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研究針對桃園縣新設校國民中小學籌建的員額編制、經費編列、籌建期程與建

築師評選等問題加以探詩，並就學校建築特色與用後評估加以分析。 

第一節 籌建時員額編制的分析 

新設校籌建時的員額與籌建人員的教育背景，以教育人員從事繁雜的設校籌備工

作，探討專任或兼職員額編制的人數問題及其專業素養的提昇方面，結果敘述如下。 

壹、新設校的基本資料 

新設校的成立主要在紓解附近國中小過度飽和的班級數，達成小班小校的教育政

策。因應學區調整，鄉鎮市公所召開學區協調會議，重新分配學區。新學校的建築是

經過整體規畫興建完成的，在造型、色彩都展現出活潑、亮麗、清新及溫馨的校園環

境，但資料顯示三成的學校的班級數是在 30班以下，反而造成附近學校減班超額，

人事不安定，影響教師教學的士氣。 

桃園縣新設校的學校規模，30班以上的學校有18所，佔51%；30班以下的學校

是12所，佔34%；3所縣立高級中學的班級數都高達50班以上，佔9%；還有2所學

校分別於91及92學年度招生，茲將各校成立的年度整理如表21。 

表21 桃園縣83~90學年度新設校一覽表 

學年度 高中 國中 國小 

90 平鎮 --- --- 

89 --- --- --- 

88 永豐、南崁 同德 三坑、南美、楓樹、楊心 

87 --- 秀才實驗學校 中原、瑞塘 

86 --- --- 
同德、大業、忠福、光明、慈文、田心、五

福、平興、義興、興仁、文華、 

85 --- 光明、東安 幸福、大有、龍星 

84 --- 福豐 建德、林森、文化 

83 --- 楊明、龍興 祥安、迴龍 

合計35校 3 7 25 

資料來源：桃園縣新設校專輯，桃園縣政府，民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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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新設校校地面積中，2-3公頃為數最多，共有18所新設校，佔52%；其次為3

公頃以上，有8所，佔24%；1-2公頃有7所，佔21%；1公頃以下有1所佔3%，整理

如表22。 

表22 桃園縣新設校校地面積一覽表 

校地面積 高中 國中 國小 

1公頃以下   忠福 

1-未滿2公頃  秀才實驗學校 
迴龍、幸福、慈文、

興仁、三坑、楓樹 

2-未滿3公頃 南崁 光明、 

祥安、建德、林森、

文化、大有、龍星、

大業、光明、田心、

五福、平興、義興、

文華、中原、瑞塘、

南美、楊心 

3公頃以上 平鎮、永豐 
楊明、龍興、福豐、

東安、同德 
同德 

合計35校 3 7 25 

資料來源：桃園縣檔案資料，桃園縣政府，民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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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員額編制的問題 

學校籌建的工作包括校地徵收、規畫、設計、監造、溝通協調、驗收、經費、申

請文書等涉及法令規章及專業的行政工作，由籌備處負責辦理，其員額編制的問題整

理如下述： 

 

一、籌備人員一般只有校長和總務主任，其他人員的編制往往不確定 

新設校的編制一定有籌備主任（校長）和總務主任，至於教師和工友的員額不一

定在編制內，隨著新設校成立年度而有人數不等的籌備人員。以下是訪談A、B、C、E、

F等學校校長的內容：  

設校第一年的編制有籌備主任和總務二人，第二年才派個工友，這是籌備其間

的人員編制（Ap，91/02）。 

在籌備期間，我們的人員編制有籌備主任(校長)、總務主任、兼辦會計人員（教

師）等三人（Bp，91/02）。 

當初在籌建期間，人員編制方面，第一年有籌備主任和總務主任各一人（Cp，

91/02）。 

從 85年 2月 1日的時候，就派一位校長；過了二個禮拜以後，差不多到了二

月中，才派了一個主任；等設校過了一個月以後，來了一位老師兼主計，所以

一個月之內就有三位，一位校長，一位總務主任，還有一位就是老師兼主計。

再過了半年到暑假的時候來了一位工友，這四位一直到學校招生，所以這四位

是生命共同體，一起打拼，非常辛苦（Ep，91/02）。 

本校當初成立，縣政府核給校長、總務主任，並由附近學校會計人員兼辦本校

會計（Fp，91/02）。 

 

二、校長兼任分校籌備工作，只有一名專任總務主任的編制 

桃園縣教育經費不足，因此35所新設校中，有19所（54﹪）以分校模式成立，

只有籌備主任一人，除了綜理本校校務外，還要兼辦分校的業務。像○○國中原先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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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是以○○國中○○分校的名義來籌備，是由○○國中校長兼任，只有總務主任的專

任編制。由本校校長兼籌備處，已經有學校校務要辦理，同時人員又不足。因此，宜

所以直接派正式的專職校長籌辦新校，就是這個學校的創校校長，權責才能一致。以

下是 D校和 G校校長表示的意見。 

○○國中原先籌備是以○○國中○○分校，當初……是以分校的名義來籌備，

因為籌備處是由○○國中校長兼任，所以當初在縣政府人員的編制方面，只有

總務主任一個，當初是用分校主任的名義，實際上就是等於總務。其他沒有任

何一個編制（Dp，91/02）。 

所以我個人建議，新設校就直接派正式的校長去接辦新設校，如果教育局有臨

時編制任務小組的話，再來做協助，這樣校長就可以全職來籌設這個學校，所

以將來這個學校籌設完畢之後，他就是這個學校第一任的校長，所以他是比較

一系列，從開始……，完整的，包括未來招生，包括這個學校未來的特色、理

想，這是我個人一個小小的經驗（Dp，91/02）。 

目前因為我們桃園縣教育經費的不足，所以目前桃園縣新設國民中小學的經費

往往是分期編列，這對學校籌設人員來講是相當的辛苦，因為我們都是由校長

來兼籌備處，自己本身已經有學校校務要辦理，加上人員又不足（Gp，91/02）。 

 

三、桃園縣新設校籌備業務涉校地的取得、地上物處理與變更設計案繁雜工作 

新設校校地的撥用、校地的取得與地目的變更；而改道、廢道、廢溜、地上物遷

移，變更設計等，都涉及法令的規定，行政程序繁雜；同時尚需面對工程的技術專業，

對只有教育專業的校長和總務主任等籌建人員而言，是一種考驗與挑戰。D校校長就

工作繁雜的情形提出心得。 

任何一個新設校的籌建當中，校長和總務人員真的很辛苦。首先從校地的撥

用、校地的取得，甚至於改道、廢道、變更等，所以我想這個只有承辦人員才

能體會，當一座建築完成的時候，往往我們只看到他們的結構，背後的艱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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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水，卻是很少人去體會到的（Dp，91/02）。 

只有靠校長和總務主任，一般新設校頂多再加上一個老師，這三個人，如果校

地是很完整的，地目不必變更的話，那還好，若牽涉到地目要變更，要改道、

廢溜、地上物要遷移，那學校經辦的校長，也有本來的校務要處理，所以我個

人覺得是給新設校的校長和承辦人員最大的困難（Dp，91/02）。 

 

四、桃園縣新設校少數的籌建人員辦理學校建築工程業務，工作繁雜 

從荒蕪一片的校地中，興建一棟一棟的校舍，需花費冗長的時間，有賴大家通力

合作，工程才能順利，其中的辛苦只有籌備人員的體驗最為真實，E校校長提出該校

的辛苦歷程。 

最重要的是，新設校人事的問題非常單純，因為每個來，就像是革命情感，大

家大家因為胼手胝足從無到有一起打拼，感情非常的好，所以我們老師像兄弟

姊妹一樣的，非常好（Ep，91/02）。 

最辛苦的是寒暑假及假日的值班，因為工程還在進行，是沒有假日的，所以校

長、主任、主計和工友都要輪，因為工地在施工，有時是灌漿等各種工程在進

行，所以四個人非常辛苦，這樣辛苦了三年半，三年半以後，學校主體結構完

成（Ep，91/02）。 

 

根據訪談A、B、C、D、E、F和G校校長就桃園縣新設校的員額編制的看法，他

們認為以分校模式成立新設校的籌備處，由國中小的校長兼職籌備，只有1個專任的

總務主任。新設校上億元的設校經費，以及學校建築至少有50年的效益，這種長期

的教育投資`，影響的年限久遠，人數眾多。因此，就長期投資和經濟效益的觀點而

言，新設校的籌建應由專職校長負責，編制員額數最好比照全國的平均數3人較為合

理。新設校的工程發包與採購法有關，而學校建築涉及建築法、建築技術規則的法令，

工程進行時的學校建築專業，因此，在籌備的兩年或三年的時間裡，教育主管機關宜

辦理新設校籌備人員的學校建築的研習，藉由專業的成長，及時修正規畫設計圖，減

少決定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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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籌建時經費概況的分析 

92年度全國教育總經費合計4127億元，較91年度的4243億元短少了116億元

（教育部，民 92）。新設校的經費來源，主要來自中央政府的補助，因此縣巿政府的

教育預算也受到影響。教育預算中學校建築工程耗費最大，新設校的建築經費動輒幾

千萬元、幾億元，編列的方式影響工程的進行。 

縣政府編列學校建築工程經費時，均進行「先期作業」之評估，再由業務單位實

際瞭解狀況後，會同財政、主計及相關人員審議，經審議通過並由縣(市)長核定，才

能編列預算，再由議會審議通過，約需一年的時間。 

桃園縣新設校的經費來源，除了桃園縣政府的建築設備預算外，還有教育部的補

助款和專款，補助款包括整建國中小教育設施計畫、降低國中小班級學生人數計畫硬

體工程及公共設施用地使用建設計畫規畫設計費。省和鄉公所也編列補助款配合，省

有關綜合球場補助款，校園安全計畫經費也納入新設學校的預算編列。而新設校的開

辦費使用範圍，包括辦公事務機器設備、行政辦公什費、各項規費等。設校費主要用

為整地、施作水土保持、填土、排水、圍牆及校園整理。規畫設計費使用範圍包括建

築師之規畫設計費、前置作業相關之地質鑽探、高層測量、徵選建築師之徵圖比圖經

費、外接水電費、鑑界規費等皆可使用。整理如表23。 

 

表23 桃園縣新設校相關經費科目與用途一覽表 

科目 用途 

開辦費 
辦公事務機器設備、行政辦公什費、各項規費 

設校費 
整地、施作水土保持、填土、排水、圍牆及校園整理 

規畫設計費 
規畫設計費、地質鑽探、高層測量、徵圖比圖經費、水電費、

鑑界規費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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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新設校的經費概況 

桃園縣新設校經費，最主要包括校舍和水電的工程造價，不含校地徵收的費

用，有16校超過1億元，包括同德、大業、忠福、光明、慈文、田心、平興、義

興、興仁、文華、三坑、瑞塘、南美、楓樹及楊心等國小、同德國中，占總設校

數的 46%，為數最多；有7校超過 2億元，包括祥安、建德、幸福、大有、龍星

及中原等國小、楊明、秀才實驗學校，占總設校數的 20%；有9校超過 3億元，

包括迴龍、林森、文化及五福等國小、龍興、福豐、光明及東安等國中，占總設

校數的26%；超過4億以上的有2校，包括平鎮及永豐高中，占總設校數的5%。 

可見，除了南崁高中合併南崁國中小舊校舍整建經費4,900萬元外，所有設校經

費都超過上億元，經費龐大，可見縣政府對教育投資的重視，彙整如表24。 

表24 桃園縣新設校經費概況表 

經費編列 高中（單位：萬元） 國中（單位：萬元） 國小（單位：萬元） 

4千萬~5千萬 南崁（4,900）   

1億~未滿 2億  同德（12,100） 

同德（17,260）、大業（16,360）、

忠福（18,387）、光明（14,980）、

慈文（19,180）、田心（16,500）、

平興（18,420）、義興（16,770）、

興仁（17,006）、文華（14,080）、

三坑（10,020）、瑞塘（19,030）、

南美（17,900）、楓樹（12,060）、

楊心（11,200） 

2億~未滿3億  
楊明（29,658）、 

秀才實驗學校（25,881） 

祥安（24,000）、建德（26,340）、

幸福（23,820）、大有（25,044）、

龍星（24,700）、中原（20,030）。

3億~未滿4億  
龍興（36,200）、福豐（30,390）、

光明（31,500）、東安（33,440）。

迴龍（32,257）、林森（30,775）、

文化（32,720）、五福（30,460）。

4億以上 
平鎮（43,000）、

永豐（50,910）。
  

合計35校 3 7 25 

資料來源：桃園縣政府，民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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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新設校的經費問題 

由訪談結果，獲知有關經費的問題，分別敘述如下： 

一、桃園縣新設校的經費編列方式，無法一次編足，大部分採分年度編列 

新設校屬於重大工程，依年度編列預算，如果預算額度少，工程進度的執行相當

困難。因為經費拮掘，所以等到經費充足才發包。不可能一年就編足，所以分年度編

列。政府分年度編制預算，學校按年度執行。有的逐年編列預算後，預算辦理保留，

因此工程款可以按月估算，都能按照預定的期間給廠商。工程結餘款繳庫或充實專科

教室的設備。因為政府財源不足，學校無法按照預期的進度來發包，同時，整體規畫，

有時候一期二期三期沒有辦法作很截然的分割，A校、C校、E校和 G校校長對該校

的情況作如下的描述。 

至於經費的編列，當初在籌備時就開始編一千萬的預算，後來分年編列預算，

預算保留，最後……，到第六年開始發包去建時，我們的工程款可以很順利的

發給廠商，按月，每個月估價一次，所有的經費都能按照預定的期間給廠商，

都沒有積欠廠商一毛錢（Ap，91/02）。 

經費編列方式是一次發包分年編列，政府預計給你多少，但是分3年編列，執

行起來一定要3年，才能將學校整個蓋起來（Cp，91/02）。 

像 48班是三億五千萬，但是我們真的建築才花掉三億一千萬，還有四千萬，

拿去申請我們專科教室的設備（Cp，91/02）。 

籌備的話是從85年2月1日到88年8月1日，三年半的時間，從籌備、施工

到主體結構完成，中間有點耽擱，因為經費的關係滿拮掘的，所以到 85年 2

月1日成立，86年暑假時才給我們一千萬就叫我們發包，那時我在美國，打電

話給我時，我聽到一千萬要怎麼發包呢？根本不可能，後來還是等到經費比較

充足時才發包。我們的經費是二億五千五百萬，不可能一年就編足，所以是分

3年編的（Ep，91/02）。 

最初是編三億，後來就打九折，變二億五千五百萬，是一次核定設校總經費，

再經過多次爭取才發包，是分段發包的。本來是分期發包，後來我們去爭取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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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一次發包（Ep，91/02）。 

我們規畫36班是2億5500萬，本校設校經費是2億3700萬，我們還繳給政

府1760萬，我們還繳庫（Ep，91/02）。 

是採取分年分期編列預算，有一次核定設校總經費，我那時候核定的經費，土

木的主體工程是三億多，消防水電是三千五百多萬（Fp，91/02）。 

我們當初設校的經費編列方式為分年度編列預算，作好整體規畫後，分年度發

包。以目前我們桃園縣新設的中小學來講，它是屬於整體規畫，然後分年度發

包。分年度發包這又牽扯到政府的財源，政府財源不足的時候，分年度發包裡

面，又沒有按照學校預期的進度來發包，有時候牽涉到經費的不足。另外因為

經費的不足，使得學校有時候一期二期三期沒有辦法作很截然的分割（Gp，

91/02）。 

二、桃園縣為了收留中輟生而設立的學校，其設校經費全部由教育部補助 

桃園縣隨著中輟學生人數的增加，而新設收留中輟生的學校，在桃園縣是首例，

舉凡學校建築工程和教學設備的經費全部由教育部補助。以下是 D校校長就該校設校

經費的描述。 

教育部的訓委會及行政院的○參議（楊梅人），在整個過程中，他們幫助相當

的多，也由於他們的幫助，所有設校經費包含設備費一共是二億三千萬，完全

是由教育部足額的撥款（Dp，91/02）。 

所以在經費編列對設校的影響，我想我在這個地方作兩個方面的說明，就○○

來講，這是不成問題的，因為它的經費是一次發包，然後剩餘款再由學校規畫

第二期工程，所以一般來說，它的經費是一次編入，由學校來一次發包，它是

屬於整體規畫（Dp，91/02）。 

在學校經費編列方面，楊梅這個○○學校也算是得天獨厚，因為這是在總統選

舉改選之前，也就是在原教育部，那時已經完成總經費，所有的總經費一次核

定，然後編列預算給學校，所以當初在硬體設備的經費是不成問題的，硬體設

備一共花了1億7000萬，是一次核定，再加上原先教育部就有補助50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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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規畫籌設時就有 5000萬撥款到縣政府。接下來就是第二次它有設備費

的補助，一共補助 6000萬，分 3年逐年撥用，所以整個○○學校它的硬體還

有設備的總經費來講，是不成問題的。比起我們現在縣內的國中小，絕對是好

多了（Dp，91/02）。 

三、桃園縣新設校尚待經費解決的部分，包括週邊道路、教學設施及綠美化等 

招生後為了師生的進出，學校週邊道路的闢建刻不容緩，其土地徵收與道路工程

款則需縣政府和鄉鎮市公所協助解決。等到新設校主體工程完成後，配合課程教學需

要而規畫的教學設施和設備，有賴充裕的經費配合和支持，A校、E校和 F校校長就

其遭遇的困難描述如下： 

目前我們的馬路是在 90年 6月 2日才把龍有路（龍仁路通往龍崗）部分路段

才完成收回，其他還有龍仁路一段、後面的八門路還沒有徵收。限於政府經費，

還需要一億兩千萬來闢建道路和徵收土地的費用（Ap，91/02）。 

我們美化綠化還是不足的，因為新設校沒有經費，景觀美化綠化不夠的（Ep，

91/02）。 

後來就是因為劉邦友出事了，縣政府主政人都換人了，經費又不給我，那筆規

畫全部都沒有辦法作，我本來是規畫做小木屋，作童軍營地，平常就給老師當

宿舍，童軍要辦社營活動的時候，再拿來給學生做營地用，後來就是沒有錢，

整個就卡在那邊（Fp，91/02）。 

四、桃園縣新設校以整體規畫為考量，經費分年度編列的方式，可能影響教學的進行 

70年代新設校學校工程邊進行，學生一邊上課，嚴重干擾教學的活動；同時工

地危險，師生安全堪慮。因此 80年代新設校如果沒有招生的急迫性需要，都等到學

校建築完成後，才開始招生，不但工程得以順利進行，學童也沒有安全的顧慮，A校、

B校、C校、D校、E校和 G校校長的看法分別是： 

經費編列方式，應該是總體規畫一次發包，對於學校比較好，對於結構，各方

面的銜接都比較好，而且一次發完包之後，整個建好之後，學生再到學校來唸

書、求學、學習比較方便，不會一面施工，一面上學。一是學生的安全顧慮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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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噪音問題，會影響到老師上課。所以總體規畫，一次發包，是非常好的方

式，希望以後所有的新設學校應該都如此（Ap，91/02）。 

因為經費的不足，使得學校有時候一期二期三期沒有辦法作很截然的分割，學

校在整體規畫裡面，事實上建築師在規畫的時候，他並沒有很明顯地的畫分說

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Bp，91/02）。 

第一個困難就是沒有經費，剛開始縣政府沒有經費。……首先，分期規畫一次

發包是最理想的，但可能限於政府經費（Cp，91/02）。 

一次核定設校總經費，但預算分3年編列，進度也會分3年完成，可以掌握3

年的進度，第1年把基礎蓋好，大概要多少錢，第2年要多少，第3年要多少，

一次就可以把學校蓋起來，例如地下室就一起挖，不用整天都在挖地下室（Cp，

91/02）。 

最重要的就是經費不足，所以往往要分一期、二期、三期來編列，而且編列的

經費又不是十足的編列，工程蓋完畢就要開始招生，等到招生完之後，第二期、

第三期陸陸續續的再蓋，在施工安全上也影響到學校整體的運作（Dp，91/02）。 

如果變成分期發包，就會像○○國小一樣，很多國小都是這樣。所以還是要爭

取一下。可以聯合幾個新設校的校長，一起找局長談談，一次發包是最理想的

（Ep，91/02）。 

學校在整體規畫裡面，事實上建築師在規畫的時候，他並沒有很明顯地的畫分

說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所以整體規畫受到經費的不足，要做分年的發包

時，對學校對建築師而言，都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所以我們也期盼未來縣政

府或有關單位對新設校的經費編列，能夠一次發包。對學校工程的施工，或未

來的招生也都比較方便（Gp，91/02）。 

整體規畫，壹次核定設校總經費並完成預算編列，學校一次招標，一次核撥，

不必等經費核撥，浪費時間（Gp，91/02）。 

五、桃園縣新設校的預算書單價，除了縣市的差異外，縣內各校也會不同 

新設校的經費往往需上億元，各校校園規畫的造型及使用的建築材料和材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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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預算書的單價便存有差異。如果各種設備也設計在內，會反應在預算書的單

價上。況且不同縣巿的地區差異，物價指數也不同。 

目前桃園縣新設國民中小學的經費往往是分期編列，這對學校籌設人員來講

是相當的辛苦，因為我們都是由校長來兼籌備處，自己本身已經有學校校務

要辦理，加上人員又不足，最重要的就是經費不足，所以往往要分一期、二

期、三期來編列（Dp，91/02）。 

本校於86年3月18日主辦桃園縣新設國中小教育參觀，因多數新設學校已

參觀過中南部各新設校，故選擇宜蘭縣，宜蘭縣大多數學校因學生人數少，

校地無形中顯得寬闊，學校外型設計各具特色，然其內部設備較為空洞，並

且宜蘭縣物價較低，設校經費不高（Ep，91/02）。 

桃園縣為全省第二大縣，本校為何一定要比照宜蘭縣設校經費辦理，個人百

思不得其解。財政局長官認為本校校舍在縣府財政並不寬裕情況下建築且造

型華麗，尤應檢討。個人深感委屈及無奈（Ep，91/02）。 

綜合上述研究結果，預算編列的方式，由表25得知，A校、B校、C校、E校、

F和G校校為分年度編列預算；其中，D校則一次核定設校總經費，一次編列預算。 

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桃園縣新設校的經費主要來源是教育部，幾乎每所新設校，都

是上億元的經費，可見桃園縣對教育投資的重視。至於新設校經費指的是學校建築、

水電和景觀工程的造價，並不包括土地徵收費用。根據訪談結果發現桃園縣新設校經

費編列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整體規畫，一次編列預算，只有D校是以此方式編列；

二是整體規畫，分年度編列預算，像 A校、B校、C校、E校、F校和 G校，亦是桃

園縣大多數新設校經費編列的方式，也是各縣市新設校經費編列的主要方式。 

 81



表25 桃園縣新設校預算編列方式 

校名 預算編列方式 

A國中 整體規畫，分年度編列預算。 

B國中 整體規畫，分年度編列預算。 

C國中 整體規畫，分年度編列預算。 

D國中 整體規畫，一次核定，一次編列預算。 

E國小 整體規畫，分年度編列預算。 

F國小 整體規畫，分年度編列預算。 

G國小 整體規畫，分年度編列預算。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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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新設校籌建期程的分析 

早期新設校在第一期校舍興建完成後便招生，近年來有各期工程全部完工後才招

生的趨勢，本節藉由文獻探討與訪談結果，進行分析與問題的探討。 

壹、籌建期程之現況 

新設校有預計的籌建期程，就桃園縣而言，有 1年、2年、3年、4年、5年、6

年甚至7年期程，茲將新設校籌建期程分析如表26。由表26得知，籌建1年的有7

校，包括同德、大業、光明、慈文、田心及文華等國小、南崁高中，佔 20%；籌建2

年的有 10校，包括五福、平興、義興、興仁、瑞塘、南美、楓樹及楊心等國小、楊

明國中，佔29%；籌建3年的有8校，包括祥安、林森、文化、龍星、三坑及中原等

國小、光明國中、秀才實驗學校，佔23%；籌建4年的有7校，包括迴龍、建德、幸

福及大有等國小、福豐、東安及同德等國中，佔20%；籌建5年的有2校，包括龍興

國中及永豐高中，佔 6%，籌建6年的只有平鎮高中 1所學校，佔 2%。籌建期程在3

年內的有17所，佔新設校的比率高達72%，與臺灣地區大部分縣巿頗為一致，彙整如

表26。 

表26 桃園縣籌建期程一覽表 

籌建期程 高中 國中 國小 

1年 南崁  
同德、大業、光明、慈文、田心、

文華 

2年  楊明 
忠福、五福、平興、義興、興仁、

瑞塘、南美、楓樹、楊心 

3年  光明、秀才實驗學校 
祥安、林森、文化、龍星、三坑、

中原 

4年  福豐、東安、同德 迴龍、建德、幸福、大有 

5年 永豐 龍興  

6年 平鎮   

合計35校 3 7 25 

資料來源：桃園縣檔案資料，桃園縣政府，民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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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籌建期程的問題 

依電話調查的結果顯示，有的縣市新設校的學校建築工程完成一期或兩期便招

生，而大部分縣市的新設校，都是全部工期完成才招生，期程大都需在2年至3年的

時間，茲將桃園縣籌建期程的問題，加以彙整敘述如下： 

一、桃園縣新設校因經費問題造成工程停頓，而延宕設校的期程 

新設校的經費，需要政治的支持，所以政治環境的轉變，攸關教育資源的分配，

曾經主政者的異動，沒有經費而停頓，甚至一度準備廢校，以下是 C校和 E校校長描

述當時的情形。 

本來是預定兩年內，但後來因為經費問題，劉邦友去世的時候停頓1年，沒有

經費，所以後來變成3年半才完成，跟實際年限差了1年半。最主要影響的原

因是經費問題，當時政府沒有經費，還一度準備要廢校。徵收土地還算蠻順利

的，申請證照也很順利，發包也一次決標（Cp，91/02）。 

當時並沒有嚴格的規定，因為我們學校比較特別的就是，學校成立的時候，招

生並非要到3年半，但是因為大環境的改變，85年2月1日成立，到85年11

月 20日劉邦友命案，那時幾乎工程就停頓了。因為在劉邦友縣長任內的新設

校，到命案發生時，是否要繼續新設校？所以那9個月幾乎是停頓的，比較沒

有積極的建設，所以中間腳步比較慢（Ep，91/02）。 

 

二、桃園縣新設校的校地因年代久遠，土地資料追查不易 

新設校的土地屬於民眾的，取得困難。學校用地的地籍資料，從日據時代追查，

當時的管理主任委員已經去世很久，追查困難。在地政事務所登錄錯誤，辦理更正後，

才能提存法院。土地所有權人散居各地，輾轉於各戶政事務所查證。接著，彙整所有

土地的原始資料，由桃園縣政府將這些資料提送桃園地方法院，完成一定程序，才能

正式取得土地的所有權狀。還有因為學校前面的主要道路及聯外道路沒有完成，基於

安全的考量，專案陳報而延後招生，以下是 A和 F校校長對遭遇的困難描述如下： 

從15筆土地裡面154位地主，其中有二筆土地屬於「萬善祠管理委員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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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祠管理委員會」在日據時代的管理主任委員已經往生很久了，因此要追查起

來相當困難。幸好，這兩筆土地剛好在地政事務所登錄錯誤，經更正後提上法

院。其他有一筆 318，住在內湖的朱先生所有。所以必須查原始資料，因此到

內湖戶政事務所兩次，第一次經辦員是一位小姐，因其對於業務不熟悉，所以

未取得資料。第二次是一位先生，我們告訴他事情的原委之後，他很迅速取得

我們所需資料。現在因為戶政事務所屬於民政局，須到臺北市政府要原始資

料，將原始資料寄給我們之後，就交給桃園縣政府把所有的系統表全部提出

來。後來將這些資料提送到桃園地方法院，書記官蕭小姐催她三次，因為我們

有設校壓力。在第三次終於點頭取得幫助。前後經過四年時間，開始在83年9

月6日……籌備這所學校。經過了4年，在87年5月20日正式取得土地的所

有權狀，才開始申請建築執照（Ap，91/02）。 

籌建當初，是因為土地總共只有 15筆，有一百五十幾個業主，其中有二筆土

地，就是萬善祠管理委員會登記，主任委員由於沒有辦繼承，所以耽誤很久，

第二個原因就是318土地，有五代沒有繼承，也耽誤了，所以土地的取得總共

花了四年的時間。實際完成年限是五年，與預計的年限相差二年左右。落後的

原因，是土地的取得，就如剛剛所言，由於私人土地的取得困難，一筆318土

地拒徵，花了5年，當初曾到內湖的戶政事務所去處理。因為業主的後代住內

湖，花了二次去找他。後來這些資料是由臺北市政府民政局找來的。由我們提

供給縣政府，因為必須把細目表算的很清楚，一個一個列名，否則會造成他們

的權利受損。所以拿到資料繳交縣政府，由縣政府提交到法院。因為資料當中，

各地方徵收土地很多，我們學校因為有認識的關係，……曾經去拜託書記官三

次，最後一次終於點頭，他說我們的一筆土地等於別人的四十幾筆土地，因為

很多，所以一些美國啦什麼資料都必須要拿才能清除，這是私人土地的取得比

較困難（Ap，91/02）。 

那時候預計建設的年限，剛開始規畫也是兩年，實際上拖了３年，因為加上土

地徵收花了一年的時間。⋯⋯實際完成的年限，校舍大約是83年籌畫，到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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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完工，約4年多。⋯⋯招生日期比縣政府所核定的日期有延後了一年，本來

是叫我 87學年度招，後來我延了一年，理由是因為學校前面的主要道路跟連

外道路，鄉公所那時還沒有完成，顯的很凌亂，於是安全上的考量，用專案報

給縣政府，於是縣政府同意我延後一年招生（Fp，91/02）。 

 

三、桃園縣有一所新設校的土地原本與私有土地交換，因違反相關法令規定，難以執

行。由於與土地法規定不合，政府要以學校的土地和私人土地交換的政策，無法

執行，以下是 B校校長描述當時的情形。 

當初是為了紓緩附近學校飽和的班級數，於是地方各級民意代表積極爭取。本

來預計籌建的年限為2年內，而實際籌建完成的年限是4年，預計與實際籌建

年限相差2年。進度落後的原因是因為主政者想要以公地換私地政策，由於土

地法限制，無法執行而延宕了2年（Bp，91/02）。 

 

四、桃園新設校的學校用地屬於不同的政府機關，聯繫協調需花費不少的時間 

桃園縣的一所新設校的校地屬於國防部，不同政府機關的協調非常棘手，土地是

空軍報廢很久的油庫，要按照公告地價給予有償的撥用。空軍隸屬國防部，空軍辦好

後又要去國防部辦，而且軍中行政跟一般行政差異性大，以下是 D校校長接受訪談時

的看法。 

以○○國中○○分校的名義，所以它正式的校名，並不是叫它○○學校。但是

它收的學生，卻是以普通班為主的中輟學生。…...當初…...在籌設的時候，它不

是學校的預定地，它是一個空軍報廢的油庫，所以…...在整個籌設的年限裡面，

我們預計是用兩年來籌設。這兩年包括校地的徵收，還有地目的變更。地目變

更完成以後才設計、發包跟施工。所以從籌設到正式招生，前後的時間是三年。

事實上如果照我們預計的進度，是延後了一年。這裡面有部分的因素，所以落

後了，落後有幾個原因：第一個，還是土地的取得。因為這個土地是空軍報廢

很久的油庫，當初是屬於無償撥用，後來由於是國防部所屬土地，學校徵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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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公告地價給予有償的撥用。政府的經費有限，國防部希望用徵收的經費，

去改善營區的設備。這就是當初土地的撥用也花了不少時間。會花時間第一個

因素，是荒廢20幾年的油庫，連……管理單位……很難去尋找。所以花了很多

時間，最後才把空軍油庫撥用。可是，空軍又隸屬國防部，變成要辦理兩次。

空軍辦好後又要去國防部辦，而且軍中行政跟我們一般行政差異性相當大，所

以在土地撥用花費一段時間（Dp，91/02）。 

 

五、桃園縣新設校用地地目的變更，不同政府機關的協調相當困難 

學校用地地屬私有地，縣市政府必需辦理徵收；地屬公有地，則需完成撥用的程

序。校地取得後，地目的變更涉及不同的政府單位，縣市政府宜主動積極協調解決，

以下是 D校校長接受訪談所描述的困難。 

第二個因素是地目的變更，因為空軍國防部的土地，我們當初是有償撥用，撥用

以後地目並不符合設校的規定。它這裡面有山坡地，有水利地，然後還有不同的地目，

所以……我們要特定事業用地才可以興建學校的建築，所以我們必須辦理地目變更。

所以大概未來新設校，除非是我們公設用地已經徵收完畢了，否則如果類似這樣子，

花的時間會相當多。因為在辦理地目變更時，我們發覺……花了半年的時間才辦出來，

而且這中間還牽涉到縣政府部分，由縣長主持，召開了跨局室的會議才能夠解決。第

三個影響，就是它是……山坡地……所以將來在學校……如果有牽涉到山坡地的及水保

的評估，會花很多時間。……目前到最後我們只好用部分驗收的方式，因為有一部分

水保必須做變更，這是整個學校籌建進度落後的因素（Dp，91/02）。 

 

六、桃園縣新設校校地的地上物遷移與廢除，需要花時間辦理 

新設校的校地徵收後，校地上地上物的處理，需要相關政府單位或人民團體的協

助才能解決，以下是 A校校長描述當時處理的經過。 

另外在徵收土地時遷移兩座墳墓，主墳政府協助順利遷走。另外還有石門農田

水利會的灌溉溝渠，有困難的地方是必須要移溝改道，所以我們在徵收校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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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當中，就陸續地把灌溉溝渠移到我們的人行步道的範圍內，所以不會佔用

到校地的空間。另外廢除溜池，因為我們有部分佔用溜池，桃園縣政府還補貼

石門農田水利會 60幾萬，經過地政處、水利處才把它整個廢掉，所以過程當

中總共花了4年的時間(Ap，91/02)。 

 

七、桃園縣新設校的發包、水保計畫及週邊道路處理所遭遇的情況，影響設校進度 

新設校工程因多次發包，無法決標計畫而拖延時間。如果牽涉到山坡地及水保計

畫而延宕，只好辦理部分驗收再進行水保計畫的變更設計，是學校籌建進度落後的因

素。或因學校前面的主要道路跟聯外道路還沒有完成，顧及學童安全而延後，以下是

A、B、F和 G校校長描述該校當時處理的情形。 

剛開始規畫也是2年，實際上拖了３年，因為加上土地徵收花了一年的時間。

本來是叫我 87學年度招生，後來我延了一年，理由是因為學校前面的主要道

路跟聯外道路巿公所那時還沒有完成，顯得很凌亂，於是安全上的考量，用專

案報給縣政府，於是縣政府同意我延後一年招生（Ap，91/02）。 

本來預計籌建的年限為2年，大部分的工程也在2年內如期完成。因與社區關

係維持良好，當地居民都很支持配合學校。而且我們很堅持施工的品質，再加

上廠商充分配合，籌建過程十分順利，讓本校在規定年限內如期完工（Bp，

91/02）。 

如果有牽涉到山坡地的，水保的評估及施工會花很多時間，所以…...到最後我

們還是用部分驗收的方式，因為有一部分水保必須做變更，…...這是整個學校

籌建進度落後的因素（Fp，91/02）。 

水保計畫使我們延誤因為我們設計發包的時候，一般來說，桃園市只有400個

日曆天，我那時候設計是600個日曆天，所以劉縣長那時候就說：『你這樣不

是要建兩年？』我就回答：『是啊』，他問：『為什麼？』，我回答：『是因

為擋土牆連在一起』（Fp，91/02）。 

少部分建設落後的原因，是因為當時多次發包，一直無法決標，所以拖延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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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時間。第一期是二次決標，第二期為一次決標（Gp，91/02）。 

 

依訪談整理如表 27，得知 A 國中預計籌設年限為 3 年，因校地徵收及地上物處

理問題，實際完成年限為 5年；B國中預計籌建的年限為 2年，而實際籌建完成的年

限為 4年，為方便取得校地，使得預計與實際籌建年限相差 2年；C國中預計籌建年

限為 2年，但因經費籌措問題而停頓 2年，因此實際完成的年限為 4年；D校 88學

年度籌設規畫，89學年度發包興建，90學年度完成主體工程，預計完成年限為 2年，

因水保未完成，招生延後 1年，實際完成年限為 3年；E國小預計籌建年限為 2年，

因經費拮据與政治因素，工程停頓達 9個月，實際完成年限為 4年；F國小預計籌建

年限為 2年，因校地徵收問題與水保計畫延宕多時，實際完成年限為 4年；G國小預

計籌建年限為 2年，並且在 2年內如期完成。 

根據上述的訪談資料得知，桃園縣新設校的籌建期程是 2年至 3年，與各縣市的

新設校籌建期程頗為一致。新設校籌建能否在預計的期限內完成，主要的影響因素，

第一為學校用地的取得，包括私有地的徵收和公有地的撥用，還有地目的變更等土地

問題。第二則是沒有經費，訪談的 2所學校曾因這個原因，工程幾乎停頓，甚至準備

廢校。除了上述因素外，影響籌建進度的因素，還包括地上物的處理、水保計畫及學

校週邊道路未完成等。 

 

表27 本研究學校籌建期程分析表 

國   中 國   小 
 

A國中 B國中 C國中 
D實驗學

校 
E國小 F國小 G國小 

預計籌 

建期程（年） 
3 2 2 2 2 2 2 

實際籌 

建期程（年） 
5 4 4 3 4 4 2 

延後（年） 2 2 2 1 2 2 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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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建築師評選的分析 

桃園縣新設校由籌備處提供基地的地籍圖、都市計畫圖、地形圖或現況圖，環境

條件、教育理念、空間需求和經費概算等資料給建築師，由建築師進行規畫設計。本

研究主要探討評選的程序、參與評選的人員、建築師規畫設計的實務經驗、建築師與

學校的對話、監造責任及其他注意事項等方面。依據訪談結果，桃園縣新設校建築師

的評選，分析如下： 

一、桃園縣新設校依規定透過公開程序評選建築師，訂定合理的等標期，讓建築師有

充裕的規畫設計時間。 

採購包括工程、財物和勞務的採購三部分，因為建築師提供的是勞務的服務，因

此依規定透過公開的程序評選。在公開徵求建築師的須知裡，應給予參與評選的建築

師充裕的時間，進行新設校的校園整體規畫，因此，訂定等標期限要合理。以下是 A、

C、F和 G校校長談到公開評選建築師的情形。 

建築師評選由於是勞務方面的問題，現在都要十萬元以上，必須要經過上網來

徵求……（Ap，91/02）。 

現在投標須知已經上網公告了，當時我們雖沒有上網，但還是要按照一般的採

購程序，舊的程序就是要通知建築師公會，還是有一定的領標期限。那時大約

等了一個多月，因為還要設計圖。先領標，差不多兩個月才有真正的設計圖，

一定要長的時間讓對方去規畫，18天一般來說是做不好的，28天還好。……我

認為領標之後要給對方充裕的時間……（Cp，91/02）。 

我們那時沒有適用政府採購法，84年在徵求建築師的時候沒有那個法，但我們

是用公開的徵求方式……（Fp，91/02）。 

那時政府的採購法尚未公佈，可是我們依照採購法公佈前的評選，因為它有一

既定的，在多少金額以上的可按法定的程序來評選建築師……（Gp，91/02）。 

現在投標須知已經上網公告了，當時我們雖沒有上網，但還是要按照一般的採

購程序，舊的程序就是要通知建築師公會，還是有一定的領標期限（Ep，

9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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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桃園縣新設校的籌備處組織評選委員會，公開評選建築師，其成員涵蓋建築專業

與非建築專業人員 

籌備處制定評選要點與評選標準，組織評選委員會公開評選建築師。評選委員會

包括縣長、縣府相關局事主管、專家學者及地方人士等成員共同參與。以下是 C校、

E校和 F校就評選建築師組織評選委員會的說明。 

評審委員的名單還是要報准，另外會空幾個名額讓縣政府去聘。當時我們的評

審委員縣政府那邊有縣長、建設、工務局長及主任督學，縣政府就佔了 5、6

個名額，還有中央、中原大學的教授，校長是一定必要的，還請了地方平鎮市

的5個議員。……組成就是行政機關的人員、學者、地方公正人士、有經驗的

校長也可以……（Cp，91/02）。 

當初評選，主任委員就是縣長，委員是議長、主秘、教育局長、工務局長、財

政局長、主計室、計畫室、國教課長還有鄉籍的議員，還有鄉民代表會的主席，

鄉長，以及二位專家學者、建築師，還有本校的校長……（Ep，91/02）。 

○○國小於 85年 2月 1日成立，設校目標為疏解○○國小增班壓力，並顧及

兒童上下學交通安全，在縣政府及關懷地方教育人士多年期盼下，設立○○國

小以提升教學品質，當天縣長○○、○主秘○○、教育局局長○○、財政局局

長○○、主計室主任○○、計畫室主任○○及縣議員○○○、○○○、○○○、

○○○皆參與徵圖評審會議，評審結果由○○○建築師事務所之設計圖獲得第

一名……（Ep，91/02）。 

當時桃園縣的徵選委員是縣長、主秘、縣政府跟工程相關的局室一級主管、國

教課長、校長及地方的民意代表，我們學校那時委員會的成立大約是 17位。

那天徵比圖的審查會是13位，三家建築師競標徵比圖……（Fp，91/02）。 

要請設計者在評分前安排時間說明。我認為有說明比較好，因為請來的評審委

員不一定看得懂設計圖，15分鐘說明一下設計的理念讓大家了解也好，這樣評

審委員也會有比較清晰的概念（Fp，9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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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桃園縣新設校評選建築師時，以曾規畫設計學校的實務經驗，列為考量 

學校是一個教育場所，學校環境對學生的影響深遠，校園規畫應發揮潛移默化的

教育效果。所以強調參與評選的建築師具有規畫學校建築的實務經驗，以下是 D、F

和G校校長對建築師評選注意事項的說明。 

拿○○的建築師而言，因為當初徵建築師的時候，我們就是用這樣的原則，所

以所徵到的建築師，他在我們桃園縣內有幾個學校，像○○國小、○○國小等

等，就是由他設計規畫的。……由於學校人員並非是專業人員，所以建築師對

學校的影響很大，……凡是參加建築師評選的人，過去所設計、營建的實物，

我們可以實際去訪談（Dp，91/02）。 

建築師的評選，我個人認為有幾點要注意。第一點：建築師的評選，學校應該

要依照新設校的性質和內容和未來不同的學生來源來規畫新設校，所以在評選

建築師時，首先，我個人注重的是建築師過去個人的實務經驗。因為，一般的

建築師縱然過去設計過不少的工程，可是學校的工程和外面的一般工程差異性

很大。所以，我比較強調他有學校規畫設計實務的經驗。第二，必須依照學校

將來設計與籌畫特殊的用途和性質。比方說有一些牽涉到水保。……。所以在

這一方面如果學校屬於山坡地的，那麼這個建築師他本身應該還要具備水保計

畫的實務經驗。否則在新設校中，水保往住耽誤的時間是最多的……（Fp，

91/02）。 

在進行建築師評選時，需要注意其建築師資格。可以參考建築師作品……第三，

建築師除了自行規畫的報告外，以及必須呈送過去實務作業的經驗，最理想的

是，我們可以實地參觀、訪視他設計過的建築成品……（Gp，91/02）。 

 

四、桃園縣新設校強調教育專業與建築專業的對話，充分溝通觀念 

「有怎樣的校長，就有怎樣的學校」，校長的教育理念，影響學校未來的發展，

因此校長應和建築師充分溝通，不斷地對話，融入教育理念，建築師再根據教育的理

念進行規畫，建築專業尊重教育專業，才能發展學校建築的特色，以下是B、D、E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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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等校校長針對不同領域對話的看法。 

第一點，對自己設校地理位置及地方需求一定要完全了解。第二點，對學校未

來發展要有藍圖，不可只看到眼前，要放眼未來。第三點，與設計、監造之建

築師要有充分之溝通，才能將校長辦學的理念及地方需要，透過建築師的專業

設計來實現……（Bp，91/02）。 

可以了解建築師的風格、為人處世、……因為將來建築師評選設計時，有很多

設計的理念、設計的依據必須由我們學校來提供，所以建築師根據我們的理念

去設計……（Dp，91/02）。 

我把我在歐美看到的城堡或狄士尼樂園或者是有特色的建築拍照以後給建築

師看，建築師都懂我的心，他能夠把我想要的都表示出來，這點我覺得很好，

所以這個學校就覺得很有特色，就是一個兒童的樂園，孩子的快樂天堂，這個

一看就不一樣（Ep，91/02）。 

……我跟建築師說，你要設計一個任何人走過去會眼睛為之一亮，與眾不同的，

就形成建築的特色，因為大家都一樣就沒什麼意思，但這種特色不是說非常的

古怪、嘩眾取寵的那種，而是很容易接受，很可愛，讓人很喜歡的。每個人也

都有自己的特色、風格，學校也可以從建築裡透露出無形的校風，讓人家一進

門就可以感覺得到（Ep，91/02）。 

建築師在規畫時，他有他的專業，而這些特色的規畫，則是由我們學校因應學

區特性來提供給建築師，把我們的內涵設計在建築中（Fp，91/02）。 

 

五、桃園縣新設校建築師本於專業善盡監造的責任，協助學校解決問題 

桃園縣新設校的籌備人員是教育背景出身，對學校建築的專業是外行的，因此，

建築師應確實督促營造廠商按圖施工，善盡從嚴監工的監造責任。新設校籌建遭遇困

難或問題時，建築師應提供具體的解決策略。以下是B校和D校的校長針對建築師的

監造責任提出看法。 

監工、督工務必嚴謹，有不明瞭事務，要弄清楚了才能作決定，不可以覺得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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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就怎樣的心態輕忽（Bp，91/02）。 

我們徵選○○○建築師，這個建築師幾乎是一個禮拜下來一次，學校任何困

難，包括營造廠商任何施工上的困難，由建築師來迎刃，來處理（Dp，91/02）。 

 

六、桃園縣建築師評選時，讓參與評選的建築師現場說明，讓評選人員了解其規畫設

計的理念 

桃園縣建築師評選時，讓建築師有現場說明的機會，讓評審委員了解建築師的規

畫理念。評選優勝第一名的建築師，取得設計監造權，和學校簽訂委託設計的合約，

其中明訂服務的費率。對建築師設計的預算書圖，學校應該主動了解其內容，發現可

能造成困擾的部分，須和建築師溝通，取得共議，以下是 A校、C校和 G校認為學

校應該充分了解預算書圖所提出意見。 

當然我們必須要了解這個建築師，一要本身自己來規畫設計（Ap，91/02）。 

最好事前把預算書的內容作充分的瞭解，甚至找一些專家來合作，審核預算書

的時候自己要多花一點時間，不要等到真的發包出去，施工的時候發生很多的

困難，例如建材臺灣買不到等等，我們會跟廠商發生很多爭議，增加很多困擾

（Cp，91/02）。 

……在建築師評選時，應該讓建築師有現場說明的機會，讓評審委員更清楚，

不然有時候我們委員不太懂專業的東西，光看圖不知道建築師想表達的是什麼

（Gp，91/02）。 

 

七、桃園縣新設校的建築師評選，建議有設校經驗的校長和總務主任組成諮詢小組協

助辦理 

新設校的籌備人員缺乏學校建築的專業知能，宜成立諮詢小組協助辦理建築師的

評選，這是G校校長所提出的意見。 

教育人員缺乏建築及設計上的專業知能，因此建議，由有設校經驗的校長及總

務主任成立諮詢小組，協助辦理建築師的評選（Gp，9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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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訪談結果，彙整各訪談學校校長對建築師評選前的組織評選委員會，評選時

應注意的事項敘述如下： 

建築師評選前，A國中表示籌備主任（校長）在評選建築師前應向經驗豐富

者多多請益； E國小認為最好不要透露太多設計理念，以避免有私相授受之嫌

疑。其中F國小的評選委員共17位，包括縣長、主任秘書、縣府相關課室主管、

校長及地方民代等成員；B國中不表示意見，值得玩味，是否有非教育性因素的

考慮。 

A國中表示在進行建築師評選時，可參照縣政府建築師評選標準，才能真正求

得好的建築師；C國中表示評選時應有說明會，讓建築師說明其設計理念、解

說校園設置，使評選委員對於各設計案件有更深的瞭解，亦能及時解決委員會

的疑惑；並表示建築師的評選以分數評比，而改以名次進行評比。D學校表示，

建築師本身需具備有學校規畫之實務經驗。E國小認為，在考慮設計圖時，需

注意設計圖是否切合「教育性」、「實用性」及「安全性」等。G國小主張應該

讓建築師有現場說明的機會，並參考建築師的作品及建築師公會的獎懲紀錄。

評選出建築師後，D學校認為建築師的設計風格及其操守與處世態度，方便溝

通互動而且希望建築師對學校教育有所了解，善盡規畫設計監造的責任。 

 

綜合上述，桃園縣新設校建築師的評選是依規定透過公開程序進行評選，因此，

訂定評選要點與評選的標準，並組織評選委員會，其成員包括建築專業與非建築專

業。評選優勝第一名取得委託設計監造權，與籌備處簽訂委託設計的合約書，合約書

內容明訂建築師的服務費率。當建築師進行校園規畫設計時，應不斷和籌備處溝通觀

念。籌備人員對預算書圖宜積極主動了解，不懂的部分，要向建築師請教，事先發現

問題，避免發包後施工產生困擾而爭議不斷。 

桃園縣建築師的服務費率依據 90年 8月 3日桃園縣政府府採諮字第 149527號公

函，桃園縣的服務費率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的85%為上限，75%為下限，計算的結

果，500萬以下的服務費率是5.25%~5.95%，500萬~2500萬的服務費率是4.5~5.1%，

 95



2500萬~1億的服務費率是3.75%~4.25%，1億~5億的服務費率是3%~3.4%。以本縣某

國中新設校總工程發包金額3億元計算，其服務費為997.5萬元至1130.5萬元之間。

總之，桃園縣公有建築物工程技術服務費用之計算，原則上採用「建造費用百分比法」

計算，其酬金支給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訂頒支給費率 75%至 85%計算，依各百分

比率乘以工程總價，即為其服務費用，整理如表 28。 

桃園縣建築師的服務費率是 3.0%~3.4%，宜蘭縣建築師的服務費率的上限是 5%，

南投縣建築師的服務費率是 4.25%~5.95%，三縣比校之下，桃園縣的建築師服務費率

顯然偏低。 

 

表 28 桃園縣建築師服務費率一覽表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桃園縣 

500萬以下 7.00% 5.25%~5.95% 

500萬~2500萬 6.00% 4.50%~5.10% 

2500萬~1億 5.00% 3.75%~4.25% 

1億~5億 4.00% 3.00%~3.40% 

機 費 

關 
率 

金 
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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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新設校的學校建築特色 

1960年代以學生為本位的教育思潮，帶動學校開放式的規畫（Bradly，1998）；

因應不同學生數的班級、科目特質與教師教學的需求的教室設計理念應運而生

（Author，1998）。學校的一磚、一瓦、一池、一水、一花、一草、一木的類型、位

置與安排方式，要落實到老師的教及學生的學，學校變成一個美麗的校園，這就是教

育美的境界（黃世孟，民89）。 

壹、新設校的背景 

由表29得知，為了配合新市鎮都市計畫開發公共設施用地、紓解附近學校過度

飽和的班級數、因應都市人口的快速增加、經濟繁榮、交通發達或其他因素而設校

的有龍興、福豐、光明、東安及同德等國中、建德、林森、幸福、大有、祥安、文

化、南美、光明及五福等國小；永豐高中、楊明國中及中原國小的設校是為了紓解

附近學校過度飽和的班級數；平鎮高中是為了配合新巿鎮都巿計畫而設校；同時為

了配合新市鎮都市計畫及紓解附近學校班級數的有同德、大業、平興、義興、興仁、

文華、三坑、田心、楓樹、龍星、忠福、中原及瑞塘等國小；迴龍國小的設校是配

合新市鎮都市計畫、人口增加及經濟繁榮、交通發達；南崁高中是人口增加及經濟

繁榮、交通發達而設校；楊心國小是為了配合新市鎮都市計畫、紓解附近學校班級

數及人口增加而設校；秀才實驗學校的設校是為了收容縣內中途輟學及家庭遭遇重

大變故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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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9 桃園縣新設校背景 

校名\緣由 
配合新市鎮

都市計畫 

紓解附近學

校班級數 
人口增加 

經濟繁榮 

交通發達 
其他 

祥安國小      

迴龍國小      

楊明國中      

龍興國中      

福豐國中      

平鎮高級中學      

永豐高級中學      

建德國小      

林森國小      

文化國小      

幸福國小      

大有國小      

龍星國小      

光明國中      

東安國中      

同德國小      

大業國小      

忠福國小      

光明國小      

慈文國小      

田心國小      

五福國小 

（南崁國小） 
     

平興國小      

義興國小      

興仁國小      

文華國小      

三坑國小      

中原國小      
瑞塘國小      
秀才實驗學校      
同德國中      

南崁高級中學      

南美國小      

楓樹國小      

楊心國小      

資料來源：新設校特色館專輯，桃園縣政府，民89，第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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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新設校的學校建築特色 

學校是一個教育場所，師生和家長建構的願景影響校園規畫設計的方向，古人劉

禹錫在〈陋室銘〉中提到：「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詩人陸

游曾作：「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校園的創意活潑設計，樹蔭幽徑，

營造出耳濡目染、潛移默化的教育效果。 

一、觀察新設校的特色 

經過閱讀桃縣文教、新設學校特色館專輯及新設學校專輯，獲知三坑、光明、南

美、幸福、義興、平興、楊心、龍星國小與光明、龍興、東安、秀才國中的學校建築

規畫特色，藉由實地觀察，並以數位相機蒐集資料，茲將觀察結果說明如下述： 

三坑國小校舍的建築造型及色彩融合現代藝術及客家獨特風格(如圖 9A)；教室圖

書角採單面加大走廊設計，增加學生活動空間，於每間教室配置班級圖書角空間，供

學生閱讀、學習(如圖 9B)。 

龍星國小的客家圓樓建築風格，圓樓兩側對稱發展普通與專科教室，揉合「五鳳

樓」型式錯落配置而成，更突顯客家建築風格之特殊性(如圖10)。 

光明國小配合市容及融合社區建物特色，學校建物採用斜瓦中式建築，注重庭園

設計，校園公園化(如圖 11)。 

南美國小校園規畫採中國傳統閩式三合院建築風格(如圖 12A)，馬背造型的屋

頂，於馬背另下砌一道宇形之鳥踏，期盼鳥類能群聚棲息，提供自然科學及環境保護

教育之教材(如圖 12B)。 

   
A.校園一隅的古鐘，讓現代建築與傳統客家文化
更加融合。 

B.教室採單面加大走廊設計，增加學生活動空
間，於每間教室配置班級圖書角空間，供學生閱

讀、學習 
圖 9：三坑國小的學校建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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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群中央採傳統客家建築「圓樓」造型，突顯

客家建築風格之特殊性。 
配合市容及融合社區建物特色，學校建物採用斜

瓦中式建築，注重庭園設計，校園公園化。 
圖10：龍星國小的學校建築特色 圖 11：光明國小的學校建築特色 

  

  
A.傳統閩式三合院建築風格，地下室全面開挖，
營造亮麗寬闊的四合院建築，露天中庭（內埕）

可供小型集會或活動場所。 

B.馬背造型的屋頂，於馬背另下砌一道宇形之鳥
踏，期盼鳥類能群聚棲息，提供自然科學及環境

保護教育之教材。 
圖 12：南美國小的學校建築特色 

 

幸福國小歐洲的城堡建築，讓學生好像生活在童話世界裡(如圖 13A)；奧林匹克

運動場的聖火台造型培養學生運動家的精神(如圖 13B)；音樂教室以瓢蟲為造型，活

潑可愛、充滿童趣，極具巧思(如圖 13C)；框式的童軍團部，培養身心健全的學生(如

圖 1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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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城堡式建築的設計，讓孩子宛若置身童話世界 B.以奧林匹克運動場的聖火台為造型，培養運動 
家的精神 

 

 

  
C.音樂教室以瓢蟲為造型，活潑可愛、充滿童
趣，極具巧思。 

D.童軍團部為全縣首創以木屋方式設計，培養五
育並重、文武兼備的好學生。 

圖 13：幸福國小的學校建築特色 

 

平興國小校門設置一鐘樓，外型為一平字，成為學校之精神象徵(如圖 14A)；設

置適合低年級學生使用之兒童遊戲場，讓剛進入國小的學生對校園有像幼稚園似的

遊戲空間(如圖 14B)；六弦小築，如同中國樂器般的建築造型是為美化地下停車場車

道入口所設計，真是別具巧思(如圖 1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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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校門設置一鐘樓，外型為一
平字，成為學校之精神象徵。 

B.設置適合低年級學生使用之兒 
童遊戲場，讓剛進入國小的學生 
對校園有像幼稚園似的遊戲空

間。 

C.六弦小築，如同中國樂器般的 
建築造型是為美化地下停車場車 
道入口所設計，真是別具巧思。 

圖 14：平興國小的學校建築 

忠福國小戶外劇場為半圓形之階梯式設計，提供師生戶外表演及教學活動之良好

場所 (如圖 15A)；鄉土蔬果區種植各式蔬果，讓都市裡長大的孩子也有機會認識不同

的水果蔬菜；鏤空圍牆在開放空間設計的校園中，讓視覺不受校園的圍牆阻隔，培養

孩子寬闊的胸襟(如圖 15B)；利用波浪狀的矮牆，將校園側門停車場入口的車道美化，

形成另一特色(如圖 15C)。 

 
A.戶外劇場為半圓形之階梯式
設計，提供師生戶外表演及教

學活動之良好場所 

B.鏤空圍牆在開放空間設計的校
園中，讓視覺不受校園的圍牆的

阻隔，培養孩子寬闊的胸襟。 

C.利用波浪狀的矮牆，將校園 
側門停車場入口的車道美

化，形成另一特色。 

圖 15：忠福國小的學校建築特色 

義興國小以半圓形階梯式設計之戶外表演場，提供學生及老師各種教學活動及表

演之場所(如圖 16)。 

楊心國小中廊佈置採用名家大作展現藝術之美，使小朋友在日常生活中自然累積

美感經驗(如圖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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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國小巨蛋造型的體育館，讓師生能在明亮且舒適的空間中培養健康的身心(如

圖 18)。 

迴龍國小開放式中庭位於學校主要建築中，美麗的庭園設計，讓每位師生均在自

然舒適的環境中快樂學習(如圖 19A)；利用學校各層樓間的寬大走廊，提供師生更大

的活動空間(如圖 19B)；位於運動場旁的看台，是師生運動休憩之良好場所(如圖 19C)。 

以半圓形階梯式設計之戶外

表演場，提供學生及老師各種

教學活動及表演之場所。 

A.利用集水設施將屋頂之排水管
之排水集中之地下室之儲水槽，

提供園藝澆灌等使用，可節省水

源具有傳統節儉及現代環保之理

念。 

巨蛋造型的體育館，讓師生能

在明亮且舒適的空間中培養健

康的身心。 

圖 16：義興國小的學校建築特色 圖17：楊心國小的學校建築特色 圖 18：林森國小的學校建築特色 

A.開放式中庭位於學校主要
建築中，美麗的庭園設計，讓

每位師生均在自然舒適的環

境中快樂學習。 

B.利用學校各層樓間的寬大走
廊，提供師生更大的活動空間。 

C.位於運動場旁的看台，是師
生運動休憩之良好場所 

圖 19：迴龍國小的學校建築特色 

光明國中室外民主議場在宏偉的川堂中設置舞台，擴增室外教學活動場所及民主

法治教育並提供學生多元之表演場地(如圖 20A)；在運動場的一角有著 12項的體適能

設施，除了提供學生休憩熱身的場所之外，社區人士也利用假日時間帶著小朋友在此

遊玩，充分發揮本場地的功能(如圖 2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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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興國中口字型建築內庭院，寬敞開闊，配合水池、過廊等，成為優雅的中庭花

園，不僅可減少噪音干擾，且為學生休憩的好地方 (如圖 21A)；半開放式圍牆、大門

及警衛室融合一體設計，美觀獨特(如圖 21B)。 

 

  
A.在宏偉的川堂中設置一半圓形舞台，擴增室
外教學活動場所及民主法治教育並提供學生

多元之表演場地。 

B.在運動場的一角有著十二項的體適能設施，除了提
供學生休憩熱身的場所之外，社區人士也利用假日時

間帶著小朋友在此遊玩，充分發揮本場地的功能。 
圖 20：光明國中的學校建築特色 

 

 

  
A.口字型建築內庭院，寬敞開闊，配合水池、
過廊等，成為幽雅的中庭花園，不僅可減少噪

音干擾，且為學生休憩的好地方。 

B.半開放式圍牆、大門及警衛室融合一體設計，美觀
獨特。 

圖 21：龍興國中的學校建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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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安國中學校前庭採半圓形廣大空間，表達「有容乃大」、「胸襟寬闊」及「富有

前瞻」之意境(如圖 22A)；中庭花園、多功能教學廣場等設施充分提供活動、教學及

休憩等場所(如圖 22B)。 

秀才實驗學校山莊式建築型態，讓秀才成為一所家庭式輔導，並落實社區服務式

參與學習的學校(如圖 23A)；園區式規畫設計，營造快樂求知與自主，兼融溫馨氣氛

與理性(如圖 23B)。 

  
A.學校前庭採半圓形廣大空間,表達「有容乃
大」「胸襟寬闊」「富有前瞻」之意境。 

B.中庭花園、多功能教學廣場、空中花園等設施
充分提供活動、教學、休憩等場所。 

圖 22：東安國中的學校建築特色 

 

 

A.山莊式建築型態，讓秀才成為一所家庭式輔
導，並落實社區服務式參與學習的的學校。 

B.園區式規畫設計，營造快樂求知與自主，兼融
溫馨氣氛與理性。 

圖 23：秀才實驗學校的學校建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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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對新設校觀察的結果，其特色包括： 

(一)多用途的空間規畫，增加師生的活動空間。 

教室單面加大走廊的設計，配置班級讀書角，提供學生閱讀和學習的活動空間。

各樓層間的寬大走廊可規畫為多用途的活動場所。中廊佈置各家大作，使小朋友從日

常生活中自然累積美感經驗。美麗的庭園設計，讓師生在自然舒適的環境中快樂的學

習。 

(二)依課程教學需要，提供學生發表的場所。 

以半圓形階梯式設計的戶外表演場或劇場，是教師和學生戶外表演場地。室外

的民主議場，是實施民主法治教育的場所。中庭花園，多功能教學廣場及空中花園等

設施是實施教學，進行活動以及提供休憩用。木屋方式設計的童軍團部，培養文武兼

備的學生。瓢蟲造型的音樂教室，活潑可愛。 

(三)利用建築造型，激發學生的想像。 

城堡式的建築，讓學生宛如身置童話世界。以奧林匹克運動場的聖火台為造型，

培養運動家精神。透過波浪狀的圍牆及中間樂器六隻弦的建築造型，美化地下停車場

的出入口。賦予校舍生命力。校門的鐘樓造型，是學校的精神象徵。圍牆、校門及警

衛室融合一體的設計，相當美觀。 

(四)運動設施或遊戲場的設置，讓學生從遊戲中學習。 

設置低年級學生使用的遊戲場，讓剛進去國小的學生對校園有像幼稚園似的遊戲

空間。巨蛋造型的體育館，提供明亮且舒適的空間，讓師生鍛鍊強健的體魄。運動場

的角落設有 12項的體能設施，讓學生運動前有個熱身休憩的場所。 

(五)善用空間設計，培養學生開闊的胸襟。 

鏤空圍牆在開放空間設計的校園中，讓視覺不受校園的圍牆阻隔，視野開闊。學

校前後採半圓形廣大空間，表達「有容乃大」的意境，培養學生開闊的胸襟。 

(六)文化采風的教育傳承，展現地方特色。 

校園古鐘，讓現代建築與傳統客家文化更加融合。傳統客家建築「圍樓」造型，

突顯客家建築風格之特殊性。客家文化迴廊在口字型建築內，配合水池與過廊，寬敞

開闊，是學生休憩的好地方。傳統閩南式三合院建築，露天中庭可作為小型聚會或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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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場所用。馬背造型的屋頂，馬背下另砌鳥踏，期盼鳥類能群聚棲息。 

二、文獻相關資料分析 

校園規畫攸關教師的教學效果與學生的學習興趣，以提昇學校教育的品質，新設

校「化荒梗為宸闕，樹秧苗為豐榖」，如何塑造學校建築的風格，發揮環境教育的功

能，是規畫努力的方向。整理如表32，並分述如下： 

 

(一)依動靜機能分區配置，以維護寧靜的學校環境。 

新設校兼顧教學三大機能教學區、行政區、活動區分區使用，區隔清楚且配

置得宜，行政中心位置便於支援教學及學生活動。 

(二)校舍建築造型創意有變化，具有獨特風格。 

創新是一種求新，求變的歷程，學校建築的創造性即在塑造學校獨特的風

格，以創新的手法，表達出學校獨的新風貌。 

(三)規畫資訊與視聽系統，因應未來教學的需要。 

迎接資訊時代的來臨，室內空間均預留專用管線，架設電腦網路，以利師生

進行遠距教學，上網蒐集資訊、製作電子書籍等。 

(四)文化采風，教育傳承。 

新設校結合地方特性，透過空間規畫融合傳統閩南式三(四)合院建築風格、

客家式建築風貌，營造亮麗寬闊的三(四)合院建築，露天中庭（內埕）可供小型

集會或活動的場所。 

(五)開放學校設施供社區民眾使用，使學校成為社區文教中心。 

全體學生能使用各種教育資源，社區民眾也能享用學校的設施，開放校園供

社區使用，社區也提供經費綠化校園以回饋學校，讓社區對學校產生參與感與認

同感。透過學校與社區的互動，建構未來帶動地方終身學習的基礎。 
 

綜合相關文獻顯示，新設校在校園規畫除了注重學校建築規畫的原則外，同時考

量教學機能分為教學區、活動區和休憩區。在校舍的造型和色彩注重創意，富有變化，

結合地方的特性，發展出文化傳承的建築特色。隨著科技時代的來臨，配合課程教學

需要，多功能的現代化教室，才能符合教與學的需要。為了提昇社區的生活品質，開

放學校設施供民眾使用，讓學校成為社區的文教和休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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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0 桃園縣新設校的學校建築特色 

校    名 特          色 

大有國小 中國合院建築，動靜機能規畫，動線便捷，學校與社區共榮。 

三坑國小 動縣機能規畫配置，動線便捷，客家風格-校舍的造型及色彩創意富變化。 

大業國小 綠意校園，教學生態園，水生植物園，開放校園為社區公園。 

文化國小 衛星式配置，以步道分區，植栽貫穿校園，美觀創意的造型。 

文華國小 依教學機能規畫與配置，校舍造型與色彩具創意富變化及獨特，教室採兩面走廊設

計，兒童遊戲區。 

中原國小 融合地區環境，開放教育為主的學習步道，依未來課程規畫教學空間，社區學校功能，

配合民俗意見。 

五福國小 校園依動態機能動線規畫與配置，校門具教育意涵，提供社區民眾活動的場所。 

田心國小 配合社區需要規畫校園，依教學機能與校內動線規畫空間。 

平興國小 依教學機能分區配置使用，創意富變化與獨特的造形與色彩。  

光明國小 斜瓦中式建築，融合社區建物特色，提供社區民眾使用。 

同德國小 規畫四合院型態，融合當地景觀的造型設計，機能規畫配置，社區使用校園設施。 

林森國小 扇形校地，男女廁所分別獨棟，配置明管，場館開放社區使用 

忠福國小 校舍造型與色彩富創意有變化，依機能性質配置與使用空間。  

幸福國小 依動靜機能性質規畫空間，動線便捷，造型典雅富創意。 

建德國小 動靜機能規畫，動線便捷流暢，中庭植栽，活動中心間放社區使用。 

祥安國小 “曰”字型建築，活動中心與社區結合，開放社區民眾使用。 
迴龍國小 充分利用社區資源。 

南美國小 閩式三合院建築，馬背造型的屋頂，五弧形之水形設計，鳥踏，露天中庭(內埕)，視

野寬敞避免迴音。 

瑞塘國小 大門兩側遍植高大樹木，內退前庭廣場，配合緩坡之森林曲道，石桌，石椅，小涼亭。

慈文國小 校園規畫，依動靜機能規畫配置與使用。 

義興國小 依機能實施空間設計，教室內的閱讀區，安全設施，動線便捷，創新設計的室外表演

場 

楊心國小 校地牛腿形，分區配置與設計，院落式的校園，兼採東西與南北走向，尊重傳統客家

精神，配合氣候地形與景觀，廣植楊梅樹。 

興仁國小 西式建築，創意有變化及獨特的造型與色彩，依教學機能規畫配置。 

楓樹國小 四合院，空間型式採「戶外」「半戶外」，遊戲走廊，幾何量體造型，暖色系色彩，提

供社區使用 

龍星國小 客家「圓樓」傳統建築風格，8×8正方形教室，傳統三段式造型，自學區的圖書角及
資訊角。 

光明國中 簡單實用的校舍造型，飲水及電化設備的教室，導師室配置於教室邊，設親師聯誼室，

設室外民主議場，四周種大樹，校園植草皮，設筏式基礎，棟間有通廊貫穿。 

同德國中 校舍造型色彩富創意變化與獨特，配合地方特性與需求，依教學機能分區配置使用。

秀才實驗學校 山莊式建築，社區式參與，園區式規畫。 

東安國中 半圓型的前庭，配合地方特性與需求，社區文化的磁場。 

楊明國中 提昇社區生活品質、便利行政管理。 

福豐國中 1-3樓普通教室，4-5樓專科教室，配合地方特性與需求。 

龍興國中 客家采風，“□”字型配置，空間規畫互不干擾 
永豐高級中學 建築創意典雅、動線流暢。 

平鎮高級中學 教育試辦，教學區與活動區分隔，毗鄰社區公園，利用社區資源 

南崁高級中學 充滿人文氣息，寬廣的教學空間，國高中資源共享。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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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訪談結果的分析 

一個學生一天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學校，因此學校是學生生活的重心，校園的規畫

要能夠適應學生身心的發展，提供溫馨和諧的學習環境，讓學生能認同學校，進一步

喜歡學校。 

 (一)配合學生的身心發展狀況，提供創意活潑的教育環境 

學校是一個教育場所，校園規畫時，融入活潑、多元和創意的教育理念，充分掌

握學生身心特質，讓學生喜歡學校而樂於上學。例如楊明和文華國小的校園規畫、教

育效率、創新以及美觀的特色，以下是訪談 E校校長的內容： 

……城堡是我們兒時的夢，我想把我們兒時的夢搬到那裡，所以我想建一個城堡

的學校，像一個兒童的快樂天堂、童話世界的學校，……像美國的迪士尼、日本

的迪士尼，……它一定有吸引的地方，所以我希望我的學校是一個非常有童趣，

在這邊生活的小朋友是非常健康、安全、快樂，度過他們非常快樂的童年，人

的童年只有一個，去了不能再回來。小朋友很喜歡我們的學校，很愛我們的學

校，他們就不會去外面流浪、去逃學，他們會被學校吸引住。……這是一個潛在

課程，等於是潛移默化，一進來那種無形校風，我很滿意是這樣子。……「我期

望我的學校是：花香書香青草香，歌聲笑聲讀書聲；綠化美化國際化，或是美

化綠化人性化」（Ep，91/02）。 

 

(二)校園規畫依教學機能分區配置，發展學校建築特色 

新設校的規畫基礎，在於妥善運用校地的地形地勢，配置教學區、活動區與休憩

區，動靜區隔，提供學生優質的學習環境。例如光明、慈文、大有、文化及田心等國

小、同德國中的校園規畫，強調整體規畫、教育、安全及實用等特色。以下是訪問 A

校、B校及 G校校長的內容： 

我們學校的形狀是屬熨斗型，也有人稱為航空母艦型，只有三面。當初我們校

地取得之後，規畫坐北朝南的方向。校門口位在南邊，我們採取大口字型，棟

距之間大概有三十幾公尺，這樣就不會產生干擾……學校採取大口字型，動靜

分開……（Ap，9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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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校地西高東低，西邊是操場，東邊就是校舍，排水系統自西向東、由南

往北；高低差約一公尺，建了一個簡易看台。校地填土後平整，就把它規畫為

教學區、運動區，運動區包含球場及操場。還有預留區、休憩區分散設置於教

學區內及運動區四周。主要的建築物正面高達160公尺，地下一層樓，地面上

五層樓，很壯觀（Bp，91/02）。 

那配合學校地區和特性，有關校舍規畫的特色，我想因為學校除了硬體建設之

外，學校也代表社區。將來學校也是一個社會中心，一個精神堡壘，尤其現在

九年一貫之後，國中國小可以配合發展學校特色（Gp，91/02）。 

 

(三)桃園縣新設校善用學校建築造型與色彩的創意變化，營造美麗的校園 

學校是為學生的學習活動而設置，校園的造型與色彩，直接間接影響師生的情

緒、性格和身心健康，因此舒適、美觀的校園環境，給予學生潛能開發與多元學習的

機會。例如興仁、忠福、三坑、平興及祥安等國小、永豐高中，強調教育、實用及美

觀的校園規畫特色。以下是 C校、E校及 G校校長對校園造型與色彩提出寶貴的意見。  

……建築要有教育的意義，所以首先，前庭一定要寬闊，心胸才會開朗；再來

顏色一定要很調和，心情才會舒適；最後，一定要有足夠的活動空間，這些事

前一定要告訴他，至於要蓋哪一種形式，我並沒有很約束建築師，看是喜歡用

客家式、閩南式、美式、歐式，這方面我們並沒有特別要求，就是強調要有教

育的意義在，例如我們有一層一層的高，那就有步步高升的意義。前庭很寬闊

表示心胸要開闊。顏色的調和則是促進學生情緒的平穩……（Cp，91/02）。 

一個人一生中，能夠在你手中成立一所學校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很珍惜能成

為創校、新設校的校長。事實上我是有心理準備，我看過很多新的學校。……

個人於 85年 2 月 1日核派為首任校長，負責規畫籌備設校工作，職感謝長官

之提攜與愛護，自擔任 XX國小校長以來，深感縣府設校之苦心及創校工作責

任之重大，以兢兢業業之精神堅守工作崗位，不敢怠忽，並多次參觀全省各具

特色之新設學校，蒐集資料，汲取經驗，盼望能規畫一所新穎美觀、頗具特色、

充滿童趣的學校（Ep，91/02）。 

首先，前庭一定要寬闊，心胸才會開朗；再來顏色一定要很調和，心情才會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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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為了符合教育原則，國民小學學校顏色以活潑為主，因此在建築物色彩的

設計上，有別於國中校舍。（Gp，91/02）。 

 

(四)桃園縣新設校重視形式跟隨功能的空間規畫，發揮教育效果 

空間規畫除了符合教師的教和學生的學習外，教學資源的提供與發表場地的設計，

因應教學不同的需要，提供多元的學習空間。例如瑞塘國小、楊明、光明等國中、南崁

高中都注重整體規畫、多元和教育的特色，以下是 B校、C校、和 G校校長對空間配置

的看法。  

圖書館是一棟獨棟式八邊建築，造型十分獨特，一樓為階梯教室，可支援童軍、

體育教學及室外活動；二樓為藝術展示場；三、四樓為閱覽室兼書庫；整座圖

書館同時亦為教學資源中心（Bp，91/02）。 

……當時並沒有考慮到九年一貫，但我們是考慮到實用性與方便性，還有考慮到

人性化，如廁所很多、樓梯很多，學生上下出入都很方便；另外各層樓都有一

個大的辦公室，所以變成各層樓每一個年級都一個導師室，這也是考慮到人性

化，讓學生老師不用跑那麼遠。通行很方便，各樓都有連接，一直到活動中心

或各專科教室都不用淋雨。就是各大樓直接聯繫，沒有迴廊（Cp，91/02）。 

……因應學校發展的特色，比方○○收的是中輟的學生，所以它有住宿的宿舍

等等，且針對中輟的學生，我們也發展技職教育，所以在規畫時，也成為一個

小型的技職中心，成為一個輔導中心（Dp，91/02）。 

有部分學校為求有校舍特色，較主體，在處理上，已反客為主，這是較不理想

的做法，堅固安全比較重要（Gp，91/02）。 

 

(五)桃園縣新設校強調校舍堅固安全第一，並避免相關的干擾 

新設校建造的使用年限最少在50年以上，因此校舍講求堅固安全，才能適應教學

需要。學校是教育場所，提供學生學習的地方，因此，校舍的堅固安全是最重要的訴

求。再者，利用現代的建材，降低噪音干擾，更能提供優質的教育環境。例如梅園、

楓樹等國小和平鎮高中都強調安全和教育的特色，以下是 A校和 G校校長對校舍堅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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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重視。  

……經過一年多就完成。經過9月21日的大地震學校還是完好如初，一塊地方

都沒有剝落，整個建築雖不是很華麗，但堅固安全沒什麼問題。……司令台面向

東邊，學生面向西邊不會受陽光干擾。……中空樓板的唯一好處可以避免噪音干

擾。樓下上課的班級不會聽到樓上班級上課聲音、地板的聲音、挪動課桌椅的

聲音或一些小聲音，因此全部採用中空樓板。中空樓板的構造在施工過程要特

別注意安全，而支撐架所謂的板模必須非常的密，因此在施工時非常的危險。

在教室四個角落鋼筋特別的多，所以造價非常高。使用中空樓板之後，一般教

室都不需要釘天花板，完全看不出樑……（Ap，91/02）。 

……我們的校舍圍牆採用透空式的設計，讓人不覺得與外界隔絕，空間具有延展

性……（Gp，91/02）。 

 

(六)桃園縣新設校注重文化采風的教育傳承，展現地區特色 

隨著社區時代的來臨，學校是社區的一部分，學校與社區是教育的共同體，學校

建築結合當地的民俗風情，進行校園規畫，展現人文采風的建築特色，是新設校共同

追求的目標。例如南美和龍星國小、龍興國中、秀才實驗學校在校園規畫都注重整體

規畫、美觀、前瞻性及與社區結合的特色，以下是 C校、D校、和 G校校長對學校建

築融入地區特性的看法。 

建築師是閩南人，所以建築有點閩南式的味道，……比較傾向閩南式的建築（Cp，

91/02）。 

……在學校規畫當中，第一個就是配合學校校地地形營造學校建築特色，地形的

形狀不一，有的有山坡地，有的有層次的。第二就是配合地區特色，比方××是

屬於楊梅鎮，是一個客家地區，所以當初規畫時，除了配合學校是一個山坡地

之外，另外希望規畫成一個符合客家人文的學校，有客家采風的特性。是山莊

式的建築，有客家采風的建築，有特殊類型的建築。……這個學校他不只是一個

單獨硬體建築而已，將來在地方上的歸屬，可能會更重要（Dp，91/02）。 

……任何一個學校將來在規畫時，皆應配合當地的風土民情，還有學校既有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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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及未來發展的潛能。另外這個地區家長、學生特殊的社區背景、人文背景等

等。所以建築師在規畫時，他有他的專業，而這些特色的規畫，則是由我們學

校因應學區特性來提供給建築師，把我們的內涵設計在建築中。這樣的學校設

計出來，對學校發展的遠景，才有幫助（Gp，91/02）。 

 

(七)敦親睦鄰，開放校園，使學校成為社區的文教中心 

學校是社區的公共財，隨著教育觀念愈趨進步開放，校園與社區資源共享是近年

來的風潮，學校的設備和空間是社區中可利用的資源，因此，為了敦親睦鄰，開放學

校設施供社區使用，藉著開放校園讓社區民眾更了解學校，搭起學校和社區的橋樑，

社區也回饋學校，提供經費綠化美化校園，展現校園與社區資源共享的具體措施。例

如大業、同德、建德、林森、五福、中原等國小都加強社區使用的規畫特色，以下是

訪談 A校校長的內容： 

學生5點半放學以後，我們就開放給社區人士使用球場，第一是為了敦親睦鄰，

第二也希望藉著開放校園，讓社區民眾了解學校的經營方式、方針（Ap，91/02）。 

桃園縣新設校的特色，依據訪談7位校長的結果得知，新設校按照教學的機能，

規畫教學區、活動區、休憩區、和行政區，動靜分明，提昇教學的品質。配合國中小

學生的身心特質。校舍講求創意變化的造型和色彩，營造美麗的校園，培養學生喜歡

學校，快樂上學的人文氣息。新設校學校建築，結合地區特性，發展文化采風的教育

傳承特色。隨著社區畫時代的來臨，開放學校供社區使用，以敦親睦鄰，建立與社區

良好的關係。 

 

綜合觀察資料、文獻分析與訪談結果顯示，桃園縣新設校特色的共通點是校園規

畫的整體性，多層面的配置，桃園縣新設校不僅配合桃園縣計畫發展及當地特色、自

然和社會景觀以及學校地形地勢，融入教育理念，使其空間配置、動線規畫、造型和

色彩均能展現整體特色和效用，亦即整體規畫學校建築的形式、材質、造型和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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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新設校的使用情形之意見 

    根據訪談與問卷調查結果，分別就校長與學生對新設校使用情形，加以分析，如

下述： 

壹、校長對新設校使用情形之意見分析 

有關新設校的使用情形，茲從動靜機能的區分、教學區與活動區的配置、學校運

動場的開放、廁所、飲水及消防設施等附屬設施的使用、愛校教育的實施等部分加以

探討。 

一、桃園縣新設校校園規畫依教學機能分區配置，動靜機能的區隔，提供寧靜的學習

空間；使用後，部分學校仍有干擾情況出現 

新設校校園空間包括教學區、活動區和行政區的規畫，動靜分明，讓學生的靜態

和動態的學習互不干擾。為了將科技運用於教學，預留視聽、電腦和網路的管線，以

因應未來的需要。以下是 A、B和 C校校長接受訪談所表示的意見： 

運動場方面的規畫是動靜分開，靜的部分是屬於教學部分，教學大樓與運動場

之間是有活動中心把它隔開，平時的體育活動或室外活動並不會影響到我們的

教學活動（Ap，91/02）。 

 

 

 

 

 

 

運動場與教學區之間建有活動中心 

圖24龍興國中的動靜機能 

 

因為我們的教學區、運動區都分的很好，學生從事各類活動都有專門的地方。

走廊寬敞，交會處均留有緩衝空間，不易產生危險。教師辦公室集中式或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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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孰優孰劣，每個學校作法不同，應該依照自己學校的地理位置及校園文化

實際情況來決定……籃球場設於教學區與操場中間，學生使用便利，使用率亦

高，但產生的噪音，卻是一大困擾，這是我們還要解決的問題……在教室的設

備方面，各教室預留有聲(擴音廣播)、無聲(有線電視)廣播管線，及資訊網路，

搭配其他多媒體器具，老師跟學生使用都很容易……（Bp，91/02）。 

目前還不錯，維修的地方，因為建築師太強調美化，增加維修的困難（CP，

91/02）。 

強調美觀的校園，增加維修困擾 

圖25 東安國中校園維修困難 

 

二、桃園縣新設校教室的空間配置，以方便教學為考量 

新設校教室的配置，除了考量教師的教和學生的學外，還要兼顧導師的班級經營

和輔導管教。總之，任何配置措施，都以支援教學為優先，才能提昇教育的品質，以

下是 B校校長接受訪談時提出的意見。 

……普通教室分層分年級使用，一樓為三年級教室，二樓為二年級教室，三樓

為一年級教室，學生區隔良好。導師室隨年級晉升，管理、輔導及相互支援便

利。學生上學，使用之普通教室僅至三樓，樓層不高。……行政辦公室位於學

校中央部分，學生要找老師很方便，這樣師生互動也比較好。專科教室置於四、

五樓層，除有隔熱效果外，管理容易，動線也很流暢……會議室置於行政區附

近，支援容易、服務品質高……（Bp，91/02）。 

三、桃園縣新設校的飲水系統使用後有其優缺點，配合青少年的身心特質，廁所以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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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耐用為原則。 

新設校大都是中央飲水系統，其優點是煮後經過消毒，再送至校內各飲水點；其

缺點則是管道長，傳送過程中容易受污染。最好的方式是以每樓層設置飲水系統，提

高學生的使用機會。國中學生是青春期的青少年，發脾氣又喜歡到廁所，因此堅固耐

用是第一考量；座向也要依照風向，才不會處處飄臭，以下是 A、B、C、F和 G校校

長對附屬設施使用情形的意見。 

……可以在每一層樓一個定點放置有冰溫熱的飲水機，這樣學生的使用率會比

較高；我們現在花了一百多萬做的中央飲水系統，因為管線比較長，流到飲水

機的時候可能會被污染，我們也很難知道，不過我們會定期檢查。所以以後的

新設學校最好還是在每一層樓做一個管道間，放置飲水機，學生使用率才要比

較高……我們的附屬設備，如消防設施每年都要檢查一次，一切合乎規定；飲

水設備我們是採用中央飲水系統，好處是，我們煮好之後經過消毒後送下來……

（Ap，91/02）。 

消防設施都有定期安檢。飲水設備原先規畫為終端熱水式，後來經過多年觀

察，學生使用率偏低，可能是因為太熱而缺乏吸引力，在近年已另裝置常溫及

熱飲機……學生廁所設置每樓層均有四大間，均含男女廁所各一間，每間辦公

室均設教師用男女廁所……消防設施都有定期安檢。飲水設備原先規畫為終端

熱水式……（Bp，91/02）。 

……廁所一定要很堅固，因為學生要發脾氣都是到廁所，以堅固耐用為原

則。……消防設備限於規定一定要這樣做，滅火器一定要放在走廊，指示燈不

能掛高也不能掛矮……飲水設備是中央系統統一供應到各個角落……只是維修

起來有很多困難，這是我們想辦法要去克服的……（Cp，91/02）。 

……飲水設備是屬於中央逆滲透的設備，因為沒有驗收廠商水電不願意給我

做，等於就是沒有驗收就開始使用了，所以飲水只好買班級的開飲機的方式，

都有經過煮沸，那學校中央逆滲透的飲水點，就沒有使用（Fp，91/02）。 

消防設施之相關機具維護不易，包括沒有經費以及管理人的專業知識不足。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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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方面，要換濾心造成困擾。且大量用電，造成學校負擔困難……廁所位置在建的

時候要考慮到風向，以避免臭味隨風飄（Gp，91/02）。 

校地不足，未建運動場 
圖26沒有運動場的秀才實驗學校 

 

四、桃園縣新設校開放學校設施供民眾使用，建立與社區良好的關係 

隨著社區時代的來臨，學校是社區的一部分，上課時間學校是學生活動的場所；

放學後，開放相關教學設施供民眾使用，增進社區對學校的了解，以下是 A、B、C

和 G校校長就校園開放所表示的意見。 

學生5點半放學以後，我們就開放給社區人士使用球場，第一是為了敦親睦鄰，

第二也希望藉著開放校園，讓社區民眾了解學校的經營方式、方針，讓他們也

多參與學校的活動，社區人士對於學校的財物、各方面設施的愛護，都能夠配

合。因為學校是屬於公共財，如果封閉的話會造成一些誤解……（Ap，91/02）。 

籃球場設於教學區與操場中間，學生使用便利，使用率亦高……運動場還符合

教學及運動會使用……另外社區民眾早晨來運動的也蠻多的……（Bp，91/02）。 

運動場做的還不錯（Cp，91/02）。 

運動場非常的好，我們的運動場，標準的二百公尺的pp跑道，使用得非常好……

遊戲、運動器材還不是很足，因為新設校百事待舉，不可能一新設校設備那麼

地齊全……（Ep，9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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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桃園縣新設校對師生實施愛校教育，共同使用與維護學校設施 

政府耗資上億元興建一所新學校，從無到有相當不容易，因此透過愛校教育，教

導全體師生如何使用與維護學校的設施，大家為維護學校的環境而共同努力，以下是

E校校長針對愛校教育的重要性提出看法。 

我們已是第三年了，保護得很好，因為我跟孩子們說，今天不是你使用，你的

弟弟妹妹要使用，甚至以後你的子女子孫要使用，所以建校是不容易的，我們

一定要好好愛護。我們上次不是聽說嗎？新設校落成的時候，美輪美奐、富麗

堂皇，大家看了都非常的高興，非常的羨慕，一年兩年後，很多學校因為不懂

的使用方法，就變成真的是慘不忍睹，那是為什麼？不是一個人的事情，是一

群人，他們沒有好好的愛護這個學校。所以我們覺得，愛護這個學校像愛自己

的家一樣（Ep，91/02）。 

使用情況及維護工作良好 

圖27幸福國小的使用與維護 

 

六、桃園縣新設校的電費，是學校經費的負擔 

新設校是高壓供電，契約容量的用電，電費高，造成學校很重的經費負擔，而需

家長會支援，以下是 E、F和 G校校長對學校電費負擔的困擾。 

……我們的高壓容量是105、106，那天126，罰1萬零800多元，現在我要把

高壓容量調高到130，可是要調高要出錢，要出5萬多塊，我們沒有用家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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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錢。所以我們學期末沒有經費去買別的東西，都在付水電費……其實一個

學校最重要的就是水跟電，所以管路圖很重要，一定要留著，所有的電線，就

是以後要維修，就是要施工的時候，都可以做一個參考（Ep，91/02）。 

……目前臺北縣政府對於各校之水電費分二期補助，學期初以統一標準列冊補

助各校水電費，期末各校再提出實際使用需求，對於高壓供電及水電費不足之

各校，重新調查，並以各校實際使用金額，追加預算調整補助，……，本縣大

部分新設學校，水電費不足，必須訴求家長會支援……新設立學校之電力系統，

依規定均需採高壓供電，此種供電方式造成基本費之沉重負擔，均讓各校遭遇

相當大之困擾。為因應水電費之嚴重不足，本校除大力推動節約能源外，並擬

自89年2月分起將契約容量改為60千瓦（Fp，91/02）。 

且大量用電，造成學校負擔困難（GP，91/02）。 

 

根據訪談結果發現，校園分教學區、活動區、休憩區和行政區的規畫，目的在提

供優質的教育環境讓教師放心的教，學生安心的學。附屬設施的設計和設備使用後也

出現了優點和缺點，如何興利除弊，提出改進意見以供後新設學校的參考。學校是社

區的一部分不能關起門來辦教育，應該以開放的態度和作法建立與社區良好的關係。 

 

貳、學生對新設校滿意度分析 

為調查桃園縣新設校學生對校舍、校園、運動場、附屬設施的使用情形及感想，

本研究以桃園縣 6所新設校的國小五、六年級與國中一、二年級學生為受訪者，進行

問卷調查，並將問卷調查結果進行次數百分比統計、MANOVA 多變量變異數分析、

Spearman等級相關。在MANOVA多變量變異數分析考驗時以性別、年級別、學校別

等三部分為自變項，與 12項因素進行統計分析。 

本研究量表屬性上係為李克特式五等分量表，量表中無反向題，填答的答案分「很

不滿意」、「不太滿意」、「有點滿意」、「大致滿意」、「非常滿意」五種，依序得分為 1、

2、3、4、5，並以此來計算平均數。在考驗MANOVA多變量變異數分析、單變量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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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數分析時採 0.05 或 0.01 顯著水準，並於單變量變異數分析達顯著後，進一步以

Scheffé進行事後多重比較。 

一、就學校建築滿意度情形 

6所學校共發出 1230分問卷，回收 1230分，剔除背景變項未填及填答不詳者，

有效問卷為 1151 分，以分別就學生整體概況描述及不同背景變項學生對新設校滿意

情形加以分析。 

由表 31 可知，就整體上，6 所新設校學生對學校建築之滿意度的平均數為 3.66

分，標準差為 0.93，對「學校建築」滿意度屬於大致滿意。就各部分學校建築滿意度

來看，得分前 5項依序為「視聽教室」、「附屬設施設計」、「電腦教室」、「運動場感受」

及「辦公處室」；得分最低的 5 項是「自然教室」、「音樂教室」、「美術教室」、「班級

教室」及「附屬設施設備」。新設校的視覺感受，空調設備與資訊設施，配合課程教

學需要往往給予學生耳目一新，記憶深刻的感覺，因此得分最高。飲水與廁所設備新

穎，滿足學生生理需求，當然在前 5名之列。青少年喜歡運動，經常在運動場活動，

其滿意感受自然高。至於自然教室的器材與設備有待充實，音樂教室地點遠之外，也

要增強隔音效果和增置樂器；美術教室位置偏遠，教室布置更要結合學科性質；大部

分學生認為班級教室應有教學設備如 DVD 和放影機等。由此可見，教學設備的現代

化和科技化，改善了教育的條件，這也是新設校優勢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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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學生對學校建築各部分滿意度得分之平均數、標準差整理表 

項目 題數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班級教室 4 1140 3.59 .889 11 

辦公處室 4 1132 3.77 .882 5 

自然教室 4 1132 3.74 .918 8 

電腦教室 4 1137 3.80 1.025 3 

視聽教室 4 1131 3.88 .986 1 

音樂教室 4 1136 3.67 .987 9 

美術教室 4 874 3.66 .911 10 

圖書館（室） 4 947 3.77 .975 6 

校園感受 3 1144 3.77 1.02 7 

運動場感受 6 936 3.78 .892 4 

附屬設施設計 4 1137 3.82 .957 2 

附屬設施設備 4 1125 2.63 .743 12 

整體滿意度 49 1151 3.66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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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32得知，以滿意度的個別題目看，6所新設校學生對新設校滿意度得分高的

前五項依序是：「校門位置」（M=3.96，SD=1.05）、「視聽教室空間大小」（M=3.95，

SD=1.11）、「視聽教室設施設備」（M=3.92，SD=1.09）、「田徑場跑道數量」（M=3.91，

SD=1.07）與「田徑場地點位置」（M=3.91，SD=1.08）。而得分低的五項依序為「廁

所設施設備」（M=3.42，SD=1.14）、「飲水設施設備」（M=3.46，SD=1.16）、「排球場」

（M=3.49，SD=1.16）、「飲水設備空間位置」（M=3.49，SD=1.10）、「班級教室設施設

備」（M=3.52，SD=1.10）。 

綜合上述統計分析，學生對學校建築滿意度「校門位置」、「視聽教室」的「空間

大小」、「設施設備」及「田徑場」的「地點位置」、「跑道數量」的排序分別在5名內；

至於「班級教室」、「音樂教室」、「美術教室」及「附屬設施設備」部分的「地點位置」、

「空間大小」、「設施設備」及「物理環境」等排序在29名之後；「自然教室」、「電腦

教室」部分的「設施設備」與「物理環境」都在24名之後；「辦公室」、「自然教室」

及「圖書館」的「地點位置」等排序在28名之後；其餘各題目的排序都在中間的序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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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學生對學校建築滿意度各題目得分之平均數、標準差整理表 

項

別 因素 問卷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班級教室 1.班級教室地點位置 

2.班級教室空間大小 

3.班級教室設施設備 

4.班級教室物理環境 

3.67 

3.54 

3.52 

3.63 

1.10 

1.06 

1.10 

1.10 

37 

44 

45 

39 

辦公處室 1.辦公處室地點位置 

2.辦公處室空間大小 

3.辦公處室設施設備 

4.辦公處室物理環境 

3.70 

3.80 

3.79 

3.78 

1.05 

0.99 

1.00 

1.01 

31 

15 

17 

19 

自然教室 1.自然教室地點位置 

2.自然教室空間大小 

3.自然教室設施設備 

4.自然教室物理環境 

3.68 

3.87 

3.72 

3.70 

1.11 

1.08 

1.10 

1.07 

36 

6 

26 

32 

電腦教室 1.電腦教室地點位置 

2.電腦教室空間大小 

3.電腦教室設施設備 

4.電腦教室物理環境 

3.86 

3.86 

3.74 

3.73 

1 .13 

1.16 

1.25 

1.18 

9 

11 

24 

25 

視聽教室 1.視聽教室地點位置 

2.視聽教室空間大小 

3.視聽教室設施設備 

4.視聽教室物理環境 

3.87 

3.95 

3.92 

3.78 

1.11 

1.11 

1.09 

1.13 

7 

2 

3 

20 

音樂教室 1.音樂教室地點位置 

2.音樂教室空間大小 

3.音樂教室設施設備 

4.音樂教室物理環境 

3.62 

3.71 

3.66 

3.69 

1.13 

1.12 

1.15 

1.16 

40 

30 

38 

33 

美術教室 1.美術教室地點位置 

2.美術教室空間大小 

3.美術教室設施設備 

4.美術教室物理環境 

3.68 

3.71 

3.62 

3.60 

1.09 

1.09 

1.14 

0.97 

35 

29 

41 

43 

校

舍

部

分 

圖書館（室） 1.圖書館室地點位置 

2.圖書館室空間大小 

3.圖書館室設施設備 

4.圖書館室物理環境 

3.71 

3.86 

3.68 

3.86 

1.08 

1.09 

1.06 

1.90 

28 

8 

3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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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續） 
項

別 因素 問卷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校

園

部

分 

校園感受 1.校園栽種花草樹木 

2.校園綠地 

3.校園園景布置 

3.81 

3.72 

3.80 

1.13 

1.15 

1.09 

14 

27 

16 

運

動

場

部

分 

運動場感受 1.田徑場地點位置 

2.田徑場跑道數量 

3.田徑場人工跑道 

4.球場地點位置 

5.籃球場 

6.排球場 

3.91 

3.91 

3.76 

3.84 

3.86 

3.49 

1.08 

1.07 

1.07 

1.13 

1.15 

1.16 

5 

4 

22 

13 

10 

47 

附屬設施 

設計 

1.校門位置  

2.校門形式色彩 

3.圍牆造型 

4.圍牆形式色彩 

3.96 

3.77 

3.79 

3.74 

1.05 

1.13 

1.12 

1.14 

1 

21 

18 

23 

附

屬

設

施

部

分 

附屬設施 

設備 

1.飲水設備空間位置    

2.飲水設施設備 

3.廁所空間位置 

4.廁所設施設備 

3.49 

3.46 

3.61 

3.42 

1.10 

1.16 

1.12 

1.14 

46 

48 

42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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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背景變項學生對新設校滿意度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 6校學生對新設校滿意度是否會有差異，以性別、年級、校別為自變項，

以「視聽教室」、「電腦教室」、「運動場感受」、「辦公處室」、「圖書館」、「校園感受」、

「自然教室」、「音樂教室」、「美術教室」、「班級教室」、「附屬設施設計」、「附屬設施

設備」等 12項因素為依變項，進行多變量變異數分析，其結果如表 33所示。 

由表33可知性別變項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學生對新設校滿意度在性別的平均數

沒有顯著的差異。在年級（Λ＝.858，P<.001）、校別（Λ＝.727，P<.001）變項達顯

著水準，代表不同年級、校別學生對「視聽教室」、「電腦教室」、「運動場感受」、「辦

公處室」、「圖書館」、「校園感受」、「自然教室」、「音樂教室」、「美術教室」、「班級教

室」、「附屬設施設計」、「附屬設施設備」等因素的平均數有顯著差異。以下針對不同

年級、不同校別進行分析。 

 

表33 不同自變項學生對新設校滿意度的多變量變異數分析表 

自變項 Wilks’  Λ 自由度 

性別 .966 (11,1,625) 

年級 .858*** (11,3,625) 

校別 .727
*** (11,3,62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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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年級學生對新設校滿意度差異 

由表34可知，校舍部分的「電腦教室」（F=7.56，P<.01）、「視聽教室」（F=6.67，

P<.01）、「音樂教室」（F=3.77，P<.05）等三方面有顯著差異。以 Scheffè 事後比較結

果發現國小六年級的學生平均數顯著高於國小五年級和國中二年級的學生，表示國小

六年級的學生對「電腦教室」的滿意度比國小五年級和國中二年級的學生更滿意。在

「視聽教室」方面國小六年級的學生平均數高於國中一年級和二年級的學生，表示國

小六年級的學生對「視聽教室」比國中一年級和二年級的學生更滿意；國小五年級的

學生對「視聽教室」比國中二年級的學生更滿意。國中一年級的學生對「音樂教室」

的滿意度比國小六年級滿意。 

表34 不同年級學生對新設校滿意度單變量變異數分析結果統計摘要表 

 五年級 

（N＝145） 

六年級 

（N＝111）

國一 

（N＝183）

國二 

（N＝187）

 M SD M SD M SD M SD 

 

F值 

Scheffè 

事後比較 

班級教室 15.25 3.27 14.49 3.30 14.85 3.27 14.48 3.18 1.71 

辦公處室 16.12 3.47 15.71 2.55 15.16 3.25 15.10 3.05 0.45 

自然教室 15.58 3.70 16.03 2.75 15.42 2.92 15.07 3.20 1.53 

電腦教室 15.53 4.05 17.01 2.87 16.03 3.33 15.54 3.52 7.56** 

視聽教室 16.50 3.58 17.57 2.49 15.53 3.34 14.87 3.31 6.67** 

音樂教室 15.04 3.75 14.90 3.34 15.92 3.36 15.04 3.30 3.77* 

美術教室 15.28 3.51 15.86 2.80 14.56 3.32 14.97 3.18 1.91 

圖書館（室） 15.39 3.54 16.14 5.83 14.85 3.14 14.71 3.34 1.80 

校園感受 10.97 3.01 11.00 3.45 11.55 2.71 11.79 2.55 0.64 

運動場感受 23.26 5.05 23.67 4.66 23.48 4.50 23.83 4.70 0.95 

附屬設施設計 15.54 3.70 15.99 3.35 15.98 3.52 15.91 3.45 0.72 

附屬設施設備 10.95 2.73 10.81 2.92 10.75 2.50 10.91 2.59 0.16 

電腦教室 

小六＞小五 

小六＞國二 

 

視聽教室 

小五＞國二 

小六＞國一 

小六＞國二 

 

音樂教室 

國一＞小六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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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同校別學生對新設校滿意度差異 

由表35可知，校舍部分的「自然教室」（F=3.21，P<.05）、「電腦教室」（F=3.79，

P<.05）及「運動場感受」（F=5.88，P<.01）、「附屬設施設計」（F=7.02，P<.01），還有

「音樂教室」（F=7.95，P<.001）、「校園感受」（F=21.33，P<.001）、「附屬設施設備」

（F=11.45，P<.001）等七方面有顯著差異。以 Scheffè 事後比較結果發現迴龍國小的

學生平均數顯著高於福豐國中的學生，表示迴龍國小的學生對「自然教室」的滿意度

比福豐國中的學生滿意。幸福國小的學生平均數顯著高於東安國中的學生，表示幸福

國小的學生對「電腦教室」的滿意度比東安國中的學生滿意。迴龍國小的學生平均數

顯著高於幸福國小、福豐國中及東安國中的學生，表示迴龍國小的學生對「運動場感

受」的滿意度比幸福國小、福豐國中及東安國中的學生滿意。幸福國小的學生平均數

顯著高於東安國中，表示幸福國小的學生對「運動場感受」的滿意度比東安國中的學

生滿意。東安國中的學生平均數顯著高於福豐國中，表示東安國中的學生對「附屬設

施設計」的滿意度比福豐國中的學生滿意。福豐國中和迴龍國小的學生平均數都顯著

高於幸福國小的學生，表示福豐國中和迴龍國小的學生對「音樂教室」的滿意度都比

幸福國小的學生更滿意。東安國中的學生平均數顯著高於福豐國中和幸福國小的學

生，表示東安國中的學生對「校園感受」的滿意度比福豐國中和幸福國小的學生更滿

意。迴龍國小的學生平均數顯著高於幸福國小的學生，表示迴龍國小的學生對「校園

感受」的滿意度比幸福國小的學生更滿意。福豐國中的學生平均數顯著高於東安國中

和幸福國小的學生，表示福豐國中的學生對「附屬設施設備」的滿意度比東安國中和

幸福國小的學生更滿意。迴龍國小的學生平均數顯著高於東安國中的學生，表示迴龍

國小的學生對「附屬設施設備」的滿意度比東安國中的學生更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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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 不同校別學生對新設校滿意度單變量變異數分析結果統計摘要表 

 幸福 

（N＝149） 

迴龍 

（N＝107）

福豐 

（N＝178）

東安 

（N＝192）

 M SD M SD M SD M SD

 

F值 

Scheffè 

事後比較 

班級教室 14.61 3.46 15.36 2.9914.70 3.5514.62 2.912.29 

辦公處室 15.96 3.30 15.93 2.8115.40 3.3814.89 2.911.25 

自然教室 15.54 3.42 16.10 3.1614.90 3.1315.57 2.993.21* 

電腦教室 16.32 3.56 15.97 3.7916.29 3.2415.32 3.533.79* 

視聽教室 17.13 3.14 16.74 3.2715.26 3.5615.13 3.120.25 

音樂教室 14.40 3.94 15.79 2.8215.87 3.4415.11 3.247.95*** 

美術教室 15.35 3.26 15.78 3.1815.04 3.2514.51 3.252.03 

圖書館（室） 15.63 5.56 15.84 3.0714.97 3.1514.61 3.320.79 

校園感受 10.26 3.46 12.00 2.4811.10 2.7312.21 2.4221.33*** 

運動場感受 22.85 4.97 24.25 4.6623.13 4.6424.15 4.535.88** 

附屬設施設計 15.48 3.82 16.08 3.1315.30 3.5816.54 3.287.02** 

附屬設施設備 10.51 3.01 11.42 2.4111.33 2.3810.36 2.6011.45*** 

自然教室：迴龍＞福豐 

電腦教室：幸福＞東安 

音樂教室：福豐＞幸福 

迴龍＞幸福 

校園感受：東安＞福豐 

東安＞幸福、

迴龍＞幸福 

運動感受：迴龍＞幸福 

幸福＞東安、迴龍＞福

豐、 

迴龍＞東安 

附屬設計：東安＞福豐

附屬設備：福豐＞東安

福豐＞幸福、迴龍

＞東安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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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同自變項學生對新設校滿意度差異 

有關性別、年級、校別的學生對新設校的感受，分析所得結果以表 36表示。在

性別部分，不同性別學生對「班級教室」、「辦公處室」、「自然教室」、「電腦教室」、「視

聽教室」、「音樂教室」、「美術教室」、「圖書館」、「校園感受」、「運動場感受」、「附屬

設施設計」、「附屬設施設備」等方面沒有顯著差異。 

在年級部分，不同年級學生對「班級教室」、「辦公處室」、「自然教室」、「美術教

室」、「圖書館」、「校園感受」、「運動場感受」、「附屬設施設計」、「附屬設施設備」等

方面沒有顯著差異。而在「電腦教室」部分，國小六年級學生比國小五年級和國中二

年級的學生滿意；在「視聽教室」部分，國小五年級學生比國中二年級學生滿意，國

小六年級學生比國中一年級和二年級的學生滿意；在「音樂教室」部分，國中一年級

學生比國小六年級學生滿意。 

在校別部分，不同學校學生對「班級教室」、「辦公處室」、「視聽教室」、「美術教

室」、「圖書館」等五部分沒有顯著差異。而在「自然教室」部分，迴龍國小的學生比

福豐國中的學生滿意；在「電腦教室」部分，幸福國小的學生比東安國中的學生滿意；

在「音樂教室」部分，福豐國中和迴龍國小的學生比幸福國小的學生滿意；在「校園

感受」部分，東安國中的學生比福豐國中和幸福國小的學生滿意，迴龍國小的學生比

幸福國小的學生滿意；在「運動場感受」部分，迴龍國小的學生比幸福國小、福豐和

東安國中的學生滿意，幸福國小的學生比東安國中的學生滿意；在「附屬設施設計」

部分，東安國中的學生比福豐國中的學生滿意；在「附屬設施設備」部分，福豐國中

的學生比東安國中和幸福國小的學生滿意，迴龍國小的學生比東安國中的學生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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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 不同自變項學生對新設校滿意度彙整總表 

      自變項 

依變項 
年級 校別 

班級教室   

辦公處室   

自然教室  迴龍國小＞福豐國中 

電腦教室 小六＞小五 

小六＞國二 

幸福國小＞東安國中 

視聽教室 小五＞國二 

小六＞國一 

小六＞國二 

 

音樂教室 國一＞小六 福豐國中＞幸福國小 

迴龍國小＞幸福國小 

美術教室   

圖書館（室）   

校園感受  東安國中＞福豐國中 

東安國中＞幸福國小 

迴龍國小＞幸福國小 

運動場感受  迴龍國小＞幸福國小 

幸福國小＞東安國中 

迴龍國小＞福豐國中 

迴龍國小＞東安國中 

附屬設施設計  東安國中＞福豐國中 

附屬設施設備  福豐國中＞東安國中 

福豐國中＞幸福國小 

迴龍國小＞東安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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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不同自變項學生對新設校滿意度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 6校學生對新設校滿意度是否會有差異，以不同教育階段－國中國小為自

變項，以「視聽教室」、「電腦教室」、「運動場感受」、「辦公處室」、「圖書館」、「校園

感受」、「自然教室」、「音樂教室」、「美術教室」、「班級教室」、「附屬設施設計」、「附

屬設施設備」等 12項因素為依變項，進行多變量變異數分析，其結果如表 39。 

由表 37可知國中小（Λ=.792，P<.001）變項達顯著水準，代表國中小學生對「視

聽教室」、「電腦教室」、「運動場感受」、「辦公處室」、「圖書館」、「校園感受」、「自然

教室」、「音樂教室」、「美術教室」、「班級教室」、「附屬設施設計」、「附屬設施設備」

等因素的平均數有顯著的差異。 

 

表37 不同自變項學生對新設校滿意度的多變量變異數分析表 

自變項 Wilks’  Λ 自由度 

性別 .966 (11,1,625) 

年級 .858*** (11,3,625) 

校別 .727*** (11,3,625) 

年級（國中小） .792
*** (11,1,626)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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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國中國小學生對新設校滿意度差異情形 

有關國中國小的學生對新設校的感受，分析所得結果以表 38 表示。在國中國小

部分，國中與國小學生對「班級教室」、「電腦教室」、「音樂教室」、「運動場感受」、「附

屬設施設計」、「附屬設施設備」等方面沒有顯著差異。 

國中與國小學生對「辦公處室」、「自然教室」、「視聽教室」、「美術教室」、「圖書

館」、「校園感受」等方面有顯著差異。在國中國小部分，在「自然教室」方面，國小

學生較國中學生滿意；在「美術教室」、「圖書館」等二方面，國小學生比國中學生滿

意；在「辦公處室」、「視聽教室」等二方面，國小學生比國中學生更滿意；而在「校

園感受」方面，國中學生比國小學生滿意。 

表38 桃園縣國中國小學生對新設校滿意度單變量變異數分析結果統計摘要表 

 國小 

（N＝256） 

國中 

（N＝370） 

 M SD M SD 

 

F值 

Scheffè 

事後比較 

班級教室 14.92 3.29 14.66 3.23 0.985 

辦公處室 15.95 3.10 15.13 3.15 10.211*** 

自然教室 15.77 3.32 15.25 3.07 4.177* 

電腦教室 16.17 3.65 15.79 3.43 1.812 

視聽教室 16.96 3.19 15.19 3.34 44.118*** 

音樂教室 14.98 3.57 15.47 3.36 3.088 

美術教室 15.53 3.23 14.76 3.26 8.360** 

圖書館（室） 15.72 4.68 14.78 3.24 8.782** 

校園感受 10.98  3.20 11.67 2.63 8.657** 

運動場感受 23.43 4.88 23.66 4.60 .339 

附屬設施設

計 

15.73 3.56 15.94 3.48 .536 

附屬設施設

備 

10.89 2.81 10.83 2.54 .080 

 

辦公處室 國小＞國中 

自然教室 國小＞國中 

 

 

視聽教室 國小＞國中 

 

美術教室 國小＞國中 

 

圖書館（室） 

國小＞國中 

校園感受 國中＞國小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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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學生下課最喜歡去的地方調查統計分析 

就表 39中 Spearman 等級相關結果來看，男女學生下課最喜歡地方的排序相

同（rs=0.871，P＜.05），男女學生下課最喜歡去的地方第一是教室內（351 次），

其次是走廊上（329次），第三則是球場（155次），接著依序是遊戲場、操場上、

樓梯間、圖書館、花圃、樹蔭下、教師休息室及活動中心。 

本研究結果與湯志民（民80）、許碧蕙（民91）的調查發現，學生下課最喜

歡去的地方是教室內，其次是球場，第三則是走廊上，結果頗為一致。因為下課

時間的限制，教室內及其附近的走廊上，成為學生下課時間最喜歡停留及休憩的

地方。 

表39 男女學生下課最喜歡的地方調查統計摘要表 

項目 男生 女生 合計 

次數 / % 次數 % 排序 次數 % 排序 次數 排序

1. 教師休息室9 1.5 10 8 1.4 11 17 11 

2. 教室內 138 23.1 2 21338.5 1 351 1 

3. 走廊上 169 28.3 1 16028.9 2 329 2 

4. 球場 119 19.9 3 36 6.5 3 155 3 

5. 操場上 41 6.9 5 23 4.2 6 64 5 

6. 樓梯間 24 4.0 7 24 4.3 4 48 7 

7. 活動中心 8 1.3 11 4 0.7 12 12 12 

8. 圖書館 14 2.3 8 23 4.2 6 37 8 

9. 遊戲場 44 7.4 4 23 4.2 6 67 4 

10. 花圃 6 1.0 12 14 2.5 9 20 9 

11. 樹蔭下 10 1.7 9 10 1.8 10 20 9 

12. 其他 36 6.0 6 24 4.3 4 60 6 

合計 598 100  553 100  1151  

rs=0.87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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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學生的建議 

學生就校舍、校園、運動場、附屬設施的地點位置、空間大小、設施設備、物理

環境等提出具體的建議，整理如下所述。 

一、校舍部分 

1. 班級教室：六所學校的學生都認為教室空間再大一點，而 C校的學生認為地

點位置可以再低一點的樓層，希望電化教學設備（如 DVD、電視、CD、投影

機）的有 B、C、E、F、G等五校。 

2. 自然實驗室：所有學校的學生認為增加實驗器材與設備，其中 B與 E校則認

為地點位置太遠。 

3. 電腦教室：E校學生認為空間要加大，C校、E校、F校希望每人一部電腦，

A校、B校認為下課時間要開放，地點位置太遠的有 C校、G校，只有 C校

認為電腦要網咖化。 

4. 視聽教室：所有學校學生認為空間可以增大，B校、C校認為地點位置比較遠，

而 A校、B校、C校和 G校強調良好的通風，音響待加強的有 F校和 G校，

希望有大螢幕的是 B校和 G校。 

5. 音樂教室：A校、B校、F校和 G校認為空間可再大一點，地點太遠的有 A

校、C校和 G校，加強隔音的有 B校、E校和 F校，除了 E校外都認為應增

加樂器。 

6. 美術教室：只有 A校認為空間太小，C校認為位置偏遠，E校強調內設洗手

台，B校則須增加名人的畫。 

7. 圖書室：除了 G校，五所學校的學生都認為圖書館（室）位置太遠，B校、C

校的學生希望空間再大一點，A校圖書館尚未開放外，其餘五所學校的學生

都認為應增加書籍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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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園部分 

六所學校的學生認為多種花草樹木，讓校園更美麗。C校的學生希望規畫花園中

的植物。 

 

三、運動場部分 

所有學校的學生認為增加各類球場及設施設備，A校認為運動場的位置太

遠，F校認為遊樂器材室太遠聽不到鐘聲，F校和 G校認為遊樂場的空間要大一

點，同時增加遊樂設施設備，A校、B校、E校希望增加跑道，F校和 G校則認

為跑道要長一點。 

四、附屬設施 

1. 校門 

形式色彩：B校和 G校的學生希望校門的圖案可以再豐富一點，並有創意。 

 

2. 圍牆 

(1) 造型：所有學校希望圍牆再高一點。 

(2) 形式色彩：B校認為圍牆顏色再醒目一點，F校希望圍牆能展示學生的作

品，G校學生則希望圍牆可加一點圖。 

3. 飲水設備 

(1)空間位置：B校認為放飲水機的空間再大一點，C校和 E校希望飲水機不

要擺在廁所旁。 

(2)設施設備：所有學校希望增設飲水機。 

4. 廁所 

(1)空間位置：除了 G校外，其他學校都希望廁所空間大一點。 

(2)設施設備：各校希望增加人性化（像置衣架）的設施設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