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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國民小學是學生接受九年國民義務教育第一個所接觸到的教育

環境，也是學生對「學校」這個名詞開始有了更具體的概念，不同於

以前所受的幼兒教育，國小的生活更加的緊實，校園空間的使用上也

逐漸依性別概念的覺醒而有了不同的意義。學校是男、女學生共同的

生活空間，共同信念與待人處事養成的場所，因此在校園空間設計規

劃上，應考量男、女兩性的性別差異，顧及兩性的需求，以「尊重的」、

「安全的」、「平權的」與「貼心的」設計角度為出發點，力求校園空

間和設施的性別平衡。據此，本研究目的為主要在探討臺北市國民小

學男女學生在課餘時間使用校內活動空間的現況與情形、研究臺北市

國民小學男女學生對廁所空間及附屬設備的看法與使用情形、了解臺

北市國民小學男女學生對校園危險空間類型與造成不安全因素的看

法並析論兩性意見的異同、最後提出臺北市國民小學性別空間之具體

建議，俾供相關單位、人員及未來相關研究之參考。 

 

本研究方法分為問卷調查法與實地觀察法兩部分：（1）本研究

以所選取的臺北市 12 個行政區之國民小學各抽取一班的六年級學生

做為研究對象，總共抽取 51 個班，共計抽取 1,350 名學生（有效樣

本 1,345 人；女生 640 人，男生 705 人）進行問卷調查，主要在了解

不同性別學生對課餘時間使用校園空間、廁所及附屬設備及校園不安

全空間的看法與意見；（2）觀察對象的取得主要是以兩個行政區為一

個單位，從各單位中各抽取一間學校，共六間學校進行觀察，主要觀

察重點為學生下課時間所使用的校園空間、廁所與附屬設備、校園的

不安全空間及產生不安全的因素。在資料分析上，問卷調查主要以描

述性分析、次數百分比統計、卡方考驗、Cochran Q考驗、t-test 考

驗、Spearman 等級相關、MANOVA 變異數分析等方法。本章根據第四

章的結果做成結論，並提供若干建議以供國民小學性別與空間的學術

研究與實際規劃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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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結論 
 

綜合研究問題、研究結果與討論，將研究結果臚列於下： 

 

一、學生認為校園各活動空間中使用者的性別印象「男比女

多」的校園空間比「女比男多」的空間多 

 

學生認為校園各活動空間中使用者的性別印象「男比女多」的校

園空間比「女比男多」的空間多；而動態運動空間學生主要勾選「男

比女多」，靜態學習空間則大多數認為是「女比男多」的空間，休閒

服務空間則以勾選「差不多」者最多。針對課餘時間使用校園空間的

使用者性別印象中，若以 40%學生人數為限制，則學生認為「男比女

多」的空間有「室外籃球場」「運動場」「躲避球場」，此三個場地均

高於 60%，顯示有將近六成的學生認為此三個空間以男性為主要的主

導者與使用者，又以室外籃球場的 83.0%最高；而「女比男多」的空

間有「圖書館」、「班級教室內」、「樹蔭下」，此三個場地均高於 40%，

表示有將近四成的學生認為此三個空間以女性為主要的主導者與使

用者；另外勾選「差不多」的空間有「川堂」、「遊戲場」、「教室外走

廊」、「草地或草坪」、「水池邊」，此三個場地均高於 50%，代表有五

成以上的學生認為這五個校園空間使用的男、女生人數比例差不多，

其中又以川堂的 70.1%為最高。由此可發現學生認為「男比女多」的

空間有三個，而「女比男多」的空間有二個，顯然男性所能主導的空

間是高於女性。而其餘空間學生認為男、女人數「差不多」。 

 

將校園空間歸類成「動態運動空間」、「靜態學習空間」、「休閒服

務空間」三類，可發現在動態運動空間中的 8個空間，所有的空間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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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比女生的人數都相差 10%以上，且以室外籃球場（相差 79.6%）與

運動場（相差 69.3%）的差距最大，此現象代表所有的學生皆認為在

動態運動空間中活動的性別以男性居多（比女生高出許多），屬於「男

比女多」的校園空間；在靜態學習空間中的三個空間，所有的空間女

生比男生的人數都相差 10%以上，且以圖書館（相差 45.4%）與班級

教室內（相差 38.3%）的差距最大，此現象代表所有的學生皆認為在

靜態學習空間中活動的性別以女性居多（比男生高出許多），屬於「女

比男多」的校園空間；在休閒服務空間中的 6個空間，有三個空間「草

地或草坪」、「川堂」、「司令臺」的男女人數都相差在 10%以下，代表

多數的學生認為在休閒服務空間中活動的性別男、女生差不多，屬於

「差不多」的校園空間，但在「樹蔭下」、「花園或庭園」、「水池邊」

以女生的人數略高於男生，人數相差約在 10～20%之間。 

 

二、學生在課餘時校園活動空間的選擇，男生勾選比例 50%

以上的有「班級教室內」、「運動場」、「室外籃球場」、「教

室外走廊」；女生勾選比例 50%以上的有「班級教室內」、

「教室外走廊」、「運動場」 

 

針對學生課餘時間主要使用的校園空間進行問卷調查發現，男生

最常使用的校園空間有「班級教室內」（81.7%）、「運動場」（69.4%）、

「室外籃球場」（60.3%）、「教室外走廊」（51.9%）；而女生最常使用

的校園空間有「班級教室內」（91.3%）、「教室外走廊」（58.1%）、「運

動場」（54.2%），勾選的順序上雖有稍微不同，但可發現男、女生的

選擇有三個場地是重疊的，不過這也可看出男生在校園空間的侷限性

上，是比女生來得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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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觀察過程中，也同樣發現了這樣的事情，下課時的校園中到處

都可見到男生的身影，雖然人數比例不一定每個空間都一致，但都會

見到男生在校園中穿梭；而女生則比較會選擇接近教室的地點進行活

動，使用較遠的校園空間女生，明顯就比男生少很多，甚至很多學校

都看不到女生的蹤影。進一步再分析這些受男、女學生喜愛的場地，

透過觀察得知，此些空間具有共同點就是距離學生上課的地點不遠，

使用上較方便，「近便性」成為學生使用場地前的一個考量點。 

 

三、女生易受到場地中異性影響而降低自我的使用意願 

 

在因異性存在而降低使用意願的校園空間向度上，男生勾選的比

例超過 30%以上的校園空間無，表示男生並不會異性而影響到自己的

使用意願；而降低自己的意願；女生勾選比例超過 30%以上的校園空

間有「運動場」、「室外籃球場」、「跑道」、「躲避球場」、「教室外走廊」。

透過問卷資料分析後可得知，男生在校園空間中因異性存在而降低自

己使用意願的人數比，不超過 30%，顯然男生不會受到異性因素的影

響而減低自己使用的意願；但對女生而言，因異性存在而降低自己使

用意願的人數比有五個空間超過 30%，分別是「運動場」、「室外籃球

場」、「跑道」、「躲避球場」、「教室外走廊」，從這就可明顯發現女生

比男生還易受到場中異性的影響。研究者在觀察過程中，亦發現相同

事情，原本無人的室外籃球場，來了三五成群的女生相邀打球，不到

幾分鐘，有男生介入這球場中，此時可發現，有幾位女生便紛紛暫停

打球動作，退到球場外；但相對地，在男生球場中，有女生加入時，

並未發現有任何男生停止打球動作，或退到場外。另外，從女生易受

到異性影響的空間中可發現，有三個空間為動態運動空間，另一個才

為教室外走廊，顯見女生在使用動態運動空間時，最易受到異性存在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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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因距離太遠、不方便到達而降低使用意願的校園空間

向度上，男生勾選的比例 50%以上的有「圖書館」；女生

則是「運動場」、「圖書館」 

 

針對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圖書館」是男、女生皆認為若是距離

太遠、不方便到達會優先選擇放棄使用的空間（男 64.0%，女 70.3%），

另外，女生還認為「運動場」若在距離太遠的情況下，也是會選擇放

棄使用。研究者到各校觀察時，也觀察到相同的事實，只要圖書館的

位置不在學生移動的主線上，則該校的圖書館下課時間經常是空無一

人，若設置於教室旁或學生移動的主線上，則使用的學生人數則明顯

提高許多。究其原因，國小每節下課時間大部分只有十分鐘，則這些

距離較遠，需要花費較多時間才能到達的地點，就成本利益考量下，

學生就算喜歡此空間，但最後也只好放棄。 

 

五、校園空間本身也具有性別傾向；動態運動空間較屬於「男

性取向的空間」；靜態學習空間較屬於「女性取向空間」、

「休閒服務空間」則較為「中性空間」 

 

國小校園空間設計具有性別傾向，經交叉比對「使用者的性別印

象」、「課餘時校園空間的選擇」、「異性是否影響其使用意願」與「觀

察結果」等四個向度發現，動態運動空間中，以男生的使用人數最多，

選擇意願也最高，居於主動權，屬於「男生取向空間」；而靜態運動

空間中，則女生選擇的意願也較高，使用人數多，屬於「女性取向空

間」；在休閒服務空間及運動場、遊戲場等空間中，男、女生使用意

願均高、人數比也約略差不多，屬於「中性空間」。學校的空間本應

是無性的空間，但因社會文化、社會期許的再製與校園環境對使用者

所產生的心理層面的影響，如恐懼感、安全感、便利感、私密感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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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因而影響了兩性在空間上的選擇，也造成了校園環境的性別傾向。 

 

六、學生對校園廁所之馬桶形式與隔間方式的喜好具有性別

差異 

 

學生對馬桶形式的偏好有性別上的差異，男生認為「兩種皆可」

的比例最高，女生則明顯偏好蹲式馬桶；在馬桶形式的問卷分析上，

可發現有高於五成的女生希望設置「蹲式」馬桶，僅只有一成的人希

望設置「座式」馬桶；在男生的選擇上，有大約四成左右的人表示「兩

種皆可」，而有三成的人希望設置「座式」馬桶，僅一成多左右的男

生希望設置「蹲式」馬桶。從這可看出因兩性生理上的差異，而產生

不一樣的結果。男生上廁所時大部分時間都採站姿，所以遇到骯髒的

廁所頂多忍一忍就行，不太需要長時間接觸到馬桶，但女生不論大小

便皆須進入密閉的便間裡，接觸馬桶的機會較大，若遇到廁所環境髒

亂，又是身體必須直接接觸的座式馬桶，這樣則會對女生造成很大的

心理困擾與痛苦，因此會發現多數的女生選擇不需身體接觸、較無衛

生顧慮的「蹲式」馬桶。 

 

不同性別的學生對廁所隔間方式的偏好具有一致性，高於七成以

上的學生均認為廁所的隔間應該是「男女分開設置」；在男女廁所分

開或混合的選擇上，有高於七成的男、女生均偏好「男、女廁所分開」，

所占的人數也是三種形式中最多。選兩種形式都可以的人數，則是男

生（21.3%）多於女生（10.2%）；選擇「男、女廁所混合」的男、女

生人數均不高於一成相當得低。研究結果顯示，男、女生在廁所隔間

形式的選擇上，均較偏好「男、女廁所分開」，其次是「兩種形式都

可以」，而「混合型的廁所」是最不受青睞。觀察得知，部分學校因

為校舍面積、學校建築年限久遠，因此還是有一些學校的廁所隔間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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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是採「混合型」，但為了避免兩性在使用廁所時所產生的困擾，建

議還是應該要加裝隔板以做區隔。 

 

七、學生對校園廁所之附屬設備的看法具有一致性 

 

不同性別學生對廁所附屬設備的意見具有一致性，均認為學校廁

所內應有「衛生紙」、「緊急求救鈴或緊急照明設備」、「空氣清新劑」、

「垃圾桶」的設置。在廁所附屬設備的問卷調查比較上，男生認為廁

所中應具備的附屬設施依序為「衛生紙」（168 人，23.8%）、「空氣清

新劑」（76 人，10.8%）、「緊急求救鈴或緊急照明設備」（73 人，10.4%）；

女生認為廁所中應具備的附屬設施依序為「衛生紙」（164 人，25.6%）、

「緊急求救鈴或緊急照明設備」（88 人，13.8%）、「垃圾桶」（82 人，

12.8%）。研究結果顯示，男、女生均認為「衛生紙」的設置是廁所中

最重要也是最需要的設備。由此可發現，在附屬設備的選擇上，兩性

的意見具有一致性，且均認為要設有「緊急求救鈴或緊急照明設備」，

此表示對廁所安全性的重視。 

 

八、不同學區、規模與性別的學生對廁所便利性、舒適性的

滿意程度具有差異 

 

透過問卷分析可知，不同的學區在廁所便利性、廁所舒適性（、

廁所安全性三方面發現，在「廁所舒適性」方面，「內湖區」比「中

山區」學校學生使用起來的感受好，透過實地觀察後發現，內湖區的

學校多為新設立的學校，學校建築新穎，廁所隔間設計一律男、女廁

分開，廁間大且女廁樓地板面積多高於男廁，光源充足；相較之下，

中山區多為四、五十年的學校，很多設備都比較老舊，廁間較狹小，

光線較昏暗，較不符合目前「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第三十七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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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因此，內湖區的學生在「廁所舒適度上」的感受是 12 個行政

區中最好，而中山區的學生最不滿意。 

 

不同學校規模的學生對廁所便利性、安全性的滿意程度具有差

異；經單變量變異數分析可知，廁所便利性、廁所舒適性、廁所安全

性三方面，僅「廁所的舒適性」沒有顯著差異，而「廁所便利性」、「廁

所安全性」等二方面有顯著差異。進一步比較結果發現，在「廁所便

利性」方面，「大規模」與「中規模」均比「小規模」學校學生使用

起來較不方便；在「廁所安全性」方面，「中規模」比「小規模」學

校學生更顯得沒有安全感。在實地觀察後，發現小規模學校班級數

少，學生人數相對地較大規模及中規模學校少，相對地就有比較大的

等候空間、排隊的時間也可縮短，因此在使用廁所時的便利性感受較

大規模及中規模好。而在廁所安全性方面，小規模學校往往因班級數

不多，因此校園內的學生主要使用的學校建築就較為集中，不似中規

模學校那麼分散，因此在廁所的安全性上就會比中規模好。 

 

不同性別的學生對廁所便利性、舒適性、安全性的滿意程度具有

差異；經學生問卷資料分析後發現，不同性別的學生對廁所便利性、

廁所舒適性、廁所安全性等三方面，有顯著差異。就平均數而言，在

「廁所便利性」方面，男生 7.45 分，女生 8.13 分，顯然男生的感受

比女生稍好；在「廁所舒適性」方面，男生 10.82 分，女生 11.36 分，

表示女生比男生對廁所舒適度來得滿意；在「廁所安全性」方面，男

生 8.70分，女生 9.78分，表示女生比男生感受到不安全的因素多。 

 

透過觀察得知，廁所隔間淨寬多數也符合教育部（2004）所頒佈

的《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中的規定，其明定「大便器隔間淨寬至少

100 公分以上」，在實地走訪測量下，發現多數學校便間的淨寬皆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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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標準。不過也發現目前仍有多數學校男、女廁所的樓地板面積一

樣大，則女廁所能設置的便間數量就明顯比男生少，另外，無更衣室

的設計，使女生在更換衣物上也顯得相當不便。 

 

九、學生對校園危險空間前五項的排序具有一致性，分別為

「地下室」、「廁所」、「圍牆角落」、「教具儲藏室」、「垃

圾場」 

 

對於校園危險空間，不同性別的學生在這問題向度的前五項選擇

上是具有一致性的，分別為「地下室」、「廁所」、「圍牆角落」、「教具

儲藏室」、「垃圾場」，但從次數百分比來看，女生的平均數均高於男

生，顯然女生對校園空間不安全的感受比男生高。 

 

十、造成校園不安全空間的因素主要有「位置偏僻」、「人煙

稀少」、「光線不足」、「視覺死角」 

 

針對學生認為前五項的不安全空間，配合觀察結果再作進一步分

析，探討造成不安全的因素（比例較高超過 20%或六校中有三校同時

具有的一因素）： 

（一）地下室：位置偏僻、人煙稀少、光線不足 

（二）廁  所：光線不足、視覺死角、怕被偷窺 

（三）圍牆角落：位置偏僻、人煙稀少、視覺死角 

（四）教具儲藏室：位置偏僻、人煙稀少、光線不足 

（五）垃圾場：位置偏僻、人煙稀少、視覺死角 

由此可發現，「位置偏僻與人煙稀少」各有 4次，「光線不足與視

覺死角」各有 3次，顯見校園中不安全的因素主要有這 4項，是學校

在經營友善校園時，可以再多加留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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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以下根據文獻探討及本研究結論，提出若干建議，以供教育行政

機構、學校行政人員、教師及未來相關研究之參考。 

 

壹、對教育行政機關與學校的建議 

 

一、擬定具體明確的「性別平等教育之校園空間」的規劃方

向與建議，達成性別平等的校園環境目標 

 

所有的建設及配備均需要一定的經費，因此，教育行政當局若能

每年撥補適當的經費，讓學校能將其不足之處，逐年補修，達成性別

平權的校園環境目標。如在觀察中發現有部分學校有設置衛生紙架，

但裡頭確未裝設任何一張衛生紙，探究其原因後，才了解校方無法負

荷衛生紙的耗材支出，所以，就將此項設備暫擱於牆上；而在校園不

安全空間的部分，校方也由於經濟不足，無法修補或改善校園中不安

全的因素，也就讓其不安全的死角繼續存在，則這些地方恐會危及校

園中的學生安全。所以，教育局應積極改善校園的廁所配備及不安全

空間，每年補助一些或所需款項的百分之幾，其餘部分學校自籌，相

信學校會更加積極改善性別不平權的空間。 

 

在性別平等教育法的第 12 條指出：「學校應提供性別平等之學習

環境，建立安全之校園空間⋯⋯」在這條文中僅概泛性的陳述性並無

具體的方式與建議，但學校該如何才具備「性別平等之學習環境需求」

及「建立安全之校園空間」兩項要求，相信多數學校也並不清楚。因

此，為確保性別平等教育法的落實，教育行政機關應邀請專家學者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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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擬定具體策略及作法，如此，學校才有依循的根據，性別平等教育

法第 12 條才能確實執行。 

 

二、在學生主要上課地點附近的空地或牆面增設籃框；彈性

調整下課時間，增加學生使用遠距離的校園空間 

 

由問卷調查及觀察資料顯示，多數學生在下課時間喜歡使用室外

籃球場，但往往礙於學校籃球場地空間不足，造成僧多粥少的景象產

生，下課鐘聲一響，一群學生向外衝刺，為的就是找個好位置打籃球，

而女生見到籃球場上這麼多人使用，便會怯步不前，因此增設籃框是

有其必要性。 

 

此外，籃球活動有其一定的程度的噪音，因此設置的位置應考量

以不干擾教師教學、學生學習、行政辦公為前提下的空間或牆面；另

外，有的學校善加利用其教室屋頂，將其設置成室外籃球場，以利高

樓層的學生運用。所以，籃框的設置地點很彈性，只要有個牆面、有

個空間，架設一個框，就可以提供許多學生使用。 

 

由問卷資料分析得知，學生對於距離太遠、不方便到達的空間，

通常會優先選擇放棄，最多人選擇會放棄的空間則為「圖書館」。到

各校實際探訪後發現，在下課時間不足的狀況下，若要使用較遠距離

的空間，則學生通常是急急忙忙的跑出去，等抵達後，可能使用的時

間不到 5分鐘，待鐘聲快響時，便又要急急忙忙的跑回教室，久而久

之，學生便會逐漸選擇別的校園空間，放棄原本喜歡的地方。因此，

目前臺北市已有國小（甲校、戊校）考慮到此項因素，彈性調整了下

課時間，其作法為將各分散的時間，統整成早上、下午兩個大節（約

30 分鐘）下課，為的就是增加學生使用校園各空間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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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規劃性別平等的校園，注重不同性別學生使用校園空間

的機會均等 

 

從文獻及研究結論可發現，女生在社會化的歷程中，因受父權體

制下的壓迫，而對自身會較沒有自信，會較在意他人的觀點（黃惠琴，

2005；Mcguffey, 2005; Trautner, 2005），因社會的刻板印象，降

低了女生對運動的意願，也因社會中部鼓勵女生運動的文化，使得女

生在動態運動空間中，容易成為異性注目的焦點，受到大家的指指點

點；所以，在動態運動空間中，女生易因異性存在因素的影響降低自

我的使用意願，相對地男生則較無此方面的困擾。因此，在動態運動

空間中，可運用潘慧玲（2002）所提出的性別平等教育模式中的「缺

陷模式」方法，補償女生在動態運動空間中發展的不利因素，鼓勵女

生多接觸此類型的校園空間。 

 

依此性別平等教育模式的方法，學校可設置女性優先使用的場地

及女性優先的標誌，在此空間中禮讓女生優先使用，減低異性對女生

所產生的壓迫感，以提高女生使用的意願。臺北市國民中學已有學校

開始實施此種措施，發現成效不錯，女生接觸動態運動空間頻率有逐

漸增加的趨勢。目前，在國民小學中尚未聽聞有學校實施此種策略，

實是忽略了學生的性別差異，造成了單一性別的空間霸權；為了改善

此種現象，國小可開始效仿國中所施行的女性優先政策，鼓勵學校的

女學生從國小就接近動態運動空間，開發其潛能。此外，在宣導女性

優先的同時，也應教導學生男、女平等對待，共同打球、激進球技等

觀念。 

 

從結論可知，學生平日所使用的校園空間可依「使用者的性別印

象」、「主要使用的校園空間」、「因異性影響而降低使用意願」三項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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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將校園大致分成三類：「男性取向的空間」、「女性取向的空間」、

「中性空間」。在男性空間中，會發現主要的校園空間為動態空間，

有運動場、室外籃球場、躲避球場等，此類空間占整體校園的面積大，

且較為集中；而在女性空間中，會發現主要使用的校園空間為靜態空

間，有遊戲場、圖書館、班級教室內等，此類空間占整體的校園空間

比例較小，且較為分散，或位置較偏遠；由於校園空間的型態分配，

造成男生在課餘時間有較多的使用空間與面積，而女生常會多數人使

用共同空間，產生擁擠的感覺；如加上女生所想使用的空間設置在校

園較偏遠的地方，則也會大大降低女生的使用意願，使女生在使用空

間的面積上，就顯得比男生小、且擁擠。 

 

所以，在校園空間的規劃上，除了考量該空間的特性外，也應該

將使用者的感受與顧慮列入考量。如女生較常使用的圖書館，各校可

依其狀況，將圖書館的位置設置於學生上課教室附近，若無空間，可

利用空教室或其它教室周遭的空間設置較小型的圖書室，增加女生使

用的校園空間；又如遊戲場的設置，可依教室附近校園空間的大小，

設置不同的遊戲器材，在遊戲器材中，單槓與組合式遊戲器材是多數

女生會選擇使用的器材，所以在安全的前提下，就可將這些器材分散

設置於學生的教室附近，鼓勵女生使用，如乙校、丁校、戊校接將遊

戲器材分散設置，有遠有近，增進學生使用空間。另在動態運動空間

中，以運動場及躲避球場所占面積最廣，而多數運動場又包含環形跑

道占的面積更是大，但觀察發現，真正使用運動場與跑道的學生人數

其實有限，因此，在這兩類校園空間設置上，可以仿效戊校，將跑道

形式由環形改為直線形，功能多元化，運動場包含人工操場及草坪，

提供學生多元選擇。此外，也可仿效甲校與戊校增大學生教室外走廊

的空間，並在走廊上設置休憩空間，增大女生使用的空間，促使「男

性傾向」與「女性傾向」使用的校園空間也能達到量的平衡。 



臺北市國民小學校園空間之研究--以性別使用觀點                          
 

 232

四、打造符合兩性需求的校園廁所空間 

 

廁所馬桶形式以蹲式為主，座式為輔；男、女廁的便器數量均等

化，在數量相等的前提下，女廁面積應大於男廁；男、女廁所的隔間

設置應採「男、女廁分開方式」，若有混合式廁所，則應加裝隔板。

校園空的廁所為顧及女性使用時的感受，在馬桶形式上建議以「蹲式」

為主，「座式」為輔；因校園中可能有懷孕的老師、身心障礙的學生

及老師或低年級的學生，為便利於他們使用，仍是要設置一個座式馬

桶，此座式馬桶可和無障礙廁所一同規劃設計，只是要注意的，不要

將此空間淪為雜物堆放處，或者是環境髒論不堪，仍是要注意保持座

式馬桶間的整潔、通道的暢通等問題。 

 

目前多數學校中，仍認為男、女廁的樓地板面積一樣大，就是達

到性別平權的廁所空間。其實相較之下，男生小便斗的設置較便間的

設置節省空間，所以若是一樣的樓地板面積時，則女廁能同時使用廁

所的人數就會比男廁少。因此，建議在廁所規劃上，應重視使用人數

數量的相等，在這前提下，女廁的樓地板面積就應該要大於男廁。目

前已在實行的有政大附中男、女廁所比例，女廁所空間較大占 2/3，

男廁所空間較小占 1/3；政大井塘樓的男、女廁設計，採 3:5 的比例；

這兩所學校的作法均值得參考，凡此皆是以性別平等考量為出發點設

計的校園廁所規劃。 

 

從學生的問卷資料中可清楚知道，多數學生在廁所隔間設計上，

均較喜歡「男、女廁分開方式」來設置，混合型的廁所只有一成多的

學生表示接受。在實際觀察中也發現，只要是近幾年所興建的學校，

男女廁所的隔間均採「男、女廁分開」方式，已經沒有發現混合型的

廁所。目前只有年代較久遠的學校，仍可發現「混合型」的廁所，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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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建議若有「混合型」廁所的學校，在廁所中間應多加裝隔板，避

免男、女生上廁所時的干擾。 

 

五、充實校園廁所的附屬設備，規劃更衣室與複合式盥洗

室，提供學生更便利的校園空間 

 

透過學生問卷及觀察得知，廁所是一天之中，學生使用最頻繁的

地方，其附屬設備齊全與否，帶給使用著的感受就不同。參酌教育部

（2004）訂定的《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與配合學生問卷及觀察結果，

發現多數學生希望廁所中設置洗臉盆、洗手乳或肥皂等，提供如廁後

的盥洗；掛勾或置物處，讓身上的物品有地方可掉掛，不會弄髒；小

便斗的搗擺、門簾等，提供如廁者一個私密的空間；空氣清新劑，維

持廁間的好味道；衛生紙（棉），提供使用者一個舒適、安心的環境；

止滑墊，避免上廁所的人因地板濕滑而發生危險；大面鏡子，讓如廁

後的人能整理自己的服裝儀容。 

 

在國小更衣室的設置上，雖然沒有明顯的學生人數認為這是項重

要設備，但就男、女生選擇的人數來看，以女生居多，顯然女生比男

生還有更衣問題。男、女生因天生的生理差異，加上社會對女性所訂

定的禮儀規範，使得女生不敢在大家面前更衣，只好利用狹小的廁所

空間進行更衣工作；男生在這方面就不大相同，常可見一群男生在教

室中席地脫衣，不在乎旁人的眼光，而在社會上，男生這種行為是被

允許的。因此，學校基於兩性的生理差異與更換衣服的實際需求，應

規劃更衣室與複合式盥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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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加裝緊急求救鈴及緊急照明設備，提高廁所的安全性；

定期檢視廁所便間的安全性，以降低被偷窺的可能 

 

在廁間內加裝緊急求救鈴與緊急照明設備，是多數學生認為很重

要的一個設備，但拜訪過的學校中，似乎都沒加裝此項裝置。建議學

校應重視學生上廁所時的安全，加裝緊急求救鈴及緊急照明設備，則

可提高如廁的人對廁所的安全感。 

 

從結論中可發現，廁所是學生擔心被偷窺的一個場所，在實地觀

察後，發現的確有些學校的廁所設計，會有被偷窺的可能性，如門縫

過大、門板太矮、窗戶開設太大、太低等問題，皆會使上廁所的人感

覺自身隱私、安全遭受侵犯。所以，學校應定期檢視廁所便間的安全

性，以降低被偷窺的可能。 

 

七、重視各學區、規模的校園廁所環境，提高女性廁所使用

數量，將廁所位置設於易達又安全的地點 

 

從結論中發現，內湖區學生使用廁所的舒適性比中山區的學生

好，究其原因為內湖區的學校多數為近十年所興建，其廁所設置標準

皆以「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第三十七條」的規定為依據，不論在廁

所環境上、設置的位置、等候空間及附屬設備皆比中山區來得好。因

此，老舊學校若要一樣提供舒適的環境給學生，達成學區的性別平

等，則有賴教育局的經費補助，透過經費的補助，學校才有機會將舊

式不符合規定的廁所予以重建、更新，則身處各學區的學生才能透過

此種機會享受到相同的廁所環境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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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結論發現，小規模的學校不論在廁所便利性或廁所安全性上

皆較中、大規模的學校好。透過學校基本資料發現，小規模學校的廁

所設計與中、大規模相似，便間數量也差不多，唯一不同的是學生人

數與班級數的差別。學生人數多，則每個便間平均使用的人數就高；

班級數多，則設置在廊道盡頭的廁所顯得離教室較遠，因此造成了不

方便、不安全的現象。是故，中、大規模學校可仿照小規模學校每個

便間所使用的人數，增設廁所的數量，降低每個便間的使用人數比；

另可將廁所設置於教室廊道的中間，或學生主要的動線上，增加使用

人數，減低不安全感，目前戊校就是將廁所設置於電梯出入口、學生

教室附近，提高學生對廁所的安全感。 

 

八、繪製校園危險空間地圖並張貼於校園明顯處；裝設監視

器、夜間照明設備及反光鏡，減少校園的危險空間 

 

透過校園的實地觀察，發現校園中充滿了許多危險的空間，因此

校方應繪製校園危險地圖，並加註產生不安全的因素，張貼於校園公

佈欄，提供老師、學生、家長、社區人士使用，使其在這些空間中注

意自身的安全，另外，此張校園危險空間地圖更可做為學校日後改進

的依據。 

 

在校園危險空間中，發現是由許多不安全的因素所組成，所以，

學校只要能改進不安全的因素，就可改進不安全的校園空間。如位置

偏僻、人煙稀少的地方，應架設監視器，以利學校隨時掌握此空間最

新狀態；在光源不足之處，可加設夜間照明設備，提供臨時的光源；

在視覺死角處，則可架設反光鏡，以提高視覺的穿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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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上課空間的多元性，提高學生對學校各個空間的認識；

性別平等理念的再宣導，將性別平等教育真正落實於日

常生活中 

 

學校中有很多空間學生不知道或不想使用，是因為對該空間不了

解，因此，老師若能在上課期間，提高其上課空間的多元性，帶領學

生認識學校的各個空間及使用的情形，無形中就可讓學生對該空間原

本存有的誤解或不了解因而化解，也可提高學生使用各個校園空間的

意願。 

 

社會中常存著許多偏差的性別概念，如女性應該要端莊，不可亂

跑；男生應該要勇敢，不可亂哭等。在此種觀念下逐漸成長的學生，

在其日後的行為或空間的選擇上就會有差異，如男生一定要使用動態

運動空間，不然會被人笑稱「娘娘腔」，女生不可過度剛強，不然會

被謔稱為「男人婆」。因此，老師若能藉由課堂宣導合宜的性別平等

意識，鼓勵學生玩自己想玩的遊戲，選擇自己想要使用的校園空間，

跳脫傳統禮俗的束縛，這樣性別平等教育才不會是一句口號，才能真

正落實於日常生活中。 

 

貳、對未來相關研究的建議 

 

一、在研究對象方面 

 

（一）在研究學校的選擇上： 

1.針對不同縣市的學校進行研究：本研究主要研究的學校縣市位

於臺北市，主要是臺北市市立國民小學為主，而不同縣市對性別平等

教育的推動與認知可能會有所差異，因此，若同樣進行小學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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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來的研究上，可以嘗試以別的縣市公立國小為研究對象。 

 

2.針對不同年限的學校進行研究：臺北市在近幾年興建了許多新

學校，其興建標準參考的建築法規及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已和之前成

立的學校有所不同，不同年限的學校在校園空間上考量的點、著重的

面會有所差別，整體校園的環境規劃也會呈現出不同的面貌；因此，

在未來的研究上，可考慮以學校的年限來劃分，比較不同年限的學校

學生對其校園空間的使用在性別差異上是否有所不同。 

 

3.針對不同層級的學校進行研究：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對象為國小

學生，但不同層級的學生，因其生理、心理發展的狀況不同，對校園

空間之性別平等的看法與使用感受也會有所差別；因此，在未來若要

繼續從事相同主題的研究時，可探討國中生、高中生或大學生對其校

園空間的選擇是否具有差異。 

 

（二）在研究對象的選擇上： 

針對校園中不同身分的人進行研究：因在校園中進出活動的人，

除了學生外，尚有教師、家長、社區人士，不同身分的人對校園空間

的性別認知也會有差別，所以，若能針對校園中不同身分的人進行研

究，探討他們對校園空間的性別觀點，如此可使校園空間在設計規劃

時能考慮到更多人的需求，才能真正建立性別平等的校園空間；因

此，在未來的研究上，可考慮以不同身分的人作為研究對象。 

 

二、在學校空間的選擇上 

 

（一）挑選單一地點進行觀察：本次的研究範圍概括了國小大部

分範圍，若要再深入探討每個空間點的性別差異，則適合以學校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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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地點進行調查、比較，了解該空間性別差異所產生的因素及學生

使用看法。 

 

（二）挑選單一類型空間進行觀察：本次研究將校園空間概分為

三種類型有「動態運動空間」、「靜態學習空間」、「休閒服務空間」等

三類，各類空間所呈現的性別觀點與產生性別差異的因素都不盡相

同；因此，在未來進行研究時，可針對其中的一項類別加以深入探討，

了解校園中該類型空間所隱含的性別意識型態為何，不同性別學生在

此類行空間的行為模式為何，以規劃設計更具有性別平等教育理念的

校園空間。 

 

三、在研究方法方面 

 

在本次的研究方法上，主要以問卷調查法及實地觀察法為主，若

未來的研究能再加入與研究對象或學校主任、校長的深度對談，如此

可對研究對象的空間選擇與更深層的因素或整體學校空間設計的背

景意義及考量能有另一番角度的看法。所以，在未來的研究上，可以

考慮加上研究對象的訪談或與學校主任、校長深度對話，以便對校園

性別空間的使用情形與規劃能有更進一步或不同角度的認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