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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過去認為學校的建築空間與學習環境在學生的教育過程中僅是扮演

被動的角色，教育空間或設施不過是提供學習的場所罷了（Bingler, 

1995）。而這樣的情形持續到 20 世紀中葉逐漸發生轉變（Castaldi, 1994），

從社會科學各學門領域中，包括行為心理學、認知心理學、環境心理學、

社會學、人類學、建築學……等可以了解學習會直接與間接的受到外在環

境的影響。因此，校園建築空間甚至是校園創意設計的若規劃完善，不僅

是安全、舒適的學習環境，本身更是一套豐富且吸引人的教材，能夠激發

幼兒的學習興趣與動力。幼稚園是學前階段的幼兒除了家庭以外接觸時間

最長的地方，整體空間與情境的設計，應具活潑生動的氣息、自由開放的

學習氣氛，這皆有助於幼兒發展想像力與創造力。Taylor（1995）比喻學

校建築為一本「三面立體的教科書」，不僅具備功能性的藝術外型、一處

美的場所，更是一個能引發學習的刺激中心。他更進一步表示，透過對設

計或自然環境的認識，教育者可以將呈現在外的用具（things）轉變為思想

（thoughts）。很多專家學者亦持有相同的看法，認為學校物理環境及教育

設施影響著身處其中的學生們身心健康、態度、行為、情緒、學習成就等

（Castaldi, 1994；Gifford, 1997；吳清山，1990；湯志民，1991）。大量實

證研究的文獻也證實了學校建築與空間環境對學生學習具有影響力

（Earthman, Cash, & Van Berkum, 1995；Hines, 1996；Lewis, 2000）。學校

物理環境對學生行為及學習的影響已獲得國內外多篇研究證實，同理可知

幼稚園學習環境的規劃設計也以潛在的方式影響著幼兒的表現，本研究的

文獻探討部分主要了解在幼稚園空間規劃的內涵與原則，並進而呈現出校

園創意設計的內涵與做法，最後提出校園創意設計相關研究作為參考與佐

引。 

本章共分三節，第一節探討幼稚園空間規畫的基本理念；第二節在探

討校園空間創意設計的理念與內涵，其內容包含創意設計的原則與特徵指

標；第三節，提出校園創意設計的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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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幼稚園空間規畫基本理念 

    有「幼稚園之父」美稱的福祿貝爾（Frobel）建立世界上第一所幼稚

園，將幼兒學校命名為「幼稚園」（kindergarten），即象徵著「兒童的花園」，

福氏將兒童比喻為花草，老師為園丁，而幼稚園正是兒童快樂生長活動的

場所。幼稚園與幼兒教育的關係極為密切，全體的園舍硬體建築或設施、

軟體的教學活動與內涵都是為了教育目的而建置，園所長與教師們的教育

理念也應反映在幼稚園的學習環境之上，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也

揭示了環境具有潛移默化、陶冶幼兒心性的作用，也需對社區家長具教育

效用（utility）的功能（盧美貴，2005）。本節擬就幼稚園學習環境的內涵

與設計原則加以探析，以明其梗概。 

 

壹、幼稚園學習環境的內涵 

    學前階段是人一生中學習的前線，知識的灌輸與技能的熟練並非主要

的教育目的，而是希望透過環境的刺激能開展幼兒的潛能（朱敬先，

2004）。這個時期的幼兒處於 Piaget 所提出的運思前期，抽象思考的能力

尚未完全發展，僅能憑具體的事物來進行思考，所以幼兒所接觸的環境、

設備比起其他教育階段更來的重要。一個幼稚園教師必須了解自身的創造

力可能會被這個教室的規劃與常規所限制，而教師首要之事就是對空間有

所安排，並符合某個目標。倘若學校的目的是為了學習，則每個空間應該

提供幼兒學習的機會（Hatch, 2005）。 

Mitchell & Balaban（1992）曾經對幼兒學習環境有以下的見解：「所有

為孩子設計的課程都是在一些場所進行……但不管在什麼場所，場所中都

有傢俱、器材以及其他材料，而且有某些時間表來規範時間的運用。空間

的大小、空間裡的物品和時間的管理都是環境的一部分，而學習環境就是

這些要素的總和。」(引自臧瑩卓，2004)。 

「幼兒學習環境」是指為了達到幼兒教育目標所設立的學習場所，有

其廣狹兩義。廣義而言，「幼兒學習環境」是涵蓋幼稚園中一切的空間、

設施和設備，及包含幼稚園所有室內外的活動設施，代表廣闊的實質區

域，包括園舍（buildings）、園庭（gardens or yards）、遊戲運動場（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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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nds）及其附屬設施（facilities）。狹義而言，則僅指幼稚園一般學習用

的「活動室」(柳麗珍，1986；陳木金，2006；湯志民，2001)。本研究以

廣義的幼兒學習環境視之，將幼稚園學習環境區分為園舍、園庭、遊戲運

動場及其附屬設施，包含其建築設施或空間。 

幼稚園設備標準（1989）指出幼稚園「園舍」應包含園門、活動室、

遊戲室、保健室、觀察室、視聽室、圖書室、園長室、接待室、辦公室、

教具室、儲藏室、寢室、廚房、餐廳、廁所及盥洗室、樓梯、走廊、地下

室等。「園庭」則指園舍與遊戲運動場以外的園庭空間或設施，位於建築

物之間或建築物與遊戲運動場間，是幼兒活動室對外空間的延伸，因此應

配合園舍做整體的規劃。園庭又分為前庭與後庭，前庭包括走廊外之空

間；後庭又稱半戶外教學活動空間，宜作綠化或彈性使用。「遊戲運動場」

則是幼兒在戶外共同的活動空間，主要是戶外的遊戲場，包括動態與靜態

的遊戲場，如寬闊的草坪、跑道、球場、溜滑梯、沙坑、游泳池等；「其

他設備」即為泥土地、水泥地、小木屋、踏水池、升旗臺、飲水機、停車

場與車棚等。 

    湯志民（2006）提出校園的內涵主要涵蓋校地的利用、校舍的設計、

庭園的規劃、運動場的配置及附屬設施的設置等，在結構性質上屬於空間

的區分和配置。湯志民（2001）於《幼兒學習環境設計》一書中指出，幼

稚園園舍應依其教育活動的需要而應有以下各種設施：「園舍」包含教學

建築、行政大樓、休閒活動建築、服務建築等；「園庭」包含園徑、橋、

水池、瀑布、腳踏石、涼亭、雕塑藝術、綠廊、園燈、園桌椅、教材園、

戶外劇場等；「運動場」包括田徑場、球場、遊戲場、體育場、游泳池等；

「附屬設施」目的在輔助學校建築主體發揮最大功能，分為附屬建築與附

屬設備兩類，包括校門、圍牆、走廊、川堂、樓梯、地下室、廁所、洗手

臺、司令臺、停車場、課桌椅、粉筆板、公佈欄、圖書設備、電腦設備、

飲水設備、消防設備、垃圾處理設備、遮陽設施等。 

歸納上述對園舍、園庭、遊戲運動場、附屬設施的內涵，研究者發現

兩者對於一些空間或設施的所屬位置看法不太相同，且湯志民（2001，

2006）所提出之學校建築設施之內容較為清楚、詳細，且資料年限較新，

因此幼稚園學習環境與建築設施的位置與屬性分類，若兩者意見相左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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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參酌湯志民（1989）於《學校建築與校園規劃》一書中的定義。因此，

幼稚園學習環境的內涵包括（教育部國民教育司，1989；湯志民，2006）： 

 

一、園舍 

    指幼稚園內的各項建築，包括教學大樓、園長室、行政室、活動室、

圖書室、教具室、儲藏室、保健室、行政室、寢室、廚房、餐廳等教學或

專科、專門處室，廁所及盥洗室、走廊、樓梯、地下室等。 

 

二、園庭 

指園舍與遊戲運動場以外的園庭空間或設施，分為前庭與後庭，前庭

包括走廊外之空間；後庭又稱半戶外教學活動空間，宜作綠化或彈性使

用。包含園徑、橋、水池、瀑布、腳踏石、涼亭、雕塑藝術、綠廊、園庭

休憩桌椅、教材園等 

 

三、遊戲運動場 

為幼兒在戶外共同的活動空間，主要是戶外的遊戲場及大型的硬體遊

戲空間，包括寬闊的草坪、跑道、球場、溜滑梯、沙坑、游泳池、攀爬牆

等。 

 

四、附屬設施 

為配合園舍、園庭和遊戲運動場使其功能更加完備的各項設備或器

材，如園門、圍牆、川堂、小木屋、踏水池、升旗臺、停車場、洗手臺、

司令臺、課桌椅、粉筆板、公佈欄、圖書設備、電腦設備、飲水設備、消

防設備、垃圾處理設備、遮陽設施等。 

湯志民（2000）指出校園空間（school space）是由校舍、校園、運動

場及其附屬設施這四個類別所組合而成的「點、線、面、體」環境，應用

在幼稚園學習環境中亦同。 

「點」的分佈，是幼稚園建築空間組構的基石，如：獨立的教學大樓

或運動遊戲場、功能不同的學習室、觀景休憩的涼亭、藝術造景的雕像或

奇石、圍牆邊的園門、運動休閒用的籃球場或欄杆、沙坑、戲水池、停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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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等都是組成幼稚園空間的元素。 

「線」的延伸，是幼稚園建築空間的動態組構，如相連的教室與廊道、

遮風避雨的中庭、系列的廊柱、上下延伸的樓梯、相互貫穿的樓臺、運動

場的跑道、蜿蜒的溪流、學校象徵界線的圍牆……等，具優美線條的美感，

使人產生自由發展、左右延伸及區隔空間的感覺。 

    「面」的擴展，是幼稚園建築空間的區域分佈，如：圍牆界定的校區、

前後走廊所包夾的園舍區域、植滿花草的花園與小徑、大片的樹林、種植

花草的生態園……等，給人整體、平穩的歸屬感。 

    「體」的建立，是幼稚園建築空間的完整結構，如：層層相疊的校舍

樓層、環環相扣的運動設施、左右對稱的園庭景致、上下起伏的花樹綠籬、

琳瑯滿目的教室布置、縱橫交織的樓梯走廊……等，構築了學校建築的立

體空間，給人精彩、豐富與充實的感覺。 

    探討幼兒學習環境時，經常會提到設備（equipment）、器材（materials）

和供應品（supplies）等名詞，茲介紹如下：「設備」（equipment）是指幼

兒設施中長期投資、體積較大而貴重的物體，包括固定特質與可彈性活動

的物件，固定特質的物件包括：傢俱、置物櫃、單槍投影設備、洗手臺、

白板；可彈性活動的物件包括影音設備，如電腦、電視，畫架、地墊、騎

乘遊具，這些都是兒童在教育活動中可以使用的。而「器材」（materials）

則指課程或活動中可隨時更換或補充，且體積較小而便宜的物件，包括可

重複使用的物件，如積木、拼圖、益智玩具、各類娃娃、書本、玩具等幼

兒可以自由操作的物品。「供應品」（supplies）則指耗材之類的消耗品，使

用完畢或壽命告終即可丟棄的物件，如紙張、膠水、彩繪顏料、筆類（湯

志民，2001）。Read（1987）認為器材（materials）是與課程直接相關的材

料，對幼兒是具有參與性的，包含建築材料、可自由拿取使用的材料、扮

演性材料及其他非必要性材料。DeVault（1999）則將「器材」（materials）

分為三類：1.教師提供的材料（teacher supplies），如存放的容器、字卡、

各類用筆、削鉛筆機等。2.急救箱（first-aid box），如繃帶、鉗子、棉花球、

消毒藥品等。3.一般教室必需的材料（general classroom supplies），如面紙、

肥皂、手電筒、佈告欄等。  

    不論是設備或器材都是幼稚園中不可或缺的物品，教師應該有系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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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以促進幼兒獨立的操作，並週期性的變換以提供豐富性。 

    幼兒學習環境被眾多學者概分為室外學習環境與室內學習環境。幼兒

學習環境的內涵，依教育部國民教育司（1989）在「幼稚園設備標準」中

規定，幼稚園的建築應包括園舍、園庭及運動遊戲場所等部分，且說明了

幼稚園的設備須參酌幼兒身心發展的特性，以增進幼兒健康、養成良好習

性、涵養學習興趣、啟發幼兒知能為目標。 

    綜上所述，幼兒學習環境可以概分為「室內學習環境」及「室外學習

環境」，其內涵是指幼稚園的空間或設施，泛指幼兒觸摸的到或看的到的

範圍，在這個範圍內接受教育，幼兒學習環境包括園舍、園庭、遊戲運動

場、附屬設施等四大項。 

 

貳、幼稚園空間設計的原則 

    古語說：「教育是十年樹木、百年樹人的經國大計」，這十年樹木與百

年樹人象徵教育事業的長遠性，不圖現況的近利與滿足，在教育制度與政

策上是如此，學校硬體建舍、校舍規畫設計也是一樣。學校建築與規畫是

永久性的教育投資，除了關係著學校未來的發展，也肩負著莘莘學子在此

求真、求善、求美的任務。湯志民（2000）亦言「學校不只是磚和灰泥，

也不只是教學和學習的容器，學習發生於物質情境中，影響我們如何教、

如何學和如何感覺我們自己和他人」。學校建築深深的影響學校氣氛，而

學校氣氛更是校園文化的起點，也是潛在課程發揮作用的關鍵之處（林逸

青，2005）。環境影響行為是不容忽視的一項事實，如何有效的利用物理

環境以達到理想的教育目標即為學校建築學的神聖使命，而這個責任在幼

稚園更為重要，因為幼兒控制環境的力量比小學生、中學生來的薄弱（柳

麗珍，1986），環境能刺激或侷限幼兒的學習，對幼兒來說環境是會說話

的。幼兒對空間的需要，其空間的有效利用比空間本身的大小更為重要，

人的行為常受到環境的影響，這在幼兒身上更為明顯，例如環境紊亂骯

髒，則幼兒不易養成乾淨清潔的好習慣；教室動線劃分不明，則幼兒於活

動間容易產生衝突。所以幼稚園建築與空間設計規劃的優劣，對幼兒的學

習成效與身心發展也有著十分深遠的影響，必須用最嚴謹的態度來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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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有完善的學校空間整體規畫才能真正發揮環境的教育功能（教育部，

1999）。 

以下茲將幼稚園空間設計分為兩個部分。首先是幼稚園園舍建築，將

園舍的外在建築原則做一詳細介紹；第二，幼稚園在室內外學習空間規劃

上的原則。 

 

一、幼稚園園舍建築的原則 

林逸青（2005）提出學校建築的空間設計，不僅左右了教與學的活動；

學校建築的美感，更柔化心靈，涵養人性。規畫學校建築者若具前瞻的眼

光、開闊的胸襟與高瞻遠矚的教育理念，則我們走進這所學校，便會覺得

校舍巍峨、花木扶疏、琅琅讀書聲聲入耳、各區動靜分明，則身處其中的

人心曠神怡，這就是學校建築規畫優良的設計典範，優質的學校環境對師

生的教學、學習、成就、態度、健康和行為都有其積極正面的影響（湯志

民，2002b）。 

國外著名的英國劍橋大學的國王學院禮拜堂（King’s College 

Chapel）、臺北市真理大學的牛津學堂、臺北市立建國高中的紅樓等校園建

築皆有劃時代的意義，於無形中孕育境教之效，對當代與後世都有歷久彌

新的深遠意涵。幼稚園建築雖不必然要如此雄偉，但是符合幼兒需要的設

計、表現該園所的性格與精神，都是與這些宏偉建築具有同樣的重要性（盧

美貴，2005）。規劃和設計不論尺度大小，都是不同目的與原則所建構而

成的空間組織，反映著組織中的成員的意識與群體的活動、價值觀和意圖

（施植明譯，1996)。園舍建築為教育精神的象徵，其建築與設計不僅均應

反映園長與教師們的教育理念（盧美貴，2005)，也應協助教師實現教學目

的，展現教育活動的功能。理想的學校環境規畫，不僅滿足學生的學習和

休憩活動上，有其積極的意義和價值，也是教育和行政人員用盡巧思戮力

追尋的目標（湯志民，2006）。 

Read（1987）表示建築（the building）應該考慮的要素有：空間的數

量（amount of space）、方位（exposure）、停車位置（parking space）、空間

彼此的關係（relation of rooms to each other）、活動區域（activity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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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的空間（storage space）、室外活動（outdoor activity）、健康與安全（health 

and safety）、美觀（beauty）等九項因素。 

「美國學校與大學雜誌設計比賽」（A S&U Magazine Design 

Competitions）之最佳學校建築年鑑的評審委員指出十一項評選依據的指

標：1.與社區共享，學校建築的設計是否能將所有關係人的利益最大化。

2.效能：能否運用合宜的經費及資源，創造優質的學習環境。3.前瞻性：

是否具備前瞻性並預留未來可茲調整的空間。4.功能性：設計是否在動線、

安全、大小及鄰近性等面向配置得宜。5.高效能：以最經濟的方式運用能

源，創造出舒適、安全的學習環境。6.統整性：能整合課程、科技、空間

與環境。7.長遠性：設施容易維護與升級。8.獨特的歷程：指獨特的設計

與發展的歷程。9.歸屬感：讓學生擁有家的感覺。10.計劃方案：提供不同

年齡層的使用者一個具有學術及其他重要功能的適宜環境。11.以學生為中

心的設計理念（Godshall, Hifgtower, Loeffelman, Morre, & Wilson, 2002）。 

在園舍建築與規畫設計的相關原則上，歸納朱敬先（2004）、任國喜

（1987）、柳麗珍（1986）、湯志民（2005）與盧美貴（2005）的見解，幼

稚園園舍建築的原則如下： 

  （一）整體規畫 

    幼稚園園舍建築是由不同的空間所建構，包含園舍、園庭、遊戲運動

場及附屬設施，在規畫上整體性至關重要，所謂「整體大於部分之和」，

所表達的就是教育力、結合力、發展力與情境的協合力必須要整體配合，

從開始的環境規劃、功能需求、造型美觀、環境裝飾等都應加以考量，並

配合當地的風土民情、園所教育理想等各方面加以結合，同時配合經費的

務實運用，尋求空間、與時間上的連貫性，才能使學校產生整體之美（湯

志民，2005）。在校園佈置上也力求銜接，如依花木的季節作適當的栽植，

使校園四季長綠，時時可見花團錦簇之景象；在空間上應依景觀需要作妥

善的分配，配合區域功能種植不同的花木，以發揮各自的特色，增添活潑

盎然調和的氣氛。環境佈置與節慶的結合，佈置符合生活、習俗或節慶的

應景裝飾，符應教學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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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安全舒適 

    幼兒對環境警覺性不高，因此安全舒適為幼稚園園舍建築首重之原

則。學校建築須堅固安全、建材須真實耐用，衛生條件也不容忽視，各項

設備均應達到安全標準，使學校建築能防颱、防震、防火、防水；園舍的

地理位置、通風設備、溫度調節、色調採光、噪音隔絕等都應嚴加考量；

舉凡空氣、光線、氣候、防暑及各種清潔衛生條件，也影響幼兒身心健康

甚鉅。一個健康舒適的學習環境會對幼兒的身心發展產生積極有益的影

響，所以學校建築不僅是個遮蔽物而已，更要像房子一樣令人感到溫暖舒

適，一個安全無虞的校園環境是發揮境教的基礎。園舍建築不但努力達成

其效用表現，也應賦予其有親切、舒適、喜悅的感覺。適當運用權衡關係，

表現建築物的性格，如開朗式的設計、優美淡雅的色彩、寬闊的園地、各

類自然生物等都能使園舍建築更達到美觀舒服的原則。環境可以左右人的

心情，花草樹木、建築造型、整體氣氛……在在影響著師生的性格與身體

健康，所以校園的外觀和內部設施都應追求美感，提供親切、自然、舒適

與愉悅的身心享受（陳木金，1997）。 

  （三）教育功能 

    教育性的考量應是校園規畫設計的首要前提，應此而生的主體架構，

學校才有存在的價值（林逸青，2005）。現代建築所依循的「形式追隨功

能」，即言明形式以功能為基礎的概念，應滿足教師教學、學生學習、課

程需要與師生互動等各項教育活動的需求，除了適應教學活動需要，也應

發揮社區家長的教育功能。否則空有硬體外型，而無實際教育功用，則不

能稱為學校建築。有鑑於境教的重要性，在空間、設施、環境等設計上應

妥為規畫，並蘊含教育理念，以發揮潛移默化的教育效果。在具體作法上

應注意以下幾點：1.參酌教育部頒之「幼稚園設備標準」，使各項設施適性、

適量、適用。2.園舍設計應提供利於師生互動的機會，如課桌椅彈性配置、

走廊上交誼空間的規畫與動線設計，以增加師生或同儕的互動聯誼。3.校

園做開放的規畫，不做過多的限制，使學生能徜徉於綠草藍天之間凝望落

日浮雲，或在花開花落之間體悟生命的奧秘。4.情境佈置應符合人性的教

育需求，廁所馬桶、洗手臺等依兒童身高配置，另設置教職員專用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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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輪美奐且具趣味性的海報與佈告欄，可吸引幼兒注意並收宣導與力行之

效。5.將教學步道貫串並融入學校，延伸學習空間，如設計植物標示牌、

規畫各類學習領域、體適能健康步道等，使教育氛圍瀰漫校園。 

  （四）經濟實用 

    經濟的涵義並不只是節省，還要能適應需要、發揮最高效能。一味的

降低造價成本，有時反而提高日後維修與擴充的費用。要符合真正的經

濟，達到最佳的使用效果，必須有深遠的眼光與更精密的計畫。湯志民

（2005）提出符合經濟性的建築規劃與空間設計具體做法：1.園舍採多功

能用途的設計，增加空間平面性的運用。如室內活動室可作為親師座談、

教育研習等會議場地，又可兼做午睡寢室之用；或採以「開放性設計」來

減少內牆與隔間，做可彈性移動的設計，多功能空間已成趨勢（Butin, 

2000）。2.對於園舍的運用做最佳的時間規畫，以增加空間立體的使用率。

例如幼稚園辦理課後留園服務，於幼兒放學後，繼續將場地作為課後照顧

之用。3.建材的運用應視學校主客觀環境，以合理價格選擇耐用、美觀、

可再利用且容易維護管理之建材，考慮日後長期維修、養護所需投注的人

力、時間、經費成本因素。4.運用自然植栽及環工科技，達成綠建築減低

環境負荷和省能節源的目標。各種建造與設計，應能促進學校有效的管

理，方便幼兒活動及社會的使用為原則。如社區常用的空間，其位置應鄰

近街道，另備寬廣的空地以停放車輛。 

  （五）創意實踐 

    對一成不變力圖改進所邁入的求新、求變的歷程，就是創新，尤其在

這科技文明瞬息萬變的社會，創新與創意的培養逐漸受世人所重視與應

用。每個學校應依其主、客觀條件，學校教育的理念與重點，做整體性或

個別性的創新設計，以表現學校獨特的風格。教學活動內容是學校建築中

創新原則的基本核心，園舍建築與設計必須依據課程與教學來發揮其功

能，使學校建築規劃與設計能具備環境教育的激勵功能，並善用該園所自

然環境和教學器材設備以促進教學，這些都是幼稚園園舍建築與創新的重

要考量。創意規劃的原則應顧及多元化，發揮創意以突破制式，教師也應

運用新的教學方法充分利用有限的空間，發揮「空間無形，形體有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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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林海清，2007）。具體作法包括：1.整體性的情境設計，可結合地方

特色做獨樹一幟的設計，如學校色彩的搭配、建築造型的變化、園庭景觀

的配置等做創意性的設計。2.個別性的情境設計，如園門、精神圖騰依園

名或作象徵意義的詮釋設計，校舍建築、廣場、園庭、班級的命名，利用

空間規劃學習步道等，都可展現獨創、新穎的構思。近年來各縣市政府積

極推動創意校園方案，多所學校在校園創意空間的營造亦有優秀的表現。 

  （六）前瞻考量 

教育是百年的事業，而學校建築更是伴隨其側、執行教育力量的地

方，若是規畫不周，興建之後卻不利於使用因而整建，則不符經濟效益的

原則。因此，學校建築的規畫應將時間線放遠，考量未來的使用、發展的

需求與整建的便利性，使其具有變通性、彈性、擴展性與永續性，使學校

建築規畫更具生命力、活力與延展力。具體而言，學校建築規劃計畫應就

整體考量，以符合下列要求：1.現代化：包括新建築技術的運用、整體景

觀設計、行政電腦化管理系統、資訊網路系統、電子佈告板、保全系統、

消防系統、空調系統、飲水系統、花木自動澆灌系統、廁所的自動化沖水

裝置等。2.未來化：包括建築發展計畫、預留校地開發計畫、學校及社區

地下化停車場規劃、資訊視聽線路插座的預先設置等。3.特殊化：考量使

用者不同的需求來建置人性化空間，包括空間、設備、時間、活動的無障

礙，如殘障坡道、扶手欄杆、導盲磚、電梯及音響辨識系統等無障礙學習

環境的設計。4.彈性化：在規畫上考量可彈性變動的特點，以迎合不同的

教育需求，包括部分校舍採非永久性的彈性隔間、設計多功能用途之開放

空間、彈性式的校園情境佈置等。 

    由上述幼稚園園舍建築與規劃的原則可知，這些屬於教育環境中的硬

體部分，包含園址的選擇、園地規模、園舍建築、室內外的活動空間和設

備，在規劃初始階段就應對園舍建構的方式與功能作一全盤性的考量，以

教育功能為開端，輔以安全舒適、經濟實用的考量，實現幼兒教育的理想，

使園所環境形成一個整體的教育情境；進而發揮妙思，將創意應用在教學

上甚或是本研究所探討的校園空間創意規劃，以有限的資源創造最大的學

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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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幼稚園室內外學習空間規劃的原則 

    常言道：「工欲善其事，必先利其器」，就教育情境而言，亦是如此。

學校建築與一般建築不同之處，即為需符合教育上的特殊需要。而幼稚園

是幼兒生活、學習的場所，幼兒非成人的縮小版，故其活動的環境，不能

用成人的角度去衡量。幼兒需要一處專門為他們設計的園地，生活於其

中，快樂舒適、安全無虞，以充分發展其潛力。蔡春美、張翠娥與陳素珍

（2000）將幼托園所的環境規畫分為硬體與軟體，硬體以園舍的建築與設

備為主，軟體則指課程的設計與安排。在本研究中主要以硬體的創意設計

為研究的重點。Judy Herr 建議硬體空間的規畫應有下列 6 項規畫目標：1.

提供一個身體安全的環境；2.提供促進認知、情緒、社會及身體動作發展

的學習區；3.提供教師容易監督的空間；4.提供吸引師生目光的空間；5.

提供方便幼兒能自由拿取材料；6.並鼓勵幼兒參與活動（尹亭雲等譯，

2004）。 

    學習環境的設計必須提供滿足幼兒安全感的情境，藉由活動來增加幼

兒與器材接觸的機會。但是幼兒環境的設計與規畫並沒有一套放諸四海皆

準的正確答案（張世宗，1996；DeVault, 1999）。美國學者最常使用《幼稚

園環境量表》(Early Childhood Environment Rating Scale,簡稱 ECERS)來評

量幼稚園教學環境品質，提供幼稚園教師自行改善教學環境、正式評鑑及

研究中評估園所教學環境品質等正式或非正式的評量。這套量表包含七項

子量表，分別為個人日常照顧(personal care routines)、空間和設施（space and 

furnishings）、語言-推理（language-reasoning）、活動（activities）、互動

（interactions）、作息結構（program structure）、家長與教師（parents and staff）

等，七項子量表之下共包含 43 個評分項目，得分越高則代表環境品質越

佳（Early Childhood Environment Rating Scale,1998）。這套量表可作為教師

設計與規劃學習環境時的參考。 

除了 ECERS 具體的評估指標外，眾多學者亦提出幼兒學習環境的設

計原則。White 和 Coleman（2000）建議要建構一個符合幼兒發展情況的

室內外學習環境，需依循五項重要原則： 1.發展適性的學習環境

（developmentally appropriate learning environment）；2.融合（inclusion）；

3.平衡（balance）；4.持續性與彈性（continuity & flexibility）；5.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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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除此之外，學習環境的規畫也是一種創造性的藝術工作，以創

造和合作為基礎，根據學校環境的地形、地勢、方位、氣候、給水、排水

等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的客觀條件，遵循整體、實用、安全、經濟、美觀、

衛生、發展與評鑑等校園規畫原則，透過一定的主體、賓體、背景、平衡、

比例、韻律、性格、對比、權衡及和諧原理，將校舍建築與附屬設施做最

佳的組合，以塑造理想舒適富美感的校園（陳木金，2006）。 

    蔡春美、張翠娥、敖韻玲（1992）強調幼稚園的空間設計需具備的基

本特性為：符合兒童發展需要、富彈性與可變性、提供豐富刺激的環境、

教具教材供幼兒自由取用、能同時兼顧團體、個別及特殊的需求、注意聲

音可能會造成的干擾。簡楚瑛（1988）表示幼稚園環境空間的規畫與環境

設備的選購與設計，還需注重其和諧性、多樣性、符合性及其複雜性。任

國喜（1987）也指出幼托園所的設備與佈置應強調刺激幼兒內在潛能，故

提出室內環境的規畫應考量實用性、安全性、經濟性、社會化、活動性，

並易於保養修護。 

    Reynolds（2007）指出一個優良的幼兒學習環境應該要能促進幼兒發

展上的獨立性（ independence ）、生產性（ productivity ）與社會性

（sociability）。提供他們多元、豐富的機會去使用逐漸成熟的技巧、在團

體中獨立工作、能將他們的想法具體呈現，並和友伴搭建有意義的同儕關

係。此外，這個教室也具有安全的自由、允許經驗、實驗與探索、系統性、

選擇性、富回應性、冒險性、豐富性等特徵。 

臧瑩卓（2004）認為一間適合幼兒學習的環境應包括：1.允許幼兒有

自由選擇活動的機會。2.促使幼兒投入且深入的學習。3.增進幼兒與其他

幼兒及成人互動的機會。4.提供適合幼兒個別差異的各類型活動。5.充滿

支持、溫暖及肯定的氣氛。 

谷瑞勉（1999）歸納國外專家學者對幼兒環境規劃的原則，指出老師

對空間應先具有「教室的概念」，了解教室內活動和遊戲的項目以提供支

持各種活動的材料，組織空間和材料需兼顧「自然」與「安排」的單位，

不論是教室隨處形成的活動空間或是老師刻意安排規劃的學習空間，都會

影響幼兒在其中學習的驅力。並且善用錯誤控制與自由程度的概念，允許

幼兒在合理範圍內對材料有最大的自由使用能力，並創造象徵與線索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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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透過說明、示範、檢查，讓幼兒學習組織與分類，進而學習對環境設

備的運用與掌控。 

Hatch（2005）表示教師在空間規畫上，應該：1.供應給兒童的材料

應該有原則的放置，讓幼兒能自由取用或放回。2.材料應適量供應，其餘

的另為收藏留待下次使用。3.儲藏室儘可能隔間收藏。4.每位幼兒都有個

人的物品存放處，並標上幼兒的名字。5.提供大、小團體活動的空間。6.

提供個人安靜的空間，並與動態活動空間有所區隔。7.安靜的工作空間應

和吵雜的空間分開。8.規畫有利於兒童有效、安全的抵達活動空間的交通

動線。 

    DeVault（1999）比喻「教室之於教師，猶如油畫之於藝術家」。在學

習環境的規畫上，教師需要考慮到空間、形式、色彩、背景、光線與動線，

不僅創造一個使人愉悅的物質環境將有助於學習，教室安排的方式也會影

響教學，所以這值得花時間與精力去設置一個安全、整潔、愉快、有系統、

富吸引力的學習空間。在佈置上應考慮師生的視線，教師易於監督，幼兒

也有能力使用或拿取教具；合乎安全原則，並讓幼兒有足夠的自由活動空

間，且能滿足個人與團體使用；提供有趣的活動角，動靜態角落應有所區

隔，避免相互干擾，活動所需物品應置於附近，以便幼兒取用；室內圖片

和裝飾佈置的巧妙運用，也會影響班級的氣氛和幼兒的感受（朱敬先，

2001）。 

黃瑞琴（2001）綜合有關學習環境或幼兒遊戲的論述，提出幼托園所

的幼兒遊戲情境需呈現自發性、相容性、互惠性、多樣性、轉換性、社會

性等性質。 

Castaldi（1994）主張規劃教育設施時應具備十項基本概念：1.均衡。

2.教育效能。3.漸進主義。4.可逆性。5.可縮性。6.教育機會均等。7.概念

式的學校規劃。8.規劃功能性、課程導向的學校建築。9.藉由教育塑造形

象。10.規劃人性化、有效促進學習的學校。 

研究者綜合國內外各學者的相關研究與論點，提出幼兒學習環境設計

的七項原則，包括教育性、探索性、多樣性、可變性、舒適性、安全性、

參與性等，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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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育性（education） 

幼兒學習環境極為重視教育性，是幼兒可茲使用的大型教具，故其空

間的規畫與設備的設置均應要能滿足使用者的教育、生活與學習上的需求

（湯志民，2002a；簡楚瑛，1988）。《幼教綠皮書》（洪毓瑛譯，2000）中

也說明美國幼教協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ng 

Children）所聲明的「發展合宜實務」（developmentally appropriate practice）：

教師應該根據幼兒的年齡、個別差異及其所處之文化的脈絡隨時調整課程

以符合兒童的需要。 

幼兒學習環境教育性的設計，可從支持的環境、潛在學習及適合發展

等方面著手（湯志民，2001）。課程的實施有賴於建立一個支持性的環境，

使學習區人性化，並建構有吸引力、教具豐富多元的學習區，透過邏輯性

的妥善安排學習區內應有利於幼兒做適合其發展的活動（Marion, 1991；引

自湯志民，2001）。潛在學習上，物理環境並不會造就或毀損教育本身，

但卻間接透過非環境因素（人、空間、互動關係）交互作用之下，促進幼

兒的學習成效，Graves, Gargiulo 與 Sluder（1996）認為幼兒需要有個人

空間、分享空間與私密空間，如此才是一個成功的學習環境。在適合發展

上，幼兒學習環境應符應幼兒生理、認知、社會等發展需求，因應不同階

段的發展特性，提供富吸引力且可及性高的各種設備和器材，以引發幼兒

操作的動機。 

  （二）探索性（exploration） 

    根據 Erikson 的社會心理發展理論，幼稚園階段的幼兒正處於「自動

自發-退縮內疚期」，幼兒亟欲嘗試新事物與新的力量（張春興，1994），因

此學習環境的設計需提供可以讓幼兒獲得安全感與滿足感的情境，並增加

幼兒與器材接觸的機會。Graves 等人（1996）強調優質的學習環境可以增

加學習經驗發生的可能性，有效的學習環境，是從慎選教材、吸引人的呈

現與安排開始的。好的規畫設計可以不必太具象，但要有想像與自由探索

的空間。一個設計與佈置豐富的情境，才能激發幼兒的思考、想像與創造，

可從區位明確、空間開放、使用近便、便於操弄及具遊戲性等方面著手（湯

志民，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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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位明確是指將動線安排作適當的功能配置，提供幼兒不被干擾的學

習情境。空間開放則是容許幼兒自由與選擇，依照幼兒發展及興趣規畫，

功能相近的教具擺放於同一區，並運用矮櫃使幼兒拿取近便，減少幼兒走

動問題；其材質也應依照幼兒發展及人體工學的適性度，使幼兒操作方

便，並於操弄間能給予自由扮演、想像、探索的機會。 

  （三）多樣性（variety） 

    優質的幼兒學習環境應該提供豐富的環境讓幼兒自由去探索，多樣性

原則意指各種不同的遊戲方式，每位幼兒的遊戲材料和空間不只一種選

擇，而材料的種類也依照個別幼兒不同的能力和經驗來提供，讓幼兒依自

己的興趣和學習速度來決定。 

    幼兒學習環境多樣性的設計可從活動的內容、方式、性質、器材、對

象等方面著手（湯志民，2001）。首先室內活動應該提供各種不同種類的

學習區，如語文區、科學區、益智區、娃娃區、美勞區……等，室外活動

的遊戲場地也可以允許師生作多樣化的應用。活動方式兼具動靜態的活

動，考量幼兒的專注時間，依照課程內容變換學習活動。活動性質代表學

習環境的使用包含學習、用餐、休息等三部分，則環境更應要有好的安排

以多功能使用，如積木區可大到供團體活動使用，用餐與休息空間可合併

以節省空間。活動器材要具備多樣與多量，若數量不足易引發爭執，教師

可乘機教導分享與輪流的觀念。另也應滿足不同對象的需求，像是 1.個別

使用，如操作學習角或進入私密區休息。2.小組使用，幾位幼兒可以共同

討論及遊戲的地方。3.團體使用，如晨會集合或運動。 

  （四）可變性（changeableness） 

    學習環境的組構是一種持續性的活動，空間的安排要有可以自由變動

的功能，一個經常變化與更新的學習環境，會使幼兒看的更多、想的更多，

也體驗的更深刻（盧美貴，1988）。其可變性的設計可從彈性空間、彈性

學習、變化器材及功能等方面著手（湯志民，2001）。 

    在空間彈性上，運用可移動的矮櫃、隔版或設施，可增加教學的彈性、

變化學習空間。在彈性學習上，幼兒學習的場地、時間和主題應可依照課

程實施來調整。一成不變的器材無法提升挑戰性，也會降低幼兒的學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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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故教師應善於觀察幼兒的學習活動表現，於一段時間之後做空間情

境、器材設施、學習區等的改變，以回應幼兒的學習需求。在一個容納 30

位幼兒的狹小空間中，學習器材都要能多功能應用，或教師運用想像力與

創造力將物品重複使用、一物多用，甚至是廢物回收再利用，如布丁盒可

用來養殖、觀察植物生長，零碎的布料可用來裝飾娃娃角，或做成各類置

物袋。 

  （五）舒適性（well-being） 

幼稚園除了要能提供所需的功能外，還須提供使用者一個舒適且便利

的空間環境（Castaldi, 1994）。幼兒學習環境的舒適性，從心理學來看，講

求歸屬；從美學來看，講求美感；從人體工學來看，講求適用；從生理學

來看，講求衛生；從物理學來看，講求舒適（湯志民，2001）。其舒適原

則可從溫馨家庭、舒適佈置、幼兒尺度、整潔環境與物理情境等方面著手

（湯志民，2001）。 

    要將幼兒學習環境展現成溫馨家庭的氣氛，可將家庭及社區的情況真

實描繪出，如運用家庭式、生活化的物品，或是運用圖畫、照片、玩偶等

來做佈置。幼兒尺度方面應包含符合幼兒人體工學與發展心理學使用的尺

度，並參酌幼稚園設備標準，採用柔和且豐富的顏色營造舒適愉快的視覺

環境，並建立和諧快樂的家庭氣氛。幼稚園整潔衛生的環境，會直接影響

幼兒的身心健康，故必須特別注重。 

  （六）安全性（safety） 

    學校提供給幼兒一個學習的環境，如果缺乏安全的保障，則遑論學習

效果了，故安全性是規畫學習環境的重要考量。White 與 Cloeman（2000）

清楚界定「安全」應反映在幼兒身體、心理及社會的舒適性。安全性的原

則可從建物內的安全、遊戲場的安全與校區安全著手（湯志民，2001）。

建物內的安全為物理條件的安全，因此教師應盡力提供安全的學習環境、

教室設施的配置、教具器材的選用等。遊戲場的安全要選用耐用的器材，

並定期維修或更新，幼兒遊戲時應有成人伴隨其側。校區的安全要注意門

口的動線情況，人車分道，經常的出入口及安全疏散的通道要保持淨空，

以利通行。唯有在安全快樂的情境中，幼兒才能盡情揮灑學習的色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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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參與性（participation） 

    幼兒學習環境的設計並非只是教師一人的工作，教師提供材料並引導

幼兒想像，或於課程中共同討論、建構學習環境的圖像，應該由師生共同

設計與規畫，強調團體集思廣益、通力合作的歷程。其參與性的原則可以

由建構學習區域、器材的配置或收納、牆飾的彩繪設計及作品分享等方面

著手（湯志民，2001）。 

    建構學習區域可以透過相關的主題活動及季節時令做彈性的規畫；器

材配置與收納宜就近設置，以供幼兒隨時取用；牆壁的裝飾也可由師生共

同設計，或規畫成幼兒作品的分享天地，建置一個幼兒創意的展示場，提

供幼兒環境的成就感、滿足感及認同感。 

    DeVault（1999）具體的歸納出教室安排的指導方針：1.借鑒其他教室

的安排與管理。2.觀察室內光線的來源，利用自然光、燈光或鏡子反射來

維持足夠的光線。3.觀察、設計教室的色彩和特徵，如利用枕頭創造一個

舒適的區域。4.思考教室應該包含哪些聲音？利用地毯、窗簾吸收多餘噪

音。5.隨時注意傢俱和設備的品質，汰舊換新。6.植物、安靜的寵物、水

族箱等能協助創造一個平和的、具吸引力的氛圍。7.隨時注意教室的氣味，

是否有霉味？經常清理窗簾、通風口等。8.注意否有易使過敏兒不舒服的

物品。9.安排一個大區域作為與幼兒面對面接觸的區域。10.確認教室裡的

動線與路徑安全且方便。11.避免太多傢俱使教室感覺擁擠。12.確認所有

物品都適合幼兒使用。13.允許最大限度的觀察與管理，而不被過高的櫃子

阻礙視野。14.根據活動的需要設置各類學習區。15.瞭解教室無法同時供

應各種學習區或設備，但可以用輪換方式來提供。16.允許廣闊的空間建構

積木，並確認鋪上足夠的地毯。17.請以幼兒同高的視野環顧教室，看起來

如何？ 

    總而言之，學習環境的規劃需因人、因地、因時、因物而置宜，眾家

學者所提出的看法也無法脫離「彈性調整」的原則，教師必須依照園所的

資源、教室的物理環境、幼兒的生理與心理發展、認知需求及學習興趣、

課程的內容等做妥善的安排與彈性的調整，以建立一個能與幼兒良性互動

的環境。從 1970 年代開始，各種課程設計已漸漸強調人際互動關係、環

境與設備對學習者所產生的「潛在課程作用」（盧美貴，2005）。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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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幼稚園各種學習環境時，應必須能滿足課程的需求與幼兒學習上的需

要，整體教育情境成為教師教學的助力，以成功推展幼稚園的學習活動。

相信只要把握學習的教育性、有效性、安全性、豐富性與參與性，則能打

造最適合幼兒的學習空間。 

     

第二節  校園創意設計的理念與內涵 

想像比知識還重要，因為知識定義了我們目前已知與瞭解的一切，而想

像卻指向我們可能發現與創造的一切。 

(愛因斯坦/葉玉珠譯，2005) 

 

壹、創意的定義與內涵 

一、創意的定義 

    「創造」（creative）的字源於拉丁文，其原意為「製造或製作」；韋氏

大字典則將「創造」（creative）解釋為「賦予存在」（to bring into existence）

之意，含「無中生有」（make out nothing）、「首創」（for the first time）的

性質（引自張世彗，2003）。而「創意」（creativity）則由「創造」的概念

延伸而來，英文解釋為”originality or creating ideal”，代表一種有創造性的

想法。「創意」因翻譯的差異，有時稱為「創造」或「創造力」，其同意字

還有「創新」，這些名詞常被交互使用，大同小異，不易明顯的區分(李嘉

曾，2003)。    

    May（1975）認為創造力是「一種為既有現狀加入新成分的歷程」；研

究創造力的前輩 Paul Torrance（1970）提出創造力是「能製造出新穎或獨

一無二事物的能力」，也是一種使創意點子成真的能力（吳思華、陳靜瑤，

2005）。《創造力教育白皮書》（教育部，2001）中揭示：創造力是創新的

知識基礎，而創新乃為創造力之具體實現，創新與創造力是一體兩面。通

常工商業較偏愛「創新」和「創意」（施振榮，2000）；學術界對「創造」、

「創造力」、「創新」等的解釋是有差異的，「創新」是改變並導入新的事

物，「創造」是促成某些事物出現，以及使某些事物新穎或獨創（張世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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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創造力、創新、創意等幾個詞彙是否同義眾說紛紜，在不同的領域對

這些詞就會有不同的看法。本研究將創意、創造及創造力的解釋視為同

義，將之視為一種見人之所未見，為固有事物注入新成分、新想法的行為

或歷程。 

 

二、創意的技巧與方法 

從創意理論中可以發展一些技巧與方法，創意可以透過學習與訓練來

培養，因此，技巧與方法的練習即成為非常重要的一環。「技巧」與「方

法」都是一種作法，但有程度上的區別。「技巧」是一種解決問題的快速

作法、策略、經驗、歷程，巧妙結合多種技巧之後就形成一種「方法」；

換言之，技巧是一種簡單的應用，而方法需歷經複雜程序的歷程與作法。

以下將創意的技巧與方法簡述如下： 

  （一）創意的技巧 

    創意的技巧有哪些？李茂煇（1995）認為創造力技巧可以利用「逆向

（reverse）、轉移（transfer）、合併（combine）、轉換（change direction）、

延伸（extend）、減少（reduce）」等六大技巧來設計。 

    1.逆向 

    「反向思考」是使事物轉變的最有效方法，每項發明或創新至少都是

將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反轉過來。例如：顧客付費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換

個角度想，顧客買東西卻由老闆付費呢？這就逐漸形成現在的購物滿額

送、滿千元折抵現金以促進買氣；另外統一發票對獎也是由老闆付費給顧

客的一種方式。 

    2.轉移 

    「轉移」是將現存的事物吸取別的事物好的一面做加或減的動作，使

其成為一項全新的事物。也許是重組舊經驗或做跳躍式的思考，以相異於

過去或現存的事物。例如臺糖從農業社會以來為供應民生需求的製糖行

業，因應市場的不同需求而轉型，開始了多角化的經營，包括將原提供臺

糖製糖及蔗田灌溉用水的尖山埤水庫，乘勢週休二日國人的出遊風氣將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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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埤轉型為觀光休閒用途，並成立江南渡假村；另也將觸角伸及保養品行

列，其產品頗受女性好評。 

    3.合併 

    將兩種或多種事物合併以解決問題或創造新的事物，並提升附加價

值。以食物為例，淡水的「阿給」則是將肉燥滷過的粉絲塞入掏空的油豆

腐，最後以魚漿封口，淋上特調的甜辣醬，就是令人回味的好味道。或是

學生證或員工證除了辨識與借閱器材的基本設備外，還有提款卡、信用

卡、電話卡等用途。 

    4.轉換 

    「轉換」這個原則其實包括前面的逆向、轉移與合併，無限度的改變

思考方式。或是因需求將某一現象方法移植到另一種狀況上使用；或是運

用某個領域的原理原則將其領導到另一個領域去。例如便利商店為免除現

金消費的不便性，模仿信用卡的消費方式而推出「I-Cash卡片」，顧客儲

值之後即可消費。 

    5.延伸 

把某種方法以同樣性質不斷的增加或擴大，繼續應用到更大的範疇或

更多事項上。例如：Skype的免費軟體及網路通訊服務，可以與朋友線上

聊天，也擁有視訊與快照的功能；近來又發展SkypeOut可以直接利用網路

電話撥通市話與行動電話，以通計費，便宜又方便。 

    6.減少 

    將某一種方法或結果，依其大小、規模、內容或時間利用減少或分割

的方式加以應用，以得到更快、更好、或更省的效果。例如：圖書館建立

電子資料庫，將期刊、雜誌、學報等經掃瞄或以電子檔存入該資料庫，以

減少文件保存與搜尋不易的缺點。 

    以上介紹六種創意的技巧中，每個技巧都可以互相組合應用，保持思

考的開放性，嘗試用逆向、轉移、合併、轉換、延伸與減少的技巧來做原

物上的變更，可以產生始料未及的效果，發展出更多創意的產品來。 

  （二）創意的方法 

    創造力的方法很多，各學者因應各種研究取向而提出不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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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腦力激盪法、類推比擬法、曼陀羅思考法、心象創造法、創造性問題

解決法、心智圖法、突破習慣領域法、水平思考法、屬性列舉法、型態分

析法、強迫關係法、結構分析法、全新情境法……，以下分析數種常見的

創造力方法（古益靈，2004；張世彗，2003；張仲良譯，2002；陳龍安，

2000；曾光華，2007）： 

    1.屬性列舉法（attribute listing technique） 

    由Robert Crawford 教授發明。實施時，讓受試者列舉某一物品的所有

屬性，然後提出各種屬性的使用辦法，使該物品產生新的用途。剛開始可

能只注意到外顯特徵，如顏色、大小、樣式等屬性，引導者需提醒思考者

列出更多抽象性、特殊性的屬性，最後提出改變每一屬性的各種方法，使

產品改良。屬性列舉法有部位、性質形狀、功能等三種屬性。每一事物皆

從另一事物產生，一般創造品都是從現有物品中加以改造。 

    2.六Ｗ檢討法 

對於一種產品或設計，可以從六個角度或問題來思考：為什麼（why）？

做什麼（what）？何人（who）？何地（where）？何時（when）？如何（how）？

用此六項來檢討問題的合理性，它近似於收斂性思考；在消極方面，此方

法可用以指出缺點所在，在積極方面，則可以擴大產品的效用（張世彗，

2003）。 

    3.檢核表法（checklist method） 

    檢核表上列舉項目，提供思考方向。例如改變顏色、體積、形狀、增

減或重新組合屬性、重新設計。考慮某個問題時，根據需要解決的項目製

列成表接著逐一進行檢查、討論與研究，避免有所遺漏，從中獲得解決問

題的方法與創造性的構想。檢核表法協助人們可以用多個角度來觀察與考

慮問題，以Osborn提出的檢核表法為例，其九大內容如下（古益靈，2004；

張仲良譯，2002）：（1）是否還有其他用途？（2）現有的東西是否可以

做些改變？（3）是否可以從別處得到啟發？能再有新的想法嗎？（4）現

有的東西是否可以擴大使用的範圍？（5）是否可以減少或省略某些東西？

（6）有其他代替品嗎？（7）從調換的角度來思考呢？（8）反方向思考

看看。（9）以綜合的角度來分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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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類推比擬法/分合法（synectics） 

    類推比擬法由Gordon和其同事所設計，是一種用類推和隱喻來協助思

考者的新方法，利用隱喻的方式產生創造性的概念，其中的創造過程歸納

為兩種心理運作：第一，將熟悉的事物變的新奇（由合而分）；第二，將

新奇的事物變的熟悉（由分而合）。並以隱喻的方法進行下列四種比較：

（1）擬人類推（personal analogy），（2）直接類推（direct analogy），

（3）狂想類推（crazy analogy），（4）壓縮衝突（compresses conflict）。 

    5.腦力激盪法（the brainstorming strategy） 

    由Osborn提出，最初是應用於廣告花樣上，後來成為提出新構想的方

法（張世彗，2003）。腦力激盪法是一種智力的激勵法，一群人在不受壓

抑的環境下提出想法互相討論，以產生連鎖反應的效果。腦力激盪法可分

成（引自古益靈，2004）：（1）直接腦力激盪：在專家或群體盡可能的

激發創造性，產生更多的想法。（2）質疑腦力激盪：對直接腦力激盪的

構想或方案提出質疑，逐一分析其現實可行性的方法。 

    腦力激盪的原則有四，即為建立開放發言的氛圍，不批評他人所提出

的想法，以滾雪球的方式得出更多意見，勇於自由聯想、越奔放越好，並

盡量組合、延伸或改善別人的構想（曾光華，2007）。 

    創造力的技巧與方法是可以互相激盪並延伸出更多技法，國內外學者

對這一方面也多有著墨，所提出的創造力技巧與方法不盡相同、多不勝

數，創意的技法本身就是運用創意，只要把握基本的原則，創意自然源源

不絕。將創造力技法運用在校園空間或設施的規劃上，則可發揮更多與眾

不同、別創新格的功效。 

 

貳、校園創意設計 

    「校園創意設計」為湯志民於 1992 年首次於臺北縣中小學校長和主

任研習中報告〈校園的創意設計〉提出，並於《臺灣的學校建築》一書中

完整論述校園創意設計重要概念（湯志民，2002a），校園的設施或環境給

予不同的形式呈現，或賦予其更豐富的功能等，都是校園創意設計表現的

一環。以下分別介紹校園創意設計的定義與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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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園創意設計的定義 

    陳木金（2006）身察政治大學校園環境時，提出「親人、親學、親山、

親水、親築」等校園規畫的理念，期欲打造良好的人際互動校園建築，建

立良好的教與學的教育環境，以學校地理環境與發展特色為核心主軸，建

造最佳的環境利用與校舍組織形式。一個有益於學童的學習環境不僅注重

學童生活於其間的安全性，還要設計內含人本性、民主性、多元性及科技

性的課程設計，由外在的創意環境啟發學生多元智慧，激發學習者內在的

主動學習潛能。 

校園創意設計泛指在空間、建築或設施上，做整體性或局部性的設

計，這種設計涉及創意思考的歷程。例如，在樣式上做出改變，中庭的衣

冠鏡由方形改成心形；或是功能上跳脫原來的一成不變，使功能增多、更

具效益性，例如室內運動場還可兼做游泳池；或是古蹟或百年以上的老

樹，如國家列管的古蹟、歷史建築，或與學校歷史相關的設施或文物；或

是整體的空間或數項設施可以串連成具教育意義或輔助作用的功能；或是

廢物再利用，將廢棄的傳真紙紙筒串連成一道屏風；或是發現事物新的功

能，無中生有，更富生趣。 

湯志民結合創意的技巧與方法（2002a），統整歸納出校園創意設計的

六項原則，研究者將「校園創意設計」定義為「學校的校舍、園庭、運動

場及附屬設施等具有求新（樣式新穎）、求變（功能改變）、求精（品質提

升）、求進（內容增加）、求絕（本質逆轉）及求妙（絕處逢生）原則之一

或兼具的表現歷程。」六項原則於下一段落中逐一介紹。 

 

二、校園創意設計的原則 

    Andreasen 在研究創造力時，提出創造力的三個基本元素：原創、效

用、產出（簡大為譯，2007），察覺新關聯並以新的方式描繪，而創造出

實際有效用的東西來。在這一個小節中將說明湯志民（2002a）所提出的校

園創意設計六大原則，並引用教育部監製（2003）的《為下一代蓋所好學

校：突破與創新-新校園運動》一書的例子，舉一些新建學校作為創意設計

原則的實例。校園創意設計六大原則與應用茲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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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求新（樣式新穎）原則 

就像「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可分為樣式新穎、推陳出新及除

舊佈新的模式；樣式新穎在於展現獨特的風格，推陳出新在於舊的原理中

推出新的方法，除舊佈新在於廢除舊的設計，展佈新風格（湯志民，2002a）。 

設計實例如：臺北縣菁桐國小可愛趣味的青蛙升旗杆；苗栗縣海口國

小輪船及碼頭的建築造型，猶如停靠在碼頭邊的大輪船；南投縣竹山高中

利用放射的扇形線條組成美術教學大樓的外貌；南投縣成城國小猶如山中

城堡的建築外觀，與校名相呼應（教育部監製，2003）。高雄縣小坪國小

根據多元學習與追求卓越的願景，豎立於升旗臺兩邊，由美濃東門窯燒製

而成的藝術陶壁升旗臺（小坪國小，2007），參見圖2-1。 

  （二）求變（功能改變）原則 

校園創意設計的求變，在於建築物或設施可做多功能、多用途使用，

應用開放性的設施理念及兼顧多元功能來設計校園（湯志民，2002a）。 

設計實例如：臺北市新生國小將每層樓的走廊設置數個溫馨小屋，讓

走廊不只是交通動線，更促進了人際交流，參見圖2-2。苗栗縣大南國小游

泳池與室內活動中心共構，增加土地的利用價值；新竹市舊社國小的「空

中跑道」，可做通道與遊戲場使用；南投縣水尾國小將活動中心的屋頂設

計成平臺狀，作為觀星與眺望的展望臺之用（教育部監製，2003）。 

  （三）求精（品質提昇）原則 

求精原則在於古物新用，將古物修復使用或是推展應用到更大的範

圍，感受優質精緻，具有錦上添花、精益求精的效果（湯志民，2002a）。 

設計實例如：臺北縣板橋國小矗立於右側以石塊雕刻而成，是當年為

了紀念林本源家族對地方教育的貢獻而特別刻製的建學碑，參見圖2-3；臺

北縣興穀國小的鄉土文物館，收藏臺灣早期農業社會的農具、漁具、童玩、

錢幣、木雕、交趾陶……等，並開放教育團體預約參觀。苗栗縣僑成國小

保留舊山線的鐵道文化，巧妙的融合於校園內；苗栗縣興隆國小有800年

樹齡的老樟樹；臺中縣中科國小的建築善為運用具當地客家聚落特色的土

牆、灰瓦；臺中縣東勢高中將已封廠的「大雪山林業公司」製材廠重新使

用，作為學生從事木工的學習場所（教育部監製，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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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求進（內容增加）原則 

在於建築物或設施增加教化的意含或有提昇有輔助教學的功能；校園

創意設計的求進，在於內容增加、寓教於樂，將園庭變成教材園（湯志民，

2002a）。 

設計實例如：臺北縣屈尺國小象徵「屈一尺，升一丈」的長頸鹿校門

柱；南投縣鐘靈國小不等邊的斜屋頂製造煙囪效應，提供學生實地觀察，

更強調木造建築的價值；南投縣福龜國小將教學大樓稱為「圓樓」，圓樓

屋頂貌似斗笠，是當地人以農為業的象徵（教育部監製，2003）。臺中市

大仁國小設置多座鄉土藝術，如牛車、石磨、水缸、風鼓等，將鄉土藝術

置入學童的日常生活環境中，參見圖2-4。 

  （五）求絕（本質逆轉）原則 

在於廢物利用、化腐朽為神奇，以求出奇致勝。以直接的建築方式處

理之外，將原本的劣質與缺失做性質或特徵上的轉換，反向思考，改作其

他用途來呈現，不同於過去或現存的功能（湯志民，2002a）。 

    設計實例如：臺北市永建國小將外露的水管及其牆面彩繪為海底世

界，灰暗的牆面頓時脫胎換骨，迥然不同，參見圖 2-5；臺中市重慶國小

利用教學大樓後面與圍牆之間的閒置地，闢置露天的教師休息區。臺中縣

中坑國小將施工時所挖掘出的大化石放置於開放的劇場中，成了最自然的

學習空間；屏東縣口社國小將廢棄的特大號車輪以顏料加以彩繪之後，成

為校門的標示（教育部監製，2003）。 

  （六）求妙（絕處逢生）原則 

在於無心插柳、枯木逢春產生始料未及的功能，除了以直接建築技巧

轉向改變功能之外，尚可用其他方向來改變，發揮買空賣空的功效，形成

相異於過去或現存的功能（湯志民，2002a）。 

    設計實例如：臺北縣深坑國小將閒置教室打通作為深坑文史教育館，

用來展示具歷史價值的古蹟文物；臺北市辛亥國小側門的高低落差，設計

成兒童遊戲的攀岩牆；南投縣和興國小將預防土石流的防土牆加入生動活

潑的拼貼磁磚與壁飾，搖身一變成為校園造景的重要成分（教育部監製，

2003）。臺中市磊川華德福實驗小學在樹幹之間綁上高低不一的繩索，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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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現成的單槓與攀爬的場地，參見圖 2-6。 

  

圖 2-1.小坪國小-藝術陶壁升旗臺1 圖 2-2.新生國小-溫馨小屋 

 
 

圖 2-3.板橋國小-建學碑 圖 2-4.大仁國小-鄉土藝術 

  
圖 2-5.永建國小-海底世界 圖 2-6.磊川實驗小學-攀爬場地 

     

李嘉曾（2003）指出創造的神奇魅力，不僅是文明進化的加速器，社

會變革的火車頭，更是事業成功的突破口、人才成長的催化劑！創造的魅

力在獨特，以新為本質、獨特為表現，展現的即是校園創意設計原則的「求

新原則」。創造的魅力在於變化，即為校園創意設計原則的「求變原則」；

而變化體現發展，由小到大、簡單到複雜、低級到高級的變化過程，就是

校園創意設計原則的「求精原則」、「求進原則」；變化也體現更新，沒有

盡善盡美的事物，總需後人進一步的改進完善，以破舊立新，這就是校園

                                                 
1 資料來源：學校簡介，高雄縣小坪國小，2007，2007年11月15日取自： 

  http://www.xpn.ks.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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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設計原則的「求絕原則」。最後，創造的魅力在於超越，從現有水平

處漸漸提昇超越，這種突破與飛躍即為校園創意設計原則的「求妙原則」。 

    而這正符合湯志民（2007a，2007b）所指出的學校建築與校園規劃的

績效層次。「求新」為基本盤，經費與建築量體完全正確執行；「求變」進

一層，以減量或減少經費的方式增加或延伸使用功能；「求精」更高一層，

運用學校古物等無價之寶使提升環境品質，不一定得花錢；「求進」連結

空間或設施，擴充教育功能，不一定得花錢；「求絕」重視舊物新用，化

腐朽為神奇，不花任何費用；「求妙」則最高明，能「無量體」或不花錢

的「無中生有」，以收絕處逢生之效。創意的無中生有，是原創性的創新，

而有中求變、變中求精、精益求精則是以現有的條件去調整與突破，這在

在都是需要巧思與費心的（林海清，2007）。 

 

參、校園創意設計的特徵指標 

校園創意設計原則為利於觀察與歸類，故將各個原則依特性加以具體

化成特徵指標，因此校園創意設計的特徵指標必須能將校園設施或空間的

表現情形清楚類別，需具有便利性、一致性與可靠性。本研究的校園創意

設計特徵指標引用詹紹威（2005a，2005b，2007）所提出之特徵指標。詹

紹威轉化並分析湯志民（2002）於《臺灣的學校建築》一書中所提出的六

大校園創意設計原則，藉由相關文獻與資料的佐引，進而發展出校園創意

設計的特徵指標。將校園創意設計的表現情況與特徵屬性依據不同的概念

來設計指標，透過質化的指標來指引，清楚表述校園創意設計的具體表

現。從校園創意設計的定義來說，均須符合奇特性（求新原則）、變化性

（求變原則）、價值性（求精原則）、教育性（求進原則）、驚喜性（求絕

原則）或讚嘆性（求妙原則）等，具有耳目一新和令人驚喜的感受（湯志

民，2002a）。所以建構六大原則之下的特徵指標，必須要符合各原則的理

念與作法。 

研究者參考湯志民（2007）於〈大學校園的創意設計〉中提出的校園

創意設計的具體作法，參照詹紹威（2005a，2005b）所提出的「校園創意

設計特徵指標」，並依據幼稚園本身所特有的環境與條件，因環境規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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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置會受課程所影響，故在「求新原則」多加入一項「求新原則-設施或空

間的課程/主題佈置與傳統不同」的特徵指標。表 2-1 為「幼稚園校園創意

設計特徵指標摘要表」。 

 
表2-1  幼稚園校園創意設計特徵指標摘要表 

序 原則 編碼 特徵指標 
A 設施或空間的造型與傳統不同 

B 設施或空間的色彩與傳統不同 

C 設施或空間的材料與傳統不同 
1 求新（樣式新穎） 

D 設施或空間的課程/主題佈置與傳統不同 

E 設施或空間具有多項使用功能 

F 設施或空間局部改變具有其他使用功能 ２ 求變（功能改變） 

G 設施或空間轉作其他使用功能 

H 設施或空間古蹟的保存或運用 

I 設施或空間歷史建築或文物的保存或運用 ３ 求精（品質提升） 

J 設施或空間學校相關的史蹟文物的保存或運用

K 
設施或空間具有教化或輔助教學功能，成為校

園的焦點設施或教材園 

L 
設施或空間由點連成線狀，具有教化或輔助教

學功能 

M 
設施或空間由線狀擴展為平面，具有教化或輔

助教學功能 

４ 求進（內容增加） 

N 
設施或空間由平面擴展為立體，具有教化或輔

助教學功能 

O 設施或空間廢物再利用 
５ 求絕（本質逆轉） 

P 設施或空間由劣勢轉為優勢 

Q 設施或空間的功能無中生有 
６ 求妙（絕處逢生） 

R 設施或空間的功能與價值昇華 

資料來源：修改自臺中縣市高級中學校園創意設計之研究（第 56 頁），詹紹威，  
          2004，未出版碩士論文，國立政治大學，臺北市。 

 

「幼稚園校園創意設計特徵指標摘要表」中，校園創意設計共有六項

原則，計 18 項指標；這些指標是依照原則的不同屬性進行具體化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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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每項指標都具有其教育上的意涵，都與教學或課程上的使用息息相關，

若能妥善的運用，則能促進創造力的發揮、擴大延伸可使用的教育資源，

並能省益經費上的開銷。在幼稚園具創意設計的設施表現情形常會有屬性

兼具、歸類不易的情況，故研究者將以該空間或設施所規劃及使用的背景

脈絡為分析焦點，並視最明顯的特徵指標加以歸類，若有難以分類的狀況

則將與指導教授共同討論，再作最佳的分類。以下將就校園創意設計六大

原則共計 18 項特徵指標分別說明之。 

 

一、求新原則 

    求新原則之下的特徵指標，主要反應在空間或設施的外觀與材質有別

於過去的作法，項目有四，分為：造型、色彩、材料、課程或主題的佈置

與傳統不同。 

  （一）設施或空間的造型與傳統不同 

幼稚園校園的空間或設施在造形上，如塊體、外型、結構、空間、時

間與質感，跳脫傳統造型的一成不變，使之具有整體或局部造型上的新奇

與獨特（湯志民，2007a，2007b）。 

例如：臺北市力行附幼廣場前的楊桃椅，參見圖2-7；臺中市雨果音樂

藝術幼稚園打造富藝術學院氣息的建築外觀，參見圖2-8；臺中市大蘋果幼

稚園於建築的屋頂裝設鮮豔亮眼的紅蘋果；臺南市新南附幼新建獨棟建

築，具巍峨雄偉之氣象；高雄市聖馨幼稚園沙坑上方搭建蝸牛形狀的竹製

遮蔽棚。  

   (二) 設施或空間的色彩與傳統不同 

    幼稚園校園的空間或設施在色彩上，如色調、色相、明度與彩度，在

整體或局部具有抽象或具體的視覺美感效應（湯志民，2007a）。 

例如：臺北市政治大學實小附幼建築外觀的牆面裝置藝術；臺北市永

吉附幼的星光遊戲場以大塊的顏色裝飾地面，鄰近的星光水舞臺也繪有星

星、月亮等可愛的圖案（永吉附幼，2007），參見圖 2-9；臺南市新南附幼

廣場旁的彩色長條椅讓廣大的遊戲空間生動了起來，參見圖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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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設施或空間的材料與傳統不同 

    幼稚園校園的空間或設施在材料上，如環保、使用、維護與安全，有

整體或局部的變化，使之質地、觸感有舒適、親和之效（湯志民，2007a）。 

例如：臺北市君格幼稚園廁所出入口為竹廉垂幕，地板為彩色磨石

地，有別於一般廁所的設計（君格幼稚園，2007），參見圖 2-11。臺北市

幸安附幼於戶外展示臺旁設置一檜木材質的木馬椅，參見圖 2-12。 

  （四）設施或空間的課程/主題佈置與傳統不同 

    幼稚園校園的空間或設施，隨著課程或主題的進行而變換整體或部分

的佈置，如隨著節慶或當時的主題豐富教室、學習區、走廊或校園一隅等

的佈置，使之具有煥然一新、切合主題的臨場感。 

例如：臺北市政大實幼進行「風」的主題，於課程中製作風車、風鈴、

抓空氣等活動，並展示幼兒作品做為教室佈置，參見圖 2-13。臺中市大勇

附幼為慶祝母親節，每年舉辦「心滿意足-幫媽媽洗腳」活動，園所內外佈

置母親節相關的海報與幼兒作品。臺中市鹿鳴村托兒所進行「商店」的主

題，師生合作將教室設置成「麥當勞」，參見圖 2-14，教室門口掛有「麥

當勞」商店的圖示，也設置櫃檯、得來速、麥當勞玩具展市區、產品目錄、

商品展示區等，將商店搬到教室裡來，幼兒也從中學到錢幣與買賣的經驗。 

 

二、求變原則 

    求變原則主要強調空間或設施的功能可以多元運用，或是有別於傳統

的作法，其特徵指標有三項，分別是：空間或設施具多項使用功能、局部

改變具其他功能、轉作其他功能。 

（一）設施或空間具有多項使用功能 

    幼稚園校園或設施在使用上具有多種功能以茲使用，平面與立體的多

元性運用，並作時間上的調配與規劃，使功能多元並存，並提升空間或設

施的使用效能（湯志民，2007a）。 

例如：臺北市政大實幼將教室隔成一開放的廁所與一間攀爬室，電器

箱藏於攀爬的壁面之中，攀爬室內鋪有軟墊可做幼兒體能訓練之使用，也

做為教師分組活動與討論的空間、師生晤談的靜謐處等，參見圖 2-15。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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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市光明幼稚園遊戲區內設有多功能溜冰場，可供戲水、溜冰與戶外劇場

等活動。金門縣金城幼稚園善加利用頂樓的平面空間，規劃交通路線圖與

標誌，可用來實施交通安全教育，並搭配作為幼兒的腳踏車場，參見圖

2-16。 

  （二）設施或空間局部改變具有其他使用功能 

    幼稚園校園的空間或設施局部改變之後，使之具有其他功能或兼具其

他功能，以提升其使用效益（湯志民，2007a）。 

例如：彰化市立恩教育機構從二樓側邊設計一座與建築主體同為白色

的溜滑梯，兩段式轉彎的安全設計讓幼兒一溜而下抵達一樓廣場。臺中市

愛彌兒幼稚園將三間教室打通為兩間教室，克服幼兒招生人數不足，也擴

展了幼兒的學習空間；臺南市新樓幼稚園與樹共構的樹屋與遊戲場，提供

幼兒與大自然親身接觸的空間，參見圖2-17；新竹道禾幼稚園在戶外設置

木造課桌椅，在大自然的陶養下學習，參見圖2-18。 

  （三）設施或空間轉作其他使用功能 

幼稚園校園的空間或設施不做原先規劃的功能使用，轉為其他功能來

展現，以轉化其運用機能（湯志民，2007a）。 

    例如：臺北市陽光森林幼稚園信義校擁有四層樓的獨棟教學空間，並

設置空中花園遊戲場將園所空間做更妥善的運用。 

 

三、求精原則 

    求精原則展現在重要文物的維護與使用，使具價值性的文物能產生教

育的能量，成為教學資源的一部份。特徵指標有四，分別是：空間或設施

是古蹟、歷史建築文物、學校相關文物的保存與運用。 

（一）設施或空間古蹟的保存或運用 

    幼稚園校園空間或設施屬於國家級古蹟、縣市級古蹟、百年老樹、校

舍或千年古物等，符合國定、直轄市定或縣（市）定三類（全國法規資料

庫，2005），具有社會時間軸線的歷史價值，融結學校與社會歷史文化，

應妥善保存與運用，以提升學校與社會的文史價值（湯志民，2007a）。 

例如：臺北市榮星幼稚園的園舍保留「大稻埕辜宅」建築的特色，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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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為市定古蹟（榮星幼稚園，2007），參見圖 2-19。臺北縣大觀幼稚園園

內，行政院公告書院類三級古蹟的「大觀書社」現址即在此，參見圖 2-20，

建築仍保持原貌，樸素儉樸、沉穩莊重，建築左右兩側為幼稚園教室。 

  （二）設施或空間歷史建築或文物的保存或運用 

    幼稚園校園空間或設施屬於歷史建築（尚未達到古蹟的條件）或文

物、百年老樹或古物等，具有學校時間軸線的歷史價值，融結學校與社會

歷史文化，應妥善保存與運用，以提升學校與社會的文史價值（湯志民，

2007a）。 

例如：桃園縣龍潭附幼校內有共同見證學校歷史的百年以上老榕樹。 

  （三）設施或空間學校相關的史蹟文物的保存或運用 

    幼稚園校園空間或設施屬與學校相關的史蹟文物、創校紀念物、校史

碑文或圖騰、列管老樹（百年以下）或古物等，具有學校內時間軸線的歷

史價值，紀念學校文化的發展過程，應妥善保存與運用，以提升學校與社

會的文史價值（湯志民，2007a）。 

例如：臺北市若石幼稚園屬天主教會學校，設置聖母池，莊嚴肅穆（若

石幼稚園，2007），參見圖 2-21。 

 

四、求進原則 

    求進原則著重在學習資源、學習環境的互為連結，以豐富學習內容，

並具有輔助教學的功效。其特徵指標有四，分別是：空間或設施為校園焦

點設施或教材園，或由點連成線狀、線狀擴展為平面、平面延伸為立體等，

具有教化或輔助教學的功能。 

 （一）設施或空間具教化或輔助教學功能，成為校園焦點設施或教材園 

幼稚園校園的每一個空間或設施，運用巧思讓它成為吸引人且具教育

性，並具有教化或輔助教學功能的焦點情境（湯志民，2007a）。 

例如：臺北市志清附幼的生態教材園，種植各類水生與陸生植物，深

具教學意義。桃園縣八德附幼由教師與校友共同集資興建的自然生態動物

園（八德附幼，2007），參見圖2-22。臺中市吉兒家幼稚園擁有廣大校地，

將戶外綠地改為生態園，提供幼兒自然觀察與休憩的大自然教室，參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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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二）設施或空間由點連成線狀，具有教化或輔助教學功能 

    幼稚園校園的空間或設施，運用巧思整合學校點狀的各個教育情境，

讓校園呈現系統性的線性學習環境，並具有教化或輔助教學的功能（湯志

民，2007a）。 

例如：臺北市幸安附幼的走廊、天花板與樓柱彩繪成一整體性的風

格，將各個班級結點串連起來，參見圖 2-24。 

  （三）設施或空間由線狀擴展為平面，具有教化或輔助教學功能 

    幼稚園校園的空間或設施，運用巧思整合學校的線性教育情境，讓空

間或設施由線狀延伸到平面，讓校園呈現系統性的平面學習環境，並具有

教化或輔助教學的功能（湯志民，2007a）。 

例如：臺北市健康附幼班群空間的開放、多元的情境設計，室內空間

如同溫馨家庭的設計，各大學習區、班級主題區、圖書室、教材區、男女

衛生設備等建立成一完整的活動空間。高雄縣蒲公英藝術托兒所，前庭的

藝術廣場以用色大膽的地飾拼裝而成，從空俯瞰而下非常亮眼，為該園所

重要學習環境之一（蒲公英藝術托兒所，2007），參見圖 2-25。 

  （四）設施或空間由平面擴展為立體，具有教化或輔助教學功能 

    幼稚園校園的空間或設施，運用巧思整合學校的平面教育情境，讓空

間或設施由平面延伸擴展到立體，甚至與社區環境與資源做結合，讓校園

呈現系統性的整體學習環境，並具有教化或輔助教學的功能（湯志民，

2007a）。 

例如：高雄縣蒲公英藝術托兒所利用階梯展覽連結上下樓層的學習空

間，將平面擴展至立體的學習空間（蒲公英藝術托兒所，2007），參見圖

2-26。臺北市幸安附幼位處大安區精華區，附近資源包括大安森林公園、

中正紀念堂、消防隊、客家文化館等等文化社教機構，依照課程的需要隨

時安排參訪。臺北縣深坑附幼以家鄉文化為啟蒙教材，包括老街豆腐、古

厝之美、懷舊景美溪、深坑老樹與校園昆蟲等提供幼兒一個親文化、親自

然、與在地文化相結合的學習環境。臺北縣新店附幼整合校內豐富資源，

如考據動物圖鑑所彩繪之各類動物石像、具碧潭意象的臺灣池、設有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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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蜜園食草區的蝴蝶生態區、生態學習步道……等，整合成一個系統性的

生態教育環境。 

 

五、求絕原則 

    求絕原則強調資源的再利用，重視環保並節省經費。其特徵指標有

二，分別是：空間或設施廢物再利用、或由劣勢轉為優勢，令居於劣勢的

空間或設施有更好的利用。 

  （一）設施或空間廢物再利用 

    幼稚園校園的空間或設施運用環保的概念，將廢棄或免費的物品回收

再使用，並重新賦予其功能與意義，以收美化環境與永續校園之效（湯志

民，2007a）。 

    例如：臺北市永建附幼教室前的花圃，將廢棄的樹幹砍成數段後排列

在花圃旁邊做為裝飾，也可乘坐。臺中市小太陽幼稚園將廢棄的水泥涵管

著色之後就成為漂亮的遊戲素材，參見圖 2-27，幼兒在裡面鑽進鑽出、樂

此不疲。臺南市新樓幼稚園將廢棄的校車置於園內樹蔭下，成為幼兒自由

彩繪與扮演遊戲的場所，參見圖 2-28。 

  (二) 設施或空間由劣勢轉為優勢 

    幼稚園校園空間或設施的劣勢轉為無可取代性的優勢，將不良或不佳

的學習環境條件，因勢利導加以轉換，一如將「朽木不可雕」的消極意涵，

轉換為「朽木不必雕」的積極效用，以收不可替代的獨特效果（湯志民，

2007a）。 

例如：臺北市吳興附幼在鐵製圍籬上掛上高低不一的植栽，美化綠化

就從校門口開始。臺中縣東之寶托兒所將磁磚牆面做為幼兒創意塗鴉的場

所，用水沖刷即可重複著色（東之寶托兒所，2007），參見圖 2-29。 

 

六、求妙原則 

    求妙原則重視想法的開法讓空間或設施展現新風格，卻又不會增加經

費支出，其特徵指標有二，分別是：空間或設施的能無中生有，甚或價值

昇華，這些都是校園創意設計表現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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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設施或空間的功能無中生有 

幼稚園校園空間或設施因應校園環境的限制與使用者的需求，巧妙的

考量後不僅跨越原來的使用限制，並增添原設施或空間的功能（重點在事

後發現），以產生不增加空間或設施即能滿足使用功能需求的奇妙效應（湯

志民，2007a）。 

例如：臺北市志清附幼利用收藏管線的外殼上的透氣孔，穿插一些人

工花草垂藤，讓堅硬的鋁製窗戶增添一股生趣，參見圖2-30。臺中市種子

森林幼稚園的「陽光舞臺」利用從二樓垂下的布幔裝飾教室前廣場的舞

臺，提升了舞臺的立體感，布幔也可隨著課程主題或節慶隨時更換與改變

（種子森林幼稚園，2007），參見圖2-31。 

   (二) 設施或空間的功能與價值昇華 

    幼稚園校園空間或設施的功能與價值昇華，是指無中生有之上，運用

巧思和增添原空間或設施的使用和營運功能，使原來的功能和價值提升，

產生不增加空間或設施即可滿足使用功能需求，且益增經費收入之巧妙效

應（湯志民，2007a）。 

例如：桃園縣諾瓦幼稚園校門前的簷廊，利用花田和樹影交錯的區

塊，設置一處賞心悅目、可供師生、家長、訪客駐足欣賞的休息區（諾瓦

幼稚園，2007），參見圖 2-32。桃園縣愛兒群幼稚園內有棵百年老樹，園

所在樹下舉辦「三叔公來講古，五叔公來泡茶」之講古泡茶活動，邀請家

長入園講故事，蘊含早期社會樹下講古、情感交流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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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力行附幼-楊桃椅 圖 2-8.雨果音樂藝術幼稚園-建築外觀 圖 2-9.永吉附幼-星光遊戲場2 

   
圖 2-10.新南附幼-彩色長條椅 圖 2-11.君格幼稚園-廁所竹廉垂幕3 圖 2-12.幸安附幼-紅檜木馬椅 

   
圖 2-13.政大實幼-幼兒作品的陳列 圖 2-14.鹿鳴村托兒所-麥當勞 圖 2-15.政大實幼-教室內建攀爬室 

   
圖 2-16.金城幼稚園-頂樓的腳踏車場 圖 2-17.新樓幼稚園-與樹共構的樹屋 圖 2-18.道禾幼稚園-戶外教室 

   
圖 2-19.榮星幼稚園-市定古蹟4 圖 2-20.大觀幼稚園-「大觀書社」古蹟 圖 2-21.若石幼稚園-聖母池5 

                                                 
2資料來源：環境設備，臺北市永吉附幼，2007，2007 年 11 月 15 日取自： 
          http://www.yhps.tp.edu.tw/teacher/littlehn/ev.htm 
3資料來源：愛的大家庭-松隆園環境，臺北市君格幼稚園，2007，2007年11月15 

           日取自：http://www.jengo.com.tw/env/sonlong/env/12.htm 
4 資料來源：環境介紹，臺北市榮星幼稚園，2007，2007 年 12 月 3 日取自： 
          http://rongshing.kidschools.com.tw/。 
5 資料來源：園所介紹，臺北市若石幼稚園，2007，2007 年 12 月 10 日取自：    
          http://joseph8022.myweb.hinet.net/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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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八德附幼-自然生態動物園6 圖 2-23.吉兒家幼稚園-生態園 圖 2-24.幸安附幼-風格一致的長廊 

   
圖 2-25.蒲公英藝術托兒所-藝術廣場7 圖 2-26.蒲公英藝術托兒所-階梯展覽8 圖 2-27.小太陽幼稚園-涵管再利用 

   
圖 2-28.新樓幼稚園-廢棄校車彩繪 圖 2-29.東之寶托兒所-塗鴉牆9 圖 2-30.志清附幼-室外佈置一景 

  

 

圖 2-31.種子森林幼稚園-陽光舞臺10 圖 2-32.諾瓦幼稚園-簷廊下休息區11  

 

                                                 
6 資料來源：快樂園地，桃園縣八德附幼，2007，2007 年 12 月 10 日取自： 
          http://www.bdes.tyc.edu.tw/~garden 
7資料來源：環境與教學，高雄縣蒲公英藝術托兒所，2007，2007年11月15日取  
           自：http://danacs.net/ 
8 同註 7 
9資料來源：園所簡介，臺中縣東之寶托兒所，2007，2007 年 11 月 18 日取自：    
           http://new002.myweb.hinet.net/ 
10資料來源：校園巡禮，臺中市種子森林幼稚園，2007，2007 年 11 月 18 日取自：           
          http://www.happy-seeds.com.tw/home.htm 
11資料來源：環境設計，桃園縣諾瓦幼稚園，2007，2007 年 12 月 10 日取自： 
            http://www.renoir.com.tw/01_about_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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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校園創意設計的相關研究 

    目前國內外關於校園創意設計方面的專書與理論有限，直至今日研究

校園創意設計的學者少之又少，故在實例上可供參考的資料並不多。本節

蒐集相關文獻後，討論教育部的計畫與成果、學者對各校創意設計的研

究、各級學校的創意設計、碩士論文提出的校園創意設計研究等，顯示出

目前政府及各級學校已更為重視校園環境規劃、校園創意設計等面向，透

過這些文獻與各校實際的作法，了解目前各校在實際施行上的原則與方

向，以對幼稚園在運用校園創意設計時有一些比較與參考。以下簡述各校

之做法，以對校園創意設計的範疇與作法有更深的掌握與了解。 

 

壹、教育部的計畫成果 

一、教育部創造力教育白皮書 

    從民國 85 年行政院公佈的《中華民國教育改革總諮詢報告書》中所

提出的現代教育方向—多采多姿、活潑創新，即正式為創造力教育的時代

敲起了響鐘。知識經濟時代的來臨，資訊科技日新月異的發展與交流，臺

灣目前的教育現況與社會環境，有感於創造力教育的重要性，政府及社會

各界開始不斷推出激發創造力發展的各類研究與活動。營造一個創造力社

會的前提，建立創造力教育的課程與學習環境，孕育創意蓬勃的生態文化

是刻不容緩的重點。 

教育部（2002）公布《創造力教育白皮書》，旨在實現「創造力國度」

（Republic of Creativity， ROC）的願景，培養活到老學到老、勇於創造

的生活態度，提供尊重多元差異與快樂活潑的學習環境，累積豐碩可及的

知識資本，並發展尊重智財且知識密集的產業形貌，形成創新多元的體

制。而在創造力教育白皮書的實踐過程中，創造力與創新能力的培養是同

等重要的，在激發創造力之餘，同樣也著重創新的具體實踐。推動創造力

教育的具體行動方案包括：創意學子栽植列車、創意教師成長工程、創意

學校總體營造、創意生活全民提案、創意智庫線上學習、創意學養持續紮

根等，這些具體方案象徵著創造力教育時代的正式來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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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造力教育中程發展計畫-創意校園 

    教育部顧問室接續《創造力教育白皮書》的理念著手進行規畫，推動

「創造力教育中程發展計畫」（2002），本計畫包含創意學子、創意教師、

創意校園、創意生活、創意學養、創意智庫等六大行動方案，各項計畫之

下又發展多項活動、培訓與研習。 

    在「創意校園」的方案中，民國 91 年起開始辦理「創意校園整體規

畫計畫」與「校園創意空間營造計畫」的營造案，緣起為以往臺灣的大專

院校有經費或時程的壓力，造成未妥善設計校園整體的規畫之前就動工興

建校舍，其結果常是建築校舍缺乏經濟性、整體性與功能性，不僅單棟校

舍所費不貲、建築物之間缺乏關連性，急就章的校園往往缺乏師生間所需

的正式與非正式的空間，整體校園空間更是缺乏特色，無從累積該校的人

文歷史。執此之故，期望藉由校園整體規畫與公共空間的創意營造，逐步

改善學習環境，這個過程特別鼓勵大專院校師生參與營造，不僅滿足師生

的使用需求，也從規畫的過程中增加對學校的凝聚感與認同感。 

    由使用者參與過程所營造的空間，與建築師單向思考的空間有很大的

差異。因為其超越純粹美學或簡單機能的要求，更貼近使用者的需求。將

主導權交給實際的使用者，由校園中的師生親生參與，可以創造出更具認

同性且創意十足的創意空間。鼓勵創新的氛圍(milieux of innovation)，這是

身為教育機構的大專院校校園最需要的基本特質，這可以表現在校園整體

規劃及公共空間之經營上。前者可說是校園空間經營之基礎，後者則可能

轉化為創意空間。 

    校園創意空間意指校園內能量充沛的地方，如戶外廣場、自然景觀、

廊道，也可能是校園一角。而創意空間是否具有創意的關鍵，則是支持它

產生無形的社會過程，歡迎不同領域背景的師生在此相遇，支援各種校園

活動以激發更多跨領域的創想。這即為校園創意空間。校園的創意空間可

以視為重新界定校園公共空間的機會，至少有以下特性： 

  （一）這裡的空間具多重功能，甚至可以容許預料之外的使用方式與鼓 

         勵非正式活動容易發生。 

  （二）這裡是師生主動參與、充滿可能性、期待什麼事會發生的地方。 

  （三）這裡支持公開發言，有助相互認識、溝通、消除歧見、營造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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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論述的空間。 

  （四）這裡是鼓勵學生與社會、社區之間進行互動的地方。 

    教育部從民國 91 年起辦理校園空間營造計畫，至 93 年為期三屆，多

所大專院校表現優異，以下摘錄部分學校成果： 

    由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系所主持的「楓香詩園」，廢除地面寸草不生、

周邊破落失修的汽車停車位，以再生綠化無車楓林為理念，校園全面綠

化，碎石步道與草地融為一體，將與合院生態村、建築館綠地村串連成為

全校之後花園，打造出「校園大教室，社區大公園」的舒適學習空間。師

生在此圍著石桌討論課程、聊天、閱讀，平時也是附近居民晨運、納涼的

好所在。 

    交通大學（交大自力營造計畫-你要粗工嗎？）充滿了「濃郁歐風情

調」，樣式單調且無特色，因此構想做出更具特色、願意親近、更手工的

東西，將自力營造行動與成果，和各種校園的使用者發生關係，將「身體

勞動實踐」變成一種行動，以親身實踐擔任「粗工」的方式與交通大學校

園更親近，從討論、批評、觀看到行動，一群學生捲起袖子，著手改造自

己的校園空間。從一些不起眼、被忽視的陋角開始改造，先是撿拾大賣場

淘汰的「棧板」做成木棧道，這是一個行動認同的開始，這些木造鋪地，

軟化了交通大學生硬的校園景觀，也將柏油路上的行人拉近築有木棧小徑

的樹林中。學生們從使用者、參與者晉升到改造者，用行動來發聲、用成

果來證明，從小小的木棧道逐步建立信心，交大校園不僅具科技思維，更

是蘊含人文關懷的校園。 

    中山大學鄰近的「哈瑪星」為高雄市最早的發源地，為日人利用築打

狗港時用的疏浚航道的淤泥填海造路的結果，現為一口袋型社區之名；而

西子灣行館為中山大學最老的古建築，現改建為西灣藝廊。中山大學所主

持的「西哈藝起來－中山大學最老的建築遇見在地最早的發源地」具有歷

史意義，哈瑪星具豐富的歷史記憶，擁有自然的美麗山水，而西灣藝廊及

其週邊是中山校園內蘊含人文及生態寶藏的空間，這次校園創意空間營造

的目的，即是要為中山校園與哈瑪星社區注入創造力與生命力，為老建築

與老社區開創新頁。以西灣藝廊為創意空間的主體，而衍生到期週邊環境

作為創意空間的再造，結合歷史、故事、人力資源、自然資源、資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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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元素規劃「西哈藝起來」，規劃春遊、夏嘻、秋詩、冬樂四季的藝文活

動，部分空間交由學生社團應用，或於老建築中舉行博士論文口試，充分

妥善利用「西哈」的各個角落。 

    臺中技術學院鄰近臺中市區，地狹人稠，規劃小組提出「綠帶立體化」

的策略，向空中爭取空間，增加更多用的學習環境，也凸顯該校的都市型

特質。校內昌明樓的屋頂-「昌明頂」有五樓之高，高度適中、氣候宜人，

視野良好，但長期卻為閒置校內的屋頂，因此以「昌明頂」落實空間綠化，

使用者腦力激盪提出各種構想與作法，最後在此廣闊的頂樓空間設置木製

走道環繞的「蚊子電影院」，於每週末在此播放學術性電影，並作為常態

活動的地點，如社團、節慶等活動，不定期的展覽更是為此空間變換不同

的藝術面貌。「飛揚的綠洲」的意向企圖去創造、經營一個四季變化共舞、

與人交流、獲取資訊、日夜與都市商業脈絡同步的空間。 

    歸納上述大專院校在「創意校園」的實踐情形，可以發現在綠化及永

續校園的課題逐漸受到重視，藉舊物新用、重整廢置校地，或是在狹小學

區中與空間爭地，善加利用建築空間，企圖創造出更多可利用的學習空

間。另外，校園空間的多功能使用不僅嘉惠師生，連帶社區居民或是參訪

者也可充分使用學校資源，校園使用者（如師生、家長、居民）都有責任

和權利來共同打造與使用「校園大教室，社區大公園」所的舒適學習空間。 

 

三、突破與創新-921 災後重建 

    民國 89 年，九二一大地震重創了臺灣無數家園，對臺灣社會產生極

大的衝擊，慘重的破壞卻也帶來了建設的機會。教育部（2003）所監製的

《突破與創新-新校園運動：為下一代蓋所好學校》出版後，可以眼見到災

後重建的校園，藉此淘汰老舊建築，揉合當地歷史文化與特色，給人意想

不到的驚喜。教育部前政務次長范巽綠在書中表示在新校園運動中，災區

校園重建的具體原則包括：1.確保安全、健康舒適的無障礙環境。2.落實

高效能、彈性化且符合機能的教學環境。3.營建可供作社區終身學習及景

觀地標之核心設施。4.依據校園整體規畫，推動校園重建工作。5.成立校

園規畫重建小組，落實開放公共參與。6.建立校園與學區、社區資源之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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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共享模式。7.確保校園重建期間，學習與生活環境品質。8.永續發展的

綠色校園環境。新校園運動的理想由一群充滿理想的建築師、學校成員、

政府與民間團體等努力不懈的付出而能成就。 

    書中將此次「新校園運動」的內涵與成果分為七項，分別是：建築硬

體配合教學軟體的校園、突破傳統格局的校園、重現環保生態的綠色校

園、考量不同年齡成長需求的校園、展現地方文化特色的校園、與社區友

善交流的校園、有趣好玩的校園等，其中不乏校園創意設計的建築或附屬

設施，如：南投縣民和國小設置獨棟、獨立的教室，木造平房的造型猶如

避暑山莊，與青山綠水共生（求新原則）。苗栗縣海口國小校舍為輪船造

型，校舍前的廣場設計為舞臺及舞池，可供戶外教學、表演及儲水滯洪使

用（求新原則、求變原則）。南投縣親愛國小旁有古文化遺址現狀保留「曲

冰遺址」，校內校舍間以吊橋作為走廊連貫，旁邊也設置瞭望臺，呼應當

地傳統聚落的望樓特色（求新原則、求精原則、求進原則）。南投縣水尾

國小將附近灌溉用的小河引入校園，形成了一個教學、休憩相宜的自然生

態池（求絕原則）。南投縣和興國小將防範土石流的擋土牆貼上各式各樣

的彩色磁磚，成為校園造景的一部分（求妙原則）。 

    以上所介紹各新建學校的空間或設施都可以使用校園創意設計六大

原則（新、變、精、進、絕、妙）來分類，可以發現各校之維修與新建已

經開始注重創意與永續，使用當地特有之建築材料或發揮文化特色，讓校

園能有別於傳統，獨樹一幟，煥發新氣象。 

 

四、臺北市政府教育局推動「教育創意年」 

    臺北市政府教育局（2006）訂立 2006 年為「教育創意年」，提出教育

十大願景：營造優質創意校園、卓越領導創新校務、深化創意教學培育創

意學子、形塑活力健康安全校園新文化、落實服務學習成長體驗創意教

育、關愛學生實踐生命教育新體驗、發展校園運動休閒創意教育、強化家

庭教育創新親子學習成長、拓展無線網路創造學習效益、推動國際教育結

盟創新學習交流等，期以前瞻、突破、多元思維，以學生為主體，結合地

方特色、傳統文化、資訊科技，塑造多元、平等、豐富、創意的優質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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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鼓勵所屬各機關學校依據每月主軸、教育主題、歲時節慶及本局、

社教機構相關活動，規劃設計各項創意活動。具體推動的創意措施包括：

創新辦理優質學校評選、創意發展學校特色、校園閒置空間創意改造計

畫、美的嚮宴－規劃辦理「學校創意藝術季」、中小學校園優質化創意改

造措施……等，臺北市政府教育局對創意校園營造之重視程度由此可見一

斑。 

 

五、國民中小學活化校園空間暨推動特色學校計劃 

    教育部為推動達到活化利用閒置校舍、永續經營校園的目標，於 96

年度訂定「推動國民中小學校舍空間活化利用與發展特色學校計畫」（教

育部電子報，2007a），鼓勵縣市政府利用學校本身之優越人文、自然條件

的空間，規劃為自然教學中心、鄉土教學中心等，以更多元、有效的方式，

整合各項資源，引導教育型態的更新進步，永續經營校園。教育部特別甄

選出 100 所特色學校，補助經費，讓學校進行校園閒置空間活化、發展學

校特色課程。其中 20 所學校獲得特優，分別是臺北縣屈尺、和美、建安、

新泰；桃園縣笨港；苗栗縣南庄；臺中縣博愛；彰化縣美豐；雲林縣成功、

草嶺、樟湖、華南（三合一）；嘉義縣龍山；臺南縣瑞峰；高雄縣金竹；

屏東縣賽嘉；花蓮縣康樂；宜蘭縣大里；連江縣東莒；臺北市河堤、公館；

高雄市壽山等國小。以下介紹數所學校創新經營有良好成果的臺灣特色明

星學校（教育部電子報，2007b）： 

  （一）臺北縣屈尺國小 

    屈尺國小為毗鄰翡翠水庫下游燕子湖的一所美麗水岸學校，該校郭雄

軍校長將之前規劃漁光國小的遊學教學經驗帶進屈尺國小，規劃出十大空

間，並研發五大系列共 20 項主題特色遊學課程。學校規劃包括有生態特

色展館、湯姆與捷克樹屋、水生池、蝴蝶走廊、溪景觀察區……，使原有

的環境發揮更大的教育價值，另有一系列的「水岸遊學特色課程」，涵蓋

屈尺特色、花園農場、濛濛水岸、廣興燕湖、翡翠大壩等五大系列，將學

習場域擴展到生於斯長於斯的生活環境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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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桃園縣笨港國小 

    該校位於偏遠海邊，周邊擁有笨港 12 景，兼具農漁村風情，陳新平

校長以「學習型學校」為哲學思維，海洋為背景，漁船為意象，共塑「航

向學習瀚海」之願景，推動「學習航道」計畫，包括「體育航道」重視學

生體能，「藝術與人文航道」舉行造型設計大賽，與地方生活結合，創造

不同的作品與設計。學校並與中央大學合作，明年發展數位天文臺，引入

美國天文資訊，透過國際連結增廣學生視野。此外，學校發展數位課程：

「笨港希望存摺－客家風情、漁村風華、綠色課程與木棉藝文」，開創以

思潮典範引導學校創新經營的新模式。 

  （三）臺中縣博愛國小 

    博愛國小包含谷關校區和松鶴校區，學生以泰雅族為多，谷關校區座

落於谷關溫泉風景區內，松鶴校區毗鄰大甲溪，高山環抱、雲煙繚繞。兩

校處處可見泰雅圖騰與紋飾，校內設置有原住民資源教室，保存原住民傳

統文物；整合泰雅文化與溫泉文化發展成校本課程，進而設計系列遊學課

程，包括多元原民文化系列、自然森林生態系列、溫泉探索體驗系列，創

造學校無限之價值。 

  （四）嘉義縣龍山國小 

    龍山國小接近山區，青山綠水、生態豐富，以自然饗以之山水為利基，

以社區總體營造為方法，以教育專業為導向，以對土地的熱愛為源源不絕

的能量，建立「陽光、飛瀑、希望山城」的願景，整合地方特色之優勢，

並以生態遊學為導向，規劃古道幽情、茶鄉茶香、陽光飛瀑、茂林修竹、

蘭園飄香等遊學路線，加上課程主題如植物物語、竹雕雕竹、天空之城、

招蜂引蝶、天籟之音等，希望讓更多人看見龍山、體驗龍山。 

    以上介紹四所創新經營的特色學校，有水岸風光的屈尺國小，有農漁

風情的笨港國小，原民特色的博愛國小，山明水秀的龍山國小，四所不同

特色的學校都以當地文化為本位，整合地方特色，建立學校特色課程規

劃，連結文化景點建立一條以學習為導向的生態遊學線，讓學童更了解自

己家鄉之美，也讓其他人感受不同生態的面貌， 

 



 56

貳、學者對學校創意設計的研究 

    鄧運林（1997）主編策劃校園空間規劃專書《飛躍傳統的新新校園》，

及最初理想欲呼應教育改革的浪潮，嘗試由有形的空間中規劃好教、好學

的設備與環境，期冀有形的學期空間變化能有效帶動無形的教材、教法的

創新。訪視各校後得到無數創意的驚奇而編制此書，將「飛躍傳統」的「新

新校園」依環境或設施而五個篇章，分別是整體規劃篇、校園經營篇、教

室經營篇、學習中心篇、創意激盪篇等，以多校的照片來呈現特別的規劃

與設計，不僅使人眼裡看到了驚喜，更在心裡留下快樂學習的足跡。 

    國內研究學校創意設計的學者當屬湯志民教授，其從 1990 年起即持

續蒐集相關資料，並於多次研討會中發表相關研究。其中，湯志民（2002）

《臺灣的學校建築》一書中，提出校園創意設計，令人駐足遐思，更發揮

蕩氣迴腸、潛移默化之效，據此提出校園創意設計六大原則。其「新」，

令人耳目一新的獨特變化；其「變」，功能改變，不做原來用途或是增添

多重功用；其「精」，在於將古物的品質提升，於今日有更加的用途；其

「進」，點石成金，增添文化教育意涵或有副助功能之效；其「絕」，本質

逆轉，將廢物搖身一變做更加的利用；其「妙」，絕處逢生，產生始料未

及的功能。 

    湯志民（2007）於「兩岸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學術研討會」中發表〈大

學校園的創意設計〉，提出大學校園創意設計的六大原則及校園創意特徵

指標，整理國內外多所著名大學校園景觀、校舍建築和運動設施等，依其

創意原則與特徵指標說明創意設計的具體作法，如大陸北京師範大學京師

大廈其造型之雄偉，極富「新」意；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功能局部改「變」

的綠籬腳踏車場；英國劍橋大學的國王學院禮拜堂，可謂無上「精」品的

近五百年校舍；日本早稻田大學演藝博物館前的坪內逍遙先生塑像，已成

為該校著名的焦點指標；香港理工大學克服山坡「絕」地的困境，創造全

校無障礙的環境；大陸北京大學每逢冬季即結冰的魏名湖，成為校園人潮

匯集之地，實為「妙」哉。校園創意的規劃和經營，應求轉化校園環境的

劣勢為優勢，以創造獨特的風格與組織文化、發展學校特色。 

    吳清山（2007）於「學校建築研究：創意校園規劃與經營」學術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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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發表〈創意學校總體營造的理念與實踐〉，指出創意學校總體營造展

現因應知識經濟發展需求、符應政府推動社區營造，並活化學校發展新生

命力等時代價值，具有五個實際內涵：1.創意空間改造，整體規劃學校空

間，展現創意，樹立學校特有文化；2.創意教學，教師活潑教學並採多元

評量，激發學生學習興趣；3.創意行政，學校教務、學務、總務與輔導各

行政作為擴大師生參與，提供優質服務；4.創意設施，學校設施的擺放與

布置能突破窠臼，以產生耳目一新之感；5.創意文化，學校具開放氣氛與

多元文化的尊重，大家能具創新之價值觀。學校成員的思維與行動將決定

創意學校總體營造的成敗，吳清山更進一步提出創意學校總體營造之實施

策略：1.從事學校背景分析，掌握學校發展需求；2.建構創意學校遠景，

引導組織再造；3.校長勇於創新，帶領成員迎接挑戰；4.組織創意行政團

隊，堆動創意行政作為；5.辦理創意研習活動，提升成員創意知能；6.廣

徵成員創意點子，改造學校整體環境；7.鼓勵教師創意教學，激發學生學

習興趣；8.營造學校創意氣氛，形塑學校創意文化；9.有效運用社會資源，

協助學校總體營造（引自吳清山，2007）。 

    少子化的衝擊持續延伸，導致幼稚園、國小、國高中以上的新生入學

人數銳減，學校空間與教育資源逐漸面臨粥多僧少的窘境，甚至產生很多

閒置教室或是學校慘遭裁併，因此該如何活化利用既有之閒置學校校舍或

設施、空間就成為當前學校經營不可忽視的課題。再造空間規劃與學校創

意經營就成為當今中小學發展過程所面臨的挑戰。學校應積極因應未來教

育發展的多元型態，調整師生結構，教育資源整體充分運用，並配合當地

文化資源、人文特質與學校自身條件與需求，規劃多元性的教育功能，尋

求學校存在的永續價值與新的生命力（林海清，2007）。 

参、碩士論文提出的校園創意設計相關研究 

    詹紹威（2005a）碩士論文以〈臺中縣市高級中學校園創意設計之研究〉

為題，使用湯志民（2002）所提出的校園創意設計原則，應用創意設計的

技巧與方法建構了17項特徵指標，實地觀察臺中縣市28所高級中學校園創

意設計之情形，訪談校長、總務主任等行政人員，探討其理念、願景及維

護決策情形；輔以訪談師生探討其使用的情形和感受等，作為改建、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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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新建校園的參考。以加權百分比率、皮爾森相關係數等統計方法了解各

校創意設計的表現情形，並分析校園分類與六大原則間的關係。研究發現

可分四部分：統計部分，求新原則與附屬設施因施作容易故項數最多，求

妙與求絕原則雖項數不多但已漸受學校重視與使用，校園分類的項數與校

地大小無關，原則分類中求進原則項數與校地大小達顯著正相關，校齡與

求精原則、園庭項數達顯著正相關，校園附屬設施與園庭項數達正相關。

理念與願景部分，發現創意設計理念普遍具生活與教育功能，各校願景希

望突顯學校特色，朝永續，多功能之設施與空間。維護管理的決策機制部

分，國立高中校園的維護與決策機制由校長等行政人員規劃，私立高中校

園則多掌握在董事會。師生使用與感受方面，師生在校舍規劃上較低的參

與性，大部分師生喜歡園庭，重視環保、可再利用的校園設施。運動場創

意設計項數最少，但具求絕或求妙原則，附屬設施的創意設計項數最多，

師生喜愛的項目分歧。 

    張秀惠(2004)碩士論文以〈臺北市中學校園空間創意設計之研究〉為

題，採質性方法，研究目的在辨認臺北市四所中學校園空間創意的特性，

探尋創意來源與發展歷程，並了解創意設計者的特質與設計的發生脈絡。

研究者歷經一年深度訪談四位校園空間創意設計成果傑出的校長，並提出

研究者的反省，研究結果發現，四所校園空間創意的作品與新、變、精、

進、絕、妙等判斷原則相呼應，且創意的產品皆展現了某種教育意義。對

創意設計者的特質也發現多半從小生活於寬廣的環境，且專業素養專精一

種以上的領域，擁有高度工作熱忱與人文素養、專注、善於溝通、態度謙

和、觀察敏銳、重視人文對空間的影響力。校園空間創意設計的發生脈絡

及其歷程中發現，四所學校皆有校地狹小的問題，公共藝術為新建學校之

特殊文化，重視參與式的共同創作與專家的協助，以學生為中心是校園空

間創意設計最重要的概念。 

    上述兩篇關於校園創意設計的論文，前者質量兼具研究校園創意設計

的表現情形，後者以質性方法研究校園創意設計的特性、歷程與創意者的

特質。研究結果的共同性，發現校園空間創意設計以求新、求變、求精、

求進、求絕、求妙等原則為理念發揮，並且各空間或設施具有教育功能，

重視空間或設施的共同參與及規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