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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論     

    本章依據研究設計之實施，將研究結果與討論全章分為三節：第一節

模糊德爾菲問卷結果與分析；第二節層級分析法問卷結果與分析；第三節

綜合討論。 

第一節  模糊德爾菲問卷結果與分析 

    本節就前一章節所討論的模糊理論的計算步驟，分別說明國民小學校

園閒置空間永續發展評估指標之篩選。本次正式問卷共發出 22 份，回收

22 份，整體有效問卷共計 22 份，有效回收率達 100％。 

    首先是輸入各評估因子之雙三角模糊數的最大值、最小值及幾何平均

數的計算，此部分利用 Excel 計算出專家意見收斂檢驗值和專家共識值。 

  判定專家學者對評估因子的意見是否達共識，從灰色地帶值為零或負

數即代表專家意見收斂；若灰色地帶值為正數，則看收斂檢驗值是否為負

數，為負數代表專家意見收斂；若收斂檢驗值為正數，則專家之意見相差

過大而導致意見分歧發散。未達收斂的評估因子因受限研究時間，故不再

繼續進行問卷直至收斂，改以刪除代替之。 

    對於有達收斂的評估因子，進行專家共識程度值的判斷，以決定最後

所要保留下來的評估因子，為使本指標架構完整與周延，專家共識程度值

依研究者之研究目的與分析結果而設定 0.5，作為門檻值篩選的標準。 

ㄧ、「環境面」評估因子之雙三角模糊數篩選標準結果與分析  

    從表 4-1 環境面評估因子之雙三角模糊數篩選標準試算表分析得知：

全部評估因子的灰色地帶 iZ 值都大於零，因此再從收斂檢驗值判斷，其中

「1-1-1 基地類型」、「1-1-2 基地面積」、「1-1-4 基地開發之干擾及衝擊」、

「1-2-1 校舍動靜分區配置」、「1-2-2 室內物理環境」、「1-3-1 生物多樣性」、

「1-3-2 生態綠化技術」、「1-3-3 保水設施」都為負數，故專家意見皆達到

收斂，且專家共識值最低的為 1-1-2 基地面積（0.544），也已通過 0.5 的篩

選門檻值，因此以上評估因子保留下來。 

    另外「1-1-3 開放空間面積」和「1-1-5 基地微氣候環境影響」因為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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斂檢驗值為正數，專家意見未達收斂，故刪除之。 

表 4-1 環境面評估因子之雙三角模糊數篩選標準試算表 
最保守 
認知值 

最樂觀 
認知值 

灰色地

帶( iZ ) 
iM  

收斂檢

驗值 評估

因子 i
MC  i

UC  i
LO  i

MO  i
L

i
U OC − i

M
i
M CO − ii MZ −  

收

斂

與

否 

專家

共識

值 

1-1-1 0.333 0.700 0.500 0.736 0.200 0.403 -0.203 Y 0.578
1-1-2 0.317 0.600 0.500 0.723 0.100 0.406 -0.306 Y 0.544
1-1-3 0.323 0.800 0.400 0.711 0.400 0.388 0.012 N  
1-1-4 0.407 0.800 0.600 0.863 0.200 0.456 -0.256 Y 0.680
1-1-5 0.357 0.600 0.300 0.566 0.300 0.209 0.091 N  
1-2-1 0.408 0.800 0.500 0.806 0.300 0.398 -0.098 Y 0.632
1-2-2 0.352 0.800 0.400 0.850 0.400 0.498 -0.098 Y 0.600
1-3-1 0.368 0.800 0.500 0.758 0.300 0.390 -0.090 Y 0.612
1-3-2 0.375 0.700 0.500 0.788 0.200 0.414 -0.214 Y 0.594
1-3-3 0.364 0.800 0.500 0.745 0.300 0.382 -0.082 Y 0.608
註：灰色部分表示被 評估因子 

二、「社會面」評估因子之雙三角模糊數篩選標準結果與分析

從表 社會面評估因子之雙三角模糊數篩選標準試算表分析得知：

「 完整的設計與評估」、「 提出永續創新方法」、「 專家諮詢

與指導」、「 公部門配合事項」、「 師生及社區民眾參與程度」、

「 教學課程與活動設計」之灰色地帶

刪除之

 

 

    4-2

2-1-1 2-1-2 2-1-3

2-1-7 2-3-1

2-3-3 iZ 值為零或負數，故可判斷專家

意見已達收斂而保留。

再者，「 政府經費編列」、「 學校負責的單位」、「 公共

設施建設之結合」、「 地方產業結合」、「 周圍道路狀況」、「

提供學習機會程度」，之灰色地帶

 

    2-1-5 2-1-6 2-2-1

2-2-2 2-2-3 2-3-2
iZ 值為正數，再從收斂檢驗值判斷也皆

為負數，故專家意見皆達到收斂，且專家共識值最低的為 周圍道路

狀況（ ），也已通過 的篩選門檻值，因此以上評估因子保留下來。

另外「 開發經營方式」之灰色地帶

2-2-3

0.587 0.5  

    2-1-4 iZ 值為正數，唯收斂檢驗值為

正數，專家意見未達收斂，故刪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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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社會面評估因子之雙三角模糊數篩選標準試算表 
最保守 
認知值 

最樂觀 
認知值 

灰色地

帶( iZ ) 
iM  

收斂檢

驗值 評估

因子 i
MC  i

UC  i
LO  i

MO  i
L

i
U OC − i

M
i
M CO − ii MZ −  

收

斂

與

否 

專家

共識

值 

2-1-1 0.481 0.700 0.700 0.888 0.000 0.408 -0.408 Y 0.685
2-1-2 0.479 0.700 0.800 0.918 -0.100 0.440 -0.540 Y 0.698
2-1-3 0.444 0.700 0.700 0.869 0.000 0.425 -0.425 Y 0.656
2-1-4 0.487 0.800 0.500 0.700 0.300 0.213 0.087 N  
2-1-5 0.395 0.800 0.600 0.823 0.200 0.428 -0.228 Y 0.671
2-1-6 0.423 0.800 0.600 0.830 0.200 0.407 -0.207 Y 0.676
2-1-7 0.390 0.600 0.600 0.798 0.000 0.408 -0.408 Y 0.594
2-2-1 0.388 0.700 0.600 0.813 0.100 0.424 -0.324 Y 0.641
2-2-2 0.371 0.700 0.600 0.816 0.100 0.445 -0.345 Y 0.640
2-2-3 0.347 0.700 0.500 0.771 0.200 0.425 -0.225 Y 0.587
2-3-1 0.460 0.700 0.700 0.860 0.000 0.400 -0.400 Y 0.660
2-3-2 0.489 0.800 0.600 0.866 0.200 0.377 -0.177 Y 0.692
2-3-3 0.537 0.800 0.800 0.936 0.000 0.400 -0.400 Y 0.737
註：灰色部分表示被 評  

三、「經濟面」評估因子之雙三角模糊數篩選標準結果與分析

從表 經濟面評估因子之雙三角模糊數篩選標準試算表分析得知：

「 校舍屋齡」、「 校舍設備換新需求量」、「 材料永續性」、

「 多用途設計」之灰色地帶

刪除之 估因子

 
 

 

    4-3

3-1-2 3-1-4 3-2-1

3-2-3 iZ 值皆為零，故可判斷專家意見已達收斂

而保留評估因子。

再者，「 校舍文化價值」、「 校舍構造型式」、「 相關設

備未來維護的可行性」、「 空間使用率」、「 裝修必要性」、「

廢棄物數量」之灰色地帶

 

    3-1-1 3-1-3 3-1-5 

3-1-6 3-2-2 3-2-4 
iZ 值為正數，再從收斂檢驗值判斷也皆為負數，

故專家意見皆達到收斂，且專家共識值最低的為 校舍構造型式

（ ），也已通過 的篩選門檻值，因此以上評估因子保留下來。

3-1-3

0.644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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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經濟面評估因子之雙三角模糊數篩選標準試算表 表

最保守 最樂觀 灰色地

認知值 認知值 帶( iZ ) 
iM  

收斂檢

驗值 
收

專家
斂

與

否 

共識

值 

評估

因子 i
MC  i

UC  i i
LO  MO  i

L
i
U OC − i

M
i
M CO − ii MZ −  

3-1-1 0.41  0.80  0.60  0.84 0.200 0.427 -0.227 0.6799 0 0 6 Y 
3-1-2 0.376 0.600 0.600 0.776 0.000 0.400 -0.400 Y 0.576
3-1-3 0.423 0.700 0.600 0.821 0.100 0.398 -0.298 Y 0.644
3-1-4 0.445 0.700 0.700 0.858 0.000 0.413 -0.413 Y 0.652
3-1-5 0.466 0.800 0.600 0.825 0.200 0.359 -0.159 Y 0.681
3-1-6 0.482 0.900 0.800 0.906 0.100 0.424 -0.324 Y 0.820
3-2-1 0.477 0.700 0.700 0.870 0.000 0.393 -0.393 Y 0.674
3-2-2 0.467 0.800 0.700 0.874 0.100 0.407 -0.307 Y 0.734
3-2-3 0.487 0.800 0.800 0.941 0.000 0.455 -0.455 Y 0.714
3-2-4 0.527 0.800 0.700 0.894 0.100 0.368 -0.268 Y 0.742
 

第二節  層級分析法問卷結果與分析 

    本節就前 的分析考驗

對權重部分，從不一致性判斷 I.R（inconsistency 

、第一層級層面相對權重結果分配及排序 

知 I.R.值為 0，小於 0.1，

一章節所討論的利用 Expert Choice 2000 軟體

後，說明國民小學校園閒置空間永續發展評估指標之相對權重和整體權

重。本次研究問卷共發出 22 份，回收 22 份，整體有效問卷共計 22 份，

有效回收率達 100％。 

    首先是指標各層級相

ration index, I.R.）值小於 0.1，就可評比判斷符合邏輯一致性的要求，若各

階層有超過 0.1 的部分則予以剔除。再者，評估指標架構整體權重從全體

階層不一致判斷 O.I.I（overall inconsistency ration index, O.I.I.）值小於 0.1，

就可判斷是否符合邏輯一致性的要求。 

 

一

    專家對於第一層級的相對重要性從圖 4-1 可

通過一致性考驗，表示符合層級ㄧ致性。三個層面相對權重結果與排序

為：環境面（41.5%）、經濟面（30.8%）和社會面（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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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415
社會 .277
經濟 .308
     Inconsistency = 0.00
      with 0  missing judgments.  

圖 4-1 第一層級各層面相對權重分配長條圖 

 

、第二層級指標相對權重結果分配及排序 

（一）環境面下各指標之相對權重

標的相對重要性，從圖 4-2 可知 I.R.

 

二

  

    專家對於環境面之第二層級指

值為 0，小於 0.1，通過一致性考驗，表示符合層級ㄧ致性。其指標相對

權重結果與排序為：生態保育（37.3%）、健康環境（34.8%）和環境規

劃（27.9%）。 

環境規劃 .279
健康環境 .348
生態保育 .373
     Inconsistency = 0.00
      with 0  missing judgments.  

圖 4-2 環境面下第二層級各指標相對權重分配長條圖 

 

（二）社會面下各指標之相對權重 

標的相對重要性，從圖 4-3 可知 I.R.

 

 

    專家對於社會面之第二層級指

值為 0，小於 0.1，通過一致性考驗，表示符合層級ㄧ致性。其指標相對

權重結果與排序為：永續經營（44.6%）、社會教育的功能（40.5%）和

社區發展（14.9%）。 

永續經營 .446
社區發展 .149
社會教育的功能 .405
     Inconsistency = 0.00
      with 0  missing judgments.  

圖 4-3 社會面下第二層級各指標相對權重分配長條圖 

 

（三）經濟面下各指標之相對權重 

標的相對重要性，從圖 4-4 可知 I.R.

 

    專家對於經濟面之第二層級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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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為 0，小於 0.1，通過一致性考驗，表示符合層級ㄧ致性。其指標相對

權重結果與排序為：價值效益（56.6%）、綠色消費（43.4%）。 

價值效益 .566
綠色消費 .434
     Inconsistency = 0.00
      with 0  missing judgments.

 

 

圖 4-4 經濟面下第二層級各指標相對權重分配長條圖 

 

、第三層級評估因子相對權重結果分配及排序 

 

要性，從圖 4-5 可

 

三

 （一）「環境規劃」所含的三個評估因子之相對權重

    專家對於環境規劃之第三層級評估因子的相對重

知 I.R.值為 0，小於 0.1，通過一致性考驗，表示符合層級ㄧ致性。其評

估因子相對權重結果與排序為：基地開發之干擾及衝擊（46.9%）、基地

類型（30.8%）、基地面積（22.3%）。 

基地類型 .308
基地面積 .223
基地開發之干擾及衝擊 .469
     Inconsistency = 0.00
      with 0  missing judgments.  

圖 4-5 環境規劃下第三層級評估因子相對權重分配長條圖 

 （二）「健康環境」所含的二個評估因子之相對權重 

要性，從圖 4-6 可

 

    專家對於健康環境之第三層級評估因子的相對重

知 I.R.值為 0，小於 0.1，通過一致性考驗，表示符合層級ㄧ致性。其評

估因子相對權重結果與排序為：校舍動靜分區配置（63.1%）、室內物理

環境（36.9%）。 

校舍動靜分區配置 .631
室內物理環境 .369
     Inconsistency = 0.00
      with 0  missing judgments.  

圖 4-6 健康環境下第三層級評估因子相對權重分配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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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生態保育」所含的三個評估因子之相對權重 

要性，從圖 4-7 可

 

    專家對於生態保育之第三層級評估因子的相對重

知 I.R.值為 0，小於 0.1，通過一致性考驗，表示符合層級ㄧ致性。其評

估因子相對權重結果與排序為：保水設施（35.9%）、生物多樣性

（35.1%）、生態綠化技術（29.0%）。 

生物多樣性 .351
生態綠化技術 .290
保水設施 .359
     Inconsistency = 0.00
      with 0  missing judgments.  

圖 4-7 生態保育下第三層級評估因子相對權重分配長條圖 

 

（四）「永續經營」所含的六個評估因子之相對權重 

要性，從圖 4-8 可

 

    專家對於生態保育之第三層級評估因子的相對重

知 I.R.值為 0，小於 0.1，通過一致性考驗，表示符合層級ㄧ致性。其評

估因子相對權重結果與排序為：完整的設計與評估（23.0%）、政府經費

編列（21.3%）、提出永續創新方法（17.0%）、專家諮詢與指導（13.9%）、

公部門配合事項（12.9%）、學校負責的單位（12.0%）。 

完整的設計與評估 .230
.170提出永續創新方法

.139專家諮詢與指導

.213政府經費編列

.120學校負責的單位

.129公部門配合事項

     Inconsistency = 0.00
      with 0  missing judgments.  

圖 4-8 永續經營下第三層級評估因子相對權重分配長條圖 

 （五）「社區發展」所含的三個評估因子之相對權重 

要性，從圖 4-9 可

 

 

    專家對於社區發展之第三層級評估因子的相對重

知 I.R.值為 0，小於 0.1，通過一致性考驗，表示符合層級ㄧ致性。其評

估因子相對權重結果與排序為：地方產業結合（39.7%）、公共設施建設

之結合（34.4%）、周圍道路狀況（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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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建設之結合 .344
地方產業結合 .397
周圍道路狀況 .260
     Inconsistency = 0.00
      with 0  missing judgments.  

   圖 4-9 社區發展下第三層級評估因子相對權重分配長條圖  

（六）「社會教育的功能」所含的三個評估因子之相對權重 

要性，從圖

 

 

 

    專家對於社會教育的功能之第三層級評估因子的相對重

4-10 可知 I.R.值為 0，小於 0.1，通過一致性考驗，表示符合層級ㄧ致性。

其評估因子相對權重結果與排序為：提供學習機會程度（43.0%）、師生

及社區民眾參與程度（29.5%）、教學課程與活動設計（27.5%）。 

師生及社區民眾參與程度 .295
提供學習機會程度 .430
教學課程與活動設計 .275
     Inconsistency = 0.00
      with 0  missing judgments.  

圖 4-10 社會教育的功能下第三層級評估因子相對權重分配長條圖 

 

（七）「價值效益」所含的六個評估因子之相對權重 

要性，從圖 4-11 可

 

 

 

    專家對於價值效益之第三層級評估因子的相對重

知 I.R.值為 0，小於 0.1，通過一致性考驗，表示符合層級ㄧ致性。其評

估因子相對權重結果與排序為：校舍文化價值（28.6%）、相關設備未來

維護的可行性（21.9%）、空間使用率（19.2%）、校舍設備換新需求量

（11.9%）、校舍構造型式（9.8%）、校舍屋齡（8.7%）。 

校舍文化價值 .286
校舍屋齡 .087
校舍構造型式 .098
校舍設備換新需求量 .119
相關設備未來維護的可行性 .219
空間使用率 .192
     Inconsistency = 0.01
      with 0  missing judgments.  

圖 4-11 價值效益下第三層級評估因子相對權重分配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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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要性，從圖 4-12 可

 

綠色消費」所含的四個評估因子之相對權重 

    專家對於綠色消費之第三層級評估因子的相對重

知 I.R.值為 0，小於 0.1，通過一致性考驗，表示符合層級ㄧ致性。其評

估因子相對權重結果與排序為：材料永續性（32.7%）、多用途設計

（28.2%）、裝修必要性（20.6%）、廢棄物數量（18.6%）。 

材料永續性 .327
裝修必要性 .206
多用途設計 .282
廢棄物數量 .186
     Inconsistency = 0.00
      with 0  missing judgments.  

圖 4-12 綠色消費下第三層級評估因子相對權重分配長條圖 

 

、第三層級評估因子整體權重結果分配及排序 

出各指標在整體指

四

    軟體除了計算各層級指標的權重分配外，亦可計算

標的權重分配及排序的結果。本研究之評估指標架構第三層級評估因子共

30 個，從圖 4-13 整體階層ㄧ致性考驗之 O.I.I 值為 0，小於 0.1 之臨界值，

表示整體因素層級結構符合ㄧ致性，所得之權重分配值可以接受。最重要

的前五名評估因子之整體權重結果與排序為：校舍動靜分區配置（9.1%）、

保水設施（5.6%）、基地開發之干擾及衝擊（5.4%）、生物多樣性（5.4%）、

室內物理環境（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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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all Inconsistency = .00

校舍動靜分區配置 .091
保水設施 .056
基地開發之干擾及衝擊 .054
生物多樣性 .054
室內物理環境 .053
校舍文化價值 .050
提供學習機會程度 .048
生態綠化技術 .045
材料永續性 .044
相關設備未來維護的可行性 .038
多用途設計 .038
基地類型 .036
師生及社區民眾參與程度 .033
空間使用率 .033
教學課程與活動設計 .031
完整的設計與評估 .028
裝修必要性 .028
基地面積 .026
政府經費編列 .026
廢棄物數量 .025
提出永續創新方法 .021
校舍設備換新需求量 .021
專家諮詢與指導 .017
校舍構造型式 .017
公部門配合事項 .016
地方產業結合 .016
學校負責的單位 .015
校舍屋齡 .015
公共設施建設之結合 .014
周圍道路狀況 .011  

圖 4-13 全部評估因子之整體權重分配長條圖 

 

第三節 綜合討論 

    本節將依據研究結果作進一步分析及討論，並與相關文獻及研究進行

比較，茲分別說明如下： 

ㄧ、國民小學校園閒置空間永續發展評估指標架構篩檢討論 

 （ㄧ）刪除的評估因子 

    「1-1-3 開放空間面積」、「1-1-5 基地微氣候環境影響」、「2-1-4 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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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方式」，皆因為灰色地帶檢定值和收斂檢驗值同時為正數，專家意見

未達收斂，故刪除之。 

 （二）刪除的評估因子討論 

    探究未達收斂的三個評估因子之原因，係因部分專家學者給於極端

值所造成的結果，也就是部分數值線段不在全數專家學者給予的數值所

計算出的幾何平均數範圍內。 

    開放空間面積係指基地面積扣除校舍建築物本體所占面積之後，剩

餘空間面積對未來再利用計畫可彈性使用的範圍大小，本評估因子在專

家審題問卷時就有被提出與基地類型相似可刪除，但已經過研究者修

改。唯校園閒置空間的範疇可能主要還是以校舍建築物本體為主，對於

所謂的扣除校舍建築物本體後所剩餘的開放空間面積，其用來評估是否

再利用後能否永續發展的關聯性不強，故專家學者們意見不一致。 

    基地微氣候環境影響係指空間再利用計畫對基地附近周圍環境在風

向、溫度、溼度、日照等所造成的影響，此評估因子在教育部的「永續

校園營造指南」中有提到，基地永續計畫必須考量基地微氣候設計，如

配置、座向等，而專家學者們對此意見未達收斂，可能原因是校園閒置

空間是屬於校舍建築物本體一部分，對於微氣候環境的影響已經在校舍

規劃之初有所考量，是否在閒置空間再利用時再次納入評估之意見有分

歧，故專家學者們意見不一致。 

    開發經營方式係指未來空間再利用開發模式可分為：學校自行開

發、公辦民營、民間承包等方式，專家學者們對此意見未達收斂，可能

原因是校地的產權仍是政府所有，尤其是對於局部性的校園閒置空間再

利用而言，若引進外來經營團隊可能牽涉相關法規問題，是否值得採行，

可能導致專家學者們意見上有不同。 

    綜合上述，本研究之國民小學校園閒置空間永續發展評估指標架構如

圖 4-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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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國民小學校園閒置空間永續發展評估指標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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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民小學校園閒置空間永續發展評估指標之權重體系分配討論 

由於評估指標架構中各指標對於校園閒置空間永續發展規劃之貢獻

各有不同，因此在實際應用上的重要性必然會有所差異。從指標的觀點而

言，權重是指某ㄧ組指標群內各指標間比重的關係，某ㄧ指標的權重則意

指在其所屬的指標群內的相對重要程度。假如一個指標體系缺乏指標權重

的分配與資訊，則所有指標對整體指標架構而言都是一樣重要，這樣勢必

會造成決策者對整體評估架構的正確價值判斷產生困難與偏誤。 

有鑑於指標架構中權重分配對於指標實用、判斷與參考上的重要性，

故將評估指標架構之整體權重，以評估因子的角度將內涵與意義討論如

下： 

 （一）所有評估因子之整體（global）權重占超過 4%，分別為： 

   1、1-2-1 校舍動靜分區配置（g：9.1%）：係指考量再利用的空間所位

於校區的動靜性質，比如位於校園主要噪音源處，則作為靜態用途

應加強隔音設施。 

   2、1-3-3 保水設施（g：5.6%）：空間再利用評估時能優先考量具透水

性的設施，如種植草地、使用植草磚來預留足夠的伸縮縫。 

   3、1-1-3 基地開發之干擾及衝擊（g：5.4%）：未來再利用開發建造時，

對基地原本環境的干擾及衝擊，如：水文破壞、自然樣貌恢復、土

壤影響、周遭地區的衝擊等。 

   4、1-3-1 生物多樣性（g：5.4%）：空間再利用評估時能考量生物棲息

及通過的空間。 

   5、1-2-2 室內物理環境（g：5.3%）：再利用空間的室內，其噪音量控

制、採光面積大小、有效通風、室內溫熱環境等影響空間品質的狀

況。 

   6、3-1-1 校舍文化價值（g：5.0%）：校舍建築物本體所擁有的條件、

狀態對於未來再利用計畫的影響，包含是否具有校史意義、文化保

存價值、整體空間是否具重要位置等。 

   7、2-3-2 提供學習機會程度（g：4.8%）：評估空間再利用計畫對社會

文化的提升程度，及所能提供居民學習場所的服務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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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3-2 生態綠化技術（g：4.5%）：生態綠化技術係指在植栽種類的

選擇具有多樣性、多層次和本土性，適合物種交流和繁殖。 

   9、3-2-1 材料永續性（g：4.4%）：空間再利用時考量所需材料的永續

性，如可使用年限、使用永續性資源之生物製品材料、或使用一定

比率國家認證之生態綠建材。 

    上述評估因子之中校舍動靜分區配置和室內物理環境歸為健康環境

指標；保水設施、生物多樣性和生態綠化技術歸為生態保育指標；這五個

都屬於環境面下的評估因子，同時也是專家學者們共同認為最重要的評估

層面，亦即從永續發展的三個層面應用在評估校園閒置空間，環境面重要

性高於經濟面和社會面。  

    綜合本節之研究結果，健康環境指標下的兩個評估因子都在整體權重

排名前 5 名，顯示在國民小學校園閒置空間永續發展評估中是重要依據。

此研究結果與陳桂蘭（2007）之研究相似，該研究臺北縣國光國小校園閒

置空間再利用的建議中提到永續原則，包括教室方位應考量東西向日照問

題；符合永續健康的建築空間；注意音、光、熱、空氣、綠化、透水性等

永續環境指標。從學校的使用主體是學生而言，校園閒置空間再利用必須

考量學生健康，而政府在學生健康方面的法令限制及政策規章非常完備，

在有關永續校園環境的評估要點中，也都提到對健康環境的評估，其重要

性與本研究結果相符。 

    生態保育指標的三個評估因子都在整體權重排名前 10 名內，同為國

民小學校園閒置空間永續發展評估的參考重點。此研究結果之前教育部所

推動的國民中小學老舊校舍整建作業規範中，有關永續校園推展計畫施作

項目選擇中的施作方式有相似處，其中透水鋪面、多層次生態綠化，包括

原生種植栽、多層次植栽、立體綠化、種植本土誘鳥蝶之植物等與本評估

因子保水設施、生物多樣性、生態綠化技術做法相似。因此永續校園為校

園閒置空間再利用打下永續發展的基礎，室外的校園閒置空間的再利用很

適合以生態指標為新機能評估，對落實環境教育永續發展的理念有很大幫

助，故其重要性與本研究結果相符。 

    環境面在上述排名中還有另一重要評估因子－基地開發之干擾及衝

擊，從永續環境觀點，對校園閒置空間再利用評估過程，必須考量對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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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產生的影響，比如環境承載量的限制、水文破壞程度、土壤影響等，

審慎評估再利用用途，避免再利用造成第二次過度開發，失去永續發展之

精神。以上為環境面中專家學者們認為較重要的評估因子。 

    除此之外，社會面的評估因子只有一個－提供學習機會程度的權重超

過 4%，也就是從永續發展的評估角度來看，校園閒置空間再利用能否對

社會文化的提升程度與提供社區居民學習場所要優先考量，與前述文獻探

討的各國案例與文建會所推動的目的，都強調擴充新機能、滿足新對象的

需求，有相同的結果。 

    經濟面的評估因子有二個－校舍文化價值和材料永續性的權重超過

4%，也就是從永續發展的評估角度看來，校園閒置空間再利用在價值效益

指標上要考量校舍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價值，與前述文獻提到文建會對古

蹟、歷史建築與舊建築的再利用對史實性的保存有著有異曲同工之妙，同

樣都是考量閒置空間本身所具有的歷史意義，透過再利用保存學校所走過

的歷史軌跡及凝聚校友的回憶與情感；另一為綠色消費要考量材料永續

性，閒置空間再利用可能會需要裝修空間、添購新器材，若能採用具有綠

色標章的建材或是生物製品的材料，不僅可減低對環境所帶來的汙染，也

可提供節能減碳的教學示範展示。 

 （二）所有評估因子之整體（global）權重低於 2%，分別為： 

   1、2-2-3 周圍道路狀況（g：1.1%）：空間再利用後校園周圍道路交通

狀況，如：道路的寬度和開發使用狀況，對交通環境品質的影響。 

   2、2-2-1 公共設施建設之結合（g：1.4%）：校園周圍地區所擁有的公

共設施對未來再利用計畫所能提供的資源。 

   3、3-1-2 校舍屋齡（g：1.5%）：校舍建築物本身使用的年限或興建的

起始時間來考量校舍保存程度對未來空間再利用計畫的影響。 

   4、2-1-5 學校負責的單位（g：1.5%）：學校中設有專責單位或委員會

參與規劃，以及管理再利用後空間的使用狀況和維護保養。 

   5、2-2-2 地方產業結合（g：1.6%）：未來空間再利用計畫與地方特殊

產業的結合，對地方產業的經濟發展或觀光發展所帶來的附加價值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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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6 公部門配合事項（g：1.6%）：由政府單位來提倡或協助，對

再利用計畫有助獲得必要的資源。 

   7、3-1-3 校舍構造型式（g：1.7%）：校舍建築物原本的構造型式，對

於未來再利用所需修繕費用、損壞率、增建的可行性、消防安檢及

未來使用機能上的限制。 

   8、2-1-3 專家諮詢與指導（g：1.7%）：採用具經驗的專家提供空間再

利用相關問題的諮詢與指導。 

    上述評估因子之中周圍道路狀況、公共設施建設之結合、地方產業結

合歸為社區發展指標；學校負責的單位、公部門配合事項、專家諮詢與指

導歸為永續經營；這六個都屬於社會面下的評估因子，因此從永續發展的

三個層面來看，社會面的權重值偏低，顯示其重要性在評估校園閒置空間

永續發展上被認為較不重要。 

    其中社區發展指標的三個評估因子都在整體權重排名後 5 名內，其中

公共設施建設之結合和周圍道路狀況兩者權重相加，其重要性僅占整體

2.5%，探究此研究結果之可能原因，係本研究是以學校為範疇，不包含整

併或廢棄學校，所以學校周遭的公共設施建設或道路狀況對再利用的評估

影響較小，所以專家學者們可與的權重值偏低。但地方產業結合之重要性

僅占整體 1.6%，可說是偏低，這部分與前述文獻探討有不一樣的結果，教

育部的校園閒置空間計畫包括與社區產業結合發展特色學校，比如彰化縣

的原斗國小、宜蘭縣的南安國中，成功的將再利用用途與地方產業文化脈

絡相結合，其中巫志城（2008）、吳國碩（2005）和洪愫璜（2002）等人

的研究也強調閒置空間與地方產業之間的關係。探究此研究結果可能原因

為過去學校採封閉式管理，與周遭社區的互動較少，雖目前有愈來愈多的

學校利用觀光或地方的經濟效益來發展學校特色，但尚未成潮流，所以其

重要性與前述文獻探討有不同結果。 

    永續經營指標的下有三個評估因子都在上述排名中，其中學校負責的

單位是希望學校設立專責單位能夠管理再利用後空間的使用狀況和維護

保養，在文獻探討中得知營運單位會影響空間後續的經營管理與相關人力

編制，最後能夠設立常設性的組織，但本研究結果發現其重要性不如預

期，或許從學校角度而言，主要負責管理教室的已經有總務處了，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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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再另設專責單位來管理閒置空間，其必要可能不大，所以從整體權重

來看也較低。再者，公部門配合事項和文獻探討有比較大的出入，因近年

來校園改造陸續推行了一系列活動，很多學校配合相關政策進行校園的活

化與更新，讓許多學校校園煥然一新，而且還能得到政府的相關經費補

助，提供改造過程所需要的資源。但本研究結果卻顯示，其重要性不如文

獻探討時所強調的重要，這點是比較特別之處。最後則是專家諮詢與指導

的探討，文建會所推動的閒置空間再利用為新用途時，涉及到建築師的對

於空間的設計能力，尤其是老舊建築本身的結構能否符應現代化的功能，

有經驗的專家常能提供具體且切合實際可行的意見，但本研究結果看來，

或許是學校對於空間再利用多是教師與行政人員共同開會討論決定，建築

師只是按照學校意思來進行，並非徵詢的角色，故重要性不高。唯研究者

認為適時採用具經驗的專家提供相關問題的諮詢與指導有其必要性，對於

專長並非建築的學校人員而言，可彌補專業上的不足。 

    經濟面下有兩個評估因子被視為較不重要，都是屬於價值效益指標，

其一為校舍屋齡，指校舍建築物本身使用的年限或興建的起始時間來考量

校舍保存程度，這點與廖慧萍（2003）和洪愫璜（2002）的研究有不一樣

的結果。從永續發展的角度而言，閒置空間再利用可節省興建一棟建築物

所需要的資源，但對於建築物屋齡過長可能出現結構安全性的問題時，就

必須謹慎評估是否能夠再利用，而本研究結果卻顯示校舍屋齡重要性不

高，探究可能原因是本研究針對的是局部性的校園閒置空間，並非整棟建

築物做評估，故影響性較小。另一為校舍構造型式，也就是校舍建築物本

身的構造型式，若要再利用可能需要的修繕費用、或增建的可能性，是否

損壞過於嚴重等影響未來使用機能上的限制，此種評估是需要具有建築專

業的素養，但對學校而言，比較不容易判斷，故重要性就相對來的低。 

    總結上述，以永續發展評估指標架構來審視校園閒置空間再利用發

現，環境面的重要性最高，包括環境規劃、健康環境和生態保育等指標都

保有過去永續校園所留下的基礎，可繼續作為永續環境預期所要達到的功

能，而社會面相對之下顯得重要性較低，但從整個社會結構的轉變來看，

學校與社區之間的互動將會日益密切，因此不可輕忽評估的重要性；最後

經濟面的價值效益有關校舍文化價值、設備需求和維護可行性、使用率等

較為重要，而綠色消費強調不過度的使用資源，都是永續經濟所注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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