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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學校教育設施的狀況、品質和教育適切性(educational adequacy)，會影響學生

健康、舒適和表現、教師的態度和人事異動率(湯志民，2006；廖文靜，2011；

Baker, & Bernstein, 2012; Blackmore, Bateman, Loughlin, O’Mara, & Aranda, 2011; 
Earthman, & Lemasters, 2011; Vandiver, 2011)，Gibson(2012)的研究也證實，中小

學較新的學校設施與較高的學生成就有關。因此，更新與改善校園建築和設施品

質，為孩子們創造一個可以快樂學習與成長的優質校園環境，是所有教育人員的

共同努力的目標。 
近十幾年美、英、歐洲、澳洲和許多開發國家有顯著的進展，以更前瞻的眼

光興建21世紀的學校建築。例如美國，約有1萬所公立中小學(含幼兒園)，5,550
萬名中小學生，全美學區經管的校地超過100萬英畝(40.5萬公頃)，公立中小學校

舍建築面積約66億平方英尺(約6.1314億平方公尺) (Building Educational Success 
Together [B.E.S.T.], 2011)，2010年3月Obama總統的「教育藍皮書」直指學校設

施的安全和健康狀況，是改善學校學習環境的重要因素(Chan & Dishman, 2011)。
美國用於高中、初中和小學的新建學校、增建和整建校舍的經費相當龐大，

1995-2012年，17年之間總計超過2970億美元，其中將近1670億美元用以興建新

學校，將近700億美元為原校增建新空間，有560億美元用以整修現有建築。

2000-2008年是投資興建學校建築經費的高峰期，平均每年超過200億美元，2009
年降為164億美元，2010年145億美元，2011年持續降至124億美元，但至2012年
仍有100億美元之多(Moore, Enderle, Reedy, & Abramson (Eds.), 2012)。 

美國加州，有1萬所學校和6百萬名學生，過去13年來，加州投票通過投資350
億美元，新建上百所學校並使上千所學校現代化，為上百萬學子改善學習環境，

使之有優質與節能的學校設施。該州教育廳公立教學局長Torlakson即言：「我們

不能讓下一代的學生在「過去遺跡」(relics of the past)的學校中受教育」，帶領

90人以上的團隊，包括學校代表、建築公司、大學、營建管理組織、營造協會、

能源公司和企業界等，籌劃「未來學校」(the Schools of the Future, SOTF)，團隊

任務在督導學校規劃、設計、資金和節能，並提出未來學校二項重點政策範疇：

(1)州學校設施方案的改革，(2)設計高成效與綠色學校，以符應21世紀學生之需

求；以及未來學校八項政策：(1)設計的教育影響，(2)校地選擇和社區影響，(3)
現代化(modernization)，(4)創立和經營，(5)高效率學校(high efficiency schools)，
(6)更新能源，(7)太陽能格柵學校(grid neutral schools)，(8)高成效學校的經費

(Torlakson, 2011a)，並以「偉大的學校藍圖」(A Blueprint for Great Schools)作為

行動基礎，其八項政策之一「設施興建與改革」(facilities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在使學區能從事更有效能和效率的設施興建與重新設計，並使之朝向能源自足

(Torlakson, 2011b)。 
英國教育和職業部(The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 DfES)自 1996/97

年起 10 年投資 340 億英鎊，以營造「優質建築、優質設計、優質教育」(Better 
buildings better design better education)(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 2007)；
2003 年至 2010/11 年針對中學辦理「興建未來學校」(Building Schools for the 
Future, BSF)方案，一所新建學校要價 2 千萬英鎊，投資經費從 2007/08 年 64 億

英鎊增至 2010/11 年的 82 億英鎊，目的皆在確保學生擁有符合 21 世紀標準優質

的學習環境(PriceweaterhouseCoopers, 2008)。自 2006 年 3 月起 15 年之間推動另

一方案讓 1 萬所小學(50%)重建、整修或翻新，粗估每所小學 70 萬英鎊，2008
至 2009 年投資 1.5 億英鎊，2009 至 2010 年增至 5 億英鎊，整個方案將投資 80
億英鎊(The Education and Skills Committee, 2007)。 

臺灣，對於校園環境相關理論和實務的研究推展不遺餘力。1986 年，中華

民國學校建築研究學會成立，每年皆出版年刊大力推展學校建築和校園規劃新觀

念，迄今已逾 25 年，奠定臺灣優質校園營造的理論基礎。1989 年，宜蘭縣是臺

灣第一個縣市以長年性、有計畫、整體的實施校園規劃和更新，最具成效的典範；

1995 年起，從臺北市中小學開始有計畫的建置校園無障礙環境；1996 年，臺北

縣市率先規劃班群式開放空間小學；2000 年起，因應九二一地震對校園重創的

變局，教育部推展新校園運動；2001 年之後，綠建築、永續校園逐漸成為學校

建築重鎮，教育部繼而推展「友善校園」、「健康校園」、「校園活化」、「閒置空間

再利用」以及「特色學校」。2003 年起，舉辦｢InnoSchool 全國學校經營創新獎｣，

其中一組為「校園環境美化」。2005 年，臺北市率先辦理優質學校及校園營造

評選；2010 年，新北市也推展卓越學校及環境營造評選。 
在營造優質校園上亦投資龐大經費，教育部 1970 年起，訂定多期「發展與

改進國民教育計畫」，冀期改善國中小各項教學設施，1993-1994 年每年編列新

臺幣 200 多億元，1995-2000 年每年編列新臺幣 100 多億元；1996 年起推動「教

育優先區計畫」，以改善文化不利地區教育條件；1998 年至 2007 年度推動「降

低國民中小學班級學生人數計畫」，補助地方政府降低班級學生人數所需的硬體

建築和人事經費；2006 至 2008 年國民中小學老舊校舍整建計畫，總計投入 172
億元整建國中小 356 校 7,615 間教室。2009 至 2012 年提報特別預算國中小增列

拆除重建經費 100 億元，耐震評估與補強經費為 116 億元，加速 25 縣市老舊校

舍，計 228 校 4,576 間教室的重建工作(教育部，2009a)。高中職部分，2006-2008
年老舊危險校舍整建，計約執行 66 億元，改建 53 校約 1,512 間教室；2009 至

2012 年老舊危險校舍整建計 182 億元，其中拆除重建 11 校 275 間老舊校舍，重

建經費 115.35 億元，另有耐震評估與補強經費 66.65 億元(教育部，2009b)。2002
年至 2009 年，教育部投入永續校園改造計畫經費超過 8 億元；2006 年敎育部實

施｢優質高中輔助計畫｣，2007 年起繼而推展高中職優質化輔助方案，斥資新臺

幣數十億元。2009 年「建置中小學優質化均等數位教育環境計畫」、2010 年「2010



創造公平數位機會白皮書」，積極增建與擴充學校資訊科技，建置數位學習環境。

1999 年，25 個縣市的中小學全部連上臺灣學術網路(TANet)，2005～2008 年完

成全國國中小電腦教室設備更新，至 2009 年底各縣市已達到班班可上網，並完

成全國國中小建置「多功能 e 化數位教室」和「多功能 e 化專科教室」的建置(教
育部，2009c、2010；教育部電子計算機中心，2009 年 4 月 10 日)。2011 年，教

育部推出「教育雲」計畫，擬以 2.45 億元經費，打造符合雲端運算之教學系統，

將使臺灣的數位學習進入雲端時代(教育部，2011)。2007 至 2009 年推動活化空

間發展特色學校計畫，補助 323 個方案，總金額 1 億 5 仟萬元，獲補助學校結合

地區性特色環境，產業文化、山川景觀、自然生態、人文遺產等資源，逐步發展

出學校特色，並帶動國內在地遊學風潮(教育部國民教育司，2009 年 6 月 18 日)。
2012 年教育部擬提供國中小 120 校計 3750 萬元，推動整合空間資源與發展特色

學校(第二階段第三年實施計畫)(教育部國民教育司，2011)。 
臺北市於 2005 年起，全力推展優質校園營造，同時推動優質化工程，每校

約 1500~3000 萬，2005-2010 年整體改善高中職和國中小學 69 校校園環境，計

投資 30 億 6000 萬元(康宗虎，2009)。桃園縣，推動老舊學校更新中程計畫，自

2001 年執行至今，動支經費已超過 20 億，整建縣內老舊校舍達 30 校之多(桃園

縣政府教育處，2010)。還有，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推展活化校園、特色學校和卓

越學校，宜蘭縣中小學校園建築轉型樹立臺灣的典範，南投縣和臺中市九二一地

震校園重建推動新校園運動，高雄市政府和嘉義縣政府教育處推展空間美學，基

隆市政府教育處推展創意空間和優質校園等等，使校園環境品質和教育效能大幅

提升。 
總之，臺灣的學校建築經歷百年的發展，從日據時代紅磚黑瓦軍營式校舍的

濫觴，1960 年代標準化校舍的興建，1970 年代學校建築的更新，1980 年代新學

校建築的萌芽，1990 年代學校建築的轉型，2000 年代優質新校園的推展迄今，

經過標準化校舍、無圍牆學校、無障礙環境、開放空間、班群教室、學科教室、

古蹟共構、文化情境、新校園運動、綠色學校、綠建築、永續校園、友善校園、

健康校園、公共藝術、資訊科技、耐震設計、創意校園、性別空間、空間美學、

校園活化、閒置空間再利用、優質化工程和優質校園營造等，使臺灣的學校建築

產生令人振奮的新風貌，開創學校建築發展的新紀元。學校建築與校園規劃受到

政治、社會運動、新科技和趨勢的影響，企圖學習得更好的意識抬頭，興建優質

學校必須能不斷地轉換和適應新的理念(Baker, 2012)。就臺灣而言，少子化的影

響、高齡化的社會、多文化的教育、系統化的流程、生態化的環境、科技化的發

展、優質化的投資等社會環境脈絡，會影響未來十年臺灣的校園規劃(湯志民，

2011)。展望未來校園規劃，擬就未來校園規劃的概念、未來校園的趨向分析、

未來校園的規劃實例等三部分，分別探討說明。提筆倉促，疏漏在所難免，敬請

方家不吝賜教。 
 
二、未來校園規劃的概念 



(一)未來的基本概念 
「未來」(future)是將到而尚未到的時間，也是一種期待的情境，尤其是對成

長、進展和發展的關切(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2006)。根據吳澤炎、黃秋耘和劉葉秋(1988)《辭源》的解釋，「未來」泛指現在

以後的時間，首見於《魏書釋老志》：「凡其經旨，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

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歷三世，識神嘗不滅。」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歸

心》：「凡夫蒙蔽，不見未來，故言彼生，與今非一體耳。」亦即，從時間是線

性的角度來說，未來在時間線上表示將要發生的那部分，也就是說，在時空上表

示尚未發生的事的那部分(維基百科，2007)。陳瑞貴(2007)對「未來」有更深入

的詮釋： 
 

一般吾人認知上的「未來」(future) 指的是「尚未發生的全部」。

它包含了所有的可能。也可以視之為「所有可能的明天的組合」。

所以假設「當下」叫做「現在」(now)，那麼「未來」(future) 就

是所有潛在的或可能的現在」。 

 

對於「未來思考」(futures thinking)，OECD (2007)認為是在反映下一個10、
15、20或更多年的基本的變遷；未來本是不可預測的，但任何人－包括教育決策

者和管理者－需要計畫並將未來列入考量。 
 

(二)未來校園規劃的涵義 

校園，狹義言之，僅指學校庭園；廣義言之，涵蓋學校內廣闊的實質領域，

包括校舍、庭園、運動場地及其附屬設施(湯志民，2006)。 
何謂「未來校園」(the campus of the future)？可從下列學者專家對未來學校

及相關概念的界定與說明，知其梗概： 
Townsend, Clarke 和 Ainscow(1999)曾列舉第三千禧年學校(third millennium 

schools)變遷之特徵，或許可做為參考：(1)民眾透過多元管道可做一天二十四小

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學習，其中一些管道為學校；(2)學校提供限定的課程

集中在讀寫算能力、一般技術與職業技能。(3)聘請教師為使教學符應學習者的

需求。(4)學校是一個學習型社區，每個人（學生、教師、父母、行政人員）因

情境不同既是學習者也是教師。(5)資訊的取得依學習者能力與興趣，習得基本

技能之後資訊有很大地改變。(6)學校一如我們所知，在形式與功能上已產生巨

變，甚至已被取代。(7)社區負起教育學生與成人的責任。工商業將積極參與學

校的發展。(8)若所有學生能具有工作本身所需技能，並能適應快速變遷的工作

與社經環境，學校才算成功。(9)正式教育機構是「市場」力的主體。Townsend
等人並強調第三千禧年學校可能與我們現有的學校全然不同，而學校的重建應能

發展第三千禧年的技能，包括讀寫算能力、技術能力、溝通能力和觀念轉換

(exchange of ideas)、文化意識和鑑賞(awareness and appreciation of cultures)、願景



和開放心胸(vision and open mindedness)、發展潛力和創業力、批判思考能力和適

應力﹑團隊工作和社區服務﹑個人選擇的意識(awareness of one's choices)、對個

人和社區成長的承諾(commitment)和領導才能。Townsend 和 Otero(1999)更詳細

的分析第三千禧年學校所強調的重點，包括：(1)使用科技，而不是與科技競爭；

(2)發展地區性、全國性與全球性的合作學習(collaborative learning)；(3)對個體的

再度重視；(4)接受多元智慧，為其而教學；(5)重視歷程技巧(process skills)而非

特定內容知識，重視高層次技能而非事實；(6)接受終身學習(lifelong learning)，
為其而教學；(7)發展學習型社區(learning communities)而不是學習者社區

( communities of  learners )。 
Chaves(2007)認為「未來學校」是一個在知識經濟時代，可以教育我們孩子、

以及教育我們的學校。「未來學校」是全新的，不全然因為科技，而是由全新的

教育視野、全新的學習認知與各種創新的互動教學，構成它的基石。 
著名的未來趨勢大師 Toffler 預測「未來學校」為：(1)每天開放 24 小時；(2)

定作的教育經驗(customized educational experience )；(3)小孩子不同時間到校；(4)
學生於不同的年紀開始正式的教育；(5)課程跨學科統整(Curriculum is integrated 
across disciplines)；(6)無教師與教師一起工作(Nonteachers work with teachers )；
(7)教師在學校和企業界中輪替工作；(8)當地企業在校內有辦公室；(9)委辦學校

數量增加(Increased number of charter schools) (引自 Daly, 2007)。 
微軟 Gates 說，未來學校的定義是：在教學環境中，導入資訊化、數位化、

無線化，打破教室的固有疆界，從中激發更高的學習熱忱(引自楊方儒，2009)。 
吳清山和林天祐(2010)：未來學校(school of the future)係指能夠支持學生自

我學習、發現問題，以及建立解決問題能力的一種學校學習環境(第 44 頁)。 
綜上，學者專家對於未來學校多從時代變遷特徵的觀點來說明，也有從教學

和學習典範的改變來申述，然而不外乎冀期比現在更進步、更理想，更能符應社

會變遷需求的學校教育環境，因此「未來校園」(the campus of the future)可說是

比現在更進步、更理想，更能符應社會變遷需求的學校教育環境；未來校園規劃

(campus planning for the future)係以教育、建築和環境的新觀念，使校地、校舍、

校園、運動場與附屬設施所建構的學校教育環境，能比現在更進步、更理想，更

能符應社會變遷需求之歷程(湯志民，2012)。 
 
 
三、未來校園的趨向分析 

未來校園規劃，可從學者專家之研究、國內外優質校園指標、優良校園建築

評選標準和未來學校建築等重要發展趨勢，知其梗概，茲就其犖犖大者臚列要述

如下： 
1.湯志民( 2001)提出學校空間革新趨向︰(1)文化藝術的環境；(2)人性化生

活空間；(3)教學中心的學校；(4)兩性平等的校園；(5)現代化科技資訊；(6)無障

礙校園環境；(7)學校與社區融合。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3&cad=rja&ved=0CFUQFjAC&url=http%3A%2F%2Fwww.slideshare.net%2Fmkconway%2Fcampus-design-of-the-future&ei=5Q4tUP2vHbHGmQWhw4HICA&usg=AFQjCNHlk78u-d5vtlSz9wnk3tzG64-V5Q&sig2=72dZn7Xl-2MCUpViug3FEg


2.湯志民(2006)學校建築規畫的重要發展趨勢︰整體化、教育化、生活化、

人性化、開放化、彈性化、多樣化、現代化和社區化｡ 
3.湯志民(2008)未來學校建築的規劃有 7 個趨向：(1)建築內涵人文化；(2)

建築設備科技化；(3)建築環境生態化；(4)建築系統自動化；(5)建築營運複合化；

(6)建築空間彈性化；(7)建築設計數位化。 
4.湯志民(2010)提出學校建築與規劃有8個新趨勢：(1)學校建築內涵人文化；

(2)學校建築設備科技化；(3)學校建築環境生態化；(4)學校建築空間彈性化；(5)
學校建築系統自動化；(6)學校建築營運複合化；(7)學校建築設計數位化；(8)學
校建築更新優質化。 

5.湯志民(2012)提出未來校園規劃有 8 個趨勢：(1)環境內涵人文化；(2)學校

設備科技化；(3)學校環境生態化；(4)校園空間彈性化；(5)建築系統智能化；(6)
營運管理複合化；(7)規劃設計數位化；(8)設施更新優質化。 

6.湯志民(2009)提出優質學校「校園營造」新指標，包括 16 項具體指標： 
(1)安全校園：規劃安全的學校環境設施、建立安維的資源整合機制； 
(2)健康校園：設置健康的體能活動設施、提供舒適的生活休憩環境； 
(3)人文校園：形塑人文的學校建築風格、傳承本土的敎育文化特色； 
(4)藝術校園：設置藝術的校園環境設施、營造校園的美感敎育情境； 
(5)自然校園：建構自然的綠色建築環境、建置永續校園的教育情境； 
(6)科技校園：建置科技的學校環境設備、建立校園的資訊管理系統； 
(7)學習校園：提供學生可操作學習資源、建置便利的學習環境設備； 
(8)生活校園：佈置優良的飲食互動環境、提供學生多樣的活動設施。 

7.張宗堯和李志民(主編)(2008)根據各國學校建築的發展與動向，提出新型

學校建築的特徵：(1)具有滿足各種學習活動開展的學習空間；(2)創造具有生活

情趣的學校環境(包括豐富多彩的感觀、時代感、地方特色、文化內涵)；(3)面向

社區開放的場所；(4)利用現代化教學手段增強學校建築的性能(包括智能化建築、

辦公室自動化、健康、安全、節能等)。 
8. DeJong(2007)提出學校設施規劃的 10 個趨勢：(1)學生數減少；(2)超越生

命不讓任何孩子落後(life beyond leave no child behind)；(3)隨時隨地學習(any 
place, any time learning)；(4)彈性建築(flexible buildings)；(5)全球的聚焦；(6)現
代化民主；(7)綠建築/永續性(green buildings/sustainability)；(8)地理資訊系統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s)；(9)安全和保全；(10)更新、現代化和替換

(renovations, modernizations, and replacements)。 
9.美國教育部(th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創設的 ｢全國敎育設施資訊

交換所｣(the National Clearinghouse for Educational Facilities, NCEF)贊助 Bingler, 
Quinn 和 Sullivan (2003)研究｢學校是社區中心：市民規畫設計指引｣(Schools as 
Centers of Community: A Citizen's Guide for Planning and Design)一書，提出 6 項設

計原則，此原則已受到美國建築師協會(AIA)，國際教育設施規畫人員顧問委員

會(CEFPI)、二十一世紀都市教育設施(Urban Educational Faciliti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UEF21)、以及全美退休人員協會(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 AARP)等 6 個團體的簽署背書。美國首屆的｢2000 年學校興建新

聞和設計分享獎｣(School Construction News & Design Share Awards 2000)，獎勵標

準即採用學校作為社區中心的設計原則，該設計原則預測三種情況：學習是終身

的歷程、設計是不斷演變和資源是有限的(learning is a lifelong process, design is 
always evolving, and resources are limited)；因此，學習環境應設計作為：(1)增進

敎學與學習符合學習者的需求：包括遵循學習科學中的研究，讓學生動手做而非

只是接收，讓學生以創造取代再創造，讓學生解決問題，合作、方案本位和跨學

科間的學習，強調每個學生的學習風格、多元智慧和特殊需求，學校建築是學習

的重要工具，增速物質環境對學生成就影響的研究等 8 項；(2)作為社區中心：

包括鼓勵課後、晚上以及假日時間的社區使用，作為終身學習與訓練的中心，提

供社區休閒、娛樂以及維護健康的需求，增加大眾可進入的通信科技，促進家長

與社會參與，支持職員工的專業與參與，反應公共建築的高尚特性(the noble 
character) 等 7 項；(3)規畫歷程應讓所有利害關係人參與：包括教育人員、家長、

學生、社區利害關係人(community stakeholder)，尊重不同的年齡、文化和性別，

規畫歷程要有足夠時間與資源等 6 項；(4)提供健康、安全和保全：包括引人注

目的設計和維護良好的設施，適當的學校和教室人數，符合所有安全與環境法規，

保持健康的室內環境，減少被遮蔽以及照明不足的地方，仔細設計交通方式等 6
項；(5)有效利用所有可用資源：包括使物質環境對學習的有最大的影響，建築

和景觀應作為｢三度空間的教科書｣(three dimensional textbooks)，社區資源的最大

運用，鼓勵學習/工作地點接合，重複使用現有設施以保護自然與歷史環境，使

文化差異有最大的優勢，使能源資源有最大的運用，提供廣泛的科技運用，採有

限度的設計(design within limits)讓後代可以維護等 9 項；(6)考慮到變遷需求的彈

性與適應性：包括有前瞻性的考量(allow for what we do not yet know)，彈性設計

和可適應新環境的系統，至少每隔 5 年評估主體計畫和教育計畫說明書，隨著科

技的快速擴張而計畫等 4 項(Lackney, 2001)｡ 
10.美國教育設施規劃委員會(Council of Educational Facility Planners 

International, CEFPI)、環境保護署(the U.S.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美

國建築師學會(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及超過 20 個機構共同辦理的學

校建築週(School Building Week)，讓中學生參與規劃設計學校，2010 年 4 月 26-30
日的學校建築週舉辦「未來學校設計競賽」(School of the Future Design 
Competition)，挑戰中學生創造設計明日的綠色學校，以增進學習、保護資源，

回應環境並融入社區(CEFPI, 2010)；2012 年舉辦未來學校設計競賽，讓大眾體

認良好規劃、健康、高成效、安全及永續學校的重要，以增進學生的成就和社區

的活力，使學校成為終身學習的永續空間(sustainable spaces for lifelong learning)，
以及社區發展未來的基石(CEFPI, 2012).。 

11.佛羅里達教育設施規劃人員協會(Florida Educational Facilities Planners’ 
Association, 2012)辦理 2012 建築展示獎，從大學、社區學院、中小學作品中選出



27 件得獎作品，評選標準為：(1)對教育課程的創新反映(innovative response to 
educational program)；(2)美學和材料的運用(aesthetics for community use)；(3)讓
社區使用的彈性(flexibility for community use)；(4)科技供應(technology provisions)；
(5)環保設計(green design)；(6)空間和擴充性的關係(relationship of spaces and 
expandability)；(7)校地發展(site development)。 

12.著名的美國學校和大學雜誌(American School & University)辦理建築檔案

(Architectural Portfolio)競賽至 2008 年已辦理 26 屆，每年參與競賽的學校和大學

設計方案有多次超過 250 件，並於 11 月號出版建築檔案(architectural portfolio)
專刊。茲列舉近幾年建築檔案相關競賽及評審優勝標準，以供參考： 

(1)2008 年，第 26 屆的建築檔案競賽評審優勝標準為︰(1)是否為良好的學

習空間(Is it a great space for learning)？符應課程、激勵感官、促進教育社群、鼓

舞使用者；(2)是否多層面的(Is it multifaceted)?品質和效率、社區使用、城鎮功能、

學生生活、適應性；(3)如何提供科技？建築自動化、學習工具；(4)是否為優良

設計? 友善的環境、情境關連、清晰標示、內外連結、明顯性、安全和保全、視

覺開闊/聽覺清靜、適當尺規/人體工學、建築是學習工具；(5)是否永續和可維護

的？有限的管理人員、納入整體設計、了解所有權人的經費等(The architectural 
portfolio: The making of champions, 2008)。  

(2)2010 年，第 28 屆的建築檔案競賽，評審關心的因素包括永續性、維護

性、規劃靈活性、願景達成、社區使用和統整，整體上評審優勝標準為︰(1)功
能，校園建築啟用數年仍具功能；(2)節約，含生命週期經費、營運和未來支出；

(3)特色，設計應將校園建築帶入生活，創造興奮和興趣，並涵蓋藝術；(4)激勵

學習，從學生開始；(5)彈性，認知教學會改變；(6)平衡，設計應平衡(Brosnan, 
Minnich, Richardson, & Stein, 2010)。 

(3)2011 年，第 29 屆的建築檔案競賽，評審優勝標準為︰(1)永續性/晝光；

(2)安全；(3)透明度；(4)彈性；(5)適應性；(6)社區連結；此外，校園設施應能：

(1)以建築為師；(2)成功地形塑能源成效；(3)具鼓舞力；(4)提升場所的個殊性；

(5)有效率的使用空間；(6)成為生活實驗地；(7)與自然連結並增進室內外的學習

關係(Dale, Hutton, & O’Brien, 2011)。 
(4)2011年，另舉辦的教育內部裝修競賽，評審優勝標準為︰(1)安全/保全，

學校要重視安全和保全，應納入感應器、鎖、警報等科技；(2)永續性，環境能

否導入永續行為？建材、使用和省錢上應考量綠色環保；(3)任務和目的，氣氛

應有助於學校任務和目的；(4)平衡，設計應有吸引力而不致使人分心；(5)連結

社區，社區與學校應有利害關係；(6)功能性/彈性，設計應反映課程需求；(7)科
技，科技應滿足課程需求，並使學生從環境中學習；(8)創新/創造解答，空間應

能使學生和老師擁有設施使用權(Brown, Diehl, & Woodard, 2011)。 

13.英國敎育和職業部(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 2004)說明現在和

未來學校建築設計的主要變遷趨向︰(1)敎育的發展(如有效能敎師專業知識的延



伸，以及激勵學生更有成就的需求)；(2)改變敎室環境的組織(如使班級規模能在

一個空間中有效的進行敎學)；(3)資訊和通訊科技的發展；(4)回歸主流學校融合

更多學生的特敎需求；(5)增進學校建築的社區使用；(6)彈性和適應性的需求；

(7)建築科技的發展；(8)建築發展和興建的永續性。 
14.英國「興建未來學校」(BSF)設計品質指標(The Design Quality Indicator, 

DQI)有 3 項標準：(1)功能性：學校建築要全面無障礙，有教學和非教學活動的

空間，並能適應變遷的需求；(2)建造品質：學校建築要耐用，機械空調(冷暖氣)
的設計需求降至最低，裝修、結構和工程系統應有良好的統整，並運用永續建材

和系統；(3)影響：學校建築設置地點要好並有特徵和創意，形式和建材要精細，

設施應容納愉悅的動線空間、公共區域和自然的光線(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rogramme, 2008)。Patel(2004, 26 May)特別介紹「興建未來學校」( BSF)方案的

重點：(1)未來學校建築在增進教學和學習，並有助於提高建築標準；(2)彈性和

適應性；(3)社交空間/非正式學習區；(4)鼓舞人心的建築；(5)融合性設計；(6)
舒適/永續設計。 

15.英國兒童、學校和家庭部(Department for Children, Schools, and Families, 
2009)為符應英國政府2020年的目標，讓英國成為全世界最適於孩子成長的地方，

特針對回歸主流學校(mainstream schools)和特殊教育學校(special schools)的行動

不便兒童和特殊教育兒童需求，提出「學校融合教育設計原則」(inclusive design 
principles for schools)包括：(1)知覺體察；(2)增進學習；(3)彈性和適應性；(4)健
康和舒適；(5)安全和保全；(6)永續性。 

16.經濟合作暨開發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 1995）實施教育建築方案（The Programme on Educational 
Building）20 多年，希望確保過去和未來的投資能獲致最大的教育效益，使建築

和設備的設計有效能，規畫和管理有效率，以增進教育設施的適切性和教育品質。

美國建築師協會的教育建築委員會（Committee on Architecture for Education）在

《教育設施》(Educational Facilities)一書中，選介美、加 101 所優良學校（其中

有 24 校得過獎），採用經濟合作暨開發組織的教育建築方案「今日和明日的學校」

（Schools for Today and Tomorrow）的指標並增加二項，包括（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 [AIA], 2002）： 

(1)反映革新課程的優質設計。 
(2)敏於周遭的環境和文化脈絡。 
(3)有效的貢獻於當地都市和（或）鄉下的課題。 
(4)具有想像力的校地運用。 
(5)考慮維護經費。 
(6)能源效率。 
(7)獨特而有效的空間運用。 
(8)具有想像力的現有建築再運用。 
(9)反映革新課程的優質設計。 
(10)為學習科技的革新設計。 



(11)支持終身學習。 
(12)與社區共生（symbiosis with community）。 
(13)與工商界共創夥伴關係。 
(14)學習的場所。 

17.美國建築師協會(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AIA, 2005)指出，有 40 位

建築師在拉斯維加斯(Las Vegas)開工作坊，探討 21 世紀學校的特徵，他們分成 7
工作組，在 21 世紀學校方面，與會者寫下最重要的 3 項特徵，結果｢社區｣是 7
組中都會提到且最為重要的特徵，｢永續性｣和｢科技｣各列 5 次，｢安全｣、｢多目

的/夥伴關係｣各列 4 次，亦即 70%以上的意見確認 21 世紀學校最重要的特徵是｢

社區｣、｢永續性｣、｢科技｣、｢安全｣和｢多目的/夥伴關係｣｡ 
18.赫爾曼米勒機構(Herman Miller, Inc., 2008)認為大學校園正在變遷中，「學

習大學運動」(the learning college movement)重新認知環境對學習得影響，許多大

學改變他們的典範取向，從傳統的教學典範到學習典範，即讓學生在環境中產生

學習。隨著教育本質本身的變遷，很清楚的新的思考方式、新的合作形式，校園

生活的新取向是有必要的。當我們有機會新建或整修教學空間時，校園領導者必

須對傳統取向重新思考，並能容納完全不同的教育景觀，同樣的建築師也要經歷

學習空間設計典範的轉換。至於，高等教育領導者對於理想的學習環境應考慮基

本的特徵有：(1)彈性；(2)科技；(3)舒適的學習情境；(4)展開潛能；(5)可及性；

(6)支持多元訊息流動；(7)學生參與；(8)專業發展機會；(9)共有的歸屬感。 
19.Tanner和Lackney(2006)提出影響學習環境設計的教育建築趨勢，主要包

括：(1)規劃學校成為鄰里規模的社區學習中心；(2)以家庭作為學校的模型；(3)
設計安全的學校；(4)群聚學習區；(5)提供分享教學資源的空間；(6)設計多樣的

學習團體和空間；(7)提供資源豐富界定清晰的活動袋小區(activity pockets)；(8)
提供每位學習者班級基地(home base)；(9)鼓勵去集中化行政空間(Decentralizing 
administrative space)的教育領導；(10)創造私密空間；(11)組構虛擬和物質學習空

間；(12)設計空間注重尺度和發展需求；(12)最大化自然和全光譜採光；(13)設計

健康的建築；(14)設計適切的聲響；(15)室內外空間之間要有轉換空間；(16)建置

多樣的室外學習環境；(18)人車分道。 
20.Oblinger(2006)從學習和學習者的觀點，並融合科技，建議校園設計應轉

型為「學習空間」，其設計模式為：(1)以學習形塑空間(space shaped by learning)
－新興模式包括：1)創造教室的多元焦點，而非前臺的單一焦點；2)群聚學生，

而非讓學生排排坐；3)建置非正式的團體工作空間；4)提供可移動的家具；5)建
造可重組裝備的空間(building reconfigurable space)。(2)社交的催化空間(socially 
catalytic space)－新興模式包括：1)運用中庭、自助餐廳和窗戶讓人可以看到彼此；

2)提供可移動的家具，讓小團體可以自然的形成；3)提供無線網路；4)展示美術

品、手工藝品或研究報告。(3)將教室轉變為學習複合體(a shift from classrooms to 
learning complexes)－新興模式包：1)多元類型空間的內部連接，如個別的和團體

的空間，或正式和非正式的空間；2)群聚正式和非正式的空間，如電腦實驗室或



網咖(cybercafes)鄰近教室；3)教師辦公室鄰近學生空間；4)注意通道要連接人(link 
people)，而不只是連接門廳。(4)服務哲學( service philosophy)－新興模式包括：

1)教師辦公室鄰近學生區域；2)提供室內資訊科技支援；3)培訓職員教學法和科

技。(5)科技統整(technology integration)－新興模式包：1)提供全境無線網路；2)
運用訓練工具；3)提供團體和合作工具。(6)實驗和創新(experimentation and 
innovation)－新興模式包：1)設置實驗室附屬空間；2)在同樣的設施中布置不同

的專業以刺激創新；3)陳列美術品、手工藝品，以激勵興趣和創造力；4)運用部

分預算作科技實驗。(7)使用者投入(user involvement)－新興模式包：1)以學生在

不同類型的空間來輸入，如透過攝影調查，而非用委員會開會；2)在新設計中投

入使用者；3)建構使用者顧問會議，投入設施、資訊科技、學術事項、教師和學

生。 
參考上述學者專家和相關研究，以及優良建築評審指標等，對於未來學校、

優質校園、空間革新、建築趨勢之重點用語，大致可將未來校園規劃的重點方向，

整理分為(詳見表 1)：(1)發展趨勢：如人文化、科技化、生態化、彈性化、自動

化、複合化、數位化、優質化等；(2)境教環境：如安全校園、健康校園、人文

校園、藝術校園、自然校園、科技校園、學習校園、生活校園、三度空間的教科

書、建築是學習工具、以建築為師等；(3)特徵描述：如安全、健康、舒適、彈

性、創新、美學、科技、效率、效能、永續、環保、節能、特色、功能、多目的、

參與、無障礙、可維護、擴充性、人體工學連結社區等；(4)重點說明：可概分

為「課程」，如反映課程需求等；「學習」，如良好的學習空間、舒適的學習情境、

以學習形塑空間等；「互動」，如人性化生活空間、社交的催化空間、設計多樣

的學習團體和空間等；「文化」，如文化藝術的環境、敏於周遭的環境和文化

脈絡、提升場所的個殊性等；「社區」，如共有的歸屬感、學校與社區融合等。 
就未來校園規劃趨勢而言，以湯志民(2008、2010、2012)之研究為基礎，分

析前述相關研究。未來校園規劃主要有環境內涵人文化、學校設備科技化、學校

環境生態化、校園空間彈性化、建築系統自動化、營運管理複合化、規劃設計數

位化、設施更新優質化等8項趨勢(詳見表2)。 

 
表1：未來校園規劃的重點方向 

項目 未來校園規劃的重點方向 

發展趨勢 
整體化、教育化、人文化、人性化、生活化、開放化、彈性化、

多樣化、社區化、本土化、現代化、科技化、數位化、優質化、

生態化、自動化、智能化、複合化、 

境教環境 

安全校園、健康校園、人文校園、藝術校園、自然校園、科技

校園、學習校園、生活校園、永續校園、無障礙校園、性別平

等校園、友善的環境、教學中心學校、三度空間的教科書、建

築是學習工具、以建築為師 
特徵描述 安全、保全、健康、舒適、適應、彈性、創新、美學、科技、



效率、效能、永續、環保、節約、節能、省錢、特色、功能、

任務、目的、多目的、透明度、參與、公平、平衡、無障礙、

可及性、可維護、擴充性、激勵學習、適當尺規、人體工學、

連結社區、連結自然 

重點說明 

課程 
反映課程需求、反映革新課程的優質設計、對教育課

程的創新反映、專業發展機會、有效率的使用空間 
現代化科技資訊 

學習 
良好的學習空間、舒適的學習情境、以學習形塑空間、

將教室轉變為學習複合體、展開潛能、建置多樣的室

外學習環境、設計適切的音響 

互動 
人性化生活空間、社交的催化空間、設計多樣的學習

團體和空間、創造私密空間、室內外空間之間要有轉

換空間、支持多元訊息流動 

文化 
文化藝術的環境、敏於周遭的環境和文化脈絡、提升

場所的個殊性、成為生活實驗地 

社區 共有的歸屬感、學校與社區融合、支持終身學習、使

用者投入 
 
 
表2：未來校園規劃的趨勢分析 
校園規劃趨勢 人文化 科技化 生態化 彈性化 智能化 複合化 數位化 優質化 
湯志民( 2001) ● ●  ● ● ●  ● 
湯志民(2006) ● ● ● ● ● ● ● ● 
湯志民(2008) ● ● ● ● ● ● ●  
湯志民(2010) ● ● ● ● ● ● ● ● 
湯志民(2012) ● ● ● ● ● ● ● ● 
張宗堯和李志

民(2008) 
● ● ●  ● ●  ● 

DeJong(2007) ● ● ● ●    ● 
Bingler,  
Quinn, & 
Sullivan(2003) 

● ● ● ● ● ●  ● 

CEFPI(2012)學
校建築週 

● ● ●  ● ● ● ● 

Florida 
Educational 
Facilities 
Planners’ 

● ● ● ● ● ●  ● 



Association 
(2012) 
American 
School & 
University 

2008 ● ● ● ● ● ●  ● 
2010 ●  ● ● ●   ● 
2011 ● ● ● ● ● ●  ● 

英國「興建未來

學校」(BSF) 
● ● ● ● ● ● ● ● 

Department for 
Children, 
Schools, and 
Families(2009) 

●  ● ●    ● 

OECD(1995) ● ● ● ● ● ●  ● 
AIA(2005) ● ● ● ● ● ●  ● 
Herman Miller, 
Inc.( 2008) 

● ●  ● ● ●  ● 

Tanner和
Lackney(2006) 

●  ● ●  ●  ● 

Oblinger(2006) ● ●  ● ● ●  ● 
註：●表示該學者專家或機構，提出相同或相關之用語或概念。 
 
 
四、未來校園的規劃實例 

未來校園的規劃實例，擬就美國的第一所未來學校―費城的未來學校，英國

的未來學校和澳洲的未來學校，分別簡介，以明梗概。 
 

(一)美國的未來學校 

微軟在美國東岸的費城興建全球第一所未來學校，該校沒有粉筆、黑板，使

用互動式的平板電腦上課，還用晶片卡來點名，甚至沒有圖書館，因為所有的學

習資料都數位化了。費城的未來學校始建於 2003 年，該校由費城教育局以 6300
萬美元興建，微軟則提供免費的技術支援，負責提供人事與管理技巧，讓教職員

與學生接受數十種技能訓練，包括組織規劃、協商談判、處理模糊問題及應付人

際關係等。2006 年 9 月開始招收第一批學生 170 人，讓處於弱勢的青少年，享

受科技的進步帶來的教育創新，費城的未來學校特色如下(王嘉源，2006 年 9 月

9 日；宋東，2006；徐逸鵬，2006 年 10 月 19 日；孫蓉華，2006 年 11 月 23 日；

楊方儒，2009)： 
1.教學活動網上進行  
在這所學校內，教室像一個商業公司的會議室，學生坐在環形圓桌前上課，

大螢幕電漿電視和電子投影儀取代了黑板，學生被稱為「學習者」（learner），攜



帶筆記型電腦上課而不使用書本，也沒有紙和筆，全校都設有無線上網設施，所

有的教學活動都在網上進行。教師被稱為「教育者」（educator），不用傳統的黑

板粉筆上課，而是使用互動式平板電腦上課，上頭畫面可以隨意拉近拉遠，放

大縮小，寫字或繪圖，甚至上網。這裡沒有圖書館，而代之以虛擬的「互動學習

中心」，資料全部數位化，並由一位「多媒體專家」協助學生找資料。費城教育

局更補助每個學生家裡都有寬頻網路服務，實現視訊教學、課後諮詢、溝通等「任

何時間、任何場所」都能進行的學習環境。 
2.教材進度因人而異 
該校上課時間較晚，從上午 9 點 15 分到下午 4 點 19 分，因為上學時間晚

一點學習效果反而好。教學與普通中學一樣，以讀、寫、算為主，不同的是教與

學的方法。學生是以預約方式上課，透過老師的網路行事曆進行登錄，而不侷限

於安排固定課表。老師的授課內容則捨棄傳統課程，而改為探討「現實生活中的

問題」，由於青少年不願意坐在座位上，聽老師這麼說或那麼說，他們要求更加

主動的學習方式，更加切合實際的學習內容。為此，學校採「專題研習」（project 
and problem-based learning）的課程設計，用指定專案的小組研究報告，來驅動

學生蒐集資料、解決問題、團隊合作、口頭表達等能力。專題研習的教學，在小

學很受歡迎，但到高中，面對升學及趕課壓力，推動不易。費城未來學校大膽採

用新式教法，科技工具讓老師、學生的互動，不必限制在固定的空間、時間裡，

所以沒有趕課壓力，學生因急著解決手邊的專案問題，會主動請求老師針對不懂

的主題，給他們「講課」，課堂氣氛從被動、變成主動。此外，教師可以運用網

路針對每個學生的學習進度，隨時調整課目和教材，把新的學習軟體發送到學生

的「個人空間」裏，學生通過網路學習課程內容，完成作業，並且相互分享學習

經驗；學習的一個重要手段就是寫部落格，許多時候，學生要根據老師出的題目，

在網上查詢資料或到實地採集素材，然後把它寫成部落格，發表在網上。學生的

電腦內並裝有特別軟體，可評估他們對課程的學習進度，一旦評估過關，就可以

更深入探研課題，否則就要尋求補救措施；至於家長也可以上網追蹤孩子的學習

狀況。 
3.學校設施堪稱一流 
該校校地1.5公頃，投資金額與普通中學無異，惟微軟卻冀期建立典範工程，

讓學校有一流的硬體設施。校舍主建築地下一層，地上三層，建築大樓使用自然

採光，窗戶採用太陽能光電玻璃，為大樓提供部分電力。除了圓桌會議式的教室，

學校的餐廳像一個豪華的飯店，體育館完全可以和NBA的籃球場相媲美。每位

學生都有一張IC智慧卡，學生用卡註冊，憑卡出入學校和教室，老師能敲兩下鍵

盤就知道到每個學生的出勤率。學生用卡到餐廳用餐，學校可以追蹤學生的食譜

和每天身體消耗的卡路里熱量，隨時調整學生的健康營養。每個學生還有一個應

用先進數位科技的置物櫃，開箱的鑰匙也是這張智慧卡。 
 

(二)英國的未來學校 



英國政府的「興建未來學校」(Building Schools for the Future, BSF)方案，旨

至2020年重建或永續更新英國所有的中等學校，確保學生在21世紀設施中學習。

至 2010 年，BSF已有 123 校完成重建或永續更新並啟用，預估還有 1000 所學校

投入此一方案。BSF是冀期增進教育希望和成就，而不只是興建新學校，因此要

有適切的設計、對使用者友善的建築，以資持續激勵學習。BSF不僅是一項高品

質、安全和保全、學習環境，讓教職員能專心於其教育人員的角色，更有其廣泛

的社會目的；BSF是與社區合作共同工作，以創造世界級、21 世紀的學校環境，

激勵未來數十年的學習，並提供整個社區特殊的資產。到 2011 年，英國每一地

方當局都會獲得更新學校的最大需求經費之補助，BSF將有助於達成教育的轉型，

透過設施讓 14 到 19 歲的學生有新的選擇，提供特殊教育學生特別的需求，並讓

社區透過「延伸學校」(extended school)的方式對學校建築能有最大的運用

(Alexander, 2010)。 
英國教育和職業部(DfES)學校建築與設計部門(School building & Design 

Unit)主管 Patel(2004, 26 May)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所主辦的國際研討

會中，特別介紹英國 BSF 方案的重點：(1)未來學校建築在增進教學和學習，並

有助於提高建築標準；(2)彈性和適應性(參見圖 3)：包括教室簇群、容許未來改

變、符應資訊和通信技術(ICT)的改變和可遷移的「學習小間」(relocatable 
‘learning pods’)；(3)社交空間/非正式學習區(參見圖 4)：包括通道(circulation)、
開放的學習區、學校之中心( heart of school)、休憩空間(break out space)和廁所；

(4)鼓舞人心的建築(參見圖 5)：包括表現想像力的設計、具有自我認同感、引人

入勝的景觀；(5)融合性設計(參見圖 6)：包括可融合有特殊教育需要或行動不便

學生、放學後的社區使用、延伸學校；(6)舒適/永續設計(參見圖 7)：包括自然採

光和通風、良好的音響設計、低耗能、使用永續材料、創新的想法。 
美國普華永道諮詢公司(PricewaterhouseCoopers)2010 年出版的興建未來學

校方案年度審計報告，其評鑑興建未來學校的重點有三：教育轉型、現在和未來

的建築目的適切性、對社區的貢獻。一般的認知，教育轉型需要著重在學生中心，

包括較多的個人化教學和學習，以及改善學生的生活機會，受訪的校長有 81%
同意或非常同意， BSF將有助於學校的教育轉型。100％校長同意或非常同意， 
BSF重建或更新校舍建築有助於提供激勵的和友善的環境，96％校長認為有改善

校舍建築不良的狀況，有84%校長指出新建的或更新的校舍建築，能改善學校與

家長的關係。 
有些證據顯示， BSF 會改善教職員的士氣、招聘和留任；新的學校建築也

會提供機會，改變傳統的風格並更有效的使用資訊和通信技術(ICT)。從受訪的

校長和實地訪查中，也有一些證據顯示會改善學生的態度、期望和行為。BSF
已啟用學校的學生，對他們的學校建築和環境的肯定，高過於正興建中學校的學

生(Alexander, 2010)。 
 

 



圖 1  英國未來學校的彈性和適應性 

 
 
教室簇群 

  

符應資訊和通信技術(ICT)的改變 可遷移的「學習小間」 

資料來源：Building schools for the future: Emerging themes, Patel, M. , 2004, 26 
May，International seminar organised by the OECD Programme on 
Educational Building. Retrieved 
from http://www.oecd.org/dataoecd/7/49/33806617.pdf 

 
 
圖 2  英國未來學校的社交空間/非正式學習區 

 

 
  

開放的學習區 學校的中心 



  
資料來源：Building schools for the future: Emerging themes, Patel, M. , 2004, 26 

May，International seminar organised by the OECD Programme on 
Educational Building. Retrieved 
from http://www.oecd.org/dataoecd/7/49/33806617.pdf 

 
 
圖 3  英國未來學校是鼓舞人心的建築 

 

 

具有自我認同感 引人入勝的景觀 
資料來源：Building schools for the future: Emerging themes, Patel, M. , 2004, 26 

May，International seminar organised by the OECD Programme on 
Educational Building. Retrieved 
from http://www.oecd.org/dataoecd/7/49/33806617.pdf 

 
 
圖 4  英國未來學校的融合性設計 

  

可融合有特殊教育需要或行動不便學生 放學後的社區使用 
資料來源：Building schools for the future: Emerging themes, Patel, M. , 2004, 26 

May，International seminar organised by the OECD Programme on 
Educational Building. Retrieved 
from http://www.oecd.org/dataoecd/7/49/33806617.pdf 

 



 
圖 5  英國未來學校的舒適/永續設計 

 

低耗能 

 

使用永續材料 
資料來源：Building schools for the future: Emerging themes, Patel, M. , 2004, 26 

May，International seminar organised by the OECD Programme on 
Educational Building. Retrieved 
from http://www.oecd.org/dataoecd/7/49/33806617.pdf 

 
 

(三)澳洲的未來學校 
由澳洲墨爾本大學墨爾本設計學院(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the 

Melbourne School of Design)和澳洲建築師事務所贊助舉辦的「未來學校」(Future 
Proofing Schools)競賽，首獎的作品為澳洲願景建築實驗室(Australia's laboratory 
for visionary architecture, LAVA)的可遷徙學校(relocatable school) (參見圖 6)，其

未來學習空間搭配永續設計，併入組件製造、生態材料和系統化可複製幾何造型，

具有輕巧易運輸的模材，「三軸線」幾何設計可以多樣的內鎖組裝器材，所創造

的空間永續、實用，並可適應班級規模、學習簇群和未來學習方法(Borgobello, 
2012)。此 LAVA 於 2011 年設計的未來教室作品是一個可以預製和遷徙的教室單

元，當有增強教學環境需要時，可崁入景觀之中，而可調整的特性可符合偏遠學



校改變之需；尤其是，此設計一改可遷徙的建築是難看、不舒適的污名，企圖在

永續、實用和成本經濟的結構之內，讓學習變得有趣、令人興奮(Australia's 
Laboratory For visionary Architecture, 2012)。 

LAVA 未來教室的剖面圖，以及適合溫帶氣候、熱帶氣候之剖面圖，參見圖

7、8、9。 

 

 

圖 6 澳洲願景建築實驗室的可遷徙學校(LAVA’s relocatable school) 

 

 

 

可遷徙學校的未來學習空間搭配永續設計，併入組件製造、生態材料和系統化可複製

幾何造型 

資料來源：1. Classroom of the future, Australia's Laboratory For visionary 
Architecture, 2012. Designboom. Retrieved from 
http://www.designboom.com/weblog/cat/9/view/18833/lava-classroom-
of-the-future.html 

2. What the schools of the future could look like, Borgobello, 2012. 
Retrieved from http://www.gizmag.com/classroom-of-the-future/21295/ 

 



 
圖 7  願景建築實驗室(LAVA)未來教室的剖面圖 
 

 
資料來源：Classroom of the future, Australia's Laboratory For visionary Architecture, 

2012. Designboom. Retrieved from 
http://www.designboom.com/weblog/cat/9/view/18833/lava-classroom-of-
the-future.html 

 
 
圖 8  願景建築實驗室(LAVA)未來教室的剖面圖(溫帶氣候)

 



資料來源：Classroom of the future, Australia's Laboratory For visionary Architecture, 
2012. Designboom. Retrieved from 
http://www.designboom.com/weblog/cat/9/view/18833/lava-classroom-of-
the-future.html 

 
 
圖 9  願景建築實驗室(LAVA)未來教室的剖面圖(熱帶氣候) 

 
資料來源：Classroom of the future, Australia's Laboratory For visionary Architecture, 

2012. Designboom. Retrieved from 
http://www.designboom.com/weblog/cat/9/view/18833/lava-classroom-of-
the-future.html 

 
 
五、結語 

未來，是許多過去和現代經驗累積的預測；未來，是一個前景、目標和希望，

充滿不確定性，卻又充滿想像；世界瞬息萬變，未來的想像，可能是不會完成的

美夢，但如透過以往的軌跡和現在發展的研究，可以掌握未來的趨勢和脈絡，未

來，會成為一個具有有創意、新穎和想像力的教育空間。 
學校本是遊戲之所，喜悅之屋，讓孩子在優質的校園環境中快樂學習和成長，

應是所有大人的夢想。未來校園規劃，從學者專家和相關研究，以及優良建築評

審指標等，對於未來學校、優質校園、空間革新、建築趨勢之重點用語加以分析，



大致可知未來校園規劃的重點方向，以及未來校園規劃趨勢――環境內涵人文化、

學校設備科技化、學校環境生態化、校園空間彈性化、建築系統自動化、營運管

理複合化、規劃設計數位化、設施更新優質化等。美國、英國、澳洲的未來學校，

在規劃與設計上，提供一些值得參考與學習的實例，有助於我們對未來校園規劃

的想像與實踐。 
希望我們的未來不是夢，更希望未來校園與規劃，能透過經驗的傳承與務實

的想像，讓孩子快樂學習的天堂，一如皓月近在眼前，非如繁星遙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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