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針對國內外學校建築的基本理念作分析與探討，全章共分三節，第一節是

學校建築規畫的基本理念，第二節是新設校籌建實務的分析，第三節是用後評估的理

論探討。 

 

第一節 學校建築規畫的基本理念 

學校環境會影響教師的教學與學生的學習，學校建築，以增進學生正面的環境知

覺，降低負面的環境知覺，亦即對學生行為的影響是積極行為愈多，消極行為愈少（湯

志民，民80，第381頁）。 

英國前首相 Churchill（邱吉爾）曾說：「我們先塑造建築，然後建築在塑造我們。」

（We shape our buildings and afterwards our buildings shape us.）（引自 Deaux, Dane, 

&Wrightsman, 1993,p.382）荀子勸學篇云：「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與之俱

黑」，說明環境對個人行為的影響相當深遠。優良的校園環境具有潛移默化的教育效

果，而學校建築不但提供學習空間，更發揮環境教育的功能，有理念的空間規畫扮演

著啟發學習的功能，妥善的校園規畫攸關教師的教學與學生的學習。 

 

壹、學校建築規畫的意義 

一、「學校建築」與「校園」的意義 

瞭解「學校建築規畫」之前，首先將學術界用語之「學校建築」與一般用語之「校

園」兩者做概念上的說明。專家學者對學校建築的定義： 

蔡保田(民60)認為學校建築有廣狹意義，狹義而言，學校建築僅指校舍而言；廣

義而言，指全部校舍、運動場、校園及其附屬設備的學校。郭紹儀(民62)認為學校建

築是教學活動的場所，從而實現教育計畫；把校園、校舍和運動場三者適當安排，形

成一整體的教育環境。林萬義(民75)認為學校建築有廣、狹義之分，廣義學校建築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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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校舍、校園、運動場及設備；狹義學校建築，僅指校舍建築而言。綜合專家學者對

「學校建築」與「校園」的定義，只是用語不同，全屬校舍、校園、運動場及附屬設

施的總稱，其比較如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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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學校建築與校園的意含比較 

資料來源：學校建築與校園規畫，湯志民，民89，第10頁 

 

綜合以上專家學者的意見，將「學校建築」定義為校舍、校園、運動場及附屬設

施的總稱。 

 8



二、「學校建築規畫」的意義 

對「學校建築」定義後，再來了解「學校建築規畫」的意義。湯志民（民 89）

提出的「學校建築規畫」（the school building planning）的涵義來加以說明。湯

志民（民89）認為「學校建築規畫」包含三方面：第一，在規畫的範圍上，以校地的

運用、校舍的設計、校園的規畫、運動場的配置及其附屬設施的設置等內涵。第二，

學校建築應符合教育目標、配合教學方法和課程設計的需要，作為規畫基礎並結合學

校的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和物理環境的特色及依據建築法規、建築技術和建築材料之

規定。第三，就規畫向度而言，學校建築規畫的基本要素包含人、空間、時間和經費，

總之，學校建築規畫應符合使用者（教師、行政人員、學生和社區人士）的需求出發，

將學校的活動空間做妥善配置，藉由建築經費的投資和時間的流程，使學校建築逐步

達成教育的需要。因此，學校建築規畫以教育理念、學校環境和建築條件為基礎，以

人、空間、時間和經費為向度，使校地、校舍、校園、運動場及其附屬設施的設計配

置能整體連貫的歷程，其間關係如圖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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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學校建築規畫涵義的概念模式 

資料來源：學校建築與校園規畫，湯志民，民89，第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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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校建築規畫原則 

校園空間的設計並非簡單的教室、辦公室與遊戲場的排列組合而已（畢恆達，民

89）。 

傳統的學校建築規畫缺乏整體性規畫，偏重單調的硬體設計，缺少對人的尊重。

為了創造優質良好的校園，有賴完善的學校建築規畫，學校建築規畫包括的原則： 

美國學校行政人員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chool Buildings）一書中，

提出7點學校建築規畫的原則（principle of school plant），包括：(1)適合內部課程需

求 (curriculum adequacy)； (2)安全舒適 (safety and well-being)； (3)內部功能協調

(interfunctional coordination)；(4)有效實用(efficiency and utility)；(5)美觀(beauty)；(6)

應變(adaptability)；(7)經濟(economy)(引自湯志民，民 89)。 

蔡保田（民 69）認為學校建築計畫基本原則應把握：（1）實用的原則；（2）安

全的原則；（3）經濟的原則；（4）美化的原則；（5）衛生的原則；（6）創新的原則。 

1989年 Kowalski的研究，認為好的學校設施應符合：（1）美觀（aesthetics）；（2）

標識性（identity）；（3）經濟（economy）；（4）彈性（flexibility）；（5）應變性（adaptability）；

（6）擴展性（expansibility）；（7）功能性（functionality）；（8）效率（efficiency）；（9）

衛生與安全性（healthfulness and safety）；（10）適量；（11）適用（suitability）（引自

湯志民，民 89，第 16頁） 

吳清山（民81）也提出校園規畫8點原則：（1）教育原則；（2）整體原則；（3）

實用原則；（4）安全原則；（5）經濟原則；（6）衛生原則；（7）美觀原則；（8）發展

原則。 

曾漢珍（民83）提出以下13點國民中小學學校建築規畫原則：（1）長程整體規

畫的重要性；（2）空間彈性與調適性的考慮；（3）節約能源的考慮與資源的有效利用；

（4）地方特性與獨特需要是形式產生的動力；（5）以氣候條件為基礎的設計；（6）

由課程目標決定設施需求；（7）創造助成行為溝通的場所；（8）學校設施安全性的考

慮；（9）社會教育之適合所有年齡層使用的考慮；（10）學校建築的專門化；（11）參

與式的規畫設計；（12）考慮學校設施對教學過程的衝擊；（13）建築材料形式表達學

校建築的文化面相。 

美國新設學校建築作品在1999年的評選，評審委員會當時提出下列之評鑑指標，

包括：（1）環境(environment)：校舍建築應節能(energy-efficient)、顯示維護力

和室內空氣品質(indoor air quality)； （2）彈性/應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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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xibility/adaptability)：校舍建築應能彈性符應現在學生的需求，以及在不大

更新下能適應未來潛在學生人數增加之需；（3）社區使用：考慮學校如何統整於社區

中，以及校舍建築運用的設計，教學區放學後的安全設計也列入考慮；（4）使用者的

經驗品質(quality of experience for user)：考慮校舍建築中學生經驗和如何協助

增加學習歷程(facilitate the learning process)，學生轉換教室區動線的引導；（5）

耐久性(durability)：校舍建築應能長期使用並易於維修，運用高品質建材；（6）科

技(technology)：將科技統整於校舍建築中是很重要的考慮，使用的科技層級也同等

考量，同樣重要的是在不大更新下，能增加未來新科技的能力；（7）校地應變性(site 

adaptation)：學校設施應考慮周圍的景觀、建築和社區，困難校地的創造性設計也

列入指標項目（American School & University,1999）。 

湯志民（民 89）主張良好的校園規畫包含：（1）整體性的規畫；（2）教育性的

設計；（3）舒適性的佈置；（4）安全性的顧慮；（5）經濟性的要求；（6）創造性的構

思；（7）前瞻性的考量及（8）使用者的參與。 

黃世孟（民 89）主編之「地震受災國民中小學建築規畫設計規範」中揭示新教

育設施規畫設計執行基本注意事項為：（1）校園重建應把握整體規畫設計、逐步推動

原則；（2）成立校園重建規畫委員會(或重建小組)，落實公共參與；（3）建立學校與

社區資源之整合與共享模式；（4）確保校園重建期間學習與生活環境品質。 

教育部（民89）在「新校園運動」提出八大理想：（1）確保安全、健康舒適的無

障礙環境；（2）落實高效能又符合機能的教學環境；（3）營建可供社區終身學習及景

觀地標的核心設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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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開放社區參與；（6）建立校園與學區、社區資源整合與共享模式；（7）

確保校園重建期間，學習與生活的環境品質；（8）永續發展的綠色校園環境。 

桃園縣政府（民 89）在「新設校特色館專輯」裡各校規畫原則包括：（1）整體

性原則；（2）教育性原則；（3）安全性原則；（4）實用性原則；（5）創新性原則；（6）

美觀性原則；（7）衛生性原則。 

宜蘭縣政府在新(修)建學校執行的規畫理念：（1）整體規畫；（2）溝通參與；（3）

多元發展；（4）注重美感；（5）環境保護；（6）回歸鄉土；（7）創意精緻(游春生等，

民92)。 

陳惠邦（民90）主張學校建築規畫的原則：（1）整體性規畫；（2）教育性設計；

（3）舒適與安全顧慮；（4）經濟性要求；（5）創新性構思；（6）前瞻性考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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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性參與。 

黃榮村（民91）認為突破傳統校園封閉的環境，應把握的原則：（1）進步安全；

（2）衛生健康；（3）人性化；（4）社區活動空間；（5）綠色校園。 

由表2中我們發現安全、實用、美觀、經濟、衛生、教育、效率、創新、整體規

畫、參與設計、社區使用等基本規畫原則，近年來，參與規畫以使用者的需求為考量，

注重前瞻性原則，考慮未來教育的需要，同時重視綠色校園的環境保護意識逐漸抬頭。 

 

表2 學校建築規畫原則彙整表 

 

原則 

 

 

 

學者 

安

全

實 

用 

美 

觀 

經 

濟 

衛

生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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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社

區

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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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SA ○ ○ ○ ○   ○  ○   內部功能協調 

American School 

& University 
   ○  ○     ○

使用者的經驗品質、耐久

性、科技 

Kowalski ○ ○ ○ ○ ○  ○     標誌性、擴展性、功能性

蔡保田 ○ ○ ○ ○ ○   ○     

黃世孟 ○     ○ ○  ○  ○ 無障礙原則 

湯志民 ○   ○  ○  ○ ○ ○  前瞻、舒適 

吳清山 ○ ○ ○ ○ ○ ○      發展原則 

曾漢珍 ○   ○  ○ ○   ○ ○

地方特性與獨特需要，以

氣候條件為基礎的設

計、創造助成行為溝通的

場所、學校建築的專門

化、建築材料形式表達學

校建築的文化面相。 
陳惠邦 ○   ○  ○  ○ ○ ○  前瞻考量 

黃榮村 ○    ○    ○  ○ 人性、綠色校園 

「新校園運動」 ○     ○ ○  ○ ○ ○ 永續發展綠色校園、減廢

增能健康 
桃園縣政府 ○ ○ ○  ○ ○  ○ ○   前瞻原則 

宜蘭縣政府   ○   ○  ○ ○ ○  環境保護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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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專家學者提出的原則，並參考相關專家學者及政府機關的看法，研究者將11

項校園規畫的原則整理如下： 

（一）安全原則 

在學校建築的規畫設計上，無論是校地的地質、地勢、校舍的建材品質、結構、

出口、通道流暢、消防設備、運動器材、鍋爐安置、電力負荷等，均應考慮其安全性；

並能融入「生態學校」或「綠色學校」的理念，減低環境負荷，負起低能源消費的教

育責任。 

（二）實用原則 

學校建築在設計時，應熟悉各地經濟情況、生活物價指數、材料的價格，並以最

低的比價採購最好的建材，注意建築物的功能及具未來的需要，如何節省空間、按照

進度施工及確實發揮建材特性，使建築與設備能物盡其用。具體的做法包括：(1)校

舍採用多功能、多用途之設計，以增加空間的平面運用；(2)校舍的運用作最佳的時

間規畫，以增加空間的立面使用效率；(3)以最低價購置最適用之建材；(4)設計過程，

施工程序以最少時日完成，但不影響工程品質。 

（三）美觀原則 

學校建築規畫運用規律與變化的美感，營造舒適、美觀和整體的校園環境，對師

生的情緒、性格、身心健康與學習效率，都會有直接間接的影響。因此，校園在造型

和色彩上的美化能豐富學校建築美感與其生命力。總之，學校為學生的學習活動而設

置，學生潛能的開發有賴校園空間規畫的創造、多元啟發，給予生理、安全、歸屬、

尊重、自我實現的發展機會與舞台。 

（四）經濟原則 

經濟的意義指的是校舍建築，力求經濟有效能，簡單的說，經濟有節省的意義，

並適應需要發揮效能。學校建築規畫應聘請優良建築師進行設計，降低結構、建材、

電梯、空調、管道配線的設置成本，達成時間、空間、人力、經費的經濟。 

（五）衛生原則 

學校是社區的公共資源中心，在規畫設計上，事先評估造型外觀與環境的關係，

才能避免公害發生。在設校的教育理念與實踐上應做為社區的正面示範，建立符合環

保觀念的校園，是學校應有的責任。邁向廿一世紀，環境保護是提昇生活品質的重要

措施，新校園除了零污染的訴求外，更要達到省能與節源的目標，綠籬植栽與生態教

 13



學區的庭園設計，才能符合生態環保觀念。 

（六）教育原則 

學校是一個實施教育的場所，學校空間規畫必須以學生的學習為中心，以教師的

教學為重點，其一切環境、空間、設施與作為，都具有教育意義，以創造一個有吸引

力的學習空間。學校建築在規畫設計上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都具有教育價值，才能

發揮潛移默化的教育效果。 

（七）效率原則 

校園的規畫設計必須符合成本效益的理念，以最少的投入，產出最大的效能。也

就是教學空間、設施或設備，能配合教學需要，增進教學效果，達成教育目標。同時，

在空間營造，透過專業的設計，提供學生成長過程的記憶空間，為教師規畫樂在教學

的場所，為家長提供悠閒的休憩角落。 

（八）創新原則 

學校教育培養學生適應社會生活，而學校建築是「教學的容器」，所以校園的規

畫必需考量適應未來發展的需要，一座新學校必需有足夠的空間，以適應未來的教學

方式。鋼筋水泥的學校建築物，其使用年限最少 50年，所以，學校建築規畫應以未

來的使用與發展的需要為考量，能夠具有應變性(adaptability)、彈性(felxibility)

和擴展性(expansibility)，使學校建築規畫更具生命力與活力，例如：校舍多功能

用途與開放空間的落實、整體的校園規畫、預留電化設備的管線、建立學校資訊管理

系統、設置保全系統與無障礙設施等，都是校園空間規畫的創新、彈性與前瞻的具體

作為。 

（九）整體規畫原則 

學校建築先做整體的規畫，再做細部的設計，如果限於經費拮据或人力不足，可

以分期分段實施；空間的配置應妥善設計，校園才能夠統一連貫。學校建築從整體的

區域計畫、結構、功能、造型、色彩、材料、動線、裝飾等空間上和時間上的連貫性，

學校才能產生渾然一體的完美意境。學校建築根據教育目標、學校特性、課程教學、

教師學生、家長與社區的需要等作整體性的規畫和設計，使其在功能上和空間上能協

調配合，達成均衡和統整，而成為一個完整的體系。 

（十）參與設計原則 

學校是一個大家園，屬於全校師生、家長、社區所共有，校園規畫應重視「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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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參與，透過活動的歷程，充分溝通，建立共識，以增進師生、家長與社區對學校

的認同與歸屬的情感。總之，學校建築規畫是結合許多人力、物力及財力等資源，共

同合作才能完成。 

（十一）社區使用原則 

21世紀的臺灣，是社區時代，學校又是社區的一部分，學校的設備、空間與人力，

是社區中可以利用的資源；學校的行政與教學措施可透過開放的參與管道、多元的參

與方式，因應社區特色的教育實驗，以培育社區人才，是學校辦學績效的指標之一。 

 

總之，90年代臺灣的學校建築規畫，以教學空間為主體，並逐漸重視設計與景觀

的教育和文化意涵，是未來學校空間革新規畫努力的七大方向（湯志民，民89）： 

一、形塑文化藝術的學校環境：核心概念是文化的、藝術的、表徵的及獨特的；具體

作法包括形塑學校建築風格、鄉土景觀和公共藝術的設置。 

二、規畫人性化生活休憩空間：核心概念為自由的、開放的、自律的、交流的；具體

作法如規畫室內或戶外生活休憩空間、交誼廳和自我管理的空間或設施等。 

三、設計教學中心的學校空間：核心概念是學習的、研究的、資源的、彈性的；具體

作法如設置教學資源中心、教師研究空間和專科教室等。 

四、建立兩性平權的校園空間：核心概念為尊重的、平權的、體貼的；具體作法如設

置更衣室、托兒所、增加女性廁所和考慮兩性需求的運動設施等。 

五、設置現代化科技資訊設備：核心概念是前瞻的、效率的、科技的、環保的；具體

作法如學校行政電腦化、辦公室自動化系統、環保節能設備等。 

六、加強無障礙校園環境設施：核心概念為人本的、安全的、便捷的、順暢的；具體

作法如設置導盲磚、斜坡道、升降設備、便捷動線系統及人車分道等。 

七、推展學校與社區融合：核心概念為整體的、支援的、共享的、互惠的；具體作法

如綠籬圍牆或無圍牆設計、校園開放、學校成為社區教育中心等。 

近年來，新設校籌建在規畫設計方案，應納入「生態學校」或「綠色學校」的理

念，以減低環境負荷，負起低能源消費的教育責任（曾光宗，民 89）。因此，黃榮村

（民 91）認為： 

臺灣全面向「綠色矽島」邁進的同時，如何將既有的校園改造成具有永續性、

前瞻性以及環保性的未來校園，為教育部積極考量的課題；經歷九二一大地震

後，學校建築的安全成為重要考量因素，而應用校園環境規畫與學校建築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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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能促使社區具備未來點對點之網路架構，進而串連社區與學校成緊密結

合的綠色鄰里單元，具有各自社區文化與環境之獨特性，以及共通之永續性，

並經由綠建築之推廣與落實同時面對地球環境議題，正為目前校園轉型改造為

具前瞻性的綠色校園之意向。(第49頁) 

2001年行政院綠建築推動方案，由政府部門公有建築物帶動做起，凡中央機關或

受補助達二分之一以上且工程總價在新台幣 5,000 萬元以上之公有建築物，應先行取

得候選綠建築證書，才能申請建築執照。 

綠建築是追求地球環保之永續建築設計理念，基於「綠建築就是消耗最少地球資

源，製造最少廢棄物」的定義，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研訂發展之評估指標系統包括：基

地綠化指標、基地保水指標、水資源指標、日常節能指標、二氧化碳減量指標、廢棄

物減量指標及污水垃圾改善指標等七大評估指標。 

臺灣向綠色矽島邁進的同時，應用校園環境規畫與學校建築環境改造，並結合社

區與學校成為綠色鄰里，經由再生能源發展方案及綠建築之省能、省資源、健康、舒

適的校園建築，展現地域特色、順應環境條件、凝聚社區意識，同時融入教育改革之

理念，正是目前校園轉型改造為具前瞻性與永續性的綠色校園的方向。 

參、相關研究 

自 20 世紀以來，由於經濟的發展、建築技術和建材的改進，學校在建築造型、

教學空間、庭園景觀、器材設備皆有很大的改變。1950年代美國輕盈的、簡樸的、一

棟金屬和玻璃牆的現代化學校，與 1890年代到 1900年代沈重的、華麗的、多層樓磚

和石牆的古典學校大異其趣（Brubaker,1998；引自湯志民，民 89a）。1960年代以後，

開放教育（open education）的理念，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觀念，更促動了學校空間的

大步變革，教室沒有牆壁或以可移動的彈性隔板區隔出多樣化的學習資源空間，讓學

生成為自主的學習者。 

學校建築規畫之相關研究甚多，大概包括：（1）校園空間規畫；（2）校園的整體

計畫；（3）校地問題；（4）校園布置與綠化；（5）校園噪音問題；（6）戶外空間與遊

戲環境；（7）設計理念的實踐等。上述研究大多偏向空間與「量」的現況調查，較少

涉及個體的精神、心理、社會等層面反應之探討。近年來有一些研究顯示著重質性的

行為研究，如（1）教室中學生行為與環境關係；（2）學校規模與學生行為；（3）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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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建築規畫對學生環境知覺的影響等。 

教室是學校建築中最基本的空間，也是學校建築的中心，教室應該提供教師及學

生之間互相交流、互動，並兼顧不同個體與群體的學習場所，提供彈性使用、區隔、

分化的學習場所，教師休息室、準備室及教學設備等（林亭廷，民 90；畢恆達，民

83；張美玲，民 90；湯志民，民 82）。依據湯志民（民 80）對臺北市 62所市立國民

小學 2330 名六年級學生所做的調查顯示，學生認為學習活動中最重要的學校建築是

「普通教室」，下課最喜歡停留或休憩的地方是「教室內」；陳琦媛（民 89）以臺北市

健康、新生和永安三所國民小學為研究對象，進行觀察、訪談和問卷調查，並設計「學

校開放空間設計對教學影響之研究問卷」、「開放空間學校設計和使用情形訪談表」、

「開放式教室使用情形觀察表」三種研究工具進行相關資料的蒐集。在觀察方面，分

別從各個學校低、中、高年級抽出一個班群作為觀察對象，總計對九個班群進行觀察，

觀察過程中使用Ｖ8攝影機和照相機進行資料的蒐集。訪談對象包括校長、行政人員、

教師、學生和家長，總計對 36位受訪者進行訪談，並從這三所學校抽樣 90位教師和

360 位中、高年級學生進行問卷調查，經研究結果發現：班群教室是學生下課最喜歡

去的地方；黃庭鈺（民 90）「對臺北市室外空間規畫與兒童社會遊戲行為之研究」目

的在了解臺北市國小室外空間規畫現況、兒童在學校室外空間進行遊戲及社會遊戲行

為的情形、不同室外空間規畫中兒童社會遊戲行為的差異、國小兒童對學校室外空間

規畫的滿意度與期望，以及不同室外空間規畫中兒童對學校室外空間之滿意度的差

異，最後並做出國小室外空間規畫及未來相關研究的參考和建議事項。本研究以臺北

市 140所公立國小為室外空間規畫之基本資料分析對象。再依據行政區、空間配置、

空間大小、空間密度、學校規模平均分配及空間類型俱全的原則抽取 12 所學校，作

為進一步實地調查、觀察及問卷調查的對象。研究工具包括基本資料分析表、實地調

查表、觀察表、問卷等四種。在資料分析上，主要採用描述性分析、次數百分比、卡

方考驗（含事後比較分析）、斯皮爾曼等級相關及肯德爾和諧係數等方法。經研究結

果發現：兒童下課時場地選擇以遊戲場最受歡迎，其次是操場，再次是球場，比例最

低的是庭園；還有許碧蕙（民 91）對南投縣 25所重建國小 1028位五、六年級學生所

做的調查顯示：學生下課最喜歡去的地方第一是教室內，其次是球場，第三則是走廊

上。由於下課時間的限制，教室附近的空地的重要性增加，走廊成為學生常去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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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因此，學生下課最喜歡教室內及周圍環境，普通教室是學生學習活動中最重要

的學校建築，也是下課時間最喜歡停留或休憩的地方。 

 

學校是學習的場所，也是學生在學習歲月中，花最多時間的地方。因此，校園規

畫時應了解學生對校園環境的使用特性，多元創意的校園規畫，各項建築及附屬設施

都有其教育意義，不論一草一木、一樓一舍，更應表現其特色，讓學校每個角落都是

教室。校園教學區、活動區及行政區的分區配置，動靜需得宜，避免產生干擾，以提

供寧靜有效的學習環境。教育鬆綁後，學校自主性增加，結合地域特性而發展出學校

本位的校園規畫，建立獨特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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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新設校籌建的問題 

學校班級數決定教職員工的編制人數，而籌建新學校時，還沒有班級數，因此，

籌建人員以業務為考量而設置。招生後依班級數確定教師員額，必須先扣除籌建人員

後，再確定遴聘的教師人數。所以先探討現行員額編制的規定，再分析各縣市新設校

籌建人數多少與主要編制的員額，並就相關研究編制人員與其專業加以論述。 

 

壹、員額編制的分析 

過去國中小組織及編制悉依中央法規辦理，但地方自治法頒佈之後，只做原則性

的規範，縣市政府可依現實妥為因應。因此，首先探討國中小員額編制的規定，進而

探討各縣巿新設校的員額概況。 

一、員額編制的規定 

依據「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工員額編制標準」（教育部，民

87），有關國中小教師的編制：國小每班置 1.5人為原則，全校未達九班者，得增置

教師一人；國中每班置教師二人，每九班得增置教師一人，全校未達九班者，得增置

教師一人。規定國民中小學員額編制包括校長、主任、組長、教師、輔導教師、幹事、

護士或護理師、住宿生輔導員、營養師、工友。至於人事及主計人員則依人事、主計

人員設置標準辦理。縣巿政府可考量財政狀況及實際業務需要，參照本標準自行另訂

員額設置的相關規定。至於新學校的籌建在員額的編制方面，依縣巿政府財政狀況有

其現實的考量。 

由員額編制的規定中，學校並沒有學校建築專業人員的編制，新設校的籌備主任

和總務主任人員都是教育人員，負責新設校的校園規畫與學校建築的業務。 

二、各縣巿籌建新學校的員額編制 

各縣巿在籌建新學校的員額編制，經研究者電訪各縣巿政府國民教育課之相關人

員，整理如下：基隆巿有籌備主任；臺北巿有籌備主任、總務主任、工友及幹事；臺

北縣除籌備主任外，還有教務主任、總務主任及工友的編制；新竹縣是由學校代辦，

因此並無正式的籌備主任；新竹市有籌備主任及兩位教師；苗栗縣有籌備主任及總務

主任；臺中縣有籌備主任及老師的編制；臺中市設籌備主任及總務主任各1人；彰化

縣各校不一，基本上設有籌備主任1人；雲林縣有籌備主任；臺南縣主要為籌備主任，

其他人員依各校情況而定；臺南巿主要為籌備主任，其他人員則由原學校人員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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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縣往年設籌備主任及幹事，近年則限於經費問題，只有籌備主任1人；高雄市有

籌備主任及總務主任；屏東縣有籌備主任及總務主任；花蓮縣有籌備主任、總務主任

及教務主任；澎湖縣則由籌備主任及教育局人員共同籌備。至於宜蘭縣學校舊有校舍

折除修(重)建或另覓校地遷建，南投縣九二一震災重建學校，則由原校校長及相關行

政人員負責。 

新設校主要的員額包括籌備主任與總務主任等2人，其中，臺北縣巿新設校的籌

備人員多達4位，為數最多；再次者，花蓮縣新設校有3位籌備人員；2位籌備人員

的有新竹巿、苗栗縣、台中縣巿、高雄巿、屏東縣、澎湖縣；而只有1位籌備人員的

包括基隆巿、彰化縣、雲林縣、台南縣巿、高雄縣；沒有專任的籌備人員，屬於兼任

的只有新竹縣。依據各縣巿新設校籌備人數，求其平均值，約在3人左右。 

 

表3 各縣巿新設校籌建的員額編制概況表 

員額 

編制 

縣巿 

名稱 

籌 

備 

主 

任 

總 

務 

主 

任 

教 

務 

主 

任 

教 

師 

教 

育 

局 

人 

員 

幹 

事 

工 

友 

其 

他 

基隆巿 ○       其他人員未定

宜蘭縣 
       

校園更新 

原校相關人員

臺北縣 ○ ○ ○    ○  

臺北巿 ○ ○    ○ ○  

新竹縣 
       

由學校代辦，無

正式籌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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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續） 

員額 

編制 

縣巿 

名稱 

籌 

備 

主 

任 

總 

務 

主 

任 

教 

務 

主 

任 

教 

師 

教 

育 

局 

人 

員 

幹 

事 

工 

友 

其 

他 

新竹巿 ○   ○    教師2位 

苗栗縣 ○ ○       

臺中縣 ○   ○    教師人數未定

臺中巿 ○ ○       

南投縣 
       

災後重建 

原校相關人員

彰化縣 
○       

依學校情況 

而定 

雲林縣 ○        

嘉義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無新設校 

臺南縣 ○       其餘人員未定

臺南巿 ○       其餘人員未定

高雄縣 ○        

高雄巿 ○ ○       

屏東縣 ○ ○       

花蓮縣 ○ ○ ○      

臺東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無新設校 

澎湖縣 ○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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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研究 

在從事學校工程時，比較大的困難是總務主任是教育背景出身，所以相關的建築

工程幾乎都是從經驗中學習，每蓋完一棟，經驗就增加不少，學校工程沒有專業人員

的編制是最大的困擾（葉國維，民 88）。近年來，有一些研究顯示出重視籌備人員的

專業知能與特質，應提昇總務人員的建築專業素養（胡雅萍，民 90），政府方面，加

強辦理總務人員的建築專業研習；由教育人員、建築師、景觀設計專家、都市規畫專

家、結構技師、營造建築人員及法律專家組成諮詢小組，以提供諮詢；並遴聘具有教

育理念與行政溝通能力的人員擔任籌建工作（徐明和，民90）。 

根據徐明和（民90）針對雲林縣一所新設國民小學創校歷程及學校經營的相關問

題，進行觀察、文件分析及訪談資料了解創校時籌備主任由一所小型學校校長兼任，

固然可以在行政程序及工作上順利推動，但是沒有專任行政人員加以協助。籌備處就

是以兼職的校長為核心，加上幾位兼職的教師的人員組織，缺乏高度成就動機的情況

下，處理相關行政業務，就顯得比較消極。新設校土地的取得依據都市人口的發展，

應用文教用土地編定後進行徵收的程序，徵收當然必須包括完成私有地的徵收，以及

公有地的撥用，並對於該土地進行管理，避免讓部分地主繼續耕作使用，到決定設校

時，還必須進行土地公告，通知原地主清除地上物。除此之外，公有地必需與相關政

府機關溝通，進行土地撥用，增加籌備人員的工作負擔。由於無法爭取專職的籌備人

員，只好拜託學校同仁協助幫忙，畢竟這些工作都是在本職以外增加的負擔。運用現

職人員兼任籌備工作，不但會影響原來學校校務工作的推動，增加兼任人員工作負

擔，對於設校計畫的品質也會有相對的影響。 

新設學校籌備歷程中主要工作包括進行校園規畫與學校建築，如何才能建立符合

教學活動需求及學生生活發展需要的物質環境，因此籌備創設一所學校，是一種高度

專業與知識整合的工作，不但需要具備良好的教育專業知能，掌握時代教育思潮的發

展；要具備校園規畫與學校建築方面的專業，確保學校建築合乎教育的內涵；更要具

有溝通協調與整合的能力，可以融入社區家長的意見，建立學校社區化的發展方向。 

其他如委託建築師進行校園規畫、會同都市計畫人員到校場確認界樁、會同測量公司

補足遺失樁界、申領校地地藉圖及土地登記謄本、通知原地主自行清除地上物、召開

公有土地撥用及地上物補償協調會等，均為校園規畫設計施工前的必要條件，涉及層

面廣泛(徐明和，民90)。 

新設校是數億經費投資的建設，以兼任籌備人員辦理如此繁重的工作，不只是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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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籌備人員工作難度的考驗，也將影響籌備人員的本職工作。籌備主任所背負的責任

相當艱鉅，最後因為人單力孤，籌備工作難以順利推動進行。以一個新設學校動輒幾

億元的設校經費，專任行政人員3個人1年的人事經費不過約300萬元左右，能夠每

年以300萬元的人事經費，讓數億元的經費發揮更大的效能(徐明和，民90)。 

學校是一種永續經營的事業，校園規畫的影響往往是 50年以上的時間，可見對

學生的影響相當深遠。所以，縣市政府應盡全力提供新設校足夠的人力支援，由專任

的人員籌備，對於新設校的校園規畫與學校建築會有更好的發展。 

 

貳、經費編列概況的探討 

教育資源有限，學校建築工程的經費需求無限，因此，如何依據優先順序與輕重

緩急妥善運用，以改善國中小的教育環境，提昇教學的品質。茲以「教育經費編列與

管理法」的規範加以說明。 

一、教育經費的法令規範 

國民教育經費的投資，受到憲法與「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的保障。修憲前，

憲法 164條明文規定教科文經費中央不得少於總預算 15%，省不得少於總預算25%，

地方不得少於總預算35%。民國86年修憲，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八項取消下限。為了保

障人民學習及受教育的權利，確立教育基本方針，健全教育體制，制定了教育基本法

（民 88），條文共十七條，其中第五條明定各級政府應寬列教育經費，教育經費之編

列應予以保障，縣市政府應設立由教師、家長及專家學者代表所組成的教育審議委員

會，掌理諮詢教育經費分配。為了落實教育基本法，保障教育經費編列之規定，教育

部乃在民國89年公布「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以維護教育健全發展之需要，提昇

教育經費運用績效。 

總之，為了因應社會變遷及教育發展需要，明定政府應於國家財政能力範圍內，

充實、保障並致力推動教育經費之穩定成長；成立教育經費基準委員會，計算教育經

費基本需求及編列教育經費；透過教育經費分配審議委員會的機制，期能將我國各級

學校、教育機構教育經費的收支運作加以規範。 

為了增進教育績效，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預期達成下列四個目標（教育部，民89）： 

（一）教育經費保障合理化：縣（巿）政府以其歲入總預算扣除上級政府補助為自有

財源，並應依教育基本需求，衡量財政狀況，優先支應教育經費，除自有財源減

少外，其自行負擔之教育經費應逐年成長。中央政府應視國家財政狀況，衡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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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教育經費基本需求及財政能力，給予教育經費補助，以保障均衡地方教育

發展。 

（二）教育經費編列制度化：政府應設置「教育經費基準委員會」研討教育經費計算

基準及各級政府基本需求與分擔數額，並依據各地方政府財政能力及基本需求編

列補助。強調國民教育、偏遠及特殊地區教育經費應予優先編列，並保障原住民、

身心障礙者及其他弱勢族群之教育經費。 

（三）教育經費分配公開化：教育部成立「教育經費分配審議委員會」，規範教育經

費補助方式及標準，使教育經費補助更為公開化。直轄巿及縣（巿）政府所屬各

級公立學校、其他教育機構應訂定中長程教育發展計畫，報請該管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審查通過後，提送縣巿政府教育審議委員會審議。 

（四）教育經費運用透明化：中央及地方應進行財務監督，定期公告公私立學校經費

收支情形，以增進經費使用績效。推動教育評鑑工作，作為評量教育經費使用績

效及政府經費補助的依據。 

桃園縣政府所屬學校訂定「中長程教育發展計畫」，報請教育局審查通過後提送

教育預算建議案，作為編列預算之依據。桃園縣「地方教育發展基金」的各項教育經

費收入及支出，依法編列預算辦理。桃園縣教育局為提升教育經費使用績效，建立了

評鑑制度，對於公、私立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進行評鑑。 

綜合上述，預算是政府施政計畫的數字化和具體化，可據以看出施政的重點和方

向。經費的執行應精確的掌握歲入淨額的計算標準，確實規畫教育經費使用的優先順

序，兼顧資本門和經常門的需求。教育工作同仁熱忱投入教育經費的執行，規畫採零

基預算，支出杜絕浪費，爭取社會資源投入，捐資助學，注重結果的評估和績效考核，

以提昇教育的品質。 

事實上，我國國民教育經費的現況，建築與設備的資本門支出嚴重不足，由雲林

縣的0.11%到台南巿的13.72%，而全國平均是3%，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國家的8%與鄰國日本的12%比較，落後許

多（許添明，民92）。 

二、經費來源的分析 

各縣巿有關國民教育經費投資有限，教育部從民國77年調整國民教育經費結構，

希望從經費補助協助地方政府，陸續推出發展與改進國民教育二期計畫，教育部補助

地方國民教育經費，包括校務發展計畫、整建國民中小學教育設施計畫及教育優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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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等大型補助計畫，還有針對特殊專案的小型補助計畫，如降低國民中小學人數增

建教室計畫。因此，桃園縣新設校經費的預算編列分別是教育局單位預算一般建築及

設備－學校建築及設備，國小單位預算中的平地國小建築及設備；還有教育部降低國

中小班級學生人數、公設地計畫與整建國中小教育設施計畫等校舍建築工程補助款。

而南投縣九二一震災校園重建經費的來源除了教育部的重建經費和縣政府的預算外，

還有認養單位提供認養經費；宜蘭縣新(修)建學校的經費主要來自教育部的發展與改

進國民教育計畫、補助地方國民教育經費、整建國民中小學教育設施計畫及教育優先

區計畫等補助款。在教育資源有限，學校經費需求迫切的情況下，以優先順序，合理

公平分配資源，以均衡城鄉發展。茲參考桃園縣政府檔案、新校園運動特輯、教育研

究月刊及自然人文·世紀·新校園，整理如表4。 

表4 桃園縣、南投縣及宜蘭縣新設校經費來源分析表 

政府名稱 經費來源 科目 用途 

教育部 補助款 

發展與改進國民教育計畫 

補助地方國民教育經費 

降低國中小班級學生人數計畫 

公共設施用地使用建設計畫 

整建國中小教育設施計畫 
桃園縣 

縣政府 
教育局單位預算 

國小單位預算 

一般建築及設備－學校建築及設備 

平地國小建築及設備 

教育部 補助款 重建經費 

縣政府 教育局單位預算 一般建築及設備－學校建築及設備 南投縣 

認養單位  認養經費 

 

 

教育部 

 

 

補助款 

發展與改進國民教育計畫 

補助地方國民教育經費 

整建國民中小學教育設施計畫 

教育優先區計畫 

宜蘭縣 

縣政府 教育局單位預算 一般建築及設備－學校建築及設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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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費編列方式的分析 

新設校經費的主要來源是教育部的補助款與縣巿政府的預算，因此有效的運用經

費，重點式的投入，才能確保工程的品質，新設校經費編列的方式，一般而言包括： 

(一)整體規畫，一次編列預算(如圖3) 

各縣巿政府的學校工程經費主要來自教育部的補助與縣巿政府的預

算，因此一次編列新設校經費的縣巿並不多見。 

(二)整體規畫，分年度編列預算(如圖4) 

臺灣地區新設校經費的編列屬於整體規畫，分年度編列預算的縣巿，

例如臺北縣市、新竹巿、雲林縣、高雄巿，其中宜蘭縣的校園更新最具代

表性（游春生，民92）。 

(三)分期規畫，分年度編列預算(如圖5) 

新設校校園分期規畫，分年度編列預算的縣巿包括基隆巿、苗栗縣、

台中縣、彰化縣、台南縣巿、高雄縣、屏東縣。 

(四)俟有經費時，再進行規畫編列預算(如圖6) 

部分縣巿的學校工程主要經費來源是教育部的補助款，花蓮縣則依教

育部補助經費的方式，再編列預算辦理發包，並沒有一定的形式。 

(五)災區重建學校的經費來自認養單位的認養和教育部的補助(如圖7) 

南投縣災後重建學校採整體規畫，經費來源是教育部21億5千萬元，

民間認養單位約40億元，使校園重建工作展現生機（南投縣政府，民90）。 

 

 

整體規畫 
工程 

編列預算 

圖3  整體規畫，一次編列預算 

 

 

工程 

編列預算 

 
年
度 

整體規畫 

圖4  整體規畫，分年度編列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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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分期規畫，分年度編列預算 

 

 

工程 

編列預算 

 
年
度

分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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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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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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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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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俟有經費時，再進行規畫編列預算 

 

整體規畫 
工程 

認養單位 

政府補助 

圖7  災區重建學校的經費來自認養單位的認養和教育部的補助 

 

各縣巿新設校經費編列的方式，由表5得知，除了花蓮縣依據教育部經費補助方

式而編列經費無一定形式，其他各縣巿包括基隆市、臺北縣、臺北巿、新竹市、苗栗

縣、臺中縣、臺中市、彰化縣、雲林縣、臺南縣、臺南巿、高雄縣、高雄市、屏東縣、

澎湖縣都採分年度編列預算的方式辦理。 

宜蘭縣的修(重)建或遷建，有計畫性的依優先順序編列經費，按照學校規模及需

求以2或3個年度完成（游春生、許添明，民92）。南投縣災區重建學校，其經費來

源是認養單位的捐助和教育部的補助（南投縣，民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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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各縣巿新設校籌建經費編列概況表 

經費 

編列 

縣巿 

名稱 

分 

年 

編 

列 

跨 

年 

編 

預 

算 

無 

一 

定 

形 

式 

其 

他 

基隆巿 ○    

宜蘭縣 ○    

臺北縣 ○    

臺北巿 ○    

新竹縣 ○    

苗栗縣 ○    

臺中縣 ○    

臺中巿 ○    

彰化縣 ○    

雲林縣 ○    

嘉義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無新設校 

臺南縣 ○    

臺南巿 ○    

高雄縣 ○    

高雄巿 ○    

屏東縣 ○    

花蓮縣   ○  

臺東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無新設校 

澎湖縣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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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宜蘭縣校園更新之經費概況 

宜蘭縣的學校建築被譽為「臺灣新精神之代表」（黃世孟，民90）、「臺灣的新典

範」（湯志民，民91），基本上，宜蘭縣是個農業縣，其校園建築更新經費，全靠教育

廳與教育部計畫型的補助，以有限的教育資源，稟持前瞻性的教育理念，進行長遠的

校園建築更新計畫，分年分期運用教育廳與教育部的補助款，對於經費的運用，游春

生(民92)認為： 

1、考量整體校園更新，辦理補助款的保留 

民國57年，實施九年國民教育，學校建築經費主要來源是教育廳，縣政府通常

依照學校教室數量的需求，向教育廳申請經費補助。教育廳核定以後，學校教室一間

一間興建，並未作整體規畫的考量，除了經費短缺外，經費零星補助也是問題，造成

很多校舍「老背少」的現象－也就是第一層為30年或40年以上達到使用年限的老舊

教室，而第二層或第三層卻是只有10幾年的新教室，不符合拆除的年限規定。 

宜蘭縣政府在校園更新的策略，依據學校整體規畫內容，一次發包，分年籌措經

費，將教育部與教育廳的補助款，以辦理保留的方式，累積各項計畫型補助款，集中

經費依優先順序改善學校建築。 

教育部規定受補助的各縣巿政府，要以補助款入專戶的方式辦理，這些補助款辦

理保留的方式，只要縣長核准補助經費的使用方式，報教育部同意就可以，以籌措各

校的校舍改善經費，不必經過縣議會審議通過。而教育廳的各項補助款須納入縣政府

的預算，以追加減預算或年度預算方式，送請縣議會審議。該補助款足夠發包進行一

件工程，便通知學校依計畫進行；小額的補助款，則於年度結束後辦理保留，等累積

到一定額度的經費，再進行發包興建。經費辦理保留，教育局才能依金額重編預算。

因為經費的使用有年度的限制，如果年度內無法執行，必須繳回教育部、教育廳或縣

庫。 

宜蘭縣集中使用教育部與教育廳的各項補助款，達到最高使用效率，以南安國中

校園更新為例，為了籌措該校遷建的經費，縣政府向教育部、教育廳申請補助款，透

過保留的方式，將補助款集中運用，俟補助款累積到可以興建一棟教室，才發包興建

 29



第一期工程。第一期工程進行中，縣政府繼續籌措第二期工程的經費，第三期工程的

經費籌措也按照第二期的方式辦理。總之，宜蘭縣校園更新的經費來源除了縣政府編

列的預算外，主要來自教育部的補助款；經費編列的方式，採校園整體規畫，分年編

列預算，實施校園更新，參見表6。 

 

表6 南安國中工程經費一覽表 

重建期別 年度 經費來源 

一期 1989年度-1994年度 教育部、教育廳、縣政府 

二期 1994年度-1995年度 教育部、縣政府 

三期 1996年度 教育部、縣政府 

資料來源：教育研究月刊，游春生、許添明，民92，第88頁。 

2、結合社區資源，達成資源共享 

宜蘭縣為了使校園更新經費運用符合效率，結合社會與人力資源，將學校校園與

社區公園規畫合併，平常提供教育使用，假日則是民眾的休憩場所，除了節省校地徵

收經費，也可增加老師和學生的活動空間，例如員山國小。同時將學校的環境提供給

社區使用，酌收費用，作為維護的經費，不只讓社區民眾進入校園活動，也會愛護學

校的設施。 

3、依據整體規畫內容，申請改建經費 

宜蘭縣在校園建築的更新，採用整體規畫，補助款保留方式，分年分期改建，避

免老背少、接縫不良等缺點，所以各國中小必須先進行校園整體規畫，依據規畫內容

才能申請改建經費，改變過去零星的建築方式。誠如宜蘭縣前縣長陳定南所說： 

教育的改善，除了改善教學內容以外，對教學環境的改善更是不遺餘力。以過

去每年省政府補助危險教室的改建，過去每個學校只做零星的整建，每次一

間、二間或三、四間，接縫處往往是千瘡百孔，常常漏水，工程品質不可言喻。

縣政府在幾年前開始就發現危險教室的改建及學校的擴建，應該有一個整體的

作法。所以我們經洽商取得教育部的同意，全省只有宜蘭縣這麼做，就是將每

年分配給宜蘭縣改建經費集中使用，並做重點式的投入…（陳定南，民7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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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宜蘭縣能夠堅持教育理念，加上充裕的教育經費支持，可以節省公帑，

創造有特色的學校建築，因此教育部應保留一部分的國民教育經費作為重點政策的需

要，並將大部分的國民教育經費分配給各縣巿政府，一方面彌補各縣巿政府財政的拮

据，另一方面，則在充足的教育經費條件下，允許各縣巿針對各自的財政狀況，設計

最適合自己的教育方向，發揮補助經費公平正義與效率原則（許添明，民 92）。宜蘭

經驗，堅持教育理念，加上教育部的財政支援，才能創造出亮麗的校園風貌。 

五、各縣巿設校經費之比較 

新設校經費雖然龐大，主要包含建築和水電工程的費用，不包括土地徵收的費

用。政府對學校建築的投資，動輒數千萬元，甚至幾億元，臺灣地區以宜蘭縣校園的

更新及南投縣災後重建學校，數量最多，不但創造了亮麗的校園環境，也如奇蹟般的

耀眼。 

宜蘭縣校園更新，大溪國小造價是 3,430 萬元、過嶺國小的造價是 2,502 萬元、

南安國中造價是12,337萬元，其平均造價是6,090萬元；臺北市以新生國小的 6,726

萬元、健康國小的 79,735萬元、建成國中的 99,890萬元及麗山高中的 76,416萬元，

其平均造價 65,692萬元；臺北縣大觀國中的設校經費是 58,000萬元；桃園縣35所新

設校的平均經費是 23,498萬元；南投縣災後重建有136個學校的平均重建經費是5,613

萬元；新竹市的舊社國小設校經費是23,032萬元。 

就上述設校經費進行比較，宜蘭縣6,000萬，臺北市65,692萬元，臺北縣58,000

萬元，桃園縣接近23,500萬，新竹市23,032萬元，南投縣5,600萬，如表7所示。 

各縣市設校經費平均值，宜蘭線與南投縣地屬偏遠，設校經費在5,000萬~6,000

萬元左右；臺北縣巿是北部都會區，其設校經費約 50,000萬~60,000萬元上下；桃

園縣和新竹市的設校經費都在 23,000萬元左右。依參考教育研究月刊(民92)，第

88~89頁；桃園縣檔案資料，桃園縣政府(民 91)；自然人文‧世紀‧新校園，南投縣

政府(民 90，第 200~201頁)；新校園運動特輯，教育部(民90)。彙整如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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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各縣市新設校平均經費比較表 

縣巿 校名 班級數
設校經費 

（單位：萬元） 

平均設校經費 

（單位：萬元）

大溪國小 12 3,430 

過嶺國小 6 2,502 宜蘭縣 

南安國中 9 12,336 

 6,090 

健康國小 36 79,735 

新生國小 36 6,726 

建成國中 30 99,890 
臺北市 

麗山高中 30 76,416 

65,692 

臺北縣 大觀國中 18 58,000 58,000 

桃園縣 35所新設校  807,279 23,498 

新竹巿 舊社國小 50 23,032 23,032 

南投縣 136所重建學校  30,400,195 5,61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六、相關研究 

各級學校建築在教育的投資一向佔縣市政府歲出預算相當的比重，因此學校教育

有賴教育經費的支持，才得以發展。近年來經濟景氣低迷，財政收支畫分法的修正，

使得縣市政府教育資源逐漸緊縮，因此教育資源的公平合理分配，又能有效率的運

用，才能提昇教育的品質。根據胡雅萍（民90）針對臺北市松山國小等140所國民小

學及3所籌備處年度工程預算的編列等方面著手，針對現行機制、權責單位及相關法

規進行探討，並參考中外相關研究文獻、學者專家受訪意見及有關書籍，透過問卷調

查方式探索現況，期能確認歷年缺失所在進行而尋求改善建議，為妥善分配有限的教

育資源，協助推動校務建設。臺北市政府為便利各級學校營建工程預算的編列，將學

校營建工程的新建工程預算都編列在北市教育局主管預算內，但是新建工程之前置規

畫設計作業，包括競圖、徵選設計師、工程預算的編製、工程的執行與控制均由校方

辦理。範圍包括：校舍建築、活動中心及游泳池、校地收購及補償。因此臺北市的新

設校經費除了學校建築造價外，還包括土地徵收等費用。 

依教育部規定對各縣巿政府的補助款，大部分規定用於硬體的建設，補助額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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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教室是105-120萬，一間廁所是80萬，一層樓梯是50萬，午餐廚房每坪是4.5萬，

一棟活動中心是2千萬，如果包括設備在內，單價更高。游春生(民92)認為這種補助

款對經費使用的詳細規定與限制，降低經費運用的效率，更何況教育部對縣巿的補助

項目，也未必符合地方政府的實際需要，造成教育資源的浪費。縣巿政府受限於當年

度經費的額度，便興建多少間的教室，形成一棟校舍有不一樣的興建年度，於是低樓

層是30年以上的老房子可以報廢，而高樓層只有10幾年，尚未達到報廢的年限，形

成了「老揹少」的危險教室。根據胡雅萍（民90）的研究資料顯示，每年度工程需求

數或概算之提報時間匆促，以致於無法做詳盡規畫；其次為工程預算內容太過僵固細

密，缺乏彈性預算編列原則。學校基於保守原則，為避免經費列估不足而導致於工程

後續無法順利發包執行，為爭取預算、避免需求數被減列造成不敷使用，而高編工程

經費，造成學校龐大工程標餘款。另一種情況是縣政府核給各校工程預算不足，造成

可以在同一年度完工的工程項目，必須分年編列預算執行，導致每年承包商不同，使

得硬體建設無法銜接。 

一所新設學校的設校經費，關係著學校建設的規模與品質。依據徐明和（民90）

研究雲林縣一所新設學校的設校經費指出經費充裕，校園規畫與學校建築才能兼顧到

建築設施品質與教育需求，由規畫設計進入到實質發包施工階段。所以設校經費的核

定，雖然與未來的教育成效沒有必然關係，卻是新設學校具體籌備發展的一大步。在

經費編列上面，如果考慮無法一次負擔，起碼能夠做到一次核定，整體規畫，分年編

列的方式，讓學校校園規畫能夠落實，發揮預期的功能。雲林縣是財政困難的縣市，

縣政府所能掌握的可靠財源並不充足，也就是新設校開始進行規畫設計時，並沒有足

夠的設校經費。新設校經費的主要來源是中央的公共設施保留地計畫及補助地方國教

經費，使新設校的工程才能順利的發包施工。當經費核定不能連續，造成工程進行當

中，學生必須在搭滿鷹架的工地上進行學習。另外校園整體規畫常會因為經費的不足

而修訂，對學校建築品質也會有所影響。因此，以學生學習安全與校園整體規畫而言，

一次核定設校經費，分年編列預算，是可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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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籌建期程的分析 

學校建築規畫的涵義，湯志民(民89a)認為學校建築規畫包含三方面：首先，在

規畫的內涵上，學校建築規畫係以校地的運用、校舍的設計、校園的規畫、運動場的

配置及其附屬設施的設置等主要規畫方法為範圍。其次，以教育理念作為規畫基礎，

場所應符合教育目標、教學方法和課程設計的需求，並融合學校的自然環境、社會環

境和物理環境的脈動及配合建築法規、建築技術和建築材料之規定。第三，在規畫向

度上，學校建築規畫的基本要素包含人、空間、時間和經費，透過時間的延伸和建築

經費的投資，使學校建築益臻理想完美。70年代新設校工程邊進行邊招生，邁入 80

年代，大部分縣市都俟各期工程全部完工後才進行招生。透過電話訪談結果，獲悉各

縣巿的籌建期程，還有期程延宕的影響因素，分別就現況及原因兩部分加以比較分析。 

一、籌建期程的現況 

近年來，新設校在各期工程完成後才招生，但是有時為了舒緩附近學校過多的學

生數，有其急迫的需要，在第一或第二期工程完成後便招生。由表8得知各縣巿籌建

期程 2年的有新竹縣、苗栗縣（大南國小）、臺中縣（大林、中坑、草湖、福民等國

小）、臺中巿（惠文國中）、雲林縣（古坑國小）、臺南巿(大同國小)、高雄縣、高雄

巿、花蓮縣；3年的有基隆市、臺北巿（建成國中、健康國小）、新竹巿（舊社國小）、

彰化縣、屏東縣、澎湖縣；3年以上的包括宜蘭縣(南安國中，民78-85)、臺北縣（大

觀國中，民84-91）、臺南縣。 

總之，各縣巿對新設校籌建期程沒有硬性的限制，在期限內完成，只是按實際的

情況，依進度籌建。各縣巿的籌建期程在3年內的佔大多數，相對比較之下，約可估

計提前或延後籌建完成。 

表8 各縣巿籌建期程概況表 

籌建期程 縣巿 

2年 

新竹縣、苗栗縣（大南國小，民 88-90）、臺中縣（大林國小，民 88-90；中坑國小，

民88-90；草湖國小，民88-90；福民國小，民89-91）、臺中巿（惠文國中，民88-90）、

雲林縣（古坑國小，民88-90）、臺南巿（大同國小，民88-90）、高雄縣、高雄市、花

蓮縣 

3年 
基隆市(中美國小)、臺北巿（健康國小，民85-88；建成國中，民86-89）、新竹巿（舊

社國小，民88-91）、彰化縣、屏東縣、澎湖縣 

3年以上 宜蘭縣(南安國中，民78-85)、臺北縣（大觀國中，民84-91）、臺南縣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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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響籌建期程的因素 

各縣巿新設校的籌建順利與否，牽涉的原因很多。基隆巿的校地是平地，因此不

需要整地，一層要蓋2個月，快的如87年發包，90年招生的中美國小。宜蘭縣目前

大致順利，偶爾會有因經費分期撥放延誤，否則大部分能在 3年內完成。臺北縣預估

在3年完成，由於經費是分年撥下所以比較慢。臺北巿都巿計畫審議委員會對山坡地、

地質斷層等的審議不予通過；同時用地的取得、土地徵收，相當花時間，特別是國有

土地的撥用、私有地的徵收問題。新竹巿和苗栗縣一次癹包的籌建期程較快，如果分

期編列預算，常因經費短缺無法如期施工。南投縣的延宕主要原因是校地的問題需處

理。彰化縣因經費短絀，有的甚至停止籌建。雲林縣目前有新設的國小，2年內籌建

完成。臺南縣因經費問題，硬體建設有時無法在3年內完成。臺南巿新設校大部分建

不起來的主要原因是經費短缺的問題。屏東縣影響新設校籌建期程，經費是主因，土

地取得是次要的原因。花蓮縣目前除特殊學校，無增設國民中小學，籌建的特殊學校

皆可順利完成。澎湖縣籌建期程延宕的因素包括經費及運輸問題，雖然如此，目前沒

有蓋不起來的狀況。新竹縣、臺中縣、高雄縣、高雄巿新設校的籌建一切順利。嘉義

縣、臺東縣無新設校，參見表9。 

綜合上述，影響籌建期程的兩大因素，一是土地問題，二是經費問題；其中臺北

市因校地的取得而延宕設校的期程，臺北縣則部分新設校也同樣遭遇校地取得的問

題；至於因經費短缺影響籌建期程的縣市包括宜蘭縣、新竹縣、苗栗縣、彰化縣、雲

林縣、臺南縣市、屏東縣及澎湖縣；澎湖地屬離島，海空運輸也是期程延宕的因素，

算是特例。 

 

影響新設校籌建期程除了學校用地取得和經費的籌措兩大因素之外，根據徐明和

（民90）「新設國民小學學校經營之研究－以雲林縣一所國民小學為例」的研究結果

顯示，學校用地由都市計畫委員會通過編定，新設校的地目編定為文教用地，必須預

估人口的聚集與成長，依據都市計畫法事先完成。如為公有財產的土地完成之後，透

過撥用程序辦理比較容易；私有財產必須透過徵收程序辦理，比較困難。假如文教用

地決定設校時，還必須解決土地使用問題，通常曠日費時，會影響設校的品質與進度。

至於地上物的清除，如果地主願意配合，尚不致影響設校的進度；如果地主還要求等

待作物的收成，或要求地上物補償，都會造成另一次的困擾，影響新設學校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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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建築師規畫設計的延宕，無法在時間內完成託付工作，以致規畫內容無法按時順

利完成，影響設校進度。這種建築師無法按進度提出藍圖的窘境，對新設學校進度的

影響至為密切。 

 

表9 各縣巿影響籌建期程的因素 

縣  巿 影  響  籌  建  期  程  的  原  因 備    註 

基隆巿 
平地，不需整地的，一層要蓋2個月。快的如87年發包，90年招

生的中美國小。 
 

宜蘭縣 偶爾會有因經費分期撥放延誤，否則大致能在 3年內完成。  

臺北縣 
3年（60班左右規模）而且是校地沒問題的，以往經費是分年撥下

所以比較慢。 
 

臺北巿 
1、 都巿計畫審議委員會審議不通過，如山坡地、地質有斷層等。 

2、 用地的取得、土地徵收，特別是國有、私有地。 
 

新竹縣 一次癹包的較快，分期的常因經費短缺無法如期施工。  

苗栗縣 同上  

南投縣 校地問題的解決。  

彰化縣 目前因經費短缺，所以有的甚至終止蓋不下去。  

雲林縣 校地的取得  

嘉義縣  無新設校 

臺南縣 因經費問題，建設有時會無法在3年內完成。  

臺南巿 大部分建不起來的學校是因經費短缺的問題。  

高雄巿 沒有延遲或蓋不成的狀況。  

屏東縣 經費是主因，土地取得次之。  

花蓮縣 目前除特殊學校，無增設國民中小學。  

臺東縣  無新設校 

澎湖縣 延宕乃經費及運輸問題，目前沒有蓋不起來的狀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肆、建築師的評選 

建築師確實掌握校園環境的特質，根據專業知識，站在使用者的立場認真考量，

傾聽學童的需求，瞭解老師的教育理想。在有限的經費下發展設計，結合建築、環保、

都市計畫、景觀及教育等各界專家共同參與，並確保工程的品質（教育部，民90）。

邁入二十一世紀，建築師在學校建築的角色，黃世孟（民86）認為： 

建築師要爭取學校建築是設計創作的新舞台，步入教改行列創造轉型學校。建

築師要解決學校教育的空間問題，推展正確認識建築空間的教育運動。建築師

要紮根價值的建築在臺灣，發揚各類建築的價值在臺灣。（第7頁） 

茲將建築師評選的新舊規定、方式、公開徵求須知與要點、服務費率及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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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分析。 

一、新舊規定的比較 

依據建築法第 19條規定「建築師受委託辦理建築物之設計，應負該工程設計之

責任；其受委託設計者應負監督該工程施工之責任。」建築師負責設計監造的業務，

辦理工程規畫、設計、編製預算書圖，以為工程投標、施工之依據。民國 87年 5月

27日政府採購法施行前的工程、財物及勞務採購是由各縣市政府訂定相關規定辦理，

因此，桃園縣政府於民國 85年 7月修訂通過「桃園縣國民中小學營繕工程徵選建築

師設計監造要點」，並於同年9月行文全縣國民中小學依規定辦理。 

由表10得知，政府採購法明訂建築師評選委員人數5-17人不等，給予機關相當

大的彈性；其中專家學者不得少於三分之一，給予明確的規範。至於新規定的公告天

數是28天，舊的規定是最少公告10天，刊登當地報紙，通知建築師公會，並在學校

門前公告。舊的規定金額5,000萬以上辦理建築師公開評選，評選委員最少 9人，由

縣長主持。政府採購法只要 500萬以上的金額便公開評選建築師，以縣市和公委會的

網路公告，組織 5-17人的評選委員，由機關首長主持。依據「桃園縣國民中小學營繕

工程徵選建築師設計監造要點」第122頁(桃園縣政府，民87)；政府採購法第5、69

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民88)，整理如表10。 

表10 建築師評選新舊規定比較表 

             規定 

項目 
桃園縣要點 政府採購法 

實施時間 民國85年 民國87年 

評選委員人數 不得少於9人 5-17人 

評選會主席 縣長主持 機關首長 

金額 5,000萬以上 500萬以上 

公告天數 不得少於10天 28天 

公告方式 1. 學校門前 

2. 刊登當地報紙 

3. 通知建築師公會 

1. 上縣市網路 

2. 上公委會網路 

增列事項  1. 允許增減面積比例。圖說內 

容、比例尺、大小尺寸張數及裱裝方式等。 

2. 表現方式，包括模型、透視圖及顏色需求等。 

3. 機關對取得設計權之圖說之使用及修改之範圍或權限。

4. 機關對其他得獎圖說之使用條件及其範圍或權限。 

計費依據 公有建築物委託建築師規

畫設計監造酬金標準表 

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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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築師評選的方式 

評選建築師大概分為兩大類：一是採價格標，二是評選的方式。價格標包括限制

性招標、公開取得報價單、公開招標三種方式。吳財順等(民90)指出評選的方式包括

公開取得企畫書、公開評選等兩種方式（政府採購法，民 87）分別說明如下： 

一、價格標方式 

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各款規定，包括3種方式。 

（一）限制性招標 

限制性招標，指不經公告程序，邀請二家以上廠商比價或僅邀請一家廠商

議價。因為沒有經過公告程序，所以大都用在小額採購（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的

採購案，或是屬於「政府採購法」第22條得以採用限制性招標的規定。 

如果委託技術服務費超過十萬元至未達公告金額（新臺幣一百萬元），且

符合「政符採購法」第 22條各款規定，經校長或其授權人核准也可以採用限制

性招標。如果委託技術服務費在公告金額以上，要採限制性招標就要符合第 22

條第1項第1款規定。 

（二）公開取得報價單 

採購預算未達公告金額而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者（未達一百萬元，超過新

臺幣十萬元），依「政府採購法」第 49條規定，除第 22條第 1項各款情形外，

仍應公開取得廠商之書面報價或企畫書，所謂「公開」即需有「公告」的程序且

應 上 「 行 政 院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政 府 採 購 資 訊 公 告 系 統 」

（http://web.pcc.gov.tw）張貼招標公告，等標期不得少於3日。如果採建造

費用百分比法、最低價標的決標方式，這種方式依參與報價的建築師所報的服務

費最低，誰就得標，可能產生低價搶標的現象。 

（三）公開招標 

委託技術服務費達公告金額以上，採用最低標決標原則時，則以公開招標

方式辦理。其方式與工程採購、財物採購公開招標方式相同，準備投標須知、契

約樣稿、標單等招標文件後，上網公告，等標期不得少於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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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選的方式 

（一）公開取得企畫書 

採購預算未達公告金額而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未達一百萬元，超過新壹

幣十萬元）的招標方式，除了採公開取得廠商書面報價方式外，也可以採用公開

取得廠商企畫書的方式。為了達到「公開」的形式，應上「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政府採購資訊公告系統」張貼招標公告，等標期不得少於三日，但為了讓有意

願參加徵選的建築師有較充裕的時間製作企畫書，截止收件的期限應酌予延長。 

（二）公開評選 

採購預算在公告金額以上，以公開客觀的方式評選優勝建築師，再與之議

價，這種招標方式就不以價格為主要的考慮方向，而是多方面的從建築師的經

驗、信譽、主持人及工作人員的能力、支援能力、建議書的完整性、對服務事項

的瞭解程度等多向度去評審，以評選出最優秀、最專業的建築師來為我們服務。

其辦理的程序說明如下： 

1、組織評選委員會 

依「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3條規定：本委員會應於招標前成立。

第四條規定：本委員會置委員 5人至 17人，由具有與採購案相關專門知識之

人員派兼或聘兼之，其中外聘專家、學者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外聘專家、

學者名單，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已公布在網站上，各校可就採購案性質上網

遴聘適當的專家學者，如果未能自該名單覓得適當人選者，得敘明理由，另行

遴選後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至於另外三分之二的人選，各校可聘

請校內、外具有相關專門知識的人員擔任。委員名單，於開始評選前應予保密。

但經本委員會全體委員同意於招標文件中公告委員名單者，不在此限。委員名

單保密，可避免人情關說困擾，影響評選的公正性。 

2、訂定或審定評審標準 

委員應親自出席評選及各項會議，對於委員會議之決議，應有委員總額二

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各項會議應作成紀錄，由出席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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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簽名。評選委員的任務既在訂定或審定評審標準，得視個案特性及實際需

要載明下列評審項目： 

(1) 廠商於技術服務項目之經驗及信譽。 

(2) 建議書之完整性、可行性及對服務事項之瞭解程度。 

(3) 工作計畫及預定進度。 

(4) 計畫主持人及主要工作人員之經驗及能力。 

(5) 如期履約能力。 

(6) 廠商之資源及其他支援能力。 

(7) 價格。 

(8) 其他必要事項。 

3、報上級機關核准 

依「政府採購法」第 22條第 1項規定：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

報經上級機關核准者，得採限制性招標。所以，給付建築師的委託技術服務費

在公告金額以上，學校若要以公開評選的方式徵選優勝建築師，再與優勝建築

師辦理議價，應先報經上級機關（縣、巿政府）核准。 

4、上網公告 

依「招標期限標準」第12條規定：「公開評選，其經公開徵求程序者，自

公告日起至截止收件日止之期限，應訂定14日以上之合理期限。」 

5、評選優勝廠商 

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9條規定：機關公開徵選

廠商承辦技術服務之評選，其招標文件訂有廠商資格者，應先審查資格文件。

資格不合於招標文件之規定者，其他部分不予審查。 

開標程序，分為(1) 形式審查、(2) 基本文件審查、(3) 資格文件審查、

(4) 評選等五個階段。 

至於評審的內容包括(一)設計能力評估：1.事務所工作人員及諮詢機構是

否足以勝任設計監造。2.代表性作品是否具有創意及多樣化。3.各項工作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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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是否周詳有效。(二)校園整體規畫：1.校地整體運用是否適宜，無零碎使

用，造成死角之現象；校舍配置是否考慮各項安全措施及日照、風向、噪音之

干擾因素。2.校區各場所交通動線是否安全便捷，教室配置是否符合教育(學)

之需求。3.因增班或分期分區興建計畫是否適宜。4.教學區、行政區、活動區、

休閒區、運動區是否區隔清楚，且配置得宜，並符合學校機能之要求。(三)環

境衛生及美化綠化： 1.庭園景觀整體規畫是否具教學價值及休閒性、活動性

及美觀性，並顧及環境保護及衛生。(四)設計特色：1.校舍的設計理念是否具

有創意及變化。2.校舍建築是否以活潑開放的精神作為表現的特色。 

（1） 評定優勝廠商的方式 

各組標案投標廠商經評選程序，由評選委員會評定總分與名次。 

a.各組標案評選委員會成員評選結果，先分別就各委員之評分列出廠商

排名，再經轉換分數（第一名1分，第二名2分，第三名3分，第四

名以後4分）。其中經各評選委員評定為第一名最多者，列為第一名。

其餘第二名以後，以全部評選委員對於個別廠商排名轉換分數之總和

最低者為第二名，次為第三名，餘此類推。 

b.其中若有二家以上廠商經評定得第一名次數相同，則依各廠商之排名

轉換分數計算，以累計總和最低者，列為第一名。若再相同時，則由

出席之評選委員就相同之廠商重新評定名次，並依上述規定辦理。 

c.各組標案之第二名（含第二名）以後名次評選後有二家以上投標廠商

得分相同時，由評選委員投票表決名次。投標廠商僅有一家時，需經

過半數評選委員評定為符合辦理該計畫需求，且同意由其取得規畫設

計監造權。招標機關依照評選委員會評選結果，按下列原則決定各組

得標廠商。 

（a）各組標案均以評選結果之第一順位廠商為得標廠商，獲得該組標案

之規畫設計監造權。 

（b）各組標案經評選程序排定廠商之序位後，獲選第一順位之廠商如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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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該標案之規畫設計監造權，則自第二順位起，依序遞補。 

獲得規畫設計監造權者，其服務費率依招標文件「投標招標及契約文件」

內所訂百分比決標。 

標廠商應於七日內攜帶資格標所提之證件正本供招標機關審查，若與原

題影本不符即取消得標資格。 

 

6、訂定服務費用（率） 

經過公開客觀評選之後，被評定為「優勝」的廠商優勝次序即取得議價的

先後權利。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 12條規定，決標

方式有二：一種是招標文件已訂明固定服務費用或費率者，依該服務費用或費

率決標。另一種是招標文件未訂明固定服務費用或費率者，其底價決標或廢標

適用「政府採購法」第53條第2項及第54條之規定。 

綜上所述，徵選建築師較常用的方式為採建造費用百分比法固定給付價格

之公開評選，評選後應繼續與第一優勝建築師議價，因為標價已固定，所以應

就招標文件中之其他內容加以「議約」。 

 

三、建築師的服務費率 

合理的建築師服務費用，攸關服務的品質，依政府採購法(民 88)相關規定，規畫

設計監造按工程發包之施工費，為工程總價之 4%~7﹪，其中規畫設計為 55%，監造

為 45%。付款辦法按設計監造公費撥付的規定，第一期正式圖樣及工程預算書圖完

成，並俟工程發包決標甲方與廠商簽訂合約，經有關機關核准備查後，給付設計監造

公費 50%；第二期各分項工程完工，接通水電，將主要設備試車順暢，並已接水電完

妥後，給付設計監造公費 30%；第三期工程竣工驗收，取得使用執照後，按照工程結

算總額核實結清建築師全部應得服務費。 

委任規畫設計應辦事項分別辦妥送校方後，一年內工程未發包好，校方應即審定

施工預算並撥付服務公費之 40%，按施工費、材料費合併計算，並扣除前已付之公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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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實結清建築師全部應得服務費。 

    臺灣地區在民國 88年的 921及 1022大地震中，公共建設慘烈毀損造成「國恥」，

全國共有 1546所學校受到輕重不一的毀損（教育部，民 90）。因此，南投縣災後重建

學校的建築師評選及其服務費，訂定的原則如下： 

(一)災後重建學校的原則 

教育部為了災後重建學校，邀請全國的建築師投入，教育部訂定了四大原則（教

育部，民 90）： 

1、我們提供合理的設計費率。 

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在「政府採購法」中所發佈的「公有建築物工程技

術服務建造費用百分比法」標準計費。 

2、我們適當地合併個案以達經濟規模。 

考量地理區位和經費，適當地將經費較少的某些學校合併為一案，以使單一

案件的重建經費能達五千萬元以上，每一案的規畫設計監造費在三百萬元以上。 

3、我們提供合理的設計時間。 

為了爭取時效的同時，仍提供三個月的規畫設計時間，讓建築師與學校社區

充分討論共同構想。 

4、我們將舉辦公正且具公信的建築師遴選。 

教育部邀請建築、教育及社區營造等人士，組成評選委員，參與評選建築

師。 

以上的措施，目的在鼓勵更多的建築師樂意投入災後重建的學校建築行列。 

(二)宜蘭縣及南投縣的服務費率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依照建造費用的額度，訂定建築師的服務費率，500萬

以下的服務費率是7%，500萬~2,500萬的服務費率是6%，2,500萬~1億的服務費率

是5%，1億~5億的服務費率是4%（政府採購法，民88）。依據 90年 10月 26日宜

蘭縣政府府教國字第 122368號公函，宜蘭縣有關建築師的服務費率計算比例上限，

由原本的4.5%調高到5%，學校得視工程大小與建築師議價，但以不超出此上限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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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南投縣委託建築師設計酬金標準表請參閱政府採購法子法－相關委託技術服務

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南投縣有關建築師的服務費率，500萬以下是5.95%、500萬

~2,500萬是 5.10%、2,500萬~1億是 4.25%。有關宜蘭縣和南投縣建築師的服務費

率，整理如表11。 

由此可見，宜蘭縣的校園更新和南投縣的災後重建，因合理的服務費率，讓更

多建築師投入校園規畫的行列，塑造如藝術品的校園風貌，創造優質的學習空間。 

 

表11 宜蘭縣與南投縣建築師服務費率比較表 

 

500萬 

以下 

500 

~2500萬 

2500萬 

~1億 

1億 

~5億 

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 7.00% 6.00% 5.00% 4.00% 

宜蘭縣 5% 5% 5% 5% 

南投縣 5.95% 5.10% 4.25%  

建 
費 造

費

用 率 
機 

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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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關研究 

新設校籌建經費動輒幾千萬元，甚至上億元，學校工程的設計監造與經費控管，

需依賴建築師的專業知能，使設校經費達成高效率的應用，並提昇工程的品質。游春

生(民92)認為各縣市政府在政府採購法（民88）實施前，給予建築師的服務費率通

常都在工程總價的 4%以下，而在採購法實施以後，明定規畫設計監造費率是工程總

價的 4%~7%，藉由服務費率的提高，鼓勵更多建築師投入學校工程的行列，確實控

管工程的品質。徐明和（民 90）認為建築師的設計監造費，依據政府採購法的規定給

付，如此才能夠激勵建築師深入校園的規畫與設計的內涵，規畫出良好的校園環境空

間，宜蘭縣的校園更新和南投縣災後重建所展現的校園風貌，樹立了新的典範。 

新設校建築師的評選作業依據政府採購法，採取公開評選的方式。按照規定依程

序公告的招標文件內容，包括設計目標、徵選須知，制定評選辦法、組織評選委員會，

訂定評選重點，依參與評選的服務建議書的教育理念、校園空間、設計的經驗與圖說

等內容，由評選委員（包括建築、教育及行政等專家學者）進行評選，選任具有學校

建築豐富經驗的建築師。 

一所學校的校園規畫，包括校園空間的分區使用、校園交通動線的安排、校舍建

築的規畫、校園景觀的美化、校園植物的培育等，必須匯集更多教育與建築方面的意

見。校園環境是教育活動的一部分，因此設計一所師生喜歡與社區肯定的學校，有賴

建築師確實掌握新設學校環境的特性與社區的特質，同時尊重和反應使用者的立場，

而設計出屬於學生的學習空間，也適合社區人士活動的場所，使規畫設計的成果，不

是其他學校的複製品。 

依據徐明和（民 90）研究雲林縣一所新設小學顯示新設學校的籌設過程，校園

規畫是相當重要的工作，因為硬體建設完成之後，才能進行高品質的教學活動。籌備

人員必須將教育目標、教育理想融入在設校計畫中，不斷的與建築專業人員對話，聚

焦在針對教育活動而設計的建築物體上。然後透過建築師專業的設計，將有限的空間

做合理效率的安排，能夠合乎學生身心發展的需求，兼顧學習與生活的適應。所以籌

備處人員或是校園規畫小組人員的教育理念，應該從物質環境開始，校園規畫著手。

因此，建築師在學校建築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教育人員必須將教育的需求、功能

和未來的發展與建築師充分的溝通。建築師在建築專業上有任何的困難或是建議，必

須向教育人員懇切的說明，在不影響建築物的安全結構下應該尊重教育人員的需求與

理念。因為彼此的尊重與協調，才能兼顧教育與建築專業領域的均衡，創造出校園建

築的最大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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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用後評估的理論探討 
用後評估在檢視建築物與使用者的關係，茲以用後評估的意義、功能、方法及其

相關研究加以論述。 

壹、用後評估的意義及其功能 

1960年代中期興起了用後評估（post-occupancy evaluation，簡稱 POE），主要在

探討人類行為與建築設計間關係的研究（Preiser, Rabinowitz & White，1988）。而國內

李婉婉（民 72）所譯的「建築物用後評估簡介」（A  Primer on  Postoccupancy  

Evaluation）資料，首先出現 POE一詞。以下就用後評估的意義和功能，分析說明之。 

一、用後評估的意義 

1980 年 Zimiring 和 Reizenstein 認為 POE 主要是想瞭解使用者對設計案的反

應，1988年 Preiser 等人認為 POE是經過建築計畫、規畫、設計與使用後的評鑑階段；

透過有系統及精確的評鑑方式，聚焦於建築使用者及其需求上；從過去建築的設計決

定到使用表現，提供經驗之基礎，使未來設計更好。Sanoff(n.d.)認為 POE是一種適用

於任何形式、規模的學校環境評估方式，利用實際情境及時間因素，探究學校使用方

式。Rabinowitz認為用後評估是一種用於改善、幫助、解釋建築環境表現的評估過程

（引自 Mason,1997）。1999年 Tarricone認為 POE是一個評鑑的工具，提供一個測量

設施的方式，可以藉此瞭解使用者對工作環境的滿意情形；POE必須要有一個可以比

較的基準，瞭解使用前後改變情形，重視改變狀況。Duerk認為 POE是設計過程的正

常延伸，由企畫書、草圖設計、設計發展、營建文件、招標、興建和遷入到 POE。其

評估的主題包括生命週期的成本、使用者對建物特定方面所知覺的滿意情形、建物對

活動的支持、相關於已有報告的舒適程度的機械系統績效、安全的需求、在此建物下

使用者的行為以及特定設計議題的結果(引自曾漢珍，民 83)。所以，POE是一種對已

開始使用的建築部分（空間或設施）建築物或建築環境的研究方式，透過訪問、觀察、

問卷調查等方式來瞭解使用者對建築物的各種看法的工作。 

民國 82年，陳格理認為 POE的特性有：（1）強調使用嚴謹而清楚的研究方法，

唯有利用合理而有系統的研究方法才能得到較有效和可信賴的研究結果；（2）研究的

主題包括了與建築環境相關的科技性議題（新材料、新設備、新施工法與能源問題

等）、社會性的議題（人的感覺、行為反應和法規等）或經濟性的議題（財務、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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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管理等）；（3）強調評估準則的重要，唯有根據著較客觀合理的評估準則才能使評

估工作做的較具公信力；（4）強調它的應用性，也就是它的研究目標多以分析和解決

問題為主，而以能直接利用到研究結果者為主要的讀者。 

二、用後評估的功能 

POE的作用，Kosecoff和 Fink（1982）認為：（1）幫助評估者瞭解評估工作會產

生什麼樣的結果；（2）幫助評估者和委託人瞭解評估工作所產生的貢獻和影響力；（3）

幫助評估者建立更公正、客觀和可信賴的評估立場；（4）幫助評估者確立研究資料和

結論的價值；（5）幫助評估者篩除不必要的東西，特別是一些刻意加入以影響評估結

果資料。 

陳格理（民 82）認為 POE 有下列功能：（1）檢查建築物的使用功能；（2）評量

建築設計的品質；（3）檢討建築規畫的內容；（4）確認經濟利益和使用實效間的關係；

（5）對新構想實現後的檢視；（6）建築物使用性的調整；（7）對潛在性問題的發掘；

（8）對新需求的認定；（9）資料的回饋；（10）增補或修訂設計準則。 

曾漢珍（民 83）認為 POE的好處有：（1）在建築方面，POE促成更成功的學校

設施與管理經營；（2）在教育方面，建築的評估幫助學校設施的提供能夠支持並強化

其教與學過程；（3）在政治方面，POE強化了學校組織在其整個政治涵構中的價值；

（4）在個人方面，評估工作使我們自己更有價值，同時使我們的學校組織更有效率，

也加速我們對營建經驗的獲得。 

綜合上述，基本上 POE 是以系統化的程序及合法的評估方式，對於建成環境的

使用進行整體的檢測，強調客觀的立場與方法，對過去所擬定的策略方向進行檢討以

做為借鏡，並與當初規畫進行比較，以作為往後修正規畫策略方向的依據。 

由時間軸來看，POE 的應用效益，有近程、中程與遠程的效益（Preiser  et 

al,1988），分別敘述如下： 

（一）近程效益： 

1. 確認並解答設施上的問題 

2. 快速瞭解建築使用後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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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改善空間功能和回饋到建築使用績效上 

4. 透過評估的有效過程來改善建築使用者的態度 

5. 瞭解建築績效的改善情形以節省經費 

6. 提供決策資訊並對設計結果有更佳的瞭解 

（二）中程效益： 

1. 組織經歷時間變革與成長，設施性能亦能隨之改善，並回饋到新的設施上，形

成一循環。 

2. 在建築流程及生命週期中，能顯著地節省其經費 

3. 表現出建築設計者及業主對建築的績效責任 

（三）遠程效益： 

1. 長期改善建築的使用績效 

2. 改善建築設計的資料庫、標準、準則及規畫書 

3. 改善建築使用績效的量化測量方式 

因此，以 POE 來檢測學校環境對學生的使用情形是很重要的，發掘空間的使用

行為究竟發生了那些不能調適的問題，才能改善空間使用的途徑。 

貳、用後評估的方法及其相關研究 

用後評估強調多方檢視建築物與使用者的關係，因此探討用後評估的方法與相關

研究，在於有系統的、準確的調查方式來檢視建成環境的使用情形。 

一、用後評估的方法 

在蒐集資料時，Barrett（1998）提出以下觀點：（1）使用多種方式比使用單一方

式更能完整蒐集到資料；（2）資料蒐集不應侷限在目前情況，未來可能發展也要納入

考慮。POE是用以檢視環境設計對使用者的效果，據 Bechtel和 Srivastava指出 P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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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方法共有 14種之多，包括（1）訪談，開放式（interviews,openended）；(2)訪

談，結構式（interviews, structured）；（3）認知圖；（4）行為圖；（5）日記；（6）直接

觀察；（7）參與觀察；（8）縮時照相照片（timelapse photography）；（9）連續照片

（motion-picture photography）；（10）問卷；（11）心理測驗；（12）形容詞檢核表；（13）

檔案資料（archival data）；（14）人口統計資料（引自湯志民，民 80，第 155頁） 

Barrett（1998）之研究指出，POE的調查方法包括：標準調查表、焦點訪談、結

構性觀察、追蹤、文獻查詢、研究訪問、檔案記錄、模擬等等，說明如下： 

（一）標準調查表（standardized questionnaires） 

調查資料的獲得有助於建築使用後之瞭解，調查表是傳統的資料獲得方式，通常

經由答案發現群眾的規則性，經由調查表中的表、圖等，能提供精密的數值分析資料。

調查內容必須標準化且能利於編輯；調查表應考量任何可能影響作答的外部變數，使

受訪者願意花時間作答，因此調查表盡可能保持簡短和簡單；調查表開始處要作概要

性的說明，這將有助於受試者的回答。 

（二）焦點訪談（focused interviews） 

進行訪談前，研究者應該做好準備工作，將主題集中，在訪談過程中，某些主題

可能隱含於對話之中，研究者需從中引導出更多的問題並嘗試擴大面向，使焦點更為

清晰。焦點訪談適用於深度瞭解個人或團體的特別想法。 

（三）結構性觀察（structured observation） 

觀察者在特殊的環境中，記錄某一時間或地點所出現的某一行為；觀察者可於一

天、一週或一個月的時間建立起行為圖，以瞭解在特定的建築區域中，是何類的使用

者在哪一特定的時間或地點，以哪一特定的方式在使用。 

（四）追蹤（tracing） 

追蹤可以發現之前活動的狀況，提供研究者作為判斷之用。透過追蹤觀察，研究

者可以探知人們在工作上或生活上是如何真正的使用這些環境。追蹤記錄的方法包括

圖表註釋、繪圖、攝影和計算。追蹤包括四類：1.副產品的使用；2.改變使用模式；

3.展示自己；4.公眾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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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獻查詢（literature search） 

由委託人及設計者從相似建築及相關組織所提供的方法、研究去獲得有用的資

訊。 

（六）研究訪問（study visit） 

研究訪問者可以特別注意某一類特殊的問題，訪問的對象可以嘗試選擇一些具有

相關代表性的學校。 

（七）檔案記錄（archival records） 

在檔案研究中，研究者所查詢的檔案是各組織集結而成的常態性報告記錄，屬於

一種基本性的概略瞭解，是比較經濟的研究方法。 

（八）模擬（simulation） 

模擬的方式包括照片、模型、圖化、電腦模擬、動畫製作等，是非原始資料調查

的方法，但它是一種能應用建議於新方案的有用工具。上述八種方式之優缺點整理如

表 12所示： 

 

表 12 POE調查方法比較表 

調查法 優點 缺點 

標準調查表 1.產生定量的資料 

2.調查快速普及 

3.分析統計較多元 

1.難以深入探究結果 

2.難以了解複雜非統計關係 

3.難於調查中產生良好關係與信心

焦點訪談 1.探得反應 

2.營造良好關係 

3.了解複雜關係 

1.不利發展定量的資料 

2.難以快速普及調查 

3.需要大量時間及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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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續） 

調查法 優點 缺點 

結構性觀察 1.從調查及訪談中檢核資訊 

2.（假如系統化）產生定量資料

3.透過跡象觀察幫助調查更深
入 

4.得到使用者難以表達的問題

1.難以了解事件發生的原因 

2.不易產生良好關係，除非加面談 

追蹤 1.不唐突的、謹慎資料蒐集方
式。 

2.經濟的資料蒐集方式 

 

難以了解事件發生的原因。 

文獻查詢 1.參考相關建築案例 

2.刺激想像力 

1.難以了解建築功能為何好 

2.花費時間較長 

研究訪問 

 

 

1.瞭解現有建物情形 

2.刺激想像力 

1.背景研究時間較長 

2.難以了解複雜的關係 

檔案紀錄 1.不引人注目、謹慎的資料蒐集

方式 

2.經濟的資料蒐集方式 

3.檢查各個資訊的來源 

1.難以了解事件發生的原因 

2.難以詳細的關注問題 

3.缺少準確的數據說明 

模擬 

 

1.探究各種可能性 

2.引發新的設計構想 

3.消除錯誤發生的可能性 

4.避免錯誤所造成的昂貴代價

5.刺激想像 

6.產生熱情及激勵因素 

難以得到完全實際的反應 

資料來源：Facilities Management-Towards Best Practice, Barrett, 1998,p111. 

(引自許碧蕙，民 91，第 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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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後評估的研究 

用後評估的內容依據研究對象、評估準則及研究方法等三項，發現結果包括特殊

及普遍化兩種研究對象，其中以普遍化的對象居多；同時也有單一化及多樣化兩類的

評估準則，又以多樣化居多；主要準則涵蓋設備標準、規畫報告書、相關法令等；而

且有單一化及多元化的評估方法，如問卷調查、觀察及訪談等多元化方式的評估最

多，注重以質與量兼顧的資料。本研究透過訪談校長、問卷調查學生及觀察蒐集資料，

以獲得新設校的使用情形。茲將相關研究整理如表 13所示： 

表 13 POE相關研究整理表 

作者與 

研究主題 

研究 

建築物

評估準則 研究方法 研究 

對象 

主要研究發現

黃世孟

（http://ceiba.cc.ntu.tw/ 

SB/data.html） 

彰化縣員林國小校舍

使用後評估之調查研

究 

員林國小

「普通教

室」 

相關設備標

準 

1.問卷調

查 

2.觀察 

3.訪談 

教師及

學生 

再定義普通教

室的功能及修

訂相關法令 

黃富祥，民 84 

以「用後評估」探討國

中校園空間之規畫設

計 

臺北市百

齡國中 

1.相關設備標

準 

2.規畫及設計

報告書 

3.規畫理念及

設計手法 

1.訪談 

2.觀察 

3.問卷調

查 

校長、建

築師、學

生 

校園規畫無法

表達教育意

義，而且下課

休息時間過

短，影響戶外

活動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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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續） 

作者與 

研究主題 

研究 

建築物

評估準則 研究方法 研究 

對象 

主要研究發現

陳崑玉，民 90 

 

學校建築用後評估—

以樟樹國中為例 

樟樹國中 1.第一期校舍

之規畫書 

2.相關文獻 

以問卷調

查為主 

教師、學

生 

設計應符合實

用性，學校師

生對第一期校

舍建築大致感

到滿意 

徐仁斌，民 90 

 

用後評估在校園設施

規畫應用之研究 

四所國民

小學校園

環境 

用後評估之

相關理念與

文獻之整理 

 

1.文獻分

析 

2.實地觀

察 

 

學校設

施與環

境 

評估以多元化

方式進行，並

建立符合本土

的評估準則 

Ornstein, 1997 

巴西聖保羅中小學之

用後評估研究~ 從學

校環境使用者和品質

觀點 

 

24所公

立中小學

FDE（教育發

展 

基金會）設備

標準，探討功

能因素、環境

舒適度、維護

管理及安全

性 

1.訪談 

2.問卷調

查 

校長、教

師、學

生、工程

師、主管

機關 

在節約能源及

安全意識應充

分溝通觀念，

訂定學校維

護、管理、及

安全的品管計

畫。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