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目的在探討學校校門的意涵、功能、構成及相關的風水

觀等相關的概念基礎，以作為調查研究的基礎。全章共分為三節：第

一節為校門的概念分析；第二節為校門的構成分析；第三節為校門的

風水分析。 

第一節 校門的概念分析 

追溯我國建築文化演進歷程，「門」可說是建築構成的重要表徵，

在建築體上佔著相當重要的地位，值得我們去探討。然而，綜覽文獻

有關建築的論述相當多，但「門」雖為空間領域溝通的媒介，地位重

要，但專論門的資料則不多見，有關學校校門者更加渺如。為瞭解「校

門」的意涵，以下將就「門」的符號意義及其在空間上的實質與象徵

意義進行探究，並進一步研析校門在學校建築與教育中的角色與功

能，以及校門設計的原則。 

 

壹、校門意涵與界定 

一、「門」的符號意義 

在中國建築中，「門」被視為一種「符號」，盧圓華(民 80)認為「門」

是中國人最富意義的建築元素，不論是對有行的環境脈絡或是無形的

心境皆無所不在。因此，探析門的界定的過程就成為一種「符號」意

義根源的探討。 



門的符號意義就要從文字開始來談起─李允鉌(民 71)曾經提出

說，中國文字寫出中國建築發展史的第一章，而且是十分忠實可靠的

史實，即說明此概念。中國文字起源於象形，常依具體的事務形狀表

示出來，「門」亦不例外，「門」字的來源即為象形字。中國安陽殷墟

出土的甲骨文中就有「門」的象形字，其形表示兩扇門扇相對的形狀，

每扇門以門外框及中框組成，同時開闔以通行出入(李新富，民 91)。

我國《說文解字》中亦有相同的說法：「門，聞也。從二戶，象形。」，

指左右兩扇門扇相對之形，門扇入則闔，出則關。可見，「門」的字

形符號即展現門作為控制通行出入的意涵。 

 

二、「門」的具體意義 

建築為提供人們居住的實體，其實用機能為建築的首要條件，探

討作為建築體一部分的「門」建築，自然不能忽略其具體的功能意義。

建築師 Eyck曾分析門的定義為：介於兩種不同性質之間，是依不同

本體而呈現相對的內界與外界的區別，意識上界定出進入和離去兩種

不同層次的空間，才是門的具體意義(引自李新復，民 91)。 

由於房屋或居室等空間有其一定的機能與圍閉的需要，具有相當

程度的私密性，因此，門與外界的溝通，從室內外層次及圍閉的構架

而言，門為聯繫私密的內部與開放的外界兩種不同性質的空間要素。

同時，門洞可以通行和通風，是兩空間出入之道；《釋名.釋宮室》中



則說「門，捫也。圍捫幕障衛也。」故含有防衛的意義；此外門扇關

閉時，起屏蔽作用，具有隔聲、保溫、隔熱、防護等功能(李新復，

民91；盧濟威，民80)，亦方便內外分隔、聯繫以及管理的需要，這

些都是門的功能。 

職是之故，從具體實相面來探討，可歸納門的實質意涵如下： 

1.門是一切境域出入的通道。 

2.門具有防衛的意義。 

3.門具有屏蔽作用。 

4.門具有管理功能。 

 

三、「門」的象徵意義 

自古以來，建築即具有兩種功能，即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的功能。 

除了上述具體的使用功能外，建築還通過象徵、隱喻、關聯等手法，

用型態、體量、色彩、質地等來寓情寄意，反映社會及生活物質文化

的一般面貌，此即建築的精神功能(王宗年，民 81)。據此概念來探討

「門」的意涵，即不難理解「門」建築除了具體功能之外，亦有其象

徵意義。 

從前項論述可知，原本「門」的象形字指「兩扇門扇相對」，演

變至後來，「門」大部分趨向成為形上的產物，不一定要有門扇、門

框和門洞也都稱為門。例如：在＜中國大百科＞《建築卷》中即定義



「門」為「在建築物內部或外部溝通兩個空間的出入口，有的僅設門

洞，有的加設門扇。門通常是指有門扇的出入口。」(張鏞森，無日

期)。 

「門」之意義除了上述形式上的擴大之外，更逐漸擴展至實相以

外的象徵意義。「門」通常被稱為一種「兩境域之間積極的開口」(盧

圓華，民 80)兩境域可以是兩個實體空間的開口，但在人類實質環境

的建築語彙中，也可是心理知覺、思維的「門」。從中國古經書中談

論到的許多與「門」有關的形上的意義和實質的應用，我門可以發現

「門」絕不單只是「供人出入的口或門扇」而已，「門」明示層次上

有建築用以通行出入的設置及其所在的意義，通過大門進入內部時，

使人做出進入別的空間之心理上區分，門界定著一個實體空間，但也

相對著虛體空間，變成了溝通實與空的媒介，對存在空間中的人而

言，「門」更溝通了一個主觀的內心世界與一個客觀外在世界(李新

富，民 91)。 

因為「門」是一棟建築的重要點，因此也被引申為重要界線之區

分，中國許多概念、用語即展現了此類引申的形上意義，如中國古代

將一個家庭的家風稱為「門風」；顯貴之家稱「門第」；家族的資望稱

為「門望」，使大門不只是一個出入口，而成為一個家庭的代表、家

族的象徵，而稱「門當戶對」、「門閥」、「門資」來反映人在社會的身



份地位；「大門不出，二們不邁」區分禮教之防，含有道德界線的意

義。這些概念都呈現出「門」另一向度的象徵意義(李新富，民 90；

樓慶西，民 89)。 

 
 

貳、校門意義與功能 

一、校門的意義 

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S. Churchill)說：「人類創造了空間，空間

反過來創造人類。」從象徵的心理影響上，建築是一種象徵，是一種

符號，傳達某種特定的思想，尤其是教育設施方面的建築，更易含有

深層的意識形態。門在建築中佔有重要地位，相對地，校門在學校建

築中有其重要性，且亦同時具有實體及象徵的意義。 

學校建築有其封閉性，校門溝通校內與校外，私密與公共，乃至

人為與自然的空間屏障，其功能有積極性的透過機能，含有主動、爭

取的因子，作為人、物進出、流通，空間的意識的擴展與氣氛的營造；

另有消極性的遮蔽機能，含有被動、排拒的因子，防止盜賊、外人的

侵入，具有遮斷內外空間的封閉面，負起防禦的功能。 

校門亦如同建築中的門一般，具有空間的形式中雙重結構的性

質，一種空間形式的表情者；一種空間之容納物。在空間形式的表達

中，含實質及象徵的意義。在實質層面上，它是師生的出入通道，同



時，亦可應用其外表形象來表達一種概念、一種氣氛，例如學問的崇

高、為學的莊嚴、知識的壯麗、優美、平和，更可用以代表學校的文

化、傳統、精神與理想，溝通虛擬社會(教育場所)與實體社會。Kahn

所稱之「門檻氛圍」(A Threshold Ambience)即指門內是學生接受教育

的虛擬社會，門外則是須接受嚴酷考驗的實體社會(引自高振擇，民

84)。此亦即前述門作為兩境域界限概念所形成的心理知覺上的校門。 

人們對心理知覺上的建築會有一定情感投射於其空間意象中，比

如站在埃及金字塔前內心的靜穆孤寂感，彷彿與大漠融為一體；在故

宮前感到深沉嚴峻、浩蕩坦然，這種對建築形象的心領神會就是建築

美的移情，形成對建築的材質、數量、色彩等認知的「機械解釋」之

外另一種建築的象徵意義，亦即審美的態度對建築提供「人格化的解

釋」。 

審美移情作用對校門亦有同等的作用，建築美移情境界的產生就

對象而言，不是由形成門柱的那塊大石頭，而是門所呈現給我們的空

間意象，使得「對象」與「自我」之間的「對立」消失，而達到「物

我合一」的境界。以古希臘神廟建築中的陶立克柱式為例，以物理學

眼光來看陶立克柱只是一種具有巨大重量以及用來承受希臘平頂式

建築巨大重載的石柱，但是當人們欣賞這樣一個建築時，卻會給人有

聳立上騰，鎮定自持、雄壯力量的美感。同樣的，校門門柱的造型亦



有可能藉由審美作用而給人不同的感受。 

不是所有的建築形象都能引起審美移情的，只有那些契合人一定

的審美生理、心理機制的建築形象，才給予建築美的移情帶來契機。

也就是說，當建築「空間意象」被審美主體所感悟時，原本不具生命

與力量的建築物被生命化、人格化而從「本然的形象」成為審美移情

的對象時，才能達到主客體之間的和諧統一。 

那麼，什麼樣的建築形象才符合審美心理規律呢？建築形象是一

種在時間的進程中發展的空間意象，運用材料、技術與美學規律具體

呈現於形象的一種「內心獨白」，是歷史與時代長期陶冶的產物，受

長期醞釀成熟的審美心理因素所制約，不是個人隨心所欲的感受，而

有一定的歷史意義將建築形象及欣賞者建立一對應的心理聯繫，讓同

一族群的人們能產生大致共同的審美心理機制。例如，高聳的紀念碑

往往能激起崇高的情感，因為由同樣歷史積澱而成對革命、堅貞、莊

重等社會情感相對應所產生的心理聯繫，使得人門面對高聳的紀念碑

時，即將崇高的情感投射於客體形象，進入移情境界而產生紀念碑崇

高的感受。 

校門亦是一樣的，在機械的解釋，它的本然形相只是由門柱或門

框及門扇組合而成的，但經移情作用將之人格化解釋，使得審美對象

的校門與觀賞者師生產生心理聯繫。而欲產生移情現象，建築形象所



提供的訊息必須是強烈的，足以刺激觀賞者有相對應的心理機制活

動，產生聯想，否則校門依舊是門柱、門扇，激起不了師生對學校產

生「物我渾一」的情感，而此即校門設計時所必須考量的了。 

 

此外，學校建築由於其富教育性的特質，其規劃係以教育理念、

學校環境和建築條件為基礎，以人、空間、時間和經費為基本向度，

使校地、校舍、校園、運動場與附屬設施的配置、設計能整體連貫的

歷程(湯志民，民 81)。因此，為達整體連貫的目的，校門建築所涵蓋

的範疇亦應擴展至與其相關的結構，故除了構成校門的門柱、門頂、

門扇等構成物之外，尚包括其他附屬建築物，如圍牆、傳達室、及形

成校門形象的裝飾等。同時，影響師生安全的校門出入動線、造型、

連繫校門與校舍的廣場及具教育涵化的綠化組織等，都應涵蓋在內。 

校門不只是一個門，也不是一個象徵的標誌而以，它可用虛擬的空間

來形塑學校的出入口，因此可用石頭或地方的象徵物來呈現（徐

維志教授）。 

二、校門的功能 

建築的本質由材料因、場素與功能質三大相關的因素所決定。材

料因指決定建築本質的物質材料因素；場素指建築與自然界、建築與

人類社會的關係；功能質指建築的社會功能價值分物質性與精神性功

能兩部分。物質性功能主要在於建築的居住功能，滿足人的生理性、



實用性需求(王振復，民 82)。對學校校門來說，其物質性功能包括便

捷出入、保安和聯繫等作用。 

學校建築不同於一般建築工程，除具有實體性、耐久性之外，尚

具有教育性、統一性與象徵性等特性(蔡保田，民 66)，此即建築的精

神性功能，包括審美、認知，有時還兼備崇拜功能(王振復，民 82)。 

人類所創造的一切都是審美的對象，在求實用當中，同時亦要求

賞心悅目，而此審美功能不僅是藝術裝飾所持有，建築材料、因素、

技術與結構因素、立面與平面安排等因素皆具有一定的審美意義。此

外，建築形象亦蘊涵著一定的認知功能，可以從一定的建築形象中領

悟、認識到生活本質的某些方面。另一面，建築的崇拜功能亦時有所

見，中國古佛塔、西歐中世紀教堂，甚或「巨石建築」亦如是(王振

復，民 82)。 

學校建築為實施學校教育的場所，其理念是教育的重要因素，所

賦予的實體形式顯示了價值和理想等抽象概念(湯志民，民 81)。因

此，對校門來說，校門建築的精神性功能皆需從教育性出發，以達到

社會效用、文化陶冶與個性發展三個目標。 

以社會化功能來說，意識型態是屬於現在，進入校門是為了使學

生作完成社會角色的歷程準備，當學生踏出校門時，即是從虛擬社會

走向實體社會，轉換了身份角色，亦即心理空間的轉換；以文化陶冶



來說，教育的目的既在文化意識與傳統價值來影響學生，透過學校建

築的外觀與結構可將文化價值傳遞給學生。受此觀念影響的校門建築

外觀傳達對過去的尊重和對教育本身的尊重，或表達出「壯麗」、或

表達「莊嚴」、「宏偉」等精神象徵，一旦進入這個校門，即有了與這

個學校過去歷史相連結的歸屬感，畢業離校後，縱使過去未曾謀面的

校友，亦有「同門」的情感。第三種教育意識型態─個別化認為教育

在於配合學生個別的實際需要，而不是強行加注「外在」事物，個別

化的學校建築重視開放空間的建築，在校門建築方面，越來越多提倡

「沒有圍牆學校」的聲音，學校與社區渾然一體，給學生更多開放的

空間及學習的機會，以培養有健康人格、獨立自主的公民。九二一大

地震之後，南投縣的校園重建計畫中，水尾國小（圖 1）即可見到對

於無校門、無圍牆學校概念的實現。 

 

參、校門的設計原則 

與標誌，也是學校形象普遍的代表，同時又具

圖 1 南投縣水尾國小無校門、無圍牆設計 

校門是學校的入口



有提

 

據學校建築的理念、校門的意涵以及上述各項因素，我們大致

可將

 

一、整體原則： 

首重整體性，所謂整體非部分之和，規劃必須從整

體的

須考量學校四周道路的狀況、交通流量等因素，以

便讓

 

三、教育原則： 

提出學校是實施教育的場所，其設施與環境

都應

供師生便捷出入和保安的作用，因此，校門的設計成為教育行政

工作上重要的一環(湯志民，民 75)。 

根

校門設計的原則分為下列幾大項(湯志民，民 75；民 81)： 

學校建築規劃

區域計畫作為考量，尋求空間與時間上的連貫性，才能建立一所

渾然一體的學校。校門是學校建築的一部分，且為學校出入的主要門

戶及學校精神象徵的一部份，其設計原則必然亦須從整體性為出發

點，進而使整個學校成為完整的一個體系。 

二、便利原則： 

校門的設置必

師生進出學校方便，並且能在放學時能夠安全地、快速地、有秩

序地離開學校。 

美國建築家 Sullivan

具有教育性，反映教育的理念，學生在學校中除了接受來自教師

所傳授的知識學問外，還可藉由學校建築本身表現出來的氣勢來傳達



教育的一種認知，讓學生的人格在不知不覺中接受陶冶、潛移默化、

變化氣質。 

 

四、安全原則： 

的學習環境是學校建築規劃的重要任務。學校校門

是千

 

五、美觀原則： 

事物美好感受的抽象表達，目的在建立一種能夠客

觀及

冷漠

提供安全無虞

百人每天必經之地，在設計上必須顧慮防震、防颱、防水等方面

的需求，且校門為師生重要出入口，應避免設於大馬路口前，以維護

安全。 

美學是一種對

表達事物形式美醜的方法與架構，建築美學則在創造可以引領愉

悅反應的環境外觀(湯志民，民 81)，因此，對於設計作為學校形象象

徵的校門，除其外在的機械要素之外，美學觀點亦是考量因素之一。 

依據視覺經驗，粗糙、灰暗且細項不夠細緻的校門給人的感覺是

、粗糙、難以親近，而色彩溫暖、精緻細膩而且比例恰當的校門

則給人精緻耀眼又有親切友善的感覺(陳英文，民 80)。校門的造型、

色彩、氣氛會影響學生學習、教師服務情緒及家長和社會人士對學校

的觀感。因此，校門設計應配合校舍的造型和色彩，力求調和均衡，

而給人舒適、柔美的感覺；並注意與校區大小、校舍高矮、前園深淺



作一適當之比例，過大或過小均失之不雅。 

 

六、經濟原則： 

，而是要在持久和適用的價值前提下，衡量經費投

資的

意設計應掌握求新、求變、求精、求進的原則。為

因應

 

八、特色原則： 

的表現可從校名、建材和教育目的上著手。如建立

精神

經濟非指便宜

效率，以最少的經費發揮最大效能，如提高材料品質可以減少日

後的維護費，亦可視為經濟的考慮。 

七、創新原則： 

學校建築的創

不斷發展的社會，校門亦應配合時代潮流、社會精神，在造型上、

風格上力求創新與突破。 

校門建築特色

堡壘形式，在造型上顯得別緻、突出，不落俗套。近來倡導社區

化政策，希望學校與所處的社區能有一個良性的互動，融入所處地

區，因此校門設計的特色亦可與地方特色相結合。 



第二節 校門的構成探析 

壹、校門材質與類型 

建築的本質由材料因、場素與功能質三大相關的因素所決定。其

中材料因指決定建築本質的物質材料因素，按建築材料的性能加以組

合裝置配，即形成建築的結構(王振復，民 82)。就材料因來談校門建

築，就必需談及校門的材質與類型，以下茲就校門的材質與類型作一

討論。 

大門的類型的不同常與「數」有關，我們可以從建築本身與數的

關係來瞭解。 

人們稱建築是「形象的詩」、「凝固的音樂」和「立體的畫」，因

為建築如同詩、音樂和繪畫一般，既追求藝術的意境，也講求節奏與

旋律，同時利用線條、色彩、質感和光影來創造視覺的形象(王宗年，

民 81)。音樂通過有組織的樂音的連續運動所構成的音響、節奏、旋

律，反映社會生活及其人的豐富、微妙、深邃的內心世界，音樂藝術

形象是在時間的流動中逐漸展開和塑造完成的。而作為空間存在的建

築固然靜止不動，但若以審美境界來觀看建築，雖靜猶動，似乎可以

在意想之中動起來。比如中國古代園林中藤籮掩映的小橋流水，似輕

笛低吟，曲徑通幽處如輕音繚繞；飛檐小亭如剛柔並濟的樂章；高塔

聳立如浩歌一曲；道道雲牆給人逶迤飛動的美；而屏風與照壁等空間



隔斷，是一個有力的休止符。中外一些有名的建築亦都可捕捉到音樂

般的美，如雅典衛城、凱旋門的香榭里舍大道或承德避暑山莊(王振

復，民 82)。 

若柱的直徑與柱高之比為一比四，門柱形象就顯得矮胖臃腫；如

果兩者比例小於一比十，則顯得細弱無力；如立克祝式的柱高是柱徑

的八倍，則造型剛健雄壯，愛奧尼柱式的柱高為柱徑的十倍，則顯得

輕盈秀逸，科林斯柱式的柱高是十倍多，則更為柔弱纖巧。 

色彩透過藝術形式激勵情緒，助長文化的進步，建築色彩的處

理，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影響建築的「節奏」與「旋律」，色彩單一，

則顯得節奏平穩，立面色彩變化，則可能使節奏豐富而有層次，增加

學生在身心上的健康、愉快和滿足，但若處理不好，亦可能過分跳躍

搖蕩，無節奏美感，在身心健康和情緒發展上，必然有所妨礙(王振

復，民 81；湯志民，民 81)。 

實際上，注重實用功能性的建築與繪畫是不等同的，建築的三維

空間比平面上展示的繪畫更富於形象性、真實性與生動性(王宗年，

民 81)，稱建築為「立體的畫」，其實是將繪畫所能引起美感的畫意加

以審美物態化，組織到建築美的創造中。在校門建築設計上亦必須注

意外形、塊體、結構、時間、色彩、質感的綜合來創造視覺形象(王

振復，民 81)。 



人們譽稱建築是「形象的詩」，因為具有形象的建築也追求藝術

意境。例如「城堞逶迤萬柳紅，西山岧嵽霽明虹」、「不到長城非好漢」，

皆激起人們民族自豪、心物交感的情懷，體現了長城的意境力量(王

宗年，民 81)。 

 
 

一、校門的構成 

一般門的構造主要有兩部分：門扇和門樘、門樘又稱門框，由上

槛、中槛、邊框等構成；門扇由上冒頭、中冒頭、下冒頭和邊梃等構

成(張鏞森，無日期)。大門為建築出入的第一道關卡，常為人們對建

築產生第一印象的主要代表，會使人們對建築的象徵意涵能透過大門

的第一印象立即獲得，因此常會在造型上特別設計變化，突顯大門的

效果，因此除門扇外，門框通常會分別以門柱及門頂來加強效果。校

門為進出學校建築群的出入處，在構造上亦可由門柱、門扇及門頂三

部分組合來探討(黃育英，民 77；陳英文，民 80)。 

門柱、門扇及門頂的組合與「數」有相當大的關係。建築的設計

原本即十分注重各種數的比例關係，建築形體的大小錯落和高低起

伏、佈局的主從疏密、線條的剛健柔和、色彩的冷暖濃淡、質感的粗

細以及同周圍景物的和諧與否都貫穿著一定的數的比例(王振復，民

82)，門域建築亦同。 



過去，人們常將建築、音樂、畫及詩相提並論，稱建築是「凝

固的音樂」，建築形象如同音樂藝術一般亦具有一定的「節奏」和「旋

律」。如古希臘畢達哥拉斯學派認為的「數的原則是一切事物的原

則」，建築藝術與音樂藝術的美都是靠各種比例關係的和諧，而這些

比例關係都可以歸結到數。我國建築專家梁思成即比喻：一柱一窗的

連續重複，好像四分之二拍子的樂曲；一柱二窗的立面節奏，則似四

分之三的華爾滋。將建築注重數的比例關係的概念推展到校門的設計

和研究上，即可構成變化多端的形式。 

校門大多以門柱與門扇為主要構成，組合變化而形成各校不同的

特色，以古典柱式的型態來了解校門美學性格的形成，校門門柱柱高

與柱粗之間的比例關係及柱與柱之間的不同間距、單數門柱或雙數門

柱、單扇門或雙扇門都形成不同的意涵與形象。除了「數」以外，以

不同的造型呈現，也可營造不同的風格及氛檻，如臺中市樹義國小（圖

2）以紅瓦屋頂來裝飾門柱，使校門呈現特殊的中國風；臺北縣林口

鄉的麗林國小（圖 3）則以城堡型來打造其門柱，呈現特殊的歐洲風

圖 2 臺中樹義國小校門門柱造型 圖 3 桃園縣麗林國小門柱造型 



味。 

二、校門的造型 

校門的造型上，除門扇與門柱外，另結合各式各樣的門頂而形成

不同的形象。大型院門多設有門頂，校門建築中亦屬常見，分別根據

門扇、門柱及門頂此三要件並配合學校建築的特色，大致可將校門的

構成型態分為下列幾類(黃育英，民 77；鄭瑞全，民 81)： 

(一)依門柱分： 

1.無門柱式校門：將門視為圍牆的延伸，不設置特定的門柱，僅

在圍牆開口處設置門扇以作為校門。 

2.雙柱式校門：以門柱連接校門及圍牆，有支撐校門的功能，且

可附帶設置照明設備、門牌、校名牌匾等，形狀有獨立的柱狀

或如圍牆的壁狀，數量依造型及功能而定。結合前述與數的關

係，最常見的為雙柱式，成偶數門柱對稱形式，如桃園縣同安

國小雙柱式校門（圖 4）、南投縣光龍國小四柱式校門（圖 5），

雙柱式的門柱亦可非對稱地利用其高度差或造型上的變化展

現不同的風格。 



 
 

.單柱式校門：校門門柱亦有採用單數門柱的單柱式者，在圍牆

之間設一門柱，或以三門柱使校門形成正門與便門兩扇不同作

用之門。如桃園縣麗園國小單注式校門（圖 6）、臺中縣車龍埔

幼兒實驗學校的三柱式校門（圖 7）。  

 

少數建築採取在圍牆單邊設立門柱再安置上門扇，形成造

型獨特的單邊門柱式校門，門柱設計的變化亦可行成校門不同

圖 5 南投縣光隆國小四柱式校門 
圖 4 桃園縣同安國小的雙柱式校門

3

圖 6 桃園縣麗園國小的單柱式門柱 圖 7 臺中縣車籠埔幼兒實驗學校 

 



的特色，例如，城堡式門柱有令人有懷古之感，有的則有雄偉

之意，又有的則以呼應西洋童話故事的城堡模式來展現親和

力，是一種能吸引人的表現方法；紀念碑式的門柱有其精神意

涵與紀念價值。 

  

)依門頂分： 

便雨天進出開啟門扇，大型院門大多設有門頂，

的門頂採平頂式，如桃園縣中埔國小

 

2.圓拱門頂式：圓拱形門頂使線條

(二

設置門頂可方

此外，設置門頂的設計可使門域建築的造型別出心裁，展現特

色，再加上材料的變化，可顯現不同的創意，校門中有許多學

校並不設置門頂，但亦有多所學校以門頂來變化校門的造型。

常見的門頂造型有： 

1. 平式門頂式：較常見

校門（圖 8）、臺中技術學院校門（圖 9） 

圖 8 桃園縣中埔國小平式門頂校門 
圖 9 臺中技術學院平式門頂校門

趨向柔和，可利用其獨特的



造型增加親和力，如臺北市中興國小（圖 10）及臺北市雙蓮

國小（圖 11）皆為採用圓拱式門頂的例子。  

 

 

4.牌樓式校 建築特色，具有典

型中國古代建築的形式，所以常與古代建築有著一定慣常的

圖 12 臺北縣海山高中的連脊式門頂 

圖 10  臺北市中興國小圓拱門頂 圖 11  臺北市雙蓮國小圓拱門頂 

門：牌樓式的大門是中國傳統的

3.長排連脊式：長排連脊式校 可

覆蓋在門頂之下。採用這類型的門頂在學校建築中亦蠻常見

的，如臺北縣海山高中就是連脊式門頂的校門（圖 12）。 

 

門的門頂較大，門及門房等都



或習慣的聯想規則，因此牌樓既是中國建築的一種「標誌」，

又是一種「象徵」，常被廣泛地應用在重要建築的大門上，

如桃園縣東門國小的校門（圖 13）即是運用此概念作為該校

校門的特色。 

  

  

5.城堡式門頂 人產生懷古之

)以門扇分

及材質，較特別的

，成開放狀

即門的位置)設立圓

柱，吊掛鎖鍊，圓柱易於拔起，以便利大型車輛的進出。 

    一般學校大門較少採用無門扇的方式，較多是在主大門

旁的便門採無門扇方式，南投縣土城國小校門旁的便門（圖

圖 13 桃園縣東門國小牌樓式校門 

：城堡式門頂具有西方建築的風格，令

情，是校門特殊造型的一種。 

 

校門門扇的變化多配合數量(單扇、雙扇)

是無門扇式校門，校門直接與圍牆相連不設門扇

態，方便出入，有的在圍牆與圍牆中間(

(四



14），即在門柱與圍牆間插上圓管鋼柱控制出入，但不另設

門扇。 

 

 

三、校門的材質

建築材料不同 例如石材質感

較生硬， 受；再者，

木材、石 時代風貌，

甚而玻璃、塑 82)。同時，不

 

對於門域建築的材質，中國古文獻中即已有記載，如成書於北宋

年間的《營造法式》中詳盡地記述了板門、烏頭門、軟門的做法和用

料。中國民居的大門，有一些組件，如門上部的挑檐門側的砷石(抱

鼓石)，門上的門簪，門外的台階垂帶，以及門旁的側牆等，合在一

起統稱門樓，有的門內外還有照壁。中國古典園林中有不設門扇的門

圖 14 南投縣土城國小的便門 

 

，建築形式給人的質感也就不相同，

給人冷峻的感覺，木材偏於熟軟，給人溫和的感

材給人古典的感覺，鐵材、鋼筋水泥呈現現代的

膠材的現代質感則更為強烈(王振復，民

同材質具有不同特性及功能，都是建築材料因中重要一環。



洞，稱地穴或月洞(張鏞森，無日期)。 

在材料上，門柱常以鐵、石頭、水泥、磚等材料來建造(陳英文，

民 80)，門頂亦同，門扇則按材料區分可分為下列幾種(張鏞森，無日

期；盧濟威，民 80)： 

 

(一)木門 

木門的門扇主要有實拼門、鑲板門和夾板門三種。實拼門用厚木

料拼成，較堅固，有時加橫檔或斜撐，用作外門、園門等。鑲板門用

木料作框，框內鑲嵌木板或纖維板，一般用作內外門。夾板門用斷面

料作框格，雙面黏貼膠合板或纖維板，或面板中填蜂窩紙，

表面

較小的木

較光潔，一般用作內門。門心板上可鑲以雕飾作為裝飾之用，亦

可藉門上的雕刻壁畫體現門的教化作用。 

由於木門的重量大，防水性能差，近年來用作室外大門的實例越

來越少，校門就更加不多見。有學校將木材質料配合金屬材料作成校

門，既有木門的風格，又有金屬門的安全效果（圖 15）。 

圖 15 木門門扇 



(二

量輕，風阻力小，開啟方便，臺北市龍山國小即是金屬柵欄門（圖

16）。 

  

 
 

(三)鐵絲網門

此種材料的門扇

 

16 臺北市龍山國小的金屬柵欄門 

)金屬柵欄門 

柵欄門具有通透的特點，能顯露門內的建築與環境，同時它的重

圖

 

鐵絲網門通常是由鋼管門框和鐵絲網組合而成，

輕，透空，製作方便，靜修女中（圖 17）即採用鐵絲網門。



 
 

(四)鋼板門 

門樘以及門扇的框子 板門有保安、防火等

功能。因 。不過

鋼板門的重量較大 ，門扇也可由鋼

板和通透的柵欄組合而成，形成虛實結合的圖案，林口啟智學校（圖

18）即為相當典型的一個例子，且其鋼板校門採用粉橘色調，使整個

學校形象給人相 力，對於從事特殊教

育的啟智學校有助於拉近與社區的作用。 

外玻璃、塑膠、纖維複合材料、加鋼筋水泥砂漿等材料，也可

製作門樘、門扇。 

 

圖 17 臺北市靜修女中的鐵絲網門 

鋼板門有鋼門和鋁合金門等，一般由實腹或空腹的專用型材製成

，鑲以玻璃或金屬薄板。鋼

有大片的實面，能遮擋視線，在視覺上分隔內外空間

，風的阻力也大。因此，在製作上

當溫馨的感覺，具有相當的親和

此

 

 



 
 

三、校門門扇開啟的方式

門的類 新技術的廣泛應

用， 的開啟 常用的校門類型

有(

(一)平開門 

平開門構造簡單，分單扇和雙扇，開啟方便，是一般大門使用

最多的方式，但校門主門使用平開門式者則越來越少，因為佔用的空

間較大，中國舊稱雙扇平開門為蝴蝶門。桃園縣外社國小即是平開式

校門（圖 19）。 

圖 18 林口啟智學校的鋼板校門 

 

型一般依開啟方式來分，由於新材料、

形式趨於多樣化，外表形式趨於簡潔。

張鏞森，無日期；盧濟威，民 80)： 

校

門



 

門軸的安裝通常有懸掛

式和落地式兩種 軸均懸掛在門墩上，

構造簡單，但 落地門軸則是將下門軸直

接固定在地上 減少門軸的剪力和

對門墩的拉力 則會使門扇開啟

困難，須注意輪軸的保養及增加地面的強度。 

 

(二)彈簧門 

彈簧門是平開門的一種，裝置彈簧鉸鏈或門頂彈簧、地彈簧等，

能自動關閉，分單向開的和雙向開的兩種。 

彈簧門具有減少室內熱量散失和風沙塵土侵入的優點，多用於公

共建築，校門則不常見。 

 
 

19 桃園縣外社國小的平開式校門 圖

平開門扇的開閉主要是依靠門軸的轉動，

，懸掛門軸即門扇上的上下兩門

門扇作用在門墩上的彎矩大；

，使門扇的重量部分直接傳到地上，

。但若滑輪生鏽或入口地面施工不平，



(三)推拉門 

推拉門開啟時門扇藏在牆的後面，不佔空間，且較不會擋住警衛

人員的視線，便於安裝電動裝置，是一般校門最常用的形式。推拉門

有單

 

般推拉門上下有導軌，為了推拉方便，常在門扇上部或下部安

裝滑輪。懸挑式推拉門沒有滑輪觸地，即使入口處地坪有不均勻下

沉，仍不影響門的開啟，但門寬不宜過大。導軌式在地上設導軌，導

軌凹槽底面高於地坪，須設排水口以防止槽內積水。自立式推拉門必

須設雙軌，較為複雜，但門寬可以做的很大。工廠和倉庫的推拉門常

掛於牆外，民用建築則多藏於夾牆內，桃園農工的校門即是推拉門（圖

20）。

 
 
 

扇、雙扇和多扇的，又可分為懸挑式、導軌式和自立式三種形式。 

一

 

圖 20 桃園農工的推拉門 

 



 

(四)摺疊門 

摺疊門由多扇門連接而成，上部應用導軌和滑輪等設備，開啟時

摺疊起來置於兩旁，門扇摺疊後所占空間小，對警衛人員的視線遮擋

也少。還有一種鐵柵摺疊門，拉開成網形，開門時摺合推於兩旁，許

多學校校門採用此種型態的校門，臺北縣海山國小即是摺疊門（圖

1）。 

 

 

 (五)旋轉門

，一部分在外，繞

軸旋轉， 用旋轉門較為適合。國

、自動門、隔聲門、

圖 21 臺北縣海山國小的摺疊門 

2

 

 

旋轉門中間設有轉軸，開啟時一部分門扇在內

當在門洞兩邊安裝門軸有困難時，採

外有學校採用此型態的大門，國內則較少見。 

此外尚有特殊用途的捲簾門、上翻門、昇降門



保溫門、防火門、防爆門和防射線門等，但很少作為學校的校門。 

 
 

貳、校門的附屬建物 

學校建築的附屬建築具有其特殊性與功能，其重要性不亞於校

舍，其目的在輔助或促進學校建築「主體」發揮最大的功能。故對於

附屬建築的規劃 性、安全性、實用性、持

美觀 及發展性(湯志民，民 81)。 

與校門建築相關的附屬建物有： 

一、圍牆 

門與圍牆有著不可劃分的關係，大部分均是二者合而為一的結構

體，其設置的目的在劃分界線。對學校來說，圍牆是接續校門作為校

園空間的界線與校園安全之鑰，在設計上必須注意下列幾點要素(黃

英，民 77；羅新炎，民 90)： 

(一) 安全與創意：近代建築採中西合壁者為多，圍牆的設計趨向

自由構思、巧具匠心的創意設計，學校圍牆的設計除安全考量

外，更應兼顧創意的設計，在安全無慮的考量下給予學校更大的

藝術空間，如美術圖案、浮雕、校徽、流言板或作為教育成果展

出的櫥窗等創意的產出。 

(二)耐震考量：磚牆需有 RC基礎底板、補強柱及過等土。 

亦須從整體著眼，考慮教育

久性、 性

育



(三)增加互動：圍牆的高度愈低，愈具有親和力且增加彼此互動的

內外的作用，建材樣式亦多，如 RC

、

(六 文化、傳統、精神與理想，如臺北縣

；臺中

。 

機會。 

(四)人行道考量：圍牆依規定應自道路境界線後退 3.5公尺作為人行

道。 

(五)建材考量：由於圍牆有阻隔

牆 磚造牆、鐵柵、隔音牆、花台等，可考量學校的地理環境及

社區特色來決定使用的建材，例如位於交通要道的學校可能得考

慮隔音牆，以阻隔噪音的污染；又如桃園縣復興鄉高坡國小利用

當地產物，以竹子作為圍牆的建材，既美觀又能展現當地特色。 

)象徵性考量：代表學校的

江翠國小（圖 22）、臺北市老松國小（圖 23）的圍牆浮雕

市大新國小的花臺圍牆圖（圖 24），台中市東平國小的綠化為牆

（圖 25）

 



 
臺北縣江翠國小圍牆的浮雕        圖 23 

美國有所謂的「沒有圍牆的學校」

，如博物館、圖書館等，

圖 22 臺北市老松國小圍牆的浮

雕 

 

，將整個社區當作學校，充分

利用社區內的建築物為教室 打破學校與社區

的界限， 國內亦有越來越多

學校朝向這種趨勢 的

設計，都 如石牌國小保留一

，將舊有緊

緊貼著老榕樹的水泥圍牆拆除，以穿透性「非牆之牆」結合「老榕樹

群」做界圍，在兼顧學生安全維護的同時，讓社區民眾與學校有更緊

視學校為社區的一部分(湯志民，民 75)。

。南投縣 921地震後重建學校多走向無圍牆學校

市化程度高的臺北市亦有這樣的例子，例

群老榕樹，配合公共藝術設置計畫，規劃「無圍牆學校」

圖 24 臺中市大新國小的花台圍牆 圖 25 臺中市東平國小的綠化圍牆 



密的結合，福星國小（圖 26）亦取消圍牆的設計，使校園形成一開

放空間的型態。 

 
圖 26 臺北市福星國小無圍牆、無校門 

 

二、傳達室 

傳達室具有傳達、詢問、服務及門禁管理的作用，在學校建築中，

傳達室亦為校門門域範圍內重要的附屬建物

室，其功能在消極方面可管制閒雜人士進入校園干擾教學或滋事破壞

危及師生安全；在積極方面，則為進行來訪客人傳達及服務的工作，

因此是學校建築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附屬建物(湯志民，民 75)，如臺中

市大新國小（圖 27）、臺中市進德國小（圖 28）的傳達室。 

傳達室在設計上要與校門、圍籬作整體配合 (湯志民，民 75、民

81；盧濟威，民 80)。 

 

(一)傳達室應與校門、圍牆作整體設計，以校門為主體，傳達室、

圍牆為賓體，三者相輔相成，連為一體，避免過於突兀。 

，我國中學普遍設有傳達



(二)傳達室內部的隔間可分隔成二間，前為警衛辦公室與訪客等候

處，後為警衛休息室。如為安全、清靜、防止干擾等目的而儘量

不讓來訪人員進入校內的話。則尚需考慮會客室的安排設置。 

(三)傳達室內應設電話分機，可連通校內所有單位，以利傳達、聯

絡。 

(四)傳達室應裝置全校各角落的電視監視系統，以利校園安全的維

護。 

(五)傳達室為達門禁管理的功能，應備有訪客記錄簿，以供登錄、

管制。 

(六)為達安全管理，需擴大傳達室內的視野，使傳達室內的警衛人

員能看到車、人流進出的全部過程，可從擴大觀察窗、縮小門墩、

改變門的構造形式等方面著手。 

(七

候環境，不但可顧慮到警衛人員的工作質量和身體健

)傳達室是訪客最先接觸的單位，佈置應力求整潔、雅緻，良好

的室內氣

康，亦可給予訪客良好的印象。 

(八)傳達室應注意經常保養、維護，遇有破漏、損壞，應即修繕，

以維持最高使用效率。 



圖 27 臺中市大新國小的傳達室 圖 28 臺中市進德國小傳達室 

 

三、照壁 

照壁又稱照牆或影壁，位置多位於院落門內，正對中軸線前端，

單獨聳立於建築大門口或正廳之前的一段獨立牆壁，其功能為建築前

的屏障， 別建築內外，排除外界的干擾，其上多雕造獅頭、麒麟、

蝙蝠等動物，更可配合八卦、葫蘆、犀角、日月等吉祥圖案，取其豐

富辟邪祈福之旨趣，並有裝飾作用。 

學校建築中，照壁亦如同圍牆一般，可利用具創意的構思，給

予學校更大的藝術空間，如臺北市士林國中的照壁（圖 29）。 

以

在

 



圖 29 士林國中的照壁 
 

四

對自然空間的居住要求，然而除了基本

的實用功能外，亦有其他依存於實用性功能的其他社會功能。建築以

抽象意涵反映生活方式，並非具體重現社會生活，而是運用一系列建

築「語彙」，通過平面、立面與剖面的巧妙安排，抽象地表現人類普

遍的思想情緒。  

大門建築是建築群內外的分隔部件，是建築群的門面，也是建築

群 近學校範圍

(一)校名標誌 

、校門建築形象 

建築的起始是為了滿足人

空間順序的序幕，當人們靠 時，第一印象就是大門，這

個印象往往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人們對學校建築群的感受，甚至成為人

們對這所學校記憶中的標誌(盧濟威，民 80)。 

最常用來表達校門建築藝術形象的裝飾有學校校名標誌、雕塑、

校徽和圖騰。 

 

 
 

 



學校校名標誌是學校形象的表徵，也是重點處理的部件。以材料

來說，常見的校名標誌有木刻、石刻、磚刻、銅板標誌、金屬板字體、

匾額形式等。標示的位置則有的設於門柱上，有的置於門頂上、圍牆

上、或門扇等處。既是標誌，就應該明顯易見，因此，要注意字體與

背景的關係，深淡有對比，大小比例亦須協調，且基於學校是教育的

堂，標誌勿太過於花俏，如臺北縣大關國小的校名標誌（圖 30）。 

一國際化都市，臺北市政府要求各校需設置中英

文校

 

(二)雕塑 

我們常用「美如畫」來形容建築形象，建築規劃中，空間的合理

分隔與組合，色彩與採光、裝飾物的安排，以及建築與人活動方式之

間的統一和和諧等平面佈局、立面建構都與畫理有相通之處，都必須

將人的生活方式與審美需要，置於設計與建構的中心來思考，使之契

合人的各項需求。總之，建築可表現出繪畫無法表現的立體美，故以

殿

近年來，為打造

圖 30 臺北縣大觀國小的校名標誌 

名並列的校名標誌，以利雙語環境的推動。 



「立體的畫」稱之(王振復，民 81)。 

築的三維空間的展現，以其外形、塊體、結構、時間、

色彩

外，有的學校則將雕塑設置在進入校門後與校舍建築之間的廣場上。 

(三)精神圖騰 

雕刻、繪畫在建築上可用其形象來表現一種概念或或一種氣 ，

例如崇高、莊嚴、壯麗、優美、平和等，因此在中國建築上常利用雕

刻、繪畫藉助象徵手法形象地以建築裝飾表現建築主人的理念與生活

趣，譬 、鳳紋代表大吉大利；以蓮比喻不為污濁的世俗生

活所染而保持潔身自若的精神(樓慶西，民 89)。 

人們常以詩、樂、畫來比擬建築，因為建築與詩、樂、畫是相通

雕塑輔助建

、質感來創造視覺形，運用得當則能豐富大門的建築形象。像大

門前的石獅子、浮雕，都是表現建築的特點(盧濟威，民 80)，如校園

中的金屬雕塑（圖 31）、暨南國際大學校園的石雕（圖 32）。 

這種作用對學校校門建築也是一樣的。除了設置在校門門柱旁

氛

情 如以龍紋

圖 32 暨南國際大學校園的石雕 圖 31 校園中的金屬雕塑 



的，都是屬於文化的範疇，只是建築將意境、節律、形象、歷史都物

化了(王宗年，民 81)。富藝術特色的典型建築常常被視作時代、民族、

國家或地區的標誌與象徵，長久以來，藝術特色即被視為建築規劃的

重要因素之一，大門建築即常以雕刻、繪畫豐富門文化的內涵。許多

學校

南投縣光隆國小（圖 33）因九二一地震而校舍毀損，在重建過程

亦會在校門門扇、門柱或圍牆上設置代表本校精神的圖騰或圖

案，比如校徽即為最常用的圖案。因此，如何充分利用繪畫及雕刻圖

騰或圖案來表達學校教育理念或精神亦應列入校門建築規畫考量要

點之一。 

中與台灣交趾藝術文教基金會合作，培訓「藝術紮根校園」種子教師，

施予交趾陶技藝訓練，並在校園裡推動交趾陶景觀藝術建置，豎立三

顆「希望之樹」作為學校的精神指標，每一片陶葉呈現每人心中的希

望與夢想，也代表了希望工程的開始。 

圖 33 南投縣光隆國小「希望之樹」



參、校門的總體佈置 

從學校的設計原則的討論中，即強調學校建築規劃首重整體性，

規劃必須從整體的區域計畫作為考量，尋求空間與時間上的連貫性，

因此

線的基本形式  

門動線的佈置是校門建築總體佈置的一環。 

校門動線走向涉及學校的安全管理、使用者的流通疏散、器材物

質的輸送和空間的有效運用。汽機車、腳踏車所走的路線為車道，人

走的路線為步道。動線的規畫配置以通順、流暢、便捷、安全、無障

，設計門域建築首先必須考慮總體佈置，總體布置的好壞直接影

響到門域建築的使用和建築的形象(盧濟威，民 80)。 

學校校門是平面整體組織的中心環節及交通要道，是全校師生及

訪客出入的通路，因此必須發揮其通行機能而與城市道路取得良好的

連繫，使人車方便出入，但又必須避開道路的交叉口，以免影響城市

交通，同時亦維護師生出入的安全。另一方面，校門與建築群體之間

亦應有腹地以作為人流之集散，這些因素都應列入總體布置的考量。

對於校門建築之總體布置的安排，分述如下。 

一、校門動

中國建築有別於西方建築重視個體的創造而以群體的組合見

長，學校建築即以群體建築為基本架構。群體建築的學校建築必須考

慮人車流流線，有機佈置交通聯繫空間，豐富空間層級結構，因此校



礙為最高理想(湯志民，民 81)，如交通大學（圖 34）的校門動線。

參考盧濟威(民 80)的研究及研究者的觀察，一般校門動線大致可歸類

表 1 

如：表 1及表 2 

人車同道的校門動線一覽表 

類型 說明 

校門整體為一大型出入口，傳達室位於大門的一

側，車流與人流不分，適用於一些

A 

車流、人流流

量不大的單位，因造型上較為簡單，許多建築採

用此方式，但安全是此方式大門需要注意的地方。

車流進出分開，適用於院內場地深度較小，但必

須回車的單位，此方式較不便。 

C 
車人流的進口與出口分開，分別在傳達室的兩

側，適用於車人流很大的單

B 

位。 

註：(   人流  傳達室      車流     ) 

 



  
 

表 2 人車分道的校門動線一覽表 

類型 說明 

校門車流、人流分開，均在傳達室一側，適用於

以人流為主，車流較少的單位。。 

人流、車流分開，在傳達室的兩側，方便於對車、

人流的管制。適用於車流較多，而且對車流進出

要進行檢查的單位。有的則以同時

的方式來分開車、人流，而將傳達室設在一側。

車人流分開，並且車流進出分開，

適用於車、人流均很多 單位，當人

A 

B 

設大門及便門

C 
設兩個傳達室，

的 流很多時，

可同時檢查兩股人流的出入。 

D 
車人流分開，人流在車流兩側，形式對稱，有的

亦採同設大門及便門的方式來分流。 

圖 34 交通大學的校門動線 



註：(   人流  傳達室      車流     ) 

 
 

二、廣場 

大多數學校在校門與建築群之間尚設有廣場，其作用之一是作為

車、人流的集散，一是作為車輛的停放處(盧濟威，民 80)，亦可配合

大型戶外活動的聚集特質 ，另一方面從

規

劃(蕭家賜，民 89)。

三、綠化組織 

化能使大門建築更生動活

潑，同時亦可有效改善環境的作用，例如，合理的植樹可以減小廣場

地面的輻射熱，防止西曬，也遮擋陽光直接照射警衛人員(盧濟威，

民 80)。 

建築的空間構圖亦是綠化組織的重要依據。綠化作為建築構圖的

組成部分，必須與建築取得均衡、協調，因此，大小、形式及位置的

安排都應經過規劃(盧濟威，民 80)。 

搭配植物的主要功能有：(一)界定空間(如校園大道與花園的巷

界)。(二)遮景(如門內中央植一松樹)。(三)提供私密性(如大門旁邊種

植樹木，以供乘涼、會友)。(四)連繫視覺效果(如連繫校門與行政大

，作為學生活動及教學的場所

夠，則不易進行較有視覺深度的

 

大門建築與綠化組織是相輔相成的，綠

建築的觀點來看，校門的腹地若不

 



樓的景深視覺效果)。(五)美觀。(六)組合功能。植物的大小、形狀、

色、質地的組合配置等，都會影響整個設計的成敗及視覺的品質(陳

。 

顏

英文，民 80)



第三節 校門的風水解析 

校門風水解析包括校門的風水意涵、校門的位置探討、校門的風

水圖讖等三方面來解析： 

壹、校門的風水意涵 

一、風水的定義 

(一)漢朝風水書青烏經中言：「陰陽符合、天地交通、內氣萌生、外

氣成形、內外相乘、風水自成」(渡邊欣雄，民 88)。 

(二)「風水」一詞於環華百科全書中解釋：「堪輿又稱風水，是我國

特有的相地之術」，也就是如何選擇屋宇〈陽宅〉、墳墓〈陰宅〉

的方位點以趨吉避凶的一種觀念與技術。……堪輿的運用重點

是位置、方向、距離、久暫四種關係的交互穿插，前三項屬於

空間，最後一項屬於時間。……至於位置、方向、距離、久暫

四種關係如何取決，彼此間如何相互影響，主要是根據陰陽五

行、占卜星卦、義理象數來決定(張之傑，民 71b)。 

(三)風水學源起易學，因此研究風水的人必須研究易學卦肴、元象、

數、理、陰陽之義理，以達順推過去、逆測未來之境界(鄭全雄，

民 90)。 

(四)風水特別注重人、建築與自然的關係，亦即是我國天人合一的

宇宙觀(鄭全雄，民 90)。 



(五)自古以來，許多人認為風水是一門深奧難懂的學問，在無法獲

師，在臺視主講「易經風水面面觀」以

世界」陽宅風水講座中提到風水就是生活。

動是水；呼吸是風、血液是水；意識是風、表現

、是智

(六)

、水的流

形成、影響極為關注，並深入研究，風水學也因此應

二、

取精準的實證下，風水學至今仍蒙上一曾神秘的色彩。南投禪

機山仙佛寺住持混元禪

及在「清靜人間佛

思想是風、行

是水；住宅和學校的門和路在於通行，是水；門和路的作用在

於空氣的調節、對流，是風。所以風水是科學、是理性

性的學問(張益瑞，民 89)。 

陽光、空氣、水是人在宇宙生存的三大要素，空氣不只帶給萬

物生生不息的氣息，空氣的流動產生風，風更影響了人類生存

的環境。而空氣的散佈與日、月、星、辰，山河、大地，雨水

所產生的氣場，有形無形中影響到人的身心與居住的環境，更

受到人類的關注。至於水能滋潤大地、涵養萬物，調和氣宇，

更是生物賴以生存、延續的要素。而水的分佈、含量

動以及河川、大海、地下水等，更影響到整個大自然的環境與

磁場的變化。自古以來，人類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因此

對風水的

運而生。   

風水與環境： 



(一)風水顧名思義是風和水，傳統的風水理論特別重視人、建築與

自然的天人合一的關係。其實風水離不開大自然環境，與景觀

環境、生態建築環境、環境心理學、地理學等有密不可分的關

係。景觀建築著重在自然景觀及特殊風貌的利用與保護。環境

心理學則重視人與環境，人與內、外在環境的關係。包括人的

生理反應、生活方式與人格發展等。因此，注重生活環境的平

衡、和諧、安全，以及居住空間的格局、調適，更是今日建築

界的發展趨勢(鄭全雄，民 90)。 

(三)

(四)

向，一是生理和心理上對基址選擇的滿意，二是

括自然環境、屋向、位置、高低、出入口等的

(二)陽宅十書：「人之居處宜以大地山河為主，其來脈氣勢最大，關

係人禍福最為切要。若大形不善，總內形得法，終不全吉，故

論宅外形第一」，風水理論中之宅居環境，最根本在順應天道以

自然生態為本來構建屋宅。由此可知，宅居外部環境能選擇良

好的自然生態環境，至為重要(王其亨，民 84)。 

地理學上有「環境決定論」。自古以來，人與地理環境的相互作

用、相互調和下，一個民族的生活方式在自然環境下孕育而成(渡

邊欣雄，民 89)。 

風水最重要的是人們對屋宅環境的選擇，風水對於屋宅環境的

影響有三個面

住處的佈置，包



安排，三是滿足趨吉避凶的心理需求(鄭全雄，民 90)。 

）學校的環境，最重要的是大門，大門是納氣的地方，在出入上

要方便且安全。而大門的壯觀、形式、型態，必須重視平衡法則，

這樣才能充滿歡喜心、沒有掛礙，反射出來就是智慧、是聰明（混

元禪師）。 

校門的位置探討 

在古代，建築朝向的確定是非常重要的事。他不僅要考慮氣候日

向和環境，還要涉及文化方面的

（五

貳、

照、風 因素。由於中國位處北半球中

緯

招陽，

在這種

文化的

建築方 國傳統建築的

方

門均取 南取子午線向；寺廟、道觀一般為南向，但

因

民居為

向較大

度和低緯地區，受到自然地理環境的影響，房屋朝南可以冬季背向

夏季迎風納涼。因此，中國的房屋座向基本是以座北朝南為主。

地理環境中具有方向性和空間感，同時也產生了一種「南面」

特徵。建築方位的確定同時也是歷來統治者關心的大事，重要

位的偏正與否，看作是安邦治國的大事。因此中

位與朝向是非常講究而細膩的(程建軍，民 83)。 

「天子當而立，向明而治。」宮殿等皇家主要建築和州府官署衙

正南向，即坐北朝

環境因素也間有其他方向，如中國的清真寺禮拜堂都是坐西向東；

生活和氣候相協調的需要，常取南向或偏南向。而影響建築朝

的因素是選址時所考慮的周圍環境形勢的需要。一般說來，方



向和形 傳統建

等氣

(程建

一、 地的整體規劃來看校門所座落的位置。 

的位置，首先必須考慮到學校整體規劃、總體

佈置

、來賓主要的出

入口

勢是統籌兼顧的，有時形勢比朝向更重要。總而言之，

築朝向儘管受文化因素如禮制、風水等影響，但仍是以取得好的日照

候為主要依據，遍佈全國城市、鄉村南向房屋是不可否定的事實

軍，民 83)。至於校門的位置可從三個面向來探討： 

 門座：從校

（一）、校門所座落

。整體規劃、總體佈置的好壞，直接影響到校門的使用功能，校

門同時要與週遭的環境配合，取得良好的聯繫，使人、車流方便進出，

又必須避開道路的交叉口，尤其是交通頻繁的幹道，一方面維護師生

上下學的安全，一方面避免影響四週的交通。 

（二）、校門座落的位置，還要根據建築群總平面的佈置而定，它

應該靠近人的主要活動區，使人流出入便捷、集散安全迅速。與整個

建築群密切關聯，成為整體空間的門面。 

（三）、校門不但是學校的門面，更是師生、家長

，因此對於家長的接送，社區學生到校的動線，車輛的流動等都

必須審慎考量。 

（四）、校門坐落的位置是選擇面臨交通頻繁的交通要道旁或是寧

靜安全的交通次要動線旁；校門與道路間是否留有緩衝空間，校門前

是否留有停車空間，則必須視學校整體規劃、總體佈置與週邊的實際



狀況而定。 

（五）、校門坐落的位置亦須考慮週遭的環境，例如校門正對著衙

門、獄門、倉門、廟門、城門等應加考慮；街道直衝校門或校門對街

反出如弓者皆不宜；校門正前方不可以有屋脊沖射、飛檐、獸頭、大

二

 

三、門向：站在校門前，用指南針或羅盤來看校門的正確面向。 

（一）、在中國古代天文學中，把天上星相分為青龍、白虎、朱雀、

玄武；東、西、南、北四宮和中宮。以校門的座向來看，左邊是青

龍方，右邊是白虎方，前方是朱雀，後方是玄武。 

1、青龍方：站在門中，面向外面，左手方稱「龍邊」。在電波為正

電，是善、是光明。青龍方宜高不宜低，宜動。 

2、白虎方：站在門中，面向外面，右手方稱「虎邊」。在電波為負

電，是惡、是黑暗。白虎方宜低不宜高，宜靜。 

3、朱雀：站在門中，面向外面的前方。 

樹、電桿之沖射（張益瑞，民 89）。 

、門位：站在校地的中心點，用指南針或羅盤看校門位於中心點的

哪一方。 

測量門位，首先必須站在校地的中心點，然後手持指南針或羅

經，將指南針或羅經的北方定位定好之後，再看看校門位處指南針或

羅經的哪一個方位即是校門的門位。 



4、玄武：是屋後面的方向。 

(二

居、護法來相陪。西南立相國、西北定諸侯。中宮當廟

堂

門不可直冲，此為穿心煞，一

般住家、學校、公司、工廠等所不取(張益瑞，民 89)。 

 

參、

受 身聞目濡、潛

移

邪物 的流露。 

一

特徵。而建築的

裝 容與象徵。所以造型優

)宅向口訣(李廟燈，易數與人生講義)： 

1.南門打開號令宅，北門打開我獨裁，東門打開缺將才，西門打開

靠自己，門開東北氣最虛，門開東南無護衛，門開西南缺貴人，

門開西北丟官爵。 

2.南做王、北稱帝。東將權、西世襲。真帥居東北、出征驚神鬼，

東南由誰

、小兵不定位（李廟燈，易數與人生講義）。 

(三)大門分外大門與內大門，外大門位置以安置龍邊為宜，方向不可

順水流。外大門、內大門、屋內門三

校門的風水圖讖 

傳統建築中常用一些祈福歡慶的裝飾，使人獲得喜悅、愉快的感

，也有以三綱五常為主題的教化裝飾內容，叫人時時

默化的儒家禮制思想，還有一些受迷信思想影響而貼符唸咒、置避

等特殊飾物，這是企圖消災解厄的風水圖讖觀念

、 祈福裝飾 

建築裝飾可增加建築的美感，加深建築的印象和

飾題材大多具備吉祥、風雅、道德教化的內



美 ，使裝飾達到令人賞心

用，如碧湖國小校門前的

石

理， 孔尚朴，民 83)： 

(一

 

)、

5. 文字：如福、祿、壽、喜、人、丁、財、寶、亞等。 

6. 人物：如八仙、門神、四大金剛、童子、壽星等。 

7. 器物：如八寶(犀角杯、蕉葉、元寶、書、畫、錢、靈芝、珠)、

道八寶(芭蕉扇、陰陽板、玉笛、葫蘆、寶劍、荷花籃、漁鼓)、

佛八寶(法輪、法螺、寶傘、華蓋、蓮花、寶罐、金魚、盤長)

等。 

的圖案和蘊含的祈福內涵，以及精湛的工藝

悅目的效果，發揮了建築裝飾精神功能的作

獅（圖 35）。 

祈福裝飾的題材雖然十分廣泛，卻有其規範可循，根據學者整

可分為 (程建軍，

) 文樣圖案 

1. 動物文：如四靈(龍、鳳、麒麟、龜)、四獸(獅、虎、象、豹)。

2. 植物文：如歲寒三友(松、竹，梅)、四君子(梅、蘭、竹、菊

杏花、海棠、靈芝等。 

3. 自然文：如日月、山川、風雲、岩石等。 

4. 幾何文：如六角、八角、圓、回紋等。 



 
圖 35 碧湖國小校門前的石獅 

 

(二) 裝飾圖文內涵 

1. 諧音：如鹿(祿)、蝙蝠(福)、蝴蝶(福)、金魚(金玉)、鯉(利)、

蓮(廉)、花瓶(平安)、花冠(官)、鯰魚(年年有餘)、蝠磬(福慶)、

鴨(甲名)、猴(封侯)等。 

2. 移情：如鴛鴦(恩愛)、牡丹(富貴)、烏龜及仙鶴(長壽)等。 

3. 引申：如石榴(多子)、雞兔(日月)等。 

4. 神話：如龍、鳳、瑤池仙母、麒麟等。 

5. 傳說：如伏羲、堯、舜、禹、和二聖等。 

6. 掌故：竹林七賢、孟母三遷、三國演義、水滸傳等。 

 



圖 36 臺北縣海山國小校門的龍鳳雕塑 
 

(三) 表達方式： 

1. 寓意：如八仙(祝壽)、鯉魚躍龍門(登科及第)、天官(賜福)。 

2. 顯喻：如仙桃(長壽)、松鶴(長壽)等。 

3. 隱喻：如羊(孝順) (祝壽)等。 

4. 比擬：如浮萍(淡泊)、芭蕉(爽朗)等。 

祈求好運是人類的一種普遍的正常心理，以上這些各種不同的傳

統祈福裝飾不僅具有大喜、吉祥的含義，同時還具有豐富的哲學內

涵，如臺北縣海山國小校門的龍鳳雕塑（圖 36）、海山高中的龍門池

（圖 37）即是祈福裝飾。 

、暗八仙

 
圖 37 海山高中的龍門池 

 

二、厭勝辟邪 

採用厭勝辟邪物主要是受讖緯迷信心理的影響，是在躲避厄運的

做法。厭勝辟邪物常占據大門入口、山牆和脊棟等較明顯的位置，但



並非家家都有的裝飾，只是在被認為住宅有某種不利的凶兆的前提

相應措施以避之。 

助道 做 ，這就是厭勝與辟邪

之由來。 亦為趨吉避凶之意。

在古 建 忌與儀式，厭勝與辟

邪更

下幾處： 

1. 廟宇樑柱：廟宇樑柱辟邪物主要是位於最頂端的中樑與樑柱之

間的雀替部位；而牆壁的辟邪物則主要見於山牆上的山尖，以

及廊牆、前檐等地方。 

2. 鎮宅平安：傳統建築裡，門楣上的八卦、門板上的鋪首、窗戶

的蝙蝠、門前的石獅或是壁照等，都是屬於鎮宅平安的辟邪物。 

3. 人身服飾：古代上至皇宮貴族的服飾、婦女佩掛的飾品、孩童

，都會看到各種象徵權力、地位以及驅邪納福的刺繡

下，才考慮使用的

古代一些不能控制的災禍，常歸之於鬼神作祟，因此人們只有求

士 法、貼符唸咒、置辟邪物以求消災解厄

厭勝者是取五行說中相剋的意思；辟邪

代 築風水觀念中，整個建築過中充滿著禁

是常見的現象。最常見的有「石敢當」、「刀劍屏」、「八掛牌」、「照

妖鏡」、「獅子御劍」、「獸面牌」、「桃符」、「鎮符」等（程建軍，孔尚

朴，民 83）。 

(一) 厭勝辟邪物常應用在以

的衣物等

圖騰。 

4. 居家器物：鍾鼎食器、青花瓷瓶、居家設備(床、枕、桌、椅)



等，都會看到各種驅邪納福的裝飾性圖騰。 

5. 歲時節令：如農曆五月端午飲雄黃酒、撒雄黃粉、插榕枝、艾

物：榕艾苦草、仙人掌、榕樹公、柳枝、茉草。 

血液。 

（

用品：爆竹、香、香灰、金紙。 

草、菖蒲，並以菖蒲煮湯來沐浴、佩帶香包；或是過農曆年時，

給小孩的紅包等，這些都屬歲時節令延伸出來的辟邪物。 

(二) 厭勝辟邪器物與厭勝辟邪圖騰的內容大致可分為（謝宗榮，民

89）： 

1. 依屬性分類： 

（1）、自然物 

a.植

b.動物：路雞。 

c.礦物：水晶、玉石。 

d.水：午時水、淨水。 

e.人體分泌物：唾液、

2）、人造物 

a.食物：鹽米、雄黃酒、紅豆粥、七寶羹。 

b.雜器物：鐵鉸刀尺、鉸刀尺鏡、銅錢、草蓆、香囊、掃

帚、藥罐、毛筆、武器、烘爐、犁頭釘板。 

c.祭祀

d.宗教法器：戲劇、傀儡、七星劍、奉旨、淨板、斗燈、



法索、旛旗、符水罐、念珠。 

e.神像：八仙綵、門神、開路神、姜太公、黃飛虎、瓦將

軍、石將軍、蚩尤、福祿壽三星、翁仲、神媽、五營頭。 

f.象徵物：指、手印、粽符、午時聯、春聯、桃符、符、八

縷、手符、懸魚、鵝頭、火珠、山海鎮、日月仙桃牌、

、螭、五福籤、五營符、字牌、筆架山、葫

屏、

五營牌、虎字碑、風鎮碑、豎符、廟宇、

2、依功

（1）、空

邪物 

掛牌、吉杵、卍字、倒鏡、八寶、獸牌、獅、虎、長命

雷漸耳、龍

蘆。 

g.建築構造物：塔、照牆、石敢當、阿彌陀佛碑、刀劍

風獅爺、馬背、

鎗籬。 

能分類 

間辟邪物 

a.聚落闢

(a)環衛型辟邪物：碑、石敢當。 

(b)制沖型辟邪物：石敢當、豎符、風獅爺、虎字碑、風

鎮碑、阿彌陀佛碑。 

b.廟宇辟邪物：  

(a)外圍辟邪物：方符。 



(b)中樑辟邪物：八卦。 

(c)屋頂辟邪物：福祿壽三仙、塔、火珠、蚩尾。 

(d)枋柱辟邪物：鰲魚、獅子、龍、象、鳳、八寶。 

(e)牆堵辟邪物：鹅頭、麒麟、龍、虎、神仙人物、八寶。 

(f)門窗辟邪物：門神、八仙綵、石鼓、獅子、八卦、螭

虎、卍字。 

(g)神龕辟邪物：螭虎、虎爺、桌裙。 

(h)廟埕辟邪物：黑令旗、獅子、蟠龍、照牆。 

邪物：瓦、將軍、烘爐、筆架山、仙人掌、符、

水缽。 

邪物：八卦、獸牌、山海鎮、倒鏡、姜太公符、

字牌、神明符咒、符水缽、毛筆、日月

、符水缽、麒麟牌、

(d)屋牆辟邪物：石

照牆、刀劍屏、鎗籬、葫蘆、吉杆。 

神。 

c.民宅辟邪物 

(a)中樑辟邪物：中樑八卦。 

(b)屋頂辟

(c)門楣辟

仙桃牌、神明符咒

五福籤、八仙綵、神明令旗。 

敢當、石獅爺。 

(e)屋埕辟邪物：

(f)其他辟邪物：馬背、門



（2）、時間辟邪物：春聯、午時聯、榕艾苦草、血液、唾液。 

（3）、儀式 鹽米、

符、

（4）、人身

玉飾、水晶、雄黃酒、香灰、長命縷、手符。 

 

總之，風水的實質不外是在選址方面對地質、水文、日照、風向、

氣候、氣象、景觀等一系列自然地理環境因素，做出或優或劣的評價

和選擇的準繩，以及所需要採取的相應規劃設計措施，從而達到趨吉

避凶納福的目的，創造適宜長期居住的良好環境。若能摒除風水玄學

與迷信的成分，從現代的意義來看，「風水」是中國從古至今的一種

環境設計與環境科學。中國人透過風水的「生氣」理論成為中國人審

辨、選擇和經營環境的主要指導原則，既反映出維持生命及發展變化

的環境系統意義，也表現出「生生不息」、「生機盎然」的事實現象。

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並有節制的改造和利用自然，是我們面對此項

傳統智慧應秉持的一貫精神與原則。 

 

辟邪物：唾液、血液、掃帚、草蓆、毛筆、香、

爆竹、傀儡、七星劍、奉旨、斗燈、法索、

指、旛旗、路雞、開路神。 

辟邪物：指、唾液、血液、符、淨水、午時水、念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