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校園公共藝術設置的意涵、新竹縣校園公共藝術設置案相關
程序問題、新竹縣兩所國民中學公共藝術的執行現況、困難及差異並了解學校師

生、家長及社區人士對校園公共藝術設置的認知與滿意度，引起大家對校園公共

藝術設置的認同。利用文件分析法與調查法（含問卷調查法及訪談法）進行研究，

從探究公共藝術重要文獻、理論、相關研究，並整合成兩所國中的用後評估及滿

意度之問卷，經過十位專家學者審核修訂成正式問卷，三---五月期間實施問卷調
查及訪談，其中問卷施測人數高達 1070人有效問卷高達 838份，利用 spss  for  

windows 10.0 版進行統計分析；並對推行設置工程之校方人員及藝術家進行訪

談。期能了解新竹縣兩所國中校園設置公共藝術的過程及現況；並分析師生、家

長及社區人士對公共藝術的認知及滿意度為何，並進一步分析兩所國中如何進行

維護管理計畫及校園公共藝術的設置對學生學習及學校課程發展的影響。進而參

酌研究結果，根據新竹縣兩所國中校園公共藝術的設置經驗，提供未來各校設置

校園公共藝術的參考。 

第一節  結論  

    本研究依據訪談及問卷調查統計分析結果，整合成本研究結論及建議。結論

部分回答研究問題，係整合研究結果與討論，做成結論，說明如下： 

壹、校園公共藝術設置的作業流程從成立籌備會議、執行小組、擬定

計畫到計畫總檢討共 13個步驟 

在民眾充分參與原則下，校園公共藝術設置需訂定明確的作業流程如下：

（一）成立籌備委員會（二）成立執行小組（三）擬定公共藝術計畫草案（民眾

參與）（四）徵選作品或藝術家（五）向教育部申請經費（六）公共藝術審議委

員會審議（七）經費核撥（八）依政府採購法向公共藝術師訂合約（九）接受教

育部公共藝術督導委員督導（十）執行設置工作（民眾參與）（十一）完工勘驗

（十二）編製完工報告書（十三）計畫總檢討，共十三個步驟。 

貳、兩所國中確實依籌備會決議成立執行小組共同參與計畫擬定，並

依作業流程進行設置工作 

（一） 依籌備委員會決議擬定公共藝術計劃書 

邀請校內外有經驗的人員組成執行小組負責擬定公共藝術計畫書，並依照籌

備委員會決議事項擬定草案，經執行小組討論後編成正式公共藝術計畫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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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計劃緣起與目標、環境分析（自然環境文化特質、基地介紹）、公共藝術品

的取得方法與過程、執行流程、經費概算、籌備組織、執行小組、預期效益、社

區民眾參與意見調查與統計⋯⋯等。 

（二） 依需求徵選作品或藝術家 

    兩校皆有特定藝術家協助規劃，藝術家於籌備委員會報告構想，得到校方及

地方與會代表同意即逕行規劃作業。為強調民眾參與，鳳岡國中也利用寒假作業

向全校學生及畢業校友徵圖，上選圖案由美術老師及藝術家共同彙整成代表地方

特色的圖案。 

（三） 靠計劃申請經費 

    公共藝術經費來源有公家補助、私人單位贊助、公共工程費用百分之一比例

等，新竹縣兩校皆以計劃書申請文建會或教育部專案經費補助，其中竹北國中獲

得文建會補助 210萬元，鳳岡國中則向教育部申提企劃書爭取 50萬元經費補助。 

（四）依籌備委員會決議票選作品取得方式並由執行小組執行 

    公共藝術作品的徵選乃依籌備會議議決採取方式，再由公共藝術執行小組執

行鑑價及以公開方式取得，新竹縣兩所國中皆以直接委託創作或辦理徵選。 
 

（五）共同議決形式類別 

由執行小組共同議決公共藝術作品之形式類別，圖騰皆以學生平時接觸的學

習領域符碼或幾何圖形為元素，用大膽鮮麗顏色彰顯創意及多元文化內涵。待圖

案選取出來再決定施作材質，由學生教師家長共同收集可用建材，經執行小組彙

整再來施作。 

（六）從初始設計到施工民眾皆充分參與 

    由校方召開籌備委員會並向師生、社區提出設計構想。由全體師生及家長社

區人士共同票選出校門的主題，並由全體與會人員提出施工看法、柱面材質、顏

色及施工注意事項等。由美術老師篩選過濾出優秀作品，再由藝術家、美術老師

共同彙整圖案，決定樣式。 

 

參、新竹縣兩所國中校園公共藝術各階段執行有主題難定、公共性爭

議、觀念整合、招標限制、進度及民眾參與、排課配合等六個困

難與升學排擠、經費及專業能力不足、採購法等四個限制 

一、初期最難的是決定設計主題及規劃民眾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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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方有理想、藝術家有設計理念、社區有不同需求，如何透過籌備委員會及

選擇有能力的執行小組共同討論並整合意見，得以設置彰顯學校與地方特色，又

富公共美學與教育意涵的作品是規劃之初最困難的。  

二、中期除掌握施工進度並排解公共藝術公共性與教育部基本設定的爭議是

最大的困難 

此公共性與民眾參與精神的強調是 93年執行公共藝術案例最大爭議點，教

育部認為藝術是無處不在，希望放手讓學生去玩去發現，應讓師生充分參與。但

藝術家認為專業若遭濫用是不能認同的，尤其是學校門面屬於長遠性質的重點，

與小孩塗鴉有極大差異。 

在國中學校門面或校園視覺焦點，若貿然讓學生自由創作，完全由學生主

導，與「由大人決定」的傳統作法必有衝突，學校如何平衡顧及公共性與專業兩

邊觀點，調整執行模式是施工期間最困難的挑戰。 

三、藝術家與校方執行小組認知不同彼此常需溝通意見耗時費日 

校方專業素養不足，有否能力與藝術家共同推動工程進行，是否完全由藝術

家一手主導，學校校長主任執行小組會有不同看法，公共藝術的設置工程藝術家

與執行小組因專業及理念的不同，有時會有極大爭議，此時學校整合看法，溝通

協調，讓設置工程進行順利是很大挑戰。 

四、招標及公共藝術施工期的困難在無法指定廠商與藝術家完全配合 

執行公開招標得標廠商未必能配合藝術家且有能力執行公共藝術的工程，同

時藝術家也無法完全配合學校施工，只能情商儘量配合。 

五、施工的時間、困難很難完全事前掌握 

有時材料沒算準如磁磚，最後藝術家補一萬多元的瓷磚費，這是應該避免

的。或是施工時間沒抓準在公共藝術施工精緻要求下，施工時間加數倍，廠商迭

有怨言。 

六、學校班數不多，要完全配合藝術家做藝術推廣教育有實質的排課困難 

如何透過課程堂數安排協調，讓更多學生趁機會參與此難得經驗與機會是很

需要行政單位配合協調的，由於施工進行其間藝術家時間不易安排，學校課務往

往無法全力配合造成遺憾。 

七、限制有四點，分別是： 

（一）國中教育受限於升學考試壓力，無法讓所有學生都參與整個設置 

工程或實作 

（二）在政府採購法限制下，無法由藝術家指定能配合施工的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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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採購法講求公平公正公開，不能對招標工程設限，更不能直接 

    指定廠商，廠商施工經驗與能力有時不符藝術家施工要求。 

（三）經費不足常無法同時完全做整體規劃設計。若不能收畫龍點睛之妙， 

    有時反成為環境視覺上的障礙。 

  （四）工程執行小組專業能力無法短期有效提升，常流於邊做邊學，影響 

工程品質 

肆、廠商施作能力及配合校方與藝術家為施工順利完工重要關鍵 

建築師藝術家事前規劃設計很重要，工程期間的工期須掌握，配合天候，掌

握施工進度，施工若有必須修正地方，宜與建築師廠商多方溝通，務求工程如期

完成。 

    廠商施作能力與良好工作態度很重要，畢竟公共藝術與一般工程不同，廠商

有否經驗及與藝術家的默契配合影響工程品質。 

伍、新竹縣兩所國中師生及家長對公共藝術的認知程度是大概了解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兩校對公共藝術的認知程度依序為「大概了解」「不太

清楚」「非常了解」「完全不清楚」，兩校選擇「大概知道」與「不太清楚」的

佔九成。由數據知道大家對公共藝術的認知不是非常清楚。鳳岡國中整體認知程

度高於竹北國中。尤其是教師與三年級學生平均達 2.9 分，由此清楚反映出 93年

當時的參與情形，回答「大概知道」比例佔該校有效受訪者的 28%，比例算很高。

但是鳳岡國中社區家長的認知強度與對公共藝術的認識比竹北國中家長社區人

士差，與本問卷也透露出家長社區社經地位的差異及城鄉差距的影響。 

    進行獨立樣本 t考驗，性別、年齡、有顯著差異，進行 F 考驗「在校服務年

資」對公共藝術認知有顯著差異。 

陸、兩校對公共藝術的認識相當清楚並以「設置於開放空間的藝術作 

品」及「依據文化藝術獎助條例所設置的藝術作品」概念為主 

由公共藝術意見調查結果交叉統計資料顯示：兩校受訪者對公共藝術的認識

以「設置於開放空間的藝術作品」達近七成的勾選率，次為「聽過公共藝術這個

名詞，但不知道其內容」。在認識強度比較上，兩校對公共藝術的認識相當清楚，

對公共藝術的認識以「設置於開放空間的藝術作品」及「依據文化藝術獎助條例

所設置的藝術作品」為主。鳳岡國中整體認知強度超過竹北國中。教師認知最清

楚，學生認知最差。兩校皆以 20-39 歲認知最強，10-19 歲的受訪者（學生）認

知程度最差。在校服務年資與對公共藝術的認識，竹北國中服務 5年以上教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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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於 5年以下的，且兩校呈現不同結果。 

柒、兩校認為公共藝術的性質是具親和性趣味性的除了藝術功能尚具

有觀賞、地標、教育、休憩、遊戲等五項功能 

兩校共 67.3%受訪者認為公共藝術的意義是「具親和性、趣味性的」，62.8%
認為是「結合藝術與實用功能的」，約 54%的受訪者認為是「具教育性的」、「可
作為地標的」，也有高達四成的受訪者認為公共藝術是「純粹欣賞的藝術品」、「具

時代性的」。 

此外兩校受訪者認為公共藝術除藝術功能外，依圈選高低排列依序尚有觀賞

功能、地標功能、教育功能、休憩功能，遊戲功能。其中觀賞功能有近八成圈選

率。不論竹北國中或鳳岡國中調查結果圈選排名完全吻合相當一致。 

捌、新竹縣兩所國中校園公共藝術的設置影響學生學習有境教、情

意、美學鑑賞等五方面並牽動學校課程在美學融入、潛在課程、

校本課程等三方面的規劃與發展 

一、對學生學習的影響有五方面，分別是： 

（一）美的環境蘊釀良好學習情境，可收潛移默化提升學習效率的成效。 

（二）公共藝術輔助學生的情意學習，更深化地方的文化特色更愛惜擁有。 

（三）公共藝術把教室變大，學習觸角可無限延伸，使學習更廣闊更多元。 

（四）公共藝術就是重要的教學客體，可有效消除學生對學習的恐懼。 

（五）提升學生美學素養與鑑賞能力，為培育未來藝術生活家奠定基礎。 

二、對課程發展的影響有三方面 

（一）美學實際融入運用到各學習領域，並納入課程規劃                

（二）潛在課程影響，可正向增進師生良好互動、同儕更密切溝通。 

（三）公共藝術提供適當的討論主題，對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有深遠的影響。 

三、問卷調查統計結果顯示公共藝術作品很多人用來教學、拍照、對師生有很     

大啟示並經常靠近欣賞使用 

（一）公共藝術作品用來教學得到受訪者肯定，尤其是年資久的女教師及三

年級學生。 

（二）兩所國中有點同意「公共藝術作品經常被當拍照焦點」，尤其是鳳岡

國中作品較常被當拍照焦點，自然成為老師教學上重要的媒材。 

（三）兩所國中對「公共藝術作品對你有很大的啟示」、及「經常靠近、欣

賞、使用圖中之公共藝術作品」都大致同意，代表校園公共藝術潛在教育影響力。 

（四）在研究統計分析顯示設置公共藝術對師生有很大啟示、令人引以為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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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經常接近欣賞、對學習發揮潛移默化影響。 

玖、新竹縣兩所國中師生及家長對校園公共藝術經常路過且相當滿意 

一、兩所國中對公共藝術作品喜好評比滿意度達七分以上，滿意度甚高 

兩校師生對公共藝術的評比得分順序依序為鳳岡國中、竹北國中的師生關

係、親子關係及同儕關係。女性評分高於男性。學生評分高於教師及社區家長。

10-19 歲評分最高。教職員服務年資 5年以上高於 5年內。在學學生評分高低順序

為一年級、二年級、三年級。 

  二、兩所國中對公共藝術滿意度評比大致同意的有三項，分別為「公共藝術作

品對你有很大的啟示」、「作品令人引以為傲」、「你經常靠近、欣賞、使用圖

一之公共藝術作品」等。「大致同意」標準為平均介於 2.5 以上~3.0 分之間（依

滿意度由低到高以 1-4 分給分）。 

  三、兩所國中對公共藝術滿意度「有點同意」的有九項，分別為「公共藝術作

品與周圍環境融為一體」、「造型令人喜歡」、「作品的大小於周遭環境是適合

的」、「作品整體材質表現令人喜歡」、「作品反映了地方特色」、「作品反映

了學校特色」、「作品經常被當拍照焦點」、「作品令人喜歡」、「作品整體上

令人滿意」等。「有點同意」標準為平均介於 2~2.5 分之間。 

  四、兩所國中對公共藝術「滿意度不高」的有兩項，各為「公共藝術作品有助

於美化空間」、「公共藝術的造型很有特色」。「滿意度不高」標準為 2分以下。 

 

  五、兩所國中對公共藝術滿意度評比「看法有差異」的有三項，分別是「公共

藝術的造型很有特色」、「作品設置位置很恰當」、「作品常成為環境中視覺的

焦點」等。「看法有差異代表滿意度由大致滿意到不大滿意」滿意差距較大。 

六、兩所國中到訪頻率結果統計以「每天一次」最多 

兩校對公共藝術的到訪頻率以「每天一次」最多，次為「其他」，「兩三天一

次」佔第三，「每月一次」最少。 

七、兩所國中受訪者「每次在此地停留的時間」結果統計「純粹路過」最多 

兩校對公共藝術的停留時間依序為「純粹路過」、「1-5 分鐘」，「5-10 分

鐘」及「30 分鐘以上」分佔第三。 

八、竹北國中對三座公共藝術的滿意度以男性、教師身分、年資較少的教職員

及三年級學生滿意度較高。其中「對您有很大啟示」、「令人引以為傲」、「經常接

近欣賞」得到相當高的滿意。 

 143



九、竹北國中對公共藝術「親子關係」的滿意度以男性、教師評分較高 

大多數男性評分高於女性。職稱以教師評分最高。年資以少於五年以下評分

較高。學生評分以三年級最高一年級最低。 

  十、竹北中對公共藝術「師生關係」的滿意度以男性、年資淺的教師評分較高，

學生評分以三年級最高一年級最低。 

  十一、鳳岡國中對公共藝術的滿意度以女性、學生身分、年資較高教職員及三

年級學生評分較高。 

除三年級學生評價與竹北國中相同，其他各項結果有很大差異。評分以女性

較高。職稱以學生評分最高，教師評分最低。年資高於 5年以上的教職員評分較

高。學生評分以三年級最高一年級最低。 

  十二、訪談兩校師生家長（尤其是教師兼行政）對公共藝術滿意度都非常高。  

由訪談老師學生得知，公共藝術讓學校看起來更美更有活力讓人深以為傲，

民眾進出經過校門時會拿相機拍下來，拍照留念，是學校的精神堡壘等。同時使

學校與社區有極高向心力，透過這個媒介，大家更認同學校。 

拾、公共藝術的維護管理應考慮材質施工方式保留藝品古樸自然風貌 

公共藝術的維護管理因其材質施工而有不同，兩所國中的公共藝術皆以石

材、青銅、磁磚金屬等堅固耐用材質，故平日皆以簡單清洗、或定期全面重新油

漆為保養，銅綠部分學生認為應刷亮清乾淨，教師建議保留其自然古樸風貌，或

請廠商定期維護保養，附屬零件亦應注意檢查不可因自然或人為因素掉落傷人。 

拾壹、未來各國民中學設置公共藝術首重溝通再以共同參與原則依程

序執行 

    希望校舍興修建時都可以另外補助公共藝術設置經費，而不是在有限的工程

費中提出百分之一設置經費。並且應由藝術家或老師帶著做，規劃應先和老師學

生們溝通，學校及社區文化需要的，師生可以接受的、主題合乎教育的、合乎民

情風俗的，設計出來一定要和社區溝通，讓師生都參與去票選，尤其是可以透過

課程介紹，讓學生透過公共藝術設置過程對藝術有不同的感受，並讓學生透過親

自操作、親自設計、收集物品等，對公共藝術賦與全新的看法與想法，讓藝術可

親可近可創作可感受。 

由本研究也得知，學校公共藝術的設置若由師生社區共同參與，可以提升對

此公共藝術的滿意度，鳳岡國中師生社區人士對公共藝術喜好評分及認知皆高於

竹北國中即明證。因共同參與除了可教育學習，更可培養對學校深厚的感情及向

心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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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根據以上研究結論，分別對國民中學學校當局、教育行政主管單位、與未來

的研究提出以下建議： 

壹、對國民中學的建議： 

一、應由藝術專業人員去引導公共藝術之設置，由教育和推廣中得到一些東西，

不宜放手讓學生自行創作 

    公共藝術對專業藝術家尚有困難，何況是沒有專業訓練且在學的學生。小孩

的塗鴉藝術創作可找某一地方塗抹，學生的藝術創作可於校園規劃一空間讓它發

揮，如做重點裝飾，但太明顯的標的如校門則不妥。 

二、嚴選有能力肯配合的廠商及建築師以保工程順利圓滿進行 

畢竟公共藝術與一般工程不同，廠商有否經驗及與藝術家的默契配合很重

要，故廠商的評選除符合公共工程採購法之相關規定，更重要是能夠施工順利品

質優良，故建議由藝術家先充分說明再開標、及簽約，並寫下相關配合約定，於

切契約書中明載。 

三、為利於大家參與排課應充分配合 

理想的課程安排，將加倍呈現公共藝術對學生學習及教學的深切影響。施工

時，希望讓所有學生從規劃設計到施工全校都能夠參與，因為有參與有感情，感

受較深，故行政單位須充分配合，並在學期開始前即已規劃，讓每個學生在設置

過程充分參與，延伸擴充學習角度，故宜把握難得時機多加參與。 

四、為召喚共同記憶，彰顯設置公共藝術精神，可定期在紀念日作維護保養 

    設置時間是短期的，為延續設置時的激情與感動，並讓後來的師生都能參與

當初公共藝術設置時的精神，年年可於公共藝術完工日辦紀念會或做維護，讓師

生都能充分參與了解與感動，彰顯建築深刻的影響力。 

貳、對教育主管單位建議 

一、廣撥經費補助學校改善校園環境 

    在研究統計分析結果顯示設置公共藝術對師生有很大啟示、令人引以為
傲、師生經常接近欣賞、對學習發揮潛移默化影響，故建議各校應設置公共藝術。

在研究過程中發現本縣 87 年後的新設學校或者主體改建學校金額或超過 5000
萬元以上的新設學校建築物均未嚴格執行公共藝術設置之百分比法定規定。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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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九十二年底才立法實施。建議縣府當局充分補助經費給各校對公共藝術的推

廣或以部分補助方式積極輔導各校向教育部或文建會申請經費。 

二、辦理公共藝術研習或成果發表，經驗傳承協助學校爭取經費補助，廣泛推廣

在校園設置公共藝術 

首先協助學校製作具競爭力的公共藝術計劃書以爭取經費補助，再仿照 92
年教育部為推廣在中小學校園設置公共藝術，舉辦多場研習，讓參與設置學校透

過報告、督導指導到問題討論、互相觀摩學習，讓設置案順利推動。 

三、新修建改建校舍工程，應撥足經費，以免因設置公共藝術影響工程品質 

    本縣文化局至 92 年始訂定法規，並自 92 年年底開始實施任何新建或修建之

公共工程須依法提撥百分之一經費設置公共藝術。然在有限拮据經費下仍需提撥

1%的經費設置公共藝術，恐影響工程品質，而且太浪費。 

四、新修建校舍建築工程公共藝術設置經費，宜降低比例或有上下限，且在招生

上課後再實施，以落實師生共同參與校園公共藝術設置理念。 

參、對未來研究的建議： 

一、針對兩校問卷調查之「公共藝術意見調查」滿意度結果與對公共藝術偏好評

比結果相反，可進行後續調查研究。 

二、針對新竹縣九十二年底開始執行以百分比精神設置的校園公共藝術，及教育

部或文建會補助之校園公共藝術示範案例進行後續研究 

三、就「研究方法」、「研究對象」、「問卷之施測」、等三方面的建議 

1.研究方法 

採取量化與質性研究，費時耗力，且因問卷調查資料龐大類別變項較多為便

於分析，類別變項多有合併，雖方便進行比對，但也因合併無法反映真實現況。 

此外，本研究方法除問卷調查法、深度訪談法，尚可對學生及教師採取焦點

團體討論法，針對部分問卷調查之題目，進行意見調查與討論，由現場得知師生

較真實的感受。 

2.研究對象 

    受試者以學生佔大多數，但是竹北國中與鳳岡國中學生人數多寡懸殊太大

（5：1），造成統計分析比對的困擾，建議應找大小類型相當的學校。 

3.問卷施測 

因竹北國中問卷題數多且針對不同公共藝術作品需回答重覆題目，未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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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過多敷衍樣本，問卷調查之協助施測人員應充分解釋題目內容，以免受試者

因不瞭解而誤答、亂填甚或未答完畢，故針對協助施測人員應進行施測前講習

訓練，此外可於收卷時稍微檢查，以提昇有效問卷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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