革教學風格，是新型教室能否成功發揮

效益的關鍵之一。應透過容易落實且有計畫的的培訓及研習，教導新空間的使

用方法，讓空間發揮最大效益，避免所費不貲，卻讓新空間的使用成效與傳統

教室無異，甚至淪為校園的閒置空間。 

 

 

肆、結語  

    Cannon design等(2010)以「構築一個窩巢(build a nest)」的觀念來說明學生

在學校需要一種像是在家的舒適感，應提供他們一個柔軟、安靜和適切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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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學校可說是學生第二個家，尤其教室是學生正式與非正式學習的主要據

點，若能讓學生對學校及教室有種安全依附，那麼，學習便是一種通往美好固

著經驗的歷程。 

    理想的狀況當然是教室空間寬敞，課桌椅、置物櫃等相關設備可以因應教

學需求易於移動，實現其多用途功能，以有效促進教與學。若礙於校園規劃經

費及建物保存年限，仍可就現有資源做較為經濟的改善，如：適時更換座位，

讓學生人人輪流座落於黃金座位區，甚至可引進移動式講台或三面螢幕來營造

教室中的環繞視角，以打破傳統排排坐教室裡只有中央前面之三角地帶較有助

學習的侷限，創造處處是黃金座位區的可能。為因應學習特性及教學需求，應

盡可能將經費提撥於購入便於分組的活動式桌椅，並規劃教室內有多樣化的學

習角落來滿足各種學習需求。此外，規劃教室空間時，宜注意不同教育階段的

學生身心發展及空間需求，向西方國家取經時仍需考慮國人學習方式；並提供

彈性讓教師能因應學科特質及教學特色來變換、調整座位，以鼓勵教學空間革

新。最後，可進一步調查使用者滿意度及相關用後評估，並衡量傳統教室與新

型教室相較的使用效益，確切落實空間協助教學之理念。 

     擔任微軟未來學校首席顧問的美國建築師McConachie(2007)曾說：「建築

和科技一樣，其角色在創造最好的學習環境，以支援並協助教學，但最終而

言，教育才是真正的重點。」教育空間關係著學習，學生學習是教室規劃的一

項結果(Park & Choi, 2014)，校園與教室空間規劃的最終目標終究是回歸到學生

的各項學習成就上。Graves(1993)指出，課程會改變，科技會改變，班級規模會

改變，教育方法也會改變，學校建築便應舒適地去適應這些改變，一所好的學

校永遠不會是「完成的(finished)」，其會隨著人們和計畫的發展而做演變和適

應。所以，我們應正視適合新學習型態的學校建築規劃，從最貼近學生的教室

空間規劃出發，方能帶來良好的「教」，並促進有效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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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冒險遊戲場規劃與課程應用之初探 

-以台北市雙溪國小為例 

陳曉彤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所研究生 

 

摘要 

  在台灣常見的遊戲場類型有傳統型與現代型，而冒險遊戲場較不常見，因

此研究者決定尋找這一類型學校作探討。研究者親臨台北雙溪國小與學校主任

進行訪談，發現台北雙溪國小擁有一片綠油油的山林地形、自然田野、還有提

供學生進行山林冒險體驗的教學場地，體驗場地高達十多種類型以上。學校會

把課程教學內容與體驗方案作連結，而且跟生活互相聯繫，為學生帶來多種身

體感官學習。本研究主要目的是瞭解冒險型遊戲場融入校本課程之狀況，以及

學校如何因應自然生態面貌發展和延伸課程特色，研究者對多項體驗場地進行

分享與闡述，最後提供學校相關之建議。 

 

關鍵字：冒險遊戲場、學校本位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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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根據 Countrymeter網站的人口成長率，台灣在 1997年的時候成長率為 

0.79%；在 2007年的時候已經大大下降到 0.47%；到了 2017為止成長率為 0.21%。

由此可見，面對少子化的衝擊下，學校將面臨收生不足之問題，影響學校的經營，

各學校為了維持經營，紛紛發展校園的特色，規劃特色課程，以拓展能見度，吸

引家長帶孩子來校就讀。 

在即將實行的「108新課綱」中，課程內涵包含跨領域或科目專題、實作及

探索課程。雙溪國小課程規劃則融入了「108 新課綱」校訂課程的彈性學習，強

化學生適性發展；外加部定課程的領域學習，養成學生的基本學力，奠定適性發

展的基礎。謝昆霖（2017）在 2013年推行了「享實做樂」，希望大家能夠在實踐

中開心學習。最初他希望鼓勵大家動手解決環境、服務與文化的問題，但後來發

現這些問題的核心是來自於「教育」。他認為教育的本質是學習而自主的；學校

應該誘發學生主動學習，從而讓學生找到他們的方向。若把謝昆霖的理念放到台

北雙溪國小裡，則發現兩者理念十分相近。台北雙溪國小讓學生能置身於真實的

情境脈絡，運用身體進行感受與探索，與大自然生態共處，希望學生能夠從自然

環境中發展出不同的能力，從學習中找到樂趣，最後讓學生能夠有自發性學習。  

  學校遊戲場能讓孩子們有機會建立健康與活躍的身體，並能增進自信、與

別人相處和發展技能(Hyndman, Benson, & Telford, 2014)。喜歡玩遊戲是兒童的

天性，也是兒童學習的起源，現今台北雙溪國小遊戲場的種類主要分為四種類

型，包括傳統遊戲場、現代遊戲場、冒險遊戲場和創造遊戲場，本研究將以探

討冒險遊戲場為主要目標。在遊戲中學生能夠有著不同的學習與體驗，一個成

功及理想的遊戲場，必須要能夠吸引兒童停留在遊戲場，而且會讓兒童有連續

不斷想要玩與學習的意味。因此，在設置遊戲設備時須考慮到能夠提供兒童身

心發展需求的環境。 

 

貳、冒險遊戲場的規劃 

一、學校遊戲場的概念 

  王冠臻、黃祖文（2012）認為遊戲場是學習的延伸區域，也是促進其社

會、認知、情緒、體能及人際發展之重要場所，而遊戲器具種類的提供及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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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的類型都會直接影響遊戲的行為層次、學習方式及增加探索的歷程。並能改

善在學習上的專注力(Olsen, Hudson & Thompson, 2010)。 

  Doll(2009)指出在遊戲場裡，可以看到孩子相關之行為，包括參與、合作、

溝通、思考等各種情況。也有可能會看到衝突、戲弄、發脾氣、憤怒等行為。 

這些行為正是孩子需要學習和老師需要教導的地方，培養社會的能力。 

    Weinstein 和 Pinciotti（1988）指出創設「統一環境」的重要性，並提出遊

戲場的統一環境應該從「小至封閉」到「大至開放」兩極端類型之間的各式變

化空間設計。兒童遊戲場必須是可供多樣活動的「關鍵場地」，由交叉性通道系

統相連接，以提供兒童一些決定點和練習選擇的機會；同時遊戲場應是分層或

堆積的，使身體、語言和視覺能有最大的互動（簡美宜，2001）。 

吳中勤（2013）為確保遊戲場之品質，在規劃時應注重原生性、連動性、

感受性、安全性、完整性、近便性、創造性與多元性等原則。茲將各原則依序

簡介如下： 

（一）原生性：地形可分為平地、坡地以及兩者兼具之地形； 

（二）連動性：遊戲場之空間與人、遊戲設備與附屬設施間具有連動關係； 

（三）感受性：要考慮使用的人數與遊戲設備所佔據的空間，以不至於讓幼兒

遊戲空間受到壓縮而增加遊戲場的擁擠感。 

（四）安全性：善用鋪面上之線條或色彩，可協助區隔出遊戲設備所需之安全

距離； 

（五）完整性：可以在不同的區塊中進行不同類型的遊戲； 

（六）近便性：遊戲場位置的選擇應盡量靠近教室，並應盡量避免樓梯或其他

障礙物； 

（七）創造性：提供沙、水等自然素材或其他材料，或規劃沙、水等自然與創

作遊戲區，幫助激發幼兒的想像力和創造力； 

（八）多元性：多元的遊戲場提供不同空間分區規劃，賦予幼兒不同的遊戲體

驗。 

  Sweetser 和 Wyeth（2005）提到遊戲流程是另一個基本概念。遊戲過程是

遊戲流程中的體驗，其特點是專注於遊戲，感受控制遊戲，沉浸在遊戲中，面

對明確的目標，立即獲得一致的反饋。遊戲流發生時有適當的任務難度和玩家

技能。辛克萊（2011）介紹了雙流的概念，即吸引力和有效性的平衡。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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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了影響遊戲體驗（GX）的吸引力、有效性（即實現特徵目標）、以及保持任

務難度和技能水平的適當平衡。 

 

圖 1 任務難度和技能級別作為平衡雙流 

資料來源：Ralf, D., & Wolfgang, E., & Josef, W. (2016). Serious games: 

foundations, concepts and practice. Springer. DOI: http://dx.doi.org/10.1007/978-3-

319-40612-1 

 

 

二、遊戲場的類型 

  湯志民（2012）根據 Johnson、Christie 和 Yawkey 之研究將遊戲場分為三

種類型：傳統遊戲場、現代遊戲場、冒險遊戲場；Frost(1991,1992)則分為四

種：傳統遊戲場、現代遊戲場、冒險遊戲場和創造遊戲場；而陳文錦和凌德麟

（1999）分為五種：傳統遊戲場、現代遊戲場、冒險遊戲場、創造遊戲場和自

然性遊戲場，茲依湯志民（1998）整理分別如下： 

（一）傳統遊戲場：是一種正式的遊戲場，由金屬或鋼具結構設備所組成，並

零星的散佈或成排的固定在平脊地上水泥或柏油上，較單調而無趣，典型的設

備包括：鞦韆、滑梯、蹺蹺板、攀登架、立體方格鐵架和旋轉裝置，皆為運動

遊戲和大肌肉遊戲而設計。其優點是不需要太多的保養，同時提供了大空間以

及設備；而缺點是枯燥乏味。 

（二）現代遊戲場：是一種正式的遊戲場，又稱之為設計者遊戲場，是由專業

建築師或設計師運用製造業者的設備所創作，較具有高美感品質，配有多樣化

功能的設備和連結的遊戲區，設備是由昂貴的木具、金屬器械和橫木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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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設備包括：木造攀爬臺、圍起來供扮演遊戲的場地、架梯、輪胎陣、吊

橋、滑輪纜繩、輪胎鞦韆、平衝木、隧道以及溜滑梯等。其優點是：比傳統遊

戲場提供更多樣化的遊戲經驗給孩子。 

（三）冒險遊戲場：是一種非正式的遊戲場，運用一個圍籬區，以自然的環境

及各式各樣的廢棄建材規劃而成，兒童在受過訓練的遊戲指導員督導和協助

下，運用原始器材建構和重建他們自己的遊戲世界。另外有更多的材料供兒童

操弄，如木材、條板、繩索、纜繩軸、輪胎、炊事、挖掘、在泥地滑行、栽培

花木及照顧動物等，需要一位或更多的遊戲指導者來協助和督導兒童遊戲之進

行。其優點是：兒童能夠運用不同的材料建構不同的建築。 

（四）創造遊戲場：是一種半正式的遊戲場，介於高級正式遊戲場和破爛物或

冒險遊戲場之間，結合其他類型遊戲場的特色，以符應特定的社區或學校的需

求。Essa(1996)將創造遊戲場界定為：運用革新的器材，如輪胎、電線杆、網

子和電纜線軸的室外遊戲區。廣泛採用製造業者和手工做的設備，購買或贈品

的設備，以及許多的零散器材，如輪胎、破舊家具、電線杆、鐵軌枕木、電纜

線軸、廢棄水管等，通常由家長、教師和兒童來規劃和建造。其優點是：結合

了其他類型遊戲場的特色。 

 

三、學校本位課程之定義 

  吳清山、林天祐（2003）將學校本位課程定義為學校本身對於學生之學習

內容或活動所進行的設計、實施和評鑑。換言之，就是以學校為主所發展出來

的課程，所以它是「由下而上」(bottom-up)的課程發展。 

湯志民（2014）依學校特色或教育發展需求融入正式、非正式課程或單獨

設置之課程，如學校要求一生一技藝，這些可在正式的體育、音樂、美術課程

教授，運用競賽或展演的非正式課程呈現，學生也可以利用下課或課後時間練

習；此外，鄉土教育、多元文化教育、深耕閱讀、天文週等，由各校強調或他

校沒有之課程，即為學校本位課程，或稱為校本課程。 

  教育部（2001）學校本位課程(School-based curriculum, SBC)係指學校為達

成教育目的或符合社會、地方需要，以學生為中心、以學校的教育人員為主

體，依照社會資源、學校條件、家長期望以及學生學習之需求等面向，以學

校、社區、師生、親師共同參與、調整、建構創發之課程。 

221



    綜合以上學者的看法，本研究認為學校本位課程係指學校以學生為主體，

學校根據本身的特色與需求、社區資源或本土文化，加以發展、規劃與實施與

他校不同的特色課程，展現學校其價值。 

 

參、冒險遊戲場的規劃實例 

  根據以上遊戲場的概念、類型和校本課程的定義，研究者尋找了一所具有

冒險遊戲場性質規劃的學校實例，實例分享如下： 

  台北市私立薇閣雙語高級中學以「田園教學」為校本課程的教學特色，田

園教學場地位於陽明山竹子湖頂湖區，學校善用陽明山的各種資源融入教學，

因教學場地較大的關係，需要專業的教師協助或指導下才能進行活動。當中

「體能教育」是學校田園教學的重要部份，其運動項目包括：高空繩索、攀

岩、垂降、森林足球、溯溪、騎馬、自然徒步等。學校希望藉由各種體能活動

來訓練孩子的體能、耐力與勇氣，與大自然共處之能力。 

園區內的場地多元化，具備樹林區、農耕區、動物區、花卉區、昆蟲養殖

及觀察區、露營區等多個區域，另外還有室內攀岩牆、魚池、大教室、小教室

等不同的空間場地(圖 2)。學校除了以上的區域場地外，還持續不斷發展更多

的活動場地，供學生更好的教育與體驗。在課程中的活動，學生常有團體分工

合作，培養團體的合作能力，鼓勵學生接近大自然，學習生態的知識，以提供

動態的學習經驗，激發學習動機，感受不一樣的體驗。 

綜合以上內容，學校提供多種材料給學生操弄，其遊戲設施包括攀岩、高

空繩索、耕種、觀察植物、飼養動物等。從遊戲設施中可分辨它是屬於冒險遊

戲場的設施，是一種非正式的遊戲場。以自然環境的生態融入校本課程，這些

遊戲設施和課程與生活息息相關，具有親身體驗的功能，與培養不同能力之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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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台北市私立薇閣雙語高級中學冒險遊戲場平面圖 

資料來源：湯志民(2003)。學校遊戲場。台北：五南  

 

肆、冒險遊戲場之國小課程的應用 

  透過本研究所述的校本課程定義與冒險遊戲場的規劃實例，研究者認為冒

險遊戲場與校本課程之間是有密切的關係。而台北雙溪國小便是冒險遊戲場融

入校本課程的最好例子，不管在規劃冒險遊戲場地與設施，或是體驗活動融入

課程等，都相當有教學特色，發展出特色的校本課程，顯現出學校價值。在探

討台北雙溪國小冒險遊戲場與校本課程之間的關係之前，研究者先介紹一下學

校的背景。 

雙溪國小於 1975年成立，「活力、卓越、愛人愛己」是學校的願景。學校

位於士林和內湖交界的大崙尾山的山腰上，總校地 16363平方公尺，師生合計

約 100人，學生每人使用平均校地超過 100平方公尺，校園植物超過 250種。

學校建築依地形而建，和環境整合為一，並按照環境的優勢發展出有特色的校

本課程。 

過去雙溪國小學生人數曾經下降到 66人，而在今年 2017學生人數則上升

到 120人。一步一腳印，在這段時間，學校嘗試過不同課程的定位，經過校長

與老師們的多次溝通與達成共識，最後決定把學校的優勢發展到最大及繼續作

延伸。學校擁有的是一大片自然生態的環境，運用自然地形的優勢建立冒險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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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場，透過從 2009年到目前不斷擴展與豐富冒險型遊戲場的項目，至今已發

展 12種類型以上體驗方案的教學活動。 

就學校規模而言，現今班級數一共 6班 (含資源班，資源班融入到各普通

班)，每班學生人數約為 15到 25人，教職員工編制則為 17人。其教育設備包

括有普通教室 10間、專科教室 5間、視聽教室、圖書室、資源教室、會議室、

辦公室等，另有網球場及遊戲場各 3座，籃球場 1座、生態教學區。 

  在 2014年到 2015年兩年內，學校連續獲得教育部的認證，其認證有「營

造空間美學與發展特色學校」、「教育部指定戶外探索標竿示範學校」、「臺北市

藝術亮點學校」、「臺北市教育 111 標竿學校」，「全國學校經營與創新 KDP 國

際認證優等獎」。 

一、雙溪國小校本課程內涵 

  雙溪國小張文壽校長曾在學校日講過「體驗是無可取代的學習方式」。學校

稱它們的場地為「山林體驗區」。「山林體驗方案」是學校的特色課程之一，並

綜合於活動課程、健康與體育課程及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課程中實施。課程分

為三大主題：冒險體驗、山林悠遊和野外求生，以培養學生有勇氣與體力，與

自然共存和生存能力三大能力。當中課程內容包含有溯溪體驗、垂降體驗、高

空滑降、攀樹上升、定向越野、步道探險、生態探索、露營烹飪、地圖判讀和

觀星定位。這些體驗項目的場地分別分佈在學校的高年級遊戲場、樹屋區、孔

雀區、吟風樓外牆等一帶位置（圖 3），現今校園內主要由兩位經驗豐富的山林

冒險老師帶領相關之教學活動。 

  學校每一年在固定的月份會有不同的校本課程，例如在整個十月份固定的

二節體育課，一到六年級都會上走繩的課程；在六月初的體育課，六年級會上

大擺盪的課程(一年級與二年級健康與體育合成一個科目，三年級到六年級健康

與體育兩項科目則獨立)。由於過去的課表研究者沒法提供，因此研究者就學校

現今的課表模擬舉例說明（圖 4）。另外，在校本課程以外，學校也會透過「抽

換學習」或「取代課本」的方式，按照課程主題的需求把其他相關的體驗項目

融入到課程內容，例如垂降、射箭等。在課堂教學中，有時候會有班級同時一

起上課但體驗項目不同之可能，學校會按照老師人手的需求而新增外聘的老師

來上課，不管是校聘或是外聘的山林冒險老師，都會全程指導學生直到課堂結

束。平日校聘的山林冒險老師會全天在學校進行科目的規劃；而外聘教師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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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課堂其完成其任務。 

隨著學生年級的增長，不同年級學生的教學活動目標與階段都不一樣，以

攀樹為例，方案目標為「積極參與，勇敢嘗試」，這個活動在學生二年級的時候

便開始學習，二到三年級這階段稱為初階，四年級稱為中階，五年級階稱為高

階，六年級稱為最高階，當然，階段也會因應學生能力發展的程度去衡量與判

斷。 

  傳統的書本學習模式是固定不變的真理，所學到的知識並沒有讓學生親身

嘗試與體驗，結果學生只是知道而沒有感官的體驗。而在雙溪國小，學校會因

應課本的內容發展出不同的主題，把課程融入到自然、藝文、健體等領域。在

規劃課程方面，學生是能夠走出傳統而無趣的上課模式，打破限制；能夠在大

自然山林環境中親身體驗學習，是一個容錯環境，在學習的過程會有不斷的失

敗而不斷的學習的體會，學習的方式是真實的、與生活上的知識有所連結，同

時培養學生會有堅強、勇敢的意志力，推動各種思維活動，因此，體驗學習是

具有深習的意義與價值。 

每一項活動學生都必須參與，學校以鼓勵的方式讓學生去嘗試，讓他們喜

愛自然的環境，並且會按照學生的能力為他們訂立個人的活動目標，當他們能

夠達成該目標以後，再為學生訂立更高的目標。而評量的方式則是按照訂立個

人的活動目標為辦法，老師不會因學生做不到而給他不好的成績；相反的是，

會觀察學生在過程中能進步多少，重視學習的過程大於結果，學生之間也不會

因此而互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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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台北雙溪國小學校平面圖 

資料來源：台北雙溪國小學校網站 http://www.sses.tp.edu.tw/  

表 4  

模擬雙溪國小之課表 

106 

學 

年 

度 

日 

課 

表 

 

 

        星期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07:50-

08:10 

晨 間 打 掃 

0 
08:10-

08:30 

兒童朝會‧導師時間 

1 
08:40-

09:20 
     

2 
09:30-

10:10 
    

二年級 

健體 
*十月走繩 

3 
10:30-

11:10 
    

一年級 

健體 
*十月走繩 

4 
11:20-

12:00 

二年級 

健體 
*十月走

繩 

一年級 

健體 
*十月走

繩 

三年級 

體育 
*十月走

繩 

 
四年級 

體育 
*十月走繩 

 
12:00-

13:10 
午餐 (午間靜息) 

班

級 
5 

13:20-

14:00 
     

 

6 
14:10-

14:50 

六年級 

體育 
*十月走

繩*六月

初 

大擺盪 

  

三年級 

體育 
*十月走

繩 

六年級 

體育 
*十月走繩 
*六月初 

大擺盪 

7 
15:00-

15:40 

五年級 

體育 
*十月走

繩 

  

四年級 

體育 
*十月走

繩 

五年級 

體育 
*十月走繩 

導

師 

 15:40-

16:00 

放 學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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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冒險型遊戲場校本課程資源與設備 

  研究者透過與台北雙溪國小吳主任進行訪談，以及主任親身帶領研究者參

觀校園與講解校園的資源，讓研究者能夠看到更多學校的資源，以及看到更多

的不可能，其資源與設備如下： 

(一)山林冒險體驗區 

  山林冒險體驗區的項目包括：攀樹、爬樹、大擺盪、走繩體驗、低空滑

降、高空滑降、高空垂降、定向越野、外雙溪溯溪體驗等，由於體驗項目種類

多樣，因此研究者將以下列例子說明。 

1.攀樹 

  學生穿上裝備後，透過教練的指導下（圖 5），可以進行一連串的體驗活

動。當天我在拍攝的過程中，沒有聽到學生害怕的聲音，只聽到學生說：「我很

棒的！我要爬得越來越高！」該活動可以讓學生跟大自然環境作連結，同時勇

於挑戰自己（圖 6），培養耐力、協調性與專注力等好處。 

  

圖 5 教練進行指導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圖 6 進行攀樹的兒童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2.爬樹 

爬樹的目的最主要的是訓練學生的「觀察力」，透過手腳並用以及眼睛的觀

察，觀察石頭與樹幹的位置，找到平衡點與重心，進而不停的往上爬，達到最

高點為目標，增加其自信心，而在樹上，學生能夠觀看良好的視野，體驗爬樹

樂趣（圖 7、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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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教練講解技巧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圖 8 進行爬樹的兒童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3.大擺盪 

  大擺盪能夠培養學生的「勇氣」，在活動過程中，擺盪到了一定的高度的學

生就開始會有害怕或是放不開的情況。遇到這問題時，通常這時候教練都會讓

學生先閉上眼睛，想一想自己曾經最害怕的事是什麼，當你覺得可以突破害怕

的感覺時再把眼睛打開，則會發現原來自己是可以做得到的（圖 9、圖 10）。 

  

圖 9 教練講解注意事項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圖 10 進行大擺盪的兒童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二)生態池區 

  生態池的建立除了能夠美化校園，也能夠有引入動物與植物的作用（圖

11），同時具有教學與維持生物多樣性的功能。生態池中包含的生物有青蛙、

魚、蜻蜓幼蟲等原生物種。老師可帶領學生進行植物生態觀察，(圖 12)是老師

手上拿著青蛙，正在為學生講解青蛙的結構、外形與特徵等知識，老師講解知

識後，學生也嘗試進去抓青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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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生態池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圖 12 老師講解青蛙知識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三)親水體驗 

  透過老師們的腦力激盪，結合大家的意見後，建立了過濾保水裝置（圖

13），設計的想法沿於校園環境屬於自然環境，有時候會產生一些蚊蟲，透過以

盆栽式種植水生植物與加插水管的設計，讓水不停的流動。當水不斷的流動能

夠減少蚊蟲的產生，也可藉由植物特性進行水的過濾，最重要的是這是清澈的

水，供應植物及水中的動物有源源不斷的泉源。水從盆栽一段接一段的流動，

然後流到水的過濾器（圖 14），這過濾器是屬於小型的裝置，是學校自行設計

的。過濾器中含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石頭與沙石，水過濾後會流動到大型的儲水

箱（圖 15），最後水會從汲水器出來（圖 16），學生能夠在平日進行嬉水或是洗

手之用，更能讓學生瞭解過濾器系統的功能和對水的運用。 

  

圖 13 過濾保水裝置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圖 14 水的過濾器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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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大型儲水箱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圖 16 汲水器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四)栽種區 

路的兩旁在種不同的菜，種類包括有：四季豆、茄子、高麗菜、絲瓜、小

黃瓜等，透過平日的校本課程，在教師的指導下，學生可以親身體驗栽種的過

程，以及瞭解各式瓜菜的種類特性（圖 17、圖 18）。吳主任分享之前在課程

中，會遇到有一些學生不敢用手觸碰泥土，遇到這情況時，會先讓學生負責栽

種工作的其他部分，例如說澆水工作，然後讓該學生在旁邊觀察其他同學，在

多次的觀察後，再鼓勵他嘗試。  

  

圖 17 栽種區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圖 18 茄子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五)雙溪自然田 

  這區名稱為「雙溪自然田」，是結合種稻與家畜的一個區域，學校現時飼養

的畜禽有雞、鴨和鵝三種種類（圖 19、圖 20、圖 21）。每天早上會由校工負責

打開畜禽籠，讓他們自由走動，以及提供老師作為課程的教學材料，到了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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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它們趕回自己的籠裡。在課程中，會結合到自然領域或是其他領域，老師在

課程裡會教導禽畜的特徵、如何飼養等相關知識，並讓學生嘗試體驗餵食禽

畜，內容與生活相互連結。 

在種稻的部分(圖 22)，老師會教導學生插秧、施肥、除草，融入課程教

學，學生捲起褲管，腳踏泥土，一同動手把靑秧插滿田。收成後的稻米會運用

學校自行設計和砌成的脫穀機、風鼓儀器、以及買入的碾米機進行加工處理

（圖 23、圖 24、圖 25），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能夠瞭解種稻的過程、後續的處

理程序和農業與食物的關係，豐富學生的知識，並學會體恤農民的辛勞。 

學校為了讓學生更瞭解農業的內涵，獨立開設一所專科教室，教室四周貼

滿了豐富的農業知識和擺放各項農業常用的工具(圖 26)，瞭解農民的穿著，例

如斗笠、頭巾、稻草等。在課程中更延伸搓湯圓的活動，這是非一般性活動，

因為他們的糯米是親手用機器磨成粉狀，再進行搓湯圓之活動，過程中能促進

學生手眼協調及手指肌肉發展。 

  

圖 19 雞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圖 20 鴨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圖 21 鵝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圖 22 種稻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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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脫穀機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圖 24 風鼓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圖 25 碾米機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圖 26 食農教室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六)養蜜蜂區 

  學校在今年的四月份開始養蜜蜂，數量達數百隻，所選擇的蜜蜂種類為

「義大利蜂種」，根據壹讀（2015）指出義大利蜜蜂分蜂性弱，能維持強群；善

於採集持續時間長的大蜜源，而且造脾快產蠟多，性溫和又不怕光。意蜂分泌

王漿的能力特強，並善采貯大量花粉；在夏秋，往往採集較多樹膠，清巢能力

強，所以這種蜜蜂既溫馴又適合產蜜與觀察。而養蜜蜂的原因是因為校園內的

植物多樣，希望藉由蜜蜂在探集花蜜和花粉的過程中，同時幫助植物的繁衍

（圖 27、圖 28）。吳主任表示現今養蜜蜂是初始之階段，亦即嘗試階段，在不

久的日子會按照該區域進行更多發展和延伸不同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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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養蜜蜂的箱子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圖 28 蜜蜂箱子內部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伍、對台北雙溪國小之建議（代結語） 

透過以上探討台北雙溪國小冒險遊戲場，以瞭解學校目前山林冒險場地之

情況，茲就下列提供學校相關建議： 

一、完善學校的指示牌 

  對於剛入學的學生或是來訪參觀之訪客而言，學校的指示牌比較缺乏，校

園內的去路或是方向較為不清晰，容易迷路或是走錯方向等因素。因此，應加

設指示牌，為校園提供清晰的去路方向。 

二、建立植物種類解說網站 

  校園內的植物多樣，有時候更是難以分辨植物的種類，建立植物種類解說

網站除了能讓學生在家裡的時間也能夠學習，提供豐富知識給學生吸收外；校

外人士亦能透過學校所建立的植物種類解說網站，進行更深入的瞭解校園內的

植物，吸引更多的校外家長送子女來校就讀。 

三、新增 QR Code 於植物解說牌 

  透過上述第一點和第二點的內容，建立植物種類解說網站後，為了親臨於

校園時更方便學習與瞭解該植物的資料，可結合科技新知，新增 QR Code 的好

處是能夠讓師生或家長等能夠運用手機程式的功能，把 QR Code 掃一掃便能把

資料立即呈現於眼前，從而得到植物的資訊，帶來使用的方便性。 

  2013年是雙溪國小的一個轉捩點，學生人數的下降直到現今學生人數不斷

的上升，在這過程中可以看到學校一直在進步及努力，同時有賴老師們團體的

功勞，以及家長與學生的支持，共同渡過學校低潮的時期。學校在低潮時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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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不同的轉型方案和把學校目標定位，這個轉捩點讓學校更清楚自己的定位與

優勢，發展出各種體驗方案，到了今天學校的體驗方案已邁向穩定的階段。 

  隨著台北雙溪國小歷年來課程的進步，已吸引不少家長送孩子來學校就

讀。其因素有很多，有些是因為社區的孩子，有些則是市區的孩子，家長們對

課程的認同度都很高，儘管市區的孩子來校需要數小時，但家長們卻不會因為

時間的問題，而錯失這麼好的選擇，所以仍會選擇台北雙溪國小，因為他們知

道孩子能在這所學校有著不一樣的體驗。在現今社會，由於很多家長對子女的

保護程度較高，不願意放手讓孩子去嘗試，害怕他們會受傷，反而會讓孩子錯

失許多感覺統整或是自理能力發展的機會。但在台北雙溪國小的家長，他們很

願意放手讓自己的孩子去嘗試、去學習。 

  學校的特色需要時間的累積，才能展現出學校特色的價值。學校的冒險型

遊戲設施多樣化，可貴之處更是學校師生的想法多樣，力求創新與進步，學校

願意付出二百分的力量投放到課程發展與設備方面，同時在規劃遊戲場時能注

重原生性、連動性、感受性、安全性、完整性、近便性、創造性與多元性等原

則，為學生提供良好的學習環境；而學生與老師之間能有充分的溝通與交流，

學生在下課時也會常與老師交流在課程中的學習心得，老師從學生意見中也能

得到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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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成長空間規畫初探 

以兩岸六所學校為例 

陳彥宏 

政治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所 

 

壹、 前言 

「國家的未來在教育，教育的品質在良師」，教育之良窳攸關國家發展，所

培育之人才素質更是決定國家未來競爭力的關鍵，而且根據學校教育改革經

驗，教師素質是奠定學生成就的重要基礎，也是教育革新成功的不二法門(教育

部，2011；2013)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之國際教育計畫機構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Planning, IIEP）於 2003年發

表的促進和提升教師專業發展宣言中，說明教師專業發展乃教育改革成功的核

心，並對於教師信念、教學實務、學生學習皆有顯著的正向影響（Villegas-

Reimers, 2003）。簡而言之，促進教師專業發展，能提升課堂教學品質，進而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促進教師專業發展，也是推動教育改革、教學創新的重要

途徑。 

 在教育部所推動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以及

各縣市推動的學習共同體，都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作為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的具

體行動方案，希望透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來支持教師專業發展，並提供相關

資源，做為落實計劃的發動機。 

 另一方面，空間乃是教育的基礎與載體。湯志民(2014)指出，課程、教

學、學習影響教育空間規劃與營運；教育空間規劃提升課程、教學、學習的成

效。空間革新能有效支持、促進與引領現代教育理念之建構、發展與革新。換

句話說，空間作為教育的載體，是推動教育革新過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良好

的空間規劃能提升教育品質，而空間革新能有效支持教育革新。因此，良好的

教師專業發展的空間規劃，將有助於推動教師專業發展。 

 例如，從 2015 年開始，臺北市政府率全國之先，推動教師專業成長空間，

除充分發揮餘裕空間價值，符應校園活化再利用發展趨勢外，也藉此引導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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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規劃教師專業成長空間，提升教育品質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2016)。從這

個政策的推動，可見教育主管機關已經開始注意到空間對於教師專業成長的重

要性。 

 因此，本文將梳理與教師專業發展有關之政策與理論，歸納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的空間需求；並以包括臺北市中小學在內的 6所學校作為案例，試圖歸納

良好的教師專業發展空間應具備的特徵。 

 

貳、 文獻回顧 

一、 引領教師專業發展的政策 

（一）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我國教育部(2014)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中列出八項實施要點，

「教師專業發展」即是其中一項：教師專業發展的內涵包括學科專業知識、教

學實務能力與教育專業態度等。教師應自發組成專業學習社群，共同探究與分

享交流教學實務；積極參加校內外進修與研習，不斷與時俱進；充分利用社會

資源，精進課程設計、教學策略與學習評量，進而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具體而

言，教師可以透過各式教學研究會或專業學習社群，進行共同備課、教學觀察

與回饋、研發課程與教材、參加工作坊、安排專題講座、實地參訪、線上學

習、行動研究、課堂教學研究、公開分享與交流等多元專業發展活動方式，不

斷提升自身專業知能。實施要點中亦要求各校校長及每位教師至少公開授課一

次，以形塑同儕共學的教學文化。學校也應給予協助、獎勵、積極爭取設備與

經費等資源。 

與此同時，教育部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精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計

劃」，鼓勵學校成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希望能落實課堂實踐，以達成計劃目

標。該計劃的行動方案之一，在於具體規劃和推動教師增能、改變課堂教學行

為和學生學習模式，以及推動學校以學習社群模式運作學習領域課程小組會

議，並於學習社群運作中落實課堂實踐方案。 (吳俊憲、蔡淑芬、吳錦惠，

2015) 

（二） 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 

為回應社會各界對於國家教育品質的高度期待，2006年教育部開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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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2010年「第八次全國教育會議」對於擴大

辦理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具有高度共識；2011年公布「中華民國教育報告

書」將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列入「優質教師專業發展方案」的具體措施；

2014年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鑑制度規劃報告」，以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為基礎，實施四年制的多年期評鑑制度，建立專業成長支持系統，協助教

師和學校落實專業成長計畫。教育部亦研議從 106學年度(即 2017 年)開始，中

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將轉型為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透過教學領導教師帶

領校內教師學習社群，進行備課、觀課、議課，帶動新進同儕教師專業成長；

針對年資達 3年以上之教師，也鼓勵發展由下而上的多元專業發展模式，透過

持續對話、合作、分享與省思，增進教師學科知識及教學品質 (馮莉雅，

2015；教育部，2016)。 

（三） 學習共同體 

「學習共同體」係由日本學者佐藤學所提出，基於「公共性」、「民主主

義」、「卓越性」這三個哲學理念，他倡導將學校建構為「學習共同體」。在學習

共同體學校中，有三個層次的學習參與：第一層是學生的小組「協同學習」。第

二層是由教師所建立的同僚性(collegiality)學習，藉由關課後回饋會談的

「授業研究」(lesson study)追求彼此的專業成長。第三層是家長與社區的參

與(游秀靜、唐淑華，2015)。 

全臺有許多學校受到佐藤學「學習共同體」的啟發與感動，在教育現場嘗

試作改變，一些縣市，諸如臺北市、新北市、嘉義市、基隆市、新竹縣、臺東

縣、雲林縣等，也將其作為地方推動的政策之一，鼓勵學校參與試行(潘慧玲

等，2015)。例如臺北市教育局自 2012 年起引導臺北市立學校試辦學習共同

體，以提高學生學習效果。並同時推動教師學習共同體，以推動教師專業社群

的發展；新北市也在 2012年提出「新北市 101 學年度學習共同體先導學校實

施計畫」，以「先導學校」的模式，號召市內校長與教師組成專業學習社群。

（黃麗芸，2013；杜憲昌，2013；新北市政府教育局，2012）。 

 

二、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與運作方式 

（一）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定義 

教育部（2009）在《中小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手冊中定義「專業學習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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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是一群專業工作者所組成的學習與成長團體，成員基於對專業的共同信

念、願景或目標，為促進服務對象的最大福祉或專業效能的極大化，而透過協

同探究的方式，致力於精進本身的專業素養，以持續達成專業服務品質的提升

與卓越。 

吳俊憲、蔡淑芬、吳錦惠(2015)歸納國內外學者的論述，指出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是一群志同道合的教師齊聚在一起，為了追求教學專業提升、形塑教師

共同學習的文化、聚焦於提升學習成效(包括學習動機、學習策略、學習成果

等)的社團。 

（二）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方式 

教育部的《中小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手冊》指出，在規劃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的實施方式時，可選用多元的運作方式，包括：協同備課、教學觀察與回

饋、同儕省思對話、建立專業檔案、案例分析、主題經驗分享、主題探討（含

專書、影帶）、新課程發展、教學媒材研發、教學方法創新、行動研究、標竿楷

模學習、新進教師輔導、專題講座等（張新仁、王瓊珠、馮莉雅，2009）。 

規劃社群活動的運作方式，可以納入以下幾種類型(教育部，2009；賴協

志，2014)。增能研習：例如辦理研習、座談會、工作坊和參訪活動等。對話省

思：例如進行教學專業對話、教學省思與回饋。課堂實踐：例如實施教學觀察

與回饋、教學檔案製作與評量、共同備課/公開授課與觀課/議課等。發表分

享：例如建置臉書(facebook)網路社群、辦理期末成果發表等。 

歐用生(2012)仔細研究由日本學者佐藤學所提倡、並在日本中小學乃至於

國際擴散的學習共同體，指出日本中小學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主要是以

頻繁的、規模不等的「授業研究」活動為核心。流程大致如下：先舉行「事前

協議會」（即集體備課），負責觀摩教學的教師提出單元教學計畫，教師們一起

討論、修正；然後舉行觀摩教學，全校沒有課的教師都來參與和觀摩；接著最

重要的是舉行「研究協議會」（即檢討會），針對觀摩教學上的相關問題進行討

論；最後負責觀摩教學的教師，將資料加以整理，提供大家反省和檢討，以共

同改進教學。 

張奕華、吳權威(2017)在其所提出的「智慧教育之教師專業發展三層式鷹

架」中，也提出教師成長的 RICS模型。RICS模型是教師發展專業的基本功，

在教師發展專業歷程中，要不斷進行反思 (科技如何改變教學與學習)、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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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上結合科技的問題，透過行動研究活動來回答問題)、合作 (規劃合作時

間、與指導老師、學習社群及學生合作) 和分享 (教師分享學習心得，提供其

他教師想要改變的動力)的循環。 

透過上述學者的整理論述，可以發現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方式中，

大都是以「教學觀察與回饋」為核心的活動。教學觀摩前進行共同備課、主題

研討、經驗分享、教學專業對話；教學觀摩時進行紀錄，觀課者聚焦的重點可

能依研討主題而有所不同，例如關注教師的教、學生的學、教學的內容或教學

法；教學觀摩後則進行專業對話、同儕省思、教學檔案紀錄、製作教學案例

等，再開啟下一階段的教學觀察與回饋的循環。其實這個歷程，就是一線教師

所熟知的「備課、觀課、議課」三部曲，同時也是目前國內一些大型跨縣市教

師社群(例如：學思達、夢的 n次方、溫老師備課趴)、各縣市國教輔導團、國

家教育研究院等單位舉辦研習活動的常見型態，受到許多一線教師的認同與歡

迎。 

三、 教師專業成長空間 

 湯志民(2014)指出，學校是提供教學的場所，教學目標、方法與歷程之實

踐，教學品質和教學效能的提升，與教學空間及設備新穎、精緻與多樣，有密

切的關係。現代教學強調「學習者中心」、「教學研究發展」、「提供學習資源」、

「應用資訊科技」，教學空間的革新可從規劃彈性的教室空間、建構融合的學習

社區、設置充裕的研究空間和提供豐富的學習資源著手。 

 臺北市政府在 2015年所推動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績優學校創新專業成長

空間」(以下簡稱教師專業成長空間)，即是規劃彈性的空間支持教學研究發展

的體現。此計劃除了充分發揮學校閒置空間的價值、符合校園活化再利用的發

展趨勢之外，也是引導學校省思與規劃教師專業成長空間，提供教師共同研

討、備課、空開授課、觀課、議課與對話的空間，以鼓勵教師積極參與專業成

長活動，提升整體教育品質。該計劃在 2016年試辦階段共核給 10 所示範學校

各新台幣 100萬元之經費，建置或優化教師專業成長空間。 

 根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推動之教師專業成長空間計劃內容，其目標有三：

建置優質教師專業成長空間，鼓勵教學創新實驗及教育研究；推展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計劃，協助教師專業成長，提升教師專業素質；鼓勵各校成立教師專業

學習社群，促進專業對話與實務分享，精進教師教學知能，提升學生學習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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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四、 小結 

湯志民(2014)指出，教育空間規劃包括空間種類(性質、功能)、空間數量

(間數)、空間大小(面積、容量)、空間形狀(長方形、正方形、扇形、圓形)、

空間的配置和設備、空間的多元變化(多樣空間)、空間營運模式(配置、運用、

關係)。根據上述各學者之論述，教師專業成長空間之規劃與設置應結合各校的

教師專業發展方針，提供教師一個能夠進行共同備課、觀課、議課、專業對話

以及進行研究的空間。所以，本研究歸納教師專業成長空間的空間需求如下： 

1. 空間種類 

教師專業成長空間應具有教學、會議、研究室、交誼的功能。雖有部分

功能與領域研討室、會議室有所重疊，不過由於此空間須進行教學觀

摩，在空間上應獨立出來為宜，以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相關活動優先，

降低其他類型會議或活動的干擾。 

2. 空間數量 

教師專業成長空間的數量而言，每所學校至少設置 1間，或依照學校經

營方針、經費預算、教師員額等，結合教學創新、校本課程、課程實

驗、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等需求與用途，進行整體評

估。 

3. 空間大小 

本研究認為，為同時容納上課師生與觀課人員，教師專業成長空間的面

積應大於臺灣傳統普通教室(9m x 7.5m=67.5m2)，而至少有自足式教室

的面積水準(80m2)，或每生面積大於 3.5m2方能有舒適的上課、研討空

間。 

4. 空間形狀 

教師專業成長空間以長方形、正方形、變化型、扇形、圓形、附室形為

佳。因為此空間需用於教學、討論，且使用上具有彈性，所以階梯型專

科教室(不利於人員討論、空間配置與設備不易靈活變動)、舞台型活動

中心(空間過大)便比較不適合做為教師專業成長空間。 

5. 空間的配置和設備 

教師專業成長空間可以配置在教學區或行政區，視學校整體空間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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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各有其利弊。若教師專業成長空間配置在教學區，好處可能是學生

移動距離較短，舉辦教學觀摩時較不會影響學生上下課時間，但是觀課

人員在教學區中移動可能會干擾其他教室上課；反之，設置在行政區則

能避免干擾其他教室的教學活動，教師從辦公室移動教師專業成長空間

的路徑也可能較短。 

在設備上，必須具有教學觀摩所需的課桌椅、講台、黑白板、投影機、

其他 e化教學軟硬體設備。除此之外也需要有適合討論、研究的設備，

例如檔案櫃、海報展示牆；為因應教學研究之需求也可配備多媒體錄製

系統。在空間設計上則可朝向創新、活力的風格進行色彩、家具、裝飾

的配置。 

6. 空間的多元變化 

由於教師專業成長空間兼具不同用途，因此除了適應各式教學法的學生

課桌椅排列方式(秧田式、馬蹄型、群組型)之外，設備也要能彈性調整

成適合會議、研習(會議型)或研討(群組型)、聯誼等不同用途的狀態。 

7. 空間營運模式 

教師專業成長空間的營運模式，應以融入學校既有管理方式為前提，以

盡量提高該空間的可及性、提高空間利用率為目標。包括空間所在的位

置、是否需要登記借用、登記或借用的形式、是否有空間管理辦法、是

否有設備管理辦法等。 

 

參、 個案學校的教師專業發展空間分析 

本研究選擇包括臺北市、廣東省珠海市、四川省成都市的 6所學校作為研

究對象，其中 3所為臺北市教師專業成長空間的試辦學校。6所學校分別是臺

北市信義區永吉國民小學、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臺北市立萬華國

民中學、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成都師範銀都紫藤小學、珠海市香洲區第二

十一小學。 

研究者透過網際網路尋找適合的研究對象，和學校取得聯繫，確認其教師

專業成長空間之狀態與受訪意願後，擇定日期進行拜訪。拜訪學校時，請求學

校派該空間的管理人員或教師專業成長空間計劃的主要負責人陪同參觀並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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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的規劃、用途與設備情況，而後再就空間利用與管理相關問題進行提問、

交流，並索取相關資料。茲就各校教師專業發展空間規劃之情況，說明如下： 

一、 臺北市信義區永吉國民小學 

 臺北市信義區永吉國民小學(以下簡稱「永吉國小」)位於臺北市信義區，

於 1975年(民國 64 年)創校並開始招生。目前普通班級數 26班，普通班級學生

數 759人，教師(含校長與主任)總數 56人。全校教室共 64間，行政用辦公室

13間。校地面積 11,763平方公尺。 

 永吉國小是臺北市教師專業成長空間計劃的試辦學校之一，建有教師專業

發展空間 1處，名為智慧教室。該教室是由閒置的普通教室空間改建而成，因

此空間是長方形，面積較小。教室位於行政區，因此若進行教學觀摩或教師研

習活動，可避免影響其他班級上課。教室緊鄰會議室，中間牆壁有打通安裝觀

課玻璃，因此若觀課人數較多，可移至會議室進行觀課。學校表示在安裝觀課

玻璃時才發現該牆面有進行結構補強，因此未能安裝大面積的觀課玻璃，較為

可惜。教室裝潢與設備的顏色繽紛、偏暖色系，空間設計與家具頗有童趣，照

明充足，整體而言給研究者一種活力充沛的感受(參見圖一、圖二)。 

 教室中的設備包括可靈活移動的分組式課桌椅、黑板、互動式電子白板(藏

於黑板中央，將黑板分別往左右拉開即可使用)、投影機、桌上型電腦、擴音設

備、錄影設備(含簡易導播台、導播軟體)、小組平板電腦 6片、IRS 即時反饋

系統 1套(30支)、教學互動軟體 1套。軟硬體配置的規劃主要是支持學校推動

的學習共同體以及分組合作學習教學，故在課桌椅配置、軟硬體的採購皆以分

組合作學習為設計思維。值得一提的是，由於學習共同體強調對課堂中學生學

習狀態的觀察，因此教室內共有 8支攝影機──一支對著講台區域(拍攝老

師)、一支對著黑板/電子白板(拍攝教材)，另外六支則分別對著六個分組座位

(拍攝學生)，在教學觀摩時會同時進行錄製，並可透過導播台進行畫面切換，

在議課研討階段可清楚回顧各組的學習情況。 

 學校表示，該空間除了進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共備、觀課、議課活動

外，也會作為教師研習空間、行政會議空間、以及學校活動(例如親職講座)舉

辦場所。空間的借用、設備的借用均由教務處設備組進行管理，教師可直接洽

設備組長拿取教室鑰匙與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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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永吉國小的教師專業成長空間 

 

圖二 永吉國小專業成長空間的設備與配置 

 

二、 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以下簡稱「北市大附小」)位於臺北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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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區，創立於 1913 年(民國 2年)。目前普通班級數 48班，小學學生數 1,424

人，教師(含兼行政主任)總數 152人。校地面積 21,250平方公尺。 

北市大附小有教師專業成長空間一處，名為教學觀察室暨教學實驗室。該

教室設立於 2006年，主要是教學研究、教師研習活動、教師社群活動使用；教

學實驗室位於行政區，由研究發展處進行管理，教師若欲使用該空間則向研發

處進行登記、拿取鑰匙。北市大附小自成為實驗國小後，肩負教學創新與研究

之責任，故早年便規畫有教學研究的專用空間，以微觀教室的概念進行規劃，

是以空間為長方形，約兩間普通教室空間大小，分為教學區與觀課區，中間隔

以大片的觀課玻璃，觀課區可容納 30位以上的教師進行觀課。空間設計與其他

普通教室相似，惟舖有木地板增添些許溫暖氛圍，空間採光良好(參見圖三、圖

四)。 

教室中的設備包括一般課桌椅(通常以分組形式擺放)、白板、互動式電子

白板、投影機、桌上型電腦、實物投影機。學校亦有 IRS即時反饋系統、平板

電腦數套，可支持分組合作學習、或一生一平板的 e化教學型態，不過這些設

備並不存放在此教室中，要透過借用才能取得。 

 

圖三 北市大附小的教師專業成長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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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北市大附小的教師專業成長空間配置 

 

三、 臺北市立萬華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萬華國民中學(以下簡稱「萬華國中」)位於臺北市萬華區，於

1958年(民國 47年)創校並開始招生。目前核定班級數 59班(含普通班、特教

班、學困班、補校)，普通班級學生數 1,214人，教師預算員額總數 128人。校

地面積 36,267平方公尺。 

萬華國中是臺北市教師專業成長空間計劃的試辦學校之一，設有教師專業

成長空間一處，名為教師專業成長空間。該空間是由普通教室改建而成，位於

教學區，與一般教學班級相鄰，由教務處設備組進行管理。由於該空間之初使

規畫以教師共同備課、專業對話的用途為主，並未將教學觀摩之功能納入，因

此空間中沒有設置觀課所需之設備，例如觀課玻璃。因此，若要進行教學觀

摩，則先在隔壁教室進行觀課，而後再到教師專業成長空間進行議課討論。教

室的空間設計以「築夢 Dream come true」為主題，進行富有未來感的室內設

計，並以冷色系顏色為主色調，學校表示這樣的設計是希望能讓老師的思緒平

靜下來，利於省思與對話(參見圖五、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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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中設有人性化的資訊週邊設施，以易移動組合的分組桌椅及與桌面等

高的移動式資料櫃，便於教師進行分組討論與資料歸檔。另有個人電腦一台、

50吋顯示器一台、投影機與投影布幕兩套、以及音響設備，輔助會議、討論活

動以及研習活動之進行。 

學校強調，教師專業成長空間主要供給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使用，目前已有

數個社群進行預約，定期使用；亦接受教師個人或社群臨時登記申請使用。使

用上以社群活動或會議居多，也提供舉辦教師研習、以及議課活動使用。 

 

圖五 萬華國中的教師專業成長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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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萬華國中教師專業成長空間的設備與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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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以下簡稱「永春高中」)位於臺北市信義區，於

1968年(民國 57年)創校，創校時期為國中，1994年改制為高中，1996年停招

國中，正式成為普通高中。目前核定班級數 49班(含普通班、資優班、實驗

班、資源班)，學生數 1,800餘人，教師預算員額總數 117人。校地面積

53,000平方公尺。 

永春高中是臺北市教師專業成長空間計劃的試辦學校之一，設有教師專業

成長空間一處，名為 e化專科教室，位於行政區，由教務處管理，教師可上網

登記使用該空間。該空間原為圓形的美術專科教室，面積廣大，目測應超過

300平方公尺，後改為 e化專科教室，每年爭取教育局經費優化教室內的設

備。主要作為專科教室、教學觀摩使用。空間並沒有特別進行裝潢設計，與普

通教室無異(參見圖七、圖八)。 

該空間建置有活動式的分組課桌椅、白板、電子白板、教師個人電腦 1

台、每組一台 62吋觸控電視(含電腦、教學互動系統)、投影機與投影布幕 3

套、多媒體擴音設備(含混音器)、視訊錄影系統(含簡易導播台、一組一副指向

性麥克風)藉以錄製課堂教學教材、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狀況，其中錄製系統以

雙鏡頭設計，分別讓教師配戴感應器即時呈現教師教學情況，及利用掃動式鏡

頭記錄學生學習狀況，並同時利用大型觸控電腦進行師生教學互動。透過視訊

錄影系統，教學過程也可以在學校的網路平台上進行直播，觀課者除了坐在教

室外圍之外，亦可以在其他空間透過電腦觀看上課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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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永春高中的教師專業成長空間 

 

圖八 永春高中教師專業成長空間的設備與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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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珠海市香洲區第二十一小學 

珠海市香洲區第二十一小學(以下簡稱「香州二十一小」)位於珠海市香洲

區，為公立全日制學校，成立於 2012年，並於同年八月開始招生，設有 36個

教學班，核定學生員額數為 1,800人。校地面積約 28,000平方公尺。 

該校建置有一個教師專業成長空間，名為雲教室，位於教學區，由電腦教

室改建而成，歸教務處管理。該空間主要作為 e化教學(中國大陸稱教育信息

化)之專科教室、錄製教學短片(中國大陸稱微課)、公開觀課、辦理教師研習活

動使用。該空間的建置是呼應中國大陸於十二五、十三五計劃期間持續推動的

教育信息化政策，包括「一師一優課」、「三通兩平台」等。該空間為長方形教

室、空間較大，估計可容納超過 70名人員上課/觀課；後方的觀課/導播室則可

容納 10人左右。空間並沒有經過特別設計，大致保持原本電腦教室的樣貌(參

見圖九、圖十)。 

該空間建置有活動式的分組課桌椅、白板、86吋觸控電視(含電腦)2台、

60片平板電腦(供一生一平板的教學型態使用)、錄製系統(含導播台、導播軟

體與混音設備、8副指向性麥克風、三組攝影機，可錄製包含電腦畫面在內的

四路影像)、觀課玻璃。學校人員指出，此空間除了作為實驗性的 e化教學使用

之外(非常態性)，最常作為錄製教學短片使用，除了教務處統一規劃的錄製時

間以外，教師可向教務處登記使用；平板電腦則是因為剛完成採購，尚未有明

確的管理辦法，一般教師尚無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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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香洲二十一小的教師專業成長空間 

 

圖十香洲二十一小教師專業成長空間的設備與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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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成都師範銀都紫藤小學 

成都師範銀都紫藤小學位於成都高新區新川工業園區，成立於 2015年，同

年八月招生。學校隸屬於成都高新區社會事業局，是繼成都師範銀都小學紫

荊、紫薇兩校區之後的一所高新區直屬公辦小學。全額撥款事業單位，具有獨

立法人資格。學校辦學規模 30個教學班，全面小班化(每班 30人以下)，校地

面積 23,500平方公尺。 

該校建置有一處教師專業成長空間，名為「紫藤雲」，由「遠距智慧教室」

和「智慧型議課廳」所組成，皆為長方形空間，中間隔了一片大於一般尺寸的

觀課玻璃。該教室為專門建立的教師專業成長空間，專門提供給教師專業成長

相關活動、以及遠距教學使用。該空間位於行政區，主要由學校教研室負責管

理，每週固定有新進教師公開授課、議課，以及全校教師共同備課或研習的常

態性活動。教室空間廣大，教室與議課廳除了上課師生之外，都可分別容納 20

名以上的教師，室內設計經過精心規劃以符合「紫藤」之意象，智慧型議課廳

之布置與氣氛則更像是氣氛溫馨、環境優美的咖啡館(如圖十一、圖十二)。 

 

圖十一 紫藤小學「紫藤雲」的遠距智慧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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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紫藤小學「紫藤雲」的智慧型議課廳 

 

遠距智慧教室部分，配有活動式的分組課桌椅、黑板、86吋觸控電視(含

電腦、互動教學系統、遠距教學系統)2台、10片平板電腦(供一組一平板的分

組合作學習型態使用)、智慧型錄製系統(含錄製系統、混音設備、7副指向性

麥克風、一部攝影機，可錄製包含電腦畫面在內的二路影像)、觀課玻璃。智慧

型議課廳的部分，配有 42吋液晶電視 2台(一個顯示課堂畫面、另一個顯示即

時教師行為數據)、5台平板電腦(觀課專家使用)，該議課廳採用全球獨步的

「教學行為分析系統」，可即時提供「自動」和「半自動」生成的課堂教學行為

數據(如圖十三)，協助議課專家與聽課老師們，更科學的、有效的進行議課與

教學研究。這些即時數據包括： 

1.主動趨勢數據：顯示這堂課的師生互動情況，是由教師主導或以學生為

主。 

2.有效互動數據：顯示這堂課的有效互動頻率，計算師生、 生生間互動行

為數據後，產生有效互動點數，包含全班與各小組互動點數。 

3.工具使用數據：顯示這堂課的智慧教室工具使用情況，呈現工具使用頻

次統計、時間比率， 以及各項工具使用時，所引發的互動強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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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方法應用數據：顯示這堂課的方法應用趨向，系統根據教學片段，分析

教學行為數據後，呈現課堂中教學方法應用的特色。 

5.提問標記數據：顯示這堂課中，議課專家使用蘇格拉底 APP 認可的有效

提問標記，以補充、或修正人工智慧引擎的不足。 

6.回應標記數據：顯示這堂課中，議課專家使用蘇格拉底 APP 認可的有效

回應標記，以補充、或修正人工智慧引擎的不足。 

 

圖十三 課堂教學行為數據分析報告示意圖 

 

肆、 結語 

隨著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等政策的推展，

教師專業成長的概念與重要性已經深植於學校文化中。另一方面，隨著學習共

同體的引入與風行、以及近幾年由全台各地教師自主發起的研習活動，也帶起

各式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風潮。無論是政策引領或自主發起，教師專業成長已

然在教育圈形成一股正向成長的氛圍。 

不過，即使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劃已經推動超過 10年，我國教師專

業成長與學校空間兩者之間的相關性較少被重視，以中文做成的相關研究也可

說是付之闕如。因此本文以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推動教師專業成長空間計劃為契

機，探討教師專業成長空間的需求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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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者訪查的六個教師專業成長空間後，歸納其特徵如下： 

1. 空間種類多以教師專業成長相關活動用途為主，僅一間會同時作為學

校會議或其他活動使用。 

2. 空間數量皆為 1處。 

3. 空間大小多數而言均等於或大於傳統普通教室，而面積倍於傳統普通

教室者亦所在多有。 

4. 空間形狀則以長方形為主。 

5. 空間配置在教學區、行政區皆有。 

6. 空間設備則均以活動式的分組課桌椅打造適合分組合作學習或群組對

話的空間。多設有 e化教學設備以實施資訊融入教學、建置錄製系統

以記錄教學歷程，並有部分空間配有教學互動系統、可連接雲端平台

獲取更多服務。 

7. 空間多有進行多元化的室內設計。包括活動式、容易搬動的桌椅以符

合不同類型活動的需求；色彩與裝飾上則有配合學校特色或空間願景

的不同設計。 

8. 在空間運營上，大多是被動登記或借用，僅 1間是學校主動安排常態

型教師專業成長活動。 

本研究類型屬於新概念的探索性研究，在問題定義上多有不足，以致短時

間內無法獲得更具系統性、更加全面的結果。在研究方法上也有諸多可優化之

處，例如可對行政人員與教師進行結構式訪談、實地測量空間面積、取得空間

設備清單、取得空間使用紀錄等。以上是為本研究之限制，盼能拋磚引玉，作

為其他學者先進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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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建築中人文精神之展現 

－以中部地區國民小學為例 

劉力瑋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所研究生 

 

摘要 

 

人文精神的培養是現代教育中不可缺少的核心目標，而學校建築如何展現

出豐富的人文精神，以營造出陶冶身心靈的潛在課程，是當前校園建築需要重

視的方向。本文以台灣中部八所國民小學為例，透過文獻分析與調查研究，探

討其學校建築所顯現的人文意涵與特色。筆者首先藉由文獻探討定義人文精神

與人文關懷之內涵，再結合近代校園建築相關指標，重新釐清的校園中人文精

神展現之意義，以新的觀點歸納出系統性的人文校園建築之向度，初探校園建

築中人文精神之展現。 

 

 

關鍵字：人文精神、人文關懷、潛在課程、人文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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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二十一世紀將是高科技的時代，高科技的發展必須配合人文的省思，隨

時代整體的利害檢視其對人類福祉的影響，因此，人文素養的陶冶將是

二十一世紀教育最重要的課題。 

郭為藩(1993)《二十一世紀人文與教育新藍圖》 第 4頁 

 

人文素養的陶冶是現在教育中不可缺少的核心目標，在這個科技日新月

異，人工智慧科技逐漸取代了人類某些工作的時代，唯有擁有人文省思能力，

有著一顆為全體人類謀福祉的開闊心胸，才能開創出讓人類共同前進的未來。

而在教育中對人文思想的陶冶除了在正式課程之中認知理解的學習，其實潛移

默化的潛在課程更是傳達人文精神的合適管道，而談論到潛在課程，我們就不

能忽略校園建築環境在潛在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人文的陶冶必須是透過身心

靈的感受而得，當我們談教師的身教時，更加要關心校園環境的境教，因此學

校建築如何展現出豐富的人文精神是我們必須探討的議題。  

然而，我們要從何判斷一所學校是否具有人文的氣息？這點我們可以先從

何謂人文？人文的精神為何？開始定義人文的概念，試分析其內涵，並與近代

校園建築相關指標為依歸，將重新釐清的人文精神意義，與相關指標做綜合性

的歸納與整理，理出層次更為明顯清楚的系統性內涵。 

 

貳、人文精神的基本概念 

在闡述人文精神基本概念之前，我們需要先了解「人文」的意義。從西方

字源的角度來分析，現今我們熟悉的 Humanism一詞，其實是源自於拉丁文

“humanitas＂，這個字同時也是英文“humanity＂（人性）的字源，換言之，

「人文」的原始意義與「人性」的概念有著密切的相關（鄺芷人，2002）。此

外，在文藝復興時代講授古典語言與文學的「人文學者」“humanista＂這個字

也是來自於拉丁文“humanitas＂。以下筆者將從人文概念的緣起說起，闡釋人

文主義與人文精神的差異，並以人文精神中最核心的人文關懷為總結，說明人

文精神的基本概念。 

一、人文概念之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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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建德（2012）指出，人文無時無刻存在於我們的生活之中，在日常生活

裡與我們形影不離，只要仔細注意，會發現抽象人文的具體形式無所不在，例

如：建築、歷史、宗教、美術、音樂、文學、哲學、戲劇、傳統技藝，甚至醫

學也常被歸為具有人文性質的科學，近年來經濟學、法律、與社會科學等等的

學術專業，也被認為包含了廣泛的人文定義。 

在近代東西方文化交流之後，中國人用「人文」這個詞句來翻譯

「humanism」（洪建德，2012），此時人文的定義承襲了西方人文主義的概念，

在中文裡有了一席之地。然而其實「人文」一詞從很早以前就出現在中國傳統

的經典當中，其最早出現在易經賁卦的彖辭：「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

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依據唐朝孔穎達的解

釋：「聖人觀察人文，則詩書禮樂之謂，當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又《後漢

書》〈公孫瓚傳論〉：「舍諸天運，徵乎人文」。唐朝李賢注：「人文猶人事也」

（施宜煌，2010）。從上述古文的註解中，我們會發現在東方的定義裡，人文是

人類為求生存以及充實生活而創造的產物，一切社會文化現象，諸如制度、教

育、法律、宗教、軍事、科技等等皆屬於人文的範圍。總地而言，中國傳統的

人文概念是指人為了生存所創造的各種產物，然在西方文化傳入之前，我們只

能在少數著作中才會發現這個詞彙，由此可知，人文這詞在中國歷史當中是默

默無名的，直到成為「humanism」的中文翻譯，人文一詞才從中文中甦醒過來

（洪建德，2012）。 

「humanism」一詞包含了人文主義的概念，人文主義起源於歐洲文藝復興

時期，為了反對中世紀黑暗時期宗教的迂腐統治，當時的知識分子提倡人們以

古希臘、羅馬文化為學習典範，鼓勵回歸世俗，並且開始重視人性，相較於中

世紀的以神為主體的社會，轉為以人為主體的思潮。這樣的思潮也影響了學術

研究的方向，在 19世紀之後歐洲與英美各國的大學裡紛紛出現了所謂的人文學

科，人文學科所追求的是人類生活各方面的知識，是專注於探討人的世界的一

種學問（余國藩、蔡淑菁，2008）。 

 

二、人文主義與人文精神 

（一）人文主義的意義 

根據徐宗林（1985）的探討，拉丁文“humanitas＂與希臘文“paide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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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詞的意思相近，皆是指以人為本的教育，重視人文學科的知識，例如：文

學、藝術、幾何、邏輯等等，相當強調人本文化的陶冶。而現今比較常使用的

相似詞彙「humanism」（人文主義）即是源於“humanitas＂。人文主義源自於

十四世紀到十六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為了反對中世紀宗教僵化的教育思想，

當時的知識分子大力推崇人文涵養的重建，“人＂成為了當時學者們積極關注

的焦點，將人視為衡量萬物的尺度，與中世紀萬事以神為尊的現象不同，人文

主義更加重視人自身的利益和尊嚴，以人的角度為出發點來認識世界，看重人

與萬物關係的和諧，主張一切真理皆與人類的福祉相關。 

從歷史的角度分析，人文主義其實是文藝復興運動時期，知識分子對中世

紀以神為本位的思想的一種反動產物，人文主義學者在神學以外的書籍當中，

認識到了人處於現實世界，要發展對人類有幫助的事物就必須以人為關注對

象，並開始倡導人類的理性能力，不再以宗教經典為絕對真理，從此以後，人

們開始認識自己，並脫離位居神之下的被動角色，找到人類存在於世界的主體

性與地位（徐宗林，1985）。 

    從學理上的角度分析，人文主義所帶來的文化意識影響相當深遠，它成為

了人們認識世界的三大思維模式之一，此三種模式分別為（鄺芷人，2002）： 

1.「第一推動」模式： 

此思維模式，將上帝視為全知全能的唯一真理，上帝即是萬物的源頭與主

宰，無論是自然界的運行還是人類所有的生活規範，皆以上帝為絕對至上的原

則，此為歐洲中世紀黑暗時期的主流思維。 

2.「自然」模式： 

此思維模式源自於希臘時期的原子論與近代機械論的觀點，認為萬物的運

行皆有其自然的規則與道理，這種思維自牛頓力學出現後一直到二十世紀普朗

克（M.Frank）提出量子論這段時期，皆相當受到推崇。 

3.「人文主義」模式： 

「人文主義」的思維模式擺脫了以上帝或自然為中心的思考軸心，轉而以

人為關注的中心與目標，相信人類的理性與經驗能夠解決生存所面臨的問題，

並以追求人類福祉、關懷生命等為思維的出發點。 

 

（二）人文精神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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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上述可知，「人文主義」是起源於西方思想運動的一項產物，那其與

「人文精神」的差異為何呢？「人文主義」與「人文精神」雖擁有密切的關

係，但在概念上卻存在著範圍的差異，從歐洲的思想史來看，前者的興起可以

說是人文精神被世人注意到的契機，「人文主義」主張對「人文精神」的維護，

反對宗教權威並重視人性的尊嚴；而「人文精神」則包含了一切「以人為主

體」之事務的關懷，這關懷本身並不一定需要涉及系統理論的支持，而是完全

出自於人性的。「人文主義」也相當程度地為「人文精神」及「人文關懷」建立

了理論的基礎，著名哲學家海德格在其著作《論人文主義的信》中提及「人文

主義」所強調的是「人性自由」及「人的尊嚴」的各種思想，這些思想即是人

文精神的展現。總結來說，「人文主義」必然涵蘊著「人文精神」中的關懷取

向，然而「人文精神」則不一定只出於「人文主義」的理論當中，「人文精神」

是「人文主義」的終極目標（鄺芷人，2002）。 

為了對「人文精神理念」有著更進一步的掌握，筆者認為實有必要對「人

文思想」的意涵進行探究，進而從中探尋「人文精神」的理念。所謂「人文思

想」意旨人能夠欣賞並願意尊重人性所創造出來的制度、文化與歷史等等的存

在與內在價值，不會加以扭曲或異化人性，不將人視為其他事物，而是以人本

身為主體來思考（施宜煌，2010）。換言之，亦即將人之為完整的生命個體，而

不是將人視為工具或機械，肯定人性、人格等等的人特有的價值，而「人文精

神」即是「人文思想」的展現，其展現出對人的尊重，尊重人之身為人的價值

（伍安娜，1975；施宜煌，2009）。 

關於人文精神的內涵，郭為藩（1993）在其著作中指出人文精神的內涵包

含了，社會關懷與文化素養的概念： 

1. 社會關懷 

人文精神十分強調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關係，人與機器的不同之處就在於，

人是有感情、有同理心，具有體諒他人的獨特力量，人類是能夠設身處地為他

人設想的通情者，人文精神包含了「仁民愛物」、「民胞物與」的社會情懷。 

2. 文化素養 

人文精神與文化生活是息息相關的，文化是透過人的精神所孕育出來的生

活習慣，擁有文化素養之人其精神上是充實的且人性化的，文化涵養能夠使人

不過分依賴物質的享受，終日庸庸碌碌、沽名釣譽，而是有享受的方式活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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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力。 

三、人文關懷之涵義 

人文關懷是指從人的利益與需求為出發，透過對人的關懷與理解來尊重人

的基本人權以維護其權益。根據上面各小節的討論，我們了解到人文關懷是人

文精神的核心理念與終極目標，故筆者將於此說明人文關懷的定義與內涵面

向。 

根據陳立驤（2008）對「人文關懷」的定義為：對人類生活當中的一切活

動、信念與歷史記憶等的尊重，以及對人的生命本能、欲望、情緒與尊嚴的關

心和體貼。「人文關懷」之內涵可分為「個體關懷」、「社會關懷」與「自然關

懷」三個面向，以下分述之： 

（一）「個體關懷」 

個體關懷是採「微觀」的方式來看待人的生命，視每個人的生命為獨一無

二的個體，其關心的是個別生命的價值與意義，它不只注重人對自身生命的認

識，更關注於轉化與提升生命的價值，以達到身、心、靈完整和諧的境界。 

（二）「社會關懷」 

社會關懷是採「宏觀」的方式來看待人的生命，其將人的生命放在社會的

脈絡中，認為人與社會是一體無分的，更甚來說，甚至把整個社會視為一個有

機的生命型態。其關心的是社會整體的價值，不僅強調人與社會的和諧以及人

與他人和群體的關係，更關注於轉化與提升社會的融洽，達成人我互為主體，

彼此交融的和諧境界。 

（三）「自然關懷」 

自然關懷是採更加「巨觀」的方式來看待人的生命，其將人的生命放在宇

宙世界的脈絡之中，將人與自然萬物視為一個整體，甚至把整個世界視為一個

有機的生命主體。其偏重於關心對自然環境的價值的重視，不僅強調人需要認

識大自然，了解自己與自然萬物的關係，更關注於愛護及尊重自然環境，達到

天、地、人合一的和諧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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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人文關懷三面向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在此有一點需要特別注意，上述的三種關懷彼此之間並不是互相分離獨立

的，相反的，這三種關懷彼此是緊密相連，互相流通交融的，它們是同一個

「人文關懷」的三個面向，這三個面向彼此密不可分，我們並不能視他們為完

全不相干的概念（陳立驤，2008）。 

這三個面向之所以緊密相連的原因，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部分說明之：1.

將人的生命視為一個小個體，「身」、「心」兩面向是有所連結且相互影響的；2.

將視野放大於社會之中，我們會發現有人的地方就有社會，人必生活於社會脈

絡之中，也必會受到社會之影響；3.再從社會的視野放大一點，會發現我們所

處的社會一直存在於大自然的懷抱之中，所有的生命萬物都與自然息息相關，

自然環境的變化，影響著每一個社會中的每一個生命個體。 

在下述關於人文精神校園建築內涵的闡述中，由於「自然關懷」較屬於自

然校園與生態校園關心的範疇，故以下只從「個體關懷」與「社會關懷」的面

向，將過去專家學者對人文校園的主要內涵構面加以綜合整理，歸納至這兩個

大架構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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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校園中人文精神建築之內涵 

由過去眾多心理學的相關研究中我們可以發現，校園環境對學生行為的影

響，也了解到環境在教育中的重要性，而教育的對象是「人」，因此在校園中展

現以「人」為中心的人文精神，是有必要的，如同林季雄（1994）所說，一個

景觀環境沒有真正的「以人為本」，不能稱許為好的或美的改計。因此要在校園

中展現出人文精神，就必須要擺脫校園中物化、僵化、標準化的建築困境，找

出適存於空間、時間與人間的規劃內涵，為學校增添幾許人文氣息與文化意味

（湯志民，1994）。湯志民（2010）在優質學校校園營造指標中將人文校園的定

義為：「校舍建築和校園環境，具有人性、文化、學術的表徵和意象，透過典章

制度，慶典儀式和史蹟文物的保存，傳延校園文化，並能與鄉土和社區文化融

合，形塑根留臺灣的本土教育文化特色」(頁 225)。 

而在《學校建築的人文教育環境規畫》一文中，也提到學校建築的人文環

境規畫可以從，人性化的教育情境、文化性的建築景觀、生活化的空間設計、

無障礙的校園環境、使用者的共同參與等面向來探討（湯志民，1994）。由於本

文所述之人文精神，是以人文關懷為主要基礎概念，故筆者結合湯志民

（1994；2010）所整理之指標與面向，並以上一節所述之人文關懷的「個體關

懷」與「社會關懷」（陳立驤，2008）為依據，將人文校園的內涵面向重新分類

並歸納整理，以下論述之： 

一、校園建築中的「個體關懷」 

「個體關懷」視每個人的生命為獨一無二的個體，其關心的是個別生命的

價值與意義，以達到身、心、靈完整和諧的境界。因此我們可以發現，此面向

關注的是生命個體的價值性與獨特性，也就是用以人為本的思考方式來對待每

個生命，其在校園建築當中的運用，強調對學生個體發展需求的關懷。因此，

我們可以從學生的「自尊需求」、「生理需求」 與「學習需求」的角度來思考校

園建築中的「個體關懷」，具體內容如下： 

（一）規劃無障礙的校園環境 

包括室外引導通路、坡道及扶手、室內通路走廊、樓梯及扶手、電梯(至少

12人座，以 15人座以上為理想)、廁所、浴室、觀眾席、停車位等，還有避難

層、室內出入口門寬超過 80cm，所有地坪皆以平面為設計原則，避免高低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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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以提供安全與人性化的學習場所。 

從大門口進入校園後，迎面而來的是

寬闊且無阻礙的平坦空間。 

國小內部的校園環境，以平面為設計

原則，讓人心曠神怡又安心。 

庭院橋梁的設計是以寬敞且緩升為規

劃，讓人沒有騰空的壓力，反而感到

自然輕鬆。 

校園與校舍走廊之間沒有高低落差，

顧及學生使用上的安全與需求，讓學

生能在教室與校園間安心遊玩。 

圖 2 仁美國小平面人性化之校園設計 

 

 

（二）維護學生自尊的教育情境 

在行政辦公室採櫃臺式開放的空間規劃，以消除學生洽公時權力不對等的

心理狀態。以及重視與建置性別平等空間，增加女生廁所數量，運動設施可設

置「女生優先」區。然經筆者參訪中部部分國小的經驗，發現國小的校園建築

在這一部份的規劃尚且欠缺，推論可能因為大多數成人認為國小階段之性別意

識或者對尊重的需求並無中學階段之後強烈，故建造或設置校園時容易一律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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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朋友＂的角度為出發點去思考，而不易察覺學生個人或個別族群特質的

心理需求。 

 

（三）符合使用者需求的設施規劃 

以「使用者的角度」來考量校園設施的規劃，以提供更具人性化和教育性

的學校環境，如在校園中提供適當的休憩、活動空間或是設置家長等候區，使

來訪的家長益增親切感；樓梯、飲水機、座椅、公共電話、工作臺、標示牌等

等，其長寬高規格以「使用者的角度」設計，使學生在靜態或動態伸展時有最

佳的舒適度與實用性。 

 

 
 

警衛室旁的等候椅對來訪的家長來

說備感親切，也提供等候家長的學

生輕鬆休息的空間。 

 

 

圖 3 東海國小警衛室旁的等候椅 

走廊兩側設置的造型椅子與公共電

話，以使用者的角度為出發點，刻意

將高度調低，讓學生使用時感到親切

自在。 

 

圖 4 仁美國小低矮之座椅與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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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學生常常使用的書櫃，擺設在較

低的位置，減少學生使用時的阻

礙，並讓學生更佳貼近書本，增加

其閱讀意願。 

圖 5 忠明國小行動書櫃的低矮擺設 

低矮的桌椅擺設，讓年齡較小的學生

有適合其使用的休憩與互動空間，能

感受到校園對學生的包容、接納與尊

重。 

圖 6 山腳國小校園中低矮的桌椅 

 

（四）重視教與學的教育環境 

規劃現代化的教室和教學設備，提供教師舒適教學研究室或辦公空間、教

材製作室、研討室等。而在教室、走廊、川堂、樓梯間、布置學習情境或學習

成果，讓校園生活與學習不可分割，使學生在不知不覺中產生潛在的學習效

果，如藝文走廊、科技教室、閱讀教室、陽光菜園、學習步道、生態展示，藝

術展示區等。 

布置學習情境 

  

在學生每天都會經過的走廊設置中外 窗戶上貼上代表各國特色之童趣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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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勵志小語，達到陶冶心靈與機會學

習的效果。 

圖 7 山腳國小走廊英語佳句標語 

報，除增添校園活潑氣氛之外，更達

到寓教於樂，機會教育的功用。 

圖 8 東海國小窗戶的國際特色海報 

 

  

提供學生及教師自由使用的趣味閱讀

室，自在、創意與愜意的空間規劃，

讓學生愛上閱讀活動。 

 

 

圖 9 篤行國小趣味閱讀教室 

鄰近東海藝術街的人文藝術氣息，為

該校之特色，藉由定期展示藝術作品

與介紹藝術家，讓學生在好奇觀賞時

不知不覺學習到對藝術的敏感度與欣

賞態度。 

圖 10 東海國小藝術展示櫃 

 

 

 

  

利用廁所等候空間，設置魚菜共生的 校園中主要的通行步道，天花板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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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展示區，魚兒游動的身姿吸引在

廁所外等候的學生，使其進一步好奇

觀察並了解該生態系統的運作。 

 

 

圖 11 東海國小魚菜共生生態展示 

天文星座圖示，讓學生在仰望時能夠

感受到星空之遼闊，也從趣味中使其

學習到各星座的樣貌與名稱，增加學

生對天文的學習興趣，增加學習的觸

角。 

圖 12 忠明國小星座走廊 

 

展示學習成果 

 

 

藝文中心的走廊擺放各級學生的藝術

作品，學生經過時時常駐足欣賞，除了

給予學生展示自己創作的空間，無意

間也培養了學生對藝術作品的觀賞素

養。 

圖 13 仁美國小走廊學生作品展示 

仁美國小將班級展示架獨立設置於教

室相對的走廊，讓全校學生更加方便

欣賞其他班級的作品，也不會因為缺

少展示空間，而貼滿教室窗戶讓人感

覺凌亂。 

圖 14 仁美國小教室外班級展示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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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專門的藝文展覽教室，定期擺放學生藝術創作作品，讓學生與參訪來賓

能夠隨時欣賞學生的學習成果，打造藝術人文的校園氣息，淺移默化產生藝

術涵養。 

圖 15 篤行國小藝文展覽教室 

 

二、校園建築中的「社會關懷」 

「社會關懷」所關懷的「人」是於社會脈絡之中的，其關心的是社會整體的價

值，不僅強調人與社會的和諧以及人與他人和群體的關係，更關注於轉化與提

升社會的融洽，達成人我互為主體，彼此交融的和諧境界。 

而在學校建築與社會文化的關係上面，蔡保田（1977）指出建築不只是檢

築，也是一種藝術，這一束當中蘊含了深沉的文化底蘊，學校建築不只是一種

物理上的環境建設，更是在營造一種社會的文化薰陶。因此學校建築中的各種

風格都有其文化與精神上的代表意義，不論是傳統的或是現代、甚至是加強

「本土化」或「地方化」的鄉土精神，都有其社會文化的意涵。 

由上述可知「社會關懷」在校園規劃的運用，包含了人際互動、歷史傳

承、文化認知等等的概念，關注於讓學生與社會脈絡產生連結，我們可以從

「人際互動」、「歷史傳承」、「文化意象」的角度來思考「社會關懷」在校園建

築規劃上的實踐。具體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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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視人際互動的建築規劃 

1.生活化的空間設計 

湯志民（1994）指出，生活空間是情感的匯集點，也是人性化發展的主軸

與園地﹔有生活才有休閑，有休閒才有活動，有活動才有互動，有互動才有交

誼，有交誼才有情感，有情感才有人性。因此，生活化空間設計的規劃理念，

應以生活與休閒為基礎，關注於「休憩活動」、「師生互動」與「同儕交誼」的

需求，提供更具生活品味調劑身心的休憩空間。 

校園的休憩空間，可從庭園設施的平面規畫開始，如植栽擺飾、亭臺樓

閣、幽徑小橋、圓桌倚凳、小型劇場的設置，進而延伸至空中花園陽臺、高層

休憩空間或走廊交誼平臺的設立，以因應個人獨處思考、同儕好友聚會以及師

生互動聯誼的需要。 

  

  

圖 16 山腳國小傳統庭園式的空間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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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美國小在二樓圖書館以及藝文中心走廊，擺放多組雅致桌椅(左上、左下

圖)，校長室門口規劃美麗寬敞的花園陽台(右上圖)，操場設有開放式的表演

舞台(右下圖)，皆提供了師生舒服且景色優美的休憩與交流互動空間。 

圖 17 仁美國小開放現代的交流空間 

 

 

  

東海國小以遼闊的草地及公園式的小徑、植樹規劃，打造明亮寬敞的校園環

275



境，讓學生漫步其中而不感壓迫；在建築內部規劃出小型的交流空間，木製

地板與柔和色彩的搭配，讓人不自覺心曠神怡。 

圖 18 東海國小清新自在的交流園地 

 

2.使用者的共同參與 

過去，學校建築規劃大多以「行政」和「標準化」為主要考量，很少考慮

讓「使用者參與」，自然無法讓使用者對校園社會產生認同與歸屬感，更易使其

與環境產生隔闕。讓使用者共同參與可以從「做中學」、「寓教於樂」和「認同

感」的概念來考量，在師生平等的互動中，共同參與校園事務，提供屬於學生

的快樂學習天地，幫助學生融入校園社會當中。 

 

圖 19 仁美國小牆壁師生共創彩繪塗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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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篤行國小師生創作校園地圖 

（二）形塑具文化意象的建築風格 

文化性建築景觀的規劃理念，應以文化與情意教育為目標，其思考角度可

以從藝術性與象徵性、傳統性與時代性的需求來考量，以提供更具文化陶冶與

美感的建築設施情境。 

在呈現傳統風格的學校建築部分，是將當地傳統文化的建築風格融入到校

園之中，例如閩南馬背建築、四合院造型、客家圍屋造型校舍、傳統地下屋校

舍、原主民石板屋建築等等；而現代化校舍建築，則是透過使校園具有現代人

文風格的建築環境來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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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風格的學校建築 

 

  

篤行國小校內的「水永圖書館」是邀請國際級建築大師李祖原(台北 101建築

師)為該校量身打造，其以中國傳統祥雲造型為設計理念，從外觀到室內風格

無不感受到傳統東方人文氣息。 

圖 21  篤行國小富含中國傳統風格的圖書館建築 

 

現代化校舍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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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美國小現代化的校舍建築，與雕塑、彩繪藝術家合作，校裡校外皆呈現具

有藝術美感的設計風格，造型精緻優雅，富有人文氣息。 

圖 22 仁美國小現代化藝術校園建築 

 

 

  

東海國小建築以鄰近東海藝術街為創作概念，打造多元、創意、清新的校園

風格，具有活潑的都會藝術氣息。 

圖 23 東海國小現代化創意校園建築 

 

（三）傳承歷史文化情境 

指學校的人文教育情境和建築設施，透過典章制度、慶典儀式、史蹟文物

或有紀念舊有意義之校舍建築和設備之保存，使校園文化得以傳延。具體作法

如：維護校內具有歷史性或紀念性的建物或設置校史室、網路數位典藏校史資

料，記載學校、社區轉型的過程，並妥善保存學校相關文物(如校徽、校歌、校

服、歷屆畢業生紀念冊學校出版品、學校大事紀、歷年教職員工人事資料、歷

年老照片、相關歷史文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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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腳國小保留具有歷史性或紀念性的日治時期宿舍群，讓學生與參訪者再次

感受到日式人文風雅的生活禪境，以及傳統的日本典型民居建築空間與氛

圍。 

圖 24 山腳國小日式宿舍古蹟 

 

 

學校通廊的藝術創作，呈現歷

代學校官印，透過學校名稱的

轉變，達到繼往開來的歷史傳

承效果。其官印名稱依序為： 

苑裡公學校山腳分校＞山腳公

學校＞錦國民學校＞錦華國民

學校＞新竹縣立山腳國民學校 

＞苗栗縣苑裡鎮山腳國民學校 

＞苗栗縣苑裡鎮山腳國民小學 

 

圖 25 山腳國小歷代官印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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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史室 

  

校史室名稱 展示歷代教學設備 

  

展示歷代教學與行政文件 展示歷代制服之演變 

 
 

民初學校大門海報 校園人物銅像的蒐集與介紹 

圖 26 篤行國小校史室 

 

 

圖 27 台中市清水國小百年古蹟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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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合本土文化特色 

其意義是建造或保存代表當地意象的建築物，或運用當地特有建材建造校

園，並能與鄉土和社區文化融合，以型塑根留臺灣的本土教育文化特色。具體

作法如下： 

1.建築融入社區文化特色 

校舍、校園融入社區特色，建構鄉土意象景觀，配合學校民俗活動或地方

特色，設計展現學校文化特色之校舍建築，如苗栗縣山腳國小結合紅磚文化建

歷史性的校園建築 

  

日式古紅磚建築，拱門、木製門窗 紅磚傳統鐘樓與池塘造景 

  

  

位於台中市清水區的「清水國小」，是台灣唯一的一所古蹟學校，且是目前仍

依原用途使用的古蹟。從校門、升旗台、 U字型的磚砌教室、舊講堂、誠字

碑、圓柱廊道、川堂到日式教師宿舍，皆是充滿特色、古樸細緻的歷史古

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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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規劃、苑裡國小藺草編職藝術牆面、三義建中國小融合當地名勝的彩繪階

梯。 

2.設置鄉土教育教室 

設置鄉土教室或鄉土教育中心、生活禮儀教室、茶藝教室、藺草編織教室

等等。 

  

  

苑裡山腳社區以紅磚為名，磚雕藝術造景打造出專屬於山腳社區的地方特

色，山腳國小正門入口，同樣是以紅磚堆砌打造出學校名稱，校園對外圍牆

也結合學生的紅磚雕術作品，校園內從裝置藝術、圓桌小凳到地磚皆以紅磚

打造，造型與使用素材獨特搶眼，令人不覺注視停留。 

 

圖 28 山腳國小結合當地紅磚文化之建築 

 

 

 

 

藺草編織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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藺草編織是所有苑裡人共同的記憶，為了傳承及保存這項在地的文化與特色 

，山腳國小與校外人士合作，在一間日式宿舍中，成立了「愛藺工藝坊」展

示藺草編織作品以及藺草編織技術，串起苑裡人的共同記憶及擔任承先啓後

的學習基地。 

此工藝坊，為山腳社區的地方有心人士們所組成，她們努力學習阿嬤草編手

藝，加以精緻化及延續傳承，也與學校合作，開辦藺草編織學生學習社團，

以期傳承苑裡獨有的藝術文化與編織精神。 

圖 29 山腳國小藺草編織館 

 

 

 

右圖為苑裡國小牆面上的藝術創作，會發現與左邊山腳國小藺草編織教室所

展示的小裝飾有異曲通工之處，可以想見苑裡國小牆面藝術之設計結合了苑

裡獨有的藺草編織文化。 

圖 30 苑裡國小牆面以藺草編織為設計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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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繪階梯 

 

 

苗栗勝興火車 

與油桐花 

 

 

龍騰斷橋 

 

圖 31 苗栗縣三義建中國小結合社區特色之力立體彩繪階梯 

 

 

肆、結論 

人文素養是二十一世紀重要的教育目標，加上學校是實施教育的場所，而

教育的對象是「人」，因此以「人」為中心的人文情境的安排，其重要性不言可

喻。在釐清了人文精神的相關概念與內涵之後，我們將過去的對於人文校園建

築的相關指標做了統整歸納，並運用「個體關懷」與「社會關懷」作為最上層

次的指標依據，學生試圖透過這樣的歸類方式將校園建築中展現人文精神的方

式做一次系統的釐清與學習，而在這篇報告進入尾聲之時，學生已經從過程中

學重新建構了一次人文校園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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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的地方就有人文精神存在之必要，人文精神的本質即是對人生命的

一種尊重與關懷，在校園中我們依據對生命個體的關懷與及對文化脈絡的關懷

理念，即可以打造出豐富的人文情境，可以讓學生在不知不覺之中受到人文素

養的薰陶，讓教育不只是冷冰冰的知識傳遞，而多了一點「人」的生命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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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智慧教室，邁向科技校園 

-以臺北市四所國民中小學為例 

沈玟婷 

彰化縣政府教育處科員 

壹、 緒論 

  從漢字觀點剖析「學」的意義，小篆的「學」為「 」，「學」字上半部

的中心包含兩個「 」，表示交互關聯的意味：上面的「 」，代表與祖先之靈的

交互關聯，也意味著學問、藝術或文化的關聯，而下面的「 」則是表示與朋

友同伴的交互關聯，而「學」字上部兩側的「 」、「 」，則代表指導並支持孩

子的大人兩手掌，此外，「學」一字，其下方為「子」一字所構成，「子」上方

是以如建築物般的上部為冠（佐藤學，2012）。根據教育部國語辭典修訂本，

「學」的意義是「學校、求學的地方」，即是讓學生能專心學習的場所。 

  總的來說，從「學」的漢學造字深意，可了解提供優質校園環境讓學生安

心學習必要性，有優質的教育設施和校園，才會讓學生安心學習。湯志民

（2006）指出學校環境建設有太多的案例，正是因為缺乏正確的規劃和設計理

念，導致做錯了，不僅浪費公帑，虛擲得來不易的經費，最尷尬的是，錯誤的

成品置於現場，無法收拾，運氣好的話等下一筆預算小改，運氣不好的話無錢

大改或是不能改，能將就著用也罷，不能用等報廢，可就慘了。更嚴重的是當

新學校充斥著舊觀念，有蓋就好，不知如何因應新世紀的快速發展與變遷。 

  總之，面臨劇變的二十一世紀，湯志民（2008a，2008b）認為科技日新月

異，將逐漸打破教學空間與時間的疆界，並讓人們更能想像未來學校的架構，

使教育更趨向尊重學生的個別性，促使未來學習型態的多樣性，他更進一步指

出「一支粉筆，一塊黑板，一支教鞭的傳統教室將走入歷史，取而代之的科技

化會成為未來學校建築的重要表徵之一。」。而實際上，廿一世紀揭櫫了知識經

濟時代的來臨，更宣誓著數位原民（digital native）世代的到來，Marc Prensky 

(2001, 2005)指出莘莘學子他們是天生的科技使用者（native speakers）而且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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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利地使用科技數位設備，早已不是過去年代的譯本，他們將來所面臨的是瞬

息萬變資訊環境。有鑑資訊科技時代到來，教育環境倘若能提供良好的科技校

園環境，相信將提升學校效能，有益於激發個體積極學習，並提升教師教學效

能，進而厚植國家競爭力。 

  在未來學校建築將會具有科技化特質，亦即學校建築設備會完全反映出對

科技、資訊、網路校園環境的重視，此一以「效能」為核心思考的學校建築將

會使未來學校成為科技校園、資訊學校、虛擬學校、網路學校或空中大學（湯

志民，2008b）。教育為了符應新興科技潮流，探求「科技校園為何？」應是教

育人員認真思索的課題。 

  實際上，科技校園已成為優質校園營造關鍵指標之一，而科技校園之中，

學生時時刻刻接觸莫過於教室，因而探討教室資訊化設備──智慧教室，料想將

是未來關注的核心焦點，有鑑於此，本研究探討科技校園內涵，以及智慧教室

的科技設備與空間配置，並以臺北市南港國小、雙園國小、幸安國小、龍門國

中為例，期許透過相關科技校園之研究，希冀提供未來教育科技建築環境之藍

圖。 

 

貳、 科技校園，智慧教室 

一、科技校園 

  湯志民（2009）提到科技校園係指「學校建築環境，設置各項自動化、科

技和資訊設備，建置校園資訊網路，網路教學平臺，落實校務行政電腦化和教

學資訊化，以建構具有創新經營和教學效能的現代化教學環境。」簡言之，科

技校園是透過資訊科技的技術帶給現代校園環境更具效能、更具創新的優質環

境。 

  根據優質學校教育指標（林天祐，2005）有三向度：「學生學習」、「資源

統整」、「校園營造」，其中「校園營造」含括六項指標（表1）：1.安全校園、2.

人文校園、3.自然校園、4.科技校園、5.藝術校園、6.健康校園。可見得科技校

園已成為優質校園營造的關鍵指標之一，林天祐進一步指出科技校園就是能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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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資訊和傳播科技，讓學校行政、教師教學、學生學習以及親師溝通能夠更快

速、有效表現的一種學校情境。不僅如此，透過建立科技的校園環境，一方面

可以培養學生科學的精神和態度，另一方面可以減少校園處理事務性工作的負

擔。最後針對學校在科技校園方面，可採行的作法如下：1.學校行政作業資訊

化、2.學校設施管理自動化、3.建立教師教學平台、4.建置個別化學生學習網

絡。 

表1 

優質學校向度之一：「校園營造」的指標及參考做法 

優質學校向度之一 優質指標 參考指標 

校園營造 安全校園 ● 培養師生安全防護的觀念與能力。 

● 全面檢視校園植物、建築與設施的安

全。 

● 落實實施校園安全點檢制度。 

● 繪製校園安全地圖。 

人文校園 ● 規劃以學生為主體的校園空間。 

● 建置完成校園無障礙設施。 

● 設置具有特色而且開放的校史室。 

● 傳承社區文化特色。 

自然校園 ● 規劃自然景觀以及自然生態區。 

● 培養尊重自然與愛護自然的觀念。 

● 落實實施資源回收與資源再利用。 

● 推動低污染低噪音的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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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校園 ● 學校行政作業資訊化。 

● 學校設施管理自動化。 

● 建立教師教學平台。 

● 建置個別化學生學習網絡。 

藝術校園 ● 規劃校園藝術作品之展示。 

● 定期舉辦校園藝術表演活動。 

● 藝術設計融入校園建築與設施中。 

● 啟導學生美感的知覺、欣賞與評鑑能

力。 

健康校園 ● 培養學生運動興趣及專長。 

● 指導學生建立良好的健康習慣。 

● 定期舉辦校園體育、健康活動。 

● 建立合乎衛生的物質環境。 

資料來源：林天祐。（2005）。優質學校教育指標—學生學習、校園營造與資源

統整。教師天地，134，42-51。 

  進一步詳述科技校園指標之內涵，依據湯志民（2007）論及科技校園的具

體指標有三：建置科技的學校環境設備、建立校園的資訊管理系統、建構數位

的教學資源平臺。而三項指標分別摘述如下： 

1. 建置科技的學校環境設備：指學校建築環境建置各種自動化、科技化的設

施，以提升學校整體效能，例如：設立學校自動導覽系統、裝置水電、照

明、空調監控以實踐綠建築精神，或是設立各項衛生設施和疾病防治監

控，以及校舍建築設計自動化系統。 

2. 建立校園的資訊管理系統：透過建置校園資訊網路，以落實校務行政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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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教學資訊化，如：佈建全校性全方位的網路環境，學校各項業務全面

數位化，落實文書管理效能，或是建立校園安全網絡確保師生安全，以及

教室資訊化，如政大附中學科教室裝置電化講桌、麥克風、3900 流明單槍

投影機可不用關燈和窗簾（一般教室用 2000或 2500流明）和 120吋的寬

幅螢幕，e化教學效果奇佳。 

3. 建構數位的教學資源平臺：搭建網路教學和學習系統，以及資訊交換平

臺，使教學資源可以快速流通和分享，比方說：建立互動式網路學習系

統、數位教學平臺和遠距教學系統，抑或是透過館際合作整合圖書館資料

庫，以及設置校園電子圖書及書包，提供相關資源給師生教學使用。 

 

二、智慧教室 

  所謂「智慧教室」(smart classroom)，又稱為未來教室(future classroom)、智

能教室(intelligent classroom)，郭玉清、袁冰、李艷（2012）指出：它（智慧教

室）指一種增強型教室，集成高科技軟硬體設備，實現學習無所不在，視聽設

備智能化、人性化，有利於資源無縫接入，能為各種先進教學設計提供設計支

持。北京師範大學黃榮懷、胡永斌、楊俊鋒與蕭廣德（2012）於＜智慧教室的

概念及特徵＞定義為：「能優化教學內容呈現、便利學習資源獲取、促進課堂交

互開展，具有情境感知和環境館以功能的新型教室，這種教室又稱為智慧教

室。」 

  智慧教室常使用的教學科技輔具（圖 1）包含了教學即時反饋系統

（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簡稱 IRS）、互動式電子白板和實物提示機、電

子書包等等（張奕華、王緒溢、吳權威、吳宗哲、韓長澤，2011；張奕華，

2010）： 

1.教學即時反饋系統：IRS（圖 2）乃透過電子器具，即時給予訊息回饋的系統，

採人手一機的方式，每個學生手上握有一支反饋遙控器，教師亦有專屬操控裝

置，當與電腦連線後，教師便可於課堂教學，詢問相關教學問題，立即檢視學

生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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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互動式電子白板：互動式電子白板可與電腦結合，將電子白板 USB接線與電

腦連結，透過投影機將電腦螢幕顯示狀態投射於電子白板上，外加應用軟體支

援書寫，作為可直接操控之大螢幕，而於電子白板上所書寫之內容亦會同步出

現於電腦螢幕中，構成互動式之教學環境（引自張奕華，2010）。 

3.實物提示機：又叫做實物投影機(Image Presenters, Digital Visualizers)、實物攝

影機(Document Cameras)或實物展示台，可所見即所得，全拍、局部剪裁都可

以，直接變成數位教材進行教學（網奕資訊科技公司，無日期）。 

 

圖 1 智慧教室中三種主要輔具的主要角色：電子白板（上）、實物提示機

（左）、即時反饋系統（右） 

資料來源：吳權威、張奕華、許正妹、吳宗哲、王緒溢（2013）。智慧教室與創

新教學：理論及案例。臺北市：網奕資訊科技，7-12。 

 

圖 2 學生手持的即時反饋系統 

資料來源：張奕華、王緒溢、吳權威、吳宗哲、韓長澤（2011）。教學科技與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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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學：理論及案例。臺北市：網奕資訊科技 ，2-18。 

4.電子書包（圖3）：此項為實現一對一數位學習的重要科技之一，不僅可以做

為師生互動的主要媒介，同樣的也可以是學生自我學習的e化學習載具。譬

如：臺北市雙園國小與幸安國小。 

 

圖3 電子書包 

資料來源：網奕資訊科技公司（無日期）。教學活動 e化之 TEAM Model 智慧

教室產品資訊。取自

http://www.habook.com.tw/eTeaching/products.aspx?BookNo=ezVision_01 

  而學校電腦教室或是智慧教室在空間配置上須留意有良好規劃，以免擁有

優質科技器材卻由於不善空間規劃而減損教學品質。依據 Picciano 的研究（引

自張奕華，2010），電腦教室可採取可調式桌椅，讓人員容易使用鍵盤；使用牆

面區域來減少電線占用行走區域，也可以使用底板壓線（floor strip），但應留意

潛在的危險；或是針對需要長時間在辦公室使用電腦工作站的人員，採用電腦

螢幕防護及將電腦工作站安置在減少刺眼光線之處，是常見而有效的措施。以

下針對校園電腦教室智慧教室常見的空間配置，研究者者整理說明如下（張奕

華，2010；張敏章，2007）： 

1.橫列式電腦工作站（圖 4）：橫列式電腦工作站（引自張奕華，2010）屬於常

見的電腦設備布置方式，其優點為能夠有效使用樓面空間，有益於學習；然

而，電線與電腦連接線的分布，是此種空間配置的限制。換言之，橫列式電腦

空間配置，提供充分的空間運用，然而可能形成教師教學過程中走動不易，減

低了師生間的互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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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橫列式電腦工作站 

資料來源：引自張奕華（2010）。學校科技領導與管理：理論及實務。臺北市：

高等教育，53。 

2.群集式電腦工作站（圖 5）：此類空間配置以四個工作站為一組為群集來設

計，能夠有效利用樓面空見，並且藉由電腦線路放置在設備後方，以減少絆倒

問題的發生，提供有效小族和合作學習環境。換言之，群集式電腦教室需要較

寬裕的樓板面積，然而卻可便於班級小組討論，讓合作式學習與科技設備結

合。採取此種方式的學校，例如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推動的多媒體物理計畫

TEAL教室(technology-enable active learning classroom)（圖 6）、臺北市立雙園

國小、臺北市立龍門國中，以及臺北市幸安國小在 2014月 6月 6 號舉行「雲

端浪潮智慧教育──打造一所教學型智慧學校」成果發表會中，亦屬此種智慧

教室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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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群集式電腦工作站 

資料來源：引自張奕華（2010）。學校科技領導與管理：理論及實務。臺北市：

高等教育，54。 

 

圖6 TEAL教室的環境示意與教室場景圖 

資料來源：張奕華、王緒溢、吳權威、吳宗哲、韓長澤（2011）。教學科技與創

新教學：理論及案例。臺北市：網奕資訊科技 ，2-32。 

3.群馬蹄型電腦工作站（圖 7）：馬蹄型的電腦教室是沿著牆壁空間來安置電

腦，然而從空間使用的觀點來說，此種設計是最無效的方式，但是卻是最有利

於教學和鼓勵學生自由移動的設計，且所有的電線和電腦線路可沿著牆面安

置，遠離步行區域，學生們也不會背對老師，可以輕易安全在教室中走動。馬

蹄型電腦教室亦需要較寬大空間，且不易於同儕討論，然而可以稍做空間調整

來便於小組討論，此類設計能使聚焦教師教學，便於師生走動增添互動，此外

也能因應教學需要將工作檯取消，將多餘空間成為學生表演舞台（例如：表演

藝術課）。採取馬蹄型電腦教室空間配置的學校，如國立政治大學 TEAM 

MODLE智慧教室（圖 8），中間桌椅為工作檯，可提供實物示範，而採取互動

電子白板進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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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群馬蹄型電腦工作站 

資料來源：引自張奕華（2010）。學校科技領導與管理：理論及實務。臺北市：

高等教育，55。 

 

圖 8 國立政治大學 TEAM MODLE智慧教室為馬蹄型空間配置 

4.臺灣最常見的電腦教室配置（圖 9）：教室內採取放置兩長排桌椅，每一長桌

兩側放置電腦。這樣的空間配置優點善用教室空間，線路在兩排桌子中間不會

造成阻礙，但是當電腦主機和螢幕放置在桌上會擋住教師視線，使教師不易看

到後排學生（張敏章，2007）。採取此類配置，例如：臺北市南港國小採取兩排

長排方式進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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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臺灣最常見的電腦教室空間配置 

資料來源：研究者依據張敏章（2007）所述自行繪製。 

 

參、臺北市四所國民中小學智慧教室空間配置之現況 

  美國微軟在費城推動未來教室，採取圓桌會議式的科技教室（湯志民，

2008 b），而有鑑於跨國的教室規模與教學模式等考量因素有所差異，爰此，本

研究針對臺灣以臺北市四間中小學（南港國小、雙園國小、幸安國小、龍門國

中）智慧教室空間配置分述如下： 

一、臺北市南港國小 

  臺北市南港國小為臺灣第一所 APP 智慧學校，為臺灣設備完整的智慧科技

教室，而論及南港國小智慧教室（圖 10）是將智慧教室是獨立於一般教室之外

單獨設置，南港國小採用兩長桌的形式進行閱讀教學，教室前方為掛壁式的互

動電子白板，學生坐於長桌兩側，可透過 IRS 進行個人評量，而小組討論時，

教師已安排長桌鄰近座位為同組成員，因此亦可進行合作式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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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臺北市南港國小智慧教室 

二、臺北市雙園國小 

  臺北市雙園國小智慧教室，係屬群集式空間配置（圖 11），智慧教室設備

設置在一般教學教室融入日常教學之中，而非獨立額外設置。它將一般教室課

桌椅依照班級人數以一組約 5~6人排成合併桌椅，以利班級小組針對課堂議題

進行合作式學習，教室前方的電子白板嵌入傳統黑板之中，方便教師能夠傳統

與科技教學交替使用，不僅讓電子白板發揮互動與立即回饋教學的特色，教師

也可以使用傳統式黑板進行書寫解說，也能避免單獨採取電子白板時故障將會

延遲課程進度，此外，雙園國小智慧教室除了電子白板、實物投影機之外，乃

採取學生每人一台電子書包來進行課程，學生個別針對教師的回答反應可書寫

在電子白板，小組討論亦可使用，惟電子書包較昂貴，且下課後會將學生電子

書包統一放置在班級置物櫃中以利保管。 

 

圖 11 臺北市雙園國小智慧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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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北市幸安國小 

  在臺北市幸安國小 2014月 6月 6號舉行「雲端浪潮智慧教育──打造一所

教學型智慧學校」成果發表會中，採取群集式配置方式進行教學，教學過程中

便於分組討論或是積分競賽，此外，學生則是使用電子書包來進行課堂回答，

而值得一提的是成果發表會為舉辦地點在該校禮堂，且屬於公開發表性質，有

大螢幕來令臺下觀眾清楚了解電子白板教學內容，因此教師採取移動式腳架的

電子白板，移動式彈電子白板適應各種場合彈性變化，但在使用時可能產生移

動式腳架晃動情況。 

 

圖 12臺北市幸安國小「雲端浪潮智慧教育──打造一所教學型智慧學校」成果

發表會 

四、臺北市立龍門國中 

  臺北市立龍門國中智慧教室採取群集式空間配置，和雙園國小、幸安國小

相同，龍門國中目前共 2間智慧教室，一間為所有教師課堂公用，另一間則是

專門設置在一名健康教育教師的學科教室（圖 13）之中，座位安排大致為 6人

一桌分組討論，每桌配置一台桌上型電腦，以方便在教學過程小組須查詢資料

時使用，教室前方為黑板與電子白板輪替使用，黑板固定在牆壁上，維持粉筆

黑板的傳統教學模式之外，亦有移動式腳架的電子白板方便教師進行科技模式

教學。 

300



 

圖 13臺北市立龍門國中智慧教室 

 

肆、 結語 

  時代的巨輪永不停歇地往前邁進，為了迎接到來的數位原民的時代，科技

校園和智慧教室將是銳不可擋的教育趨勢，學校空間革新的趨向之一便是設置

現代化科技資訊設備，而本研究探討以臺北市四間中小學（南港國小、雙園國

小、幸安國小、龍門國中）智慧教室空間配置，研究者歸納出以下要點： 

一、智慧教室空間配置： 

  智慧教室在設置之初，即須思考是否單獨設立或是融入一般教學教室，單

獨設置（如南港國小）統一管理方便，各領域教師若有需求皆可使用，而融入

一般教學教室則是真正落實科技與教學融合於日常課堂中（如：雙園國小），

惟當智慧教室間數不充足時會不利於多數教師使用；接著，尚須考量設置智慧

教室的樓地空間和課程模式（表演藝術課），像是馬蹄型電腦教室需要較大空

間，但卻可提供學生表演的舞台；此外，考量班級總人數來安排座位，當因應

課程需要進行合作式討論時，一般常見以 4-6人一組。簡言之，每間學校宜依

據單獨或融入日常教學，以及考量樓地空間、課程模式、班級人數等因素來調

整智慧教室的空間安排。 

二、電子白板與黑板使用時機：  

  傳統教室採取一支粉筆、一塊黑板方式教學，而如今有互動式電子白板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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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師生互動性和展現立體概念、回答立即回饋分析之優點，因此，教師在黑板

與互動式電子白板之間可以據教學需求取捨：臺北市南港國小即是掛壁式電子

白板進行閱讀課堂教學；而雙園國小則是直接採取電子白板嵌入傳統白板，將

科技設備融入一般日常教學之間，且避免科技設備故障而延遲教學進度，但平

常可透過電子白板來解釋立體概念或是藉由即時反饋系統增加師生互動，惟嵌

入電子白板必須是智慧教室設立之初即考量到；移動式腳架的電子白板（幸安

國小、龍門國中）則是配合彈性教學而需要移動白板時使用（例如：成果展

示）或是黑板固定牆壁上又兼採移動式白板，發揮黑板、電子白板能各自優

點。 

三、課堂相關配備 

  教學進程中，智慧教室許多教師採取 IRS 即時反饋系統得知學生作答（南

港國小），另一方面，小組討論亦可採取傳統桌上式電腦提供小組查詢資料使用

（龍門國中），另外，近來也有藉由電子書包進行學生反應作答（雙園國小、幸

安國小）。總的來說，傳統桌上電腦適用於小組，然而 IRS 即時反饋系統和電子

書包則是能搭配個人反應與團體作答的形式。 

  電腦線路亦是智慧教室配置所需思考的項目，當線路雜亂不僅會管理紊

亂，也會形成絆倒的可能，增加潛在危險，如橫列式電腦教室較有線路分布雜

亂的缺點，須特別留意。 

  綜上所述，營造科技校園，智慧教室是一項龐大且複雜的教育點滴工程，

張奕華（2010）認為：「為了實踐科技校園之理想，學校應積極整備各資源，包

含人力、財力與物力，其中，提升學校成員科技使用能力是必要的，且適當搭

配校外專業人士的協助，讓成員對於科技不再恐懼與排斥。最後，需爭取政府

與民間的經費與設備的注入，全面打造科技環境的相關設施，並致力於人工智

慧和人本智慧的有效結合，方能使科技為學校環境創造出最大化的效益。」迎

接科技數位日新月異，過去傳統教室已無法完全符應現代的教學和學生需求，

湯志民（ 2006 b）肯定在學校革新的空間規劃時，應重視現代化科技資訊設

備，其建構思考時以「前瞻的」、「環保的」、「科技的」、「效率的」為核心概念

作科技校園的空間規劃。質言之，本研究藉由四所國民中小學科技校園智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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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之相關探討，希冀未來科技校園環境能以學生為核心，科技校園為半徑，提

供未來優質教育建築環境之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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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境教」落實品德教育 

-從校園創意設計談起 

陳儀玫 

溪崑國中訓育組長 

 

摘 要 

在這個強調多元能力的時代裡，課業成績不再是判斷一個學生好壞的唯一標

準，品德更是決定一個人成就的重要指標。但近年來在教育現場的老師們常感慨

學生道德觀低落、價值觀偏差，實在有必要從生活中落實品德教育，才能確實提

升校園道德風氣，營造優質的品德校園。 

近年來政府在教育政策上也看到了這個問題，因此積極推動品德教育；同時

也因應少子化問題，校園空間的活化已成為各校必須面對的課題；加以十二年國

教的實施，學校社區化，各校為了避免學生流失，無不力求學校的特色發展與創

意經營。 

然而品德教育不應只是口號而已，應該是透過老師的「身教」、「言教」，校

園的「境教」及行政的「制教」來形塑學生優良的品德。同時在近年來的各項研

究中都指出「境教」是透過耳濡目染、潛移默化改變一個人最重要的方式。因此

本篇特地選擇品德教育與校園創意設計來探討融入的可行方式，以期建立品德優

良的校園。 

 

 

 

關鍵詞：境教、校園創意設計、品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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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孟子•滕文公下•第六章》：「一齊人傅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齊也，

不可得矣。」這是告訴我們在一個不良的環境中，是難以有好的學習效果。而耳

熟能詳的「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荀子·勸學）何嘗不

是在強調環境對人的重要性呢？不僅在課業的學習上如此，在品德的培養上更是

應該從「境教」著手，尤其當前社會亂象俱增、價值觀偏差、傳統道德式微，造

成學校品德教育的衝擊，因此如何培養學生的好品德是第一線教師共同的心聲。 

我們教育不但窮得只剩下考試（廖期樂，2016），加上十二年國教免試入學

的實施，為了收到素質優良的學生，各校不免得花費心思發展學校特色，力求創

新經營；同時近年來因為少子化的影響，許多學校產生閒置空間的問題，嚴重的

更面臨廢校、併校的危機，因此如何妥善運用學校空間，設計創意的校園，已然

成為學校經營者必須面對的一大挑戰。 

自從實施九年一貫的領域課程後，「品德」相關科目不再列入正式課程中，

2004 年道德教育單獨設科模式畫下句點（李琪明，2008a；李琪明、郭明雪、吳

美金，2009）；教育部隨即於當年年底提出「品德教育促進方案」，目的是藉由向

下紮根的方式，融入學校正式課程與非正式課程活動中，以發展具有特色且永續

之品德教育校園文化（李琪明，2008a；李琪明、郭明雪、吳美金，2009；品德教

育資源網，2014；蕭雅云，2015）。其方案中，學校層級的策略之一便是「積極

營造彰顯學校品德核心價值之校園景觀、規章制度、宿舍文化及校園倫理文化等，

落實制教及境教」。由此可知環境的形塑與品德教育的落實有著密切的關係。 

除了教育部的品德教育促進方案外，各縣市政府也都落實辦理品德教育相關

的活動、比賽或校際觀摩會，透過他山之石的經驗，來提升各校品德教育施行的

績效，但在相關作為中，鮮少提到校園情境的設計，而環境的營造是一種潛在課

程，它可以潛移默化一個人，因此希望能透過校園的創意設計來提升品德教育的

實踐效果。 

美國羅斯福總統曾說：「只教一個人認知，而不教他道德，就等於培養一個

威脅者到社會中。」（引自陳昭宏，2014）。如何推動及落實品德教育，發揮「身

教」、「言教」、「境教」、「制教」的力量，營造友善的校園，是當前學校教育刻不

容緩的核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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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校園創意設計之理念及理論基礎 

英國首相邱吉爾（W. S. Churchill）曾有句名言：「我們先塑造建築，然後建

築再塑造我們。」（We shape our buildings; thereafter they shape us.）（引自湯志民，

2012）；盧姝如（2006）曾提到「校園的規劃設計，不但在創造空間被利用的最

大價值，並能設計出具有引導性功能的學習環境」；湯志民（2014）也在其書中

提到學校建築與校園環境是「第三位教師」、「最大的教具」。因此，在這個求新、

求變，重視創意與優質校園營造的時代，我們應以學生為中心，規劃設計出能獲

得最大學習效果的校園。以下便就校園創意設計的意義、原則及理論基礎加以說

明之。 

 

一、校園創意設計之意義 

校園（campus）是指校舍和設施所形成的學校景觀，包含校舍、校園、運動

場及其附屬設施（湯志民，2007，2014）。創意設計係指具有奇特性、變化性、

價值性、教育性、驚喜性及讚嘆性其中一樣或多樣屬性的表現歷程（詹紹威，2005，

2014；廖修寬，2013）。因此，結合前述各項定義加以整理後，將「校園創意設

計」定義為：學校內的各項建築、空間及設施的配置與布置，透過具獨創性或奇

異性的思考方式，建構出獨樹一格、跳脫傳統、具境教功能之校園的歷程。 

 

二、校園創意設計之原則 

多篇有關校園創意設計之文獻，其中提到校園創意設計之原則皆以湯志民

（1999，2010，2014）所提出之六項原則為依歸，因此本文也採用求新、求變、

求精、求進、求絕、求妙此六項原則來說明之。 

1.求新：樣式新穎，呈現建築亮眼的新樣貌，有除舊佈新、推陳出新及風格

嶄新三種模式。 

2.求變：功能改變，呈現多元使用的優點，應用開放及多元的理念來設計校

園，促使空間的活化與運用。 

3.求精：品質提升，強調精益求精、古物今用的精神，能促發思古之幽情，

也能與現代建築結合進行創意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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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求進：內容增加，寓教於樂，使建築與庭園設施成為教材，增添文化教育

意涵與境教功能。 

5.求絕：本質逆轉，是廢物利用的省錢絕招，化腐朽為神奇，以逆向思考來

轉換其存在的價值。 

6.求妙：絕處逢生，為柳暗花明，無中生有的妙招，無須任何花費，卻能展

現意想不到之功能。 

 

三、校園創意設計之理論基礎 

湯志民（2010，2013，2014）為國內有系統地探究校園創意設計之先驅，

其理論來自於創意理論及校園建築理論之結合（詹紹威，2014；廖修寬，2013），

以下就校園建築設計及創意的相關理論，分別說明之，以作為校園創意設計的理

論基礎。 

（一）校園建築設計之理論基礎 

1.學校建築學：可說是教育理念與建築設計的結合體，它具有環境設計研究

的特性，更是融合了建築學（Architectonic）與教育心理學的特性（蔡保田，1977）。

林逸青（2005）在參考中外學者的意見後，整理出學校建築規劃的十大原則：整

體性、教育性、人性化、舒適性、安全性、經濟性、創造性、前瞻性、參與性、

永續性。另外 Scott 認為內部的空間設計決定了建築物的價值，因為人是空間的

使用者，能兼顧形式與功能，讓使用者感受度佳的空間才是好建築（引自鄭文淵，

2014）。 

2.環境心理學：首先必須談到的是破窗理論（Broken windows theory），由

詹姆士·威爾遜（James Q. Wilson）及喬治·凱林（George L. Kelling）於 1982 年

提出，該理論主要在闡述不能放任環境中存在破壞的現象，如不立即處理，會造

成人們仿效，後果不堪設想。另外環境心理學者強調每個人都有對環境的知覺、

領域性需求，同時物理環境的建置方式也會影響工作效果及學習態度（蔡保田，

1984） 

3.美學：校園創意建築通常具有藝術特色的功能，以美學作為設計規畫的基

礎（廖修寬，2013）。可分為校園空間美學及建築美學，「校園空間美學」是指校

園景觀、設施，在造型、色彩、功能、綠美化上，具有令人舒適、愉悅、陶醉其

中之感（湯志民、廖文靜，2014）。意即教育單位應掌握各校的校園空間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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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出獨有的特色美感，讓身處其中的師生都能對一草一木產生移情作用。「建

築美學」提出之學者頗多，其中汪正章（1993）認為建築美學應包括造型美、空

間美、環境美三面向；萬新知（2008）的研究中則指出學校的建築美學應包含教

育意義，來延續其價值和生命力，因此應具備意象美學（教育理念）、具象美學

（教育設施）、動向美學（使用者行為）；詹紹威（2014）則綜合了各家說法後提

出建築美學是從點、線、面、體到造形、色彩、質料等形式有不同的表現，並對

環境及空間產生正面影響。 

（二）創意之相關理論基礎 

不同學派對創意理論有不同的詮釋，人本心理學派認為創意在智力結構的模

式中，屬於擴散性思考的一種能力，隨著智能的成熟及思考的訓練，創意能力逐

漸地培養發展出來。行為學派則認為創造力是一種複雜的行為，經由學習而來，

是透過人與環境交互作用而習得。另有學者採綜合性的理論，認為創造力是多元

發展的，包含知覺、認知、聯想及概念化等能力，並配合環境的設計而闡發出來

的（引自詹紹威，2005）。 

在創意方法的部分，詹紹威（2005）統整了各家學者所提出的方式，包括六

W 檢討法（Why、What、Who、Where、When、How）、屬性列舉法（從事物的

各項特性思考如何改變）、腦力激盪法（透過會議形式，發揮集體創造而獲得創

新想法）、舉一反三法（以隱喻的方式產生創造性概念，使熟悉的事物變得新奇）

等創意方式。 

 

參、品德教育之內涵及理論基礎 

品德教育自古以來便是儒家重要的教育思想，而隨著時代的變換，各國教育

的提倡，品德教育一詞也跟隨時空有著不同的解釋與意涵，以下便就品德教育一

詞的意義、內涵、理論基礎探討之。 

 

一、品德教育的意義 

品德教育（character education）一詞長久以來，因為範圍的認定或是翻譯的

不同，而造成其意義眾說紛紜，有學者稱之為「品格教育」、「道德教育」或是「品

格與道德教育」（吳寶珍，2004；張舒安（2010）；蕭雅云，2015；劉秀嫚、李琪

明、陳延興、方志華，2015a），雖然各家學者看法略有不同，但多數的共識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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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教育」為其名稱，本文亦採用之。 

關於品德教育的意義，黃德祥、謝龍卿（2004）認為品德教育是指能教導學

生知善、樂善、行善，並加以內化的的歷程。吳清山、林天佑（2005）則認為品

德教育是指能夠教導學生如何與人相處、面對並解決問題的教學與學習活動。李

琪明（2008b）在其研究中則定義品德教育必須包含價值教育、人權教育、法治

教育、生命教育等精神，需培養學生兼具知善、好善、行善等多元能力，並發展

其不斷推理思辨的批判歷程。國外學者 Lickona（1993）則認為品德教育必須包

括認知、情意、行為三個層面，並建立核心價值（core value），以促進個人及群

體向善發展。Otten（2000）進一步指出品德教育是個人藉由教育的陶冶而成長學

習的歷程，包括了道德教育（moral education）、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品

格成長（character growth）以及衝突的解決。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品德教育應是一個連續不斷提升個人自我價值的歷程，

透過教育的實踐，促使個人能體現知善、愛善、行善的精神，從而形塑優質的個

人與社會。 

二、品德教育的內涵與核心價值 

2007 年國內品格教育推展行動聯盟透過一項調查顯示七成的民眾認為台灣

人的品德正在沉淪，而高達九成以上的民眾則認為品德教育應列為中小學重要的

教育課程（謝湘婷、陳瑷淇，2014）；同時世界各國也都紛紛在教育上積極擬定

品德教育的推動策略：美國超過三十州以上在推行「品格教育夥伴計畫」；英國

在中學實施公民教育；日本則開設道德教育課程，培養二十一世紀年輕人的道德

情操；新加坡則推動道德教育為學校教育的要項（吳寶珍，2004；蕭雅云，2015）。

我國則自從 1998 年推動九年一貫課程後，於各領域融入品德教育，教育部並於

2004 年頒訂「品德教育促進方案」延續至今共分三個期程，鼓勵各級學校選定其

品德核心價值，鼓勵學生從「做中學，學中思」，進而融入學校正式課程與非正

式課程活動內涵中，深化品德教育之推動內涵，善用潛在課程的原理，形塑有教

養的學習環境，以發展具有特色且永續之品德教育校園文化（品德教育資源網，

2014）。 

由上可知，各國不但都積極投入品德教育的發展，而且為了讓品德教育發揮

效果，必須訂定其內涵及核心價值，以作為推動的方向與實踐目標。以下便列舉

國內外學者認為品德教育重要的內涵與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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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品格教育協會（The Character Education Partnership 簡稱 CEP） 

CEP 曾列舉出外顯價值及內隱價值各十二項，作為學校推動品德教育的核

心價值，外顯價值包含：關懷、誠實、公平、責任、自我與他人反應、謙恭、合

作、權威、非暴力、限制性、重要與挑戰的學科、課程或知識的重要性；內隱價

值包含：個人主義、人性尊貴、一般常識、憲法權力、公民責任、參與、加入、

多樣性、溝通性、信任、領導、社會的認識（引自吳寶珍，2004）。 

（二）美國第四 R 及第五 R 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4th and 5thRs） 

提出了十二項品德核心價值：尊重、責任、勤勞、智慧、追求真理、正義、

誠實、無私、同情、勇敢、耐心、堅毅，以作為推動之依據（引自蕭雅云，2015） 

（三）國內學者所提出的核心價值 

林新發、王秀玲（2004）所提出的品德教育核心價值包括尊重、誠信、負責、

創意、自律、公平、信賴、勇敢、勤奮、關懷共十項；蔡素惠（2010）的研究中

提出品德教育的核心價值有責任、自律、尊重、公平、勇敢、關懷、誠實等七項；

蕭雅云（2015）則經過研究整理後，提出核心價值共六項：信賴、責任、尊重、

公平正義、關懷、誠實。 

（四）國內教育相關單位所提出的核心價值 

教育部的「品德教育促進方案」訂定核心價值為：尊重生命、孝親尊長、負

責盡責、誠實信用、團隊合作、自主自律、謙虛有禮、主動積極、關懷行善、愛

護環境、賞識感恩、接納包容、公平正義（品德教育資源網，2014）。 

新北市品德教育工作計畫中，明確指出以「知善」、「愛善」與「行善」為主

軸，包含「尊重、責任、公德、誠信、感恩、合作、關懷、助人、正義、反省、

孝悌、自主」12 個品德核心價值（新北市品德教育資源網，2016）。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推動品德教育實施計畫中，明訂 13 個品德核心價值：尊

重生命、孝親尊長、負責盡責、誠實信用、團隊合作、自主自律、主動積極、謙

虛有禮、關懷行善、愛護環境、賞識感恩、接納包容、公平正義（臺北市政府教

育局，2016）。 

綜上所述，品德教育的主要內涵及核心價值可歸納為尊重、自律、關懷、誠

信、謙虛、責任、合作、勤奮堅毅、感恩孝親之範圍。我們學校在推動時，應以

上述核心價值來結合環境規劃與生活教育，以收預期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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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品德教育的相關理論 

（一）柯柏格（Kohlberg）道德發展的三期六階段論 

柯柏格首先以「道德兩難」問題評定不同年齡的人，所具有的不同道德推理

層次；爾後將道德的發展分成三期六階段，每一階段的發展都是以前一時期為基

礎作進一步的整合，每階段都是循序漸進的，非跳躍式的。第一階段為道德成規

前期（Preconventional morality），以國小階段的兒童為主，採取服從避罰及相對

利益取向，以個人主義的觀點來面對各項衝突或利益；第二階段為道德成規期

（Conventional morality），以中學階段的學生為主，採取尋求認可導向和法律秩

序取向，在乎人際關係與社會觀點：第三階段為道德成規後期（Postconventional 

morality），以成年人為主，採取社會契約和普遍的道德原則取向，以超越社會的

觀點及普世的道德原則為作決定的最高依據（Ormmrod，2003）。 

（二）Eisenberg 的利社會行為發展論 

Eisenberg 認為情緒可以激勵人的道德行為，顯現道德價值，尤其是罪惡感

（guilt）、害羞（shame）與同理心（empathy）最能激發出道德有利行為。而利社

會行為推理則隨著年齡的增長，使用不同的推理頻率，共可分為五個階段：自私

與自我中心導向、粗淺的他人需要導向、尋求認同導向、同理心、內化價值導向

（Ormmrod，2003）。總體而言，此五個階段與柯柏格的三期六階段大都能互相

呼應。 

 

（三）杜威的經驗主義理論 

杜威是著名的哲學家與教育家，他提出「教育即生活」，主張「做中學」，強

調學生應該在生活中及行動中獲得學習與成長（張春興，1994）。他認為知識的

獲得是透過人與環境交互作用的歷程，藉由「人—境」的互動與經驗來學習，意

即一切的生活、溝通與經驗都是教育，所有的教育與學習都是奠基於生活，品德

教育亦然（廖期樂，2016）。因此形塑一個有利於品德教育發展的學習環境是很

重要的。吳寶珍在其 2003 年的研究中亦指出，品德教育的實施原則中，以「環

境塑造」為首要關鍵因素，所以想要讓品德教育有成效，應讓學生浸淫在一個能

達到潛移默化功效的良好環境中。 

綜上所述，品德的發展隨著年齡會有不同層次的轉變，而學校單位應把握學

生學習力最佳的黃金時期，提供適當的環境與課程，以藉由「境教」來提升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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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與奠定良好的品德基礎。 

 

肆、校園創意設計融入品德教育之可行方式 

以現行狀況而言，新北市在品德教育的實施策略上提到在環境營造上，結合

教師、行政人員、學生及家長等成為夥伴關係，共同營造具品德氣氛之優質校園

文化，發揮境教之功能；並透過強化校長、教師、行政人員及家長等身教角色與

職責，作為學生品德教育之學習表率；期望藉由統整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或潛

在課程，以發揮言教、身教、境教與制教等功能，發展「品德本位校園文化營造」

之特色，以形塑優質之校園道德文化（新北市品德教育資源網，2016）。 

臺北市則根據「臺北市推動品德教育實施計畫」訂定學校本位核心價值與行

為準則，採「研究發展、課程教學、環境營造、推廣深耕、人力培訓、體驗反思」

之實施策略營造品德校園文化與願景（台北市政府教育局，2016）。另外在教育

部推動人權與友善校園計畫、學校創新經營與創意校園設計後，便陸續推動優質

校園營造，全面形塑優質的教育環境（湯志民、何昕家、湯為國，2008）。 

由上可知，品德教育的推動除了在課程上的結合是必要性外，很重要的是每

天生活及學習的校園環境也是一個巨大的教具，透過創意校園設計將品德教育融

入每日所見所處的環境中，時時涵養學生優良的品德、落實各項品德核心價值，

透過「境教」的潛移默化，讓學校成為一個真正的「品德校園」。 

以下就文獻所提出的可行作法、成功案例、筆者所走訪之優質校園及個人淺

見提出如下之作法： 

一、品德教育牆（求進、意象美）： 

利用進校門後明顯的大面牆壁、穿堂兩側牆面，配合每月的品德核心價值，

設計成品德牆，內容包括中心德目及實踐規條（許聰顯，2011），並選出一位代

表該品德核心價值的古今中外名人，附上其照片及相關事蹟，除了可供學生楷模

學習外，亦可藉由品德牆的設置，活化校園空間及提升品德涵養；另外亦可運用

彩繪的方式，以活潑的圖案及文字，配合校本的品德教育中心德目，於校園樓梯

間或來往通道的牆面繪製成品德教育牆，不但可美化校園空間，並且可增加品德

智慧，形成品德校園。如新北市的安和國小、桃園市的東安國小（如圖 1）即是

此種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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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品德步道（求新、求進、具象美） 

利用校園中學生經常休閒散步的活動空間或庭園步道，設置以品德核心價值

設計而成的品德座椅或是品德照片步道，充分在學生休閒活動時也能感受到各項

品德精神的浸濡。如桃園的大溪國中即在操場跑道旁，設置一整排以馬賽克拼貼

而成的品德座椅，每個座椅都有不同的色彩、造型及品德圖案，並於一旁設立品

格步道說明的大型指示牌，以培養學生的好品德（如圖 2）。 

三、以學校願景設置公共藝術或大型公仔擺飾（求進、意象美、具象美） 

透過藝術之美來洗滌心靈，配合上願景的呈現，更能體現教育意義。如政大

附中以 FACE 的學校願景，設計裝置藝術（湯志民，2005，2007，2014）；台中

的惠文高中以 HQ、IQ、MQ、EQ（HI-ME）四大願景設計大型公仔及顯眼布條，

放置及垂掛於入校門映眼處，隨時可提醒同學們莫忘學校對他們的期許。 

四、以主題櫥窗的方式豐富品德校園的內涵（求新、求進） 

為營造品德及友善校園，有效關懷弱勢，另設立友善櫥窗，定期提供特殊生

的類型介紹、所需協助及相處之道說明，設計問題並以有獎徵答方式，鼓勵學生

參與活動，以確實讓學生內化正確的知識，並落實於生活中。 

五、活化校園空間，以標語及科技設備，營造互動的品德校園（求絕、動象美） 

由於少子化的因素，近年來校園閒置空間增加（湯志民，2009），因此為落

實永續校園並妥善運用剩餘空間，可結合品德教育理念設計品德情境教室，向學

生徵求品德吉祥物設計稿，由最後獲選同學的稿件設計成相關的玩偶、情境布置

或造型教室，以提升學生的熱情及參與度。另外也可向學生徵求友善校園標語，

獲獎稿件製成階梯標語，讓學生在每日上下樓時感受校園的正向能量，如新北市

的溪崑國中即是採用上述做法（如圖 3）。同時可邀請學生拍攝品德教育宣導微

電影，於迎賓電視牆及學校重大集會時播放，讓學生有榮譽感及參與感。 

六、規劃自尊尊人的教育環境並以隱喻方式設計校園建築（求新、意象美） 

品德教育除了認知及情意的培養外，更重要的是日常生活的實踐，因此可設

計自行登記及自助借還書的圖書館、自行登記借還球的體育器材室、公用的愛心

傘桶，用完後自動放回，以啟發培養同學們誠實、自尊、自律的品格（湯志民，

2005，2007，2014）；如果是新設學校，可在規劃時，便將建築設計融入品德概

念，發揮建築的教育功能，如新北市的三多國中以學士帽的概念設計一棟建築，

隱喻對學子們深切的期許，期望每位同學都能勤奮向學，在學習路上有堅毅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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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邁向光明的前程（如圖 4）。 

 

 

 

 

 

 

 

 

伍、結語 

美國教育學家杜威曾說：「想要改變一個人，必須先改變環境，環境改變了，

人也就被改變了」。尤其在學習階段的學生，正是可塑性極強、容易被環境中好

或不好的人、事、物所影響的時候，教育當局及學校經營者更應該好好重視學校

優質環境的營造，以期培養出品德健全的國家棟樑。 

筆者在國中任教二十年，深深體悟優良的教育環境對品格培養的重要性。尤

其近年來政府大力推動創新學校經營、特色學校營造、友善校園計畫、品德教育

向下紮根及優質學校評選等活動，在在都顯示出品德推動與優質校園營造是同等

重要，而如何將兩者結合，設計出一個有創意、有品德又優質的校園環境，則是

當前刻不容緩的重要任務。同時也期望藉由此篇文章的探討，能協助自己在未來

辦理品德教育時，在環境的建置上有更創意有效的設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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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跑道面材種類及其規劃面向之研究 

楊詠翔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中等教育科科員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摘要 

    跑步可能為一種高衝擊運動。對於準備競賽的運動員以及定期上體育課的學

童而言，提供其最佳的跑道是極為重要的一件事。跑道的材質成分不僅影響表現，

同時也影響跑步者的健康。學校跑道選用材質、設計、功能以及維護流程，兼具

教育、營運、研究、服務、休閒、訓練、競賽、社會及傳遞文化等多項功能。本

研究首先探討聚氨酯、紅土、人工草、合成橡膠、瀝青、天然草及煤渣等七類學

校跑道面材。其次，再從心理環境、生理環境、哲理環境、管理環境、物理環境

及地理環境等六大面向分析學校跑道面材規劃。最後，以省思作為本研究之總結。 

 

 

關鍵詞：跑道、跑道面材、聚氨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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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跑步的人口已經持續增加（Tillman, Fiolkowski, Bauer, & Reisinger, 

2002）。跑步可能為一種高衝擊運動（high-impact sport），可能造成關節疼痛、

肌腱發炎及其他相關運動傷害。諸多跑步者使用不同方法試圖降低持續與地面奮

戰之衝擊。對於諸多跑步者而言，會選擇軟質面材的跑道。當你可能認為在軟質

面材跑道上跑步可能可以降低扭傷，但是情況不會永遠是這樣的。一篇《紐約時

報》（New York Times）所刊登的文章提及，跑步者偏好比較軟的面材，不必然

比在瀝青或水泥表面跑步者還不易受傷。事實上，有些研究顯示，身體其實可以

適應不同的面材，無論其材質有多硬（Shy, 2012）。 

    跑道（running track）被認為是最古老型態的運動設施（ athletic 

equipment）（General Sports Surfaces, 2015）。1960年代初期，大部分頂尖

賽事於非合成礦物面材（unbound mineral surfaces）舉行，但是諸多世界級賽

事仍於天然草皮跑道舉行。當今，現代合成面材（synthetic surfaces）已經於

所有重要國際賽事取代其他二種面材（IAAF, 2008）。對於準備競賽的運動員以

及定期上體育課的學童而言，提供其最佳的跑道是極為重要的一件事。跑道的面

材成分不僅影響表現，同時也影響跑步者的健康（Marković, Ignjatović, 

Radovanović, & Višnjić, 2011）。各種面材無法預防受傷，但其確實可漸低頭

部受傷的嚴重性（Yearley, & Berlinski, 2008）。不同面材之特性對於運動的

力學與技巧會有不同的影響，而且也會影響跑步的動能（Ferris, Liang, & 

Farley, 1999; Kerdok, Biewener, McMahon, Weyand, & Herr, 2002）。無論是

競賽性（competitively）或休憩性（recreationally）的跑步，跑道面材的類

型會影響速度、技巧，甚至身體健康（Advanced Polymer Technology, 2012）。 

    我國高中職、國中、國小學校操場跑道的材質、空間規劃與開放使用率，可

確切反映當地社區體育運動發展的情形，亦能帶動學校及社區民眾的運動風氣，

進而提升學校與社區間資源共享關係。因此，學校跑道選用材質、設計、功能以

及維護流程，兼具教育、營運、研究、服務、休閒、訓練、競賽、社會及傳遞文

化等多項功能。平日學校除提供學生從事體育教學及訓練外，也是社區民眾晨間、

黃昏休閒健身運動不可或缺的重要健身及聯誼場所（教育部體育署，2013a）。本

研究擬先就學校跑道面材的種類敘述之，再從學校跑道面材的規劃面向析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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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以省思作為本研究之總結。 

貳、學校跑道面材的種類 

    彙整學校跑道面材相關文獻（林秉毅，2015；林清玉、王建台，2010；徐元

民、許義雄，2007；教育部體育署，2013a，2013b，2014；賴協志，2004; Bloom 

& Smythe, 2002; Shy, 2012; SAPCA, 2005; Marković, Ignjatović, 

Radovanović, & Višnjić, 2011），主要分為聚氨酯（polyurethane）、紅土（red 

clay）、人工草（artificial grass/ artificial turf）、合成橡膠（synthetic 

rubber）、瀝青（asphalt）、天然草（natural grass/ natural turf）及煤渣

（cinder）等七類。 

一、聚氨酯跑道 

    PU 跑道，或稱為聚氨酯跑道，因其排水快速，下雨後能迅速排水，故又可

稱為全天候跑道，又因 PU 跑道能耐釘鞋之拉拔，及該彈性材料具吸震力、彈性

佳，回復率高，故能降低田徑選手培訓時之運動傷害，且下雨後吸乾水氣即可使

用，故我國目前學校田徑跑道中以 PU 跑道數量最多（教育部體育署，2013b）。

一般 PU 跑道厚度在 13mm 以上，比較不會隆起（依標準工法施作）（林秉毅，

2015）。 

    聚氨酯面材構成之基底面係由橡膠顆粒或橡膠細屑（rubber granules or 

rubber crumbs）與聚氨酯黏著劑（PU binder）黏合在一起所組成。除了聚氨酯

黏著劑以外，其他可能使用到的 PU製品包括底漆（primer）、氣孔填料或密封劑

（pore filler/sealant），結構性噴霧塗層（structural spray coating）、雙

成分耐用塗層（two-component wear coats）及其他防護塗層。這些 PU製品係

由二異氰酸酯（diisocyanates）所製成，包括甲苯二異氰酸酯（toluene 

diisocyanate，簡稱 TDI）及二苯基甲烷二異氰酸酯（methylene diphenyl 

diisocyanate，簡稱 MDI）。TDI 單體之合成物在 PU 製品中普遍低於 0.5%。MDI

單體之合成物在 PU製品中普遍低於 25%（American Chemistry Council, 2013）。 

    大部分的聚氨酯面材於工地內施工，但仍有部分為預先製造的。型式包括可

滲透的（液體或氣體可流動），或不可滲透的（Banke et al., 1996）。有四種常

見的合成面材，預製型（Pre-fabricated）、密閉型（Solid Polyurethane）、空

隙型（Sandwich System）及透氣型橡膠細屑（Porous Rubber Crumb）。這四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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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材之設計不同，其用法與場所將導致其耐用程度之差異甚大。面材的類型、耐

用程度與新舊程度有差異，因此難以預估設施的可能使用年限（UK Athletics 

Ltd, 2005）。當前在英國所使用的合成跑道面材（synthetic track surface）

可界定為下列四種主要類型：（1）密閉型 PU 跑道（Solid PU）：其為不透水，如

圖 1。（2）空隙型 PU 跑道（Sandwich systems）：將密閉式 PU 面材結合於透氣

基底之上，如圖 2。（3）透氣型 PU跑道（Porous PU）：水氣可滲透，如圖 3。（4）

預製型 PU跑道（Prefabricated systems）：於工地外製造，通常為不透水，如

圖 4（SAPCA, 2005）。 

    經教育部體育署調查 4,005校，實際回收 3,022校，有效樣本數 3,022校，

發現高中職以下學校現有跑道以聚氨酯面材 1,805校（59.7%），數量居第一（教

育部體育署，2013a）。國立新竹高級中學即為聚氨酯跑道，如圖 5。 

 

 

圖 1密閉型 PU跑道 
 

圖 2 空隙型 PU跑道 

 

圖 3 透氣型 PU跑道 
 

圖 4 預製型 PU跑道 

圖片來源：SAPCA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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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聚氨酯跑道 

圖片來源：全國運動場館資訊網（2017a）。 

 

二、紅土跑道 

    黏土礦物（clay minerals）為眾所周知的天然無機礦物類，有結構性吸附

作用（structural adsorption）、流變性（rheological）及熱特性（thermal 

properties）。由於這些面材原本即缺少羥基（hydroxyl groups），因此皆有親

水性（hydrophilic），可易於與水分子鏈結（Djomgoue & Njopwouo, 2013）。混

合材質應依據美國試驗與材料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Testing and 

Materials，簡稱 ASTM）所定標準進行測試，包括顆粒大小（particle size）、

標準監督（standard proctor）及過篩分析（sieve analysis）。土壤穩定劑或

添加劑（soil stabilizers or additives）應經過核准。混合材質應無有機物

質。土壤分類範圍應為：沙（2.0-0.05mm）佔 65%-70%，坋砂（0.05-0.002mm）

佔 15%-20%，土（低於 0.0002）佔 10%-15%。含水率（moisture rate）應介於

14%-17%。混合材質應鋪設之厚度至少 4 英吋。色彩應為紅色或褐色。混合材質

包括鈣化土壤調理劑（calcified clay conditioner）。理想上，每 20-25公噸

混合材質，加入 1公噸鈣化土壤調理劑（Department of Recreation, Parks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2012）。 

    我國紅土跑道之主要成分為紅磚粉粒，具有透水性佳、環保、造價低廉等優

點。紅土跑道之材質太鬆、太軟、太硬皆不好，紅土太鬆快跑時易打滑並導致腳

部著地後過度旋前，而造成跟腱受到過度的拉扯；紅土太硬，則毫無吸震力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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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傷害，故保持紅土跑道適當的鬆緊度相當重要，全有賴於平日之保養維護是

否紮實。且因紅土對於釘鞋之抗拉拔能力差，較無法訓練穿釘鞋選手之瞬間爆發

力，故對於設有田徑隊之學校而言，較不適合（教育部體育署，2013b）。 

    經教育部體育署調查 4,005校，實際回收 3,022校，有效樣本數 3,022校，

發現高中職以下學校現有跑道以紅土面材 576 校（19.1%），數量居第二（教育部

體育署，2013a）。屏東縣立九如國民中學即為紅土跑道，如圖 6。 

 

圖 6 屏東縣立九如國民中學紅土跑道 

圖片來源：全國運動場館資訊網（2017b）。 

 

三、人工草跑道 

    人工草皮於 1960 年代在美國開發。第一代的人工草皮，市面上後來稱之為

「阿斯特羅草皮」（AstroTurf），是由極短與密集的編織纖維及墊襯所組成。1970

年代第二代人工草皮則由較長與間距較疏的合成纖維編織入帆布襯，並填充薄層

的沙所組成。1990 年代第三代人工草皮迄今仍廣泛使用，係由較長與平坦且間

距較疏的纖維，並填充細微的橡膠顆粒或橡膠顆粒混合物、沙或其他材料所組成，

升級為更加安全、更加與草皮相仿的運動面材，有時會附加防震墊（shock pad）

以提高安全性（Haering, 2015; Toronto Public Health, 2015）。 

    合成填充草皮應符合 ASTM 所定運動面材之規則與規定。合成填充草皮應壓

塑為單絲聚乙烯纖維（monofilament polyethylene fiber）。纖維絨通常係由聚

乙烯（Polyethylene，簡稱 PE）、聚丙烯（Polypropylene，簡稱 PP）與聚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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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聚物（Polypropylene Copolymers，簡稱 PPC）或聚酰胺（Polyamide，簡稱

PA）所製成。纖維絨重量每平方碼應至少 36 盎司，垂直高度應至少 2.25英吋。

填充物應包含有彈性的苯乙烯－丁二烯橡膠（styrene-butadiene rubber，簡稱

SBR）或三元乙丙橡膠（ethylene propylene diene monomer，簡稱 EPDM）顆粒。

填充物應 100%為橡膠。不允許有沙混合物。橡膠應為黑色、乾淨，且顆粒之形狀

與大小應一致。所使用的黏著劑應為抗濕氣、細菌及菌類植物（Department of 

Recreation, Parks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2012; Kolitzus, 2007）。 

    人工草跑道係以 PP或 PE纖維編織而成毯狀之草皮鋪設於田徑跑道上，輔以

鋪沙後便完成。現今人工草皮在國際上已越來越被曲棍球場及足球場所接受，但

鋪設於曲棍球場及足球場之人工草皮皆為長草（長通常為 6cm 以上），且草莖間

之填充物為橡膠顆粒（上層）及細沙（下層），以增加人工草皮之吸震力。但國

內常見之人工草街為短草（通常僅為 1-2cm 長），而只好於草莖間填充細沙（教

育部體育署，2013b）。 

    經教育部體育署調查 4,005校，實際回收 3,022校，有效樣本數 3,022校，

發現高中職以下學校現有跑道以人工草面材 340校（11.2%），數量居第三（教育

部體育署，2013a）。臺北醫學大學即為人工草跑道，如圖 7。 

 

圖 7 臺北醫學大學人工草跑道 

圖片來源：全國運動場館資訊網（2017c）。 

 

四、合成橡膠跑道 

    預先製造的橡膠面材係由不可滲透（nonpermeable）且經硫化的（vulcan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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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膠組成，其有多種紋理與色彩。基底正常為黑色。此種面材被認為是非常耐用

且可促進跑步者高效能表現（Banke et al., 1996）。此類型的面材係由橡膠化

合物（rubber compound）製造，其製造過程為固化與滾動。此類型的面材大部

分為不透氣的，且有紋路或紋理，以增加摩擦力（traction）及防滑力（slip 

resistance）。顯見是在經控制條件的工廠中生產面材，其成品屬性應是相當一

致的。再者，由於厚度可以精準掌控，可避免因厚度較薄處可能衍生之問題。然

而，材料之施工需高度技術與精準度。合成橡膠墊必須使用黏著劑接著於跑道基

底上。毗鄰的合成橡膠墊之間，以及跑道表面與邊緣之間的接合處必須確實執行。

雖然鋪設所有合成面材某種程度而言為視天氣而定的工作，但是此類型的跑道施

工涉及到所使用的黏著劑是受天氣影響的。最後，所有預製型合成橡膠墊製品可

控制材料之中的殘餘應力（residual stress）。完工後，於合成橡膠墊上之任何

運動將導致邊緣或接合處收縮，或造成面材於基底上脫落，甚至同時發生。正確

選擇與妥善運用黏著劑可將問題降至最低。捲狀的預製型面材送至施工現場，以

黏著劑接著於基底，然後塗上頂層的原料混合物，於現場進行鋪設（IAAF, 2008）。 

    合成橡膠跑道為在工廠內生產之構造物，以天然橡膠原料為基礎，混合礦物

質填充劑穩定劑及色料於工廠內連續壓延處理，並以高溫加硫硬化，故上層耐磨

層之橡膠與跑道整體面層一體成形，具極佳之抗釘鞋性、安全性及效果，故現今

連續幾屆之奧運會皆採用合成橡膠跑道，惟合成橡膠跑道造價較高（教育部體育

署，2013b）。為目前室內外各種運動項目常用的面材之一，較常使用在室內運動

設施，舉凡室內外跑道、室內球場、重訓室等都常會選用此材質。優點為面層較

為抗壓、不易打滑，但容易散發化學原料味道為其缺點，所以必須具備良好之通

風條件。室外跑道及球場若採用合成橡膠時，其基礎仍以瀝青為宜，除黏著力較

好外，平整度也較好。合成橡膠與 PU 不同之處便是合成橡膠為工廠壓製成型品

（PU 則為液態品），其特色為較為不滑，也不易因陽光之照射而凸起（林秉毅，

2015）。 

    經教育部體育署調查 4,005校，實際回收 3,022校，有效樣本數 3,022校，

發現高中職以下學校現有跑道以合成橡膠面材 146 校（4.8%），數量居第四（教

育部體育署，2013a）。屏榮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屏榮高級中學即為合成橡膠跑道，

如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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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屏榮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屏榮高級中學合成橡膠跑道 

圖片來源：全國運動場館資訊網（2017d）。 

 

五、瀝青跑道 

    瀝青萃取自原油（crude oil）或石油（petroleum），係為重要的基礎有機

物質，有多種工業用途（Acton, 2013）。瀝青材質應為稠密的、熱鋪的及廠拌的。

材質應符合 ASTM所定瀝青膠泥與混合物（asphalt cement and aggregates）之

標準。一般而言，作為步行的瀝青鋪面包括在路基上達 95%密度且厚度 6英吋的

碎石子及其上層厚度 2英吋的瀝青。瀝青面材應為平坦、連續且無拉力、扯力及

偏向力。可使用的鋪面區域至少 1.5%，至多 4.5%應為斜坡，其橫向坡度（cross 

slope）為 2%（Department of Recreation, Parks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2012）。優點為在瀝青上跑步對於曾患跟腱炎（achilles tendonitis）的人而言，

可能比較合適，因為堅固的表面使跟腱較不會過於緊繃。缺點為路面有許多不同

的障礙物與危險物，如坑洞，會使你跑步時較不安全（Shy, 2012）。 

    經教育部體育署調查 4,005校，實際回收 3,022校，有效樣本數 3,022校，

發現高中職以下學校現有跑道為瀝青面材有 9校（0.3%）（教育部體育署，2013a）。

基隆市安樂區聖隆國民小學即為瀝青跑道，如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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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基隆市安樂區聖隆國民小學瀝青跑道 

圖片來源：全國運動場館資訊網（2017e）。 

 

六、天然草跑道 

    自從有組織的運動發軔，天然草皮即被視為「標準」運動場面材（Dragoo & 

Braun, 2010）。生長在草坪的植物泛稱為草坪草，一般具有密生的特性，通常需

配合修剪以維持平整的表面。除了應用於庭院的馬蹄金（Dichondra）為雙子葉

植物以外，目前主要的草坪草多為禾本科（Gramineae or Poaceae）植物，禾本

科所屬的物種數目為植物界內最大的三個科（family）之一，包含有 25族（tribe），

600 屬共約 7500 物種，在這為數龐大的家族內，目前被開發利用於草坪的物種

主要分布於羊茅亞科（Festucoideae）、畫眉草亞科（Eragrostoideae）及黍亞

科（Panicoideae）。其中羊茅亞科植物的最適生長溫度範圍在 10-24°C（60-75°F）；

畫眉草亞科（Eragrostoideae）及黍亞科（Panicoideae）植物的最適生長溫度

範圍在 25-35°C（80-95°F）（黃文達、陳宏銘、王裕文，2014）。 

    草皮是最單純、最天然的面材。優點：就衝擊而言，雖然草皮是柔軟的，而

且感覺較不費力，但是其實肌肉要費比較多力。草皮可增強力量，也意味著當你

回到路面時，你將會注意到其間之差異。當草皮平坦時，是良好的速度訓練

（speedwork）面材（在較潮溼的情況下，可能需要釘鞋）。缺點：大部分的草地

是不平坦的，而且對於踝關節不穩定的跑步者而言，可能是危險的。當潮濕的時

候，草皮也可能易滑，有過敏症的跑步者在草皮上跑步也可能罹患更多症狀，且

328



 

其柔軟性可能會出乎意料地迅速使腿部疲勞（Bloom & Smythe, 2002）。部分人

數較少之學校，運動場跑道仍不可或缺時，若因未有運動代表隊伍訓練之需求，

其跑道使用強度不高，或可評估採用天然草皮做為跑道面層之可行性。必須注意

的是，採用天然草皮做為跑道運動面層，規劃設置排水系統、噴灑水系統，並落

實草皮維護與管理作業，俾利提供校園師生安全運動環境（教育部體育署，2014）。

臺南市仁德區虎山實驗小學即為天然草跑道，如圖 10。 

 

圖 10 臺南市仁德區虎山實驗小學天然草跑道 

圖片來源：全國運動場館資訊網（2017f）。 

 

七、煤渣跑道 

    煤渣跑道係由細微的石子、碳、灰及礦渣的砂礫合成物組成之跑道（Bloom 

& Smythe, 2002）。煤渣的表面通常為粗糙的且具高度滲透性。由於煤渣在外觀

上被歸類為 100%的碎面，因此通常未針對此種多稜角的材料做物理測試，並加

以量化表示。其吸水率（water absorption）約為 1.5%。相較於天然聚合體

（natural aggregate）而言，煤渣的比重（specific gravity）較低（Veeresh, 

Prasad, & Sateesh Kumar, 2015）。現在較為少見。優點為煤渣比起路面，對於

腳部而言，感覺較不費力。如果維護良好，是良好、平坦的面材，而且此種跑道

有明顯優勢就是距離是精確測量的。缺點為煤渣確實不是一種全天候的（all-

weather）面材。溫度高時會變得鬆散及易滑，雨天時會變得泥濘。鬆散的煤渣

於踩踏時會造成微幅沉陷（Bloom & Smythe, 2002）。中國山東省新泰市天寶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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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莊聯辦小學即為煤渣跑道，如圖 11。 

 

 

圖 11 中國山東省新泰市天寶鎮趙莊聯辦小學煤渣跑道 

圖片來源：中國山東省新泰市天寶鎮趙莊聯辦小學（2014）。 

 

參、學校跑道面材的規劃面向 

    湯志民（2003）將優質學校環境的規劃面向，分為心理環境（psychological 

environment ）、 生 理 環 境 （ physiological environment ）、 哲 理 環 境

（philosophical environment）、管理環境（management environment）、物理

環境（physical environment）及地理環境（geographical environment）等六

大面向。本研究依前述分析架構探討學校跑道面材的規劃面向。 

一、心理環境面向 

（一）色彩感受 

    國內學校聚氨酯跑道及合成橡膠跑道面材色彩最常見為紅色，人工草皮跑道

面材色彩最常見為綠色。Yearley 與 Berlinski（2008）指出，橡膠面材可為多

種色彩且美觀的圖案可融入面材，提供附加的遊樂效果。事實上，無論聚氨酯跑

道、合成橡膠跑道或人工草皮跑道，皆可設計並製作為多種色彩的跑道。反觀，

國內學校紅土跑道面材主要成分為紅磚粉，其色彩介於紅色與橘色之間，變化度

不大。天然草跑道依其草種不同，色彩呈現差異，惟仍以綠色為主。瀝青跑道及

煤渣跑道面材色彩則為黑色。Engelbrecht（2003）主張，吾人對色彩有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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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反應（biological reaction），且對色彩的心理反應（psychological 

reaction）無法排除於源自人類演化的基本生物反應。Camgöz、Yener 及 Güvenç

（2004）提及，任何亮色系的背景皆會影響個體的注意力。舉例而言，臺中市大

里區內新國民小學於 2013年 2月進行跑道施工工程，並設計為紅、橙、黃、綠、

藍、紫等 6色跑道，於工程將完工之際，學生於跑道上奔跑時，展露出喜悅之神

情。 

（二）人際互動 

  各國通常將聚氨酯跑道及合成橡膠跑道定位為競賽與選手培訓之專業跑道。

瀝青跑道較常用於為體能訓練或馬拉松比賽。煤渣跑道兼具競賽及體能訓練之用

途。紅土跑道、人工草跑道及天然草跑道則以活動、遊戲或休憩為主。依各種面

材的運動跑道之功能推測使用者之人際互動關係，因聚氨酯跑道、合成橡膠跑道、

瀝青跑道及煤渣跑道主要功能為競賽或體能訓練，使用者之間互人際互動之頻率

可能較低；反之，紅土跑道、人工草跑道及天然草跑道主要用途為活動、遊戲或

休憩，兼具多元功能。舉例而言，日本飯田市立飯田西中學校為紅土操場，兼具

跑道及足球場等複合式功能，學生於進行足球等活動時，由於彼此需要溝通協調，

因此人際互動的頻率可能較高。 

二、生理環境面向 

（一）衛生整潔 

    一般而言，運動設施應保持整潔，如清除廢棄物、割草、清理泥巴等。如果

運動設施有廢棄物之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通常則相當明確，即建立機制處理之。

割草是如何維護的議題，應處理之並確認雜草收集箱設置於跑道周圍。跑道上的

泥巴通常係因棒球內野手或橄欖球員等行經所造成的（UK Athletics Ltd, 

2005）。聚氨酯跑道、合成橡膠跑道及瀝青跑道，無論在晴天或雨天，皆可保持

乾淨的表面。人工草跑道平時尚屬整潔，惟在雨勢較大時可能沖刷部分填充物，

可能影響整潔。天然草跑道平時亦屬整潔，惟在雨天時無法完全避免泥濘之情形。

紅土跑道及煤渣跑道遇颳風之情形會有塵土飛揚之現象，在雨天時更顯得泥濘不

堪。Seaton、Douglas 及 Impiazzi（2016）指出，排水是煤渣跑道的一項問題；

在濕潤的天氣期間及其後，水會從鄰近的地方流向跑道。水流向跑道會侵蝕面材，

導致產生凹凸不平的路面，凹陷的路面又將聚集更多水。水坑致使路面變得泥淖。

舉例而言，中國河南省焦作市第十七中學為煤渣跑道，學生每次跑步完後灰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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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且兩腳沾滿厚厚的黑色煤渣。 

（二）健康無毒 

    聚氨酯跑道若採用 TDI之原料，施作時將大量釋放出有毒氣體，導致學校師

生中毒。其次，廢輪胎橡膠顆粒及回收之 PU 顆粒在太陽的照射下是否會釋放戴

奧辛等有毒物質一直存在很大的爭議（教育部體育署，2013b）。合成橡膠跑道若

採用 TDI作為黏著劑，亦將造成毒氣體釋放之疑慮。紅土跑道、人工草跑道、瀝

青跑道、天然草跑道及煤渣跑道於陽光照射下，則不會產生有毒氣體。 

三、哲理環境面向 

（一）教育態樣 

    聚氨酯跑道及合成橡膠跑道為田徑隊訓練、體育競賽之專業跑道，最適合快

跑，亦適合慢跑，但仍以跑步為主要功能。瀝青跑道及煤渣跑道只適合慢跑，也

以跑步為主要功能。紅土跑道及天然草跑道除適合慢跑外，可提供學生遊戲、休

憩，更能結合環境教育或生態課程。舉例而言，花蓮縣玉里鎮大禹國民小學教師

在教授五年級國語第十三課《尊敬大地》時，讓學生赤腳踏上紅土跑道感受自然

的律動與大地的呼吸，並結合課程主題讓學生敘寫其觀察與感受。 

（二）生活結合 

    聚氨酯跑道、合成橡膠跑道及煤渣跑道誠如前述所言，以跑步為主要功能，

結合生活之程度較低。瀝青跑道雖也以跑步為主要功能，但平時周遭環境大多以

瀝青路面銜接建築物與地點，結合生活之程度較高。Petrović、Kebin 及 Ban（1995）

指出，體育課的大部分時間及放學後的時間大多接觸瀝青面材，是學校設施中最

常見的面材類型（引自 Marković et al., 2011）。紅土跑道、人工草跑道及天然

草跑道以遊戲、休憩或活動為主要功能，結合生活之程度較高。舉例而言，2014

年由臺南市仁德區虎山實驗小學、臺南市東山區吉貝耍國民小學、臺南市六甲區

嘉南國民小學、臺南市善化區善糖國民小學、臺南市新化區口碑國民小學（2016

年 8 月 1 日更名為臺南市新化區口埤實驗小學）、臺南市關廟區新光國民小學及

臺南市立龍崎國民中學等 7 所僅存草地跑道的學校組成「草地聯盟」，期望透過

舉辦「草地聯盟運動會」，宣揚綠色校園、永續發展的概念，讓校園呼吸、讓孩

子徜徉在生態校園環境中，也讓各界體驗在草地奔跑、運動、打球（臺南市政府

教育局，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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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管理環境層面 

（一）經費成本 

    選擇面材主要係根據田徑設施之使用情形及現有預算做考量（SAPCA, 2005）。

每座 200公尺跑道，其面積以 2000平方公尺作計算標準，PU跑道（空隙式）計

414萬元、紅土跑道（紅磚粉）計 204萬元、人造草皮（PP或 PE）計 380萬、合

成橡膠（國產 12mm）計 594萬元、天然草皮（標準）246萬元、天然草皮（簡易）

176 萬元（教育部體育署，2016）。瀝青跑道（厚度 15 公分）依前述標準估算，

約為 180萬元。煤渣跑道（厚度 15公分）依前述標準估算，約為 25 至 50萬元。

就此而言，合成橡膠跑道價位最高，聚氨酯跑道與人工草跑道價位次之，天然草

跑道、紅土跑道及瀝青跑道價位再次之，煤渣跑道價位最低。舉例而言，彰化縣

立埔鹽國民中學為合成橡膠跑道，於 2003 年完工啟用，當時工程費約 300 多萬

元，後續維護費亦相當可觀。 

（二）保養維護 

    聚氨酯跑道之保養維護方式包括維修跑道隆起處、處理積水及青苔、填補顆

粒及清洗跑道。紅土跑道之保養維護方式包括灑水、處理積水及青苔、拔草及檢

視土質鬆動與平整度。人工草跑道之保養維護方式包括處理積水及青苔、掃除斷

裂草莖及填充物及填貼人工草補強。合成橡膠跑道之保養維護方式包括清洗跑道

及吸水。瀝青跑道之保養維護包括清洗跑道、灑水及填補瀝青。天然草跑道之保

養維護方式修剪草及檢視土質鬆動與平整度。煤渣跑道之保養維護方式包括吸水、

檢視煤渣鬆動與平整度及填補煤渣。舉例而言，臺南市仁德區虎山實驗小學林勇

成校長提到，PU跑道雖然先進，但平均十年就要汰換，動輒 300萬元起跳，對學

校是一大負擔。因此，當虎山的 PU 跑道壞掉時，林校長索性不修了，趁勢發起

草地操場聯盟。林校長還笑說：「PU跑道壞了，學校籌錢補；草地壞了，老天幫

你補！」（陳芳毓，2015）。 

五、物理環境面向 

（一）運動安全 

    教育部體育署（2013a）調查高中職以下學校 PU、PP人工草、PE 人工草、合

成橡膠、沙（紅）土、瀝青及其他材質跑道之運動傷害現況，其結果顯示，以撞

傷及跌傷均為最常發生之運動傷害。教育部體育署（2013b）分析比較不同跑道

材質特性之差異。就「吸震力」而言，PU跑道及合成橡膠跑道佳，可做為長期選

333



 

手訓練或競賽用，亦適合慢跑用；紅土跑道僅適合慢跑（但當紅土硬化時則無吸

震力），不適合選手訓練或競賽用途（不抗釘鞋）；人工草跑道（PP/PE）僅適合

慢跑（吸震力需視草叢中沙或橡膠顆粒厚度或人工草下方之吸震泡棉而定），不

適合選手訓練或競賽用途（不抗釘鞋）。就「摩擦力」而言，PU跑道下雨天視保

養情況而定（若 PU 表面橡膠顆粒剝落磨平時則遇水則滑），晴天還好；紅土跑道

下雨天差（下雨天濘泥濕滑），晴天視保養情況而定（視土是否過份鬆動）；人工

草跑道（PP/PE）下雨天濕滑，晴天還好；合成橡膠跑道最佳。就「平整度」而

言，PU跑道及合成橡膠跑道佳；紅土跑道最差（除非經常維護，否則紅土易流失

走位而不平）；人工草跑道（PP/PE）較差（除非經常維護，否則草叢中沙或橡膠

顆粒易走位而不平）。Tessutti、Ribeiro、Trombini-Souza及 Sacco（2012）指

出，如果跑步者控制練習的量與密集度，在草地上跑步比起在較硬質的面材如瀝

青與水泥上跑步，可能可以減緩肌肉骨骼系統（musculoskeletal system）的總

應力（total stress）。就運動傷害與面材特性交叉分析，因撞傷為體育活動類

型所致，與面材不必然有關聯性，惟於何種面材之跑道跌傷，則與各種面材跑道

的吸震力、摩擦力及平整度較為相關。綜合言之，聚氨酯跑道及合成橡膠跑道安

全性高，人工草跑道安全性次之，紅土跑道安全性再次之。天然草跑道及煤渣跑

道之安全性介於聚氨酯跑道及合成橡膠跑道與紅土跑道之間。瀝青跑道摩擦力及

平整度雖佳，惟一旦跌傷，傷勢可能較為嚴重。舉例而言，臺中縣神岡鄉神岡國

民小學於 2009 年尚為瀝青跑道，學生於開學日在學校操場上跌倒，昏迷住院長

達半年。 

（二）吸熱程度 

    同一日照下，鋪面的溫度，柏油為 56.24 度，PU 為 47.5 度，沙地為 45.0

度，草地為 37.5度（林勇成，2015）。基本上，合成橡膠跑道面材與聚氨酯跑道

相近，其吸熱程度應為相近，人工草跑道亦為塑膠面材，其吸熱程度也相去不遠。

沙地則與紅土跑道較為類似，其吸熱程度較為相近。煤渣跑道面材是各類跑道面

材與瀝青跑道較為相似者，其吸熱程度可能較類似。天然草跑道則是各類跑道中

吸熱程度最低者。舉例而言，中國山東省濟南市官紮營小學鋪瀝青跑道，於艷陽

高照下，溫度勢必飆升，後續該校王式斌校長才澄清表示，跑道尚未鋪設完畢，

瀝青層為塑膠跑道基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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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地理環境面向 

（一）氣候狀態 

    天氣（weather）係指即時或當下大氣的狀態，並根據氣溫、氣壓、濕度、

風速與風向、雲層及降雨。氣候（climate）係指長時間大氣的狀態，如數年、

數十年、數個世紀或更長久（Exline, Levine, & Levine, 2006）。地球的氣候

是由陽光、海洋、大氣、冰凍圈、地表及生物圈之間複雜的交互作用所影響（Ebi, 

Mearns, & Nyenzi, 2003）。從風勢、降雨及陽光等層面分析。首先，就風勢而

言，紅土跑道及煤渣跑道遇颳風即會塵土飛揚，聚氨酯跑道、人工草跑道、合成

橡膠跑道、瀝青跑道及天然草跑道則較不受影響。其次，就降雨而言，紅土跑道

及煤渣跑道將泥濘不堪，天然草跑道亦會有泥濘之情形，人工草可能會有填充物

被沖刷之情況，聚氨酯跑道、合成橡膠跑道及瀝青跑道，則不會有泥濘之情形且

相較之下濕滑之程度較低。就陽光而言，如前述會影響溫度，惟在使用上影響不

大。舉例而言，輔仁大學為聚氨酯跑道，2012 年舉行的運動會時遇下雨仍如期舉

行，是為全天候跑道的一大特色。 

（二）社區營造 

    社區民眾也是學校跑道的使用族群，通常在跑道上會進行的活動為慢跑或休

憩。倘考慮使用者是年齡較長者的話，對於平坦的跑道之需求性較高，如此一來

聚氨酯跑道、合成橡膠跑道及瀝青跑道較符合其需求。表面舒適的跑道，對於社

區民眾而言，亦是社區民眾接受度較高者，基於此，人工草跑道及天然草跑道，

也符合其需求。惟紅土跑道及煤渣跑道對於社區民眾來說，接受度可能較低，一

來為整潔因素，二來不適合全天候。舉例而言，國立聯合大學八甲校區為合成橡

膠跑道，適合專業訓練與競賽，惟倘社區民眾有慢跑或休憩需求，亦開放提供其

使用。 

    前述從六大規劃面向析論與比較七種面材的學校跑道之特性，茲將其彙整臚

列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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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學校跑道面材的規劃面向一覽表 

面材種類 

規劃面向 
聚氨酯 紅土 人工草 

合成 

橡膠 
瀝青 天然草 煤渣 

心理環境

面 向 

色彩感受 多 元 單 一 多 元 多 元 單 一 單 一 單 一 

人際互動 可能較低 可能較高 可能較高 可能較低 可能較低 可能較高 可能較低 

生理環境

面 向 

衛生整潔 最整潔、 不整潔、 整 潔 、 最整潔、 最整潔、 整 潔 、 不整潔、 

健康無毒 
無毒或有

毒 
無 毒 無 毒 

無毒或有

毒 
無 毒 無 毒 無 毒 

哲理環境

面 向 

教育樣態 

快跑或慢

跑、田徑

隊訓練、

體育競賽 

慢跑、遊

戲、環境

教育或生

態 課 程 

慢跑、遊

戲 

快跑或慢

跑、田徑

隊訓練、

體育競賽 

慢 跑 

慢跑、遊

戲、環境

教育或生

態 課 程 

慢 跑 

生活結合 較 低 較 高 較 高 較 低 較 高 較 高 較 低 

管理環境

面 向 

經費成本 較 高 較 低 較 高 最 高 較 低 較 低 最 低 

保養維護 

維修跑道

隆起處、

處理積水

及青苔、

填 補 顆

粒、清洗

跑 道 

灑水、處

理積水及

青苔、拔

草、檢視

土質鬆動

與平整度 

處理積水

及青苔、

掃除斷裂

草莖及填

充物、填

貼人工草

補 強 

清 洗 跑

道、吸水 

清 洗 跑

道、灑水、

填補瀝青 

修剪草、

檢視土質

鬆動與平

整 度 

吸水、檢

視煤渣鬆

動與平整

度、填補

煤 渣 

物理環境

面 向 

運動安全 安全性高 安全性中 安全性中 安全性高 安全性低 安全性中 安全性中 

吸熱程度 吸熱居中 吸熱居中 吸熱居中 吸熱居中 吸熱較快 吸熱較慢 吸熱較快 

地理環境

面 向 

氣候狀態 
適合全天

候 

不適合雨

天、風吹 

不適合雨

天 

適合全天

候 

適合全天

候 

晴天佳，

雨天尚可 

不適合雨

天、風吹 

社區營造 較 高 較 低 較 高 較 高 居 中 較 高 最 低 

資料來源：研究者彙整 

肆、結語 

    當前國內各教育階段的學校鋪設聚氨酯跑道之運動風起雲湧。教育部體育署

（2013a）調查高中職以下學校總計 4,005 校，實際回收 3,022 校，有效樣本數

3,022 校，經調查發現，高中職以下學校現有跑道以 PU 材質 1,805 校（59.7%）

最多。再者，部分社會大眾及學生家長，甚至學校人員，尚有聚氨酯跑道及合成

橡膠跑道較為先進，紅土跑道、瀝青跑道及煤渣跑道較為落後之刻板印象

（stereotype）與迷思（myth）。反觀，歐美、日本及澳洲等先進國家的學校，

大多不使用聚氨酯跑道或操場，而是保留一大片天然草坪或沙土空地，實兼顧適

切性（adequacy）、舒適性（comfort）、效率性（efficiency）及安全性（safety），

值得國內省思。最後，因各類型跑道各有其適用條件與適用範圍，並無絕對好與

絕對不得使用之跑道面材，各校可衡量各規劃層面後，並考量各教育階段學校的

人事時地物等背景因素，選用最適合學校發展的運動跑道面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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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大學設施規劃初探 

吳珮青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摘要 

    日本對於國立大學設施的規劃與改善，從計畫的制定、執行、檢討以及調查

研究等著墨甚深。首先，在設施的規劃方面，有 2013 年 9 月發布《國立大學等

校園規劃指針》及 2014 年 7 月發布《國立大學等施設設計指針》為參考；在設

施的檢討與調查研究，有自 2008 年起的「國立大學法人機構的未來之研究與會

議」與 2009年起的「國立大學法人等設施管理與改善研究小組會議」；而在設施

的改善方面，可追溯至由文部省大臣官房文教施設部，於 1994 年制定之《國立

學校設施改善計畫指針》及 2001 年文部科學省提出的《國立大學等施設緊急整

備 5 年計畫》。本研究從日本國立大學設施規劃的規範、國立大學的設施研究與

檢討及國立大學的設施改善計畫論述之。 

 

關鍵詞：大學設施規劃、大學設施改善 

 

 

 

 

 

 

 

 

 

 

 

 

 

342



壹、 前言 

日本對於國立大學設施的規劃與改善，從計畫的制定、執行、檢討以及調查

研究等著墨甚深。首先，在設施的規劃方面，有 2013 年 9 月發布《國立大學等

校園規劃指針》及 2014 年 7 月發布《國立大學等施設設計指針》為參考；在設

施的檢討與調查研究，有自 2008 年起的「國立大學法人機構的未來之研究與會

議」與 2009年起的「國立大學法人等設施管理與改善研究小組會議」；而在設施

的改善方面，可追溯至由文部省大臣官房文教施設部，於 1994 年制定之《国立

學校設施改善計畫指針》及 2001 年文部科學省提出的《國立大學等施設緊急整

備 5 年計畫》。以下茲從日本國立大學設施規劃的規範、國立大學的設施研究與

檢討及國立大學的設施改善計畫論述之： 

 

貳、 日本大學設施規劃的規範 

日本大學設施規劃之規範，主要以《國立大學等校園規劃指針》及《國立大

學等設施設計指針》為參考標準。《國立大學等校園規劃指針》於 2013 年 9月，

由文部科學省大臣官房文教施設企劃部發布。該指針係日本為因應少子女化、高

齡化與快速變化的社會、大地震的發生以及社區的衰落，將國立大學法人之目標

設定為可持續發展與促進社會活力，從加強大學的功能、因應全球化、與當地社

區與各行各業合作，開啟大學的積極作用。該指針從校園的設施規劃思考，重新

評估並與時代發展趨勢結合，希望能提高大學的質與量功能，並向社會開放；另

外對於全球化與環境的問題，認為大學亦扮演緊急救災，成為不僅是師生使用，

且能做為保護當地居民在生活上持續運作的重要角色。值基於此，《國立大學等

校園規劃指針》的作用在於，為滿足國立大學被期待能擴大並發展多樣化的功能，

因此校園透過豐富且有長遠的總體規劃，能充分利用並成為支持教育與研究的重

要場域（文部科学省大臣官房文教施設企画部，2013）。 

《國立大學等設施設計指針》，於 2014年 7月，由文部科學省大臣官房文教

施設企劃部發布。該指針起因於 2013 年首相安倍晉三提出「日本復興戰略」與

「教育振興基本計畫」，文部科學省基於兩項政策，提出「國立大學改革計畫」，

旨在強調國家雖然進步，但全球化、人口老化、社會經濟條件的快速變化，國立

大學應該具有「將優勢與特色重點化」、「全球化」、「創新」與「人力資源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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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功能；國立大學的改革，又以「設施」為重要的議題，《國立大學等設施設計

指針》即特別強調設施的維護、安全、延長使用年限、高效設施管理與節約能源

等議題，是推動教育與研究發展的重要參考（文部科学省大臣官房文教施設企画

部，2015）。 

以下茲分別介紹《國立大學等校園規劃指針》及《國立大學等設施設計指針》

之規範重點： 

一、 《國立大學等校園規劃指針》的內涵 

《國立大學等校園規劃指針》之內容主要分為三章，分別為「校園的基本作

用和功能」、「校園發展的目標」與「未來的校園規劃」，茲分述如下（文部科学

省大臣官房文教施設企画部，2013）： 

（一） 校園的基本作用和功能 

校園的基本作用與功能，有「支持大學的角色」以及「代表學校的象徵」。

校園作為「支持大學的角色」，有「支持教育和研究活動」、「鼓勵全人格的形成」

與「向社會開放」三個作用，分別說明之： 

1. 支持教育和研究活動 

指大學作為探討真理的學術中心，是學生學習專業知識的重要場域，透過高

品質的教學研究環境，支持教育與研究活動，以提高學生的專業學習與進行高層

次的學術研究是必要的。 

2. 鼓勵全人格的形成 

係指大學教育，不只有獲得技能與知識的目的，更是為使學生能全人發展。

在校園裡，學生與教職員的素質、能力與興趣皆不同，透過空間的規劃，讓團體

與個人在不同的活動中交流，促進學生發展人格，形成不同的角色與功能是必要

的。 

3. 向社會開放 

大學，對學生具有教育和學術研究的功能，對社會亦扮演重要角色，如提供

終身學習教育（辦理公開的講座）、在緊急災害時作為防災的中心區域，因此，

校園對社區與各行各業，應作為發揮開放性、提升公共性與促進社會性的交流互

動空間。 

其次，校園亦作為「代表學校的象徵」，有「代表大學的特色」、「促進交流」

與「歷史的更迭」的三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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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代表大學的特色 

每所大學的設立規劃，應考量其理念與特色、特點，並因應該地區的氣候或

地形，在校園裡的場地與景觀中展現。校園的功能，係透過校園空間的規劃、肖

像的設立等，打造大學的個性化與獨特性，並繼續承載其發展的歷史，彰顯大學

的特色。 

2. 促進交流 

因應時代的變遷，日本與國際社會的交流更為複雜，大學扮演使交流更為順

暢的角色，透過校園的規劃，促進歷史、文化、宗教、習俗，人與人之間的溝通、

理解與尊重是必要的；因此，大學的規劃，要考量人的空間與管線的配置，室內

和室外等公共場所的規劃，加強豐富與促進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校園的功能，透

過會議室、討論空間等的提供，讓學生、教師、團體或利益關係者之間能夠有討

論、交流、互動與發想等空間是必要的。 

3. 歷史的更迭 

大學作為地方創造與傳承知識的角色，鑑往知來的空間是必要的，校園的規

劃應能傳承該地區的歷史與傳統，並能持續向未來發展，讓校園空間形成能跨代

共享的功能。 

（二） 校園發展的目標 

  《國立大學等校園規劃指針》中將校園發展的目標，定位為「提高校園的品

質」與「實現開放式校園」，前者透過「增加校園的作用與功能」、「充實學習環

境」、「強化國際競爭力」與「形塑安全校園」來達成，後者透過「活用公共空間」、

「促進區域振興」與「負擔社會責任（如防災、與社區結合）」來實踐，茲分述

如下（文部科学省大臣官房文教施設企画部，2013）： 

  為達成「提高校園的品質」之目標，《國立大學等校園規劃指針》提出四個

方向： 

1. 增加校園的作用與功能 

國立大學因站在考量其社會角色的基礎上，並了解學校的個殊性，增強校園

的作用與功能，評估學校的現況與趨勢，持續強化之。 

2. 充實學習環境 

社會需要複雜且多樣化的人力資源，因此豐富學生的學習環境，以促進學生

能主動學習、思考，利用公共空間讓學生能靈活運用，是校園發展的重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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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強化國際競爭力 

國立大學以擴大研究與高品質的教育，吸引更多國際人才為目標，因此從全

球化的角度來看，打造國際校園，以持續發展國際創新與全球人力資源，是重要

的發展方向。 

4. 形塑安全校園 

為使教育與研究活動能在穩定、安全的校園中進行，校園的規劃應做好設

施的規劃、維護與整修。  

  

為落實「實現開放式校園」的目標，《國立大學等校園規劃指針》提出三個

方向： 

1. 活用公共空間 

校園作為地區的文化中心，應與地方的特色與優勢結合，如成為公眾能使

用與辦理各項活動的開放空間；校園的綠地、景觀和設施能與地方結合，讓校

園地方城鎮發展的重要資源。另外校園的規劃亦可發揮社會作用，如成為防災

中心，作為地區的緊急避難場所。 

2. 促進區域振興 

社會經濟結構的轉變與進展，關鍵亦在校園的規劃，國立大學應扮演地方

終身學習的重要角色，與當地居民與社區有交流、互動與合作，使學校所在地

成為能持續發展的地方，並且透過校園的規劃，促進區域再生。 

3. 負擔社會責任（如防災、與社區結合） 

國立大學透過學術研究，協助社會減災、防災，促進校園與環境的改善，

為社會負起主導的作用。 

（三） 未來的校園規劃 

對於未來的校園規劃，《國立大學等校園規劃指針》針對校園規劃的「基本

思路」與「注意事項」，提出幾點看法（文部科学省大臣官房文教施設企画部，

2013）： 

1. 校園的基本思路 

在「校園規劃的基本思路」，首先需發揮校園創意，其次是要能透過策略、

合作、工程與空間做為發揮創意的基礎。 

在發揮校園創意方面，日本在經歷了劇烈的社會變革和大地震，為了繼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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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的動態社會之目標，以及國立大學等為了在嚴峻的財政狀況下持續發

展，國立大學在其特色的基礎上，滿足社會角色的期望，提升學校的品質，並向

社會開放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對於校園規劃的基本思路，國立大學應考量校園

從過去到現在長遠發展的歷史，並對於未來的發展能夠透過智慧與想法的蒐集，

豐富校園整理的規劃與落實，擴大發揮校園的創造性。 

而在創造性發揮的基礎，從「策略」、「合作」、「工程」與「空間」，四個角

度來看：在「策略」上，應重新評估現有的校園情況，包括特色、社會角色，以

規劃具創意的校園環境；在「合作」上，需改善校園的功能，與政府、大學成員、

校友、當地居民、公司等建立合作關係；在「工程」上，應向內外部利益關係者

說明校園整體規劃，考慮優先順序，逐步改善校園；最後在「空間」上，校園規

劃具有支持大學的作用，故考量其教育和研究、學校特色、歷史背景等是重要的。 

2. 校園規劃的注意事項 

校園規劃是大學發展的重要工作，《國立大學等校園規劃指針》指出規劃應

注意事項有四點，包括「教育研究的活化」、「與當地社區和社會共生」、「可持續

校園的實踐」及「確保安全和校園安全」。 

第一，在「教育研究的活化」方面，國立大學應確保高品質的教育與研究環

境，並強化公共空間。也就是說，隨著教育與研究活動日益的複雜與多樣化，確

保校園的環境能促進智力創作活動與資產非常重要；從國際競爭力的角度來看，

為持續擴大研究與高品質教育，保證校園環境能與國外大學教育與研究環境較量，

是相當重要的。 

未來校園的規劃，應使空間能夠靈活運用與變化，包括校園能與周邊環境合

諧共處、注重師生能促進交流討論的公共空間之規劃，並能成為該地區城鎮發展

的重要資源；透過校園的整體規劃與重視審查機制，並向利益關係者說明；加強

空間與設施的整合、有效運用與管理，並有多媒體教材，提供具互動性的教研課

程，建立通訊系統等，都是活化教育研究空間的方式。 

第二，在「與當地社區和社會共生」方面，強調合作基地的形成，與景觀的

形成。大學的教育與研究活動，應能促進該地區的振興，結合大學與區域的力量

與各種資源，形成一個系統，如校園的設施與景觀，應考慮與周圍建物之相融性、

校園規劃執行時可結合當地的特色優勢，發展合作關係，如使用當地生產的木材、

使校園成為地區的知識、文化傳承與發展之樞紐、作為防災的資源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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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要達成「可持續校園的實踐」，應考慮全球環境、現有資源與策略管

理。為使教育與研究活動能穩定與持續推展，充分維護與利用現有資源（節能節

源），主動減少對環境的影響，如透過通風、雨水回收或是自然採光等校園的天

然環境特性，與自然環境和諧相處，並期能引進再生能源，是未來校園規劃的重

要方向。另外，現在的校園，面臨設施與管線老化的問題，大學雖擁有廣大的土

地，但如何提升其維護效率，應從管理與操作著手，有因應策略。 

第四，為「確保安全和校園安全」，應確保使用者能有健康的環境、考慮使

用者的多樣性，以及安全。為了讓學生與研究人員，能在健康的環境進行教育與

研究活動，可考慮提供健康的戶外空間，如綠地 池塘等；校園環境應考慮不同

的使用者，因此對於無障礙設施、與通用設計應特別重視；在夜間或假日，校園

在人為的安全與預防犯罪的措施，天然災害如地震、大雨、洪水、海嘯等預防，

做為倉庫、抗震、管線與訊息基礎的傳遞之防災中心，也需注意。另外，在人的

行進與貨物裝卸，應能保障校園內行人、自行車、汽車等的安全運輸，例如車輛

的管制、噪音與位車位的位置與規模管理與運作，均建議在未來校園的規劃時，

能納入總體考量。 

二、 《國立大學等設施設計指針》的內涵 

《國立大學等設施設計指針》之內容主要分為四章，分別為「設計的基本思

路」、「教育和研究空間的優化」、「設施水準的提升」及「設計過程」，茲分述如

下（文部科学省大臣官房文教施設企画部，2015）： 

（一） 設計的基本思路 

國立大學為達成教育與研究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在設施的設計規劃上，應根

據實需與挑戰，確保必要的設施性能，讓管理者與使用者能達成共識，最重要的

是要能促進學生與研究人員安心使用，因此在設施的規劃上應注重使用年限的延

長、低碳、提供安全穩健，且優化的教育與研究設施。《國立大學等設施設計指

針》中，提出三個設計的基本思路：   

第一是「教育和研究空間的優化」，設施在規劃時，應考慮到智力生產率的

提高，如學生和研究人員，重視教育和研究空間的優化；透過創造戶外交流的空

間，使教育和研究活動能在舒服和有效的環境中進行，並靈活的運用；安全的設

施，讓學生和研究人員可以放心地使用。 

其次為「設施水準的提升」，重點在改善設施的水準，以符應社會需求；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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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設施的災難防範功能，與預防事故及犯罪；延長設施的使用年限，與注重景觀

等。 

第三為「設計過程的改進」，國立大學考量設施使用的年限，重視最低成本

能產生最大的效果，希望能妥善利用國家稅收，從初其的投資成本（如工程造價、

設施設備成本、家具費用等），以及始用成本（如維護成本、水電費用、清潔費

用等）都需納入總體考量。 

（二） 教育和研究空間的優化 

教育和研究空間的優化，有三點需注意，第一為「促進交流」，考量學生和

研究人員的學術活動，與因應創新及全球化交流，校園的設計應能提供學生與研

究人員交流、討論的空間；第二為「考慮到舒適和方便」，強調從通用設計的角

度來看，讓使用者可以順利使用，達到舒適和方便；第三為「確保變異」，因應

教育和研究活動的變化，小規模的改造或修復，在短時間內有相對應的更新和擴

建，及充足實驗設備等。 

《國立大學等設施設計指針》在此部分，針對不同的空間，設計時應注意的

事項也有所不同，以下從大學功能的角度、空間的配置、考慮環境和設備性能以

及操作面向，分述之： 

1. 交流的空間 

從大學功能的角度、空間的配置、考慮環境和設備性能以及操作面向，來

看交流空間在設計時應注意事項有：（1）大學功能的角度：校園的設計應能培

養開放的氛圍，提供訊息交流與共享的機會。（2）空間配置的角度：注意空間

規模和可變性，可以對各種交流作出回應；空間配置和家具的安排，能鼓勵相

遇和交談；設施規劃應具服務功能，如咖啡館和綠化等之結合。（3）環境與設

備性能考量：設施應考量訊息的溝通與技術，以及依展覽和會議等不同性質規

劃，如根據預期的使用規劃照明設備的配置，以及注意隔音的效果。（4）操作

面向的考量：注意學校在公共設施的使用與維護；家具的佈置應考慮設計與功

能；另外，如服務機構的設立，如清洗等，設計時可納入考量。 

2. 主動支持的空間 

從大學功能的角度、空間的配置、考慮環境和設備性能以及操作面向，來看

主動支持的空間在設計時應注意事項有：（1）大學功能的角度：提供學生電子訊

息或印刷資料等資源，讓學生能夠透過各項資源進行主動學習。（2）空間配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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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注意空間的大小與可變化性，以容納多功能的使用模式；保持安全與適度

的距離，以維護方便性與隱私。（3）環境與設備性能考量：提供 ICT應用環境；

依據可能預期的使用方式提供照明設備；可慮到自學與討論的需求，進行隔音的

設計與配置。（4）操作面向的考量：空間的使用與維護之規定應能公告周知；空

間應能確保能容納家具；家具的佈置應考慮設計與功能；另外，如服務機構的設

立，如清洗等，設計時可納入考量。 

3. 講座的空間 

從大學功能的角度、空間的配置、考慮環境和設備性能以及操作面向，來看

講座的空間在設計時應注意事項有：（1）大學功能的角度：對應不同教師的教課

形式。（2）空間配置的角度：注意空間的大小與可變化性，以容納多功能的使用

模式；講座應注意其吸音性與隔音。（3）環境與設備性能考量：提供 ICT環境與

AV 設備；能注意環境的控制，如多人時使用時空調、通風與照明設備之設計。

（4）操作面向的考量：ICT設備講座時很常運用的工具，應注意維護，並考量使

用規則與機制，提高使用率；設計的規劃能考慮家具的配置。 

4. 實驗和研究的空間 

從大學功能的角度、空間的配置、考慮環境和設備性能以及操作面向，來看

實驗和研究的空間在設計時應注意事項有：（1）大學功能的角度：能提供研究人

員之間訊息共享、熱烈討論、自由交換意見，促進共同研究的設計。（2）空間配

置的角度：空間的大小可因應研究內容與實驗的性質調整；能有與實驗和研究活

動對應的固定工作區與；能確保安全的疏散通道；工作狀況具有可視性。（3）環

境與設備性能考量：注意設備能易於維修；空調與通風的設置應特別注意，以維

持良好的室內實驗與研究環境。（4）操作面向的考量：設備能有及機與適當的維

護；基於安全與健康的考量制定使用的規定；考量設計的功能；提供共享的空間，

讓設施能夠共同使用，並鼓勵意見的交流。 

5. 教師的空間 

從大學功能的角度、空間的配置、考慮環境和設備性能以及操作面向，來看

教師的空間在設計時應注意事項有：（1）大學功能的角度：促進各院系教師之間

的合作；通過訊息的共享，促進研究人員之間的討論、意見交換與共同研究。（2）

空間配置的角度：確保研究的內容與組織變化的變異性；空間能在保有隱密性同

時亦能開展獨創性，鼓勵教師間的交流。（3）環境與設備性能考量：提供 ICT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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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並確保環境是可控制的，如空調、通風設備與照明設備等。（4）操作面向的

考量：能提供共享舒適的空間，其使用的規定與維護能周知；教師能享有隱私的

空間；設計能考慮功能與家具的佈置；通過提供共享的空間、共同使用設備，鼓

勵教師間意見的交換。 

6. 救災的空間 

從大學功能的角度、空間的配置、考慮環境和設備性能以及操作面向，來看

救災的空間在設計時應注意事項有：（1）大學功能的角度：確保災難發生時，學

生與人員等的安全；使學校成為緊急避難所，具維護的功用，成為防災中心區域。

（2）空間配置的角度：設計時注意結構的抗震安全、預防物品的掉落、預防跌

倒等。（3）環境與設備性能考量：注意設施可以進行緊急廣播、通訊設備及照明

設備；電力系統應有獨立的太陽能發電設施或風力發電設備等；應假設災難發生

在冬天能有取暖設備；廁所和臨時廁所等設置。（4）操作面向的考量：建立疏散

或實施的危機管理的手冊，並進行培訓，以確保安全；確認防災儲備的情況；對

災難發生時，其應變中心、訪問、物品儲藏空間等安排，應在設計時加以注意。 

（三） 設施水準的提升 

  《國立大學等設施設計指針》中，就設施水準的提升，提出「安全的設施環

境」與「環保設備的轉換」兩項重點，前者應加強設施的防災功能、關注事故預

防及預防犯罪；後者強調延長設施使用年限、促進能源和資源節約、使用生態／

再生材料，及考慮景觀。 

國立大學為提供「安全的設施環境」，首先應針對當地的地理條件、氣候特

點，制定防災計畫與業務連續性計畫，對於未來可能發生的災難，針對設施與危

險品採取必要的安全措施，特別是學生與教職員相關的設備維修。因應東日本大

地震，大學成為重要的救災空間，需能提供緊急電源與水等，提前討論與地方政

府配合，在災害發生期間國立大學所扮演的角色；另外在設施的抗震，應確保結

構的穩固、實驗室設備的固定、災難發生時的照明設備、逃生路線指引等。 

其次，為了防止設施的事故發生，應就事故發生的原因進行了解，並採取必

要的措施，例如實驗室為了防止有害氣體的外漏，應考慮實驗室的設備配置與設

計、空氣流動的規劃，特別注意使用者的安全。  

再者，國立大學如健身設施、圖書館等開放空間，有大量的學生與教師使用，

因此確保使用者的安全、避免設施設備被盜、預防人員傷害，應加強設施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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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安裝監視系統。 

而在「環保設備的轉換」方面，設施水準的提升，應定期檢討設施設備使用

年限，考量設施的負載與耐震、維護陽台、更新管道以延長設施使用年限；促進

能源和資源節約，如導入自然換氣；建材使用生態／再生材料；與注重景觀，即

使設施的外觀設計能與外部環境能和諧一致。 

（四） 設計過程 

校園的設施規劃，設計過程是相當重要的一環，《國立大學等設施設計指針》

中，清楚將設計的各個階段，包括企劃、基本計畫、基本設計、執行設計、施工

及運用等，明確說明各程序的目的、產量、決定與推進機制，詳表 1及表 2。 

1. 企畫 

企畫階段的目的，在對於設施建設所需的校園進行總體規劃，管理層級可以

就適當的決定要優先啟動的事項；企畫的提案中要描述學校的宗旨，將預計的設

施規模、位置、進度與大致的費用（初始成本、運行成本、搬遷費用等）之影響

等納入說明，例如設施的大小與配置，應考慮到功能的整合，並符合法規。 

2. 基本計畫 

基本計畫的目的，在提出基本的方針，確定所需設施的性能，以固定設施的

規模。基本設計階段，應根據使用者（如學生、教師、相關企業）、設備管理人

員、設備維修人員（設計、施工、電氣設備、機械設備、維修等）、防災人員、

健康和安全管理人員等，建立一個支持系統，以團隊組織的方式，讓設計的過程

透明化，透過團隊的決策與規劃，並納入當地居民與校外專家的參與。 

基本計畫應依所處的條件與需求進行調查，如對教育研究基本方針的影響、

校地條件、設施規模、位置、必要的空間、工作期程、大概的費用（初始成本、

運行成本、搬遷費用等）等，依此制定基本計畫，同時也應將設計規劃的訊息傳

遞給當地政府和企業，爭取與獲得當地居民的理解與校外合作的支持。 

3. 基本設計 

基本設計的目的，在根據基本計畫，於法律、法規、設計上，考慮對技術的

挑戰，修改設計內容，另外此階段在加強人員的技術能力與業務量等，建立一個

系統是非常重要的。基本設計階段還需發展出「基本設計書」，其內容包含：基

本方針（如設計概念）、基本設計圖紙（如：設計概述、佈局、平面圖、立面圖

及剖面圖等）、各類計畫（如：部署計畫、外觀設計規劃、分區規劃、動線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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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局規劃、橫斷面規劃、結構規劃、防災計畫、安全計畫、電力設備計畫、機械

設備計畫、整理計畫、外結構計畫、家具配置計畫、成本計畫等）及業務調度等。   

基本設計書，應考量各種技術的標、維護的方法、操作方法、設施的生命週

期成本等，就每一個方案的初始成本（項目成本、附屬設備的費用、家具費用等）

和運行成本（維護保養成本、電、熱和水的費用、清洗費用等），也應有相關的

計畫，以逐步進行與檢核每個環節。 

4. 執行設計 

執行設計係依據基本設計，計算所需的建設成本，創建各種報表，並考慮設

計的實施，如需改變基本設計，則需按照學校的程序，修改基本設計書。 

5. 施工 

設計圖大多被假定為能夠體現結構的重要文件，因此在施工階段強調設計內

容能正確的具體呈現，設計理念能傳達給施工者、確認設施性能等。另外，對於

設備性能的確認，也是施工階段的重要工作，此時期應確認與調整相關的設計，

與採購的製品，隨時調整，以符應教育與研究空間的需求。值得一提的是，施工

階段應對每個階段如有改變的地方，應記錄保存。 

6. 運用 

運用階段的目的，最重要的是要保留基本計畫、基本設計書、施工圖、交付

製造商名單、進程等文件與資訊，做為未來管理、操作、維修與翻新之參考；另

外，也建議在設施使用後，進行調查分析，了解設施對於使用者的滿意度如何，

將評價回饋做為下一次計畫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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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企劃、基本計畫及基本設計的設計過程 

 

資料來源：文部科学省大臣官房文教施設企画部（2015）。国立大学等施設設計

指針。取自   

http://www.mext.go.jp/a_menu/shisetu/eizen/__icsFiles/afieldfile/

2014/07/08/1349007_0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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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執行設計、施工與運用的設計過程 

 

資料來源：文部科学省大臣官房文教施設企画部（2015）。国立大学等施設設計

指針。取自   

http://www.mext.go.jp/a_menu/shisetu/eizen/__icsFiles/afieldfile/

2014/07/08/1349007_002.pdf 

綜言之，日本對於國立大學設施的計畫，由國家提出相關的發展方向，因應

時代的變遷與趨勢，透過設施的規劃，支持大學在教育與研究上的發展；從大學

發展的需要與需求，來分析設施設備的改善方向，制定相關的指針，有助於引導

大學設施規劃之運作。 

 

參、 國立大學的設施的研究與檢討 

日本對國立大學的設施研究與檢討，主要有 2008 年起的「國立大學法人機

構的未來之研究與會議」與 2009 年起的「國立大學法人等設施改善研究小組會

議」，茲說明如下： 

一、 國立大學法人機構的未來之研究與會議 

2008年 12月 25日，日本內閣官房長決定迄 2011年，每年進行對於有關提

升國立大學法人機構的未來之研究與會議。研究的目的有三，包括：1.透過國立

大學的合併，進一步推展多樣化和個性化的教育和研究、2.國立大學為支持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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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研究活動之角色，應重視因應現代的教育和研究的需要等重要基礎與設施，以

及 3.為處理財政的問題，有必要了解國立大學法人設施的未來發展之基本思路；

研究的事項，包括：1.在國立大學法人設施建設未來的促進措施、2.對於國立大

學法人機構的未來的管理和運作，以及 3.其他。對於國立大學法人機構的研究，

在該次的規劃中，亦確認學者專家在前述研究事項之獨立研究，但有必要時能成

立小組委員會，以獲得相關利益者之合作（文部科学省，2011 年 3 月 31 日）。

此一波的研究規劃，於 2010年 4月 8日及 2011年 3月 31日亦有做部分的修定。 

2014 年 2 月，對於有關提升國立大學法人機構的未來之研究，開啟第 2 波

的研究規劃，並在同年 7 月 22 日部分修正，研究目的轉為：為促進國立大學的

強化、因應全球化，大學教育開始有質的蛻變，並強調加強與當地社區和行業合

作，是教育和研究活動的基礎；對於教育的設施之迫切需要與繼續加強上，應重

新評估並依據實需充分利用，並加強防災功能、延長基礎設施的壽命；面對嚴峻

的財政形勢挑戰，應開展中期對於國立大學法人機構的未來發展長期支持措施的

研究。研究事項精簡為二：1.在國立大學法人設施建設未來的促進措施，以及 2.

其他（文部科学省，2014 年 7 月 22 日）。值得注意的是，從 2014 年起的研究，

開始針對《國立大學法人等施設整備 5年計畫》之實施情況與成效做分析，並據

此對於未來及次一期的 5年計畫，提出未來的規劃意見。 

二、 國立大學法人等設施管理與改善研究小組會議 

2001 年日本教育設施科制定「國立大學法人設施改善舉行的審查會議」之

規定，其組成之小組審查下列事項，包含：1.國立大學按照基礎設施發展計劃（草

案）的政策；2.有關的設施改善事業（草案）的標準；3.國立大學設施改善費用

的預算申請；4.國立大學法人設施的維護成本計劃的業務；5相關設施改善的實

施或其他審議事項，設施審查委員會將報告調查教育設施規劃部門的結果，此規

定歷經 2002 年至 2005 年每每 1 次的部分修訂，及 2006 年與 2008 年各 2 次修

訂，於 2008年 12 月 18日生效。（大臣官房文教施設企画部計画課，2008）。 

2009 年全國高校研究小組根據「國立大學法人設施改善舉行的審查會議」

規定，制定「國立大學法人等設施管理與改善研究小組」，該小組之組成共 9人，

包括國立大學校長、有校長經驗者 2人、大學研究所專家 1人、人文和社會科學

專家 2 人、自然科學專家 1 人 、大學醫院管理專家 1 人、和私營公司高階主管

1人、新聞工作者 1 人。其組成目的，為確保國立大學法人機構發展的透明性與

356



客觀性，審議有關國立大學的設施項目的實施，自 2009 年起每年召開多次的會

議， 2016年當年度就召開 3次會議，提出 4項報告，分別為「2017 年國立大學

法人等設施改善的方向」、「2016年國立大學法人等設施改善事業的選擇」、「2016

年國立大學設施改善事業的補充預算審查」及「2017 年國立大學等設施改善事

業的預算審查」（大臣官房文教施設企画部計画課，2009；文部科学省大臣官房

文教施設企画部，2016）。 

綜言之，日本對於國立大學設施的相關規劃，係經過專業的研究、調查與檢

討，由專業的人事組成團隊，並有定期的召開相關會議，其成果不僅能公開，亦

落實於各項相關未來計畫的規劃中。 

 

肆、 國立大學的設施改善計畫 

2001年 3月 30 日，日本第二次科學技術基本計畫，由內閣批准，為國立大

學基礎設施建設的科學和技術推廣的發展，將學校等設施的老化、狹窄等，視為

國家最重要的問題；據此國立大學如設施的發展，開始注重改善研究發展的狹窄

地方，希望提供優秀的教育和研究環境，日本文部科學省首次提出《國立大學等

施設緊急整備 5年計畫》，針對國立大學法人等設施，提出為期 5年（2001年至

2006年）的改善計畫。 

5年計畫考量國立大學設施的老化與功能因年久使用的耗損、研究生與國際

學生的增加，為使學術研究和人力資源開發能獲得良好的發展，期能透過改善現

有設施為日本的高等教育重點規劃與發展重點，確保未來的教育與達成世界一流

的研究之目標。（文部科学省大臣官房文教施設企画部，2001 年 4 月 18 日；文

部科学省大臣官房文教施設企画部，2013）。以下兹整理 4次設施改善計畫重點： 

第 1次《國立大學等施設緊急整備 5年計畫》於 2001年至 2006 年執行，以

大學改革，整體規劃，讓設施具有效率、更為靈活為主要改革目標，規劃 1 兆

6,000 億日圓的經費，分別處理「優先的改善目標」共約 210 萬 m2 （達成率為

101％），其中包括淘汰大學院的狹隘處，約 120萬 m2（達成率為 99％）、卓越研

究據點的提升，約 40萬 m2 （達成率為 92％），及附屬醫院，約 50 萬 m2（達成率

為 114％）；另外還有老舊設施改善約 390萬 m2 （達成率 54％），總體第 1次的 5

年改善計畫，目標改善約 600 萬 m2，達成率為 71％（文部科学省，2014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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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 

第 2次《國立大學等施設緊急整備 5年計畫》自 2006年至 2011 年，為進一

步推動設施管理和維護新技術，進行制度的改革，規劃 1兆 2,000 億日圓經費，

分別處理「教育研究基礎的再生」共約 480萬 m2 （達成率為 88％），其中包括老

舊設備再生的改善，約 400萬 m2（達成率為 85％）及狹隘的淘汰改善，約 80萬

m2（達成率 101％）；另外還有大學附屬醫院的再生，約 60萬 m2 （達成率 114％），

總體第 2 次的 5 年改善計畫，目標改善約 540 萬 m2，達成率為 91％（文部科学

省，2014年 5月 22 日）。 

2011 年啟動的第 3 次 5 年計畫，名稱修訂為《國立大學法人等施設整備 5

年計畫》，於 2011 年至 2016 年執行，為進一步推動制度的改革，利用設施管理

和多元化的籌資機制發展，規劃 1兆 1,000億日圓經費，針對老舊設備改善的改

善，約 400 萬 m2、狹隘的淘汰的改善，約 80 萬 m2，及大學附屬醫院的再生，約

70 萬 m2，總體第 3 次的 5 年改善計畫，目標改善約 550 萬 m2，達成率為 75%。

（文部科学省，2014 年 5月 22日；大臣官房文教施設企画部計画課整備計画室，

2016年 3月 22日） 

  2016年起規劃第第 4次《國立大學法人等施設整備 5年計畫》，執行期間為

2016 年至 2020 年，主要改革方向在確保高品質、安全教育和研究環境，規劃 1

兆 3,000億日圓經費，在安全的教育與研究環境的基礎上發展的改善，約 475萬

m2、狹隘的淘汰的改善約 40萬 m2，及大學附屬醫院的再生，約 70 萬 m2，總體第

4 次的 5 年改善計畫，目標改善約 585 萬 m2（文部科学省，2016），各次改善計

畫整理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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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國立大學法人等施設改善 5年計畫 

計畫 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 第 4次 

時間 2001年~2006年 2006年~2011年 2011年~2016年 2016年~2020年 

主要改革 

大學改革，整體

規劃，讓設施具

有效率、更為靈

活 

為進一步推動

設施管理和維

護新技術的制

度改革 

為了進一步推進制

度改革，如利用設施

管理和多元化的籌

資機制發展 

確保高品質、

安全教育和研

究環境 

所需經費 1兆6,000億日圓 1兆2,000億日圓 1兆1,000億日圓 1兆3,000億日圓 

改善目標 約 600 萬 m2 約 540萬 m2 約 550萬 m2 約 585萬 m2 

達成率 71% 91% 75% 未統計 

資料來源： 

1. 文部科学省（2014 年 5 月 22 日）。施設整備に関する関連データ。取自

http://www.mext.go.jp/b_menu/shingi/chousa/shisetu/031/shiryo/__ic

sFiles/afieldfile/2014/05/22/1347874_06.pdf 

2. 大臣官房文教施設企画部計画課整備計画室（2016年 3月 22日）。次期国立

大学法人等施設整備 5 か年計画策定に向けた最終報告。取自

http://www.mext.go.jp/component/b_menu/shingi/toushin/__icsFiles/a

fieldfile/2016/03/29/1368896_04.pdf 

3. 文部科学省（2016）。第 4次国立大学法人等施設整備 5か年計画（平成

28~32年度）。取自            

http://www.mext.go.jp/component/a_menu/education/detail/__icsFiles

/afieldfile/2016/05/12/1368918_01_1.pdf 

 

國立大學法人等設施，肩負國家高度創造性的人力資源開發的重要任務，促

進學術研究，努力開發與強化其設施，是日本成長與發展的重要工作。第 3次的

5年計畫，已針對設施的大型抗震性及研究究人員與學生的卓越教育與研究中心

進行改善，第 4 次的 《國立大學法人等施設整備 5 年計畫》， 強調對於老化設

施的改善，尤其是對於基礎設施（生命線）惡化的情形，認為其對於教育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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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有重要影響，為了避免嚴重事故發生的可能，及發揮防災中心區域的作用與

角色，改善是必要且急迫的問題（文部科学省，2016）。以下茲就第 4 次的 5 年

計畫的重點說明，以利了解日本國立大學設施改善計畫之內涵： 

（一） 基本思路 

國立大學法人等設施，為達到高品質及確保安全的教育與研究環境，應聚焦

於設施的維護。首先，要對老化的生命線進行維修，並提出延長使用年限的計畫，

同時亦需兼顧加強抗震措施與防災功能。其次，國立大學法人基於校園總體規劃，

促進大學教育質的轉變，應確保有學生的學術活動與研究人員的研究工作等各項

活動的交流空間，以及靈活運用以利教育與研究工作進行的空間。第三，設施的

規劃應考慮到不同使用者的使用，包括對於女性研究人員與學生、外國研究人員

與學生、殘障人士、當地居民等不同的需求，在改善設施的過程中，應強化現有

設施的利用，發揮其最大的改造與使用效果。此外，在設施維修的期間，應盡可

能的利用設施的整合，減少維護費用或抑制建築物的總面積，站在學校管理與經

營的角度上，透過設施的改善，完善的設施管理與運作（文部科学省，2016）。 

根據上述四點，第 4 次 《國立大學法人等施設整備 5 年計畫》提出三個需

要解決的問題：1.在安全可靠的教育與研究環境的基礎上發展：支持教育與研究

活動，確保安全的教育與研究環境，應包括抗震措施、老化設施的改善與維護；

2.因應國立大學的功能強化設施的變化：日本為推動「全國高校的管理團隊策略」，

並加強大學與社區的合作，利用國立大學的優勢和特點，在設施改善時，加強能

發揮全球化、創新和人力資源培訓的功能，優化校園的設施；3.永續校園的形成：

推動設施的改善，應進一步促進節能減碳和減少對環境影響，利如對於校園的通

風、日照、雨水的利用，應思考如何能共榮共存，引進再生能源，維護自然環境；

透過永續校園的建置與設施的發展，能成為教育下一代學生的模式，將大學的校

園做為實踐 ESD（可持續發展的教育）環境教育的重要場域（文部科学省，2016）。 

另外國立大學設施改善的基本思路，亦應從長遠的角度觀之，為了實現更有

效的設施發展，應加強校園的整體規劃，並透過管理階層的領導策略，結合設施

的管理與金融資源的運用，推動國立大學設施的建設（文部科学省，2016）。 

（二） 改善內容 

國立大學法人等設施，在東日本大地震之後，抗震是最優先的工作，2015年

以後超過 25 年的建設，主要需修復的面積約有 846 萬 m2，因此對顧於舊設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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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已是刻不容緩的工作。因此第 4 次 5年計畫規劃了一下改善的項目： 

1. 在安全可靠的教育與研究環境的基礎上發展（約 475 萬 m2） 

對於老化的設施，穩定的維護與更新（包括非結構構件）是必需的，另外抗

震措施、兼顧防災和增強功能，促進延長翻新的使用年限等亦是考量。惟當設施

老化，面臨當前建築物結構和形作的限制，其若功能已過時，且評估維修保養是

困難的，因應教育和研究活動的需求，改建可納入改善設施的選項之一。 

 

 

2. 因應國立大學的功能強化設施的變化 

因應「全國高校管理團隊策略」，應對大學的設施管理做有效的利用，因此

改善的重點，第一，需注重對於所需空間的功能增強，對於教育與研究活動所缺

乏的空間，應加強拓展；第二，由於大學教育質的轉變，圖書館是主動學習的重

要空間，因此圖書館的空間與設施改善，也應注重；第三，由於國立大學是促進

振興社區經濟與醫療的重鎮，因此對於設施的發展，能因應與結合地方產業、人

力資源開發、教育與研究環境，以加強區域與校際等合作，亦為設施改善的重要

工作；第三，大學的附設醫院，扮演教育、研究與醫療的功能，因此對其設施的

改善，也不容小覷。 

3. 永續校園的形成 

日本對於國立大學設施在永續校園的發展上，希望能夠再提升節約能源，並

推廣節約能源法對建築節能標準的高節能性。期許設備的更新，未來能達零耗能

與智慧的校園。 

（三） 實施策略 

推動設施改善計畫，實施策略有三： 

1. 建立促進設施管理的機制 

大學的設施管理之落實，需要有管理階層規劃全校性的系統，並能召開相關

會議，讓校園設施的管理與維護獲得共識，在設施管理的實施。 

2. 設施的有效利用 

設施的管理，應從全校的角度，根據使用的目的與應用、供給與需求的程度，

規劃設施的運用，適當的分配現有的空間，來提升設施的有效利用。另外，空間

的保留，亦可能導致設施管理成本的增加，因此在設施改善時，抑制建築物的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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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妥善調整與運用現有面積，是需要規劃與設計的。 

3. 適當的維護 

設施的維護其費用是重要的問題，提升與確保良好的教育與研究環境，投資

經費是必要的，但是如何能夠考量財政的負擔，使設施改善後，能夠減少相關的

支持，透過合作、節能、優化等，減少維護成本，使經費有效利用，是在實施改

善計畫時重要的策略。 

另外，因應大學等在當前嚴峻的財政形勢，國家在努力確保設施的維護成

本，更需進一步推廣採取各種金融資源，助於設施的維護與發展，圖 1即說明

國家、國立大學法人等，與國立大學財務、經營中心三者，在設施的維修補

助、貸款等籌資的角色。 

 

圖 1 設施維修與補助經費財源圖 

資料來源： 

大臣官房文教施設企画部計画課整備計画室（2016 年 3 月 22 日）。次期国立大

学 法 人 等 施 設 整 備 5 か 年 計 画 策 定 に 向 け た 最 終 報 告 。 取 自

http://www.mext.go.jp/component/b_menu/shingi/toushin/__icsFiles/afie

ldfile/2016/03/29/1368896_0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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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語 

臺灣與日本在地形自然條件上，均屬於地震頻繁發生地帶；在國際發展的人

為條件上，同樣面臨國際化、全球化之競爭壓力；在社會變遷的轉化，少子女化

與高齡化趨勢不容忽視；而在校園建築上，大學的設立亦有一段時間，設施設備

老化的困境，也有待解決。 

日本對於學校設施的建置與維護，國家扮演重要的角色，從整體的視野，看

待學校設施的發展。在國立大學設施的規劃與改善方面，每年均有定期的檢討，

配合相關的調查研究，並能擬定具體的實施計畫，且就計畫之執行成效，予以分

析以做為下一階段規劃之參考，臺灣目前對於大學的設施規劃，多為大學自治自

理，學校組成校園規劃委員會，就學校的發展來審視校園的規劃，缺少由國家的

角度，提出大學設施發展的整體重點方向，且在設施設備的維護經費上，各校的

財源也不一，日本對於國立大學設施規劃的相關資料，實可做為未來臺灣在大學

設施設備維護、設計、規劃等之重要參考，其調查研究與檢討之重點，亦可做為

臺灣就國內大學設施現況調查之參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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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高職餐飲科中餐專業教室之現況研 

賴怡年 

三義高中教師 

 

摘要 

近年來台灣觀光餐飲業蓬勃發展，高中職校餐飲科也成為培養業界人才的

重要搖籃。然而學校教學以「證照考試」為教學主軸，教室的設計也受限於學

校經費與現有校舍環境。兩者之間是否存在差距，就是本文亟欲探討的主題。

研究者透過透過實地探訪，分析中餐烹飪實習專業教室空間設計的現況，並找

出改進的建議。 

本研究發現：餐飲科中餐教室與業界最大的差別在與法規的規範。業界環

境受食品安全相關法規規範，而中餐教室的環境與設計則單純因學校及教師的

教學需求而設計。爰此，在排水系統、空調設備這方面與業界差異最大。爐台

設計、抽油煙機、天花板、水槽等則大致與業界相仿。透過本文的分析，冀能

提供將來餐飲職科設立或改進中餐教室時的參考，使其與符合業界需求，模擬

適合職場的環境，不再單是以考證照為教學目標。如此一來學生才能於實習課

中，獲得精熟之技能，餐飲教育品質自然提升。 

 

關鍵字：高中職餐飲科、中餐教室、專業教室、空間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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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自1980年代以來，台灣經濟起飛，工商業發達，經濟快速發展。主要的經濟

結構從農業發展至工業，至今已經進入已開發國家之林。隨著工商業的發達，政

治風氣開放之後，國人觀光人數增加，帶動國內觀光餐飲業的發展。也開啟了觀

光餐飲產業的營運新氣象。民國七十二年，中餐烹調證照考試經政府公告之後實

施。民國八十四年台灣第一家餐旅專科學校也開始招生，觀光餐飲教育正式成為

職業教育的發展主軸之一。各校廚房整體設計的教學空間，都以證照考試模式而

規劃，一定會受到學校校地規劃、場域大小、經費規模的限制。因此，這樣的現

象造成了學校與業界的落差。一般業界的場域規劃必須符合政府法規的規範，比

較貼近現實面。但是學校教學必定以「通過考試」為目標。近年來，衛生署（現

為衛生福利部）也在餐飲業推動HACCP先期輔導工作。以一般學校而言，中餐烹

飪實習專業教室教學空間設計規劃有「電力」、「空間高度」、「寬度」、「長

度」、「自然採光」、「照明」、「空調」、「消防」、「進水」、「排水」、 

「瓦斯」、「抽油煙機」、「進氣」、「噪音」、「廢氣排放」、「截油槽」等

大型設備。而教室內的設備有「炒爐」、 「煙罩」、「水槽」、「工作檯」、

「冰箱」、「烤箱」、「蒸箱」、「煲湯爐」等排例組合。 

學者曾針對以往國內外專家的研究文獻或經驗報告，歸納出教室設計中物理

環境因素、教室設施、教學設備與教學方法等規劃要點，分別設計各類型理想教

室有教室容量、教室功能、教室設施、教學設備與教學方法等項目，並製作出理

想教室之平面配置圖(黃與李，2001)。也有研究針對教室的空間規劃應須強 調彈

性與安全，教室的區域主要分為教學區域、及輔助區域(高頌洲，2002)。 

若單純以教室的功能性來探究，教室的環境功能設計等面向中，採光、噪音、

教室等，是教師在設計規劃時，最關心的課題(張鴻斌，2004)。另外，餐飲教室

與其他科目的設備，合併成多功能教室，雖具備實用性，但仍然必須考慮教學活

動與空間配置型態，提出明確目標。這類的多功能教室在規劃時應考量重點有：

提供彈性及人性化的教學空間設計、多樣性的學習群與資源區的設計、配合統整

課程與協同教學之空間需求、提供資源充沛、設計絕佳的教學模組、教室配置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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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的組合、教室班級群體規劃的組合、課程統整與教室內部空間模式。 教室設計

從功能、空間大小、探光照明、環境安全、人性化的人體工學、結合數位科技多

元化的規劃設計，一定有助於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習功能。依照目前現行學校教學

課程，現有課程內容需使用到中餐烹飪實習專業教室者有:「中餐乙級烹調」、

「中餐丙級烹調」、「中式點心」、「宴會料理」、「團體膳食製備」等，都需

要在中餐烹飪實習專業教室教學空間操作。教室設備有抽油煙機、中式炒爐、水

槽、工作檯、冰箱、烤箱、蒸箱等，而學校教室一般使用年限在八至十年以上。

教室空間無法於短時間內隨機改變，卻又必須面對多元課程、教育政策及教育理

念等之需求，此時僅能藉由各班教師依自己的能力及經驗，配合多元課程及實際

需求發揮巧思及創意，進行教室空間的調整與配置規劃(張碧嬌，2005) 。 

本文最主要目的，就是透過實地的探訪，歸納高中餐飲科教師對各校中餐烹

飪教室教學的實務經驗。由於教室是第一線的教育場域，教師實地使用後，往往

能夠發現許多問題與建議。同時，我們希望根據本文，可以提供學校教師建議、

以做為未來的中餐烹飪實習專業教室功能設計規劃時的參考。 

  

貳、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透過實地探訪，實地探訪台灣地區高中職校餐飲科，同時參訪該

學校之中餐專業教室。學校的母群體為台灣地區高中職具餐飲觀光科別的學校，

使用立意取樣擇定其中數間，詳細探訪的學校詳列如下表。研究採用焦點群體訪

談法，記錄訪談者的觀點，收集訪談的資訊。並結合文獻回顧重點和訪談所得的

資料，參考與比較訪談者和資料，分析中餐烹飪實習專業教室空間設計與設備重

要的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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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參訪學校列表 

學校代號 學校地點 公/私立 爐台組數 冷氣與否 

A 新北市 私立 13組 是 

B 台中市 公立 11組 否 

C 苗栗縣 公立 13組 否 

D 台中市 私立 13組 是 

E 台中市 私立 13組 是 

F 苗栗縣 私立 13組 是 

 

 

參、 研究與討論 

專業教室一向有別於普通教室，尤其以餐飲科專業教室必須考量學生安全與

教學品質。教室設計前，應該注意施工前的討論規劃及建築施工品質，實習的空

間跟學校教學的空間有差別，畢竟中餐教室是個專業教學的場所，整個教學動線

與一般教室完全都不一樣。 

1. 爐台排水系統設計 

依照目前台灣中餐界的慣例，業界的爐台設計，只要水龍頭一開之後，就會

有水流出，清洗完畢之後，水能夠在爐台自然流動，使從業人員容易使用刷子清

洗，讓清潔過程更加方便。而部分中餐教室爐台的清理過程， 受限於教室環境，

無法開水就可以沖洗，反而需要清潔之後，由老師帶領學生直接潑水清洗。但是

部分學校中餐教室還要學生另外到水龍頭盛水清理，很不方便，當清洗完畢之後，

受限於校舍排水系統的規劃，整個教室地板大多都濕滑難走，非常容易滑倒，容

易造成校園的危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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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A學校中餐教室-爐台設計，爐台上無水龍頭清洗設備，需自己

提水清潔，檯面上無任何排水設備，極易弄溼教室地板。 

 

 

圖 1-2：B學校中餐教室－爐台設計，爐台上無水龍頭清洗設備，需自

己提水清潔，但設有孔洞底且下有集水板，較不易弄溼教室地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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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C學校中餐教室-爐台設計，爐台設有水龍頭清洗設備和排水系

統，直接將爐台上的污水排入水溝。 

 

2. 爐口使用方式及規劃 

中式炒爐的爐口放上蒸籠鍋容易滑動，學生上課時有危險，如果放上湯鍋，

也會有一樣情形，炒爐口不平穩易滑動。中式炒爐口，可加上一個圓鐵架子穩定，

如果沒加上架子就無法放上蒸籠鍋或煮湯湯鍋，容易滑動造成使用上的不方便及

危險問題，必須加上架子，現有的炒爐口較大，容易發生中式炒爐檯使用上的問

題。中式炒爐的爐邊都是光滑面、都是圓弧，放蒸籠的時候都會搖晃、滑掉非常

危險。另外，看火苗的時候也不方便、都由側面觀察，較不容易掌握火侯控制。

教師上課時，必需花費心力宣導中式炒爐使用上注意安全問題，這是因為一般業

界中餐廚房設計分區規劃是：炒爐一區、 蒸籠一區、冷菜、配膳、點心、燒烤、

水檯。而現在全台灣無論大學或高中職學校為了符合證照考試檢定規則，考試引

導教學，將炒爐和蒸籠同時設置在一區，即同一組爐台需同時操作蒸籠與炒鍋，

因此在使用上增加了學生使用的危險，此錯誤行為是受到詬病的。以傳統廚房設

備是中式炒爐、蒸箱等各有專業烹調區，不同的專業設備規劃，學生在實習後能

到業界的設備一樣結合，學以致用。讓學生訓練時有概念，炒爐的火力受限於檢

定，考量不同蒸籠使用的蒸氣量也是配合檢定，如此培養出來的學生僅能通過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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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考試，無法符合業界的需求。就教學功能而言，學生在上課之後，大多會進入

職場工作，以現在設計的設備較不適合在業界。例如：在業界會有專區清洗鍋具，

工作台設計規劃，也會人體的工學考量，但在學校端卻付之闕如。 

根據一般學生的意見，大多希望學校的教學可以跟業界接軌。所謂「業界接

軌」的意思是說：可以跟業界的廚師主廚請教，統一業界先進的意見，規劃出一

個動線良好的實習廚房。當然，受限於學校資源，並不能完全照抄某一間飯店廚

房的設計，而是根據業界的經驗，設計出動線良好，功能性齊全的實習教室。 

 

 

 

圖 2-1：東海高中圓鐵架子設計穩固，減少蒸籠與炒鍋滑動的狀況。 

 

3. 空調設備與廚房溫度控制 

另外，廚房是加工食物的工作場所，廚房溫度的控管對於食品衛生是相當重

要的一個環節。因為學校經費的限制，廚房不一定會有空調設備，所以開設窗戶

的方向是很重要的問題，假如開窗戶了但是卻是面南邊，就會造成開了沒有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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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太陽卻很大。另外，窗戶大多加上紗窗，避免蚊蟲飛入，但學生並不會多加注

意，進出或開關門窗時無法多加注意，導致紗窗形同虛設。 

  

圖 3-1：C學校兩面開窗設計，提供空氣對流並設計紗窗以防蚊蟲飛

入。 

如果教室安裝空調系統，一般不會另外加裝風扇，原因是風扇會造成塵土飛

揚，污染食品。此外，中式點心經常使用粉狀食材，裝置風扇只會造成學校的困

擾。所以，沒有空調的教學廚房，只會裝設排風系統，加強空氣對流，然而台灣

一年到頭氣溫居高，長期在高溫的環境之下，必定會影響學生的學習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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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B學校中餐教室未裝設冷氣，以風扇代替。 

 

 

 

圖 3-3：B學校獨立是排風系統，各組可自行調節排風量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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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實務來說，一般在餐飲業界很少開窗戶，主要的原因是避免沙塵污染食物

原料。有規模的廚房都是使用空調系統，如果是裝設中央空調的教室，空調的改

善及效率就是必要項目，根據標準，出風口的溫度必須保持在16 – 18度C，環境

溫度維持在20 – 25度C，用以保持食材的新鮮，及工作環境的舒適度。目前一般

使用空調設備的學校最容易遇到的問題是：空調設備與空間無法配合，造成溫度

無法符合標準，靠近出風口溫度過低，而整個工作環境溫度偏高。另外，直立式

空調系統，因為體積的限制，轉角太多不易保養，建議未來要改建廚房的學校須

知道實際的面積，徹底的丈量確實尺寸，然後再規定廠商設備，進一步規劃動線、

排列、組合。 

 

圖 3-4：D學校大型直立式冷氣（一台），整間教室的冷氣風管設計於

中央走道上方，除了冷氣正面有風，也將部份風力利用風管吹

送到各組，以降低教室溫度。但直立式冷氣無法使教室每一個

位子溫度都相同，會與冷氣距離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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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A學校中央空調系統，統一調節教室內溫度，使整間教室恆

溫，因此廚房即可成為密閉空間，無需設計紗窗進行對流。 

 

 

4. 水槽設計 

水槽的深度和設置，也是中餐教室的關鍵，一般家用水槽大約20公分深，是

最符合人體工學的設計。但高中職的中餐烹調教室，必須符合中餐證照檢定的操

作流程，需清潔所有器具食材之後，才能進入備料及烹調階段。因為這個原因，

水槽的設計通常較一般的家用水槽深，可達30– 42 公分，水槽深度離學員身體

太遠，使用時容易腰酸背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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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D學校水槽設計深度約為38公分，單一水槽設計。 

 

 

 

圖 4-2：E學校水槽設計約為37公分，雙水槽設計，加快清洗的速度及

增強食材清洗的衛生安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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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操作動線距離 

一般來說，中餐實習教室的冰箱都離每一組的操作檯面太遠，在業界來說通

常爐台、水槽、冰箱稱之為廚房工作金三角，三者之間連起來的三角形距離以不

超過六百公分為最方便且最安全的廚房動線設計。但一般中餐實習教室只會在某

個角落才有冰箱，而且為全班共用。所有學生統一去拿取食材，頻繁開關冰箱的

確會造成冰箱壽命縮短。另外一種狀況是，某些海鮮食材清洗後，不能馬上拿到

冰箱儲存，因距離太遠且動線受阻，只能放在工作檯面上，在加上教學場域環境

溫度過高，於食品衛生安全一定會打折扣。因此建議將冷藏櫃設計於每一組別的

工作檯下方，設計單座冰箱，這樣就可以避免上述問題。但仍然礙於電費的限制

及設備的購買經費，一般中餐實習教室無法達到這樣的目標，僅能採購一台大的

冰箱，統一管理食材。 

 

 

圖 5-1：E學校的廚房工作金三角（爐台、水槽、冰箱）距離合小於600公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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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活動空間範圍設計 

目前專科教室的設計是單人工作台，但是教學多以分組教學為主流，對分組

教學來說，工作檯的空間太小，整個動線的規劃對於教學品質是相當大的障礙。

例如：學生處理食材之後，放置器皿的空間就變得擁擠。在動線的規劃上可以分

成一字型，L型，ㄇ字型等，各種工作檯的設計，也會限制學生可以使用的空間

大小。站在學校的立場，工作檯設計越高檔，相對的成本也是絕對高價。大多數

學校的採購策略是：以現有的成本購買符合預算的產品，將來再規劃較優良的工

作檯面。工作檯高度以83-87公分為宜。雖然對於工作檯高度的看法意見不一，

但如果能夠隨教師或學生的身高調整，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業界中最著名的例子

是香港廚藝學院，該學院的廚房工作檯是可以根據使用者的身高，傭使用者自行

調整，雖然使用舒適，但故障率也高。  

 

 

圖 6-1：A學校動線設計為一字型，第一組別的前後活動寬度約為90公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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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B學校動線設計為L型，組別的前後活動寬度約為140公分，但

因教室樑柱之故，第二組別的活動寬度約為180公分。 

 

 

圖 6-3：C學校動線設計為L字型，但兩組背對背操作，因此前後活動寬

度約為180-200公分(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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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F學校動線設計為ㄇ字型，組別的前後活動寬度約為96公分。 

 

7. 採光設計 

根據行政院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頒定的⟪食品衛生規範準則⟪規定，

工作區域的亮度必須達到100燭光，工作檯面要有200燭光的亮度要求，但一般教

室在興建當時，很難針對單一教室進行變更。校舍的興建，大多是以一般教室作

為考量，最直接的後果就是照明不平均。以一般中餐教室而言，最常見的問題是：

水槽位置照明光線不足，還有中式炒爐上方的防爆罩，導致照明不平均。光線太

暗容易造成食材製備時的疏漏，光線太強則炒爐內火苗大或小都不易分別出來，

導致火侯掌握失準。此外，教室最常見的問題是，抽風設備的建造晚於照明設備，

導致抽風管擋住教室光源，這些都是中餐教室規劃時容易出現的敗筆。因此，照

明設計須配合工作檯炒爐、水槽設備而設立。同時可以採用太陽能源燈組，加上

自然採光設計，減少白天用電量，廚房規劃須注意日間採光方位問題、避免日曬

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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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C學校燈光設計排風管遮住，需依靠雙面窗戶的採光。 

 

 

 

圖 7-2：B學校燈光設計低於排風管，且設計於工作檯面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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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A學校每組烹調區均設計四盞燈光直射，提高烹調時的亮度。 

 

8. 抽油煙機使用及清潔 

傳統抽油煙機必須使用濾油網，如果每日教學完畢後就進行保養，就不會有

油漬存在管內的問題。但傳統抽油煙機沒有自動清洗的功能，去除油網之後，中

間管路會有油漬存留，在加上管路非常難以清洗，強行拆卸很容易造成學生受傷。

因此，目前一般學校大多使用流水式抽油煙機，在抽油氣的過程當中與水混和，

直接排入油水分離槽，如此可以增加抽油煙機使用年限，同時避免學生因為清洗

受傷。另外，抽油煙機的選擇必須符合噪音法規，抽油煙機的設計目前還是以傳

統的廠商施工為主，無特別的防噪音設計，噪音如果太大，勢必影響上課品質。

一般抽油煙機運轉聲音較大，只要一啟動，師生長期在噪音環境，下課後都會有

聽力缺損的感覺。較進步的設計是：將抽煙機噪音管路加長，延伸到教室頂樓，

使上課教室完全聽不到聲音，改善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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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F學校抽油煙機為濾油網設計，需定期清洗集油盒及保養管

線。 

 

 

圖 8-2：C學校抽油煙機為流水式設計，抽油氣的過程當中與水混和，

直接排入油水分離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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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天花板設計 

天花板的規劃上，衛生法規要求廚房設有封閉式的天花板，但容易造成保養

不易的問題。時間一久也成老鼠、蟑螂繁殖的溫床，這樣一來不僅容易污染食材，

也是廚房的汙染源。現今學校為了樽節經費，大量採用輕隔間的設計，但經過一

段時日之後，天花板上方，藏汚納垢，老鼠及蟑螂橫行，較難保養清潔。目前比

較適合的設計方法是：只要把管路規劃排列美觀即可，這樣一來，不但節省經費，

也減少衛生問題，保養上也更加便利。傳統的管線配置，由地板開始分佈排列，

如水溝、瓦斯爐供氣管、 RO 水管、自來水管、電線管等都一起放置地板下，容

易造成在維修保養上不易，在衛生安全上也有疑慮。目前較新的作法，是由管線

間由上而下設計，排列整齊利用色彩管理分顏色以便日後維修保養。 

 

圖 9-1：D學校天花板以輕隔間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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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2：E學校天花板無任何管線或隔板設計。 

 

 

10. 地板材質與斜度  

教室地板施工及材質上，以往地板材質為 PU 地板，有油水易滑倒不耐高溫。

如果學生人數較多，長期走動磨損之後，材質容易脫落，不易清洗保養。而且，

一般教室地板採平面設計，地板容易積水，當清洗完之後，水漬殘留地面，地板

容易滑倒，不利於清理。在設計上建議用止滑磁磚水泥地，地面改防滑磁磚、須

抗酸鹼性材質，地板磁磚色澤見議為淺水藍色、因灰色系不易保養，清洗後較不

容易分辨髒污，白色磁磚則容易污黑。採用淺水藍色磁磚，是因為油垢灰塵沾染

在磁磚上 呈現淺黃色，容易分辨未清洗保養地方，同時在視覺觀感上較柔和。在

規劃時牆角設計應該採用圓弧型，建議用止滑磁磚水泥地最實用，地板斜度從牆

角至水溝坡度須有5度斜差以上，整間教室的斜度需達1.5-2公分，如此一來清洗

保養時就不易漬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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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1：E學校地板為黑色止滑磚。 

 

 

 

圖 10-2：B學校地板為磨石子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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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3：C學校地板為米白色止滑磚。 

 

 

11. 截油槽及水溝設計 

一間中餐烹飪實習專業教室應該設有兩個截油槽，然而，截油槽一般卻是蟑

螂、老鼠的溫床。無論是惡臭味或是使用保養上，截油槽都需要花很多時間保養。

一般學校最常見的困難與麻煩是：廠商不知中央污水處理的功能，造成污水處理

不佳，導致廢水直接流入水溝，造成附近水溝的油耗味，導致社區關係緊張。廠

商施工一般參考檢定考場設置，而設置兩個截油槽，油槽設立在廚房內不易保養，

而產生發臭的味道在上課時造成空氣品質不良，一段時間後會吸引老鼠、蟑螂進

駐，尤其是在寒暑假後，長時間無人使用時亦產生問題。解決方案是：學校如果

有中央污水處理廠設備，就無需設計截油槽，第二是可設計每一水槽底下加裝廚

餘處理的設備，把流到油槽與菜渣處理成塊狀，分離處理。如果設有污水廠的學

校，可用生物分離技術。現 有截油槽設計無法自動油水分離，菜渣處理也會造成

保養清洗不易，造成污染源。未來規劃廚房時，截油槽設立位置應在教室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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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規劃自動油水分離及菜渣處理的廚餘處理機，防止空氣汙染及保養維護，容易

管理。 

法令規定，廚房水溝寬度應為20公分，深度15公分，溝渠內採用U型結構，

不可以有轉角，以方便清洗。水溝的裝設以明溝較好，可以清洗。蓋子要同一規

格，方便洗完裝回，不需特別尋找。水溝蓋重量得宜，方便移動搬運，水溝蓋邊

角太鋒利在清洗時容易造成傷害， 有時常割傷手，應該避免。水流斜度不夠容易

造成積水，水溝設計施工不應該在走道上，上課時走動溝蓋密度不夠腳容易踩空

發生危險，而且水溝在工作檯炒爐底下不易保養，漬雜物、油漬，對水溝施工問

題，水溝設計施工應由建設公司統一施工，一併可處理排水問題。 

 

 

圖 11-1：C學校水溝設於教室的中間走道上。（寬度、深度及斜度均符

合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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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D學校水溝設於每組爐台前方，兩側及教室前後均有水溝，以

利刷洗後的排水。（寬度、深度及斜度均符合標準） 

 

圖 11-3：B學校水溝設於每組洗手臺正下方，會有部分水溝較難清洗

到。（寬度、深度及斜度均符合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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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論 

   餐飲專業科目教材內容應符合現代社會的需求，順應全球化時代的來臨，

餐飲教育該有一番新氣象，隨時保持與世界同步; 故餐飲教育課程應依需要隨時

修訂，修訂時應邀請學者專家、教師、餐飲界與學生參與，統整各方意見後再修

訂課程，發展出課程的特色。然而「設備」是餐飲教育品質構面中非常重要的一

環，即便學校有足夠的材料上實習課但設備的充足與適宜更是與餐飲科學生未來

業界接軌的唯一關鍵。若能在高中技職體系內提供足夠的實習教室給所有班級使

用，併同時這些設施符合衛生與安全，提供給學生的不再只是一個「上課教室」，

而是一個真正的「實習空間」，讓他能夠提前體驗職場的操作模式，以利未來就

業。因此建議教育部應提供多元的補助款項給技職體系的學校購買充足的設備，

模擬適合職場的的環境，不再單是以考證照為教學目標。如此一來學生才能於實

習課中，獲得精熟之技能，餐飲教育品質自然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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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圖書館空間營造初探 

趙淑梅  

政治大學研究發展處學術評鑑組組長 

 

書籍是培育我們的良師，無需鞭答和根打，不用言語和訓斥，不收學費，也不

拘形式……對圖書傾注的愛，就是對才智的愛 

~ 德伯里 

一、前言 

優質學校環境（quality school environment）係指學校建築所建構的校園環境，

具有優良的整體特質，其各項設施能夠符應或超越使用者的教育、生活和學習的

需求 （湯志民，2002）。「黃金非寶，書為寶」，圖書館猶如知識的殿堂，提供教

學和學習資源的研究空間，亦為學生休憩知性之旅的探索場域，被視為學校的心

臟、知識學習平台，其建築設計良窳和學校優質環境建構成功與否息息相關。 

依《圖書館法》（2015），中小學圖書館係指由高級中等學校以下各級學校所

設立，以中小學師生為主要服務對象，供應教學及各類學習資源，並實施圖書館

利用教育之圖書館。另《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2002），將圖書館（室）歸類為

教學空間的一環；然吳可久指出（2013），與臺灣著重高等教育下大學圖書館之

規模、專業人力資源相較，中小學圖書館常淪為以非圖書館專業教師充任，甚且

以非常態、變動頻仍之空間轉任圖書館。因此中小學圖書館建築常為學校內教學

大樓中之一層，規模不大，且使用及開放時間受限於課程教學、其建築與公共圖

書館、大學圖書館相較之下並無特殊特色。 

近年隨著社會氛圍變革及教育部閱讀運動方興日盛，許多學校圖書館逐漸重

視學生閱讀的需求，期望能藉由圖書館軟、硬體資源的充實，提供學生喜愛閱讀

的環境，進而培養學生的閱讀習慣。本文主要梳理國中小學校圖書館空間規劃之

相關法規、說明空間設計原則及相關補助，希冀能提供實務上的參考。 

二、中小學圖書館相關法規 

2001 年 1 月 17 日經總統明令公布實施的《圖書館法》，為我國圖書館法源

的濫觴，其第 3 條規定教育部為中央主管機關，教育部遂於 2002 年發布/函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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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中規範圖書館（室）的建築設計及館（室）位置選擇、

空間配置、器具設備及圖書資料等；並先後發布/函頒國民小學（2002）、國民中

學（2002）、高級中學（2003）之《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在各營運基準中的

第五部分規範各級學校的館舍設備，然教育部於 2016 年訂定發布《圖書館設立

及營運標準》後，遂於 2016 年及 2017 年陸續廢止了前揭 3 種學校之圖書館設立

及營運基準。 

茲將《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有關圖書館（室）之標準，及《圖書館設立及

營運標準》中有關國民中小學圖書館之規定摘列如下： 

（一） 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2002 年 6 月 10 日台國字第 091076418 號令發布） 

1. 建築設計及館（室）位置選擇： 

(1) 圖書館（室）之建築設計，應考量建築結構之承載力，各樓版載重量

不低於 600kg/m
2，密集式書庫之樓版載重量不低於 950kg/m2，並注

意通風、防火、防潮、防水、採光、隔音措施。 

(2) 圖書館（室）宜設於學校中心區域，房舍高敞，光線充足，環境安靜。 

2. 空間配置： 

(1) 空間面積： 

圖書館（室）空間面積以下列數量為原則，並應視學校條件予以增

減： 

廿四班以下學校：二間普通教室大小。 

廿五至卅六班學校：三間普通教室大小。 

卅七至四十八班學校：四間普通教室大小。 

超過四十八之學校：依前述比例增加空間。 

(2) 室內應規劃有工作區、書庫、閱覽區、參考研究區、資訊網站（或資

訊檢索區）等。 

工作區：為圖書工作人員辦公場所，以能綜覽閱覽室為宜。 

書庫：供典藏圖書存放處所。 

閱覽區：以規劃同時容納二個班級學生使用之閱讀座位為原則，且

規劃每生約 1.2m2之空間，惟得視學校規模及全校學生人數縮減或擴

大面積。 

參考研究區：規劃為獨立研究、主題探索、小組討論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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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網站（或資訊檢索區）：可規劃圖書自動化管理，提供館際資訊

查詢及線上隨選視訊等相關服務。 

(3) 圖書館（室）除採集中式設置外，亦可採分散式；或將圖書資料分類

分散於不同教學空間，形成各個圖書角，或採班級圖書室方式處理，

或兼採集中式與分散式。 

3. 器具設備： 

(1) 書架：考量不同年級學生取閱高度，設置單面或雙面開放式書架。 

(2) 閱覽桌椅：桌椅設計應符合人體工學，並適合不同年級學生體型，其

擺設以動線流暢為原則。 

(3) 出納臺：配置圖書電腦管理系統及借還圖書作業所需之檯面。 

(4) 雜誌架：全架可分多層，供陳列不同類別雜誌。 

(5) 報架：提供多種報紙陳列。 

(6) 展示架：提供新書介紹與展示。 

(7) 揭示板（或公布欄）：提供資訊傳達、海報張貼之用。 

(8) 辦公桌椅：應足夠圖書館（室）工作人員使用。 

(9) 電化、資訊及視聽器材：配置擴音設備、資訊設備及多媒體播放設備等。 

(10) 其他設備：運書車、影印機及吸塵器等。 

4. 圖書資料： 

圖書、雜誌、報紙、有聲圖書等，數量應逐年補充。所購圖書除應適合

國中、小學生閱讀外，另應購置教學參考圖書供教師自編教材及教學參

考之用。 

（二） 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2016 年 8 月 11 日台社教（四）字第 1050100147B

號令發布） 

第九條 圖書館宜建於交通便利、校園適當之地點或機關（構）合宜之空

間；其建築及設備應配合業務需要、善用資訊科技、應用通用設

計原則，並考量未來長期之發展。 

       圖書館館內空間之分配，應滿足典藏、服務及行政工作等需求。 

       圖書館建築設備，應參考公共圖書館建築設備之國家標準，並考

量特殊讀者之需求。 

            圖書館館舍設備基準，規定如附表三 

395



 

基準 

圖書館 
館舍設備 

六、國民中

學、國民

小學圖

書館 

基本館舍面積以下列數量為原則，並得視學校

條件調整之： 

（一）十二班以下學校：至少二間普通教室大

小。 

（二）十三至二十四班學校：至少三間普通教

室大小。 

（三）二十五至三十六班學校：至少四間普通

教室大小。 

（四）三十七至六十班學校：至少五間普通教

室大小。 

（五）六十一班以上學校：按照比例增加。 

 

 

準此而論，有關圖書館（室）位置的選擇皆以設置於學校適當的中心區域為

考量；而空間配置部份，則需滿足典藏、服務及行政工作等需求，並善用資訊科

技；惟由於法令主管機關之主責單位不同，兩者於館舍（空間）面積的標準略有

差異，2016 年新制定的《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對於館舍面積的要求略高，同

等級的班級數，所要求的館舍面積相較 2002 年制定的《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

約多一間教室的大小，但兩者皆提及館舍面積得視學校條件調整（增減）之。 

三、中小學圖書館空間設計原則 

Jakubs （2010）指出，一棟缺乏良好設計的建築加上效能不彰的服務，就好

像一具空洞的軀殼，但用心的空間設計可促進服務功能的實現與成功。而除了依

循相關標準進行圖書館的設計規劃，本文參考吳可久（2013）、陳沛雯（2016）

及黃琳媜（2009）等文獻，歸納出中小學圖書館空間設計的六個設計原則，輔以

實例說明如下： 

(一) 具吸引力 

對於中小學圖書館的讀者而言，圖書館的空間具有吸引力十分重要，通常

會採用空間與意象結合的趣味性，以期達到吸引學生常上圖書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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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萬興國小圖書館於 2009 年 7-9 月進行空間改造工程，改造前針對

該校學生實施圖書館調查法了解需求，改造完成的空間特色為：（1） 風車彩

繪的天花板（如圖 1 所示）；（2）靈活彈性的書庫區；（3）秘密基地的閣樓

區；（4）鋼琴造型的舞台區等（曾品方，2011）。 

 

圖 1 萬興國小風車彩繪的天花板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以下簡稱政大附中）圖書館的命名，則將閱

讀與館內公共藝術的「悠遊看雲去」（如圖 2）結合，取其名為「悠閱閣」（圖

3），吸引同學都能以最輕鬆的心情，進行知識的響宴，因悠閱、優閱而優越（湯

志民，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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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 公共藝術「悠遊看雲去」         圖 3 政大附中悠閱閣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二) 營造舒適感，提高閱讀意願 

中小學的空間設計上，大致上包括：木質的設備、明亮的空間、具温馨感

的家具，甚至有中學圖書館引進另咖啡區，為圖書館增添悠閒的氣息。此外，

圖書館改造可以空間寬敞及建築物外觀為優先順序（陳沛雯，2016） 

如新竹縣私立康乃薾國民中小學即利用鮮亮的顏色，穿透的玻璃窗，挑高

至三樓的量體，塑造吸引學童留連的圖書館（圖 4）。 

 

圖 4 康乃薾國民中小學圖書館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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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小學則透過 2016 年臺北市教育局經費，依學生學

習需求為主體，將圖書館空間重新規劃調整，打造更優質與多元創新的閱讀環

境，營造濃濃閱讀氛圍（如圖 5 所示）。 

 

 

 

 

 

流暢的閱讀空間 溫馨的故事屋 

 

 

 

 

明亮通透的空間 

 

 

 

 

主題書展活用空間 

 

 

 

 

自在舒適閱讀區 

 

 

 

 

新書展示區 

 

 

 

 

閱讀活動指定圖書 

 

 

 

 

無遠弗屆資訊檢索 

 

 

 

 

綠毯閱讀角 

   圖 5 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小學圖書館 

   資料來源：陳育亭（2016）。【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小學閱讀方案】。未出版

之原始資料。 

(三) 多元且不互相影響的彈性空間 

由於中小學圖書館的空間相較於其他類型圖書館而言較小，因此，於空間

設計上，需要在有限的空間滿足教學、休閒、課業等多元需求；且各空間不能

互相影響。湯志民（2010）指出，校舍面積的增加，不在於興建，而在於巧妙

的重疊運用，同空間不同時間、同時間不同空間，隨著使用者（user）-教職員

生的課程、教學、活動和管理之需，多用途（multi purposes）即為巧妙設計之

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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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政大附中圖書館特與教學區毗連，師生可在 1至 3分鐘之內進入圖書館，

上課是教學和學習資源的研究空間，下課是同學們休憩知性之旅的探索場域；

在空間多功能設計部份，圖書館自修室（如圖 6 所示）用玻璃隔斷，既是圖書

館的一部份，平日為學生看自己書的地方，又可支援學校的許多活動，包括教

師甄選報名和閱卷、新生報到處、忘年會場地、社團教室、書展之所、科展之

地、挑燈夜戰的晚自習空間…..。（湯志民，2010） 

 圖 6 政大附中自習室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四) 具備與時俱進的多媒體與資訊設備 

近年來許多學校已將學校圖書館轉型為教學資源中心，以學校本位特色課

程的定位來重新規劃圖書館利用教育（翁繩玉、何文慶、張義清，2007），因

此須具備與時俱進的多媒體與資訊設備，Loertscher （2002）即指出學校圖書館

應規劃數位資源區，以提供網際網路、線上公用目錄查詢等服務。陳沛雯（2016）

則建議學校圖書館應提供電腦設備及充實電子書供學生查詢及閱讀。 

如臺北市濱江國民小學（2013）考量行政服務教學，因應「學生為主、教

學至上」之需求，設置教學資源中心，整合多媒體製作中心、網路中心、有聲

圖書區、圖書館、自修區，提供教學、課程諮詢、教材資料庫、多媒體教材設

計與製作等服務師生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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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設置有線資訊連結點及無限上網資訊網路設備，全校區均可透過無死

角的通訊網路系統，提供教師應用資訊融入教學、資料搜尋、教材及學習檔案

傳送的整合性功能，並提供行政業務電腦化之服務系統，創造整體 e 化的學習

空間，增進行政效率、培育學生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 

(五) 家具設計應考量不同年級學生使用的特性 

黃琳媜（2009）的研究指出，學校圖書館可根據各區域環境空間之氛圍搭

配合適的座椅類型，或以其中一種類型為主，其他類型為輔，放置在不同區域

提供學生使用。此外家具應考量學童的身高，建議書櫃可依年級分層、調整書

櫃使用的高度，或提供較安全之踏腳椅之設施，以便利低年級學童取書；為了

安全性考量，可斟酌採用圓形桌子及可調整高度之座椅，或於方形桌角邊緣加

上防護措施，以降低危險性。 

圖 7 政大附中採用圓形桌子降低危險性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六) 提供豐富館藏資源類型及設置獨立活動空間 

根據陳沛雯（2016）的研究建議，學校圖書館改造時應同時訂購置新書，

並調查學生想閱讀的書籍，隨時新增圖書，以符合學生實際需求；黃琳媜（2009）

則建議國小圖書館若經費充足，可增添館內的資源媒體類型供學生借閱使用，

並單獨設置可供交流討論、分享心得以及從事休閒娛樂之場所，讓學生能在不

打擾其他需要安靜閱讀的使用者之空間，從事較動態性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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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萬興國小閱讀的秘密基地，6-10 人的小隔間，以書架作為牆面。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四、中小學圖書館空間營造相關補助 

隨著館藏日益擴充，空間不足及動線不佳將使工作流程與工作效率深受影

響；而數位化時代的開展，老舊的建築亦不利自動化之推展與各式資料媒體的

典藏與維護，是以如何妥善運用經費有效改善學校圖書館硬體空間且提升學生

應用圖書館能力與閱讀興趣，以因應時代的變遷，成為各界及教育主管機關所

關切的議題。 

教育部自 2005 年即發布／函頒《94 年度國民小學兒童閱讀推動計畫補助作

業要點》，其後更名為《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推動

閱讀作業要點》（2017），補助之項目及基準如下： 

(一) 地方政府： 

1. 辦理國民中小學閱讀教學、閱讀推動及閱讀分享交流活動；各地方

政府最高新臺幣（以下同）十五萬元。 

2. 自行規劃辦理到校實地輔導閱讀推動；訪視每校補助地方政府二千

元。 

3. 充實國民中小學圖書館館藏；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預算編列

情形核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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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立國民中小學 

1. 辦理校內讀書會、寒暑假閱讀與寫作相關營隊及其他特色閱讀活動；

每校最高二萬元。 

2. 改善圖書館（室）設施、設備或空間環境；每校最高二百萬元。 

3. 建置學校閱讀角；每校最高十萬元，其中十分之一得購置圖書。 

4. 增置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以下簡稱圖書教師）；每學期補助國小

每校七萬元，國中每校九萬元。 

(三) 民間團體、法人或機構： 

1. 辦理公立國民中小學閱讀教學、閱讀推廣活動，並以偏遠學校為優

先；每校最高三萬元。 

2. 辦理閱讀論壇等閱讀推廣相關活動；依核定之計畫，按個案補助。 

(四) 公立大學及學術機構：辦理閱讀教學與基礎研究、圖書教師及教師研習

等閱讀推廣相關活動；依核定之計畫，按個案補助。 

準此以觀，為增進閱讀推展效益，直轄市、縣（市）政府（簡稱地方政府）

及公立國民中小學辦理充實及改善公立國民中小學圖書館（室）圖書及設備，為

本計畫補助項目之一。基此，各地教育局亦提出充實國民中小學圖書館（室）圖

書及設備實施計畫，逐年編列經費補助各國民中小學充實圖書館（室）圖書及設

備環境，以打造閱讀新亮點。 

 

五、結語 

圖書館對於中小學生的閱讀素養具有潛移默化的薰陶作用，其空間營造的

良窳與圖書館經營的成敗息息相關，是故為文探討與中小學圖書館設立相關之

規定，標舉空間設計的主要原則，以及欲進行空間營造時可需求的補助資源，

以利有志者創造中小學圖書館空間營造的成功經驗。 

所謂謀事在人，圖書教師主要之任務乃在負責學校圖書館之經營、推動閱讀

與資訊素養活動、提供資訊協助教師教學，以提昇教師教學品質，學生閱讀興趣，

並使之具備自學能力（陳昭珍，2013）。建議有志者可參加教育部之「圖書館閱

讀推動教師培訓計畫」，參與其定期辦理之國中小圖書館空間設備改造說明會及

相關研習，以建立學校圖書館空間及閱讀角設置規劃的基礎概念，並於空間規劃

過程中，能與設計師、建築師有效溝通，妥善運用經費改善學校圖書館硬體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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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提升學生應用圖書館的能力與閱讀興趣。 

此外，在提升硬體設備之餘，亦可設計融入空間利用的圖書資訊利用課程、

規劃多元閱讀相關活動，並結合家長志工等各方資源，拓展學生閱讀學習廣度及

深度，讓空間營造發揮最大綜效。 

最後，圖書館應持續觀察與聆聽學生以及其他圖書館使用者的聲音，促成可

滿足現有需求以及未來新需求的服務與空間（Jakubs，2010），因此，用後評估亦

不容忽視，如此將更臻滿足使用者需求，讓師生們開啓思想飛揚的幸福閱讀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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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日國民小學特色校園之比較 

-以三和國民小學與台中日僑學校為例 

曾素彥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生 

林海清 

中臺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摘要 

     學校環境影響教師的教學與學生的學習，故學校建築應增進學生正面的環

境知覺，降低負面的環境知覺，也因其所建構的「境教」環境，由於具有「教

育性」、「象徵性」、「時代性」與「藝術性」，而益顯重要，故優質的校園

環境具有潛移默化的教育效果。本研究是以臺中市二所區位條件不同的學校為

探討對象，藉由校園環境空間調查，分析比較二校之校園環境、資源特色，深

入了解各校 推動校園美學與校園建設的內容，以及校園空間資源被運用的程

度。二所學校分別代表國內公立、外僑學校，二所學校人文資源、自然資源各

異，因此必定形成學校發展特色校園的差異。各校均認同校園美學之重要性，

惟各校資源條件與主事者立場的差異使學校特色推動的重點與內容相當不同。

是故學校應推動環境教育，落實環境生活教育，並提昇中小學環境教育的品質

與深度，實現環境永續發展的綠色學校教育目標，透過永績發展的硬體，配合

教學內容及需求，以營造「永續發展」的綠色學校。 

 

 

關鍵詞：特色校園、校園美學、日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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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孟母三遷」的故事讓我們了解到環境對於一個人成長與發展的重要性。對

於學習階段的學生而言，一天之中除了家庭外，學校也就成了學生停留時間最

久的場所了。學校環境規畫對於一所學校來說，不僅是行政人員、教師的重要

課題，更是評量學校效能的重要指標之一（吳清山，1992），而學校建築規畫愈

完善理想，學生的正面環境知覺（如學校環境注意、學校環境滿意、學校環境

感受）愈好，負面的環境知覺（如擁擠感）愈少，對學生行為的影響則是積極

行為（如學習興趣、參與行為）愈高愈多，消極行為（如學習壓力、人際爭

執、社會焦慮）愈小、少或低（湯志民，1991）。隨著社會文明的進展，台灣目

前的生活空間，受工業化、都市化的影響，綠地逐日地減少，生活環境品質日

益惡化，這是我們有目共睹的事實。因此，肩負有社會教育功能的國小校園環

境教育亦相形重要，它不但可以在社區裡起示範作用，更能給予兒童「境教」

的效果，同時在校園逐日形成開放的趨勢下，也可以讓大眾分享到綠地空間與

休閒活動的場所（林木貴，1989）。 

    環境問題對人類生活空間的衝擊及威脅，已由地區性轉為區域性，甚至全 

球性；在資源利用上，也將對後代產生影響，因此，伴隨著永續發展概念的興

起，國內永續發展教育的推動也可視為環境教育的延伸，希望透過教育過程，

達到環境、社會及經濟的永續發展（王鑫，1999）。由於人類活動對自然環境

的影響日漸加重，因而與環境相關的課題已成為世界各國刻不容緩的研究議

題。 

    面臨此新世紀的來臨，世界先進各國莫不向地球環境生態共生共存方向發 

展，即為「永續環境」議題。台灣全面向永續環境與生存發展邁進的同時，亟

須透過校園建設改造轉型，將既有的校園改造成具有永續教育功能與環境永續

發展性，俾提供更好的教學環境。故本文乃探討國民小學在校園規畫的基礎

上，以營造綠色之永續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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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建築形式因教育理念、教學方法不同，而呈現不同的空間規劃與設

計；校園中的景觀，因師生的需求而改變，在校園環境與校園使用者間，形成

了一種微妙的互動關係。過去固定、制式的校園景觀，使師生失去自由設計的

空間，僵化其多元化思考空間，與後現代主義的發展相違背，同時也違反人性

教育（張全成，1997）。  

以學生為主體的校園中，應該將校園的空間權力回歸到使用者身上。校園

景觀是為生活其中的「人」服務，校園規劃應以學生及其他校園使用者的需求

為考慮重點，落實「人性化」觀點。因此，以學生學習、教師教學為主體的校

園環境，學校建築規劃應納入師生需求觀點，參考其需求進行校園空間改善。

「新校園運動」精神中強調使用者參與設計，希望藉由納入使用者觀點，讓設

計出來的建築環境不但合於景觀美學，更合乎教育理念與教育現場實際操作之

需求。 

在這一波學校建築更新中，除了全新設校之學校外，許多學校校園中，新

舊校舍混雜並立，形成一幅特殊景象。此類學校建築的規劃設計，是否真的落

實使用者參與精神？在新穎美觀令人稱羨的新校舍中工作、就學，究竟是什麼

樣的感受？頗令人好奇。學校建築與校園規劃近年來雖然已受到相當程度的重

視，也參照最新的教育理念進行設計，並強調空間的機能性，但對於「使用

者」在使用上的感受卻經常被忽略（李述藺，2002）。  

    在國內校園老舊校舍改建計畫進行告一段落之際，國外的小學校園是否也

和國內一樣重視這些校園建築美學特性？也為學校建築規劃與景觀美學所帶來

的衝擊與改變，並藉以瞭解國內外學校建築景觀的美學現況，是本研究主要動

機。 

依據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將本研究之目的歸納如下：  

一、分析台日二所國民小學推展特色校園之現況。  

二、瞭解不同的學校對推展特色校原之差異情形。  

三、探討公立學校與日僑學校兩者間發展之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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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學校建築規畫涵義的概念 

隨著社會文明的進展，台灣目前的生活空間，受工業化、都市化的影響，綠地

逐日地減少，生活環境品質日益惡化，這是我們有目共睹的事實。因此，肩負

有社會教育功能的國小校園環境教育亦相形重要，它不但可以在社區裡起示範

作用，更能給予兒童「境教」的效果，同時在校園逐日形成開放的趨勢下，也

可以讓大眾分享到綠地空間與休閒活動的場所（林木貴，1989）。環境問題對

人類生活空間的衝擊及威脅，已由地區性轉為區域性，甚至全球性；在資源利

用上，也將對後代產生影響，因此，伴隨著永續發展概念的興起，國內永續發

展教育的推動也可視為環境教育的延伸，希望透過教育過程，達到環境、社會

及經濟的永續發展（王鑫，1999）。 

    由於人類活動對自然環境的影響日漸加重，因而與環境相關的課題已成為

世界各國刻不容緩的研究議題。面臨此新世紀的來臨，世界先進各國莫不向地

球環境生態共生共存方向發展，即為「永續環境」議題。台灣全面向永續環境

與生存發展邁進的同時，亟須透過校園建設改造轉型，將既有的校園改造成具

有永續教育功能與環境永續發展性，俾提供更好的教學環境。 

    學校環境會影響教師的教學與學生的學習，故校規畫宜增進學生正面的環

境知覺，降低負面的環境知覺，亦即對學生行為的影響是積極行為愈多，消極

行為愈少（湯志民，1991）。學校建築是教育的場所與師生的生活空間，也是

重要的都市景觀和公共藝術品，其所建構的「境教」環境，由於具有「教育

性」、「象徵性」、「時代性」與「藝術性」，而益顯重要（湯志民，

2000）。 

    學校建築一詞是由英文「school building」或「school plant」直譯而

來。郭紹儀(1973)認為學校建築是教學活動的場所，從而實現教育計畫；把校

園、校舍和運動場三者適當安排，形成一整體的教育環境。湯志民（2000）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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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校建築規畫」包含三方面：第一，在規畫的範圍上，以校地的運用、校

舍的設計、校園的規畫、運動場的配置及其附屬設施的設置等內涵。第二，學

校建築應符合教育目標、配合教學方法和課程設計的需要，作為規畫基礎並結

合學校的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和物理環境的特色及依據建築法規、建築技術和

建築材料之規定。第三，就規畫向度而言，學校建築規畫的基本要素包含人、

空間、時間和經費，總之，學校建築規畫應符合使用者（教師、行政人員、學

生和社區人士）的需求出發，將學校的活動空間做妥善配置，藉由建築經費的

投資和時間的流程，使學校建築逐步達成教育的需要。 

以下是學校建築規畫涵義的概念模式圖 

 
資料來源：學校建築與校園規劃，湯志民（2006），臺北，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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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學校建築而言， 含有積極性教育作用的目的。因此， 學校建築的設計

規畫絕對有異於一般建築， 它必須符合一些原則才能達成教育的理想。湯志民

(1999)提出校園的創意原則，就是要求新、求變、求精、求進、求絕及求妙等

六項原則。 

二、近代學校建築的型態演變 

    筆直的大王椰子排列成行，視線的盡頭是巍峨的行政大樓與被龍柏圍繞的

精神堡壘，這是過去記憶中的傳統校園，權威而嚴肅。傳統的校園配置與建築

形式，受制於社會氛圍與政治意識型態，校園規畫佈局，制式而少有人文氣息

與人性思考，再加上經費分配不當與規畫設計人才的缺乏，校園與學校建築的

規畫上欠缺統整性與計畫性考量，常見校舍出現「老揹少」情形，在校舍風格

上各行其是，調性不一，校園景觀無法呈現整體性。 

    從 1985 年起，宜蘭縣政府以整體規畫與參與式營造的理念，進行校園景

觀更新，改造學校建築風格。宜蘭縣的校園環境營造，重視使用者參與，帶動

「大家一齊來蓋學校」，以人本思想為主概念，其整體規畫的執行成效，成為宜

蘭縣學校建築的主要特色（劉守成，2002）。黃世孟（2002）認為宜蘭縣的學校

建築新風貌，可以視為台灣新精神的代表。  

    自 1990年出現森林小學後，陸續出現許多以開放教育為名的實驗小學。

開放教育以學生為學習中心，著重個別化、個性化的學習，以及多元的教學方

式與彈性的學習時間，在教學空間的設計上，強調自由與多元的空間運用，建

造多元目的的空間，學校的整體環境都應被設想成學習的媒介，學生在環境中

彼此互動和接觸，以刺激自主學習，以促進彈性學習活動的最主要關鍵

（Nagakure, Yasuhiko, Moronuki, & Mikio, 1986）。 

    自 921 世紀巨震後，教育部企圖以校園重建作為改善校園建築與整體景觀

規畫之契機，全力推動「新校園運動」，在「為下一代蓋所好學校」想法前提

下，打破舊有的學校建築模式，全新改造校園環境，呈現台灣教育改革的理想

與目標。期望建立「美觀」、「健康」、「安全」及「永續」之中小學理想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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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的校園規畫著重於環境教育對學生想像力和創造力的啟發，營造人性化的

校園，符合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需要，落實教育改革理想與多元發展的精

神，營造多樣化的教學視野。 

    不論從空間的規畫來批判，或以工程品質的角度來檢討，921 以前的學校

建築是有極多的缺失或不合時宜的地方。為使教育設施能滿足主要使用者的需

求，「新校園運動」以「參與式設計」做為規畫設計的主要方式（教育部，

2001），強調總體規畫，有較深入的人性思考，建築型式與校園規畫理念，打破

過去千篇一律制式、長條形建築、單一的教室設計形態，以外觀新穎、設施完

備、造型獨特兼具地方社區特色、多樣化的教學空間，著重本土、環保、綠建

築之校園景觀規畫，呈現現代建築學園風格，與傳統學校建築景觀規畫大異其

趣。在校園重建前後景觀造形的不同變化，證明了美感因時代而有不同的變化

（張玟蓁，2003）。「新校園運動」中重建學校的建築型式與校園規畫理念，成

為新的空間典範（李美慧，2003），也代表了教育空間革新的契機。 

    為落實新環境、新學校理想，教育部國民教育司（2005）於「國民中小學

老舊校舍整建作業規範」中，提出校園綠建築九項指標（生物多樣性、綠化、

基地保水、水資源、日常能源、CO2 減量、廢棄物減量、污水及垃圾、室內健

康與環境）做為參考與規畫之依據。教育部在推動老舊校舍整建工作時，延續

新校園運動的精神，因應社會變遷，朝向安全樸實、健康友善、永續環保、文

化資產保存的方向邁進，實踐永續校園理念。  

    綜上所述學校建築的時代改革趨勢之分析，可發現學校建築隨著政、經環

境的改變與教育思潮的改革，從教育主體性、都市環境與建築專業的角度，發

揮其在教育及公共性議題的功能。在校園重建前後景觀造形的不同變化，證明

了學校建築的發展除了重視教育性的功能之外，亦隨著時代的演進，改變其外

觀形貌並發展當代所應具之公共性功能，不斷地創新改造更具現代的「境教」

環境，皆須具有「教育性」、「象徵性」、「時代性」與「藝術性」俾能使學校永

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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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比較與分析 

一、三和國小簡介 

校簡介 

本校創立於民國四十六年，位於三和里馬岡厝，是一個民風純樸、環境優美的學習殿堂。目前

含特教班及幼稚園共有三十三班，學生人數 831人，普通及專科教室共有七十多間，而且有一

座設備完善的活動中心，三處現代化球場、寓教於樂的遊戲設施及綠意盎然的美麗校園。最重

要的是全校同仁都秉持著「精進、團結、和諧」的理念，共同為學校願景「愛、活力、成長、

感恩」而努力付出。 

資料最後異動時間：2017-05-26 08:58:5 

 

學校校舍概況 

校地總面積 
23296.00 平方公

尺 
校舍總延面積 

12478.52 平方公

尺 

建坪面積 平方公尺 普通教室數 34 間 

專科教室數 12 間 午餐廚房 0 間 

體育館/運動中心 1 座 廁所 14 間 

資料最後異動時間：2015-02-13 11:45:30 

圖表來源:三和國小網頁介紹 

二、日僑學校簡介 

學校概況 

 

學校名稱 台中日本學校（台中市日本小學） 

成立： 4月 22日，昭和 52 

學校長 松下松子 

員工人數 

23人（一名校長，一名教師，十四名教師，一名護士老師，兩

名管理人員，一名兼職人員，一名支持人員，一名僱員，一名

保安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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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數/學生人數（截至 2017年 4月 24日） 

本科 小學 中學 總量 

學年 1年 2年 3年 4年 5年 6年 1年 2年 3年  

課數 1 1 1 1 1 1 1 1 1 9 

兒童和 

學生人數 

男孩 9 9 8 13 6 7 6 7 13 78 

婦女 10 6 12 五 4 3 五 4 6 55 

總量 19 15 20 18 10 10 11 11 19 133 

 

圖表來源:日僑學校網頁介紹 

三、依建築物特色比較及分析 

(一)三和國小因是台灣在地小學，偏向傳統區域現代化建設，剛中帶柔。 

(二)日僑學校學校建築較偏向日式建設，多樣性變化較多。 

 

肆﹑實證研究 

    本研究為了探討校園規劃的實際作法，特別選擇台中市大雅區三和國小及台

中日僑學校建築特色之比較敘述如下： 

大雅區三和國小與台中日僑學校之共同點： 

(一)學校社區化：將學校視為社區的文化中心，也是社區重要的文教據點與生

活空間，學校建築與校園規劃，考慮社區居民的使用，使學校成為社區重

要的一部分，是學區、社區資源整合共享模式。  

(二)班群空間：教室設計可以讓各班擁有各自的單元空間，同時共同享用一些

大型空間或資源設備。 

(三)多功能開放空間：在校園中設置大型的空白空間，是屬於戶外或半戶外空

間，教師和學生可在此進行各種學習活動。 

(四)地方文化與精神意象：尊重基地所在的獨特條件，將在地的地理環境、人

文景觀和歷史民情等文化融入建築設計之中，並建立景觀地標之核心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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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學校之精神意象。  

(五)設計操場：校園中有環形的操場的規劃。 

(六)考慮環保的綠色建築：永續經營的綠色校園環境，環保建材、資源再生管

理、生態循環、基地永續規劃。 

 

大雅區三和國小與台中日僑學校之差異性： 

大雅區三和國小： 

（一）學校建築斜屋頂設計：學校建築是斜屋頂，包括單斜與雙斜屋頂。 

（二）使用者共同參與：除了建築師，還有校園使用者—教師、學生、行政人   

   員，校園參與者—社區、家長參與校園的規劃與設計。 

（三）三合院的校園：校舍設計的型態，採取傳統的三合院的建築型態。 

台中日僑學校： 

（一）學校建築屋頂設計：學校建築是圓弧屋頂及平屋頂。 

（二）專家、行政共同參與：除了建築師、行政人員參與校園的規劃與設計，  

缺少社區人士、家長與學生的參與。 

（三）H型式的校園：校舍設計的型態，採取 H型式的建築型態。 

 

   林海清（2017）指出提供一個安全、符合綠色生態、彈性開放的空間，結合

教學之需求，使學校成為學生、社區之學習中心，是新時代的校園規畫須考量的

重點。未來學校建築設計趨勢包括：（1）彈性開放的空間，多元化、生活化的

學校；（2）互動、舒適、方便、安全、人性化的設計；（3）網路與多媒體等資

訊設備，滿足終身學習需求之科技化設備；（4）學校與社區資源共享，建立社

區化的共享機制；（5）學校發展結合地方發展的需求，落實本土化概念；（6）

適應環境變遷與教育發展，奠定未來發展空間，型塑健康化的未來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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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就以學者林海清的學校建築設計趨勢，來檢驗臺中市三和國民小學與

臺中日橋學校的整體校園建築規劃與美學作比較分析。 

 

一、教育理念之意象---意象美學 

（一）兒童意象美指標：  

1、學校活潑可愛的設計，令人感到歡樂童趣之美  

  

 

2、學校親切宜人的尺度，令人感到溫馨可親之美 

 

 

三和國小圖書館空間寬敞採光通風良

好，有溫馨可親之美 

日僑學校圖書館擺設居家型態有親切

宜人之感覺 

 

 

 

 

 

 

日僑學校遊樂場 

417



3、學校的空間變化不一，令人感到新奇多變之美  

  

日僑學校階梯之美 三和國小校門 大家來讀書 

 

        三和國小中廊標誌之美 

 

（二）教育意象美指標：  

1、學校的空間草木景物，令人感到教學情境之美  

  

三和國小教室前綠廊 日僑學校草木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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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校規畫綠建築指標，令人感到生態教育之美  

 

 

日僑學校植栽 三和國小百年芒果樹 

 

3、學校的人文風土元素，令人感到文化意識之美  

  

三和和日僑利用牆壁及梁柱有效利用空間創造文化藝術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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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開放意象美指標：  

1、學校自由學習的環境，令人感到學習開放之美  

 

 

 

2、學校是社區生活中心，令人感到空間開放之美  

  

日僑與三和校門開放具備空間開放之美 

 

3、學校親和的邊界綠籬，令人感到地景開放之美 

  

三和國小色彩繽紛矮牆，令人感到空

間開放之美 

日僑學校親和的邊界綠籬，令人感到

地景開放之美 

420



二、教育設施之具象---具象美學 

（一）形式具象美指標：  

1、學校新穎創意的造形，令人感到獨特風格之美  

  

日僑落地綠廊與三和階梯護欄設計令人感到獨特風格之美 

 

2、學校生動調和的色彩，令人感到優雅和諧之美  

  

日僑的遊戲場與三和辦公室生動調和的色彩，令人感到優雅和諧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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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校材料多元的質感，令人感到豐富紋理之美  

  
三和國小新穎創意的造形，令人感到

獨特風格之美 

日僑學校生動調和的色彩，令人感到

優雅和諧之美 

 

（二）空間具象美指標：  

1、學校的整體規畫配置，令人感到空間秩序之美  

  

三和國小和日僑學校的整體規畫配置，令人感到空間秩序之美 

 

2、學校高低錯落的量體，令人感到空間韻律之美 

  

三和國小和日僑學校高低錯落的量體，令人感到空間韻律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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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景觀具象美指標：  

1、學校生態綠化的校園，令人感到綠意盎然之美  

 

 

三和國小和日僑學校生態綠化的校園，令人感到綠意盎然之 

 

 

2、學校四季時序的植栽，令人感到季節遞嬗之美  

  

三和國小和日僑學校四季時序的植栽，令人感到季節遞嬗之美 

 

 

423



3、學校的公共藝術創作，令人感到藝術氣息之美 

 

 

三和國小矮牆設計及日僑學校公共藝術創作，令人感到藝術氣息之美 

 

三、使用者之動象—動象美學 

（一）學習動象美指標：  

1、學生在多功能學習角學習，令人感到自主學習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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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在戶外空間廣場活動，令人感到多元學習之美  

  

三和國小和日僑學校學生在戶外空間廣場活動，令人感到多元學習之美 

 

（二）社群動象美指標：  

1、學生在主次動線巧遇寒喧，令人感到人際交流之美  

  

日僑學校與三和國小學生在主次動線巧遇寒喧，令人感到人際交流之美 

 

2、學生在休憩角落談心閒聊，令人感到友伴情誼之美  

 

 

三和國小及日僑學校的學生在休憩角落談心閒聊，令人感到友伴情誼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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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體育動象美指標：  

1、學生在多樣化遊戲場遊戲，令人感到玩耍嬉鬧之美 

  

 

2、學生在綜合運動場地運動，令人感到健康活力之美 

  

圖片來源:研究者自攝影 

 

伍、結語 

    校園建築與環境設計彰顯學校教育情境與辦學品質的重要關鍵，從本研究

探討中發現美是生命的力量，是生存的競爭力，校園環境美學可以達成境教的

功能，也能提升師生美學素養對教育品質之提升更是不言可喻。校園建築是生

活的藝術，建築的質感體現國民生活素質與學校文化豐富內涵。因此學校建築

的規劃與設計影響重大，學校空間營造規劃與使用發揮教育潛在課程的影響，

學校的經營主政者必須正視此一問題。  

    從實證比較探討中，發現由於國情文化背景不同，因此在校園的景觀設計

亦有不同的構想，如日僑優雅和諧，三和小學生動盎然，令人感到情境的魅力

浸在校園用心規劃中。欣賞校園景觀設施時，猶如欣賞美麗的景觀圖畫，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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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賞心悅目外，也會喚起我們對景觀環境的認知與情感，同時也會產生我們

對於學校教育的形象知覺。 

    學校建築也是生活的藝術，從二校的建築設計中看到建築的實質美感，體

現情境美學的沉浸效果。因此學校建築的規劃設計者宜廣泛掌握學校情境教育

的需求，發揮美學創意的設計，營造一個花木扶疏生機盎然具有藝術美感的優

美校園，展現教育的功能於情境的陶冶中。  

    總之，從型式跟隨功能到美學的彰顯，在優質校園空間環境中營造充滿美

感藝術的人文校園，讓生活在校園中之師生及造訪之訪客能直接、間接感受校

園文化與學校建築之美。在美育功能的實施上，發揮學校建築美學的功能於極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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