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在探討創意的定義與內涵，包含創意的源

起、定義、研究取向、相關理論及技巧與方法；第二節在探討校園創意

設計的基本理念；第三節在探討校園創意設計的特徵指標；第四節在探

討校園創意設計的研究案例。 
 
 
 

第一節 創意的定義與內涵 
 

本節就其源起、定義、研究取向、相關理論及技巧與方法等進行探

究，茲分別加以敘述。 
 
壹、創意的源起 
 

「創意」（creativity）英文的解釋為” originality or creating ideal”，源
於「創造」（create）一詞，根據韋氏大字典的解釋，「創造」具有「賦
予存在」（to bring into existence）的意思，並含有「無中生有」（make 
out of nothing）、「首創」（for the first time）的性質。「創意」因翻譯
的不同，有時稱為「創造」或「創造力」，其同義詞有創新（innovation）、
發現（discover）、發明（invention）、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新穎
（novelty）、獨創性（ingenuity）、風格（style）或是獨創力（originality）⋯⋯
等。以上這些術語經常被交替使用，莫衷一是；施振榮（2000）認為工
商業界偏愛運用「創意」和「創新」。在學術界，張世彗（2003）認為
「創造」、「創造力」和「創新」的解釋是有所區別，「創新」是改變和

導入新的事物，「創造」是促成某些事物及使某些事物新穎或獨創，而

「創造力」是一種新穎或獨創的能力。 
 

創意、創造及創造力是「創意學」（creatology）的根源，毛連塭、

郭有遹、陳龍安和林幸台（2000）將其翻譯為「創造學」，並指出其濫

觴發展於 1940 年代的美日等國，但是「創造學」一詞直到 1990 年在美

國水牛城，始由創造力學者Magyari-Beck開會時首度提倡使用。「創意

學」自 1970 年代前後從美國傳入臺灣迄今四十多年，經由賈馥茗、毛

連塭、郭有遹、陳龍安、林幸台、陳榮華、李錫津及其他許多傑出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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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年的持續努力，已經有相當良好的學術基礎。 
 

余玉照（2002）指出：「創造乃是一種無所不在、無奇不有，也無

從規範的能力或現象。面對眾多發人深省的定義，我瞭解到學者們在為

「創造」一詞下定義這件事情上也競相展現各自特殊的創意。由於「創

造」具有如此繁富多樣的涵義，我領悟到「創造學」正向世人宣示著它

永無盡頭的發展空間！」。臺北市立師範學院首創「創造思考教育中心」

及相繼成立「中華創造學會」、「中華創意發展協會」與各大專院校「創

新與創造力研究中心」或「創新育成中心」等機構或組織，教育部從九

十一年開始推動「創造力教育」系列計畫等，發現「創意學」在臺灣的

教育界和學術界的影響力正明顯的擴張中。 
 

余玉照（2002）強調「創造學」所能發揮的基礎功能，在於有效地
激發我們各式各樣的創意或創造力，突破大大小小的侷限或障礙，以解

決經緯萬端的難題，進而協助我們完成無數的改革、發明、創新與進步！

新世紀開始，教育部（2002）發覺美國與紐西蘭的大學設有「創新學院」，

並頒授「創造力學位」，使得我們警覺到必須加快推動「創造學」的步

伐了。 
 

綜合上述，本研究認為創意、創造及創造力的解釋是相同的；也發

現創意已在學術、教育部及工商等各界，其影響力與日俱增，愈顯得其

重要性。 
 
貳、創意的定義 
 
  根據微軟公司（Microsoft Corporation）英文線上字典
（http://encarta.msn.com/）的解釋，認為「創意」是一種具有創造力的

才能（being creative: the quality of being creative）；另一種解釋，它是一
種想像的能力，這種能力是使用想像力去發展新的和原創性的觀念或事

物，特別在藝術的範疇上（imaginative ability: the ability to use the 
imagination to develop new and original ideas or things, especially in an 
artistic context）。查詢梅林－韋伯斯特（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線
上字典（http://www.m-w.com/）認為「創意」是製造新的，不同於現存

事物的能力；或新的解決方法或新構思；或是一種新的藝術品或做法（the 
ability to make or otherwise bring into existence something new, whether a 
new solution to a problem, a new method or device, or a new artistic 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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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form.）。 
 
  Guilford（1967）認為「創意」是人類認知能力，是一種擴散性思

考（divergent thinking），構成要素有流暢力（fluency）、變通力（flexibility）
及獨創力。Dennard（2000）認為「創意」是一種能力，用以產生或導

入全新的東西；或已存在東西而未發覺的現象或知識基礎的延伸，它是

一種在人類腦中運作的心智才能，需要具備專業知識能力及準備充分的

人方能表現。Mayer（1999）認為「創意」是具備獨創力與有用性

（usefulness）的產出。Cropley（2001）對「創意」也提出相似的定義，
創意是一種能夠創造出具有新奇性、有效性（effectiveness）、及道德性
（ethicality）的產品。Dass（2000）認為「創意」是將各元素整理或重

整，達到新的或有效率的生產歷程。Craft（2002）認為所有的創意來自

於創造性的思考（all creativity is creative thinking）。 
 

教育部（2004）認為廣義之創新能力包含創造力、創新機制與創業

精神，具體成果就是社會大眾在各領域之創意表現。創新能力是知識經

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指標，創造力則是學習成效之教育指標。狹義的創造

力是創新的知識基礎，創新是創造力的具體實踐；「創造力」與「創新」

為一體之兩面，相輔相成。創意的產生，有賴於創造力智能的發揮；創

意的績效取決於創新成果的展現。因此教育部在「創造力教育白皮書」

的制定過程中，兼顧創造力與創新能力之培養，並在激發創造力之餘，

著重創新之具體實踐。 
 

張春興（2004）指出一般心理學家同意的定義：創造是一種行為表

現，其結果富有新奇性與價值性。毛連塭等人（2000）整理中外近四、

五十位學者的觀點，指出許多學者專家基於各種不同角度，提出有關「創

造力」的許多分歧定義，將「創造力」的定義歸納出八種主張，分別為：

「創造力乃是能創新未曾有的事物」、「能夠具有創造性生活方式的能力

就是創造力」、「創造力就是解決問題的能力」、「創造力就是在思考歷程

中能有創造性事物的產出」、「創造力是一種創新的能力和問題解決的能

力」、「創造是一種人格傾向，具有創造傾向者更能發揮其創造力的效

果」、「創造力是將可聯結的要素加以聯合或結合成新關係的能力」、「創

造力是個人整體的綜合表現」等八種。 
 

湯志民（2002a）在「臺灣的學校建築」一書中認為「創意」是一
種獨一無二的靈感，可能是一種好點子（a good idea），或是一種創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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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考（creativity thinking），或者是一種不受現實知識束縛、超越水平

思考（lateral thinking）和垂直思考（straight thinking）的活動，它不受

傳統方法的限制，採用求新求變、開放的及直覺的活動。Lynch和Harris
（2001）認為創意涉及原創性，而原創的定義永遠是新的，因此在過去
五十多年來的創意研究中，對創意是什麼？以及如何發展？⋯⋯等，是

少有共識的。吳靜吉（2005）認為創造力是產生創意的一種歷程，將其

執行就是創新的歷程。更進一步的闡述，校園創意設計專指校園內已開

始使用的建築物、開放空間或設施，經由理性的思考和邏輯推理，或藉

由幻想、聯想、意像、感受等非理性的直覺反射而獲得高效益的歷程；

其表現的手法有時在於新穎原創、獨道的無中生有、新舊經驗的重組與

複合、或者實體設施現狀的衍生、延伸、轉換或改善等，表現出校園特

殊的風格。 
 

由上述學者論點發現「創意」一詞在下定義及翻譯上，競相展現各

自特殊的創意，並各自發展不同取向的理論。本研究在「創意」上的解

釋大部分採用湯志民（2002a）的觀點，並主張「創意」具有理性及感

性的取向；在理性方面，經由思考與邏輯推理，解決問題並能獲得一種

獨一無二的靈感或方法（method），或者是一種創造性的思考（creativity 
thinking）、或者是一種不受現實知識束縛、超越水平思考（lateral 
thinking）和垂直思考（straight thinking）的活動；在感性方面，藉由幻
想、聯想、意像、感受等非理性的直覺反射而獲得高效益解決問題的好

點子（good idea）。另外，研究者認為創意的屬性在於新穎原創、獨道
的無中生有、新舊經驗的重組與複合、現狀的衍生、轉換或改善。 
 

綜合上述，研究者認為「創意」係求新、求變，而且具有奇特性、

變化性、價值性、教育性、驚喜性及讚嘆性之一或兼具的一種表現歷程。 
 
參、創意的研究取向 
 

「創意」的定義及解釋分歧不一，Guilford（1956）擔任美國心理

學會主席時演講，提醒心理學家應該認真重視創意的研究，可從問題導

向的觀點來看，研究取向可採「創意四Ｐ」模式，即為個人特質（person）、
產品（product）、歷程（process）及壓力（press）／環境（place）等四
種模式。張春興（2004）指出 Rhodes於 1961 年研究蒐集且分析五十多

種有關創造力的定義，歸納出創造力四Ｐ模式，即個人特質、歷程、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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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環境，以涵蓋創造力的研究方向。 
 

張世彗（2003）指出也有學者從個人特質、創造過程、創造產品的
三Ｐ模式來討論創造力；另有不少學者以多向度交互作用的觀點來闡釋

創造力，而非單一因素決定個體的創造力。從 Guilford的四Ｐ模式為例，

創意應如何具體實踐？在個人特質方面，探討創意高的人其特質為何？

在歷程方面，創意的產生其歷程為何？在產品方面，探討怎樣的產品有

較高的創意？在壓力／環境方面，探討在什麼樣的壓力或環境因素中會

產生創意？張世彗（2003）歸納不同取向的創造力（參見表１），提供

了充分的研究內涵來探討創造力。 
 
表１ 不同研究取向的創造力 

取  向 內    涵 

個人特質論者 具「創造力」者擁有某些與眾不同的人格

特質。 

歷程論者 「創造力」乃是自意念的萌生之前至形成

概念和整個階段。 

產品論者 「創造力」是產生獨創的、新奇的、適當

的和有價值產品的能力。 

壓力／環境論者 「創造力」的發展是「壓力或環境」剌激

下的產物。 
資料來源：創造力－理論、技術／技法與培育（頁 2），張世彗，2003，

臺北市：東華書局。 
 

大部分的學者皆以多向度作為研究取向，或其交互作用的觀點來闡

釋創意，會隨著研究目的不同而採用不同的觀點；以下分別就創意的各

種研究取向：個人特質、歷程、產品、環境／壓力及其交互作用的研究

取向，分述如下： 
 
 
一、個人特質的研究取向 
 

主要在探討高創意者，其人格特質為何？或者高創意者與低創意者

的人格特質有何不同？另外，如何才能培養高創意者？創意是各行各業

的活水源頭，須源源不斷，時時推陳出新，才能夠使各行各業創造附加

價值。創意的產生須經由各種能力、技巧與訓練而來，團體與個人都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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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創意培養訓練。教育心理學家Guilford（1967）認為「創意」的心理

特徵有流暢性、變通性及獨創性。Hickey和Webster（2001）認為有創意
的人，其性格喜愛冒險，有幽默感、被曖昧不明所吸引、心胸開放、對

反覆無常有包容力、知覺敏銳。 
 

創意是否可以訓練？創意如何訓練？張世彗（2001）認為人們對創
造者常有一些錯誤的觀念，包括：創造力只侷限於少數獨特個體而非大

眾皆能擁有的能力、把獨特與創新兩個名詞結合、認為創造力隨年齡嚴

重的衰退，亦即年齡越大越無創造力。但是，創造力是一種能力，是可

以訓練培養出來的（毛連塭等人（2000）、陳龍安（2000）與莊淇銘（2003，
2004））；陳龍安（2000）認為創造力的能力包括下列數項能力，分別

為： 
 
（一）敏覺力（sensitivity） 
 

即針對問題與環境的敏感度，經常能很快發掘問題的重點及困難所

在，形容敏感度高的人通常我們用「獨具慧眼、洞燭機先、機警過人、

料事如神」。 
 
（二）流暢力（fluency） 
 

可產生很多主意的能力，亦即對相同問題能提出許多解決方案或另

類觀念的能力，形容流暢力佳的人通常我們用「口才流暢、應對如流、

左右逢源、文思泉湧、信手拈來」。 
 
（三）變通力（flexibility） 
 

具有彈性能隨時改變思考方向的能力，亦即改變習慣的方法而改採

新的方向，形容變通力強的人通常我們用「因地制宜、隨機應變、舉一

反三」。 
 
（四）獨創力（originality） 
 

提出新穎超凡想法的能力，亦即產生空前有價值的產品，形容獨創

力好的人通常我們用「獨具匠心、獨特新穎、一枝獨秀、推陳出新」。 
 

 14



（五）精密力（elaboration） 
 

在原來構想加上其他新觀念或構想重組的能力，亦即在基本觀念上

增加、重組或轉向組成相關概念群，使概念更加完整精緻，形容精密力

優的人通常我們用「慎思熟慮、深謀遠慮、周密詳盡、精益求精」。 
 
  古益靈（2004／2004）編譯 Andy Lack所著「絕對創造力」（absolute 
creativity）一書中認為一個人創造力的大小可用下列公式表示： 
 
創造力＝訊息量度×創造意識×創造精神×創造思維能力×創造技能 

 
Andy Lack的創造力公式中認為較大的「訊息量度」有助於創造力的進

行，因為充分的資訊與豐富的知識是進行創造力的基本條件；「創造意

識」是指對創造活動有關的資訊和創造活動的方法、創造過程本身的綜

合覺察與認識，是一種創造活動的欲望；「創造精神」是指心理的狀態，

過程是否自由的、積極的與開放的，通常包含挑戰、懷疑、冒險、獻身、

使命感、責任心、自信心、熱情、勇氣、恒心、意志、毅力等；「創造

思維能力」是在已有資料的基礎上，運用獨特新穎的思考方式創造出前

所未有具社會價值的新產品、新技術、新概念、新原理、新作品的心理

過程；而「創造技能」是指通過靈活運用各種創造方法，把創造性的想

法轉化成為創造成果的操作能力。 
 
  綜合上述，在「個人特質」的研究取向上認為「創意」就是一種能

力，在研究上應朝向並著重個人與團體能力的培育，誰能夠掌握「創

意」，誰就可以領導群雄帶動潮流。 
 
二、歷程的研究取向 
 

著重在探究產生創意的過程與階段，在認知心理學方面， Wallas
利用綜合晤談，蒐集具有創造思考人的資料，認為其歷程須經過如下的

幾個階段，可分為準備階段（preparation），努力地搜尋資料並嘗試解決

問題；孕育階段（incubation），在意識作用不明顯的狀況下組織消化前

一階段的資料；豁然階段（illumination），答案想法逐漸湧上心頭；評
價階段（evaluation），前一階段的問題解決方法須經檢驗、確定是否真
正解決問題；修正階段（revision），必須經過適當的修正，才是一個有
品質的方法（引自鄭昭明，2002）。張世彗（2003）整理 Wallas和 Galla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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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點，界定每個階段所應具備的思考運作和要素如下（參見表２）。 
 
表２ Wallas創造歷程四階段的思考運作和要素 

階段 思考運作 思考要素 
準備期 認知記憶 好學、維持注意力 
醞釀期 個人思考 智能的自由 
豁朗期 擴散思考 冒險、容忍失敗及曖昧 
驗證期 聚斂思考、評鑑思考 智能訓練、邏輯推論 

資料來源：創造力－理論、技術／技法與培育（頁 2），張世彗，2003，
臺北市：東華書局。 

 
創意的歷程從何處分階段？看來都大同小異，因為它是一種連續的

歷程，各學者有各自的分法，如 Candy 和 Edmonds（2000）認為創意
的發展有五個階段，為知識期、思考期、醞釀期、發現期和發展期，他

認為每個人都具有創意的潛能，但是並非每個人都有足夠的幸運去擁有

創意，而且認為創意不是意外得來的，需要藉由瞭解它的運作方式，我

們才可以得知激勵與提昇之策略。李基常（2000）認為創造力模式的實

施步驟大致可分為下列四點，首先，界定問題，集中於焦點與要點，並

且擴展重點；其次，開放心胸，考慮各種可能的解決方法；再來，確定

最佳的解決方法；最後，付諸行動，要堅定、果決的產生行動，如此才

符合創造力的歷程。 
 

綜合一般學者對創意「歷程」的說法，大概有都涵蓋Wallas其中的
四大歷程，其一，準備階段（preparation）：搜集有關問題的資料與資

訊，結合舊經驗和新知識；其二，醞釀（孕育）階段（incubation）：百
思不得其解，雖然暫時擱置，但是在潛意識中仍在思考解決問題的方

案；其三，豁然（朗）階段（illumination）：突然頓悟，瞭解解決問題
的關鍵所在；其四，驗證（評價與修正）階段（verification）：將頓悟
的觀念加以實施，以驗證其是否可行。然而，有關創意的歷程觀點，Lubart
（2000/2001）曾從創意歷程的後設分析角度加以探討，他指出一般學者

對於「醞釀期」有較多不同的看法，一般學者認為「醞釀期」一詞過於

籠統，事實上「醞釀期」之中還蘊含許多認知的思考歷程，例如為了滿

足需求，人們必需學會將心理與外在世界加以配對，稱之為「次級歷程」

（subprocesses）等。因此，對於創意歷程研究的發展歷史來看，從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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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las的四或五個階段模式，到近代更深入的「次級歷程」研究，創意

歷程研究仍有進一步深入探究的必要。 
 
三、產品的研究取向 
 

主要針對產品或作品的創意標準去界定，詹志禹（2002）認為大部
分的學者從創造的產品來說明創造力，比較容易達成共識；例如，從知

識演化過程的觀點來看，認為創造就是不斷地變異（variation）與選擇
（selection），而變異就是獨創性的來源，選擇就是有用性的來源；並

以此觀點擴充Mayer（1999）的研究，對創意產品的條件而言，認為在
變異的條件中具有新奇（novel）、不同（different）、新穎（new）、獨
創（original）及原創性等性質；在選擇的條件中具有正確（correct）、
有價值（valuable）、有用（useful）、適切（appropriate）、適應（adaptive）、
重要（significant）及有效（utility）等性質。 
 
  Runco、Plucker和Lim（2000/2001）指出創意經常是根據產品來定

義的，一般而言「新穎」與「實用」是創意產品定義中的普遍內涵。

Sternberg（2001）根據創意的產品概念提出了創意的推力模式（the 
propulsion model of creative contributions），認為在此領域（field）之中
有八種不同類型的創意助力，可將此領域從原處推向不同的境界。此八

種助力類型分別為： 
（一）複製模仿（replication） 
 
（二）重新定義（redefinition） 
 
（三）前向推移（forward incrementation） 
 
（四）加速前向推移（advance forward incrementation） 
 
（五）重定方向（redirection） 
 
（六）重新建構（reconstruction） 
 
（七）另起爐灶（reinitiation） 
 
（八）整合（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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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八種助力類型其目的就是提升產品的創意，其用途有利於分類出創意

作品的等級（degree）與類型（type），同時協助某領域，判斷其創意

作品所達到的層次（level），最後能有效地描述或評鑑某一領域的歷程

（progress）；所以，在推動領域的動態歷程方面，Sternberg的創意推力

模式提供了創意概念另一個新的探索角度。 
 
  綜合分析「產品」的研究取向可以知道，創意的的具體表現成果就

是產品本身，依據產品的質或量來判定創意是切實具體可行的；所謂產

品可能是有形的成果，或者是無形的新觀念、新構想、新設計或新理論

等，但是，不論是有形的或者是無形的創意，都必須用具體的形式表達，

已經有相當多的評鑑方式及量表可測量產品創意層次的高低。例如，陳

龍安（2000）根據個人陳述所從事創造性活動或成就表現，作為評量其

創造力高低的方法，陳述內容包括發明性產品、文學創作、藝術創作等。 
 
四、壓力／環境的研究取向 
 
  著重在瞭解壓力或環境對創意表現的影響，如毛連塭等人（2000）
認為「創造性的環境」就是可以孕育創造人的創造動機，培養創造人的

人格特質，發展創造人創造思考技能，以助長創造行為的環境，也就是

一個支持的環境；他從五方面探討環境中對創造力的重要性，其一，創

造力的環境才能培養創造人的人格特質；其二，創造的環境有利於創造

動機的產生；其三，發展創造思考技能有賴於環境提供練習的機會；其

四，創造的環境有利於創造行為的持續進行；其五，創造的環境使創造

的產品得以顯現其價值。而且在有趣的、高度支持的、愛的、正向的、

自由開放的、舒適的家庭氣氛有助於創造力的提升（張珮甄、葉玉珠，

2003；詹志禹，2002）。簡楚瑛（2002）發現提供挑戰的機會，可訓練

孩子獨立負責，並提昇孩子的創造力。創意的環境是要能激勵孩子的創

意想像，而不是壓抑，在心理上是安全的，利用豐富的聲音使孩子能經

常去探索，還要有激勵冒險的氣氛，並能允許失敗（Hickey和Webster, 
2001）。 
 
  綜合分析「壓力／環境的研究取向」可以知道「環境」產生創意的

重要性，各學者從內在世界的心理、動機及自我實現等觀點到外在世界

的環境氣氛、支持及自由等作研究，發現創意研究已在各領域具有豐碩

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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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互作用的研究取向 
 
  林幸台（2000）認為創造力應從多向度進行評量，各種評量創造力

的方式都有其獨特之處，要了解創造力的全貌，研究取向應該從多重角

度及多重方式去蒐集更廣泛的資料。另外，李世程（2003）認為在評量

創造力時，最好配合實際的行為觀察與紀錄，採取質和量並重的研究方

式，以減少主觀因素的影響，並能對創意的表現作全面性的解釋。 
 

江羽慈、林珊如（2003）認為創造力研究中有幾個值得注意的趨勢

有：由應用、實證性研究取代理論、概念性研究；從一般、通則性的創

造力研究轉移到與領域緊密結合的研究導向；由個人到社會文化、單純

的認知能力到兼顧情意變項的研究。林幸台（2000）認為近年來各學者

對於創造力的觀點有分歧，而趨於多元化的情形，加上測驗理論與統計

方法的創新，出現更多不同觀點、不同形式的評量工具。劉世南和郭誌

光（2002）認為創造活動不僅僅是個人事件，而是個人、情境、社會環

境等互動的結果，他們從Rhodes的四Ｐ觀點，加上Simonton提出的「說

服力」來闡明創造力，並結合創造力課程分析的五個構面：社會氣候、

人格特質、一般模式或理論、過程投入及產品變項等討論研究之。 
 

王千倖（2000）從多元研究取向的觀點指出：創造力是一個多面向

的現象，無法予以明確的定義，創造力是一種相當複雜的多變數現象，

受個人經驗、文化及社會三者間互動的結果。葉玉珠（2000）認為創造
力乃個體在特定的領域中，產生一種適當並具有原創性與價值性產品之

歷程；此創造歷程涉及知識與經驗、意向（包括態度、傾向與動機）、

技巧或策略與環境互動的結果。 
 
  綜合上述創意的研究取向，發現各學者皆從「創意四Ｐ」的研究取

向著手及四者之間的交互作用來研究。所以，研究者認為「創意」具有

多向度的研究取向，是指個體在支持的環境下（環境），結合敏覺力、

流暢力、變通力、獨創力及精進力的特性（個人的特質），透過思考的

歷程，對於事物產生分歧性的觀點（歷程），賦予事物獨特新穎的意義

（產品），其結果不但使自己也使別人獲得滿足（陳龍安，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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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創意的相關理論 
 

從創意的定義可知，其研究取向涉及個人的特質、產品、歷程及壓

力／環境及其交互作用，據此，各學者依「創意四Ｐ」的研究取向發展

出各種創意的理論，整理如下：天才論（genius）方面認為創造來自少

數人的天賦才能；需要論（necessity）方面認為需要為發明之母，創造
來自於實際的需要及外在的壓力；成就論（achievement）方面認為創造
的來源在自我實現與內在的期許，內發性的追求卓越及成就感；智識論

（intelligence）方面認為創造靠群體或個人聰明，有效的將思考方式系
統化的歷程；機會論（chance）方面認為創造是因為好運氣、意外的發
現而獲得；形態說（gestalt）方面認為創造是先天具有一種特別整合力

的感覺，對事物有完全統一性的感覺；心理分析論（psychoanalytic）方
面認為創造是在潛意識中的一種直覺反應能力，是非理性、跳躍式及不

可控制的思考結果；雙半腦理論方面認為創造力的產生是由左右半腦的

整體運用與配合，亦即完整心智能力的運用與連結，創造才得以產生（吳

宗立，1999；呂金燮，2003；陳龍安，2000；黃國彥、葉玉珠、高源令、

修慧蘭、曾慧敏、王珮玲、陳惠萍等，2003）。 
 

中外各理論學派學者對創意理論著墨甚多。例如，在精神分析學派

方面，Freud認為創意是本我及超我之間潛意識作用的結果，是潛意識

昇華的結果（毛連塭等人，2000）；在完形心理學派方面，毛連塭等人

（2000）指出創造主要是包括經驗的重整或事物的改進、知覺的趨合現
象及頓悟（insight）三方面，乃是一種重組舊經驗，修改原有事物的活
動；在聯結論方面，Kneller（1965）認為創意來自於已存在的想法再加

以重組及安排，認為創意是量多及不尋常思想異質間聯結的成果；在知

覺－概念理論方面，Shepard認為創意是能夠察覺事物關係的知識，並

能發現其關係轉換的規則，是創造思考心理運作的基礎；當人類能知覺

特定事物的原理，且能發現各特定事物間的共同屬性及其關係，便可以

創造新的概念；有了概念，人類可透過分析和綜合的方法繼續產生新的

概念、理論、方法、技術或新事物（引自毛連塭等人，2000）。 
 

在人本心理學派方面，Maslow（1970）將創意的定義分成兩種解釋，

一種是具有特殊才能的創意，如音樂家、科學家等，另一種則是「自我

實現的創意」（self-actualization），這種特別的觀念是將創意的定義認為

是一種特別的態度與精神；在認知—發展理論方面，毛連塭等人（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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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創造力的形成也與智力發展類似，隨著智能的成熟、創造思考的訓

練及創造態度的培養逐漸發展出來；在心理計量理論方面，Guillford
（1977）認為智力結構模式提供了創意歷程一個很有效的說明，可利用

因素分析法找出在擴散思考中幾種不同的能力，有語文、聯想、觀念及

表達類型的流暢力，有本能、適應及重新定義類型的變通力、原創力及

精密力等。 
 

在行為學派方面，Skinner（1971）認為人類所有的行為都是經由增

強及懲罰所控制的，Maltzman（1960）將原創性的行為看成是經過增強

後所產生的，所以經過鼓勵及酬賞的作用就可以增進創意；張世彗

（2003）認為創造力是一種複雜的行為，經由學習而來的；在互動理論

方面，毛連塭等人（2000）指出創造的活動並不是單純的個人事件，而

是包括個人因素、情境因素與社會環境交互作用的歷程，提出的互動模

式包括有前因事件、個人的認知因素、人格特質、情境及社會因素等交

互作用的過程。 
 

在綜合理論方面，毛連塭等人（2000）認為創造力的理論不是單一

的，而是朝向多元發展的綜合理論，創造力兼有理性的表現和非理性的

表現；它需要智能的基礎，也需要有知覺、認知、聯想、趨合、符號化

及概念化的能力，更要有創造的人格特質和環境，所以創造力是一種獨

特的和綜合的能力。 
 
  綜合上述學者與其理論觀點，不少學者與創意理論均指出創意不是

單一因素所形塑的，而是個人的特質、歷程、產品及環境／壓力等因素

交互作用的結果。 
 
伍、創意的技巧和方法 
 
  從創意理論可發展出各式各樣的技巧和方法，技巧是一種解決問題

的快速作法、策略、經驗、歷程或者是最佳的方式，而多種技巧的合縱

連橫，加上多方面的實驗與驗證後，就形成一種方法；有時很難分辨何

者為技巧？何者為方法？大體來說，簡單的應用為技巧，而複雜的歷程

與作法即為方法；以下就常用的創意技巧及創意的方法略述於下，並舉

例說明各種技巧和方法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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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創意的技巧 
 

創意的技巧為何？李茂煇（1995）和劉格非（2001）認為創造力有

其執行運用的技巧，可利用「轉換（change direction）、逆向（reverse）、
轉向（transfer）、延伸（extend）、合併（combine）、減少（reduce）」
的技巧來設計。 
 
（一）在轉換方面 
 

可從需要論、聯結論及心理計量理論中的聯想和流暢力的觀點來

看，因需求將某一現象方法，移植到另一種情況使用；運用一個領域做

事的原理原則引導到另一個領域去；例如，臺塑集團王永慶董事長曾經

養鵝，發明了「瘦鵝理論」，買進大量的瘦鵝，利用精心培養的方法，

在短時間讓它們快速長大，成為獲利倍增的肥鵝，王永慶從親身養鵝所

見證的績效，有感而發的經營精神轉向創造了臺塑集團，將一片有如瘦

鵝的荒蕪麥寮，精心培養成為六輕王國，甚至轉向意圖將臺塑集團的石

化業進軍中國。 
 
（二）在逆向方面 
 

是一種知覺──概念理論中察覺事物關係和轉換的使用，心理計量

理論中的變通力，或心理分析理論中非理性跳躍式的思考結果等；除了

以直接的方式處理之外，可用相反的方向去思考或方式來呈現，不同於

過去或現存的事物。例如，臺灣報廢的軍艦，不做資源回收再利用，將

其炸沈近海，成為人工魚礁，造福漁民。 
 
（三）在轉向方面 
 

使用完形心理學中重組舊經驗的方法，修改原有事物的活動，或心

理分析理論中跳躍式的思考結果等；除了可以用直接或逆向的方式處理

外，也可用其他方向改變，形成相異於過去或現存的事物。例如，一般

基金公司投資於多項物品，某項物品獲利不足，儘速認賠出場，轉投資

暴利的物品；以臺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為例，海鹽本為調味品，雖是專

賣，但利潤有限，近年發展具有美容功能的沐浴鹽、洗手乳、蓓舒美系

列化妝品及帶動生態教學觀光的鹽田等大發利市，充分將鹽的功能發揮

得淋漓盡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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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延伸方面 
 

認知──發展理論中創意成熟後，擴及更大的創意結果，或行為學

派中創意增強的結果等；將某一種方法，以同樣的性質繼續應用到更大

範圍或更多事項。例如，大人游泳池旁另設小學生游泳池。同理，小學

生游泳池旁另設三溫暖，方便全家親子同游。 
 
（五）在合併方面 
 

完形心理學中經驗的重組或事物的改進，或形態說的特別整合力，

或聯結論中的重組等；將兩種或多種事物合併以解決問題或創造新的事

物。2002年2月5日民生報報導：臺中技術學院、臺中一中學生當紅美食
小吃「大腸包小腸」，「大腸」指糯米腸，「小腸」是香腸；近三年不

但專賣攤愈來愈多，而且幾乎每個攤位都大排長龍，可說是傳統美食小

吃再出發的成功案例；另教科書一綱多本，部分書局經營不善或獲利不

如預期，朝合併多角化經營；例如，松崗及文魁資訊公司合併，人事精

簡以減少支出。 
 
（六）在減少方面 
 

行為學派中有創意精減的結果，或因需要而發明出來的，或心理計

量理論中的變通力等；將某一種方法或結果，就其大小、規模、內容或

時間等減少一些加以應用，得到同樣、更好或完全不同的效果。例如，

小手電筒體積只有大手電筒的五分之一，但是一樣很光亮。 
 

莊淇銘（2003）提出創意武藝十招，有：合併重組，舉例來說，像

是將相機與手機功能合併；逆向思考，舉例來說，已往是企業求才，現

今多的是刊登自己專長與能力，尋求雇主青睞；消除減少，舉例來說，

奇美醫院規畫單一動線的急診區，減少病人因搬移增加痛苦的機會，也

節省醫護人員來回的時間，增長了病患醫療的時間；萃取新知，舉例來

說，從資料中找出新而有用的資訊或知識，善用「圖像」、「情境」、

「聯想與聲音」；調整應用，舉例來說，二手精品店大行其道；發散聯

想，舉例來說，美國田納西州一位理髮師將火與頭髮連結，創出比傳統

燙髮更有特殊的式樣，因而生意源源不絕；探究原因，舉例來說，消除

「本來就是這樣」的想法，椅子也可以設計成没有脚的；功能轉移，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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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來說，有舊物新用、出人意料的效果，有如牛車可當花臺，馬車輪軸

可裝飾成為圍牆；尋找需求，舉例來說，中華創意發展協會於2003年舉
辦了一場青少年創意產品發表會，其中小學五年級的學生在枕頭中裝置

震動器，用來震醒愛睡的懶蟲，取代聲音刺激耳朵的叫醒方式；增強優

勢，舉例來說，在產品中可用「價同物高、物同價低、價低物高」的模

式，善用薄利或多銷的方式，提高商品的競爭力。 
 

莊淇銘（2004）另提創意十三式，含「腦力激盪、平衡與折衷、擴

張與發散、挑戰傳統、組合舊元件形成新創意、逆向思考引發創意、需

要產生創意、試試看消除或減少、嘗試調整產生創意、轉換功能嘗試創

意、增強功能來自創意、掌握願景開發創意、交換取代尋求創意」等。

創意十三式與創意武藝十招，即為創意的技巧，其區別僅是更細分與不

同組合而已。 
 
  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可運用創造發明的理論與技巧，隨時可以激

發創意；而創意的技巧和方法源自於創意理論，可能是團體或個人的天

賦才能或智識，也可能是機會論中的意外發現，或個人左右半腦的思考

結果，或精神分析中本我和超我的運用，或人本心理學中特別的態度與

精神，或互動理論中個人、情境和社會交互作用的結果等。 
 

綜合上述，有關創意的技巧，可歸納出下列六種基本的技巧，有轉

換、逆向、轉向、延伸、合併、減少；經由六種技巧的整合與其相互組

合，可形成各種技巧和產生各種創意方法。 
 
 
二、創意的方法 
 

Rivkin和Seitel（2004）認為傳統的組織性思考模式提供六個解決問

題的方法；其一，定義問題；其二，分析潛在問題；其三，找出可能的

解決方法；其四，選擇最佳的解決方法；其五，擬出行動計畫；其六，

執行並評估結果；並認為最重要的是第三點，「找出可能的解決方法」，

因為没有解決方法，將一無所有，而解決方法就是創意的方法。 
 

創造力的方法千百種（張世彗，2003），各學者因應各種研究取向，
提出不同的方法，以下分析數種常見的創造力方法，分別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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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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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為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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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屬性列舉法（attribute listing technique） 
 

此法是由 Nebrasa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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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可能只注意到大小、顏色、形狀、式樣等屬性，引

導者須提醒他們列出更多抽象的、非尋常的屬性，最後要求他們考慮如

何改變這些屬性，使產品獲得改良；他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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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屬性」是指該物品所

具備的本來性質；例如，人類都有性別、年齡、身高及體重等屬性；其

方式有特性列舉法、缺點列舉法及希望列舉法等（引自陳龍安，2000）。 
 

創造力不是無中生有，每一個屬性都可分開來被檢驗討論，通常都

是由現有物品改良而來，屬性列舉法就其屬性而加以分析，有助於觀念

的創新，進而獲得新的創造結果。以下範例可說明屬性列舉法技巧，如

何被應用在改進事物上？陳龍安、朱湘吉（2000）以水壺為例，其具有

名詞屬性，由名詞所表現的屬性含有整體，即水壺；含有部分，即提把、

蓋、蒸器孔、提把固定環、壺身、壺嘴、壺底；含有材料，即耐酸鋁、

鐵等；含有製法，即沖壓法、焊接法等。形容詞的屬性方面，由形容詞

所表現的屬性即其性質，含有輕、重；含有狀態，即圓、方等。動詞屬

性方面，由動詞所表現的屬性即功能，其功能有燒水、裝水等。只對「水

壺」這種簡單產品進行屬性分類，就可以列舉出相當多的屬性，可根據

這些屬性萌發出創意的構想，這種方法就是屬性列舉法。例如，可以考

慮是否關閉蒸氣孔的新構想，就可以考慮省去焊接工程、或者是否能改

進整個水壺構造⋯⋯等，這樣就可以輕而易舉得到許多新的構想。 
 
（三）腦力激盪法（brainstorming method） 
 

此法是經由集體的思考方式，使彼此的想法互相衝擊而發生聯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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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因而能產生更多不同的策略及想法。腦力激盪法由是Osborn發明
的，該方法最初適用於創造新花樣的廣告，後來發展成如何產生新構想

的方法；其方法是透過會議形式，讓與會者在短時間內敞開思想，使各

種設想在相互碰撞中激起腦海的創造性風暴，發揮集體創造力從而獲得

較多的創新想法；頭腦風暴法應該遵循下列四項原則，其一，自由奔放，

儘可能無拘無束、暢所欲言；其二，延遲評判，不要對他人想法進行批

判；其三，追求數量：設想愈多可獲得更多的解決方案；其四，結合改

善，用不同的角度分析問題，引發聯想相互啟發，產生共振與連鎖反應

（引自古益靈，2004）。 
 
（四）分合法（synectics） 
 

分合法是一種透過已知的事物作媒介，將毫無相關的新奇事物或知

識結合起來，以產生新的解決方法，又稱「生態比擬法」或者「舉一反

三法」，係由Gordon及其同事設計，發表於「創造能力的發展」一書

（Synetics:the development of creativity）所提出的一套團體問題解決的
方法，利用隱喻的方式產生創造性的觀念，將其創造過程歸納為兩種心

理運作的歷程；首先，使熟悉的事物變得新奇（由合而分）；第二，使

新奇的事物變得熟悉（由分而合）；並以隱喻的方法作下列三種比較，

直接比較（direct analogy）、擬人比較（personal analogy）、強制對立

（compressed analogy）（引自張世彗，2003）。 
 
（五）十二思路啟發法 
 

莊傳釜和張振山指出：十二思路啟發法的原名叫「十二個聰明的辦

法」，是上海市的創造教育工作者，在指導和田路小學進行創造力啟發

教育過程中，總結提煉出來的（引自陳龍安，2000）；此一法則源自
Osborn（A﹒F﹒Osborn﹐1963﹐Applied imagination﹐3 rd ed﹐New York：
Scribner’s Sons）一書；但 Osborn只提出十項法則，分別是借用
（adaptation），改變（modification），取代（substitution），加（addition），
減（subtraction），乘（multiplication），除（division），相反（reversal），
重組（rearrangement），組合（combination）；而十二思路的項目和大

意分別是：加一加（增加、組合），減一減（削減、分割），擴一擴（擴

展、放大），縮一縮（收縮、密集），改一改（改進、完善），變一變

（變革、重組），學一學（學來、移植），搬一搬（搬去、推廣），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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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替代），聯一聯（聯結），反一反（顛倒、反轉），定一定（界

定、限制）。 
 

如何創意？可以從創意時的線索來自問，列舉 Osborn十項法則與
作法來思考，略加整理如下：加，可否增加什麼？可否附加些什麼？可

否增加使用時間？加上其他的物質、成分如何？減，減少如何？改為小

型如何？濃縮如何？乘，可否加倍？可否放大？可否誇大？除，分割如

何？改為流線型如何？借用，利用其他方面？使用新方法如何？有無其

他新的用途？改變，可否改變意義、顏色、聲音、形式？替代，替代如

何？用什麼代替？有沒有其他的材料、程序、地點來代替？重組，可否

重組、對調？可否變換形式？可否變換順序？可否變換途徑和效率？相

反，可否顛倒、互換？前後相反如何？可否顛倒位置、作用？組合，可

否組合、結合？結合觀念、意見、目的、構想、方法如何？ 
 

然而，十二思路啟發法的法則不一定全部會應用上，不表示十二思

路啟發法的法則都應單獨具備使用，它只是一種創造的訣竅，引導著我

們如何去思考，如何激發創意的點子。陳龍安（2000）的分析道出了關

鍵，創意在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隨時可以激發，而啟發創造思考有很多

方法，舉例說明如下：加一加，試試看在某物品加上一些東西，讓它變

成不同效用的物品；例如，附設收音機的手電筒。減一減，把不合適的

部分去掉，看看效果會不會更好；例如，缺口的肥皂盒、短袖的風衣。

除一除，把原有的東西平分或等分，會產生跟完整時不一樣的效果；例

如，正方形的架子改變成三角櫃、摺疊式的衣架減一半，在狹小的空間

也可以用。變一變，把形狀改變，有時候可以得到更多有趣又方便的產

品；例如，把吸管變形、帶鋸齒狀的水果刀。換一換，把現有物品的某

一部分零件或材料更換，可以產生新產品；例如，紙捲式的鉛筆就是把

木材換成紙捲。反方向，大的想成小的，窄的試看看寬的，用逆向思考

的方法，有時會有意想不到的結果；例如，大的打孔器改成迷你式的。

摺和疊，考慮此一物品可否用摺疊的方式，使之更便利；例如，摺疊的

鋸子。分與合，將現有的物品加以分解，重新構想再加以組合，產生新

的觀念；例如，免削鉛筆、美工刀。 
 
（六）其他（形態分析法（morphological analysis）、自由聯想法、檢核

表法、目錄檢查法、重組法及發展法⋯⋯（張世彗，2003；陳龍

安，1999；單小琳，2000）） 
 

 27



１形態分析法：為Zwicky與Alien所創，實施時須就一個問題，分別
列出其兩類以上不同屬性（attributes）的所有值
（value），這種方法可以注意到與產品表面無關的
觀念。 

 
２自由聯想法：即是透過一事物想到另一事物之思考方式，聯想也

可以針對特定的事物進行思考，共同凝結成新的構

思設計。 
 

３檢核表法：是從一個與問題或有關的產品列表出來，經由旁敲側

擊的方式，尋找出可能的答案或改進產品的方法。 
 

４目錄檢查法：是一種查閱和問題有關的目錄或索引，從這些資訊

中發現線索或靈感，以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法。 
 

５重組法：藉由指導將一些熟悉的概念想法重新組合，創出一種新

的結構想法，並在凌亂無序中發現新的處理方式。 
 

６發展法：從失敗或錯誤中獲得學習的機會，強調積極發展調適的

重要性，從而引導發展多種選擇性的方式。 
 
  綜合上述，國內外學者對創意的技巧和方法著墨甚多，加之創意的

技巧和方法不勝枚舉，可自由組合各種創意的技巧，形成創意的方法，

運用之妙本身就是一種創意；各種方法有其優缺點，多元使用方能創意

無限。 
 
 
 

第二節 校園創意設計的理念 
 
  創意是一種心智活動的歷程，其結果，產生新穎及有價值思考的歷

程，即為創意設計。國內首見湯志民（1999a，1999b，2000a，2002a）
有系統的研究校園創意設計，可發現其理論來自於創意理論，說明校園

創意設計可能在校園創建時即已具備，也可能藉由師生的共同努力，才

有令人滿意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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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創意設計會表現在學校的校舍、庭園、運動場及附屬設施的情

境中，何謂校園創意設計？可從其原則與方法來切入主題；本節先從校

園創意設計的定義開始，次段就校園創意設計的原則作說明，第三段就

有關校園創意設計的方法來論述；以下就此三方面闡述校園創意設計的

理念，其中分析創意的若干方法與校園創意設計原則作比較，並試圖建

立二者的關係。 
 
壹、校園創意設計的定義 
 
  本研究的「校園」泛指學校所有的設施；Zeisel（1981）認為「設
計」是將物質世界作一些改變，可看成一種按部就班的歷程（an ordered 
process）；湯志民（2002a）在「臺灣的學校建築」一書中指出「校園創
意設計」是具有巧思的校園設計，尤其能夠引發會心的共鳴，更可形塑

學校獨特風格。據此，就校園、設計、校園創意設計的定義等，茲加以

闡述。 
 
一、校園的定義 
 

校園係指學校的建築、空間或設施，可能是學校的校舍、教室、專

科教室、庭園、運動場等設施，泛指師生在校生活可看到或可觸摸的空

間或設施。 
 

本研究的校園（school or campus）乃指廣義的學校建築（school 
building）的解釋，包含校舍（buildings）、庭園（schoolyards）、運動場
（play grounds）及附屬設施（school facilities），並非狹義的校園意義，
僅指學校庭園而已（湯志民，2000a）。本研究的「校園」與廣義的「學
校建築」同義，經常交替使用，若指「狹義的校園」則使用「庭園」，

以示區別。 
 
二、設計的定義 
 

所謂「設計」（design）其相似的同義詞有計畫（plan）及規畫
（planning），在解釋上略有不同，林文達（1992）解釋「計畫」是達
成目的的行動策略，具有目標導向、運用技術及方法的歷程。Terry認
為「規畫」是指運用選擇和分析相關事實所提出的假設，具體來說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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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行動方案（引自湯志民，2000a）。在「設計」的解釋方面，它是經
由規範、預算及系統等活動，所以「設計」是計畫的開始活動（林文達，

1992）。在廣告上的解釋方面，通常認為「設計」是在有限的時空範圍
內，在特定的物質條件下，為了滿足人們一定的需求，而進行的一種創

造性思維活動或實踐過程。楊裕富（2002）認為「設計」就是具有美感、
使用與紀念功能的造形活動或營造活動。 
 

舉例來說，設計若表現在視覺傳達上，可用圖案、文字、色彩的設

計傳達訊息，常常能讓人一眼就能理解設計的理念，及所要傳達的意函

及效果，如海報、喜帖、產品商標的設計⋯⋯等；表現在工藝產品上，

是為了美化、傳達產品的特質而設計，以創作完美的生活器物為目標，

如名牌衣服等；表現在人為環境上，是以營造理想生活空間為目的，包

含室內設計、建築設計、景觀設計等，如臺中市東海大學的路思義教堂

（Luce Chapel），就是屬於景觀設計，它的設計理念來自於人類雙手合

十禱告的模樣。 
 

進一步的區分計畫、規畫及設計的差異，「設計」是計畫的開始活

動，「規畫」是指計畫過程中一切的活動，而「計畫」則指一切規畫的

活動與產物（林文達，1992）。而規畫過程中的一切決策，須有明確的

後續方向和行動方案，可供設計階段的延用與參考（黃世孟，1988）。 
 

綜合上述，研究者認為「設計」是在有限的時空範圍內，在特定的

物質條件下，為了某種需求而進行的一種有創意實踐過程的思維活動。 
 
 
三、校園創意設計的定義 
 

校園創意設計泛指校園中的各項建築、空間或設施等，可能是整體

的，或者是局部性的；表現在校舍、庭園、運動場及附屬設施上，具有

獨創性或奇特性等，與其他學校不同。可能在樣式上不同，如顏色、材

質或造型不同；可能是功能不同，或有多種功能，如禮堂兼有球場的功

能，又能變成游泳池等；或是具有古蹟或百年以上的老樹，如國家列管

的古蹟或歷史建築或與校史有關的設施或文物等；或校園數項設施或空

間可串聯成具有教育意義或輔助教學的功能；可能是廢物再利用，形成

特色，如廢棄小型磁磚可裝飾圍牆，形成特殊的圖案或畫景；可能是發

現設施或空間具有新功能，無中生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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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志民（2000a）在「學校建築與校園規畫」一書中闡述：「創造是

求新、求變的歷程，也是生命力開創的泉源，尤其值此瞬息萬變，科技

突進的時代，創新概念的培養與發揮，在現代學校建築設計與校園布置

上是一個深受重視的課題。」湯志民（2002a）認為：「具有巧思的校園
設計，尤能引發會心的共鳴，形塑學校的獨特風格，更值得用心。」學

校建築規畫的原則會隨著人、事、時、地、物的不同而有所差異，而且

亦隨著校長的更迭會有各自的堅持。有好的理念才能創造好的建築，有

如湯志民（2004）規畫國立政治大學附設高中的空間規劃所言：「期校

園環境設施皆有薰育沐化之效，並能反映教育理念。」必定能形塑為新

世紀的理想學府，其理念有： 
 
（一）人性化情境－尊使用者的自律：校門區提供迴車空間，以利接送

學生；規畫便捷動線，教室採簇群設計以利轉換，空間及設施設

計符合人體工學。 
 
（二）文化性景觀－塑文化建築造形：兼具「藝術化空間」與「鄉土性

空間」。 
 
（三）學術性設施－採學科教室設計：採「學科教室型」設計，學生跑

班上課，所有的課程都有該科目的專用教室，教室屬於教師。 
 
（四）生活化空間－重師生同儕交誼：使得「學校是一個家」（school as 

a family），師生有較多的交誼空間，教師有辦公、研究、進修和
休憩的空間。 

 
（五）開放性空間－創校區無界學校：無圍牆設計，與社區完全融合。 
 
（六）社區化學校－與社區資源共享：提供社區教育機會、開放夜間停

車與社區資源共享。 
 
（七）現代化設備－建資訊網路系統：校務行政、教學設備資訊化，順

應現代潮流。 
 
（八）無障礙環境－讓校園暢通無阻：考量行動不便者之需求，使校園

環境暢通無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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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可看出其學校經營理念，除營造安全的學習環境外，設計多樣性

兼具人本化、民主化、多元化及科技化的課程設計，由外在的創意環境

啟發學生多元智慧，激發內在的主動學習潛能，讓學生懂得如何做學問

（learning how tolearn）、如何學做事（learning how to do）及如何學做人
（learning how to be），進而能夠達到自我實現的教育目標。 
 

九二一地震後重建的校園給社會大眾的感覺是具有創意的，就如陳

昌博（2002）在「九二一校園重建開啟建築新視野」一文中指出：「⋯⋯
提供參與建築師拋開舊模式：真正從學生、老師及使用者角度思考，創

造出值得喝采的空間。」強調使用者的參與，除學校的組成人員外，社

區民眾與家長也加入，啟發多元思維，凝聚共識營造了良好的學習環境

外，也成為社區的活動中心；注重傳統的延續保存外，也讓環境、教育、

休閒及生活融為一體，校園成為社區的創意空間。 
 

本研究採用湯志民（2002a）的定義，將「校園創意設計」的定義
為「學校的校舍、庭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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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校園創意設計的原則 
 
唐朝劉禹錫在「陋室銘」曾言：「山不在高，有仙則名；水不在深，

有龍則靈。」中國庭園有亭臺樓閣、迴廊曲徑、小橋流水、荷池水塘、

拱門格窗、假山樹叢、玲瓏怪石及參天古木等，漫步其間步移景異，充

滿詩情畫意，具有精、雅、巧、宜的特色；日本庭園有池中設島、陸橋

相連、園中佈溪、水邊置石、假山植樹、點綴瀑布、草坪平整、樹籬齊

平、砂石步道及小燈橋低，彷彿大自然的縮影；歐洲庭園布局對稱、花

草如毯、樹籬剪形、水池雕像、色彩繽紛及節奏明顯，進入庭園一覽無

遺；在臺灣，學校庭園通常有此三類精緻的表現。 
 

湯志民（1999a，1999b，2000a，2002a）遍訪國內學校校園設施及
國外一些校園設施，並結合創意的技巧與方法，統整歸納出校園創意設

計的六項原則；因此，根據「校園的創意設計」的面向，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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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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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本質逆轉）、求妙（絕處逢生）」等六項原則，運用於校園創意設計

上；求新（樣式新穎）原則，一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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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式新穎在於風格獨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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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變（功能改變）原則，在於建築物的功能具有多種用途，

不作原來功能使用；求精（品質提升）原則，在於古物新用，感受優質

精緻，具有錦上添花及力求精益求精的效果；求進（內容增加）原則，

在於建築物本身具有教化的意含或有輔助教學的功能；求絕（本質逆轉）

原則，在於化腐朽為神奇，廢物利用以求出奇致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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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如何創意設計？由上述理念可知「校園創意設計」的方法來自

創意設計的一些技巧與方法，可從校園內的校舍、庭園、運動場及附屬

設施等，經由轉換、延伸、合併、逆向、轉向及減少（分割）等技巧來

進行創意設計。進一步來說，籌思如何規畫？才能達成理想的校園創意

設計，可從創意的技巧和方法著手，以發展出校園創意設計的方法，使

校園建築設施成為社區最好的建築。 
 

本研究採用湯志民（2002a）六項校園創意設計的原則來探討理念，

如何使用在庭園、校舍、運動場及附屬設施，作為校園創意設計的觀察

原則；本段說明各項原則的理念作法，並舉例分析，茲分段加以敘述。 
 
一、求新（樣式新穎）原則 
 
  校園創意設計的求新，一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可分樣

式新穎、推陳出新及除舊佈新的模式；有如苗栗縣大南國小校門磚雕藝

術的校門、淡江大學仿照上海豫園的「覺軒花園」及校門區五彩繽紛的

紀念花壇和Ｓ型庭園步道綠籬、成功大學中庭的優質巨榕等，皆具有樣

式新穎、推陳出新及除舊佈新的樣式（湯志民，2002a）。 
 

1990 年代開始是臺灣學校建築百家齊鳴的時期，宜蘭縣首創中小學

全面更新，獨特風格與許多無圍牆的新學校，成為臺灣學校建築的新典

範，臺北縣、市與桃園縣新創開放空間教室、班群教室、古蹟共構（臺

北市建成國中）及校園景觀藝術化、鄉土化等功能，使得校園空間規畫

革新大放異彩（湯志民，2002a）。1999 年 9月 21日「九二一地震」及
「一○二二地震」後，是學校建築的危機也是轉機，教育部「新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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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如火如荼的展開，新校園運動概念包括「生態環境創造與確保」以

及「建築建設」，從瞭解自身校園地域、文化、歷史、生態等特色，創

造出完全不同、防震及多樣化的校園環境，以達永續發展的目的（教育

部，2003）。 
 

范巽綠在民國 92 年 6月 29日，年代電視臺「活力臺灣」節目中表

示：「從歷史角度看，從來沒有一個國家，在剎那間有多達 293所學校
需要重建，在臺灣，新政府以結合教育與建築空間理念，創造美好學習

環境，完成新校園運動的亮麗成果有目共睹」。如湯志民（2002a）所言，
政府與民間合作造就南投縣的「新學校」和亮眼的臺中縣「新校園」。

其前瞻的理念使學校建築成為一個「安全、美觀、健康及永續」的校園，

具備樣式新穎的空間，大破大立成就「新校園運動」的亮麗成果，展現

前所未有的奇蹟。范巽綠（2003）表示校園環境的創新精神要從國中小

的階段，擴及深化到高中、高職等學校。 
 
二、求變（功能改變）原則 
 

校園創意設計的求變，在功能改變及具有多元功能，應用開放性設

施的理念及兼顧多元功能來設計校園，例如，牛車變花臺、花壇變圍牆

（湯志民，2002a）；目前興建校舍皆朝向多功能來設計，既是運動場又

是禮堂、展覽館等，開放式的設計成為現代學校建築的重點；「求變」

強調功能改變，經由簡單的轉換即可產生另一種功能；以臺北市健康國

小為例，是臺北市第一所無圍牆之學校，全校採用開放式的設計，每三

班為一單元，三班之間無牆壁，每三位教師根據學生的學習情形，規畫

三個班級共同的學習活動與教材等，同時進行協同教學，學生可以根據

學習興趣、進度、能力、場所等不同情形，選擇適合自己的課程，分別

進行大班、分組及個別研究的學習活動；另外，臺中縣立石岡國中以牛

車車輪作成圍牆，別具一番風味。 
 

林海清（2002）在「後現代學校建築趨勢之探討──談學校建築的
解構與建構」一文中，說明學校建築已有與社區融合的趨勢，並含有下

列功能，學校建築成為精緻文化的象徵、社區的圖書資訊中心、終身學

習的場地、社區服務中心、多層次的學習營造空間、資源分享的學習空

間及規畫良善的停車場等，可以改善社區空間與提昇生活品質。

Davenport和 Thrill（2001）認為一個成功的學校建築，在規畫過程中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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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進入社區的共同總體發展營造計畫，透過民眾的參與與協商，最後

才進行施工作業。目前，臺灣學校建築亦朝社區化方向推展，規畫校園

多目標及多功能使用、設置紀念性的建築、保存及維護學校歷史性的建

築與老樹、運用本土化的特產或風格來設計學校建築（張新堂，2002）。 
 
三、求精（品質提升）原則 
 

校園創意設計的求精，在於品質提升、精益求精，古物今用（湯志

民，2002a），使用相同的建築技巧與方法，將古績修復使用、推展應用

到更大範圍，或與其他建築結合使用來創意設計；臺中縣國立東勢高工

新校區九二一重建時，保留了原「大雪山林業公司」的製材場，雖然它

已於 1970 年代封廠，但全廠為木造，建築形式與結構系統皆為美國木

材工廠標準，相當壯觀，目前作為該校木工科實習場所；臺中縣政府肯

定其見證東勢木業發展歷程的重要性，而將其列為縣定古蹟，將來朝府

校合作的模式，推動其成為「木業博物館」。南投縣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附設高中（前身為埔里高中）九二一重建，部分校地原為「大馬璘文化」

遺址，為保存珍貴文物器具，成立「大馬璘文物館」，不僅保存古蹟，

還蒐集大埔里地區陸續出土的曲冰、水蛙窟及關山刀等文物遺址，成為

臺灣第一座「文物現址保存」的文物館，成為因限制而尋求突破的最好

範例。 
 

日據時代，學校建築從歐洲引進新的建材、構造、技術及設計觀念，

使得本時期校園設施造型與結構「不中不西、亦中亦西」（湯志民，

2002a）；有的使用簡化的古典建築，例如，臺北縣淡江中學的八角塔「紅

樓」校舍，校舍平面採三合院佈局，中央突出部分為八角塔，兩翼為二

層樓，其中二側廂房較低，是一層樓建築，建築風格介於中國式和英國

式城堡之間；另外，臺南市長榮女中校舍（長榮大樓），校舍正面有非

常清楚的柱列系統，加上單純的半球型圓屋頂，反應了新英格蘭清教徒

的理想，但其走廊與鄉土結合，有臺灣「亭仔脚」（涼亭）的趣味，兼

具人性尺度。 
 
  湯志民（2002a）在「臺灣的學校建築」一書中，讚賞早期教會學
校建築的特色，認為「品質提升」表現在古物今用，古蹟的教育功效有

加成的效果。有如1916年長老教會興建長榮中學的「音樂館」，建築以

紅磚拱圈塑型，入口處的立面凹凸有致，兩側衛塔烘托門面，整體精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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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覺極為強烈，細看遠眺各有風味；早期是學生做禮拜和課餘自修的

場所，現在則是供音樂演奏之用；建築中運用了許多本土建材與傳統式

樣，融合東西方與本土色彩於一身的作法，正是長老教會建築最大的特

色；建造時，因緣聚會以分層發包施工，兩方工匠各顯神通，造成一、

二樓拱圈造形不盡相同；具有前瞻與獨特的設計，至今風格仍獨樹一幟。 
 

日據時期是臺灣學校建築迅速發展的時期，傅朝卿（1999）指出有
些教育設施採用簡化的中世紀風格，如臺南一中小禮堂（1931）是仿羅

馬風格；臺灣師範大學行政大樓（1928）和禮堂（1929）是簡化的哥德
式風格；而建國中學、北一女中、高雄中學等「紅樓」是英國維多利亞

時期英格蘭磚造建築。 
 

日據時期的建築設計受後期文藝復興影響，稱為「新古典主義」（neo 
classic），又稱為「矯飾主義」（mannerism），建築外觀的特色有：具有
希臘或羅馬的柱式、正面山頭使用三角形或半圓形、屋頂陡斜且開闢通

風窗、中央有凸出高塔或球頂、平面裝飾使用對稱等五種；在臺灣學校

建築的歷史中，這幾種風格至今皆受人喜愛，大部分皆列為古蹟（湯志

民，2002a）。 
 
四、求進（內容增加）原則 
 
  校園創意設計可以促進學習，發揮境教的功能，林清江（1986）在
「教育的未來導向」一書中指出，校園的各項環境布置，皆構成一種「潛

在課程」，與教師的影響各有擅長，運用環境布置達到「潛移默化」的

教育效果，讓學生喜愛學校，就值得我們用心了。 
 

內容增加在使教育設施本身具有教育意義，或者具有輔助教育的功

能；二十一世紀是追求優質美觀的學校環境，校園應朝向滿足學生學習

與生活的需求；針對優質的概念，湯志民（2002b）認為「優質」是達
成品質目標的整體性做法，係指超越標準達到卓越，追求第一次就把事

情做對而能零缺點，符應顧客需求及品質保證，有低成本高標準的績

效，更強調使用者的參與和彰權益能，以建立產品為本位的服務品質

觀。高中是一生中在身體、思想及認知上重要的發展時期，其結果影響

人生甚鉅；學校有義務應提供優質美觀的環境，使學生能安心、放心及

全心努力以赴地增長知識、學習技能及處事的方法等，能夠符應或超越

學生的教育、生活和學習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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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創意設計的求進，在於內容增加、寓教於樂，將庭園變成教材

園，校園新建或改建是校園建築的兩難，將兩種（含）以上建築技巧合

併或重組，以期解決問題或創造新的功能；如新舊建築物結合予以保

留，將校園具歷史意義組合至新建築物中，或依比率放大；例如趙家麟

（1998）指出臺灣師範大學語文中心暨特教中心大樓的興建，保留原圖

書館正面入口的山牆，將該校共同記憶予以保留；中原大學新建圖書館

時，亦將懷恩樓保留，延續校園時空記憶，第一屆已兩鬢蒼蒼年過花甲

的畢業校友，依然在周遭已完全改變的環境中，指認當年曾留下的足跡。 
 

「學校建築」是教育改革中最大的教具，舉凡各項建築、壁飾、動

植物、雕塑、景觀等皆為學習最好的素材；校園設施可配合規畫為數學

步道、動植物教學區、環保步道、森林步道或情境文化雕塑等；生活其

間的感覺或多或少受其影響，亦可刻意拌隨教學探索，如生態教學園

區，使其體會「一花一世界、一步一驚奇」的讚嘆（黃世孟，1995）。
另外，求進（內容增加）的空間可朝開放設計、便利性設計、各種大小

的教室及研究空間，隨著教與學的需求可彈性、快速的調整聯結，甚至

在校地的擴充及校舍、庭園、運動場及附屬設施皆有擴展的設計。立於

二十一世紀的開端，開放空間的概念不應局限在教室上，應擴及整體性

的建築設施和校園環境上，使校園整體就是一個教材園甚至融入社區環

境中，表現出更人性、自由、多樣、進步及革新的開放功能（湯志民，

2002a）。 
 
五、求絕（本質逆轉）原則 
 
  校園創意設計的求絕（本質逆轉），在於出奇制勝，化腐朽為神奇

及廢物利用，以直接的建築方式處理之外，將原本劣質的性質或特徵轉

換，朝相反的方向去思考，改作其他用途來呈現，不同於過去或現存的

功能；例如臺中縣立新社高中校門前有灌溉河流經過，利用駁坎與植

樹，作為停車場使用，阻隔危險。 
 
  創意設計的奇特絕妙性在於出奇制勝，不按牌理出牌；有時是廢物

利用、化腐朽為神奇或出奇制勝；學校建築應朝向溫故創新、繼往開來

努力，Cobble（2000）指出美國許多學校興建後平均只能維持五十至六

十年，主因是維護差，而且在於過時的設計，不能符應新科技和學生成

長的需求，有的學校甚至不到三十年即需大規模的更新，不僅浪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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帑，而且校園没有特色，若能興建可以延續百年以上的學校建築，除了

可有效運用日益減少的學校經費外，更有助於更多的公共教育。 
 

教育經費日益減少，如何能獲得更多的資源策略呢？Kennedy
（2004）在「經費減少中得到最多效益」（Getting more for less）一文中
指出，有十個方案，可使得學校更有效率的運作學校設施： 
 
（一）建立設施的資料庫（facilities database）方面：以往這些設施資料

僅在學校管理者的腦袋中，但隨著死亡或退休，這些設施資料就

隨之消失了。學校必須有完善的計畫，以符應設施何時需要維修

與新建，當有經費時可依計畫建築設施，才不致於任意浪費。 
 
（二）預防的維護（preventive maintenance）方面：若問題較小時不處

理，當變成大問題時就花錢傷神了。 
 
（三）節約用水（water use）方面：用較少的水量在馬桶及水龍頭上等。 
 
（四）自然能源運用（energy management）方面：利用自然光及現代化

的窗戶減少能源浪費。 
 
（五）建築多功能大樓在適當位置（multi-school residence hall）方面：

結合民間或地方政府，設置多功能大樓，具有學習、醫療、幼托

及商業用途等設施，朝學校社區化設計。 
 
（六）開放設施提供使用（joint-use facilities）方面：開放各校資源與社

區共享。 
 
（七）技巧（technology）方面：能夠使建築師創造更加精密的計畫，

能避免設計及施工上的瑕疵。 
 
（八）專人保管維護（stakeholder involvement）方面：學生是享用者與

主人，各項設施應邁向人性化及易於維護管理來設計，減少破壞

及適時更新。 
 
（九）工作外包（outsourcing）方面：避免人力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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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網路上採購（online purchasing）方面：能更有效率和更便宜的取

得供給和裝備。 
 

舉例來說，臺北市螢橋國中將報廢的課桌椅，重新整理油漆彩繪，

成為校區庭園休憩的特色；屏東縣口社國小將廢棄的大卡車特大輪胎油

漆彩繪，作為校門標示。 
 
六、求妙（絕處逢生）原則 
 
  校園創意設計的求妙（絕處逢生），在於柳暗花明又一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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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相異於過去或現存的功能；有如湯志民（2002a）指出
「絕處逢生」的表現在「山窮水盡疑無路，柳暗花明又一村」的驚嘆不

已，有時是絕處逢生，枯木逢春，產生始料未及的功能。例如成排樹林，

後來發現可作為天然有蔭涼的停車場，在二棵樹木之間，可停放汽車；

也可應用地形地物，巧妙的形成天然屏障，如政治大學醉夢溪旁闢建「河

堤步道」，漫步其間充滿詩情畫意。 
 
  建築亦有生老病死，如何取捨？存乎一心，轉個念，「烏鴉也能飛

上枝頭變鳳凰」。校園建築設計中有太多的死角，通常變成雜物堆積、

髒亂及荒廢的場所，若能善加利用，則效果立顯不同；例如，臺中縣立

新社高中大門前有一溪流婉延而過，利用其作為天然屏障，分隔校內

外，校園內溪流旁種植大樹，兩樹之間恰可停放一輛汽車，避開學生靠

近，阻隔地形危險。 
 
  綜合上述理念，校園創意設計的原則以「求進（內容增加）」的原

則最為重要，必須先具有教育性，才能論及其他；目前學校建築已朝向

設施複合化的趨勢，甚至可將生活、服務、休閒、醫療健康等功能與學

校機能整合在一起，有時簡單的改變即有不同的功能，所以「求變（功

能改變）」的原則日趨重要；而求絕（本質逆轉）與求妙（絕處逢生）

不需資金即可改變校園，可多多利用；注意微末細節，任何時間皆可激

發創意的新點子，在造型上、色彩上、材質上、空間上或環境上改變，

以創意設計校園使之具有求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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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妙（絕處逢生）的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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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校園創意設計的方法及其應用 
 

創意的技巧和方法不斷推陳出新，利用各項創意技巧或方法的重組

與增減，就可發展出不同創意的技巧和方法。校園創意設計的方法源自

創意的技巧和方法，僅是將創意的對象設定為校園設施或空間。每個學

校在創建之時皆有其目標與理想，有其設計理念、規畫過程及願景展望

等，設校時校園內的每項校舍、庭園、運動場及附屬設施都是一時之選，

但並非皆是創意的表現，校園創意設計可能展現在之後的使用、維護、

改建或重建之時。 
 

本段先簡述十二種校園創意設計的方法，說明與各種創意的技巧和

方法間的關係，並舉例說明如何應用，另試圖建立與校園創意設計六項

原則的關係，並舉例說明如何應用於校園創意設計中；文中歸納整理教

育部（2003）、畢恒達（2001）、湯志民（1999a，1999b，2002a，2002b）
和趙家麟（1998）有關校園創意設計的研究資料與例子，分別說明如下： 
 
一、合併重組 
 
  合併重組須使用創意技巧的合併，也須運用創意方法的分合法、十

二思路啟發法的加一加和聯一聯和重組法，舉例來說，航空母艦是結合

飛機場與船艦機動的特性，重組後就成為一種優勢的戰鬥組合。 
 

在校園創意設計上舉例來說，新舊建築合併重組設計，既符合求新

（樣式新穎）原則，而且保有求進（內容增加）原則，可將校園共同記

憶予以保留，若為歷史古蹟或文物，就符合求精（品質提升）的原則。 
 
二、逆向思考 
 

逆向思考須使用創意技巧的逆向，也須運用創意方法的腦力激盪法

及十二思路啟發法的反一反，舉例來說，有如 Kitty貓的廣告，將目標
設定在爸爸愛護孩子成為好父親的基礎上，大賺其錢。 
 

在校園創意設計上舉例來說，校園無圍牆融入社區，可發揮學校教

育功能，符合校園創意設計求進（內容增加）原則；例如，利用廢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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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椅重新油漆彩繪，組合成校園公共藝術，成為校園特色，符合校園創

意設計求絕（本質逆轉）的原則。 
 
三、消除減少 
 

消除減少須使用創意技巧的減少，也須運用創意方法中十二思路啟

發法的減一減，舉例來說，政府機關單一窗口的設計，使得滿意度提高，

減少民怨與層層疊疊的關卡。 
 

在校園創意設計上舉例來說，階梯教室或多媒體會議中心設置殘障

專用區域，除了減少座椅支出外，還可提供舒適的專區給殘障人士使

用；或減少一排座椅的支出，可增加十排座椅的舒適度等，符合校園創

意設計求進（內容增加）的原則。 
 
四、功能轉換 
 
  功能轉換須使用創意技巧的轉換，也須運用創意方法的形態分析

法、發展法及十二思路啟發法的擴一擴和學一學，舉例來說，其優點在

於舊物新用，有如民俗商店將古物裝飾店面或重組，形成該商店的特色。 
 

在校園創意設計上舉例來說，可將雙走廊教室封閉一端，形成班級

的小天地，除了動線管理容易外，還有美化教室、整理打掃工具的功能

及同學們談心觀賞校景的場所，符合校園創意設計求變（功能改變）的

原則。 
 
五、調整轉向 
 
  調整轉向須使用創意技巧的轉向，也須運用創意方法中十二思路啟

發法的變一變和搬一搬，舉例來說，精品二手店的開立，滿足一般大眾

對名牌精品的渴望，造就新事業，發現新財源。 
 

在校園創意設計上舉例來說，將設施功能改變，或者轉作他種用

途，如圖書館的服務方向已從傳統的書籍借用，朝向多媒體的整合服

務；又各校圖書館可透過網路租借各種舘藏，不必出門，各種研究資料

就可服務到家，符合校園創意設計求進（內容增加）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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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發散延伸 
 
  發散延伸須使用創意技巧的延伸，也須運用創意方法的自由聯想

法、發展法及十二思路啟發法的聯一聯和擴一擴等，舉例來說，利用火

棒燙髮，不同於傳統利用藥包燙髮，效果均勻與持久，發展出另一片事

業新天地。 
 

在校園創意設計上舉例來說，學校庭園設計為教材園，不僅美化綠

化校園，而且具有教育的功能，假如能結合自然相關課程，其功能就不

斷地延伸，符合校園創意設計求進（內容增加）的原則。 
 
 
七、限制界定 
 
  限制界定須使用創意技巧的減少，也須運用創意方法中十二思路啟

發法的減一減和定一定，舉例來說，有如藝術品的獨一無二，質精量少，

有限制與界定增加其價值；產品上有限量發行或手工打造者，皆有此種

效果。 
 

在校園創意設計上舉例來說，古物或地形地物的限制，若能善加利

用，效果立顯不同，例如古蹟古物可成立博物館，成就質精品高的學習

環境，符合校園創意設計求精（品質提升）的原則。 
 
八、增強優勢 
 
  增強優勢須使用創意技巧的合併，也須運用創意方法的屬性列舉

法、十二思路啟發法的加一加及聯一聯等，舉例來說，採取價低物高的

模式，增加競爭力，利用薄利多銷方式，累積財富；手機增加相機的功

能等。 
 

在校園創意設計上舉例來說，學校若在體育方面具專長，校園設計

時應彰顯體育館，符合學校教育目標求新（樣式新穎）的原則；或設置

「傑出校友」榮譽榜，增進學生追求仿傚動力，符合校園創意設計求進

（內容增加）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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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平衡折衷 
 
  平衡折衷須使用創意技巧的減少，也須運用創意方法的六Ｗ檢討

法、十二思路啟發法的改一改和代一代，舉例來說，有如臺灣政黨中有

人主張急統，有人主張急獨，與大部分選民期望不合，又想與安於現狀

的中間路線不同，而採漸進式的新中間路線討好選民（獨立或統一是未

來式），以求得執政的機會。 
 

在校園創意設計上舉例來說，興建運動場影響校園規畫深遠，可用

其他方案代替，如四百公尺跑道縮短為二百公尺，或多建球場不建大而

少用的運動場，以增加校園規畫的彈性，符合校園創意設計求進（內容

增加）的原則。 
 
十、取代交換 
 
  取代交換須使用創意技巧的轉向，也須運用創意方法的重組法、分

合法及十二思路啟發法的代一代和變一變，舉例來說，張冠李戴造就不

同的情境，可利用角色交換，瞭解當事人感受，尋求解決方案；或者利

用某事物取代某事物，以化解爭端或增進品質，如旅遊點因故未能成

行，採用其他更有吸引力的地點替代。 
 

在校園創意設計上舉例來說，以綠籬取代圍牆，增進學校與社區的

親和力；傳統教室中老師站的階梯高而學生的座位低，但階梯教室的設

計是教師與學生互換，符合校園創意設計求進（內容增加）的原則。 
 
十一、歸納演繹 
 
  歸納演繹須使用創意技巧的轉換，也須運用創意方法的分合法或十

二思路啟發法的搬一搬和縮一縮，舉例來說，某便當廠商食物中毒事件

發現，假如便當中有某海產者發病，可歸納表示某海產可能是病因；又

尿酸高於平均值易產生痛風，某人痛風可推演其尿酸一定比平均值高。 
 

在校園創意設計上舉例來說，新建校舍學生喜愛使用，若校舍可變

化重組，教學情境隨課程更新，可歸納必受學生喜愛；有如開放教室的

設計，符合校園創意設計求變（功能改變）的原則。另外，校園創意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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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可從點開始做起，連成線狀擴展延伸到平面甚至立體，符合校園創意

設計求進（內容增加）的原則。 
 
十二、聯結借用 
 

聯結借用是採用兩個或兩個以上毫不相關的產品加以聯結，試著結

合出新產品又稱為「強迫組合」，此種方法有時可誘發新觀念或新發現，

須使用創意技巧的轉向，也須運用創意方法中十二思路啟發法的聯一

聯，舉例來說，如隨身碟附加多媒體播放器（MP3）就造成多功能的３
Ｃ產品的大商機。 
 

在校園創意設計上舉例來說，成排樹林與道路連接，巧妙地利用兩

樹之間可停置一輛汽車的設計，既有林蔭遮陽，又可疏解停車位不足的

問題，符合校園創意設計求妙（絕處逢生）的原則。 
 
  綜合上述，將創意的技巧與方法運用於學校建築設施，其表現就是

校園創意設計，上述十二項創意設計的方法運用於校園設施中，僅僅是

創意的基本運用而已，還有其他方法可供使用，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依

其運用只要符合校園創意設計的原則即可，但並非某種創意的方法就產

生某項校園創意設計的原則，會依其運用符合某些校園創意設計的原則

而定。 
 
 
 
 
 

第三節 校園創意設計的特徵指標 
 
  行銷學大師 Philip Kotler認為面對各國各地激烈的全球競爭，每一

個地方都必須創造自己在競爭市場中的作用與功能；擁有策略規畫的地

方，將成為強而有力的經濟競爭者（引自朱庭逸，2004）。高中亦不例

外，必須找到自身的特色與定位，依據學校優缺點作完整的策略和規

畫，並進一步的尋求突破與發展，欲達此目的須有完善的檢查機制與參

考標準。 
 

優質完善的校園設施應是提升學校競爭力的指標之一（黃世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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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而校園創意設計的設施就是優質的校園設施；本節首段說明指

標的意義、次段說明指標建構的方法、第三段說明校園創意設計特徵指

標。 
 
壹、指標的意義 
 

詹紹威（2005）認為指標（indicator or criterion）的意義可以是特定
現象或事物相關資訊之量度（直接），或是可合理替代該量度者（間接）；

一般而言，指標應具備三種基本功能，其一，簡化複雜現象；其二，量

化或質化各種事物狀況；其三，達成溝通或將各種事物分類之任務。 
 

本段就其定義及類別等說明如下： 
 
一、指標的定義 
 
  綜觀國內外相關文獻，對於指標的定義，一直是眾說紛紜、莫衷一

是，沒有統一且明確的參考準則；在狹義的指標定義中，Inhaber認為是
一種無單位的分數比值，分母與分子同時具有相同的表達單位和參數測

值（引自陳冠榮，1997）。Kerlinger（1986）認為指標應具備兩種要素，

一種是可以利用觀察事項取代不可觀察的事項，另一種是由兩個或兩個

以上數值組成的單一數值。Cuttance（1990）認為指標是用來測量事物

的品質或數量。通常分為定性與定量兩種表示方法，在定性法方面：作

為描述性質和狀況的工具；在定量法方面：利用調查所得的數據，透過

整理、分析所獲得之結果。無論是定性或量法方面，皆能夠對產品的品

質或數量進行標準量度及分類。 
 
  張春興（2004）認為指標的定義是用一件事來代表另一件事的狀態

或變化，前者即為後者的指標。廣義的指標定義中， Spee和 Bormans
說明指標即為一種信號（signals）或指引（guides），可用來解釋制度

或部分制度的表現情形（引自蔡惠瑜，1999）。呂錘卿、林生傳（2001）
認為指標是一種評定抽象事物或概念的一套或者一些特徵，可以被具體

的描述並界定清楚，作為判斷此一抽象事物優劣或程度差異之依據。 
 

指標是用來評估與判斷工作表現價值與績效，指標必須包含在評鑑

系統中，可以具體驗證、解釋或描述有關知識、技能、態度及行為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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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美國評鑑中心 The Evaluation Center，2002）。徐超聖（1999）認為
指標是用來指出或顯示某種已存在的現象，若該現象或特徵較為抽象，

不易直接觀察或不便測量，因此，以另一種較能測量或觀察的指標來表

徵該現象或特徵，以便觀察與記錄。 
 

綜合上述，指標的呈現方式，它可以是數字、符號、文字、顏色或

質化描述等；它能將概念原則「化繁為簡」清楚的表述，更可進一步地

闡明概念原則的特徵，以作為實證研究價值判斷的基礎和參考依據。 
 
二、指標的類別 
 

大體來說，Johnstone（1981）認為「指標」可分為量化的指標

（quantitative indicators）和質化的指標（qualitative indicators）兩種；在

量化的指標方面：它反應出一個可數值化的結果；在質化的指標方面：

它是用來確認數量的相對卓越程度，根據此種分類，指標通常具有五種

特性： 
 
（一）指標能指出普遍的狀況，但在科學上未必具有良好的精確性。 
 
（二）指標和變項在本質上是不相同的。變項只用於反映社會特定層面

的現象，而指標則是整合相關變項的概念與意義後，所呈現出社

會現象簡化的縮影。 
 
（三）指標可以是量化的數字，必須根據建構原則，解釋其意義。 
 
（四）指標數值的適用性是暫時的，會隨著時間的變遷有所變動。 
 
（五）指標是理論發展的起點。 
 
據此，研究者必須透過確認相關概念原則、將概念原則的定義轉換為可

測量變項的特徵，再進行資料蒐集與指標建構的工作。 
 

另一種指標分類方式，Johnstone（1981）將指標依整個系統分類，

區分為個別指標（individual indicator）、單元指標與綜合指數等三種。

在個別指標方面，是由個別參數所測得之數值或質化描述；在單元指標

方面，是將個別指標分類統計，組合成單一的數值或質化描述；而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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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數方面，是將個別指標或單元指標整合成單一的可量化的比值或質化

描述；林奇芳（2002）舉例說明其關係，如各級政府機關的公務統計報

表，有如臺灣地區社會指標，就是一種綜合指數；社會指標體系中包含

了家庭狀況、教育、生命健康、工作生活品質與就業等類別，這樣的分

類方式就是單元指標；而各類別中所分別涵蓋之次類別，如教育的單元

指標中有國小、國中、高中、大專及研究所以上等，就是屬於個別指標。 
 
 
 
貳、指標建構的方法 
 
一、指標建構的原則 
 

良好的統計指標只要用少數的統計量，就能夠把整體現象的特徵完

整的呈現，以達到化繁為簡的功效，同時兼具瞭解研究現況及作為預測

未來的決策依據（蔡惠瑜，1999）。有鑑於此，在選取特徵指標建構的
過程中，必須對研究現象的各個領域範疇全盤瞭解，才能夠將特徵狀態

指標化，而且特徵指標必須能夠清楚傳達及描述整體環境之現象。另

外，隨著特徵指標不同的使用目的及場所等條件下，特徵指標的選取必

須進行適度的調整，以建構出實用而且有效的特徵指標系統。通常，建

構指標常依下列十點原則（游靜秋，1997）進行： 
 
（一）具有代表性和顯著性。 
 
（二）可量化而且資料取得容易。 
 
（三）可靠的統計測量結果。 
 
（四）可用於比較不同時間與空間下的環境狀況。 
 
（五）對於時空的環境變化敏感度高。 
 
（六）具有預測未來環境變遷趨勢的能力。 
 
（七）明確的運用目的，與政策具有關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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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充分的科學基礎。 
 
（九）容易使用。 
 
（十）清楚而且易於明瞭。 
 

有些專家學者認為指標的建構與設計，應該盡量簡化減少複雜的程

度，結構必須簡潔明白，不管研究者是誰皆能瞭解而且易於使用指標，

進而能夠提昇研究的效率。但有些學者看法不同，他們認為指標內容的

建構，涵蓋範圍應該廣泛而且周延，才足以清楚描述所欲觀察事物的現

象。劉春榮（2003）認為在教育品質的觀點上，指標與方式要具有彈性，
任何一項評鑑，評鑑指標的建立具有關鍵性，因為它明示需要努力的項

目，也是評鑑的基準；指標不僅具有合適、實用、可行和正確等性質，

而且需要因地制宜，具有適應環境的彈性，才不致於僵化和形式化。 
 

綜合上述，研究者認為不論何種類別，回歸特徵指標建構的目的而

言，無非是希望讓使用者透過特徵指標之指引，能夠在最快的時間內，

對現象或狀況做出適當的決策判斷，以提升特徵指標運作效率。因此，

特徵指標的建構原則不會因時、因地及使用目的而變更，若須修正與調

整必須考量整體的情況。 
 
二、指標建構的性質 
 

指標的建構雖可將複雜之環境現象簡化，但同時也省略了一些資訊

來源。Leon Braat曾就資訊量、資料濃縮程度和指標使用者分成三個向

度，繪製成等高正三角形的指標階層圖（參見圖１）；最下層代表資訊

量，數量最為豐富充分，足以做為進一步研究探索的基礎，常常作為科

學家所使用的指標，此類指標泛指所有可能的基本參數、變項或特徵可

作為測量用，其性質明確而且容易分辨；中層部分通常是提供給決策者

參考使用的指標，此階段的指標已將資料濃縮歸納，它需要綜合各單元

指標，作為績效評估和資源分配的參考依據；最上層乃是最精簡的指標

模式，通常是為了使民眾便於使用和閱讀，而採取簡化的方式，可做為

一項有效的溝通工具。在此不難發現，愈往上層時，資料濃縮程度就愈

大，所呈現的資訊量也愈簡單扼要（引自游靜秋，1997）。 
 

本研究在校園創意設計特徵指標之建構，其目的在瞭解各校校園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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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設計的現況與應用，除可做為該校日後決策之參考外，亦能提供其他

研究者，進行校園創意設計相關研究改進之方向；因此，本研究所建構

之特徵指標，介於下層與中層之中間地帶。 
 
 
 

大 

民眾使用指標
資
訊
濃
縮
程
度 

決策者使用指標

科學家使用指標

小 大 
資訊量

圖１：指標建構階層圖 
資料來源：臺灣地區環境品質指標建構之研究（頁5），國立臺灣大學環境工

程學研究所碩士論文，游靜秋，1997，未出版，臺北市。 
 
 
 
參、校園創意設計的特徵指標 
 

目前除詹紹威（2005）校園創意設計特徵指標建構的研究外，尚無
其他人的有關研究，本研究尚屬初探性質的前導研究。校園創意設計的

特徵指標主要以描述概念為主，並由研究者透過相關資料自行發展，用

以解釋各校校園創意設計的表現狀況，透過特徵指標的指引，能清楚且

明白地表述各校在校園創意設計所呈現的具體表現，包含原則、特徵或

屬性等基本概念，故採用質化的指標。 
 

本研究根據湯志民（2002a）「校園創意設計」的面向，所提出「求
新（樣式新穎）、求變（功能改變）、求精（品質提升）、求進（內容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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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求絕（本質逆轉）、求妙（絕處逢生）」等六項原則，來建構特徵

指標；校園創意設計特徵指標的建構步驟始於質化研究之資料蒐集，分

析其因素和性質，過程中研究者持續地進行文獻和文件的資料分析與彙

整，歸納統整出各原則特徵指標的雛形類別，並經由指導教授等專家指

導，將指導意見統合後加以發展，經由討論並陸續修正而得，經修正調

整所呈現者，即為本研究所欲建構的特徵指標。所以本研究採「專家決

定」的模式，為求能符合校園創意設計的意義並兼顧精準、有效及完整

性，大部分的特徵指標已再修正，以符應研究目的。 
 

校園創意設計的特徵指標，須明確的劃分校園設施或空間的表現情

形，能夠把校園的特徵完整的呈現，除了方便、容易使用外，而且具有

可靠性和一致性，不管研究者是誰？皆有相同的結果，能夠有效的分辨

校園創意設計的類別，具有效度。以指標的分類來說，各特徵指標是「個

別指標」，每項原則為「單元指標」，而校園創意設計的統計量（項數）

即為「綜合指數」。 
 

綜合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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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建構各原則的特徵指標，須要符合各
原則的基本理念和作法；本段就各原則特徵指標的個別標準，由難到易

的方式排列，或以性質類別來分割，除了簡單說明特徵指標的意義外，

並舉例說明，表達各項特徵指標的觀念，但不作量化處理；分別說明如

下： 
 
一、求新（樣式新穎）方面：設施或空間在造型上、色彩上、

材料上等與傳統不同。 
 
（一）設施或空間在造型上與傳統不同 
 

利用調整轉向技巧，仿古或模仿設施文物，或在造型大小等首創使

用等；例如國立復興劇校設有國劇臉譜造型的石碑，及國立蘇澳海事水

產高職校門入口區的船錨雕塑，具有彰顯設校的目的（湯志民，2002a）。
例如，校園公共藝術設施方面，奇特造型有如高雄市立左營高中藝能館

前，許禮憲的作品「飛舞人生」。國立桃園農工的巨型綠廊（湯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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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a）。如同臺北市立大同高中前庭，具有中國太極造型奇特之龍騰噴

泉（湯志民，2002a）。又如彰化縣國立溪湖高中，校門口警衛室運用八

角形的牆與屋頂，視野寬廣。 
 
（二）設施或空間在色彩上與傳統不同 
 

利用顏色或標誌等識別，設計設施或空間成為校園獨具特色；例如

臺北市立南港高中校徽「跳躍種子」識別系統，透過環境標誌的整體規

劃，讓學校產生文化動力，以生生不息、健康、活力、地理環境特色，

結合英文校名設計出校徽，校徽應用在識別證、座位牌、獎座、便條夾、

筆記本與紙杯等，甚至學生的制服，學校的旗幟，公布欄課表裝置等，

都是學校整體意象設計規畫的成果。 
 
（三）設施或空間在材料上與傳統不同 
 

利用不同材料，設計校園設施或空間，如屋頂用玻璃或太陽能板

等，或者設施建材用料與眾不同等；例如臺北市立中崙高中「樹的組曲

－豐收喜悅」，是三座幾何樹形的塑鋼雕刻，代表每個學子雖有不同特

質，但都是教育者悉心栽培並期待豐收的果實。 
 
二、求變（功能改變）方面：可分多功能、局部改變、轉作其

他功能使用。 
 
（一）設施或空間具有多項功能使用 
 

設施已朝多功能使用來設計，可使得空間隨著教育情境變化充分使

用；有如苗栗縣國立卓蘭實驗高中弘道館二樓，可作為全校集會演講場

所，可作為躲避球場、排球場、羽球場、籃球場及風雨教室，舞臺可作

為藝文表演場所，又可放映電影等，是一個多用途的場所。 
 
（二）設施或空間局部改變具有其他功能 
 

將設施局部改變，即具有其他功能或兼有其他功能，如綠籬作為圍

牆或迷宮等；例如彰化縣國立鹿港高中「採光屋頂」，利用高低差的玻

璃窗，採光兼具風兩走廊及光影變化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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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施或空間轉作其他功能使用 
 

不使用原有設施功能，而改以其他功能來展現，如牛或馬車輪當圍

牆或者當作花圃裝飾、屋頂變花園等，變成自然採光教室或兼顧能源教

育功能等；例如桃園縣國立桃園農工前庭的「牛車花臺」。 
 
三、求精（品質提升）方面：古蹟文物的再利用，具有價值及

潛力的設施。 
（一）符合政府規定的古蹟或文物 
 

符合國定、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規定一、二、三級的古蹟或文物；

如國立暨南國際大學附設高中（前埔里高中）「大馬璘文化遺址」。 
 
（二）由政府列管的歷史建築或文物 
 

符合直轄市、縣（市）政府列管的歷史建築或文物；如臺中縣國立

東勢高工「大雪山林業公司製材場」、各校百年以上的老樹或古蹟文物

等，如臺北市立建國高中紅樓、國立臺中高農的紅樓。 
 
（三）與學校相關的史蹟文物或設施 
 

學校創校的紀念、校史館等有關的設施或文物；如臺北市立第一女

中書寫「正直、堅強、嫻淑」的校訓石碑（湯志民，2002a）。 
 
四、求進（內容增加）方面：具有體、面、線、點的設施或教

材園。 
 
（一）串聯設施或空間，由平面擴展延伸為立體，具有教化或輔助教學

功能 
 

校舍建築層層疊疊，庭園景緻左右對稱及花樹綠籬上下起伏，運動

設施環環相扣，附屬設施相互串聯等，運用巧思規畫使之具有教化或輔

助教學功能；有如國立溪湖高中有三棟四層樓的校舍，棟與棟相連，中

間以庭園分隔，三座庭園設計各有特色，各棟四層樓陽臺栽種不同的植

物，並有標示，形成立體的教材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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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串聯設施或空間，由線狀擴展延伸為平面，具有教化或輔助教學

功能 
 

平面可能是上下左右或是前後左右的型式，串聯設施或空間，使之

具有教化或輔助教學功能；有如國立臺北市私立東山高中整個校園在臺

北市郊（文山區），利用校園及後山的大自然環境，成立臺北市第一所

具有「大自然生態教學園區」的高中，整座校園及山林為教材園，設有

標誌、導覽說明及結合生態教育；概略可分為七大生態觀賞區，分別是

校園花圃區、汽車步道區、行政大樓區、螢火蟲生態保護區、蜜源植物

區、蕨類植物觀賞步道區、後山闊葉林區。 
 
（三）串聯設施或空間，由點連成線狀，具有教化或輔助教學功能 
 

串聯設施或空間，設計成同類型或一系列的教育情境，由單點連接

成線狀，使之具有教化或輔助教學功能；有如臺北市立南港高中數學步

道結合學習單，用設站闖關的方式分成八個關卡，從警衛室旁的圍牆問

題開始，到整個校園的面積計算等，提供學子另一種數學的學習模式。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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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施或空間寓教於樂或具有教育意含，成為校園具有特色的設施或

教材園等；有如彰化縣國立溪湖高中寓教於樂的蝴蝶生態園區，從卵孵

化到成蟲有專區與導覽解說，自成一系列設施，具有輔助教學的功能。 
 
 
 
五、求絕（本質逆轉）方面：廢物再利用、劣勢轉為優勢。 
 
（一）廢物再利用 
 

利用廢棄物再生使用，美化環境外，使得廢物重生使用；有如美國

加州沃克曼高中（Workman High School）山上滾落庭園的圓石，提供成

績好的學生在圓石上彩繪及塗鴉等（湯志民，2002a）。國立花蓮高中利

用廢棄枕木作為庭園休憩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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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將設施或空間的劣勢轉為優勢 
 

有如宜蘭縣國立羅東高中的沁園，親水功能兼作過濾池使用，抽取

地下水經沁園三次，藉此改善地下水的性質並有二種成效，一則形成水

池景觀，二則過濾後的地下水流歸游泳池使用，作為該校游泳池的水。 
 
六、求妙（絕處逢生）方面：無中生有、功能與價值提升。 
 
（一）設施或空間的功能無中生有 
 

臺北市中山女高前庭中的成排樹林，後來發現可作為天然有蔭涼的

停車場，在二棵樹木之間，恰可停放一部汽車，有效疏解校園停車問題

（湯志民，2002）。臺中市國立臺中高工規劃成排樹林作為「停車場」

保有植林與停車空間。 
 
（二）設施或空間的功能與價值提升 
 

將閒置的教室轉變作為教師、校友休閒室或家長會辦公室或校史館

等提升空間的效用，或利用地形的高低差作為看臺或隔離的屏障等；如

國立卓蘭實驗高中將閒置的辦公室改成校史館及校友休閒室（參見圖

17）。 
 
  上述學校的範例，附上照片羅列如下：國立左營高中「飛舞人生」

（參見圖２）、臺北市立大同高中具有中國太極造型奇特之龍騰噴泉（參

見圖３）、國立溪湖高中校門口警衛室（參見圖４）、臺北市立南港高中

校徽「跳躍種子」識別系統（參見圖５）、臺北市立中崙高中「樹的組

曲－豐收喜悅」（參見圖６）、國立鹿港高中「採光屋頂」（參見圖７）、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附設高中（前埔里高中）「大馬璘文化遺址」（參見圖

８）、國立東勢高工「大雪山林業公司製材場」（參見圖９）、國立臺中

高農的紅樓（參見圖 10）、國立溪湖高中立體的教材園（參見圖 11）、
臺北市私立東山高中生態教學園區（參見圖 12）、國立溪湖高中的蝴蝶

生態園區（參見圖 13）、國立花蓮高中利用廢棄枕木作為庭園休憩椅子

（參見圖 14）、國立羅東高中的沁園（參見圖 15）、國立臺中高工規劃

成排樹林作為「停車場」保有植林與停車空間（參見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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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２：國立左營高中飛

舞人生 
圖３：臺北市立大同高

中龍池 
圖４：彰化縣國立溪湖

高中八角形警衛室 
圖５：臺北市立南港高

中校徽跳躍種子 

 
圖６：臺北市立中崙高

中樹的組曲—豐收喜
悅 

圖７：國立鹿港高中採

光屋頂 
圖８：國立暨大附中大

馬璘文化遺址 
圖９：國立東勢高工大

雪山林業公司製材場 

 
圖10：國立臺中高農的

紅樓 
圖11：國立溪湖高中 

立體教材園 
圖12：臺北市私立東山

高中生態教學園區 
圖13：國立溪湖高中 
蝴蝶生態園區 

 
圖 14：國立花蓮高中庭

園枕木椅子 
圖15：國立羅東高中抽

取地下水經沁園三次 
圖 16：國立臺中高工保

有植林與停車場 
圖17： 國立卓蘭實驗高

中辦公室改為校史館 

 
  綜合上述，校園創意設計有六項原則，每項原則分為二至四項特徵

指標，計有十七個特徵指標；十七個特徵指標已大致包含校園創意設計

在校園設施的表現情形，但不可避免的，還是有部分設施在各項特徵指

標的認定上難以歸類，若有重疊現象，以其最明顯的特徵指標歸類，並

由研究者進行分類（特徵指標整理如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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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校園創意設計特徵指標摘要表 
序 原 則 編碼 特  徵  指  標 

１ 求新 Ａ 設施或空間在造型上與傳統不同 

 （樣式新穎） Ｂ 設施或空間在色彩上與傳統不同 

  Ｃ 設施或空間在材料上與傳統不同 

２ 求變 Ｄ 設施或空間局部改變具有其他功能 

 （功能改變） Ｅ 設施或空間具有多項功能使用 

  Ｆ 設施或空間轉作其他功能使用 

３ 求精 Ｇ 符合政府規定的古蹟或文物 

 （品質提升） Ｈ 由政府列管的歷史建築或文物 

  Ｉ 與學校相關的史蹟文物或設施 

４ 求進 Ｊ 串聯設施或空間，由平面擴展延伸為立體，

具有教化或輔助教學功能 

 （內容增加） Ｋ 串聯設施或空間，由線狀擴展延伸為平面，

具有教化或輔助教學功能 

  Ｌ 串聯設施或空間，由點連成線狀，具有教化

或輔助教學功能 

  Ｍ 設施或空間具有教化或輔助教學功能，成為

校園的焦點設施或教材園 

５ 求絕 Ｎ 廢物再利用 

 （本質逆轉） Ｏ 將設施或空間的劣勢轉為優勢 

６ 求妙 Ｐ 設施或空間的功能無中生有 

 （絕處逢生） Ｑ 設施或空間的功能與價值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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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校園創意設計的研究案例 
 

國內外學者在校園創意設計的研究很少，而專章討論者更是鳳毛麟

角，國內首見湯志民（1999a，1999b，2000a，2002a）的研究，而有關
研究僅見朱庭逸（2004）研究創意空間，其研究的方向與策略偏重文化

傳承；張秀惠（2004）研究臺北市中學校園空間創意設計，其研究在探

討校園創意設計者的人格特質與師生的用後評估。本節僅討論教育部的

計畫與成果、國內部分各級學校、美國一些校舍維修改建等、和湯志民

（1999a，1999b，2000a，2002a）花草樹木及景觀的一些研究實例。 
 
壹、教育部與各級學校的校園創意設計 
 
一、教育部的計畫與成果 
 

教育部（2002）發表「創造力教育政策白皮書」提出五大願景： 
 

具體言之，創造力教育白皮書旨在實現「創造力國度」

（Republic of Creativity ，ROC）之願景，其涵蓋要點有以下
五項：  
──培養終身學習、勇於創造的生活態度 
──提供尊重差異、活潑快樂的學習環境 
──累積豐碩厚實、可親可近的知識資本 
──發展尊重智財、知識密集的產業形貌 
──形成創新多元、積極分享的文化氛圍（P.5） 

 
教育部以教育為核心，分別從「個人」、「學校」、「社會」、「產業」及「文

化」的層面探討創造力，在二十一世紀中應有的啟蒙、涵養及實踐等角

色，去符應「世界潮流」，並以「打造創造力國度」重新詮釋 ROC一詞
為 Republic of Creativity。推動創造力教育之行動方案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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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創意學養持續紮根等，各項行動方案的啟航，象

徵著創造力教育時代的來臨。其中「提供尊重差異、活潑快樂的學習環

境」與校園環境有關，在行動方案中創意學校總體營造，與校園建築息

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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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創造力教育政策」施行範圍從幼稚園到大學，各教育階段

採全方位觀點，將創造力教育融入各生活層面，並分別制定合乎創造力

教改主軸之政策原則。民國 91 年開始辦理第一屆「創意校園整體規劃

計畫」及「校園創意空間營造計畫」邀請賽（教育部，2004），民國 93
年為第三屆，其辦法摘要如下： 
 
（一）計畫緣起 

艾弗尼‧紀伯拉（Ivone Gebara）曾言：「當你邀請人們思考
時，你是正在徵求革命。」（When you invite people to think you are 
inviting revolution.）；過去許多臺灣的大專院校在考量校務發展興

建校舍之際，由於經費不足或時程壓力，往往未及時進行校園整

體規劃，隨即興建校舍，其結果常造成少數單棟校舍造價不低，

各單棟建物與建物間缺乏整體關連，急就章的校園，往往無法支

持師生活動所需正式與非正式的空間，而校園空間的混亂無特

色，也無從累積大學的人文歷史，更很難期待師生以校園附著對

學校的認同感。此專案希望透過：校園整體規劃與公共空間創意

的營造，逐步改善校園環境。這個過程特別鼓勵各大專院校師生

參與校園營造。 
 

經由使用者參與過程所營造的空間，不同於由建築師單向思

考之空間。因為其超脫純粹美學或簡單機能之要求，而貼近使用

者之真實需要，因此有條件創造出更具認同感且個性十足的創意

空間。鼓勵創新的氛圍（milieux of innovation），這是做為一種學
習地方與學習機構/制度的大學校園，所最需要的根本特質。這些

特質可以表現在校園整體規劃，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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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校園的創意空間至少有四點特性可以描述 

１這裡是多重功能重疊的空間，甚至是容許預料之外的使用方式

與鼓勵非正式活動容易發生。 
２這裡是師生主動參與，充滿可能性，期待什麼事都會發生的地

方。 
３這裡是能支持公開說話，有助相互認識、溝通、消除歧視與成

見、營造公共論述的發言空間。 
４這裡是鼓勵學生與社會、與市民之間進行互動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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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意空間指的是校園內能量豐沛的地方，可能是戶外小廣場、自

然景觀、廊道、也可能是校舍間某個角落。可是，支持它產生的

無形的社會過程卻是創意空間是否具有創意的關鍵。這個空間歡

迎不同領域背景的師生在此相遇，可支援各式各樣校園活動，例

如溝通、交流、討論、實驗性展演、或研究教學呈現等，藉由這

些活動激發更多跨領域之創意。這就是校園創意空間。串連校園

中這些空間，就是塑造學校的特色的過程，表現的就是大學本身。 
 
（四）活動對象 

本計畫由學校師生、行政單位（亦可邀請社區人士）共同籌

組「校園規劃小組」提案。必要時可委請空間專業團隊協助。我

們鼓勵行政單位與師生等校園使用者間的相互合作，甚至是學生

社團說服學校的營繕組一同參加。 
 
（五）提案類別 

１創意校園整體規劃案（以一年為期，93 年 9月 15日至 94 年 9
月 15日）：鼓勵校園的社區營造，針對全校提出有創意的校園

整體規劃構想，包括實質空間之規劃，校園營造活動的參與式

決策過程，以及後續行動策略。甚至，校園空間利用方式的改

變、校園亞文化的發展都可以包括在內。我們希望看到提案單

位提出初步的理念與夢想，以及，預期將如何規劃的過程。 
２校園創意空間營造案（以六個月為期，93 年 9月 15日至 94 年

3月 15日）：提出校園中某一特定空間營造之行動計畫，如：

A.規劃設計構想，包括實質空間之規劃設計（至概念設計階段

schematic design）與營建經費預估。B.後續空間經營構想：未
來如何經營此空間、執行機制為何、序列活動規劃。C.整合資
源籌措後續經費構想。 

 
（六）成果發表 

上述二類型專案需至少辦理全校性期中與期末說明會。規劃

設計成果暫訂於 2005 年 3或 4月舉辦公開之創意觀摩會。歡迎
與虛擬校園的網際空間連結，發揮跨界的更大影響力。教育部亦

將於二類專案計畫期程屆滿後舉辦公開之創意成果觀摩會。「校

園創意空間營造案」成果優良者，並取得校方工程施作同意書，

其第二階段施工與後續空間經營經費，教育部將予部分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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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從 2002 年起辦理校園空間營造計畫，並於 2003 年度辦理評

鑑，入選「校園創意空間營造」的名單有：國立臺南藝術學院（光與水

的對話－南藝文岸）、大漢技術學院 （凝聚有限你我心、創造無限大漢
情→洄瀾夢、永續校園）、南榮技術學院建築工程科（創意校園空間營
造案）、中原大學室內設計學系（設計合院生態村）、國立臺北護理學院

（鍾愛一生－悲傷療癒花園）、高雄醫學大學創意校園規劃小組（水岸

厝邊）、東南技術學院（東南技術學院校園創意空間營造案－山人行）、

經國管理暨健康學院（彩蝶飛舞與鳥叫蟲鳴與自然有約，找回久違了的

精靈）、中華大學建築與都市計畫學系（心情交流道）及國立高雄第一

科技大學（人、環境與科技－時間廣場）；摘錄各校成果分述下： 
 

有如高雄醫學大學「校園創意空間營造案」，打破校園圍牆走出校

舍，融入社區的主張，由學校師生與社區人士認養「一人一磚」，不僅

深獲師生的認同、社區民眾的好評，更得到了教育部高度肯定與推薦；

這項計畫鼓勵同學們一起積極發揮創意，重新規劃校園空間讓陳舊的校

園換上新裝，詳細相關資料訊息，請至教育部創造力網站查詢

（http://www.creativity.edu.tw/）；營造案分三部分，在近程部分有北側校

門口前道路變裝、榕樹實驗舞臺、人文大道；在中程部分有公園生態密

林區、公園步道再造、寶珠溝污水整治；在遠程部分則有寶珠溝親水生

態保護岸、大學城社區願景館。 
 

民國 92 年入選教育部第二屆「創意校園整體規劃」的名單有國立

臺灣大學（永續足跡的拓展－環境學習創意園區之建置與永續經營）、

長榮大學（創意校園整體規劃）、國立交通大學（新築交大—光復公共

空間）、中國技術學院（竹風四季）、國立臺中技術學院（沙漠中的綠洲）、

中國文化大學（草山明珠—沒有圍牆的綠色校園）、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tree bridge以樹為橋，我們想像著某種連結）及國立聯合大學（好客

滋生愛苗的抓地力校園）等。藉由學生、老師和學校行政人員，甚至跟

社區居民間已經有了最佳的聯繫，充分合作克服困難，在這得獎的二十

幾所大學院校中已經有初步成效，希望教育部在未來能將創意改造的觸

角廣伸至中小學，讓校園能夠真正廣泛融入師生與社區家長人士的生活

記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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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級學校校園創意設計 
 
  潘國正與陳愛珠（2004）指出「國立交通大學」（簡稱 NCTU）正
在推動創意空間計畫，由學生自力營造校園的公共空間，取名為「NCTU
創意空間」計畫的首項創意設計，是位於學生餐廳前的步道，由學生與

總務處協商溝通，自行規畫、自覓建材、自力施工，建造過程中不斷地

與學生代表溝通意見，以使用者的觀感作為創造的來源；雖然目前只是

一個空間改造的雛型，但代表的意義却是與傳統相悖，已往校園空間只

由行政單位單向規畫，重視經濟與混凝土安全堅固的理念，校園設計缺

乏人性與文化；「NCTU創意空間」計畫帶來不同的方式、理念及注重

使用者成為規畫重點，使得校園作為一個創意設計的公共性才能被突

顯。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夏鑄九教授受邀演講，主講「公共空間

與大學校園」指出大學校園作為一個公共空間的意含，肯定「NCTU創
意空間」計畫的實施，就是希望透過這樣的校園規畫案，打破向來操縱

在僵化的官僚體系下的校園空間規畫，可以將主導權真正交到使用者手

中，以由下而上的方式，讓生活在校園中的學生和老師能夠親身參與校

園的規畫與營造，如此不僅能滿足師生的使用需求，也能從規畫過程中

凝聚對空間的情感與認同。 
 
  高雄市立「國昌國中」校舍採整體規畫分期興建之方式，以有限校

地發揮最大的空間效果，建築設計上兼顧整體、美觀、實用、創新、衛

生、安全等基本原則，並符合人性化、現代化、藝術化之要求，校園具

有寬敞的學習空間及庭園景緻，校園內有大型藝術陶壁、立體的銅雕、

藝術浮雕等公共藝術（求新原則）及曾順謀先生提供之藝術文物館收藏

品（求精原則），使學校更富藝術氣息，學生置身其中，不但可培養其

開闊胸襟，更可增進其審美觀念，加上歐式庭園造景，景觀優美且富創

意（求進原則）等，該校曾榮獲高雄市八十六學年度校園景觀選拔國中

組優等，該校注重美育的培養含有藝術之美、建築之美、庭園之美及設

備之美。藝術之美強調「生活藝術化，藝術生活化」，入門玄關陶壁有

「慧根」禪意，行政大樓三樓的浮雕展現「樹人」的精神、以及中庭地

面藝術圖案的匠心獨運，庭園「傾囊相授」銅雕有「傳承」的意義（求

進原則）；更有藝術文物館，典藏的珍品提供師生心靈的饗宴。建築之

美表現在美化、創新的建築原則下，一瓦、一石、一樑及一柱，都掌握

現代與未來的整體規畫，寬敞的走廊有坦蕩之美，光影襯托下休閒式座

椅，更添怡然自得的氣息，校舍正面兩翼的空中八卦亭更是聽風、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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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三五好友密談的好所在；小池噴泉的創意、拱門的古典步移景易、壁

雕的精緻以及拱廊的深邃（求變原則），整體校舍方正格局，空間的寬

大舒暢，無不展現鬼斧神工的絕妙技藝。庭園之美在微風乍起，教室花

臺前的雲南黃馨如瀑布般傾瀉而下，輕輕撩起綠色珠簾，送來學子琅琅

讀書聲，操場前的拱門分隔動靜區，蜿蜒小徑通往萬紅千紫的花海和柔

軟翠綠的草皮，不禁讓人有「曲徑通幽」的詩意情懷（求妙原則），牛

車花臺（求絕原則）上停駐幾隻噪啼的麻雀、小橋流水、石桌石椅相映

成趣、石臼吐著清冽泉水滋養池中小魚、溫室的教材園中嬌貴花草正含

苞待放、師生共栽的田圃也欣欣向榮（求進原則），好一處生意盎然，

恍如隔世的「人間仙境」。設備之美在感受真、善、美的語言教室、舒

適優美的圖書館環境，閱讀之暇，活動於多功能的活動中心、禮儀教室

（求變原則），體驗生命的脈動，走過音樂教室、ＫＴＶ室，悅耳的音

符猶如初春鳥囀，仲夏蟬鳴；轉個彎，再到醞釀美感經驗的美術教室及

視聽教室瞧瞧，那流星綻放耀眼火花的瞬間，和畫筆揮灑亮麗色彩的剎

那，彷彿看見未來高更與梵谷的身影。活動之美表現在學生充分發揮「靜

如處子和動如脫兔」的特質，田徑場上用汗水突破體能的極限，只見足

球場這頭才起腳長射得分，又看到另一頭籃球場上一記超猛灌籃，體育

館內舉重和擊劍吆喝聲不斷，教室這一頭正潑墨揮毫，另一頭已綻放文

采，看見講演、書畫專注參與和投入的神情等；體驗校園創意設計的功

能盡情發揮。 
 
 
 
貳、美國校園創意設計的實例 
 

一、校舍維修與改建的原因 
 

Smith（2003）在「混合舊和新」（Blending old and new）一文中指
出：美國許多城市，因為人口成長，學校建築設施不足，動腦筋想使用

十九世紀中期至 1940 年代所建的老建築物，已往老建築物被當作政府

部門或學校的倉庫、貯藏室等；如果建築物足夠安全而且具有吸引力，

是一個有特色的空間，常常會引起大家的注意，很多學校具有上述的建

築，通常這種建築物能提供較好的教育空間，而且有較大尺寸或比率的

教室，具有高的天花板及高窗設計，可以提供自然採光與流通的空氣，

並能安排空間以供加強學習計畫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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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美國這些建築是一個建築材料和人力資源的大量投資，修復它

們以符合美國學校新的條件是對環境負責的一個表現。這些建築物大都

經由市民的參與，使得建築物外形莊嚴和兼具歷史的構造；它們具有耐

久品質的材料和象徵工藝裝飾構造的合併設計，在新的學校建築構造上

很少使用如此建築的方式（Smith，2003）。若能以週全的革新計畫和

結合的新的技術，就能將這些設備混合至新的建築中，可與歷史接軌生

生不息；雖然建造革新的花費可能超過新的建築，但是一個新的建築不

可能具有優質耐久兼具歷史意義的工藝裝飾。建造一個新的學校兼具老

建築的品質和獨特，會超過適時修復一個歷史建築物的費用，增多十六

到二十個百分比（Smith，2003）。 
 

Buffington和Baxter（2001）在「設計：重新配置的沈思」（Design: 
Thoughtful repositioning）一中指出有二種方法可以處理老舊失去功能的

校園建築設施，其一，可以移除一些牆壁隔間，增加一些新的粉刷，設

立一個新的標誌，並說服希望擁有自己永久設施的系所不情願地（短暫

地）搬進去；然而有另一種更好的解決方法：重新配置大樓，即透過創

意設計來改變，成為令人期待的空間。 
 
  Buffington和 Baxter（2001）認為當學校建築原本的設計不再適用

時，有一種成長的趨勢是找出方法，保留這些有價值但卻過時的建築

物，其方法就是重新配置。學校必須瞭解老舊建築物對畢業生、學院教

授及學生而言，常有歷史上或情感上的重要價值，而且老舊的建築物對

校園常提供視覺及情境的一致性，對於每個校園而言，它具有獨特的外

觀及感情，但其實用性相對的減少，甚至僅是校園一景而已。為了避免

被視為是二流的老舊建築物，在其重新配置時必須能活化形象，並且能

為使用者創建一個有效率的環境；改變建築物的功能、外觀及形象能夠

使得此重要資產注入新生命。在二十一世紀，一個被重新配置的建築

物，使其融入一個校園的綜合計畫，可使此校園具備一個有力的工具來

展現它的建築資產，並融合歷史具有求精（品質提升）及求新（樣式新

穎）的原則。 
 
  Buffington和Baxter（2001）認為委託團隊設計一個有創意的及可改
造成功的設施，其結果是具有特色的，它可以提供給新教育使用，以改

善學習方式，並且促成一個城市品質提升。已經成立的學校和未來的學

校，在建造設施之後，縱使設施超過一百歲，其中，仍有許多適當的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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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可重生使用，作為現代的教育設施，如此，可兼具歷史情感和符合經

濟與環保。 
 

由上述例子分析，堅固或歷經百年被重複使用的學校建築，其爭議

經常被提出而且似乎被說服，希望拆除新建；面對這些控訴，特別是老

舊建築物的共同體有腐敗的灰泥、落下的天花板、没有良好通風的窗

戶、斑剝的牆壁及腐蝕的大廳；或者有些建築雖然没有發霉的外表，但

是已不符合他們的榮耀和功能。儘管難以維持，而且其責任歸咎於劣質

維護；可是必須說服他們，老舊建築物仍然具有「完好的骨幹」，是他

們想要的和需要的教育體系建築；值得注意的方面，須要小心規畫全部

的維修，不論是老的學校或者是想要轉換另外建造的類型，皆需要小心

謹慎地設計與溝通，並能兼顧建築物的安全與發展性。 
 
二、校舍維修與改建的實例 
 
（一）新舊建築整合的例子 
 
  在紐約市Spence學校，是一個私立幼稚園至十二年級的學校，建築

物具有新的外觀，其維修經由新舊建築摻合，順利的加入一個新的教室

和體育館，重新表現在這1929年的建築物上；其作法是小心研究原來的

建築，參考此建築的成份，利用混合的比率與圖樣，在磚、石灰岩、窗

戶的細節、矮牆及欄杆使用的材質和色調，使用相同的方式修復建築的

內部，重新建構圖書館／媒體中心以避免擁擠，不同於原來熟悉木頭鑲

板的圖書館，這個設計僅是重新組合大部分原來的木造品，而且如同原

來的建築物細節，諸如：圖書館傢俱的質料有拱形的門柱和木製窗戶的

周圍具有更加現代的設計，其結果是兼具傳統學校的感覺和一個可以擁

抱未來的先進科技中心（Smith，2003）。 
 
（二）學生宿舍改為學術大樓 
 

Shanks Hall大樓建於二十世紀初，是為了陸軍軍官學校的學生而

建，當初此大樓的設立，是為了他們可以在此住宿、吃飯及娛樂；此建

築物的整修，是校園中首先被正式計畫的部分；1990 年左右，由於軍官

學校入學的學生銳減，此建築物提供給學生住宿的需要降低；此外，在

另一邊 2600英畝的校園上，新的、高品質的宿舍提供了更吸引人的選

擇；因為這些改變，大學決定將此建築物改為學術大樓，此建築物被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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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設計為英文及溝通研究系所的用地；此建築物被重新配置時，設計家

們不僅僅只是改變某些功能，以適應存在的計畫而已，並且結合一些特

色及使用者的舒適性，而把住宿大樓改為學術大樓（Buffington和
Baxter，2001）。 
 

在美國校園建築中，住宿大樓在外形上及規模上大多比學術大樓樸

素，極少數有圖騰象徵，因為住宿大樓少有人捐贈；又住宿大樓在命名

及出眾的象徵佈置上通常是不受重視的；窗戶被安裝在各別的房間，窗

戶是一致的没有任何變化來顯示各式各樣的功能；此外，學生宿舍樓與

樓之間的高度被降低了，原因可能是小房間不需要高的天花板，也可能

是為了降低建築成本。相對地，學術大樓的特色是標示清楚的大門，又

大又顯著的出入口，如此可鼓勵學生、教授及參訪者進入大樓，或者通

過大樓前往另一個目的地；此空間使人們適應整個大樓，縱的通道位於

此處或鄰近此處，並有指標在附近。 
 

另外，空間的規模及設計，提供人們視覺上的線索，可讓人們明瞭

他們處於公共地區；學術大樓的樓與樓之間高度較大，因為教室需要較

高的天花板以容納複雜的機械系統。大容量的教育設施也可包含階梯教

室、各式各樣功能的空間、休憩室、辦公室、教室、研討室及預備空間，

這些不同的空間需要各式各樣的窗戶尺寸、種類及風格。學術大樓建築

物的正面有比較多的象徵，常依捐贈者而取名，或者認同某項特殊的學

術領域，或者提供視覺線索以彰顯使用此大樓團體的重要性。基本上住

宿大樓與學術大樓有許多不同處，例如，不論住宿大樓有多大，通常質

樸的大門被設置在不醒目的地方，只能通過一人的大小而已，住宿者及

訪客在進入更私人的地方之前，通常被阻隔在一個小空間中；通常社交

區及娛樂空間被設計在大樓的深入（被保護）地區，並且遠離管理檢查

的地方。 
 

由此例分析，建築設計家們需要考慮許多議題有：住宿大樓與學術

大樓的不同處？英文及溝通研究課程，如何在其他的校園部分及外在世

界呈現出自己的特色？可能的空間限制？溝通與設計相對的重要，能兼

顧建築物的功能與發展性，不僅保有歷史，而且符合實用性，是一項很

成功改建例子。 
 
  為了把 Shanks Hall從住宿大樓改造為學術大樓，建築師直接和使用

團體、總務處及會計室合作，改變大樓的功能及形象，並儘可能的保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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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樓的結構，以下是新計畫的內容：配合 Shanks Hall上方中庭的中央風
景區，設立新的、更顯著的大門入口；適應使用者方式來規畫內部的空

間，並能引導他們使用大樓內各種功能的空間；教室外面要有學生們集

合的空間；較高的天花板及較大的空間設計成高科技教室；最後一項設

計，在於既有四層大樓之上增建二層樓，空間大而且高度雙倍的教室；

在教室的轉角及Ｌ形建築的內部角落，設計一個有天窗的中庭歡迎學生

及參訪者，使他們適應此大樓；將原本的宿舍房間改用新的機械系統，

透過溝通的資料整修之後，成為很棒的辦公室，而且這些改變並沒有破

壞此建築物具有歷史的外觀（Buffington和 Baxter，2001）。 
 
（三）宿舍區的新生命 
 
  Williamsk大學的 Poker公寓（前身為 Stetson Road公寓）建於 1940
代末期，為了退役軍人上大學所建，這三棟二層樓的磚造建築物，每棟

大樓包含了四間花園式的公寓，提供給學生住宿，這三棟建築物很樸

素，當初建築時，只為了當時所需，欠缺單人房及團體的空間，公寓大

門背對著校園，對大學的情境並無特殊的象徵意義；一段時間之後，這

些小公寓被改為教職員宿舍，最後，這些建築物很少被利用，因為它們

被視為過時的、不符期望的老舊建築物，Williamsk大學想要重新配置這
些小公寓成為新的、具有廚房的住宿區（Buffington和 Baxter，2001）。 
 
  由此例分析，有時候，一個建築需要一個新的形象，而且需要保留

相同的基本功能；建築設計團隊須以學生的觀點為中心，對於想擁有更

獨立生活形態的學生而言，決定住宿是其需要的；這些學生對有廚房的

宿舍感到有興趣，但是對於老舊的花園公寓無法反應出正確的形象有異

議；而且公寓大門背對著校園，面向校園的另一邊，另外，公寓也沒有

提供學生想要的單人房及團體的空間等，這些都是需要考慮的議題。 
 
  因此，建築設計團隊將這三棟公寓的重新配置，每一棟創造出二個

二層樓的房子，每個單位住六個學生，第一層包含客廳、飯廳、廚房及

二間臥室，第二層包含四個額外的臥室；每個單位在它的地下室有娛樂

設施；二層樓高的大門廊標明每棟大樓的入口，創造了戶外的活動空

間，並提供了儲藏的空間，最重要的是，這些門廊面對著大學，使公寓

的外貌恢復了活力，並回應了附近校園大樓的建築風格；重新命名為

Poker Flats Housing，此三棟建築物目前由高年級的建教合作學生居住，

曾經是最不受期待的住宿公寓，現在則是校園中最搶手的住宿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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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ffington和 Baxter，2001）。 
 
 
（四）實驗大樓改為學術大樓的新認同 
 
  在Mary Washington大學的 Combs Hall大樓於 1950 年代被當作一

般的科學實驗大樓而開始使用，於 1990 年代中期建築新的實驗大樓之

後，Combs Hall大樓變得愈來愈不重要，然而，此大樓位於校園入口附

近，對於英文、現代外國語及歷史保存系所的共同課程而言是一個理想

地點；1950 年代的校園將生活、學習及社會化分成不同的領域，而現今

學術大樓的空間規劃讓學生有機會彼此互動學習，並且與教授及行政人

員有非正式的互動；Combs Hall大樓原本的架構無法提供學生這些機

會，因為教室和辦公室是連通在一起的，為了符合現代學生的需求，

Mary Washington大學要求設計者在此大樓內創造這些互動的機會

（Buffington和 Baxter，2001）。 
 
  由此例分析，不同的教育觀點影響校園建築，將生活、學習及社會

化分成不同的領域，與學生們有機會彼此互動學習，並且與教授及行政

人員有非正式的互動的學術大樓空間規劃是截然不同的，能夠改變是關

鍵所在。 
 
  因此，建築設計團隊為了增進學生們的互動，咖啡吧被創造出來

了，它擔任學生的約會場所，可容納詩歌閱讀或招待（歡迎）會，同時

也提供了珍貴的展示區，可展示歷史保存及維護課程中的一些計畫或者

是文化藝術品；為了吸引更多的人，在建築物正面上，靠近大樓入口大

中庭的地方，創建了可以容納 125人的多媒體劇院，此處原本被設計成
大講堂之用，但在晚上及週末，對外開放可舉辦對外人之演講、演出及

播放電影之用；此大樓的外部也改建得更受歡迎，新的階梯及斜坡改善

了與中庭之間的進出，符應使用者需求，另外增加額外的照明使入口處

更明顯，並預告著重新設計的 Combs Hall大樓將提供另外五十年的服務

（Buffington和 Baxter，2001）。 
 
三、校舍維修改建的考量 
 

綜合上述例子，在一所學校或大學，一位建築師較接近的工作必須

評估教育的需求，分析設施如何存在、擴大或能支持這些需求的適宜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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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設計一個特定、符合現況的改善需求之前，需要規畫一個整體的構

思，在一個特定的研究期間，我們能在紙上繪製和評估可能的解決方

案，探究如何為那些爭議訂定方向之前，有那些是允許大家涉及的、須

要解釋爭議的和可決定的教學需求與設施。 
 
  二十世紀末的美國，當校園設施的原本功能不再受到需要時，許多

的大樓常被丟在一旁，或是被拆除，不但造成了許多大學系所暫時的被

移動，而且成為校園中礙眼之物。然而，過去幾年以來，對於建築物的

重新配置有極為快速的成長，學校藉著與設計團隊有計畫的設計與合

作，能利用原為校園中礙眼之物，利用這股改變時機，讓校園建築更有

彈性，同時保留及促進他們自己獨特的認同（Buffington和 Baxter，
2001）。 
 
  在重新配置大樓前需考慮下列五項情境（Smith ，2003）： 
 
（一）此大樓在校園中的情境為何？ 
 

１它的位置在哪？ 
２和其他大樓的關係是什麼？ 
３設計風格是什麼？ 
４傳達什麼象徵？ 
５有什麼歷史上的重要性或特殊的意義？ 

 
（二）看看既存的大樓空間為何？ 
 

１大樓空間是否具有其他的功能？ 
２大樓空間是否適用新的教學法？ 
３大樓空間是否和不同的課程相互支援？ 

 
（三）看看既有的大樓狀況為何？ 
 

１發展性為何？ 
２大樓的系統是什麼？ 
３大樓的結構為何？ 
４大樓位置的形狀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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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看看大樓的使用彈性為何？ 
 

１對往後 50至 100 年的使用上，什麼限制了大樓的使用？ 
２對於結構系統及建築材料的標準尺寸牽涉到什麼？ 
３樓層之間的高度是什麼？ 
４大樓的外觀是什麼？ 
５大樓的方位是什麼？ 

 
（五）看看校園的經濟狀況為何？此大樓的地點是否更適用於其他的功

用？ 
 

綜合上述各點可知，由（一）此大樓在校園中的情境為何？可了解

大樓本身與周遭環境，具有求精（品質提升）及求進（功能增加）的原

則；由（二）看看既存的大樓空間為何？可改變大樓設計以符合現在教

學使用，具有求變（功能改變）、求絕（本質逆轉）及求妙（絕處逢生）

的原則；由（三）看看既有的大樓狀況為何？可了解大樓本身的條件，

發展性，具有求進（功能增加）的原則，而系統、結構及位置形狀關係

大樓本身安全及發展性；由（四）看看大樓的使用彈性為何？可看出大

樓是否可再求新（樣式新穎），再創大樓新生命與被認同；由（五）看

看校園的經濟狀況為何？此大樓的地點是否更適用於其他的功用？可

評估是否作此改變的關鍵，具有求變（功能改變）的原則；所以在維修

或重新配置大樓時，可用上述五項情境檢核，才能達成令人非常期待的

設施或空間。 
 
 
 
參、國內校舍與庭園創意設計的研究 
 
一、校園創意設計的理念 
 

校園空間的組成可由「點」的分佈，具有聚焦性，發展為「線」的

延伸，需要具備優美性，再由線到「面」的擴展，能給人整體平穩的歸

屬感，最後發展到「體」的建立，校舍建築層層疊疊、運動設施環環相

扣、庭園景緻左右對稱及花樹綠籬上下起伏，給人精彩、豐富和充實之

感；學校的各項建築設施與校園景觀，都包含「點」、「線」、「面」、

「體」四種空間的組構，針對其特性加以靈活運用（湯志民200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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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日臻理想具有校園創意設計求進（內容增加）的特徵和教育的整體

性。 
 

校園的規畫配置，應該依校地大小、地形地勢、土壤氣候條件、結

合社區環境、校舍運動場地的區域性及配置計畫作妥善的安排及日後管

理維護（湯志民，2000a）。湯志民（2002a）首先提出校園創意設計的
「新」，有令人耳目一新的感覺；校園創意設計的「變」，在於功能改

變，可能是局部改變有其他的效果，或者是不作原來功能使用；校園創

意設計的「精」，在古物今用，具有歷史的感動作用；校園創意設計的

「進」，在於內容增加，增添文化教育意含或有輔助教學之用；校園創

意設計的「絕」，在本質逆轉的廢物利用，化腐朽為神奇，有出奇致勝

的功效；校園創意設計的「妙」，在於意料之外，發現新的功能。 
 
 
二、花草樹木和景觀設施的實例 
 
  湯志民（1999b）指出校園的設計是一項藝術作品，反應著各校文
化價值及重要性；校園的創意設計可從景觀（landscape）、風格（style）、
地標（landmarks）、材料（materials）、區位（location）、園地應用（campus 
and uses）等方面著手。以下就湯志民（1999a， 1999b）花草樹木和景
觀設施創意設計的實例，以湯志民（2002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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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妙（絕處逢生）六項原則歸類，茲分段加以敘述。 
 
 
（一）求新原則（樣式新穎）部分 
 

造型、顏色或質料與傳統不同，讓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花草樹木

創意設計的實例有英國諾丁漢大學（University of Nottingham）的優型
樹、國立成功大學的優型樹、忠義國小校舍中庭優型巨榕等。園景設施

創意設計的實例有美國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精神標誌的戰將雕塑、德州達拉斯浸信大學（Dallas Baptist University）
的耶穌為彼得洗脚的雕像、美國加州史坦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
開闊的棕櫚大道、輝特爾學院（Whittier College）曲線優美的校園便道

等樣式新穎，獨特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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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求變原則（功能改變）部分 
 

屋頂變花園，牛車變花臺，花壇變圍牆等；花草樹木創意設計的實

例有英國曼徹斯特大學（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的綠籬脚踏車

場、宜蘭縣過嶺國小前庭的迷宮綠籬及利澤國小矮花牆等。園景設施創

意設計的實例有臺北市天母國中的高層休憩空間、關渡國中四樓頂設置

休憩的空中花園，提供五樓師生休憩、私立淡江大學的Ｓ型庭園步道綠

籬、宜蘭縣過嶺國前庭的迷宮綠籬等。 
 
 
（三）求精原則（品質提升）部分 
 

古蹟使用或百年以上的老樹等；花草樹木創意設計的實例有日本東

京都立園藝高等學校有德川第三代將軍所遺留450年樹齡的二棵松樹、
臺南一中100年樹齡的優型榕樹、花蓮縣月眉國小的100年樹齡的優型榕
樹、花蓮縣永璉國小三棵100年樹齡老榕樹與原住民壁飾相互輝映、南

投縣南投國小有嘉慶年間至今200年樹齡的巨型榕樹、屏東縣潮州國小
有100年樹齡的芒果樹、臺灣師院附設小學有100年樹齡「鐡刀木、銀樺、

玉蘭花、金龜樹」和200年樹的剌桐、宜蘭縣澳花國小列管珍貴已有600
年樹齡的老樟樹等。園景設施創意設計的實例有臺北市立師範學院附設

小學校區中庭的大理石校訓碑、國立成功大學園區具有史蹟價值的小西

門及同治十二年及道光六年鑄造的大砲等。 
 
 
（四）求進原則（內容增加）部分 
 

使庭園成為教材園或學習場所，可增添文化或教育意含；花草樹木

創意設計的實例有臺北市私立薇閣小學與樹共構的遊戲場、臺東縣加那

國小運動場護坡寫著布農族「MIN HU MI SAN」（謝謝您）的花壇等。
園景設施創意設計的實例有英國劍橋大學的數學橋和康河、美國加州鵝

灣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連接校區橫跨快速道路的路橋、

國立東華大學具有地標Ｄ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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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求絕原則（本質逆轉）部分 
 

化腐朽為神奇或廢物利用；花草樹木創意設計的實例有圍牆種植有

刺九重葛，可美化及消除死角，如臺北市大橋國小以綠廊裝飾變電設

施。園景設施創意設計的實例有臺北市大橋國小以綠廊裝飾的變電器。 
 
 
（六）求妙原則（絕處逢生）部分 
 

發現設施另有功能，可產生始料未及的功能或絕妙的規劃設計；花

草樹木創意設計的實例有如大同大學在一片茂密的小樹林中，絕妙的開

闢一條可作森林浴的林間步道等。園景設施創意設計的實例有德州賀克

蝶女子學校（The Hockaday School）兼具休憩及畢業典禮的精緻戶外劇

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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