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錄一 專家訪談紀錄 

在一個偶然的聚會，談及九二一大地震後南投地區學校重建，各校各

有其特色，同時聽說重建學校的藍圖，都經過混元禪師的指導，因此，在

友人的引薦下，拜訪禪師，向其請教有關校門的風水事宜。 

禪師為南投禪機山仙佛寺住持，本姓張，本名添旺，號益瑞，法名為

混元禪師，禪師創立「中國人間淨土功德會」主要在弘揚陽宅風水學妙法。

同時亦在臺視主講「易經風水面面觀」。 

 

混元禪師談學校大門的風水觀 

無論王侯將相、販夫走卒，離不開風與水，法大宇宙、山河大地也好，

宇宙銀河星系，都離不開風與水，若是無風與水，所有的星系、灰塵所在，

一切歸於零，人無法生存，這就是大自然法則。小範圍家庭、學校，尤其

學校的教育風和水最重要，一個學校的環境，離不開風與水，風頭是廁所，

學校臭氣四散；如果水堵住，水漲四流，這就是風水。大家把風水看成迷

信，事實上不懂風與水，不會感恩風與水才是迷信的人。如果你知道風與

水，你去感恩他，那也是有智慧的人。學校的教育最重要，學校的環境最

重要的是大門，大門是一個人的頭。眼官、眼睛，大門的位置和周圍的環

境看起來很舒服，是平衡法則，風水離不開眼、耳、鼻、舌、身。大門是

納氣的地方，在風水是納氣，在心理學來講是出入方便而且又安全。出入



方便又安全，也是大門風水最重要的法則。大門的壯觀、形式、型態是在

平衡人，無論小孩、大人、王侯將相、販夫走卒是在平衡我們視覺的地方。

大門的設計型態，違背了眼睛、五官的官能法則，當一個人走到學校的校

門時，無形中傳到腦意識中，本來腦意識是平衡，結果因為大門違背整個

周圍環境調和法則，人一旦來到大門周圍，眼睛看到時已經把腦意識的平

衡失調，造成人的心惶惶不安，有股說不出的力量、說不出的煩惱。如果

做對了，你到達校門時，有一種說不出的法喜，眼睛傳到腦意識直接傳進

去，反應到我們的心窩，我們心窩的平衡法則一到校門這裡充滿歡喜心，

沒有掛礙，反射出來就是智慧、是聰明。 

我看到臺灣許多學校的大門，如果違背風水法則，違背五官官能、感

官的平衡法則時，學校顯的亂遭遭。彰化二林農工校長是我的同學，原來

學校很不順利，在壹班農工，升學率有百分之三十五已經很不錯，去年我

把他們的校門型態，依照官能的感覺來設計，和地形及學校平衡法則融入

大自然法則，把它設計建照出來。今年升學率達百分之九十三點五，學生

來到學校充滿歡喜心。家長來到學校，進來的氣受到尊重、有尊嚴、有歡

喜，沒有掛礙、沒有顛倒夢想、沒有恐怖的狀態下，每個小孩、大人的腦

神經是平衡、心理是安祥。所以大智慧就顯現出來。如果貴校向出去，右

邊蓋的很高，右邊高就會失衡。人的眼睛官能，右邊屬火、左邊屬水，水

火濟濟，如果沒有水火濟濟，看東西就會顛倒，人的官能本來具足，而且



沒有辦法用任何方式去否認人的身體、結構、細胞、肉體意識的結構，任

何人沒有辦法去否認，所以鬼谷先師告訴我們，你可以否認風水，但是你

在風水中生存。貴校如果向出去，坐東向西，右邊很高的話，人的官能感

官是我們的右手，無形中產生右手會動，右手會動，一個人造的孽、壞習

慣，都是從右手開始，右手動，到時候喜歡打架，磨拳擦掌、沒有辦法安

靜下來時，學生會霸道。外面家長來也莫名其妙，無名火會出來，辦學校

很困難。我看過台灣許多學校，無論大學、高中、國中、小學、幼稚園，

凡是向出去右邊高的學校，辦的很辛苦，而且災難重重，這是因為已經違

背一個人的神經意識平衡法則，這就是風水。 

意識是風，表達出來是水，失去平衡時，人表達出來的現象、表達的

狀態，都是人沒有辦法接受。如果向出去左邊高，有安定感，站在電磁波

來講，右手是負、左手是正。正一定要拉高，我們本身的法則，若是讓負

拉高、正壓下去，陰陽顛倒，我們人的意識的眼界、意識的法則，也是顛

倒。所表現出來一定是失衡、不調和。因為我們左手在八卦屬坎，坎為水，

水要動，水動就不會錯。右手是為火，火動就就當做火。因此造成周圍環

境也好，人本身經過那裡，必然會有一種有形無形的感應，因為人的身體

結構、感官、官能本身就平衡，沒有缺點，外界經過眼睛進來，造成我們

的視覺失衡時，我們表達出來就是糊裡糊塗的行為，因為違背自然法則、

違背人的感官法則、違背整個大宇宙的平衡法則。因為宇宙的平衡法則，



本來任何人都沒有辦法去把它否定掉，這一點很重要。 

大門前面如果不是很寬廣時，門一定要有天，要有蓋子。道理在哪裡？

因為太寬廣時，看起來雖然很通暢、開朗，實際氣不聚，氣不據，傳入我

們的感官，心會慌、心慌意就亂。外面很寬廣、路又寬、前面都沒有屋子

時，上面講起來有天，一天一地，天地本身的法則，上面是天，兩根橫柱，

是陽、是乾、是坤。上面是乾卦、下面是坤，老陽與老陰，老陽與老陰，

造成萬生萬物、萬生萬物是從陰陽而來，這就是很寬廣，很寬廣，在我們

視覺裡面好像什麼都沒有，好像沒有天、沒有地，我們心理會感到不安，

這是我們眼睛視覺感，因為人需要有安全感，所以在上面加一橫。因此，

蓋起來無形中造成自己心理，造成眼睛視線，眼睛視覺開始壓下去。若是

周圍房子都很高，你就不能在上面加那一橫，有那一橫，周圍房子很高、

別人的建物也很高，它們本身都是陰、陰、陰，陰過剩時，上面加一橫，

抵不過。負、負是剝，剝是剝落，瑣碎事多。因此，兩邊高，我們就融入

自然，融入自然，天地長存。 

學校大門是能改變、能夠調和改善所有的學生、家長或是經過的人的

心境，學校是安定人心的基石。俗話說：門千金，房子只有四兩重。學校

大門重要就在這個地方，門是我們的口，我們的嘴。嘴破了，百病叢生，

影響身體健康，學校是弘法立身的地方，我們很重視這個口，如果違背調

和平衡法則，口業講出去，不合邏輯，沒有辦法融入大眾；如果對的話，



所講出去的話，可以和大眾和學生心心相印，融入天地與天地同壽、天下

太平。 



訪談紀錄─徐維志教授   

92.1.30 

徐維志教授為民國 83年國立政治大學校園整體規劃的共同主持

人，現職為教授、建築師。 

 

陳：請問徐教授，您對一般學校校門的設計有何看法？  

徐：一般學校校門的設計，大部份是依據校方的意見，然後建築師再適時

提供一些專業的意見後來設計的。 

美國哈佛大學有一條街，兩旁都是世界級的大師所設計建造的，其中科

比異是世界級的建築師，在美國唯一的建築物就在這條街上。當初哈佛大

學也曾徵設計圖，獲得第一名的圖就沒有校門，而是把校門轉換為和名街

及圖書館結合起來的空間。 

校門不只是一個門，也不是象徵的標誌而已。臺北市建築師公會在 98、

99年舉辦「都市之門」的競圖，結果獲得第一名的並沒有明顯的門的記

號，而是以高雄市作為規劃藍圖，以高雄工業發展的靈感，用橋、噴水、

水舞、水的環境等展現出特殊的感覺。 

又如宜蘭復興中學的設計意象，進入學校呈現的是花園、樹林，將行政

大樓規劃在一邊，塑造二個軸線，用虛擬的空間來塑出學校的出入口；北

縣安溪國中在競圖時，校方要求校門在大馬路旁，但實際的動線是在大同

路上，因此再另設一個出入口，旁設都市角，平時還可以作為休憩空間。



把綠地留給都市，已成為一種趨勢。校門應以學生的進出來考量、設計。

除大門外，還要根據學生居住的動線，另闢其它的出入口，以利學生的上

下學。 

陳：請問徐教授，您對校門的發展趨勢有何看法？ 

徐：都市中的學校，基於安全、管理的考量，在出入口設有校門、傳達室。

但也隨著時代的趨勢逐漸在改變，像臺北市的健康國小、新生國小、永安

國小、福星國小的校門，都已從傳統的巢臼中蛻變，和社區結合在一起。 

宜蘭新設的學校，幾乎沒有明顯的校門，而且暢行用綠籬代替圍牆。校

門用來表示內外的關係，是虛擬的空間，因此可用石頭或是地方的象徵物

等來呈現，甚至校門不見了。淡江大學的校門並沒有門的造型，用虛擬的

空間，用花牆來代替；至於哈佛大學與社區已經融合、連結在一起，已經

成為一個群城了。 

 
 

訪談吳英聲校長部份 

訪談吳英聲校長時，因已退休多年，加上其謙虛個性，因此只提供今日

明倫（沒有出版年月日）我愛大同（民 82）大同學苑（民 83）大同學苑

（民 85）四本刊物，裡面有其學校設計的重要說明，為了尊重吳校長的

意見，因此沒有訪談記錄。 

 



附錄二 校門照片一覽表 

 
1001中山女中 

 

1002中正高中 1003中崙高中 

 
1004內湖高中 1005北一女中 1006永春高中 

 
1007成功高中 1008育成高中 1009明倫高中 

 
1010松山高中 1011南湖高中 1012建國中學 



 
1013復興高中 1014景美女中 1015華江高中 

 
1016麗山高中 2017大同高中 2018大直高中 

 
2019大理高中 2020成淵高中 2021百齡高中 

 
2022西松高中 2023和平高中 2024南港高中 

 
2025師大附中 2026陽明高中 2027萬芳高中 



 
3028介壽國中 3029民生國中 3030興雅國中 

 
3031永吉國中 3032塯公國中 3033信義國中 

 
3034敦化國中 3035仁愛國中 3036大安國中 

 
3037金華國中 3038懷生國中 3039芳和國中 

 
3040民族國中 3041螢橋國中 3042古亭國中 



 
3043南門國中 3044中正國中 3045弘道國中 

 
3046萬華國中 3047雙園國中 3048龍山國中 

 
3049建成國中 3050忠孝國中 3051民權國中 

 
3052蘭州國中 3053重慶國中 3054長安國中 

 
3055北安國中 3056新興國中 3057中山國中 



 
3058五常國中 3059木柵國中 3060實踐國中 

 
3061北政國中 3062景美國中 3063興福國中 

 
3064景興國中 3065至善國中 3066格致國中 

 
3067蘭雅國中 3068士林國中 3069福安國中 

 
3070天母國中 3071新民國中 3072北投國中 



 
3073明德國中 3074桃源國中 3075石牌國中 

 
3076關渡國中 3077內湖國中 3078麗山國中 

 
3079三民國中 3080西湖國中 3081東湖國中 

 
3082明湖國中 3083誠正國中 3084成德國中 
 



附錄三 訪談表 

問題一：對一般學校校門的設計有何看法？ 

 
 
 
 
 
 
 
 
 
 
 
 

問題二：對校門的發展趨勢有何看法？ 



 

附錄四 觀察表 
校名 門扇 門柱 門頂 傳達室 
1003 材質 門扇開啟方式 單 雙 材質 造型 材質 造型 位置 

木門  平開門       磚造  雙柱式  磚造  平式門頂式

金屬柵欄門  彈簧門            RC 單柱式 RC 圓拱門頂式

鐵絲網門  推拉門          不鏽鋼 不鏽鋼  長排連脊式

鋼板門  摺疊門            城堡式門柱 牌樓式校門

 旋轉門 紀念碑式門柱 

校名標誌 雕塑 精神圖騰 圍牆 廣場 
材質 位置   材質 造型  

木刻  門柱上  浮雕  磚造  封閉  空間小  
石刻  門頂上  鐘樓    RC 開放  空間大  
磚刻  圍牆上      半開放  廣場有 銅像  
銅板標誌  門扇上         水池  
金屬板字樣  精神圖騰上   石獅  
匾額形式     雕塑  

  

 

 

 魚龍  
綠化組織 交通動線 校門位置 校門方位 趨吉納福 其他 

人車同道  東   石獅 
西  鋰魚躍龍門  
南    
北    

 

東南    
人車分道 東北  

西南  
西北  

中崙

高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