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近一、二十年來學校建築已有長足的進步（湯志民，2002a），校
園的創意設計受到學生喜愛，可使學生受益良多。學校的環境與教育相

輔相成，高中是人一生中在身體、思想及認知上重要的發展時期，其結

果影響人生甚鉅；另外，對老師來說更是非常重要，每日在校七小時以

上，是終身的職業，校園環境更是影響深遠。從訪談中知道校園環境會

影響心情、生活的舒適性，可親的環境對身心具有舒緩作用，若無良善

的校園環境，必然間接的影響教學品質。 
 

從歐美的社會經驗來看，優質的環境會促進人文的發展，長期接觸

優質的環境會增進社會的融合與和諧。境教對人的影響深遠，而學校教

育又處於關鍵時期，校園的創意設計可提供學生優質的教育環境，對學

生的身心發展、性情陶冶、人格養成及進入社會後的適應，有著關鍵性

的影響力。本研究使用湯志民（2002a）在「臺灣的學校建築」校園創
意設計求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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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則，研究臺

中縣市高中校園創意設計之情形；本研究的目的在建構校園創意設計的

特徵指標，藉此以實地觀察，發現臺中縣市 28所高中校園創意設計的
設施或空間，訪談 56位行政人員，探討其理念、願景及維護管理情形，

輔以師生訪談 112人，探討其使用的情形和感受。 
 

研究中依據各個原則和創意的方法和技巧，建構校園創意設計的特

徵指標，統計各校符合校園創意設計原則的項數，來進行分析研究。依

據上述研究目的，計算不同背景學校在校園創意設計的表現項數，以加

權百分比率，探討校園創意設計在校園分類「校舍、庭園、運動場、附

屬設施」和「新、變、精、進、絕、妙」原則的差異，並以皮爾森相關

係數分析其相互間的關係。 
 

綜合上述，本章主要將本研究作整體性的概述，驗證校園創意設計

的原則和方法，並依研究分析結果提出結論與建議；本章共分二節，第

一節為結論，第二節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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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結論 
 
  學校的特色就是與他校不同，是一種創新或獨特的現象，可能是一

種觀念、圖騰、或者實體；簡單來說，校園創意設計就是求學校的設施

或空間（建築）有創新與獨特性。綜合文獻探討、實地觀察、訪談結果

分析和討論，整理各項結論與發現，茲分段加以敘述。 
 
 
壹、臺中縣市高中的校園創意設計 
 
  根據研究學校校園創意設計的結果分析，可以看出一些值得討論的

議題。另外，統計皮爾森相關係數可知，達顯著相關（p=0）的有求進
原則和校地、庭園和校齡等；達相關（p<.05）的有總計和校齡、求精原

則和校齡、總計與校齡、庭園和附屬設施等。以下就臺中縣市校園創意

設計的現況，分段加以敘述茲將結果分述如下： 
 
一、臺中縣市高中校園創意設計，求新原則和附屬設施施作容

易，所以項數最多 
 

就校園創意設計的結果分析，統計發現臺中縣市國立及私立高中共

有28所高中，在校園創意設計的項數總計有443項，校園創意設計的平
均數每校有15.82項；其中有11所國立及私立高中高於平均數、17所低於
平均數，最大值為34項、最小值為6項。經由訪談就原因分析可知，「運
動場」的設置大同小異，而「校舍」最易受經費的限制。校園創意設計

的總項數有443項，依校園區分，在校舍部分有73項，佔16.48％、庭園
部分有167項，佔37.70％、運動場部分有22項，佔4.97％、附屬設施部
分有181項，佔40.86％。可明顯看出「運動場」的創意設計是最少的，
其次為校舍、庭園、附屬設施。 
 

依原則區分，在求新原則方面有271項，佔61.17％、求變原則方面
有41項，佔9.28％、求精原則方面有55項，佔12.42％、求進原則方面有
27項，佔6.09％、求絕原則方面有22項，佔4.97％、求妙原則方面有27
項，佔6.09％。可明顯看出求新原則的創意設計是最多的，其次為求精

原則。從17項特徵指標來分析，發現求新原則的Ａ特徵指標（設施或空

間在造型上與傳統不同）和Ｃ特徵指標（設施或空間在材料上與傳統不

 200



同）的方法，最容易達成校園創意設計；分析其因，在造型上或材料上

新建或改建最容易，成為校園創意設計的設施或空間。 
 
二、校園創意設計的比較，臺中市高中明顯高於臺中縣高中 
 
  從校園創意設計的項數來比較，臺中市高中有11所高中，總項數有

237項，而臺中縣高中有17所高中，總項數有206項；臺中市高中校數少

而項數多，明顯高於臺中縣高中。 
 
三、從校園創意設計特徵指標的統計，求絕原則和求妙原則的

項數雖然不多，但設施經費不多，已有學校重視和使用 
 
  求絕原則在於廢物再利用，將設施或空間的劣勢轉為優勢；舉例來

說，明道高中廢物利用的木頭椅、東海大學附中廢物利用的花臺、大明

高中以大木桶種植樹木和木頭和竹編花架庭園等,具有經費不多和廢物

利用的優點。 
 

而求妙原則在於能將設施或空間的功能無中生有，或者將設施或空

間的功能與價值提升；舉例來說，文華高中的作品展示櫃與信箱、各校

的碎石健康步道、臺中一中和東海大學附中停車場定位磚等，具有妙用

無窮而且經費不多的優點。 
 
四、臺中縣市高中校園創意設計中，校園分類的項數與校地大

小無關、僅原則分類中求進原則的項數與校地大小，達顯

著相關 
 

計算皮爾森相關係數，發現僅求進原則的項數與校地大小達顯著相

關，亦即校地愈大，求進原則的校園創意設計項數愈多，亦即，校地愈

大，串聯設施或空間具有教育功能的項數就愈多。 
 
五、校齡愈久，校園創意設計總計和求精原則的項數愈多，達

到相關；校齡愈久，庭園的項數愈多，達顯著相關 
 
  學校校齡愈久，校園創意設計的項數愈多。學校用心經營愈久，則

日新月異逐年進步。另方面，校齡愈久的學校，愈了解校園設計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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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項數較多。校齡愈久，求精原則校園創意設計的項數愈多，時間久

才可能有古蹟文物，可顯示求精原則受到重視，受到很多老校的重視，

可樂觀看待對古蹟的保存和運用。校齡愈久，庭園的創意設計項數愈

多，庭園愈精緻化，表示庭園會受時間的影響，達到顯著相關。 
 
六、校園附屬設施愈多，庭園的項數愈多，達到相關 
 
  表示校園附屬設施與庭園的創意設計有正相關，校園附屬設施的創

意設計項數愈多，則其庭園的創意設計項數就愈多。 
 
 
貳、臺中縣市高中校園創意設計的理念與願景 
 
一、校園創意設計的理念相當複雜，普遍具有生活機能與教育

的功能 
 
（一）以校舍的創意設計想法和動機來說，有的理念是由需求產生；也

可能是多餘校舍重新配置；或改善現狀，提供良好學習環境；或

樓層增高，希望增加休憩與學習空間等 
 
  校舍興建的理由有校舍老舊、不敷（或不合）使用，有些學校為新

設，而有些為遷校新建；有三所學校（臺中一中、臺中女中、東海大學

附中）原校舍設計已不敷（不合）使用或超齡使用（訪 AD-1、AD-2、
B2-1、B2-2、B7-1、B7-2）；大里高中、常春藤高中為新設建校（訪

A2-1、A2-2、AD-1、AD-2）；慈明高中因九二一地震遷校新建（訪 AF-1、
AF-2）。 
 
  喜見國內高中已將多餘校舍重新配置，改建成為其他功能的設施，

如嘉陽高中，將舊行政大樓，位處學校中央徧右位置，交通良好，新建

綜合大樓完成後已閒置多年，為有效疏解住宿擁擠的情形，2002 年將舊

行政大樓美化外觀、重新隔間，成為很棒的住宿空間（訪 AH-1、AH-2）。
在處理多餘校舍時有很好的成效，符合 Smith（2003）重新配置大樓考

慮的五項情境，提供了很好的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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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改善現狀，提供良好學習環境方面，臺中一中利用地下室設置「藝

文中心」及各種研習場地，不定期展示名家作品及師生作品（訪 B2-1、
B2-1）；樓層增高方面，明道高中使用學校圖書館頂樓（六樓），興建

似江南又似日式的「致中和絃歌講堂」，首創國內國學講座的先例（訪

AA-1、AA-2）。明德女中「明樓」的圖書館校舍建築，利用使用在庭

園中的花窗花門，形成了「樓中樓」的景觀，並大量使用高級的木質桌

椅，特闢聊天室，成為學校圖書館首創的人性設施；五至十樓挑高，形

成可容納 2000多人的大禮堂（訪 B6-1、B6-2）。 
 
（二）以庭園的創意設計想法和動機來說，有的希望增加休憩空間；或

美化綠化校園，提供良好學習環境；或學校公園化、森林化；或

成為戶外教學區；收藏藝術品、公共藝術等 
 

增加休憩空間方面，以大甲高中為例，皆致力保留庭園，以第十屆

校友捐贈的琉璃瓦八角涼亭來說，因校舍改建工地影響，為保留涼亭設

施，遷移了三次（訪A1-1、A1-2）。豐原高中進入校門後，有寬闊的前
庭，庭園中怪石林立，各式各樣的休憩椅，增加了課餘休憩空間（訪

A4-1、A4-2）。明道高中的校園中，大量採用石材和木造桌椅、休憩涼

亭等，主要是能與綠地相稱，除了維修容易外，兼具環保功能（訪AA-1、
AA-2）。 
 

美化綠化校園方面，大里高中利用木質與鋼材為材料架設綠廊，漫

步其間或旁邊的坐椅可感受到綠意盎然，心情舒適（訪A2-1、A2-2）。
而清水高中中央庭園有多元的庭園休憩區，十字造型的園道，將庭園區

分成四區，每區規劃不同主題的庭園，栽植多元的樹木，形成生物的多

元性，一年四季有不同的景觀，提供良好的學習環境（訪A3-1、A3-2）。   
大明高中的校地狹小，僅前庭道路兩側有植栽，和「勤學樓」兩側有植

栽外，幾乎所有校地以水泥舖面，但以大木桶種植樹木，和以枕木隔邊

作成花臺，女兒牆種植綠色瀑布，其目的就是增加庭園，綠化校園（訪

A5-1、A5-2）。弘文高中大量的種植榕樹盆栽，將內操場圍成一區並設

置椅子，增加了休憩空間（訪A6-1、A6-2）等。 
 
  學校公園化或森林化方面，舉例來說，玉山高中位處山上，校舍建

築集中，以增加校地植栽空間，已形成很好的森林休憩區，除了空氣清

新外，尚規劃成漆彈場、露營區、觀景木造涼亭等，有計畫的將校園公

園化（訪A7-1、A7-2），具有求妙（絕處逢生）的趨勢。而僑泰高中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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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預備購置校地，以增加林蔭（訪AG-1、AG-2）。臺中二中的「維也
納森林」，已成為「學校之肺」，在都市學校是相當獨特的設施（訪B3-1、
B3-2）。 
 

成為戶外教學區方面，明台高中的「飛觴醉月亭」是三級古蹟，可

供欣賞外，尚可利用作為教學場所，可談校史、可說故事、可辦展示會

發表會等，深受師生喜愛（訪A9-1、A9-2）。而明德女中，仿江南式的

庭園和半圓形坐椅露天表演場等，在設計時已朝多用途設計，成為學校

合唱比賽、展示會、觀賞球賽、合班上課等很好的場地（訪B6-1、B6-2） 
 
  作為藝術品收藏或公共藝術之用方面，大甲高中的校園中，有校友

雕塑家郭清治「牧歌」的公共藝術品、李正富「延續」意義的公共藝術

品來說，不僅增進校園藝術收藏，而且對學生有鼓舞作用（訪A1-1、
A1-2）。新民高中舊校門入口處有「頌恩園」的「尊嚴責任」柱，水牛
石雕藝術，牛車裝置等，已成為很棒的庭園藝術品（訪B8-1、B8-2）。 
 
（三）以運動場和附屬設施的創意設計想法和動機來說，有的是為了美

化或綠化校園；或增加設施的實用性；或改善現狀，提升良好學

習環境；或樓層增高，希望增加休憩空間；或突顯學校特色；或

來自於家長會或校友會的贊助等 
 
  美化或綠化校園方面，大甲高中的地下停車場，設置自然採光和通

風設施，又可當庭園休憩桌椅使用（訪A1-1、A1-2）。立人高中有藝品

展覽櫥櫃的設置，提升會客室的價值感（訪A8-1、A8-2）。明台高中仿
「飛觴醉月亭」的校門，造型高大雄偉，遠處即彰顯出學校的所在地（訪

A9-1、A9-2）。華盛頓高中已綠美化的駁坎及以玻璃花窗的「學校校門

牆面設計」，已成為學校的圖騰和標誌（訪AE-1、AE-2）。 
 
  增加設施的實用性方面，大里高中的溫水游泳池，增加了可使用時

間；操場內圈的直排輪滑道，大大提升了運動場的功能，成為學校重點

體育發展項目；不同的雙走廊設計，一半在室內一半在室外，具有不同

的功能（訪A2-1、A2-2）。大明高中的司令臺和走廊共構，一體成形的

外觀，不僅美觀而且增加實用功能（訪A5-1、A5-2）。青年高中的體育

場有安全保護墊措施；鋼板材質的洗手臺，可有效改善安全與環境，和

清潔整理的工作（訪AB-1、A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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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現狀方面，如豐原高中使用廢棄石磨，佈置美術教室，美化牆

面一角，是很好的素描題材（訪A4-1、A4-2）。因樓層增高，弘文高中

使用一體成形的樓層觀景臺設施，增加學生休憩空間（訪A6-1、A6-2）。
而青年高中有超寬中間走廊，除了增加學生休憩空間、而且改善了交通

與安全性（訪AB-1、AB-2）。 
 

突顯學校特色方面，慈明高中有「八吉祥寶」圖騰壁飾和木雕藝術

等，可彰顯出佛教學校的特色（訪AF-1、AF-2）；以臺中二中為例，立

面的綠滕植物，ㄇ字型校舍柱與樑皆爬滿植物，與「維也納森林」相互

輝映，成為學校特色（訪B3-1、B3-2）。家長會或校友會的贈與方面，
如臺中女中校史館的木雕藝術，由家長會饋贈，顯示家長會對學校的支

持與用心（訪B4-1、B4-2）；臺中一中的「入德之門」是由校友會饋贈
的公共藝術（訪B2-1、B2-2）。 
 
二、各校的願景希望突顯學校特色，朝向永續、具有多功能的

設施和空間 
 

各校行政人員皆認為未來的校園會朝向創意設計，主要的觀點在追

求學校的獨特和創新，因此，校園創意設計可作為學校建築設施的未來

趨勢（訪-全）；茲就觀察和訪談的觀點分述如下： 
 
（一）充分的利用校園土地或校舍的女兒牆種植綠色植栽；或利用綠廊

或爬牆虎等植栽，增加美綠化的面積和設施等 
 
  觀察發現大部分的學校會在女兒牆種植綠色瀑布，視管理的情況來

考慮，是否列為校園創意設計；例如，臺中二中「ㄇ」字的校舍，皆爬

滿植栽，最具特色；綠廊方面有僑泰高中、嘉陽高中、嶺東高中等具有

特色；具有求絕（本質逆轉）的趨勢。 
 
（二）利用圖騰、識別系統、特殊建築或設施等突顯學校特色 
 
  圖騰方面有明道高中、慈明高中、衛道高中、曉明女中等，有校歌

或宗教意義的圖騰；識別系統有大甲高中、大里高中、臺中一中、臺中

二中等具有新校徽等識別系統；特殊建築或設施方面，例如，大里高中

的運動場直排輪跑道，新民高中有藝術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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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使建築物含有教育意義，具有淨化心靈與輔導或教育的功能等 
 
  慈明高中有頂樓佛堂、衛道高中和曉明女中有「教會」、明道高中

有絃歌講堂、明德女中有「明樓」圖書館等，具有淨化心靈與輔導或教

育的功能；具有求進（內容增加）的趨勢。 
 
（四）古蹟保存與充分利用漸受重視，尤其在特殊的校舍建築（如紅樓

建築）與百年老樹等 
 
  歲月如梭，隨著時間的洗禮，部分學校已超過 80歲以上，如臺中
一中、臺中二中、臺中女中等，及本身即為古蹟的明台高中等，發現開

始重視古蹟與充分利用；未達 80歲者，新民高中保留創校時二間教室，

當作作業展覽室，東海大學附中將所有的舊校舍全部保留，作為部分行

政人員辦公室和社團教室等，具有求精（品質提升）的趨勢。目前已有

二所學校有百年老樹（慈明高中及明台高中）；而臺中一中的紅樓建築

因疏忽已於 1970 年拆除紅樓，令人唏噓不已。 
 
（五）分享學校資源成為社區中心，或校園的校舍、空間或設施成為區

域的藝文中心等 
 
  學校教育也需走出社區，將社區的資源引入，或分享學校的資源與

社區共享；例如，玉山高中的漆彈場、露營區、游泳池等，與附近中小

學共用；新民高中的藝術中心外借社區使用等。 
 
（六）發展多功能的綜合大樓，提供人性化溫馨舒適場所，例如，具有

停車場、行政大樓、圖書館、教學大樓、宿舍區、餐廳等 
 
  曉明女中籌設將至真樓改建，成為具有停車場、行政大樓、教學大

樓的校舍（訪 BA-1、 BA-2）。明德女中的「明樓」也是具有多功能設

計，還具有挑高六層樓的禮堂，各型大小會議室等；具有求變（功能改

變）的趨勢。 
 
參、校園創意設計設施或空間在維護管理的決策機制 
 
  從訪談中，了解大部分的維護和決策機制等，皆在行政人員的規劃

中，師生參與的情形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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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立高中校園的維護與決策機制，在校長等行政人員的規

劃中 
 

僅清水高中解決校園植栽，做過全校性的普查，依照結果公告後實

施；另外，有新建或維修校舍的七所學校，只是徵詢師生意見，或僅在

集會中告知而已。臺中一中將新建「綜合大樓」的校舍設計完成，其方

式可作為國立學校決策的類似情況：該校人文館舊建築歷經「九二一地

震」安全堪慮，因此，校長率領所有工作團隊思慮再三，察納建言，開

會討論，探討如何把握本次改建契機，作整體考量與完美的規劃，提供

全校師生理想的教與學環境；2003年9月中旬，委託中部辦公室遴選建
築師、2004年5月將建築藍圖由學校行政會議通過，送工審會審查、並

將建築的特色公告師生，並發佈施工期間的注意事項，2005年4月迄今
正拆除中；由此可知行政人員在國立高中的重要性。 
 
二、私立高中校園的維護與決策機制，大部分掌握在董事會 
 
  私立高中在維護與決策機制方面來說，通常，先由行政人員整體規

劃，例如，東海大學附中，參訪他校，從別人經驗中學習，可以得到很

多啟發和想法（訪B7-1、B7-2）；曉明女中在校舍規劃或維修設施時，

信任廠商，有些廠商不計較報酬，主動提出協助並改善現況（訪BA-1、
BA-2）等；大部分的學校採用群策群力，集思廣益，聽聽別人（包含行

政人員、師生或廠商）的想法，由行政人員彙整，共同討論中定案，再

提董事會決策（訪-全）；視各校傳統而定，有的學校直接在董事會中決
策。 
 
 
肆、師生使用的情形和感受 
 
  從訪談中可歸納以下結論： 
 
一、校舍方面，師生較少參與校園的規劃，喜歡校舍創意設計

的師生很少 
 

訪談六所有新建校舍的師生時（臺中女中、東海大學附中、大里高

 207



中、常春藤高中、慈明高中、新民高中），對學校的校舍的規劃並不清

楚，僅是告知而已。 
 

訪談中僅四所學校（慈明高中、嶺東高中、東海大學附中、宜寧高

中）的師生喜歡校舍，除了生活設施完善，生活便利外，發現校園面積

大部分較小，唯慈明高中超過十公頃，但庭園仍在施工中；其餘，對學

校的校舍建築並不是很清楚。 
 
二、庭園方面，大部分的師生喜歡庭園，庭園的創意設計皆朝

向小而美的趨勢，並喜歡與重視環保可再利用的校園設施 
 

研究發現各校庭園的創意設計，大量的採用不同材質設計，例如奇

石、木造、鋼材、綠色植栽等，成為庭園的素材，可看出朝向求新（樣

式新穎）的趨勢，又有經年不變或可年年生長的植栽，具有永續發展求

精（品質提升）的趨勢；另外，庭園的創意設計，通常是庭園中的聚焦

處，「碩大美」在高中校園難以發現，因為高中校地普遍狹小，只能集

中在某點，研究發現庭園的創意設計，有朝向「小而美」趨勢。 
 

另外，具有環保再生利用的趨勢，如明道高中有環保步道、廢物利

用的桌椅等；各校的生態池、立人高中透水鋪面植草磚停車場等，可看

出朝向求絕（廢物利用）、求變（功能改變）原則的趨勢。 
 
三、運動場的創意設計項數最少，但具有求絕或求妙原則，深

受學生喜愛 
 

學生喜歡創意設計的運動場設施，例如，大里高中操場內圈的直排

輪滑道、玉山高中漆彈場、僑泰高中圍牆邊的半場籃球場、東海大學附

中戶外攀岩練習場等，研究者觀察和訪談學生時，普遍受學生喜歡和滿

意，希望能增加或加大此項設施，或者在使用上能放寬限制，或能做有

效的管制，避免受干擾。 
 
四、附屬設施的創意設計項數最多，發現老師和學生喜愛的項

目分歧 
 

在附屬設施方面，老師喜歡附屬設施的理由，可發現與其生活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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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有關，例如曉明女中的圖騰具有教育意義，研究者訪談時，發現行政

人員和老師對學校圖騰都能朗朗上口，說明其意義；華盛頓高中的校門

鐘樓深受老師喜歡，因為美觀又兼具學校圖騰的意含；臺中一中和東海

大學附中停車場的定位磚、現代的ＯＡ辦公室深受老師喜歡。學生方面

來說，喜歡的附屬設施有觀景臺（弘文高中）、電話亭和木桌木椅（明

台高中）、超寬敞的櫸木地板走廊（常春藤高中）等，可發現與課餘休

憩有關。 
 
 

第二節 建議 
 
  根據本研究結果，對教育當局、有心校園創意設計的學校及後續研

究，提出建議如下： 
 
壹、對教育當局的建議 
 
一、教育部能編列預算，寬列專款專用於高中職校園創意設計 
 
  從教育部「創造力教育政策白皮書」，目前僅開放大專院校申請「創

意校園整體規劃」及「創意校園空間營造」，未擴及中小學，建議能擴

大適用對象，寬列專款專用於高中職學校，另外，能補助縣市政府施行

於國中小校園。 
 

行政院規劃「挑戰2008──六年國家重點發展計畫」中，由教育部

規劃的「永續校園推廣計畫」，其目的在建立一個進步、安全、衛生、

健康、人性化的學習環境空間為主

（http://www.esdtaiwan.edu.tw/mainpage_c/h2-case.asp），與校園創意設計
中求精原則或求進原則有不謀而合的趨向，建議在經費的分配上，能加

重高中職的比例。 
 
二、辦理校園創意設計的觀摩活動，並有效整合和培訓專家，

成立校園創意設計的諮詢中心 
 
  教育部每年能選擇具有特色的學校二至三所，辦理校園創意設計的

觀摩活動，請該校深入地將設計的過程、困難、解決方式和使用情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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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詳細分析，使參與觀摩的行政人員或老師能分享實務的經驗，並能經

驗交流，如此可激發各校創意設計的新構想，日新月異。 
 
  從觀摩中發掘專家，並整合和培訓，成立常設性的校園創意設計諮

詢中心，可分為北、中、南、東四區，平時分散於各校服務，若有學校

需求，可提供適時的諮詢服務或評估。 
 
三、辦理學校評鑑時，將校園創意設計的項目納入，以結果作

為獎勵依據 
 
  以獎優輔劣的方式辦理。納入評鑑，學校會加強校園環境的經營和

創新，可彰顯境教的重要，校長和行政人員平常就會謹慎注意，在消極

上，可減少校園的缺失，積極上，可使得師生分享精緻有創意的設施或

空間。 
 
貳、對學校的建議 
 
一、辦理校園創意設計的觀摩活動，可熟知校園創意設計的方

法與案例，增加進修和參訪機會 
 
  學校可主動辦理校園創意設計的觀摩活動，其作法可參觀或觀摩具

有特色的學校，知己知彼可百戰百勝，了解設計的方法和案例，可使設

計能朝向更好的面向，至少能避免可知的錯誤。若能熟知設計的技巧方

法、多種案例和成品，對校園的創意設計有加成的效果；另外，有機會

參加進修或參訪，應積極爭取，提升校園創意設計的專業能力。 
 
二、提升學校本身校園創意設計的能力，聘請專家協助 
 
  每個學校的財力物力不同，若能掌握永續經營的管理理念，逐年實

施，長時間必能使校園的環境改變；臺灣近年來已有百年以上的高中和

高職，但是校園建築有時無法相互搭配，若當時有好的設計能力，必能

留下經典建築或設施，可與歐美百年以上的老校一爭長短。另外，學校

若有大型建築，可聘請校園建築專家協助規劃，必能將建築師的盲點找

出，消極上，可避免不必要的錯誤，積極上，可創造一個師生喜歡又滿

意的校園創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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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立學校的「校園規劃委員會」，每年改選與固定開會檢

討，廣邀師生共同參與校園創意設計的規劃開發，由下而

上的模式，鼓勵師生參與，愈能得到師生的認同 
 
  校園的最大使用者是師生，其感受是值得我們探討的，從訪談中了

解，有部分落差，尤其在校舍的興建上差距最大，影響也最久遠，值得

我們深思與改進。再者，校園使用的感受已經是完工後的事情了，若能

在建築前能與師生共同參與規劃開發，就能事先預防錯誤的決定，甚至

做好了，無人願意使用或難以使用。 
 

若能成立「校園規劃委員會」，每年改選與固定開會檢討，廣邀師

生共同參與校園創意設計的規劃開發，愈能得到師生的認同。其作法可

由行政方面依據預算，事先擬定今年有多少錢？可作多少事？可引導全

校各班學生及老師，鼓勵創意想法，由選舉的師生委員彙集意見，代表

參與「校園規劃委員會」提出，決策後實施；並能將實施的過程記錄簡

述作成解說牌，可增加師生的向心力和參與感。另外，可將校園設施的

中、長期發展計畫，先行訂定及考量施行順序，逐年爭取經費，朝校園

創意設計的方向發展。 
 
四、學校能編列校園創意設計的經費，利用美勞課等，鼓勵師

生創作 
 
  學校可編列預算，利用美勞或社團活動等課程，師生可相互配合和

學習，或成立校園美化社團等，由學校提供經費補助，讓師生申請或利

用比賽方式來美化校園；如各校的圖鴉牆繪、美化駁坎或圍牆、各班的

花圃、各班佈告欄等，都是很好的校園創意設計空間。 
 
五、學校應該事先做好規劃，在重建、改建或新建校園時，注

重創意設計的面向，並朝向多功能設計 
 
  學校應事先將設施計畫擬定，依經費多寡，按優先順序執行；校園

因老舊須重建、改建或新建時，因經費取之不易，應預先規劃考量再三，

注重校園創意設計的面向，更有效能的應用經費，不要因建而建，依原

樣建回，失去再次創新的機會；如若原設施了無新意，則又是一項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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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具吸引力的設施。另外，多功能的設施或空間已成為校園創意設計的

趨勢，有如設施本身具有多項功能，或局部改變就有另外的功能等，舉

例來說，禮堂可兼作室內球場、展覽館……等用途。 
 
六、根據研究統計，學校可在附屬設施和庭園的創意設計上、

和求新原則的造型上和材質上著手，或利用多餘設施或校

舍重新配置等，較為容易可行 
 
  從研究統計和師生訪談中，發現附屬設施和庭園的創意設計，有朝

向「小而美」趨勢，而且使用的經費較易取得；建議學校可朝附屬設施

和庭園的創意設計著手較為容易；另外，發現在求新原則上，利用「造

型上」或者「材質上」與傳統不同，最容易達到校園創意設計；建議學

校可利用天然的石材、木質、鋼材等，在造型上創新；綜合上述兩種面

向，建議學校可利用天然或堅固建材，注重造型上的設計，先從附屬設

施和庭園方面著手，較能快速見到成效。另外，對多餘的設施或校舍重

新配置，不僅廢物利用，而且節省經費又能使設施或空間的價值提升。 
 
七、從觀察和訪談中，學校可在求絕、求妙原則上用心設計，

不僅富有創意，又可節省經費 
 
  從研究統計中發現求絕原則和求妙原則的項數最少，但已有學校使

用和重視，訪談中了解此種設施也深受師生喜愛，又可節省經費；建議

學校可在此兩項用心設計，檢討現行設施或空間的利弊，使得多餘的設

施或空間能夠廢物利用、無中生有或提升其功能或價值。 
 
八、從觀察中，學校可在庭園栽植多元化的樹木和花卉，可使

校園四季風貌不同，最為容易可行 
 
  從訪談中，師生最喜歡庭園設施，學校可大量及多元的栽植樹木和

花卉，設置涼亭、花廊、桌椅等，可使四季風貌不同，既節省經費，而

且最容易得到成效。 
 
九、各校應先解決校地太小或不完整問題，才能使校園創意設

計日臻理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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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文件資料和訪談中發現校地不完整者有豐原高中、弘文高中、常

春藤高中、臺中二中等，須設法協商取得土地完整。另外，校地太小有

大里高中、清水高中、大明高中、立人高中、致用高中、文華高中、臺

中女中、宜寧高中、明德女中、曉明女中、嶺東高中等，未達五公頃；

唯東海大學附中在大學中，不列入校地太小者。 
 

臺中市高中學校普遍有校地太小問題，使得庭園普遍狹小，明德女

中將運動場地下化，而新民高中將樓層加高等，有效疏解問題，值得參

考。而致用高中已再購買校園旁約二公頃校地，可作為臺中縣校地小的

榜樣；而慈明高中租用臺糖公司的土地廣達十餘公頃，亦值得校地太小

的學校參考。唯有校地完整寬敞，才能有效規劃校園，使校園創意設計

日新月異。 
 
十、利用社區、家長會或校友會等資源，建設校園互利互惠 
 
  學校的經費有限而民力無窮，可與縣市政府和社區合作，建設公有

設施，如公園、公共藝術、藝文中心、展覽館等，為校所用，並與民眾

共享。 
 

學校應事先將設施計畫擬定，依經費多寡，按優先順序執行；若經

費不多或公務預算爭取不易，可請社區、家長會或校友會等協助完成。 
 
參、對後續研究的建議 
 
一、針對校園創意設計項數多的學校，進行深度訪談 
 
  本研究設計不對單獨學校做深入的剖析成因，僅對各校校園創意設

計現況作分析，建議往後的研究可針對校園創意設計項目較多的學校做

深入的研究，可探討校園創意設計對師生的影響為何？校園創意設計的

成因做研究、……等。 
 
二、可對校園創意設計的生成因素作分析研究 
 
  研究者發現校園創意設計的生成因素並不單純，有的過程一再變化

迂迴曲折，並非一蹴可及；但是，有的過程在設計時，就已受師生高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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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其成因為何？將可提供有心研究校園創意設計的研究者寶貴的訊

息。 
 
三、可對校園創意設計特徵指標的向度作分析研究 
 
  將校園創意設計分類時，特徵指標的重疊現象很難避免，還好項數

不多，僅須進一步的說明解釋即可；建議後續的研究，可針對特徵指標

再做增減研究，有效的將分類界定清楚。 
 
四、可對校園創意設計作長期的分析研究 
 
  學校必須培養與注重校園創意設計的研究，長期觀察和記錄，不會

因首長或行政人員更迭，造成創意設施疏於維護、失色或毀損。某些設

施或空間須長時間，才能有所進展，如樹木植栽、校園的整體規劃，逐

年改建等，要以長時間的深入觀察或訪談，才能得到令人滿意的結果。 
 
五、可從性別角色與校園創意設計的關係作分析研究 
 
  本研究在主題上未能深入探討性別和校園創意設計的關係，研究中

發現喜歡的項目有分歧，但未涉及成因，無法深入了解，相信這是一個

很有趣的主題，值得後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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