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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研臺北縣校園公共藝術之規畫。研析臺北縣五所國高中

校園公共藝術的規劃之緣起、原則、程序、教職員對規劃的滿意度、學校

師生對校園公共藝術規劃之認知與意見、學校教職員對其他即將規劃公共

藝術學校的建議等問題之後，提出結論與建議，供規劃實務之參考。研究

採文獻探討、問卷調查、訪談、實地觀察等方式進行。抽取臺北縣五所已

規劃校園公共藝術，且施作完成之縣立國高中572名師生，進行問卷調查；

並訪談五所學校10名教職員。 

研究者先探討校園公共藝術的相關文獻及有關的實證研究，據以設計

研究之架構；其次編製調查研究工具，資料採用描述性統計、次數百分比

統計獨立樣本 t 考驗、單因子變異數分析、Scheffe′ Method 事後比較，依所

得資料以次數統計、百分比、平均數等進行分析後，提出結論與建議，供

校際經驗交流及規劃實務之參考。茲將本研究獲得結論、建議概述於下。 

 

第一節  結論 

 

本節綜合文獻探討、實地觀察、訪談結果，並依據問卷調查分析，針

對臺北縣立國高中的研究，進行結果分析，獲得以下結論。 

壹、臺北縣五所國高中校園公共藝術規劃緣起、規劃構想大多能結合教

育理念與辦學目標，其中校長的教育理念最為關鍵。學校公共藝術規劃

重要原則有：公共性、藝術性、經濟性、教育性等。 

    一、臺北縣各國高中校園公共藝術之規劃緣起，D校、E校兩國中係

新設校籌建校舍、C校因降低班級人數，增建校舍；A國中改制為完全中

學後，校園有局部改建工程；B校則緣起於學校增建活動中心。 

    二、各校規劃構想大多能結合教育理念與辦學目標，其中以校長的教

育理念最為關鍵。 

一、 學校公共藝術規劃的重要原則有：公共性、藝術性、經濟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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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性、教育性、整體性、可及性原則等。 

貳、臺北縣五所國高中校園公共藝術之規劃方式，多為委託藝術家創作。 

其規劃程序，係依據臺北縣政府規定程序進行。 

公共藝術設置的重要程序之一是：執行小組必須把要設置的公共藝術

案送給審議委員會，取得同意後執行。然公共藝術設置辦法在民國八十七

年通過後，設置程序尚未受到普遍認知，各縣市的文化局也在民國八十八

年才陸續成立，新舊機關業務處在交接之際，有些公共藝術案例未經審議

委員會審議。 

本研究案例中有兩所新籌設國中，其新校舍工程經費，在民國八十八

以前核定，兩校公共藝術之規劃程序多為先成立執行小組，再按一般工程

進程規劃：編列預算、設計、送審、公告、發包、訂約、施工至驗收、結

案；規劃期間，學校教師為了教學需求，也會與建築師、藝術家溝通，送

審程序接依縣府規定進行。校舍增建的另一所學校，則按照文化藝術獎助

條例的規定程序製作校園公共藝術，其規劃程序如下： 

一、成立校園公共藝術規劃執行小組。 

二、提出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書，送文化局初審。 

三、提送縣府公共藝術審議委員會審議。 

四、徵選結果報告書送文化局審查、審委會審核。 

五、託製安裝。 

六、設置完成報告書提送縣府備查。 

新設立之學校，依據早年核定工程計畫進行籌設，省略以上二、三、

四項規劃過程；部分新建或增建校舍學校，則確實依照臺北縣政府以上規

定程序實施。故臺北縣立國高中規劃校園公共藝術的主要步驟如下：一、

成立執行小組；二、提出計畫書；三、送文化局初審委員會審議；四、徵

選結果報告書送文化局審查；五、審委會審核；六、託製安裝；七、設置

完成報告書，提送縣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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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臺北五所國高中所規劃完成的校園公共藝術，以具體類型、戶外形

式、視覺性、可以多角度觀賞的作品為主。 

雕塑的材質最適合露天的條件，也以雕塑的三百六十度觀賞角度最能

展現多角度的觀覽需求，因此，蔡根認為臺灣的公共藝術屬於視覺性的佔

95%以上，屬於三度空間的雕塑可能佔70-80%以上。 

臺北縣五所國高中施作完成之校園公共藝術，除E校大型立面壁畫

「游於藝」外，A校「A之光」、B校「舞者」、C校「起跑點」、D校「相

撲手」與，多為戶外型式、具體類型、視覺性的、可以多角度觀賞的作品

為主。 

 

肆、學校師生較少參與校園公共藝術的規劃；師生對問卷中有關校園公

共藝術規劃的敘述，皆表示同意；其中男性同意平均數，高於女性；學

生同意平均數高於教師。教職員的年齡差異，則不影響教職員對各題項

的同意平均數；  

一、師生對本研究有關校園公共藝術規劃問卷中有關公共藝術「類

型」、「材料」，「認知」、「色彩」、「地點」、「觀賞動線」六層面及

各題項的敘述，皆表示同意。 

本研究以「4、3、2、1」分別代表對問卷敘述內容的「非常同意、同

意、不同意、非常不同意」，臺北縣立國民中學師生對校園公共藝術規劃

的認知與意見問卷調查結果發現，各校師生對本研究問卷中有關校園公共

藝術規劃作品的類型、材料、色彩、地點、觀賞路線與認知各層面的敘述，

自評同意值皆高於2.71。且在問卷二十四個題項中，每個題項的同意平均

數都在2.50以上，表示各校師生「同意」本研究有關校園公共藝術規劃的

敘述。 

    二、不同性別師生，男性對各題項敘述的同意平均數，高於女性。 

在「材料容易維護」、「增進藝術氣息」、「大小體量適中」、「喜

歡蘊涵主題」、「作品色彩很活潑」、「作品色彩很美觀」、「作品色彩

很協調」、「喜歡作品色彩」、「與周圍景觀協調」、「走到地點很方便」、



 142

「觀賞途徑很流暢」等題項，男女性師生的看法相同。 

三、教職員的年齡差異，不會影響教職員對各題項的同意平均數 

臺北縣五所國中教職員年齡差異，並不影響教職員對校園公共藝術規

劃的認知與看法，惟「觀賞動線」一項有顯著差異，51歲以上教職員，對

校園公共藝術觀賞動線的同意平均數，高於「41-50」歲教職員。 

不同年齡教職員在問卷調查各題項自評上，皆表示同意。 

    四、不同身分，學生對各題項的同意平均數高於教師。 

學生同意平均數高於教師的題項有：「類型有地方特色」、「類型很

有創意」、「類型很美觀」、「使用地方特色材料」、「增進藝術氣息」、

「表現學校特色」、「美化了校園」、「大小體量適中」、「喜歡作品色

彩」(參見表20)。 

    五、學校師生較少參與校園公共藝術的規劃 

    根據訪談結果發現，教職員在訪談項目中，以「師生參與校園公共藝

術規劃」一項的滿意度僅4.7分(參見表10)，是十二個訪問項目中滿意度最

低的項目。可見師生希望參與校園公共藝術的規劃，扮演參與者角色功能

的需求強烈。 

 

伍、不同學校規模，對問卷題項的敘述，學校班級數30班以下學校師生的

同意平均數最高。 

在「類型很有創意」、「地方特色材料」、「使用安全材料」、「喜

歡作品材料」等各題項，各校之間未達顯著差異，可見各校師生意見具有

一致性。上述題項之外的題項，則以「30 班以下」學校師生同意平均數

最高(參見表 14)。 

「喜歡類型」、「材料容易維護」、「具有教學功能」、「增進藝術

氣息」、「表現學校特色」、「美化了校園」、「作品色彩與校舍很協調」、

「與周圍景觀協調」、「走到地點很方便」、「觀賞途徑很流暢」、「容

易接近」題項的敘述，班級數「30 班以下」學校師生的同意平均數最高。 

在「作品色彩很美觀」、「喜歡作品色彩」、「沒有障礙物」題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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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班級數「30 班以下」學校師生的同意平均數，僅高於學校班級數

「51 班以上」學校師生。 

 

陸、創校歷史差距下，創校 10 年以下學校師生，對各題項的同意平均數

最高。 

根據比較分析，在「使用安全材料」、「材料容易維護」及「沒有障礙

物」三題項，各校師生無顯著差異存在。表示創校歷史不同各校師生都同

意「各校規劃的公共藝術使用了安全材料」，且「材料容易維護」、「公

共藝術附近沒有障礙物」。 

對以上題項的敘述，經事後考驗，又以創校歷史「10 年以下」學校

師生的同意平均數最高(參見表 16)。 

 

柒、對於有關公共藝術類型題項的敘述，其中「喜歡公共藝術類型」、「類

型具有地方特色」兩題項，以七年級學生的同意平均數最高。 

三個年級相互比較下，各校以七年級學生最喜歡各校「公共藝術類

型」，且在「類型具有地方特色」題項上，也以七年級學生的同意平均數

最高(參見表24)。 

七年級與九年級比較，七年級學生對於各校公共藝術「類型很美觀」、

「使用地方特色材料」、「設置地點很適宜」幾個題項的同意平均數均高

於九年級學生。對「材料容易維護」、「色彩很美觀」兩題項敘述的同意

數七年級學生高於八年級學生。 

對於其他各題項，各年級的同意平均數則無顯著差異。 

 

捌、師生在問卷調查各層面中，同意平均數最低的題項為：「校園公共藝

術具有教學功能」，次低題項為「公共藝術作品的材料具有地方特色」。 

本研究調查問卷第9題「校園公共藝術具有教學功能」，師生的同意平

均數為為2.50，師生表示同意；但在各題項中平均數最低。 

材料層面第5題「您覺得貴校校園公共藝術作品的材料具有地方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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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師生同意平均數為2.53；可見師生雖然同意公共藝術的教學功能與作

品材料具有地方特色，但是師生在這兩個題項上的同意值平均數也低於其

他題項，僅略高於第9題「具有教學功能」。 

    本項發現也指出，若在規劃過程中，師生參與度高，對「校園公共藝

術具有教學功能」，「公共藝術作品的材料具有地方特色」面向的共識，

也會提高。 

 

玖、師生在各層面中，同意平均數最高題項分別為：「覺得校園公共藝術

的類型很有創意」、「公共藝術使用了安全材料」、「覺得校園公共藝

術作品美化了校園」、「覺得校園公共藝術作品的色彩很美觀」、「覺

得校園公共藝術設置的地點很適宜」、「覺得很容易接近校園公共藝術」。 

「類型」層面，平均數排序最高的是第2題項「校園公共藝術的類型

很有創意」，同意平均數為2.81，70.4%的師生同意或非常同意本題項的

敘述(參見表12)；意即師生同意各校「公共藝術的類型很有創意」。 

「材料」層面，平均數排序最高的是第6題「您覺得 貴校校園公共藝

術作品使用了安全材料」。有75.5%的受訪師生同意或非常同意本題項敘

述，同意平均數2.88(參見表12) 。 

「認知」層面，有74.9%的受訪師生同意或非常同意第12題「您覺得 貴

校校園公共藝術作品美化了校園」的敘述，即受訪師生認為公共藝術有美

化校園的效果。 

「色彩」層面，有64.4%的受訪師生同意第16題的敘述，「覺得校園

公共藝術作品的色彩很美觀」，同意平均數為2.78。 

「地點」層面，平均數排序最高的是第19題「覺得校園公共藝術設置

的地點很適宜」，65.9%的師生同意或非常同意本題項的敘述。 

「觀賞路線」層面，平均數最高的是第24題「覺得很容易接近校園公

共藝術」，67.8%的師生同意或非常同意本題項的敘述。 



 145

拾、臺北縣各國高中在規劃過程中所遭遇的困難是，臺北縣可供參考諮詢

具有規劃經驗的學校案例較少，各校解決之道是多向臺北縣文化局人員

請教；部分學校在公共藝術設置後，因考量觀賞安全，要求藝術家更改

藝術品的造型或作品附近的裝置，因而改變了公共藝術的原貌。 

臺北縣各校在校園公共藝術規劃執行過程中，並未遭遇難以解決的困

難；僅有少數總務主任認為，臺北縣可供參考諮詢具有規劃經驗的學校案

例較少，各校解決之道，是多向臺北縣文化局人員請教。 

有些校園公共藝術在完成後，才發現藝術品的主體突出物易有危險，

只得去除突出部分，改變了藝術品的型式；有的藝術品完成後，才察覺材

質太硬，或因為考慮校門座向，造成某段時間中，公共藝術有嚴重反光刺

眼現象，材質反光的部分，宜在規劃之初便針對學校的地理位置、方位、

地方特性等，作整體考量；此類問題，在作品完成後，較難補救；材質太

堅硬的問題亦同。 

A校校園公共藝術作品上的配件體量大，又採高懸設置，為防止該配

件脫落，危及師生安全，只能在事後採取簡易補救措施，在公共藝術四週

擺放盆栽，以避免師生太靠近作品。 

E校校園公共藝術設在樓層間，為了學生安全，每層樓釘上繩網，破

壞了整幅藝術品的外型。 

D校則在去除公共藝術作品上的突出物以避免危險，使創作者原本的

構想從具體類型，變成抽象類型；使校園D校公共藝術作品的主題意涵更

為模糊，師生幾乎都不瞭解公共藝術的主題意涵。 

由此顯示，在學校公共藝術發展的前期，需要更多學者、專家、教育

人員投入校園公共藝術的規劃與設置之研究，乃目前研究學校建築領域之

重要課題。 



 146

拾壹、學校教職員對訪談項目滿意程度最高之項目為「校園公共藝術的

規劃程序」；對「規劃構想的宣導」及「作品完成後的宣導活動」兩項

規劃之滿意程度最低。 

一、臺北縣五所縣立國民中學教職員對於校園公共藝術規劃均表示滿

意；其中以「校園公共藝術的規劃程序」滿意度最高，表示教職員規劃校

園公共藝術的程序十分順利；滿意度次高者，為各校「執行時所遭遇的困

難與解決策略」，表示在執行規劃過程中，教職員認為學校未遭遇困難；

再其次為，對各校「校園公共藝術的規劃原則」，「校園公共藝術的維修

情況」，滿意度相同(參見表10)；「校園公共藝術規劃與最初的構想很吻

合」，滿意度6.8分；「校園公共藝術對學校有正面的影響」，滿意度6.5

分，顯示參與規劃的教職員認為，公共藝術對學校有正面影響；且認為規

劃完成的公共藝術與其最初的構想很吻合、施作完成後的公共藝術在維修

上沒有問題。 

二、教職員對「校園公共藝術的功能」、「校園公共藝術符合學生需

求」與「校園公共藝術符合教學需求」，雖然都表示滿意，但是滿意度從

1-10分核計，以上三項目的滿意度皆未滿六分；「校園公共藝術完成後的

宣導活動」，也是教職員滿意度較低，未滿六分的項目。 

三、各校教職員滿意度最低的項目為「師生參與校園公共藝術的規

劃」、「校園公共藝術規劃構想的宣導」(參見表10) 。 

    由上可知，各校教職員對於「師生參與」校園公共藝術的規劃情況並

不滿意；對於校園公共藝術規劃之初，「規劃構想的宣導活動」，也不滿

意。因此，各校師生參與規劃及規劃構想的宣導兩方面的執行，仍待加強。 

 

拾貳、臺北縣五所國高中教職員依其規劃經驗，給其他學校的建議：規

劃時宜有專家學者、學校師生與家長代表參與；規劃宣導可結合領域課

程與辦學理念；作品宜標示公共藝術的緣起、構想、主題意涵。 

經實地訪談，已規劃校園公共藝術學校教職員，給其他學校的規劃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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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如下： 

一、校園公共藝術規劃宜有專家學者、師生與家長代表的參與。 

二、校園公共藝術規劃宜呈現辦學理念，把握經濟性、藝術性、整

性、教育性、實用性、美觀、創意原則。 

三、可與綜合領域課程結合。如融入｢認識校園｣活動，向入學新生說

明公共藝術的涵意，也可透過藝術與人文課程，宣導校園公共藝術的命題

意涵。校園公共藝術製作時，可以加上說明文字，便不必再經常口述公共

藝術的緣起、規劃構想與其主題意涵。 

四、宜加強校園公共藝術規劃理念的宣導，讓公共藝術確實融入學校

本位課程與學習生活。 

五、各校宜加強校園公共藝術規劃後的宣導活動。 

 

第二節  建  議 

 

依據本研究之結論，提出以下建議，供學校及各界參考： 

壹、對規劃單位的建議 

一、爲加深學生對校園公共藝術的印象與認知，宜依據校園公共藝

術規劃說明書或觀賞、導覽手冊，以文字、圖片提示說明，讓師生瞭解

校園公共藝術規劃的緣起、原則、主題意涵。 

    各校公共藝術規劃時多半有很美好的構思與期待，或規劃者的教育理

念，歷經校園人事更迭，後來者往往不知校園公共藝術規劃的緣起、原則，

或主題意涵、規劃理念，使用者沒有參與感，會對校園公共藝術漠不關心，

造成日後維護、認養的困難。 

對於不曾參與過校園公共藝術者，應使其瞭解校園公共藝術的緣起與

主題意涵，規劃者宜在公共藝術設置地點附近設立說明文字，以加深學生

對校園公共藝術的印象與認知。 

在本研究的開放性問題中，師生建議應將公共藝術的創作理念、作品

欲表達之意涵、創設年代作者等相關資訊刻鑄在作品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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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宜加強規劃理念的宣導及規劃完成後的宣導活動，亦可結合領

域課程教學，期使校園公共藝術確實融入學生生活。 

臺北縣五所國中師生在開放性問卷表示，校園公共藝術宜融入校園生

活，發揮其感染力；師生主張：(一)宜配合藝術與人文課程，在公共藝

術附近多舉辦活動，或展示學生其他作品；(二)美觀、有創意的公共藝術

可以讓學生們的學習更快樂；(三)多規劃公共藝術提供教學用；(四)建議

公共藝術設置在開放的、有植栽或生態區。 

因此，本研究建議規劃執行小組宜加強規劃理念的宣導及規劃完成後

系列宣導活動。作品規劃完成後，可與藝術與人文課程結合，鼓勵師生以

校園公共藝術為活動主題，經常在附近辦理班際活動，或邀請藝術家到校

介紹公共藝術的特色與主題意涵，讓校園公共藝術確實融入學校生活，成

為學生在校時的深刻記憶。 

三、學校師生是校園最大多數的使用者，宜鼓勵師生參與校園公共

藝術的規劃，重視師生的需求與意見；同時舉辦公共藝術規劃座談會或

公聽會，提出規劃之教育理念、教學目標、生活與藝術的涵意，以進行

宣導、溝通，建立共識。 

從訪談得知，各校教職員對於「師生參與公共藝術規劃」、「公共藝

術規劃構想的宣導」兩項的滿意度最低，對於與「作品完成後的宣導活

動」、「公共藝術符合教學需求」、「公共藝術符合學生需求」、「校園

公共藝術具有教學功能」項目的滿意度也不高(參見表 10)。 

學校師生在開放性問卷的意見中，認為學校公共藝術缺少師生共同參

與，讓作品的意境精神無法傳承，師生希望能參與規劃，期望學校能採納

師生的意見。 

列舉問卷調查，五所國高中師生對校園公共藝術規劃的意見如下： 

(一)「師生參與公共藝術規劃」 

1.設置不鏽鋼公共藝術的學校師生，希望公共藝術所用材料要

柔和。 

2.設置單一色公共藝術、公共藝術附近沒有樹蔭的學校，師生

提出的搭配方式與期待則是：公共藝術附近要有植栽、多美化，花卉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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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多加一些有活力、多色彩的花卉會更好。 

3.設置仿青銅材料公共藝術的學校師生，則希望公共藝術作品

能亮彩、美麗、華麗豐富，以美化校園。 

可見缺少師生共同參與，作品的意境、精神無法傳承，師生倘能

參與規劃，表達意見，應能規劃更符合師生需求的校園公共藝術。 

(二)「公共藝術規劃構想的宣導」 

師生認為宜將公共藝術的創作理念、作品欲表達之意涵、創設年

代、作者等相關資訊，刻鑄在作品旁。 

(三)「作品完成後的宣導活動」 

師生的期望為： 

1.校園公共藝術要融入校園生活，發揮其感染力。 

2.校園公共藝術要貼近學生生活，最好吸引學生經常在公共藝術附

近留連，或舉辦活動。 

(四)「校園公共藝術符合教學需求」 

各校師生主張： 

1.宜配合藝術與人文課程，在公共藝術附近多舉辦活動，或展示學

生藝術作品。 

2.美觀、有創意的公共藝術，可以讓學生們的學習更快樂。 

3.多規劃公共藝術提供教學用。 

4.建議公共藝術設置在開放的、有植栽、昆蟲區。 

(五)「公共藝術符合學生需求」 

師生的意見是： 

1.主題宜以輕鬆活潑為主，希望規劃快樂主題的藝術作品；2.公共藝

術主題宜現代化、要特殊，讓人眼光為之一亮；3.固定式的藝術作品，不

如活動藝術；4.多設大型的公共藝術品；5.作品的類型要具體，讓人看得

懂；6.不要有危險性，宜注意安全；7.希望能規劃有實用性的校園公共藝

術品，多設兼具座椅、洗手台等性質的公共藝術，在實用物件上發揮藝術

感與創意；8.校園公共藝術的位置與地點可配合學生日常活動路線；9.多

設一些公共藝術在教室附近、學生常走動的點；10.宜與周邊的設施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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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附近宜維持整潔；11.校園公共藝術宜設在明顯處，不宜設在偏僻的

地點；12.觀賞動線上不宜有障礙物，以免傷人。13.公共藝術宜設置在通

道邊，不要設在交通要道，讓人碰撞，產生危險；14.希望校園公共藝術

能讓人靠得更近。 

(六)「校園公共藝術具有教學功能」 

師生的意見有：1.應配合展示學生藝術作品。2.主題多一些學校特色。

3.希望公共藝術的類型能柔和、充滿溫暖。4.校園公共藝術類型宜具有學

校特色、地方特色、很有藝術感、很有特色，例如有可愛動物造型的作品。

5.希望增設校園公共藝術，多一些漂亮的東西來美化校園，校園公共藝術

有美化人心及校園的效果。6.色彩鮮豔的公共藝術可以增加視覺效果，讓

人感覺校園生活更加自在。 

公共藝術規劃前構想的宣導與作品完成後的宣導活動，可以使師生對

校園公共藝術規劃有參與感，也有機會表達其需求，使公共藝術更能融入

師生生活。從問卷得知，國中學生喜愛色彩鮮豔、類型活潑、體量大、特

殊、有學校特色的校園公共藝術，整體規劃時，宜讓師生適度參與，表達

其希望與期待，或許還有激發藝術家創作靈感的效果。 

四、校園公共藝術之設置要有整體性之規劃。依據學校建築整體規

劃案，配合校園綠化、美化、情境藝術化，積極美化公共藝術區成為師

生留連駐足之處。 

封閉性問卷顯示，有關「公共藝術與周圍景觀協調」的敘述，30 班

以下學校師生的同意平均數最高；創校歷史十年以下學校師生的同意平均

數也最高。在開放性問卷中，設置單一色公共藝術、公共藝術附近沒有樹

蔭的學校，師生提出的搭配方式與期待則是：公共藝術附近要有植栽、多

美化，花卉多一些，多加一些有活力、多色彩的花卉會更好；宜與周邊的

設施協調；其中有學校師生認為，校園公共藝術作品附近應維持整潔；受

訪師生建議，公共藝術要貼近學生生活，最好能吸引學生經常在公共藝術

附近留連或舉辦活動。 

部分師生反應，作品附近應增加自然景觀，受訪學校中，公共藝術附

近有樹蔭或座椅，較能吸引師生駐足。公共藝術旁的環境整潔會吸引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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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逗留，部分受訪者認為該校公共藝術附近有垃圾、有異味，是不願前

往的原因。 

因此，校園公共藝術之設置要有整體性之規劃。依據學校建築整體規

劃案，配合校園綠化、美化、情境藝術化，在校園公共藝術週邊，宜規劃

供人留連的造景工程，如樹叢或小憩椅桌，積極美化該區，成為師生留連

駐足的地方。 

五、校園公共藝術的材料，可就地取材，展現地方特色；以增強作

品的可親性及師生的歸屬感。 

    問卷調查顯示有 50.1%的學校師生認為該校的公共藝術材料不具有

地方特色；根據學校師生開放性問卷上的意見，師生主張校園公共藝術的

宜採用具有當地色彩的材質，展現地方特色，以增強全體師生的歸屬感。

例如：鶯歌的陶瓷、三峽的竹，海邊的貝殼，礦區的青銅等。 

本研究案例作品的材料，以藝術家的意見為主，且多為台灣校園公共

藝術常見材料，有馬賽克磁磚、金屬、油彩、鋼筋混凝土等，問卷中受訪

者對於「您喜歡貴校校園公共藝術的材料」的敘述，雖然有 15.3%的師生，

表示「非常同意」，51.7%的師生表示「同意」；在開放性問卷中發現，師

生希望公共藝術的材料能有地方特色或學校特色、特殊性。 

    文獻資料裡有專家學者主張，「當效能與價格相同時，要盡量利用當

地物產」；本研究案例學校的部分師生表示，不喜歡材質太硬的材料製品，

認為該項公共藝術作品材料既不具有地方特色，又沒有親切感。是以建議

規劃者考慮採用具有當地特色或學校特色的材料，以增加校園公共藝術的

獨特性與「適地性」。 

六、校園公共藝術宜宜規劃在距離教室不遠，學生常走動、明顯的

地點，並與周邊設施配合、協調，作整體規劃。 

    依據臺北縣五所國高中師生在開放性問卷上的意見，師生都認為校

園公共藝術應設在明顯的地點，最好在教室附近，學生日常活動的路線

上，作品附近宜整潔、與周邊設施協調，並有植栽之類的自然景觀搭配。 

臺北縣五所國高中的公共藝術，有三所學校將公共藝術設在校門口附

近，屬於「校園內主要出入口動線上的開放空間」，是行人可穿越流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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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遮蔽物的開放空地；因此，對於「公共藝術的設置地點很適宜」的意見，

有 43.4%的師生表示「同意」，22.4%的師生表示「非常同意」；對於「課

後走到公共藝術設置地點很方便」的意見，42.4%的學校師生表示「同意」，

18%的學校師生表示「非常同意」。對於「公共藝術設置的地點與周圍的

景觀很協調」的意見，46.6%的師生表示「同意」，15.7%的師生表示「非

常同意」。 

本研究發現，設置於校園內主要出入口動線上的公共藝術，可視性較

高、人潮流通、動線佳，這種設置地點，受訪者的同意平均數最高。 

本研究案例學校其中一座校園公共藝術作品，距離校門與教室皆遠，

設置在校園內的隙地，在建築物與圍牆間留設的簡易綠化的空地，該處僅

具有穿越功能，不能聯繫其他空間或辦理大型活動；訪談時發現，新進教

師多不知道該處有公共藝術作品，學生也謔稱該校校園公共藝術藝術，

「躲」在校園角落。 

優秀的公共藝術，除了公共性外；「可及性」及「親和性」，也是規

劃實應考慮的重點，建議校園公共藝術宜設置在明顯的、學生常走動、距

離教室不遠的地點。 

七、校園公共藝術宜設置在開闊的庭園或通道旁，觀賞動線順暢、

無障礙物阻隔，以便觀賞者可以更接近校園公共藝術為佳。 

本研究五所國高中的校園公共藝術多設在學生出入頻繁地點，因而有

關「公共藝術的設置地點很適宜」的敘述，受訪者中有 22.4%的師生表示

「非常同意」，43.4 的師生表示「同意」。 

本研究五所國高中的校園公共藝術，或栽植草皮，設置隆起的花臺；

或圈列盆栽、圍網繩、架拒馬；豎起「不得踐踏」、「禁止進入」字樣警告

牌等局部障礙物，區隔在觀賞者與作品之間；這些設施或為學生的安全考

量，或為維持作品的完整性；然而從「觀賞路線」層面的問卷調查結果得

知，師生對於「公共藝術的週邊沒有障礙物」題項敘述的自評，同意平均

數為 2.75，意即師生觀賞校園公共藝術不受上述安全措施的影響。其中尤

以創校歷史十年以下學校師生對「公共藝術的週邊沒有障礙物」敘述的同

意平均數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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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性問卷中，師生建議：一、校園公共藝術的位置與地點可配合學

生日常活動路線；二、應多設校園公共藝術在教室附近、學生常走動的地

點；三、校園公共藝術應與周邊設施協調，作品附近應維持整潔；四、校

園公共藝術應設在明顯處，不應設在偏僻的地點；五、校園公共藝術的觀

賞動線上不應有障礙物，以免傷人；六、校園公共藝術應設置在通道邊，

不要設在交通要道上，以免妨礙交通，或使觀賞者發生危險；七、希望校

園公共藝術能讓人靠得更近。 

基於開放性問卷上顯示的師生需求與研究者實地觀察發現，師生多期

待能接近校園公共藝術。為了校園公共藝術的整體性與藝術性、可及性，

本研究建議，校園公共藝術，週邊不應有障礙物，且將作品規劃在明顯開

闊的庭園或通道旁，使觀賞動線順暢、無障礙物阻隔，讓觀賞者可以更接

近校園公共藝術，且安全觀賞作品。 

八、藝術創作者及營建者，宜編寫校園公共藝術規劃理念、構想及

觀賞說明書、安全使用、維護要點，詳列維修計畫，以發揮校園公共藝

術的教育與鑑賞功能，維護作品欣賞與場地使用之安全。 

在問卷調查中，學校師生同意「公共藝術所使用的材料容易維護」的

敘述(參見表 12)；其中 30 班以下學校師生同意平均數最高，創校歷史十

年以下學校師生，同意平均數高於三十年以上學校師生。教職員在受訪

時，對「公共藝術的維修情況」表示滿意；部份師生卻認為應加強維修工

作，依據觀察所得，研究者試提以下建議，供相關人員參考： 

(一) 編寫說明書 

公共藝術創作者、營建者、學校相關人員，宜共同編寫校園公共藝術

規劃理念、構想及觀賞說明書，詳列維修計畫，或編製觀賞要點；讓師生

瞭解校園公共藝術的主題意涵、規劃緣起、規化理念，讓學校師生透過瞭

解認知後主動參與認養維護工作，以發揮校園公共藝術的教育與鑑賞功

能，也維護作品欣賞與場地使用安全。 

(二) 編撰安全使用手冊 

學校宜隨時評估藝術品基座承載力，或高懸處藝術品是否有脫落、倒

塌的危險。國中生的活動力強，不禁碰撞或太昂貴的校園公共藝術、有危



 154

險性的公共藝術，較不適合設置在國中校園。做好規劃安全考量之後，宜

由創作者與營建者、學校相關人員，共同編寫安全使用手冊，提醒觀賞者

注意地上舖面滑，小心滑倒，注意附近有毒性的花草或昆蟲、強風、地震

時不可靠近、或搭配水景者，張貼水深警戒標語，及建議觀賞者安全活動

範圍等。 

    (三)詳列維修計畫 

    公布校園公共藝術的製作材質與日常清洗、保養、維護擦拭方式，鼓

勵學生認養維護，讓學校相關人員瞭解材質的特性與維修注意事項。 

例如：對於彩繪製品的維護，或磁磚製品，是否有必要預備各色系磁

磚，以便在使用期間有毀損脫落現象時，得以補綴。 

戶外作品在雨淋後，可能會產生哪些變化？室內作品的材質適合以何

種洗劑清理？針對如何保養作品等相關問題，詳列維修計劃。。 

 

貳、對藝術創作者的建議 

一、藝術家宜多與學校師生對話，以瞭解學校環境，設計符合學校

師生需求的公共藝術，以免校園公共藝術過度流於藝術家個人主觀意識

或個性的作品。 

研究者在訪談中得知，研究案例學校臺北縣五所國高中，一般師生皆

未與創作校園公共藝術的藝術家對話。問卷中顯示，在類型、材料、認知、

色彩四個層面中，師生同意四個層面下各題項的敘述，是否「喜歡」的同

意值平均數在各題項中卻排序在後，例如：對於「類型」層面下的四個敘

述，師生同意公共藝術的類型「具有地方特色」、「有創意」、「很美觀」，

「喜歡公共藝術的類型」卻是四個敘述中排序最後的選項。 

對「材料」層面下各題項的敘述，師生「同意」各校公共藝術的材料

「有地方特色」、「使用安全材料」、「使用的材料容易維護」；「喜歡公共

藝術的材料」的同意平均數排序，也是四個題項之末。 

配合訪談得知，師生「喜歡公共藝術作品」自評排序殿後的原因為：

師生雖然肯定藝術家創作的主觀意識或藝術成就；如果師生曾與藝術家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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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創作的構思」進行溝通、對話，師生會比較喜歡校園公共藝術。 

二、瞭解使用者的情感需求及當地風俗民情 

為了讓使用者更喜歡公共藝術，建議藝術家，宜先做田野調查，以瞭

解使用者的情感需求及當地的風俗民情。本研究受訪者認為，藝術品的創

作者應多採納師生的意見，讓師生參與校園公共藝術的規劃，例如本研究

受訪師生的意見有：(一)校園公共藝術應有地方特色或學校特色；(二)實

用性的作品，如兼具座椅、洗手台等性質的作品，較能貼近校園生活；(三)

希望規劃學生的作品；(四)公共藝術的主題宜以輕鬆活潑為主，希望規劃

快樂主題的藝術作品；(五)公共藝術主題應現代化、要特殊，讓人眼光為

之一亮；(六)定式的藝術作品不如活動藝術；(七)應多設大型的公共藝術

品；(八)作品的類型要具體，讓人看得懂；(九)公共藝術的主題或類型要

常更新等。 

對於公共藝術的設置地點，受訪教師中，部分師生認為作品設置在校

園的另一處所，可以有更好的觀賞視野，然因沒有機會與藝術家對話，不

能提供意見，讓該校公共藝術不能設置在師生期待的地點。 

三、開發新媒體藝術 

學校師生的需求五花八門，如主題輕鬆、活潑、快樂、現代化、特殊

性、要活動藝術、要常更新公共藝術的主題或類型等，礙於公共藝術的設

置規定，必須具長期設置，無法時時更新；建議藝術創作者，可發展建築

中的「錄像藝術」(Video in Relation to Architecture)，即新媒體藝術(New Media 

works)作品；類似本研究文獻探討「台灣校園公共藝術的常見材料」中所

提到建成國中的公共藝術作品「快樂組曲」，使用電腦輸出燈片，收錄藝

術家訪問學校師生的影像，這類科技化的藝術品具有輕鬆、活潑、現代化、

特殊性等特質，又是學生期待的活動藝術，內容有學校特色，類型具體，

影像也可以時常更新，滿足了學生求新、求變化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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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對未來研究者的建議 

建議未來研究者，可擴大研究範圍，瞭解畢業校友、家長、社區民

眾、各區域代表學校之認知與意見；或研究數位時代的新媒體藝術創作

及建置的可行性等。 

一、 擴大研究範圍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僅對臺北縣國高中在校師生，進行研究，未來可以、校友、

社區人士進行更大範圍的意見調查研究。 

本研究僅對在校師生、職員進行調查與訪談，建議未來研究者，可擴

大訪談範圍，求得更廣泛參與者或使用者的意見，如：建築師、藝術家、

校友、社區居民的意見，使校園公共藝術更符合使用者的需求。 

  (二)研究個案學校 

規劃校園公共藝術學校逐年增加，可以擴大研究學校數目，研究各校

師生普遍的需求與各校所設置的公共藝術類型。也可針對各級學校進行研

究。 

(三)選擇具有區域代表性個案學校 

     各區域地方特性不同，學校的特質也會有差異，在規劃案例日益增

加後，可在每一區域選擇一所代表學校，進行研究，較具有代表性。 

二、 擴大研究內容 

從開放性問卷中得知，學生期待校園裡能規劃現代化或活動式公共藝

術作品。運用近年盛行的多媒體公共藝術，運用了現代科技的藝術作品，

透過數位規格設備，如錄影帶、錄音帶、光碟、硬碟、網路、網站等現

代影音設備所製作的校園公共藝術，規劃在校園中，是否可滿足學生新奇

性、活動化、現代化的需求？在網際網路盛行之際，此類公共藝術如設置

在校園，其效應如何，也是未來可以研究的範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