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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業革命之後，人口激增、工業發達，環境資源過度消耗，使得地球環境遭

逢前所未有之危機，如臭氧層破壞、溫室效應、全球暖化、淡水資源減少、有害廢

棄物的污染等，「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乃成為全球的趨勢。全球永

續發展理念的推展，帶動各國建立綠建築指標及學校綠建築的推展。 

本文先要略介紹地球環境危機和全球永續發展趨勢，並說明世界各國推廣學

校綠建築的概況，包括澳洲的永續學校、英國的生態學校、美國的健康學校及加拿

大的種子學校，以資借鏡。同時，引介臺灣學校綠建築規畫，並實地觀察33所綠色

學校（國中4校、國小13校，計17校）、永續校園（計國小8校）和新設學校（國中3

校、國小5校，計8校）為研究對象，以了解臺灣國中小學校綠建築規畫的重點和主

要問題。總之，學校綠建築是一個很新的理論與實務工作，也是莫之能禦的世界趨

勢，我們不但需儘快了解，也需加緊腳步，跟上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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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world population increases significantly and at 

the same time, industry becomes prosperous and technology progresses dramatically, 

which in turn results in an over-consumption of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and puts the 

Earth’s environment at an unprecedented risk. For instance, the Ozone layer is being 

depleted, the greenhouse effect is triggered, global warming begins to threaten, fresh 

water becomes scarce, toxic wastes increases and the environment is suffering. Therefo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s now become an overwhelming global trend. The idea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s encouraged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o establish 

exemplary green building, and even schools in those countries have practiced the very 

idea.  

This article refers to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 of the Earth and the global trend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rofiles how certain countries practice the idea of 

green school buildings which include the Sustainable School program in Australia, the 

Eco-school movement in England, the Healthy School system in USA, and the Seed 

School program in Canada, with a view to getting us ready to be their emul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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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while, the planning of green school building in Taiwan will be introduced and a 

total of 33 green schools (4 junior high schools and 13 elementary schools), sustainable 

schools (8 elementary schools), and new-built schools (3 junior high schools and 5 

elementary schools) are surveyed to give a clear picture of the major points of the 

planning practiced in those schools and the emerging problems we are to deal with. The 

idea of green school building is a quite new theory, which requires accumulating 

practical experience. When the whole world is engaged in this task, it is high time to pick 

it up. 

Keywo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reen building, green school, sustainable 

school, green school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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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一些願景家想像著綠色

學校可能的模樣，然而實現此節

能的、自我永續的、友善地球的

校園，如同到火星旅行般地遙

遠。 

雖然大多數學校在本質上傾向於

保守和抗拒改革，但是過去10年

來，我們看到許多新理念和成功

的教育實務如潮水般地湧現，許

多教師將環境置於課程重心，許

多敎育者開始運用其校園作為探

索永續生活模式的實驗室與示範

地。 

〜Grant & Littlejohn, 2002 

壹、前言 

二十一世紀，「永續性」（sustain-

ability）概念，明確提升了學校設計的

境界。「永續性」並不僅是一個趨勢，

它是一項新標準⎯⎯一個設施發展上重

要的進階，能協助我們節省資源和保障

孩子的未來，正如Fanning（2003）所

言︰ 

現在是重新界定學校設計基本要

素的時候了，我們希望學校建築

延續到世世代代……。甚或，這

些學校建築有機會成為工作實驗

室，讓學生了解建築物如何與環

境和諧地相處、營運。在實務

上，教育設施是作為突破永續性

範例的理想候選人，教育人員及

其規畫設計顧問，應領航倡導永

續運動，而非僅是旁觀者。過去

已展現架妥舞臺的姿態，但是真

正的表演才剛開始。 

近百年來，人類毫無節制地開發

與消耗能源，使地球CO2的濃度逐年遽

增，造成地球高溫化、臭氧層破壞、氣

候異常、森林枯絕、物種消失、淡水減

少等現象。建築營建和大氣中CO2的製

造有莫大關係，鋼筋混凝土是環保的頭

號殺手，因此如何使建築物成為消耗最

少的地球資源，製造最少廢棄物，並具

有生態、節能、減廢、健康特性的綠建

築（green building），成為全球性的議

題。學校建築為公共建築的一環，也是

敎育的場所，學校綠建築的規畫及設

計，融合綠建築與相關環境敎育，更引

起世界各國的重視，如永續學校

（sustainable school）、生態學校（eco-

school）、綠色學校（green school）、健

康學校（health school）、高成效學校

（high performance school）、智能學校

（smart school）和種子學校（seeds）

等，乃如雨後春筍般因應而生。 

美國，去年（2004）由教育設施

規畫委員會（Council of Educational 

Facility Planners International, CEFPI）、

能源部（U. S. Department of Energy, 

DOE）、環境保護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及超過40個機

構攜手努力，辦理學校建築週（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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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Week）活動，全國的學區都共

襄盛舉，此活動也於2005年4月18-22日

舉行。學校建築週活動主要在引起大眾

體認良好規畫、高成效、健康、安全及

永續學校（well-planned, high performing, 

healthy, safe, and sustainable school）的

重要，以增進學生的表現、舒適並成為

社區的中心（Council of Educational 

Facility Planners International, 2003, 

2005）。 

國內，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

會於1997年成立，經濟建設委員會將

「綠建築」列為「城鄉永續發展政策」

之執行重點，內政部營建署透過「營建

白皮書」正式宣示全面推動綠建築政

策，環境保護署亦於「環境白皮書」納

入永續綠建築的推動。此外，內政部分

別於1995年、1997年在「建築技術規

則」中增（修）訂「節約能源」條款，

並於1999年8月18日頒訂「綠建築標章

推動使用作業要點」，同年9月1日開始

受理申請綠建築標章，2000年3月函送

「綠建築與評估手冊」、「綠建築宣導手

冊」與「綠建築標章申請作業手冊」

等，供各政府機關興建綠建築之參考

（內政部，2001）。2001年行政院核定

「綠建築推動方案」，規定中央機關或

受其補助達二分之一以上且工程總造價

在新臺幣5,000萬元以上之公有新建建

築物，自2002年1月1日起，應先行取得

候選綠建築證書，始得申請建造執照；

直轄市、縣（市）政府公有建築訂定實

施方式也比照辦理。至2004年底，申請

綠建築標章和證書案件快速成長，計有

551件，其中學校建築所占數量最多，

計232件（占42%）（游嘉文，2005）。

921震災災區的「新校園運動」清楚地

以「永續發展的綠色校園環境」作為其

校園重建的8項具體原則之一（湯志

民， 2002）。行政院（ 2001）更於

「8100臺灣啟動」計畫中，投資3億元

推動綠建築方案，進行永續校園改造推

廣第一期計畫。2003年7月，教育部發

布「教育部補助永續校園局部改造計畫

作業要點」，全力推展「綠校園」推廣

計畫（教育部，2003a）。2004年，屏東

縣彭厝國小、花蓮縣壽豐國小、南投縣

社寮國小、臺北縣深坑國小榮獲第一屆

國家永續發展績優獎（行政院國家永續

發展委員會，2004a）。 

綠建築，依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2003）和林憲德主編（2003）之界

定，即「生態、節能、減廢、健康特性

的建築物」。學校綠建築則是指具有生

態、節能、減廢、健康特性的校舍、校

園、運動場及其附屬設施（湯志民，

2003）；在操作型定義上，學校綠建築

係指校舍、校園、運動場及其附屬設施

應符合內政部綠建築指標之相關規定

者。學校綠建築的觀念已蔚為世界趨

勢，行政院和敎育部亦積極介入推動，

由各國對學校建築規畫的推展情形及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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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學校綠建築的實施問題來看，顯示臺

灣學校綠建築的規畫正在起步，林憲德

（2001）、梁明煌（2002）、蕭江碧等

（2001）曾對一般中小學進行研究，發

現許多學校綠建築規畫問題，甚值關

切。 

本研究目的在：(1)了解地球環境

危機之概況和全球永續發展之趨勢；

(2)探討各國學校綠建築規畫方案；(3)

探究臺灣學校綠建築規畫的重點與問

題；(4)根據研究結果，提供若干建議

以供臺灣學校綠建築規畫之參考。研究

問題主要有三：(1)各國學校綠建築規

畫方案較之臺灣的綠色學校、永續校園

和綠建築，有何異同？(2)臺灣中小學

綠建築規畫的重點為何？(3)臺灣中小

學綠建築規畫的主要問題為何？以下擬

先進行文獻探討，再就研究方法、結果

分析、結論與建議，分別說明之。 

貳、文獻探討 

地球環境危機與全球永續發展息

息相關，因此各國學校綠建築方案因應

而生，臺灣學校綠建築規畫符應風潮也

逐步發展，茲分別加以引介，以資借

鏡。 

一、全球永續發展的趨勢 

2002年，聯合國「約翰尼斯堡永

續發展宣言」（The Johannesburg Dec-

larat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強

調全球環境繼續遭殃，生物多樣性

（ biodiversity）仍在喪失，沙漠化

（desertification）吞噬了更多的良田，

氣候變化已產生明顯的不利影響，自然

災害更加頻繁且毀滅性更大，空氣、水

和海洋污染掠奪了無數人民安逸的生

活，因此需改變消費和生產模式，並保

護和管理自然資源基礎，以促進經濟和

社會發展，此為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的 目 標 和 根 本 要 求

（United Nations, 2002）。由於地球環

境遭逢前所未有危機，全球永續發展理

念乃快速發展，以下擬分別就地球環境

危機和全球永續發展，加以探討說明。 

(一) 地球環境危機 

工業革命之後，人口激增，工業

發達，環境資源過度消耗，全球共同面

臨臭氧層破壞、溫室效應、全球暖化、

淡水資源減少、酸雨傷害、土地沙漠

化、水土流失、森林資源銳減、有害廢

棄物污染等環境危機，並對地球上的生

物產生莫大危害。據估計，至2050年四

分之一以上的現有生物物種將自地球上

絕跡（江哲銘等， 2001；郝龍斌，

2001），此環境危機實不容忽視。 

目前地球環境危機，根據相關研

究（工業技術研究院，1999；行政院，

2003；行政院新聞局，2002；江哲銘

等，2001；吳信如譯，2002；吳國銑，

2001；林憲德，2002，2003；林憲德主

編，2003；孫志鴻、吳秉昇與吳上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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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999；黃中憲、王紹婷與吳育璘

譯，2003；郝龍斌，2001；梁明煌，

2002；焦輝東， 2004；蕭江碧等，

2001；Wines, 2000），主要可分為大

氣、水資源和陸地環境危機等三部分，

茲要述如下。 

1.地球的大氣危機 

(1)臭氧層的破壞：臭氧會吸收太

陽紫外線，減少其對地表的輻射，若缺

少臭氧層保護，紫外線長驅直入，將影

響人類健康、減緩植物光合作用並連帶

影響整個生態系統。1950年代後大量運

用在冷凍、空調設備及清洗溶劑、噴霧

劑上的氟氯碳化物（CFCs），排放到大

氣平流層，因紫外線照射，氯原子被分

解出來並搶走臭氧中的氧原子，使臭氧

濃度愈來愈稀薄。由於氟氯碳化物的長

期排放，臭氧總量不斷減少，2000年9

月，科學家發現史上最大的南極臭氧層

破洞，範圍廣達2,800萬平方公里（相

當於美國的3倍大小）。鑑於臭氧層破壞

的嚴重後果，世界各國乃於1987年共同

簽署「蒙特婁公約」（Montreal Proto-

col），禁用氟氯碳化物之相關產品，展

現拯救臭氧層的決心。 

(2)溫室效應的影響︰地球大氣有

調節冷熱的溫室功能，使地球日夜溫差

不會太大。金星因距離太陽較近，溫室

效應失控，使得溫度高達500°C以上；

火星則因大氣太薄，溫室效應溫度常在

10°C以下，都不太適合生物生存發展。

地球的「溫室效應」，因水蒸氣、

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0）

及氟氯碳化物等溫室氣體的排放濃度增

加，而不理想，其中CO2的影響最大。

工業革命之前，大氣中的CO2濃度大約

維持在280到290ppm（l ppm指百萬分

之一）左右；工業革命後，人類開始大

量使用煤炭、石油及天然氣等化石燃

料，使得大氣中CO2含量快速增加，尤

其是1950年以後，至1958年時已增至

315ppm，但到了二十世紀末，卻已超

過360ppm。目前臺灣每年每人平均CO2

排放量接近10公噸，雖比美國低，但卻

超過大部分歐洲國家；臺灣工業部門使

用能源時所排放出的CO2占全國排放量

的一半以上。 

(3)全球暖化的影響︰溫室效應導

致全球暖化，十九世紀末以來，全球平

均溫度已經上升了0.3至0.6°C，過去100

年來，海平面上升了10至25公分，經聯

合國有關單位估算，到2100年時，地面

溫度將上升1至3.5°C，使海平面上升15

至95公分。目前，全球有50%至70%的

人口居住在距離海岸50公里範圍內的地

區，人口密度是居住於內陸地區的10

倍，一旦海平面上升50公分，將有

9,200萬人可能被大水淹沒，或因洪水

而無家可歸，如海平面上升100公分，

受害人將會增加到1億1,800萬人。其

次，阿爾卑斯山的冰河範圍正在快速減

少中，預估到2100年時，可能有1/3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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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的冰河消失，問題為北緯30度至南

緯30度間的許多城市都靠這個冰河供

水。另外，天氣愈熱，瘧疾、登革熱、

黃熱病等傳染病將四處散布，科學家預

估二十一世紀末瘧疾疫區將會由原來只

占全球 45%人口分布的地區擴展到

60%，全球每年將會因此而增加5,000

萬至8,000萬個病例。 

2.水資源的危機 

(1)淡水資源減少︰由於現代工業

擴展、大都市興起、人口激增，水資源

的需求大幅增加，加以大量的工業廢水

及生活污水缺乏重複使用的政策宣導，

導致全球約有20億人口面臨飲用水不足

的危機。臺灣地區年降雨量約為全球平

均降雨量的3倍，惟降雨分布不均（5至

10月即占全年之78%），近8成的水因流

入大海或蒸發而無法利用，加以人口稠

密、產業發達，每人平均可用水量僅達

世界平均的1/6，是相對缺水的國家。 

(2)酸雨的傷害︰煤、石油等化石

燃料燃燒後產生硫氧化物（SOX）或氮

氧化物（NOX），在大氣中經過複雜的

化學反應，形成硫酸或硝酸氣懸膠，或

為雲、雨雪、霧捕捉吸收，降到地面成

為酸雨（pH值小於5.6）。若酸雨的酸度

過高（pH值降到5以下），就可能傷害

人類的呼吸道系統和皮膚，並損害大自

然生態系統；酸化的湖泊、河流魚類減

少，甚至成爲「死湖」。此外，酸雨也

會污染水源，使土壤貧瘠化，傷害植物

新芽葉，損壞古建築和雕塑像，腐蝕建

築材料、金屬結構和油漆等。 

3.陸地環境的危機 

(1)土地的沙漠化︰土地沙漠化是

由於不當開發破壞原有的生態平衡，致

產生風沙活動的一種土地退化現象。當

土地沙漠化之後，土地原有的生產力將

完全喪失，生態環境將更趨惡化。全球

土地沙漠化之速度每年將擴展6萬平方

公里（約2個臺灣的面積），令人憂慮。 

(2)水土的流失︰水土流失亦屬於

一種土地的退化，全世界每秒鐘約有

750立方公噸表土流失。因森林植被遭

破壞，使表土裸露和缺乏吸附源，而導

致土壤隨雨水沖刷而流失。土壤流失的

後果是土層瘠薄、肥力下降、生產力降

低、農作物減少，且會淤塞河道，增加

洪水及山坡地滑動的危害。以臺灣地區

為例，因地質條件及集水區水土保持問

題等因素，水庫泥砂淤積情況嚴重，目

前全臺 40座重要水庫，有效容量為

23.29億立方公尺，淤積量卻高達2.85

億立方公尺，占有效容量12.24%。此

外，臺灣鋼筋混凝土建築使用普遍，砂

石需求量大，惟約有6成的砂石來自盜

採，80%的盜採砂石來自河川，嚴重造

成臺灣的國土流失。 

(3)森林資源的銳減︰森林是陸地

生態系統的主體，經人類大肆砍伐和破

壞，覆蓋率大幅降低。十八世紀迄今

200年間，地球陸地部分最大的變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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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農地不斷增加，增加幅度接近5倍，

相當於像一個南美洲那麼大的森林、草

原和濕地就這麼消失了。根據統計，自

從人類有農業活動以來，全球森林面積

減少15%。每年仍以10至20萬平方公里

的面積減少中。以全球最大的熱帶雨林

區亞馬遜河流域來說，每年有100至200

萬公頃的森林被砍伐焚燒，如此大規模

的毀林動作已大量增加大氣中CO2的濃

度，且改變了當地的氣候和水資源。 

(4)有害廢棄物的污染︰有害廢棄

物具有毒性、易燃性、腐蝕性、傳染

性、反應性和放射性。1930年至1980年

間，人類所製造的化學合成物質已累計

至3億公噸，現在每年仍有1,000種以上

的新化學物質上市。目前市面上約有10

餘萬種化學產品，其中13%以上對人類

的健康和生態環境有所危害。由於化學

品的廣泛使用，全球的各個生態體系都

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和毒害。以臺灣為

例，工業廢棄物年總排出量約為1,800

萬公噸，為家庭垃圾量之2倍以上，其

中有害廢棄物為150萬公噸，約占8%。 

令人觸目驚心的是，目前單單在

一天之內，人類所造成與面臨的破壞就

有（孫志鴻等，1999）：55,000公頃熱

帶森林的消失；20,000公頃可耕地的減

少；100至200種物種的滅絕；6,000萬

公噸的CO2污染地球大氣。 

面對人類賴以生存的維生系統如

此遭受破壞，不禁令人要問，這樣的發

展能讓地球環境再支撐多久？ 

(二) 全球永續發展 

過去 10年來，面對地球環境危

機，永續發展已成為一個達到全球性人

類幸福的新方法。此一概念將經濟發

展、社會發展和對自然環境的關切結合

起來，希冀保護自然，使未來世代的需

求獲得滿足。「永續發展」一詞，係由

國際環境和發展機構（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

ment, IIED）之創辦人B. Ward於1970年

代中期所創，並於1987年世界環境和發

展會議（the World Commission on En-

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CED）中

獲得世界性的支持（Boadi, 2002）。 

世界環境和發展會議將永續發展

定義為（Boadi, 2002）︰ 

「發展係滿足現階段的需求，且

不損及未來世代的福祉」（develop-

ment that meets the needs of the 

present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ability of future generations to meet 

their own needs） 

永續發展的基本精神是追求環境

保護與經濟發展的平衡，期能謹慎認知

並守護環境的承載能力（ carrying 

capacity），以免侵害後代存續的機會

（葉俊榮等，2003）。永續發展會使人

類的創造和破壞兩種能力產生衝突，因

此有三項平衡原則︰ (1)社會的需求

（社會目標）；(2)資源短缺的有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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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目標）；(3)減輕生態系統（the 

eco-system）的負擔以維護生命自然基

礎（the natural basis for life）之需求

（ 環 境 目 標 ）（ European Chemical 

Industry Council, 2002）。至於永續發展

之策略與內涵則應為郝龍斌（2001）所

強調，「在有效執行機制及全民參與

下，促成環境保護、經濟發展及社會發

展三者間之均衡推動、相輔相成，達成

三贏（win-win-win）局面」。必須注意

的是，人類活動對自然環境的影響日漸

加重，環境問題對人類生活空間的衝擊

及威脅已由地區性轉為區域性，甚至全

球性；在資源利用上，也將對後代產生

影響（王鑫，1998）。以下擬就全球永

續發展的萌芽（1960-1990）、全球永續

發展的擴展（1990以後）和臺灣永續發

展的開展，分別說明之。 

1.全球永續發展的萌芽期（1960-

1990） 

1962年，《寂靜的春天》（Carson）

一書早已強烈警示了環境問題的恐怖危

機與息息相關（龐元勳，1999）。 

1970年4月22日，美國出現人類有

史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群衆性環保運

動，計全美有2,000多萬人、10,000多

所中小學、2,000多所高等校院和團體

上街遊行，強烈要求政府採取有效措施

以保護自己的生存環境，因此4月22日

被定爲世界「地球日」（焦輝東，

2004）。1972年，斯德哥爾摩（Stock-

holm）的「人類環境會議」（Human 

Environment Conference）發表「人類

宣言」，促使人類注意環境問題，此啟

始人類與自然環境良性互動的新紀元

（張子超，2001）。1975年，貝爾格勒

「國際環境教育會議」提出「貝爾格勒

憲章」（Belgrade Charter）（王鑫，

1998）。1979年，第一次「全球氣候會

議」（World Climate Conference）中全

球氣溫上升問題引起廣泛關注，聯合國

的環境方案（UN Environment Program）

與世界氣象組織（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合作成立聯合國跨政府

氣候改變小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用以研究全

球氣溫上升問題（葉保強，2002）。 

1980年，國際自然保育聯盟等

（IUCN，UNEP，WWF）發布「世界

保育策略」（ the World Conservation 

Strategy），強調環境保護和發展的相互

依賴性（Boadi, 2002）。1983年秋，聯

合國成立「世界環境和發展委員會」，

負責制定「全球的變革議程」（A 

Global Agenda for Change），針對2000

年乃至以後年代，提出實現永續發展的

長期環境對策。1986年，「關懷地球」

（Caring for the Earth）發行，提出9項

原則以促進自然生態及人類本身生存空

間的永續發展︰(1)尊重及關懷所有生

命族群；(2)改善人類生活品質；(3)保

持地球生命力、持續性及多樣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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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自然界中非再生資源的耗竭；(5)

維持地球原本具有的承載能力；(6)改

變個人態度、生活習慣及行為；(7)促

使群體主動關心自己的周圍環境；(8)

創建一個能夠整合資源發展與保育的全

國性組織；(9)締結全球性環保聯盟。 

1987年，「2000年及以後的環境展

望」（Environmental Perspectives to the 

Year 2000 & Beyond）、「布蘭特報告」

（Bruntland Report）及「我們共同的未

來」（Our Common Future）等，都以世

界觀點探討環境問題，並呼籲世界各國

和人民，除關心當地及日常的環境問題

外，更應建立廣大的環保概念，以前瞻

性之行動關切全球性的環境危機（王

鑫，1998）。 

2.全球永續發展的擴展期（1990以

後） 

1992年，聯合國永續發展委員會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Sus-

tainable Development, UNCSD）在巴西

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召開「地

球高峰會議」（Earth Summit），史前無

例地聚集了170國政府代表及118位國家

元首，共同商討挽救地球環境危機的對

策，揭示CO2大量排放造成全球暖化、

南北極冰層融化、海平面升高、土地沙

漠化及氣候異常等現象，進而簽署了

「里約宣言」（Rio Declaration）（亦即

「地球憲章」（Earth Charter））、「二十

一世紀議程」（Agenda 21）、「氣候變化

綱要公約」（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ic Change）、「生物多樣性公約」

（Biological Diversity Convention），同

時也發表了「森林原則」（Forest Princi-

ple）等重要宣示（王鑫，1998；林憲

德主編，2003）。 

1993年，聯合國成立了「永續發

展委員會」，展開全面性的地球環保運

動，此後「永續發展」之浪潮於建築都

市政策上，亦形成排山倒海之勢（林憲

德主編，2003）。現今，聯合國體系之

下，設有：(1)永續發展委員會；(2)聯

合國發展方案（United Nations De-

velopment Program, UNDP）；(3)聯合國

環境方案（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4)全球環境設施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GEF）。 

1994年，美國總統直轄的永續發

展委員會（President’s Council on Sus-

tainable Development）舉辦「全國支持

環境教育伙伴圓桌會議」（National 

Forum on Partnership Supporting Educa-

tion about the Environment），列出了永

續性教育的六大核心行動途徑：(1)終

身學習；(2)跨科系整合學習；(3)系統

性思考；(4)伙伴教學；(5)多元文化觀

點；(6)強化教學能力（王鑫，1998）。 

1996年，APEC（Asia-Pacific Eco-

nomic Cooperation）永續部長會議承諾

推動「人居環境議程」及進行生態循環

社區示範（丁育群，2000）。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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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氣候變化委員會簽署「京都議定

書」（Kyoto Protocol），正式要求英、

美、日等國承諾降低CO2之排放，並進

行CO2減量之管制（林憲德，2003）；

並於1998年，召開「綠建築挑戰」（’98 

Green Building Challenge）國際會議，

公認綠建築是唯一能夠達成永續經營、

提高生活環境品質的方法；並確認一定

要共同推廣、建立設計準則及評估方法 

（丁育群，2000）。 

2000年，荷蘭海牙國際全球氣候

會議；2002年，「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

議 」（ The 2002 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SSD）提出

「約翰尼斯堡永續發展和執行計畫宣

言」（The Johannesburg Declarat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lan of 

Implementation）（Lim, 2003）；2005年

2月16日起，對於CO2減量採取強制規

範的「京都議定書」開始生效（林憲

德，2005），國際上一連串的積極行

動，在在顯示地球環保已成為國際要

務，「永續發展」成為人類最重要的課

題。 

3.臺灣永續發展的開展 

1994年6月，為因應此全球趨勢，

行政院成立「全球變遷政策指導小

組」，由相關部會首長及專家學者組

成，下設因應全球環境問題及永續發展

等8個工作分組（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

委員會，2004a），為臺灣的永續發展邁

向新的里程碑。 

1995年，內政部召開「全國建築

會議」，希望建立建築業永續發展制

度，提升建築環境品質水準。1996年，

「行政院第16次科技顧問會議」建議：

(1)加強室內空氣品質對人體健康之研

究；(2)加強資源節約、生物保育、噪

音管制及減少室內空氣污染；(3)有害

事業廢棄物認定技術應與污染防制及資

源回收之創新工程技術同步發展，以期

廢棄物之有效運用。同年，經建會成立

「國家永續發展論壇」，內容分為永續

經濟、永續環境及永續社會三議題（內

政部建築研究所，2003），以研擬「跨

世紀國家建設計畫」，將「綠建築」列

為執行重點（林憲德，2003）。 

1997年8月，行政院將原「行政院

全球變遷政策指導小組」提升擴大為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簡稱

永續會），永續會下設置8個工作分組，

分別為「永續願景工作分組」（經建會

召集）、「國土資源工作分組」（內政部

召集）、「資源與產業工作分組」（經濟

部召集）、「生物多樣性工作分組」（農

業委員會召集）、「生活與生產工作分

組」（經濟部召集）、「國際環保工作分

組」（環境保護署召集）、「健康風險工

作分組」（衛生署召集）、「永續教育工

作分組」（教育部召集），秘書處業務則

由環境保護署兼辦（行政院國家永續發

展委員會，200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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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5月永續會完成「二十一世

紀議程⎯⎯中華民國永續發展策略綱

領」，強調世代公平、環境承載、平衡

考量、優先預防、社會公義、廣泛參

與、成本內化、重視科技、系統整合及

國際參與等原則（中山大學，2003） 

2002年5月，行政院游錫堃院長兼

任永續會主任委員，較全球設有國家級

永續推動委員會（或組織）之136個國

家中，由元首或閣揆主導者共11國（占

8.1%），臺灣在領導推動永續發展之架

構係屬積極；同年12月，總統頒布「環

境基本法」，該法第29條規定「行政院

應設置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負責國家

永續發展相關業務之決策，並交由相關

部會執行，委員會由政府部門、學者專

家及社會團體各三分之一組成」，此給

予永續會法定位階，行政院國家永續發

展委員會正式由任務編組提升為法定委

員會；同時，完成「永續發展行動計

畫」（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

2004a）。 

2003年為臺灣的「永續元年」，1

月，永續會提出「臺灣永續發展宣

言」，6月更完成「臺灣永續發展指標系

統」。其中，「臺灣永續發展宣言」有幾

段值得體會與遵行的重要宣示（行政院

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2004c）︰ 

我們了解：永續發展的真諦是

「促進當代的發展，但不得損害

後代子孫生存發展的權利」。永續

發展必須是建構在兼顧海島「環

境保護、經濟發展與社會正義」

三大基礎之上。我們也體認：臺

灣因地狹人稠、自然資源有限、

天然災害頻繁、國際地位特殊

等，對永續發展的追求，比其他

國家更具有迫切性。 

我們將基於世代公平、社會正

義、均衡環境與發展、知識經

濟、保障人權、重視教育、尊重

原住民傳統、國際參與等原則，

並遵循聯合國「地球高峰會⎯⎯

里約宣言」及「世界高峰會⎯⎯

約翰尼斯堡永續發展宣言」，擬定

永續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以

「全球考量，在地行動」的國際

共識，由生活環境、消費行為、

經營活動，從民間到政府，從每

個個人到整體社會，以實際行

動，全面落實永續發展。 

我們決心，以2003年作為永續發

展的行動元年，不分族群、性

別、年齡、行業和地區，竭盡所

能，攜手合作，以有願景、目標

及理念的行動，共同創造二十一

世紀的永續臺灣、活力臺灣及魅

力臺灣。 

二、各國學校綠建築方案 

全球永續發展理念的推展，帶動

各國對綠建築指標的建立，如英國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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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組織環境評估法（BRE’s Environ-

mental Assessment Method, BREEAM）、

加拿大綠色建築挑戰 2000（ Green 

Building Challenge, GBC 2000）、美國

能源及環境設計領導計畫（Leadershiop 

in Energy and Enviromental Design, 

LEED）和臺灣綠建築的 9大指標

（EEWH），也促進了世界各國學校綠

建築推展趨勢，並有許多不同的名稱，

如永續學校（如澳洲、美國、臺灣）、

生態學校（如歐洲、英國）、綠色學校

（如美國、瑞典、日本、臺灣、大

陸）、健康學校、高成效學校、智能學

校（如美國）及種子學校（如加拿大）

等。以下擬就澳洲的永續學校、英國的

生態學校、美國的健康學校、加拿大的

種子學校分別要略說明，以明梗概。 

(一) 澳洲的永續學校 

全世界對於學校致力發展永續計

畫以經營資源、建築和校地，有許多不

同的稱號，澳洲的新南威爾斯州

（NSW）和維多利亞州稱為永續學

校。 

2001年7月，澳洲新南威爾斯州教

育與訓練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 

& Training）提出「學校環境教育政策」

（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olicy for 

Schools），要求公立學校於2002年第一

學期起實施「學校環境經營計畫」

（ Schoo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Plan, SEMP）。該計畫有3個相關中心範

疇：課程、資源管理和校地經營，學校

必須從中挑選至少一項優先的行動計畫

去落實，且每年回報「學校環境教育政

策」以待協商相關細節。 

2002年8月至2004年7月，實行第

一階段「永續學校方案」（The Sustain-

able School Project）。此為「學校環境

教育政策」之延伸計畫，至2004年底的

預期成果為： 

1.所有公立學校將落實某些永續行

動 以 支 持 其 學 校 環 境 經 營 計 畫

（SEMP）。將近25%的公立學校爭取成

為永續學校業已獲得認證。 

2.建立一套界定障礙、利益和成功

學校個案研究的評鑑計畫，為未來計畫

執行的拓展和改進，提供指引資料。 

3.建立中央資料庫，蒐集各校垃圾

製造、水和能源消耗及校園生態多樣性

作法等資料。學校將作為永續實踐的楷

模，貢獻教育並激勵社區力行屬於自己

的永續經營。 

澳洲學校的永續發展，可分為三

個時期，各校可依其需要而有不同︰

(1)學校自我評量期（ the school self-

assessment phase）；(2)學校規畫期（the 

school planning phase）；(3)執行期（the 

implementation phase）。成立永續學

校，需透過下列辦理程序：(1)成立9人

指導委員會；(2)列出官方與非官方潛

在支持者名單，清楚界定他們的可能貢

獻、角色與目的；(3)選出有潛力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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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參與為期18個月的初始計畫；(4)選

擇20個轄內學校與5個非轄內學校實施

細部研究，記錄學校在這18個月中朝向

永續經營及獲致認可所做的努力及革新

成就；(5)規畫「永續學校方案」評鑑

歷程和架構，並向教育與訓練部、天主

教教育委員會及澳洲環境（Environ-

mental Australia）提出報告；(6)繼續提

供一般性支援給予那些未參與此計畫，

但持續依個別步調實施學校環境經營方

案之學校（NSW Department of Educa-

tion, 2002）。 

(二) 英國的生態學校 

生態學校是由歐洲環境教育基金

會（Foundation for Environmental Edu-

cation in Europe）所領導推動的一項鼓

勵學校主動引導學生發展環境覺知與認

識，並經營管理整個學校環境之行動，

自1993年創辦至今，有18個歐洲國家參

與推動，目前已有3,500所學校登錄於

此計畫之下，並有800所學校取得生態

學校錦旗。 

1993年8月17日英國政府發布了

「英國永續發展策略」（the UK Strateg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諮詢稿，

內容包含英國永續發展及其主要原則 

（盧誌銘、黃啟峰，1995）。英國的生

態學校即為根據「英國永續發展策略」

推動的「邁向綠大地計畫」（Going for 

Green）。該計畫授權並委託泰迪英國集

團（Tidy Britain Group）辦理生態校園

獎計畫（Eco-school Award Scheme），且

以「邁向永續的生活型態」為主題，設

計了一系列的環保行動方案，請各級學

校簽署並報名參加；再根據推動之成

績，逐年論獎。此計畫目標之一，是希

望提升學生對於環境議題的覺知，並鼓

勵學生對學校環境的經營管理採取積

極、主動的角色。同時拓展到室外學

習，發展學生負責任的態度，並對環境

與社區貢獻己力（王筱雯，2000）。至

1998年，已經有1,000所學校註冊，而

有100所通過認定而成為生態學校並頒

獎。泰迪英國集團也出版一系列的教材

供學校於能源、交通、健康生活、水、

廢棄物管理等議題上之使用（教育部環

境保護小組，2003）。 

欲取得生態學校認證之學校，必

須依循7項步驟：(1)成立一個管理整個

生態學校活動的委員會，此委員會必須

包括學生、教師、輔導人員、家長及管

理者；(2)進行校園環境稽核，並且確

認行動議題；(3)根據稽核結果，擬定

行動計畫，並且確立改變目標及其達成

時間；(4)成立整個行動計畫的監測與

評估系統；(5)發展課程必須涵蓋整個

學校及其於行動計畫中所欲定者；(6)

進行宣傳與廣告，讓學校所在的社區及

鄰近社區，都能知道現在正在進行的改

變及改變之原因；(7)制定學校的生態

公約（eco-code）（European Commis-

sion: Action Towards Local Sustaina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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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y, 2003）。 

英國的生態學校是一個長程方

案，「獎」每兩年更新一次，獎勵的方

式是授旗（Green Flag），此綠色旗子可

於校門口飄揚，也可於門廳、接待室等

地展示，獲獎的學校還可得到一本證書

和標幟（logo），並可將此標幟印製於

公文、信函、筆記本或任何出版品上。

此獎勵並無獎金，因為希望每所達成

「生態學校獎」要求標準之學校都能獲

獎（王鑫，2003）。 

(三) 美國的健康學校 

1993年6月14日，柯林頓總統簽署

行政命令成立「總統永續發展委員會」

（ President’s Council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同年12月提出永續發展

策略（盧誌銘、黃啟峰，1995）。1994

年，「總統永續發展委員會」在《永續

教育︰一項行動議程》（Education for 

Sustainability: An Agenda for Action）專

書中，建議實施綠色學校行動，從小學

至大學的各級學校中，用心設計和支持

各種機會將永續性的教育概念與原理整

合至正軌教育方案中，並獎勵支持及表

揚可作為模範的「綠色校園」，促使教

學機構於規畫、決策時，能考慮永續發

展教學環境的作業性實務（如校園建築

省電、省水措施、綠美化措施等）（王

鑫等，2003）。 

美國學校綠建築的名稱最多，有

健康學校、智能學校、高成效學校和綠

色學校等不一而足，惟其中心概念大致

以生態、節源、減廢、健康和教育為核

心，尤其重視室內空氣品質和晝光

（daylight）之運用。以下分述之，以

明梗概。 

1.健康學校︰美國環境保護局的

「健康學校環境網頁」（Healthy School 

Environments Web Pages），提供線上資

源服務，以協助設施管理者、學校行政

人員、建築師、設計工程師、校護、家

長、教師和職員。學校的環境健康議

題，如學校設計、建造和更新（室內空

氣品質、化學藥物、讓環境變好的產

品、通風、回收、減廢、飲用水、委員

會、財政、高成效學校、方位、建造、

更新、清潔等）、能源效率（通風）、環

境教育、設施的運作和維護（室內空氣

品質、霉和濕度、有害的物品管理、通

風、回收、高成效學校）、室內環境品

質（室內空氣品質、氣喘、化學藥物、

讓環境變好的產品、鉛製品、水銀、多

氯聯苯、有害的物品管理、氡、石棉、

通風、高成效學校）、法律及規則、室

外空氣污染（柴油引擎排放氣體、紫外

線輻射能、石棉）、簡易教室（室內空

氣品質、通風、委員會、高成效學

校）、安全／準備、廢棄物（回收、減

廢、堆肥）、水資源（飲用水、地下

水、水資源保護、水的品質、暴雨）

（U. S.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gency,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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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智能學校︰智能學校係指做得

好、績效、合理又節約（Soundly Made, 

Accountable, Reasonable, and Thrifty, 

SMART）的學校。1997年，美國佛羅

里達州立法機關設立了「智能學校交換

所」（SMART Schools Clearinghouse），

以激勵該州學區興建智能學校。「智能

學校交換所」發展「節約建造標準」

（Frugal Construction Standards），提供

核心設施空間適當的規模、設計－建

造、成效契約、能源效率和生命週期系

統經費（SMART Schools Clearinghouse, 

2000）。Werner（1999）指出能源智能

學校（Energy Smart School）之特徵

為︰(1)減少耗能和浪費經費；(2)有較

好的室內空氣品質；(3)改進教職員及

學生的表現；(4)一個生活實驗室和教

學工具；(5)利於學生、社區和國家。 

3.高成效學校︰2001年，美國國會

通過「2001年高成效學校法案」（ the 

High-Performance Schools Act of 2001）

（ Environmental and Energy Study 

Institute, 2001）。高成效學校的特徵︰

(1)高品質的室內空氣；(2)節能；(3)省

建材； (4)省水； (5)健康； (6)自然晝

光；(7)易於維護和營運；(8)操作方法

是經設計過的；(9)溫度、視覺、聽覺

上的舒適；(10)尊重校地和周遭環境；

(11)跨學科學習的資源（a resources for 

interdisciplinary learning）；(12)一項教

學工具；(13)安全和保全；(14)社區資

源；(15)委員會；(16)利於校地環境；

(17)激勵性建築（a stimulating architec-

ture）； (18)能適應變遷的需求（Mill, 

Eley, Ander, & Duhon, 2002; U. S. 

Department of Energy, 2003）。 

4.綠色學校︰美國新罕布夏州安提

阿新英格蘭機構（Antioch New England 

Institute）之環境教育中心提出5個面向

的綠色學校指標，供一般學校參考。這

5個面向包括(1)課程整合，強調科際整

合、環境議題、野外學習、文化研究、

慶祝與反思；(2)學校建築空間加強，

包括戶外學習教室／設施、棲地的改善

及回覆、遊玩與休閒；(3)社區本位教

育，強調校園內的伙伴關係、服務學習

計畫、社區與校園活動、與地方機構的

伙伴關係；(4)學校的永續性，包括能

源、水、固體廢棄物、食物的提供、毒

物、室內空氣品質、交通、建築物設

計、對永續的展示解說； (5)行政支

持，包括學校哲學與文化、專業發展、

環境教育計畫。各指標又按照發展程

度，分成4個階段以引導學校往更高層

努力（王順美，2003）。 

(四) 加拿大的種子學校 

加拿大永續發展的工作起源甚

早，在1988年設立了「國家環境與經濟

圓桌會議」（National Round Table on 

the Environment and Economy），主要任

務是在扮演永續發展工作的觸媒角色，

目的在於確認、解釋、促進加國各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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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地區永續發展的原則與執行；1990

年，加拿大國家綠色計畫開始推動，計

畫目標為提供現在及下一代一個安全健

康的環境及健全繁榮的社會；1992年，

在圓桌會議下設立「社區的計畫」

（Project de Socit），以繼續里約高峰會

後的相關活動。1993年；圓桌會議提出

「永續發展進展報告」（Towards Re-

porting Progress on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並在1994年出版「進入永續時

期的加拿大選擇」（Canadian choices for 

Transition to Sustainability）（盧誌銘、

黃啟峰，1995）。 

加拿大種子學校，係由加拿大種

子基金會，全名為社會、環境、能源、

發展與學習基金會（Society, Environ-

ment, Energy, Development, and Studies 

Foundation, SEEDS）推動的計畫。該

基金會編寫了96個可讓學生展現活力、

促成學校環境更綠化的行動指引。有興

趣的學校可評估自己的需求後，先選擇

其中的方案並進行活動，然後將活動成

果寄給基金會，基金會再頒發綠色獎

品。該96個活動內容是以班級為單位並

可於學校社區推廣之活動為主。除了分

散在不同的學科上進行外，也可在學校

的節慶、活動或重大節日等時機推動，

以改善校園環境及提升環教品質。種子

計畫本身也是採用自由參加的方式，但

是整體而言，亦為學校的環境改造計

畫，但並未有一個大的目標理念來架構

學校的發展方向（教育部環境保護小

組，2003）。 

三、臺灣學校綠建築規畫 

教育部擬定「建立永續發展的綠

色校園」中程施政計畫（90至93年），

並持續委託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

所辦理「臺灣綠色學校伙伴網路計畫」

（簡稱綠色學校計畫），另依據「挑戰

2008國家發展計畫⎯⎯水與綠建設計

畫」之「綠校園推廣獎勵之改造計

畫」，著手辦理：(1)綠校園推廣獎勵與

改造總督導團計畫；(2)綠校園推廣獎

勵及改造輔導團計畫；(3)綠校園改造

全記錄計畫。2002年，委託成功大學建

築系編印「打造永續、綠色、健康的校

園環境⎯⎯綠校園手冊」，以推廣宣導

「綠校園」政策（王鑫等，2003）。

2003年，延伸綠校園理念，正式推動

「永續校園推廣計畫」。2004年，內政

部建築研究所分別於臺北科技大學和成

功大學辦理「綠建築博覽會︰我們的永

續家園」，設立永續校園館，大力推展

「永續校園」理念。 

臺灣學校綠建築的發展，可分為

兩階段︰首先，學校只要重視環境教

育，並主動上網登錄，即可成為「綠色

學校」一員；其次，將已具備環境自覺

及實踐能力的綠色學校，施以綠建築及

生態校園環境之改造技術，使符合永

續、生態、環保、健康原則之校園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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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即成為「綠校園」（敎育部，

2003a），現則正式更名為永續校園。以

下擬就臺灣的綠色學校和永續校園，分

別說明之。 

(一) 臺灣的綠色學校 

臺灣的綠色學校係以學校為基礎

的環境教育策略，以學校的生活、空間

建築、教學、政策四個面向為內涵，採

ISO 14000之精神，鼓勵及推動自評、

訂定目標及採取行動，強調由下往上及

由上往下的雙軌制來推動及建構；在過

程的精神內涵上，則強調「生態思維、

人性關懷、伙伴網路、學習成長」，其

目標是達到師生個人環境素養的建立、

教學方式及內容的改革、學校組織政

策、硬體空間的綠化（greening）（王

順美，2002）。綠色學校鼓勵師生參

與，其內涵包括環境政策、學校校園、

學校課程教材與計畫及學校生活等四個

面向（教育部環境保護小組，2003）。 

臺灣綠色學校計畫係由臺灣師範

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負責推展，目前設

置一中心辦公室。此中心辦公室負責綠

色學校網站之希望樹獎勵機制、提供資

訊服務、整合其他專業團隊有效地協助

綠色學校的建構。在綠色學校計畫中，

扮演起動者、聯絡者、協助者、解決困

難者等之角色。綠色學校網站自2000年

7月開始設立，陸續有學校自動登錄及

提報，其中上網登錄其基本資料之學校

即可成為綠色學校的伙伴，接受希望樹

的種子，但必須下載自評表，填報完後

繳回，種子方可發芽；學校再陸續提

報，給予一棵希望樹，使其增加葉子

（王順美，2002）。綠色學校自1999年

萌芽迄今，已有2,018所加入，包括幼

稚園4所、國小1,467所、國中348所、

高中職165所、大專校院34所（臺灣師

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2005）。 

(二) 臺灣的永續校園 

臺灣地區現有14所永續校園示範

學校（如臺北縣深坑國小、新竹市大湖

國小、高雄市左營國小、花蓮縣壽豐國

小等），永續校園的建設以不破壞新建

為目的，而是利用資源循環的概念，強

調先以低科技的普通材料做起。當地的

資源留在當地回收再利用，避免奪取或

造成其他區塊環境的負擔，此為永續校

園對資源循環的基本概念，因此學校與

社區資源務必結合在一起，如學校產生

的廚餘、糞便可提供當地農場、農業、

花圃作為有機堆肥，再以學校半徑500

公尺的學區內服務社區，讓社區民眾共

同學習永續環境，即為永續校園環境教

育的目的（教育部，2003a）；亦即，永

續校園之建設希望創造一個富含環保概

念、永續發展與再生能源利用的環境，

讓學生於自然環境之太陽、水、風資源

中學習，從小奠定與自然和平共處的體

認與使命（范巽綠，2003）。 

教育部於2002年開始推行永續校

園計畫，2002年有臺北縣深坑國小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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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國小等23所學校辦理局部改造計畫，

補助經費計約2,558萬元（王順美，

2003）；2003年7月教育部發布「教育部

補助永續校園局部改造計畫作業要點」

（教育部，2003b），其申請條件必須已

登錄為綠色學校之伙伴且有6片葉子的

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中小學，經

審查後，通過共計有101所國中小及18

所高中職辦理，補助經費計約8,401萬

元（教育部，2003c、2003d），補助項

目有：(1)資源流與能源流循環主題：

包括資源回收再利用、透水鋪面、雨水

與再生水利用、自然淨化水循環處理、

再生能源應用（風力、太陽能等）、節

約能源設計措施、省水器材；(2)基地

永續對應主題：包括地表土壤改良、親

和性圍籬、多層次生態綠化、生態景觀

教學水池（兼防災調節儲存池）；(3)生

態循環主題：包括落葉與廚餘堆肥、教

學農園（可結合社區農業為佳）、共生

動物養殖利用；(4)健康建築主題：包

括採用健康建材與自然素材、室內環境

改善（採用可更換、易維修保養者為

佳）（教育部，2003b）。 

參、研究方法 

學校綠建築的興建，以各種姿態

風起雲湧地展現，究其內蘊，不外乎

「符應現在並展望未來」的深切思考。

本研究以文獻分析來了解地球環境危機

之概況與全球永續發展之趨勢，探討各

國學校綠建築規畫方案較之臺灣綠色學

校、永續校園和綠建築，有何異同？並

進一步以實地觀察，探究臺灣中小學學

校綠建築規畫的重點和主要問題。 

一、實地觀察對象 

臺灣中小學綠建築規定剛起步

時，一般學校無從探知綠建築規畫情

形，就研究問題所需，研究者則嘗試從

更嚴格的角度，以33所綠色學校（國中

4所、國小13所，計17所）、永續校園

（計國小8所）和新設學校（國中3所、

國小5所，計8所）為研究對象（如表

1）作為實地觀察對象，並以臺灣綠建

築的九大指標（生物多樣性、綠化量、

基地保水、日常節能、CO2減量、廢棄

物減量、室內環境、水資源和污水垃圾

改善）來探究臺灣國中小學校綠建築規

畫的重點和主要問題。 

二、實地觀察指標 

臺灣綠建築的九大指標為（內政

部建築研究所，2003；林憲德主編，

2003）： 

1.生物多樣性：係指顧全「生態金

字塔」最基層的生物生存環境，亦即保

全蚯蚓、蟻類、細菌、菌類等分解者、

花草樹木之綠色植物生產者及甲蟲、蝴

蝶、蜻蜓、螳螂、青蛙等較初級生物消

費者的生存空間。 

2.綠化量：係指利用建築基地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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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國中小學學校綠建築規畫實地觀察學校 

觀察日期 縣市別 綠色學校 永續校園 新設學校 

93.1.20 宜蘭縣 

育才國小、三星國小 
憲明國小、四季國小

（及英士分班） 
南山國小、大同國中 

蘇澳國小  

93.1.21-22 花蓮縣 平和國小、德武國小 壽豐國小  

93.1.22 臺東縣 
海端國小、初來國小 
福原國小、桃源國小 
關山國小 

 東海國小 

93.1.23 屏東縣 內埔國中、麟洛國中 彭厝國小、後庄國小  

93.1.23 高雄市  左營國小、加昌國小 國昌國中 

93.1.24 南投縣 營盤國小   

93.1.24 臺中縣  
 土牛國小、東勢國小 

中科國小、東新國小 
東勢國中、石岡國中 

93.1.26 臺北縣 平溪國中 深坑國小、平溪國小  

 

然土層及屋頂、陽臺、外牆、人工地盤

上之覆土層來栽種各類植物的方式。 

3.基地保水：係指建築基地內自然

土層及人工土層涵養水分及貯留雨水的

能力。 

4.日常節能：係指節約夏季尖峰時

期空調系統與照明系統的綜合耗電效

率。 

5.二氧化碳減量：係指減少所有建

築物軀體構造的建材（暫不包括水電、

機電設備、室內裝潢及室外工程的資

材），在生產過程中所使用的能源而換

算出來的CO2排放量。 

6.廢棄物減量：係指減少建築施工

及日後拆除過程中所產生的工程不平衡

土方、棄土、廢棄建材、逸散揚塵等足

以破壞周遭環境衛生及人體健康者。 

7.室內環境：係指評估室內環境中

隔音、採光、通風換氣、室內裝修、室

內空氣品質等，影響居住健康與舒適之

環境因素，並減少室內污染傷害以增進

生活健康。 

8.水資源：係指建築物實際使用自

來水的用水量與一般平均用水量的比

率，又名「節水率」；其用水量評估，

包括廚房、浴室、水龍頭的用水效率評

估及雨水、中水再利用之評估。 

9.污水垃圾改善：係指污水處理設

施功能和垃圾處理空間的景觀美化設

計。 

本研進行究實地觀察，以臺灣綠

建築的九大指標為要項，並依湯志民

（2003）所提之學校綠建築設計要點，

作為實地觀察指標。 

三、實地觀察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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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上網蒐集研究對象綠建築

設計的相關資料（如綠色學校和永續校

園的重要設施，以及校園建築與設施的

特色）；其次，安排觀察學校的路線，

並先整理所要觀察的建築設施和位置；

第三，精密計算車程和觀察時間，每校

以觀察1小時為原則；第四，觀察全校

所有開放設施（必要時請教學校人員，

如請教育才國小及深坑國小校長）；第

五，以數位相機拍攝（計約1,000張相

片），並於觀察當日整理記錄，以利比

較分析。 

肆、結果分析 

茲將實地觀察臺灣中小學學校綠

建築規畫的重點和主要問題，分別分析

之。 

一、學校綠建築規畫的重點 

(一) 生物多樣性的設計 

1.生態綠網︰綠地面積至少占30%

以上的學校共28斤（占85%）。 

2.小生物棲地︰濃縮自然，在隱蔽

綠地中堆置枯木（如屏東縣彭厝國小、

後庄國小[附錄之圖A]）的學校共4所

（占12%）。 

3.植物多樣性︰至少60%以上綠地

面積為原生植物、鄉土植物或誘鳥誘蝶

植物綠化，有多層次雜生混種綠化（如

屏東縣彭厝國小、後庄國小，高雄市國

昌國中），此類學校共13所（占39%）。 

4.生態池的設計︰共 17所（占

52%），有生態池，包括河流式生態池

（如宜蘭縣育才國小[附錄之圖B]、臺

北縣深坑國小、平溪國小，臺中縣土牛

國小）、池塘式生態池（如花蓮縣德武

國小、臺東縣東海國小[附錄之圖C]、

關山國小、屏東縣彭厝國小）和綜合式

生態池（如屏東縣麟洛國中、臺東縣龍

田國小），其水深不超過1公尺，池邊平

緩，維持多孔隙性及多變化性，且無高

大樹木影響水池日照和生物繁殖，並用

沉水馬達循環水流，水源及水量大致維

持清潔及穩定，另加裝濾水裝置避免水

池優氧化，同時設置生態水池解說牌。 

(二)綠化量的設計 

1.校園內校舍建築物、戶外運動場

和水池等以外之空地，其面積50%以上

予以綠化的學校共26所（占79%）（如

高雄市國昌國中、屏東縣彭厝國小）。  

2.綠化面積中保留50%以上種植喬

木覆蓋空地（如屏東縣彭厝國小、高雄

市左營國小），此類學校共10所（占

30%）。 

3.綠化面積中保有30%以上，種植

喬木或灌木混種之覆層式植栽綠化（如

屏東縣彭厝國小、高雄市加昌國小[附

錄之圖D]），此類學校共 13所（占

39%）。 

4.校園儘量以透空性圍籬作為校

界，此類學校共9所（占27%）。 

5.綠化避免大量植栽單一樹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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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植栽的多樣化，並創造具有教學功能

之教材園（如屏東縣彭厝國小、高雄市

左營國小[附錄之圖E]及加昌國小、臺

北縣深坑國小），此類學校共13所（占

39%）。 

(三) 基地保水的設計 

1.校舍建築以外的空地面積50%以

上維持透水性之學校共 28所（占

85%）。 

2.操場採用透水性鋪面，未使用違

反環保之人工跑道的學校共24所（占

73%）。 

3.露天步道、露天停車場（如宜蘭

縣大同國中[附錄之圖F]、臺中縣土牛

國小）、廣場等人工鋪面，大致設計成

透水鋪面。 

(四) 日常節能的設計 

1.絕大部分校舍空間縱深卻未超過

12公尺，兩側開窗且可開啟，利於自然

通風。 

2.校舍建築未採用過多的落地窗、

大面積玻璃封閉型之設計。 

3.教室內設置電扇利於暢風與通

風，並使空調冷氣分布均勻。 

4.建築室內牆面及天花板採明亮設

計、採用高效率燈具和自然採光設計。 

(五) 二氧化碳減量的設計 

1.校舍結構輕量化，直接降低建材

使用量，進而減少建材之生產耗能與

CO2排放。 

2.建築外觀以簡樸素雅為主，避免

不必要的裝飾、造形表現（如臺中縣中

科國小）。 

3.採用太陽能光電板（如屏東縣內

埔國中[附錄之圖G]、後庄國小及臺北

縣深坑國小），可作為熱水器或供電。

例如後庄國小設置太陽能光電板4塊，

每塊98×44×4（公分），每小時共發電

200W，經轉換瞬間輸出功率5,000W，

可作為照明及電扇驅動用，具教學示範

功能。 

4.保存校園史蹟建築（如土牛國小

的地界碑），加強空餘教室及舊建築物

整修再利用（如屏東縣後庄國小的生態

能源教室）。 

(六) 廢棄物減量的設計 

1.新建學校會強化基地土方平衡設

計，減少土方挖除運棄或自外運入填補

之作法。  

2.大跨距建築結構大都採用鋼構造

與金屬外牆設計，或採用結構輕量化

（如臺東縣東海國小體育館[附錄之圖

H]）。 

(七) 室內環境的設計 

1.校舍、主要道路及校舍之間距至

少30公尺，音樂和韻律等教室易產生噪

音需加強隔音，與需安靜的教學區隔離

或單獨設置。 

2.大部分校舍空間均有良好自然採

光和自然通風。 

3.新設學校教室大部分燈具均有防

眩光格柵或燈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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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水資源的設計 

1.洗手檯水龍頭，大都採用瀑氣

式、節水水拴。 

2.中水利用系統可使廁所、廚房等

廢水循環再利用（如屏東縣彭厝國小

[附錄之圖I]），就學校而言雨水貯集利

用系統比中水利用系統更簡易經濟，如

利用校舍屋頂及校園地面匯集雨水至貯

水槽或雨撲滿，經簡單過濾後作為綠地

澆灑花草之用（如臺北縣深坑國小[附

錄之圖J]、平溪國小[附錄之圖K]）。 

(九) 污水垃圾改善的設計 

1.新建學校水電設計、排水系統和

污水處理設施接均依法規辦理。 

2.學校大都執行垃圾資源分類及回

收，設置資源回收場（如花蓮縣壽豐國

小[附錄之圖L]、高雄市加昌國小）、落

葉堆肥場（如屏東縣彭厝國小[附錄之

圖M]、高雄市加昌國小、臺北縣深坑

國小）。 

二、學校綠建築規畫的問題 

(一) 校舍設計的問題 

1.新建學校，校舍大抵為鋼筋混凝

土（RC）結構，雖然鋼骨比RC更環

保，但因造價高，囿於政府預算經費，

學校建築仍大量採用RC；尤其是低層

校舍建築為耐震設計，若過度採用鋼骨

鋼筋混凝土（SRC）結構，較之RC結

構，更不符合地球環保的建築輕量化原

則。 

2.日、口字型校舍或因遷就橢圓形

跑道的設置，致校舍難以避免東西曬和

耗能。 

3.校舍已為南北向，通風也不錯，

但仍裝設冷氣空調。 

4.高樓底層教室雖為東西向，無東

西曬之虞，但仍設置防止東西曬為主要

功能的遮陽板。 

5.有4所（國小3所、國中1所）採

班群教室空間設計，或大教室設計，造

成自然光源不足且不利於自然通風，需

長期依賴空調換氣，並增加電費支應。 

6.校舍建築開窗部位應設置1公尺

以上的水平構造物作為遮陽、避雨之

用，惟單邊走廊校舍無法兼顧。 

7.有1所（某國中）新建校舍大樓

一樓教室抬高半層樓，前走廊仍有女兒

牆，不僅妨害動線，且增加無謂建築量

體。 

8.部分教室的照明器具與黑板平

行，易造成眩光；甚或有教室的照明器

具嵌在高挑的斜屋頂上，易造成照度減

損或不勻。 

9.圖書館大都採天花板照明，未善

用檯燈或局部照明。 

(二) 校園規畫的問題 

1.誤將「綠」建築當作綠化美化，

或校園植物之栽植，通常是僅為景觀美

麗，而未符合植物多樣化與教學之需。 

2.學校不易做到至少60%以上綠地

面積為原生植物、鄉土植物或誘鳥誘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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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綠化。 

3.學校不易做到30%以上綠地面積

為多層次雜生混種綠化。 

4.學校中庭仍有部分為不透水鋪

面，如PU、瀝青或水泥等。 

5.學校配合政府推動永續校園，教

材園政策，建造各式各樣生態池、水生

植物教材園、人工水塘等維生的生態體

系，惟至寒暑假因缺乏管理，易流於荒

蕪。 

(三) 運動場規畫的問題 

1.都會地區學校、重建或新設校，

仍有9所學校（占27%）設置PU人工跑

道。 

2.有些學校運動場、球場或中庭廣

場採PU、水泥等不透水鋪面，不僅造

成綠地阻斷、妨害小生物棲息，也會在

夏天或大熱天產生學校式的「都市熱島

效應」。 

(四) 附屬設施的問題 

1.綠地配置連結周邊外綠地系統被

30公尺以上道路、封閉圍牆或設施截

斷。 

2.水龍頭採旋轉式、按鈕式或無節

水設計，易造成水資源浪費。 

3.因停車空間不足，有些校園綠地

被改建成鋪柏油或水泥的停車場（如附

錄之圖N）。 

伍、結論與建議 

學校綠建築是一個新的理論與實

務工作，也是莫之能禦的大趨勢，全世

界都已展開步伐朝此目標邁進，我們不

但要趕快了解，也要加緊腳步，跟上隊

伍。根據研究者這次到33所綠色學校、

永續校園或新設學校的實地觀察，有些

重要的結論和建議如下。 

一、結論 

(一)地球環境危機，主要可分為大

氣危機（包括臭氧層破壞、溫室效應和

全球暖化）、水資源危機（包括淡水資

源減少和酸雨傷害）及陸地環境危機

（包括土地沙漠化、水土流失、森林資

源銳減和有害廢棄物污染）等，對地球

上的生物產生莫大危害。 

(二)全球永續發展乃為因應地球環

境危機，由聯合國主導之，可分為萌芽

期（1960-1990年）和擴展期（1990年

以後），並帶動各國建立綠建築指標及

學校綠建築推展；臺灣則自1997年成立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後積極

推動永續發展方案、研訂綠建築九大指

標，並規定自2002年1月1日起，工程總

造價在新臺幣5,000萬元以上之公有新

建建築物，應先行取得候選綠建築證

書，始得申請建造執照，學校建築亦

然。 

(三)各國學校綠建築方案有許多不

同的名稱，如澳洲的永續學校、英國的

生態學校、美國的健康學校（智能、高

成效或綠色學校）、加拿大的種子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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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臺灣的永續校園等。臺灣透過綠色

學校、永續校園和綠建築之推展，使學

校綠建築規畫有逐漸形成風氣之趨向，

成效也日益可見；其中，臺灣的綠色學

校旨在推動環保教育，與加拿大的種子

學校相近；而永續校園在改善中小學既

成校園，其規畫內涵以生態和教育為主

軸，與英國的生態學校較接近而2002年

以後的新設校，如能全面達成學校綠建

築九大指標，則可與美國的健康學校

（智能、高成效或綠色學校）等並駕齊

驅。 

(四)臺灣中小學學校綠建築主要規

畫重點： 

1.新建校舍逐漸重視結構輕量化、

強化基地土方平衡設計、大跨距建築結

構大都採用鋼構造，外觀簡樸、加強校

園史蹟建築保存，以及空餘教室與舊建

築物整修再利用。 

2.新校舍重噪音防制、室內照明、

自然採光和通風，並試用太陽能光電

板。 

3.大多數學校操場採用透水性鋪

面，未使用違反環保的人工跑道，且校

舍建築以外的空地面積50%以上維持透

水性。 

5.校園布置由綠化、美化走向生態

趨勢，如增建生態池、枯木區、作物教

學區、種植原生種植物、引蝶植物等，

並加強其環保、情境敎育和教學功能

（解說牌）。 

6.加強減量（ reduce）、再循環

（recycle）、再利用（reuse）之3R環保

政策，如實施資源回收、落葉堆肥、雨

水貯存再利用、雨撲滿和設置節水龍頭

等，成效明顯。 

(五)臺灣中小學學校綠建築主要規

畫問題： 

1.有些教室空間過大，影響自然採

光和通風，易增加照明和空調經費的支

出。 

2.都會地區學校、重建或新設校，

仍有許多學校設置PU人工跑道不透水

鋪面；甚至，有些學校運動場、球場或

中庭廣場，整片地面幾乎全採PU水泥

等不透水鋪面，不僅阻斷綠地，妨害小

生物棲息，更會在夏天或大熱天產生學

校式的「都市熱島效應」。 

3.許多校園喬木沿圍牆或操場邊種

植且數種較單一化，草坪則大片填補庭

園空地，少見多層次雜生混種綠化和誘

鳥誘蝶誘蟲植物。 

二、建議 

根據上述研究結論，有幾點建議

如下︰ 

(一)學校綠建築規畫應恪守生態、

節能、減廢、健康之特性和原則，並力

呈教育理念，讓學校成為永續發展典

範。 

(二)為增加校舍自然採光和通風，

應注意教室空間大小以因應教學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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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無謂增加空間，以免影響自然採光

和通風，並增加照明與空調經費的支

出。 

(三)臺灣的「永續校園」和「綠色

學校」，應力求符應綠建築的指標，兩

者皆應「以身作則」，避免學校本身出

現違背環保教育的環境（如大片的不透

水鋪面），而「永續校園」學校更應加

強綠建築和設備的維護與運用，避免日

後流為展示性的樣板設施。 

(四)綠建築是投資，如有的會採用

高科技（如太陽能、風力發電、自動節

能系統）、高建材（如鋼骨、氣密或隔

音窗、隔熱玻璃等），政府部門需挹注

適宜經費，協助學校興建真正的綠建

築，尤其新建學校為千載難逢之機會，

下次重建又要等50至100年，應保握時

機。 

(五)一般學校綠化（有樹草即可，

要整齊，不選種）與綠建築綠化（鼓勵

種喬木、多層次雜生混種，可有自然荒

野，惟不強調草坪），其理念和重點不

盡相同，加以一、日、口字型校舍和跑

道設置之影響，使校園喬木沿圍牆或操

場邊種植且數種較單一化，草坪則大片

填補庭園空地，少見多層次雜生混種綠

化和誘鳥誘蝶誘蟲植物，未來學校綠化

應以綠建築為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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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圖A 屏東縣後庄國小運用校園角落設置枯木

區提供小生物棲地  
圖B 宜蘭縣育才國小地下水湧出設計成河流

式生態池 

 
 
 

 

  
圖C 臺東縣東海國小教學區中的池塘式生態

池，兼顧景觀和教學 
圖D 高雄市加昌國小中庭的覆層式植栽綠化 

 
 
 

 

  
圖E 高雄市左營國小在校園角隅設置作物教

學區 
圖F 宜蘭縣大同國中具有透水性的植草磚停

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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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G 屏東縣內埔國中太陽能光電板善用珍貴

的自然能源 
圖H 臺東縣東海國小結構輕量化的體育館以

坡道作擋牆兼看臺，通風又具創意 

 
 
 
 

 

  
圖I 屏東縣彭厝國小廚房逆滲透廢水，經中

水沉砂池和落泉曝氣後，由打水器取水

澆花或自動灌溉 

圖J 台北縣深坑國小雨水屋容量15,000公升
用以補充生態池的水 

 
 
 
 

 

  
圖K 臺北縣平溪國小造形精巧的雨撲滿 圖L 花蓮縣壽豐國小資源回收教學區提供貼

心的分類樣本，富教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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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M 屏東縣彭厝國小精緻的落葉堆肥場有扼

要的製作流程說明 
圖N 某國中前庭停車場大片的水泥鋪面，壓

得大樹掙扎吶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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