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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論 

本章共分四節，依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問題、名詞釋義、研究範

圍與限制四部分分別敘述說明之。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節第一部分先說明研究動機，其次第二部分敘述本研究之目的。 

壹、研究動機 

    本研究之動機從四個面向來討論，首先由於國際永續發展的思潮紛

紛興起引起研究者之研究興趣，其次國內永續校園的推動方興未艾，亦

成為研究者亟欲探討的內容，尤其是國內針對國民中學永續校園之研究

篇幅較少，再加上研究者本身服務於國民中學經歷永續校園的推動經

驗，故成為本研究之動機，以下分別敘述之。 

一、順應國際永續發展的潮流 

    世界各國在經歷工業革命以後雖帶來經濟與社會繁榮，使人類免於

物質的匱乏，但隨之而來面臨的人口急遽成長所造成的種種環境問題，

至今仍然不斷糾結著人類所處的生活環境中，諸如廢棄污染物排放、自

然資源逐漸枯竭、酸雨傷害、生態系統惡化、臭氧層的破壞、二氧化碳

過量、全球暖化造成的溫室效應、冰山融化、氣候反覆無常等等問題，

都明顯違反永續發展的趨勢，因此隨之而起的是各國對永續發展議題的

重視（孫志鴻，1999a；湯志民，2003；盧誌銘，1999），例如自高峰會

議以來，各國費盡心力針對環境與發展問題提出呼籲，不論是提出新的

永續發展的政策，或是針對舊有的政策修改，目前已有超過 150 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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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立了國家級的委員會來推動永續發展的工作，整合環境、經濟、與社

會發展於各國政府的決策中，且在國際間也有了重大成效，如聯合國氣

候變化綱要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抗沙漠化公約、以及海洋公約對洄

游性魚群的保護協定以及保護海洋環境不受陸源污染、中小島國永續發

展行動方案等（孫志鴻，1999b；盧誌銘，1999）。永續發展既然成為

全球為不可忽視之重要課題，因此為了順應國際永續發展的思潮，世界

各國在永續校園的推動上亦是不餘遺力，不論是生態學校、永續學校、

綠色學校、種子學校或是高成效學校等，都牽繫著人類對生存環境不斷

求善、求進步的力量，透過學校的校園規劃與環境教育的結合，落實人

類對環境保護的重視與行動，因此本研究動機之ㄧ乃為因應世界永續發

展之思潮，期能對各國永續校園的發展歷程與內涵有所認識，並了解各

國永續校園的相關計畫與實施做法。 

二、因應國內永續校園的推動 

    臺灣地區的學校建築在經歷了九二一大地震之後，學校校園規劃成

為不容忽視的課題，並且興起一陣「新校園運動」風，將永續校園經營

的環境觀念納入新校園的重建工作中（張凱評，2003）。國內永續校園

的發展自 91 年行政院規劃「挑戰 2008 —六年國家重點發展計畫---水

與綠建設」以來，並配合教育部環保小組的推動「臺灣綠色學校伙伴網

路計畫」，六年來全國各級學校在「教育部補助永續校園局部改造計畫」

下積極改造校園已呈現不錯的佳績。民國 91 年僅針對中小學補助，共

有 23 所學校補助，其中國中佔 4所；92 年度補助對象擴增至高中職學

校，共有 119 所學校獲得補助，其中國中佔 17 所，另有永續大學補助

計畫 21 校；93 年補助對象改以校際整合案為主，共有 26 團隊 93 所學

校獲得補助，其中國中佔 6所；94 年補助案之對象分為個別案 23 校，

整合案 28 團隊共 103 校，獎勵案 19 校，永續大學 3校，其中國中計有

15 所；95 年度個別案 11 校，整合案 20 團隊共 78 校，獎勵案 14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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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案 2校，其中國中總計佔 14 所；96 年度目前尚處於執行階段，含

個別案 19 校，整合案 17 團隊共 64 校，推廣案 1校，其中國中總計佔 8

所（教育部環保小組，2007a）。永續校園局部改造之學校經歷多年計

畫之執行，先後均呈現豐碩之成果，因此為因應國內永續校園的推動，

激發研究者欲探究教育部推動永續校園之意涵與規劃層面等，此為本研

究第二項研究動機。 

三、針對國內國民中學永續校園之研究 

    國內針對「永續校園」相關研究之論文為數較多者多為針對「國小」

之研究，如陳惠娟（2003）之「國小教師永續教育專業知能之調查研究

-以臺北市為例」；莊智雄（2003）之「國民小學教師永續發展概念認

知與環境倫理價值觀之相關研究」；葉茂森（2003）之「中部地區國小

永續校園內涵之研究－以自然環境的觀點進行探討」；劉懿萱（2005）

之「國民小學永續校園學校行銷現況及其策略運作之研究」；羅涵勻

（2005）之「國民小學永續校園環境規劃與使用之研究」；林建棕（2006）

之「一所百年老校活化創新～永續校園經營之個案研究」；柯份（2006）

之「臺北縣國民小學實施永續校園成效及遭遇困境與因應策略之研

究」；洪薪育（2006）之「臺北縣推動國民小學永續校園策略規劃之研

究」；陳俐親（2006）之「永續校園計畫的執行歷程研究：以九十二年

度花蓮五所國小為例」；游秀華（2006）之「永續校園環境改造之成效

探討－以臺南市國小為例」；張偉閔 （2006）之「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

領域利用永續校園環境教學之多重個案研究」；謝振華（2006）之「校

園永續行動方案與實務策略之研究」。有些研究與永續校園相關之論文

乃是針對策略聯盟整合學校之研究，如楊曜駿（2005）之「策略聯盟運

用於永續校園推動之探討」；藍韡婷（2005）之「93 暨 94 年度永續校

園局部改造計畫整合案推動策略研究」；陳韋旭（2006）之 「永續校

園局部改造計畫用後評估─以苗栗縣四校整合案為例」。因此特別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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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中學永續校園之研究論文著墨甚少，雖然胡麗卿（2006）之「永續

校園環境教育策略之行動研究」其研究對象為高雄某一所國中，但並非

是永續校園局部改造計畫之補助學校；另外李建森（2004）之「探討教

育部補助環境教育推廣活動之成果報告分析—以民國九十一、九十二年

補助案為例」雖包含國中之對象，但亦未特別針對國民中學之研究。 

    其他與永續校園相關之研究論文雖有部分研究對象包含國民中

學，但其研究方向則較偏重「環境教育」（李欣怡，1999；林永河，2004；

邱詩揚，1990；張玉蓮，2005；張惠雯，2005；黃文煜，1996）或「綠

色學校」（何晨瑛，2003；游靜宜，2003；劉佳芝，2001；鄭權鑫，2004；

賴銀海，2005）之探討研究。由於教育部補助永續校園局部改造計畫案

自 91 年實施以來至今已邁入第六年，除了 96 年的補助案尚在執行中，

過去 5年已有豐碩之成果展現，故本研究希冀著重在教育部補助永續校

園局部改造之學校，並將研究對象列為國民中學學校，以探究國民中學

推動永續校園之規劃內涵、實施成效及面臨困境。 

四、研究者本身的推動經驗 

    由於研究者本身服務於臺北市國民中學，對於永續校園的議題有著

濃厚的興趣，曾經負責推動校內永續校園的規劃與營造，從一開始加入

臺灣綠色學校伙伴網路計畫，推動學校環境教育開始做起，循著綠色學

校的「環境制度」、「環境教學」、「空間規劃」、「校園生活」等四大規劃

面向，期能將學校校園的營造朝向軟硬體兼具之規劃目標。接著有鑑於

校內經費不足，故校園規劃小組決議申請「教育部補助永續校園局部改

造計畫」，並獲得補助款得以進行校園改善及建置工程，落實將永續校

園硬體規劃與環境教育軟體教學結合。  

    研究者本身在推動的過程經驗中，一方面了解到 91 年 96 年六年來

申請教育部永續校園局部改造計畫的學校以國民小學居多，約 450 所，



 5

國民中學其次，共 64 所，高中職 42 所，大專申請者最少，共 15 所，

以上統計含不同年度重複申請學校（教育部環保小組，2007b）。由於研

究者本身服務於國民中學，體認到國民中學在面臨升學的壓力之下推動

永續校園極具困難性；另一方面從個人推動的經驗中，對於永續校園的

規劃內涵、實施成效及種種面臨的困境等諸多問題有所體認，故激發了

研究者對國民中學推動永續校園之探討，期能將研究結果提供其他國民

中學推動之參考與建議。 

貳、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研究動機一「順應國際永續發展的潮流」期能「探究國內

外永續校園推動之歷程及相關研究與計畫」之研究目的；根據研究動機

二「因應國內永續校園的推動」期能「探討教育部永續校園之意涵與規

劃層面」之研究目的；根據研究動機三「針對國內國民中學永續校園之

研究」及研究動機四「研究者本身的推動經驗」期能探討北區國民中學

永續校園推動之規劃內涵、實施成效及面臨困境，並根據研究結果希冀

提供國民中學永續校園推動之建議及參考等研究目的。本研究透過文獻

探討、問卷調查及訪談方式，期能達成上述之研究目的，茲將研究目的

條列如下： 

一、探討國內外永續校園推動之歷程及相關研究與計畫。 

二、探討教育部永續校園之意涵與規劃層面。 

三、探討北區國民中學永續校園推動之規劃內涵。 

四、探討北區國民中學永續校園推動之實施成效。 

五、探討北區國民中學永續校園推動之面臨困境。 

六、根據研究結果提供國民中學永續校園推動之建議及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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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 

    研究動機一、二係透過文獻探討方式達成研究目的一、二；而本研

究之所有待答問題係因應研究動機三、四與研究目的三至六，茲將本研

究問題條列如下： 

ㄧ、北區國民中學推動永續校園規劃內涵為何？ 

    （一）北區國民中學推動永續校園規劃動機為何？  

    （二）北區國民中學推動永續校園規劃項目為何？ 

    （三）北區國民中學推動永續校園規劃困境為何？ 

二、北區國民中學推動永續校園實施成效為何？ 

     （一）不同教師背景對於永續校園設施項目之態度是否有所差異？ 

（二）教師使用永續校園設施之情形為何？ 

三、北區國民中學推動永續校園所面臨的困境為何？ 

     （一）在規劃層面所面臨的問題為何？ 

    （二）在維護管理層面所面臨的問題為何？ 

    （三）在設施應用於教學的層面所面臨的問題為何？ 

    （四）其他層面所面臨的問題為何？ 

 

 

第三節 名詞釋義 

壹、北區五縣市國民中學 

    本研究所指北區五縣市係指臺北市、臺北縣、桃園縣、宜蘭縣及基

隆市共五個縣市。國民中學係指我國國民義務教育之國民中學階段，七

至九年級學生所就讀之學校，本研究所稱國民中學包含公立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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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立中小學合校之國中部以及公辦民營中小學合校之國中部。 

貳、永續校園 

教育部界定的永續校園係指學校應用自身地域、文化、歷史與生態

的優勢及特色，施以綠建築及生態環境之改造技術，爲學校做局部性改

造，並配合九年一貫課程實行，整合社區資源，營造出省能、省資源、

健康、舒適等具有維護與持續發展概念的學習環境空間（教育部，

2004）。 

    本研究所稱之永續校園係指 91 年至 95 年申請「教育部補助永續校

園局部改造計畫」並獲得補助且完成改造之北區五縣市國民中學，其中

92 年以後依教育部規定申請補助之學校需先登錄臺灣綠色伙伴學校網

路，並獲得六片葉片以上。 

  依照「教育部補助永續校園局部改造計畫要點」中所指之永續校園包

含改造項目有： 

一、資源流與能源流循環主題：包含有資源回收再利用、透水鋪面、雨

水、再生水再利用、人工濕地自然淨化水循環處理、再生能源應用、

節約能源設計措施、省水器材。 

二、基地永續對應主題：包含有地表土壤改良、親和性圍籬、多層次生

態綠化、生態景觀水池(兼調節儲存池)。 

三、生態循環主題：包含有落葉及廚餘堆肥、教學農園、共生動物養殖

利用。 

四、健康建築項目：包含有健康建材與自然素材之採用、室內環境改善、

室內建材乾式構造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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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永續校園推動 

    本研究題目「北區五縣市永續校園推動之研究」所指「永續校園推

動」係將推動層面分為「規劃內涵」、「實施成效」及「面臨困境」三大

面向。 

    「規劃內涵」含括各學校規劃之動機、規劃項目以及規劃面臨困

境，以調查表勾選項目情形來探討之。 

    「實施成效」含括各學校教師使用永續校園設施之情形以及教師對

永續校園設施項目的態度，以研究問卷中的量表得分高低及勾選項目情

形分別了解不同教師背景對永續校園設施項目的態度及使用永續校園

設施之情形。 

    「面臨困境」主要含括推動永續校園所面臨的問題，以開放性訪談

方式了解其困境，包含規劃層面、維護管理層面、設施應用於教學的層

面及其他層面及建議。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範圍針對研究地區、研究對象、研究內容及研究方法簡述

之，另針對研究限制加以說明。 

壹、研究範圍 

    根據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的研究範圍說明如下： 

一、研究地區與對象 

    本研究僅針對北區五縣市國民中學為研究地區，包含臺北市、臺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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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桃園縣、宜蘭縣及基隆市，且為申請 91-95 年度教育部補助永續校

園局部改造計畫並獲補助之國民中學，共計 14 所學校，包含一般公立

國民中學、公立中小學合校之國中部以及公辦民營中小學合校之國中

部，其中部分學校於 91-95 年期間為重複申請學校。 

    研究對象包含 14 所學校之負責規劃相關人員及各校教師，「負責規

劃相關人員」係指各校申請教育部永續校園局部改造計畫時，主要負責

統籌規劃之人員，亦即教育部永續校園局部改造計畫申請表上所填之主

要聯絡人ㄧ名，但由於某些學校申請補助包含兩個年度以上，學校主要

負責規劃相關人員可能因不同年度行政職務異動或調離他校而有所更

動，故本研究問卷調查及訪談對象若能找到當初規劃主要負責人員，則

以其為優先，若因職務變動或調職他校致無法聯絡者，始以相關規劃人

員為其次對象；而各校教師則包含所有教師及有使用設施教學之教師。 

二、研究內容 

    本研究內容主要針對各校永續校園推動之「規劃內涵」、「實施成

效」、「面臨困境」三大部分，分別敘述如下： 

  （一）規劃內涵 

1.探討各學校永續校園規劃者之動機。 

2.探討各學校申請教育部永續校園局部改造之項目。 

3.探討各學校永續校園規劃之面臨困境。 

   （二）實施成效 

    1. 探討不同教師背景對永續校園規劃的設施項目之態度是否有所 

差異。 

    2. 探討教師使用永續校園設施之情形。 

   （三）面臨困境 

        探討推動永續校園所面臨的問題，包含規劃層面、維護管理層

面、設施應用於教學的層面及其他層面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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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工具採問卷調查及訪談法，問卷調查表發放對象分為兩種，

其一為各校主要負責規劃相關人員一名；另一對象為各校教師，包含所

有教師及使用設施教學之教師。訪談則是針對學校主要負責規劃相關人

員為訪談對象。 

 

貳、研究限制 

    本研究地區囿於時間、物力及人力之限制，無法針對全國所有國民

中學做研究，僅針對北區五縣市國民中學為研究對象，且抽樣教師對象

包含針對學校全體教師及有使用設施教學之教師，研究者不易了解各校

有使用設施之教師對象為何，故無法進行分層抽樣，轉由學校總務主任

代為抽樣發放問卷；此外本研究對象為申請 91-95 年教育部永續校園局

部改造計畫並獲補助之國民中學，故對於其他新建學校、自行籌措經費

改造之學校或申請其他專款補助之學校，亦不列入本研究範圍；另外本

研究論文撰寫期間，申請 96 年度之學校尚處於執行階段中，尚未有完

整之執行成果呈現，因此未列入本研究範圍內。 

    由於教育部永續校園局部改造計畫於91-92年期間僅針對個別申請

學校，93 年以後始開放策略聯盟整合學校，本研究對象由於包含 91-95

年補助之學校，故研究對象學校不詳列是否屬於策略聯盟型態，只要是

獲補助之學校屬國民中學者，不論為個別申請學校或策略聯盟整合學校

均列其中，至於策略聯盟之原因及模式亦不在本研究範圍內。 

    此外由於時間及人力之限制，訪談對象僅針對各縣市抽取 1所學校

之主要負責規劃相關人員，無法針對各校所有相關籌畫人員一一訪談，

亦為本研究對象之限制。至於學生及社區家長人士不列入本研究對象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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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本研究所探究的問題是規劃動機、規劃項目的選擇、規劃困境、

教師使用設施之情形及對設施的態度以及推動所面臨的種種困境，其對

象主要是針對學校負責規劃相關人員及教師的背景，故學生及社區家長

人士不在此研究範圍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