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園文化藝術環境的規畫 

湯 志 民*、廖 文 靜** 

壹、前言 
校園景觀可當作是歷史的積疊。我們的原則是：尊重過去並歡迎創新，視

之為風格庫藏的新頁。（The campus landscape can be perceived as layered 
history. Our formula: Respect the past, and welcome the new as another volume 
in the library of styles.） 

― R. P. Dober, 2000 

Dober（2000）認為校園景觀（campus landscape）是歷史的積疊，多元風格的形

塑有其教育的意義和價值，校園景觀的規畫與設計，應尊重過去並歡迎創新，將其視

之為風格庫藏的新頁。基本上，校園設計（campus design）是一種市民藝術，與我們

文化的意義與重要價值共鳴。希臘人有他們的「集會場」（agora），羅馬人有他們的「論

壇」（forum），中世紀人有大教堂和市鎮廣場，文藝復興時代人有宮殿和特權者領地，

19世紀人有商業中心、大眾運輸和政府，校園則獨為我們這一世代對公共的場地處理

（placemaking）和場地標示（placemarking）的貢獻（Dober, 1992）。 

校園是一項藝術的作品（a work of art），其藝術的表達係透過建築與景觀融合於

物質環境之中，並反映著我們文化的意義和重要性。現代化的學校建築具有塑造人格

之所、社會文化的象徵和現代精神的表達等三項特性，而好的學校建築既代表好而適

合的學習環境，也代表教育與文化的特質（于宗先，民79）。質言之，學校建築環境

係人為建構的潛隱性文化教育空間，也是重要的都市景觀和公共藝術品，其所建構的

「境教」環境，正因具有「教育性」、「象徵性」、「文化性」、「時代性」 與「藝術性」， 
而益顯重要（湯志民，民83）。校園文化與學校建築為表裡的互動關係，校園文化可

以是尋根溯源的、歷史傳承的或無限創意的，重要在校園中文化或教育的原創、開展

和延伸；學校建築，則是校園文化的具象表徵，反映學校的教育理念和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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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臺灣的學校建築，歷經明鄭、滿清、日據和光復後等不同的時期，興衰

更迭甚速。清朝（1895年以前），較有獨特風格的書院，大都已頹廢；日據時代

（1895~1945年），顯示尊重紀律與命令的軍營式四合院校舍，逐年拆除；1968年前

後因應九年國教的實施而大量新建的國民中學，校舍以標準型波浪式設計，象徵三

民主義，倫理、民主、科學及九年國教，自此以往，標準單價形塑經濟性的「標準」

校舍。在這樣的現實環境下，臺灣的校園由北到南泛地域性地表現出一致的調性―

―普遍單調與貧乏。根據湯志民（民83）之觀察與研究，國內學校建築規畫問題，

大致如下： 

1. 學校規畫設計物重於人，以物役人的「物化」環境，缺乏人性化的教育意味。 
2. 建築設施設置偏重經濟性與標準化，缺乏文化性與時代性的象徵性意義。 
3. 校舍規畫行政重於教學，圖書館和教學研究空間鮮忝設計配置要角。 
4. 教室設計僅一主教學空間，配備簡易，面積太小，不易發揮教學功能。 
5. 學校建築的造形、色彩過於呆板單調，在美感的呈現上顯有不足。 
6. 校舍庭園缺乏生活化的空間設計，師生同儕的休閒交誼難以開展。 
7. 校園綠化重於美化，園景設施和布置有待強化。 
8. 校園環境動線不清或無故封閉，殘障設施未受重視。 

近年來，臺灣地區區域性地逐步新（改）建學校，如宜蘭縣、臺北縣、桃園縣，

在校園藝術與文化環境的建構上，均有令人激賞的成績（桃園縣政府，民89；吳財順

主編，民90）。九二一震災重創臺灣中部地區中小學校二百三十餘所，教育部災後重

建工程中，以「新校園運動」作為核心精神，結合優秀建築專業者、學校師生、家長

和社區共同參與重建工作，以使學校成為當地的社區活動中心、地方文化重鎮與城鄉

交流的核心（教育部，民90），這一波大規模的重建工程不啻成為改造臺灣學校環境

的新契機。當今學校空間革新的趨向中，文化藝術環境的建構受到相當的重視（湯志

民，民90）。 

公共藝術是在六○年代開始被廣泛地談論注意，於八○年代開始在臺灣萌芽（曾

啟雄，民82；陳靜燕，民86），81年7月1日頒布「文化藝術獎助條例」，明訂「公有建

築物所有人，應設置藝術品，美化建築物與環境，且其價值不得少於該建築物造價百

分之一」，確立了公共藝術設置的法令必須性，也提供學校文化藝術環境建構上有力

的經濟性支持。學校是教育的場所，並非一般的公有建築物，校園文化藝術環境的建

構，非僅是藝術品之堆砌，必須符應教育的特質和需求，並能因應學校風格（如幼稚

園、小學、中學和大學）之差異性，作不同要求的規畫。以下擬就校園的隱喻、精神

與風格、校園文化藝術環境的要素、校園文化藝術環境的特性、校園文化藝術環境的

研究和校園文化藝術環境的作法等四方面，分別探討，以就教於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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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校園的隱喻、精神與風格 
校園空間、建築、庭園和設施所構成的物質文化，會影響使用者的思想、人格、

學習、態度和價值觀，必有其隱藏的深層教育寓意，值得探析。以下擬就校園的涵義、

教育的隱喻、場所的精神和校園的風格，加以分析，以明其梗概。 

一、校園的涵義 
在名詞釋義上，校園（campus）有廣狹二義。例如，臺灣省政府教育廳（民80）

之界定：校園以狹義的說法，乃指學校內除校舍與運動場之外的學校庭園而言；就廣

義來說，校園代表了廣闊的實質領域，包括全部校舍、庭園與運動場地及其附屬設施

（第6頁）。其次，湯志民（民89a）參考相關研究界定：校園廣義範圍含蓋學校內廣

闊的實質領域，包括校舍、庭園、運動場地及其附屬設施；其狹義範圍，僅指學校庭

園（第10頁）。 

在規畫運用上，廣狹範圍亦有不同。例如，臺灣省政府教育廳（民80）的「國民中

小學校園規畫」、畢恆達（民83）「臺北縣國民中小學校園環境整體規畫設計手冊」、 
Schmertz（1972）「校園規畫與設計」（Campus Planning and Design）及Dober（1992）

的「校園設計」（Campus Design）專書，其「校園」均採廣義看法。至於，Dober（2000）

在「校園景觀：功能、形式和特色」（Campus Landscape: Function, Forms, Feature）新書

中，對校園則採狹義觀點，將校園景觀分類為：（1）第一線遭遇，包括周圍、邊界標示、

入口、校園車道、校園人行道、腳踏車道、動線起迄點、停車場等；（2）空間，包括傳

統空間（heritage spaces）、第二空間（secondary space）、第三空間（tertiary space）、濕

景觀（wetcapes）、乾景觀（drycapes）等。蔡保田（民66）的「學校建築學」和湯志民

（民89a）「學校建築與校園規畫」一書中，其專章論述之「校園規畫」亦採狹義定義。 

綜言之，校園，就狹義而言，僅指學校庭園或庭院（school garden, schoolyard, or 
courtyard），是學校內校舍與運動場地所占校地之外的廣大空間，提供師生課餘遊憩之

所，在空間上可分為前庭、中庭、側庭與後庭，在規畫上則以栽植花卉草木、設置花

壇綠籬與配置園景設施，如小橋流水、亭臺樓閣、園路水池等為重點。就廣義來說，

係含蓋學校校地之內的所有空間與設施，舉凡校舍、校園、運動場及其附屬建築和設

施皆屬之。本文校園文化藝術環境的規畫，以廣義的校園為探討範疇。 

二、教育的隱喻 
校園與公園不同，最大的差異點，即在校園所具有的教育性。就學校庭園而言，

校園的教育性功能，一如蔡保田（民66）所強調的，有三：（1）培育民族固有美德的

功能；（2）弘揚國家基本理想的功能；（3）啟發天賦引進新知的激勵功能。其思考點，

主要在於教育的隱喻作用，如美國學校行政人員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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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ors）（1949）在「規畫美國學校建築」（Planning America's School Buildings）

一書中，即強調校園應有濃厚的教育意識，才能刺激學生的強烈學習動機。蔡保田（民

66）對此亦有剴切的說明： 

校園是廣闊的，道路是坦直的；兒童或青年生活其間，不但可以培育其浩

然與蓬勃朝氣，心胸自然開朗，進而尚能養成遠大膽識，創業與冒險犯難

毅力。有了廣大的校園，（兒童和青年）才不會有「坐井觀天」或成為「井

底之蛙」的感覺。（第161頁） 

就學校整體意象而言，學校的隱喻（metaphor）明顯地描繪出有關學校品質和學

校革新的意象。Schlechty 和 Joslin 描述一般人對學校最普遍的意象如下（引自Sanoff, 
1994）： 

1. 學校像工廠（factory）：工廠的隱喻暗示大量產出、生產線技術和品質管制，

它支持一種說法：校長像經理，老師像員工，學生則是被塑造與製作的產品。 
2. 學校像醫院（hospital）：醫院的隱喻看出學校中區別管理和專業決定的需要，

學校猶如醫院模式，如規定的教學、個別化教導和一系列的評量。 
3. 學校像原木（log）：原木的隱喻是指傳統的教育形式，強調基礎，賦予教師高

度的榮譽和地位，教師乃經過仔細擇選，並給予物質和資源上的支持。 
4. 學校像家庭（family）：家庭的隱喻認為應將兒童視為獨一無二的個體來對待。

兒童應被教導，而不應被強迫去做什麼事，直到他們做好準備。家庭模式以為師生關

係是學校中最重要的人際關係。 
5. 學校像戰區（war zone）：戰區的隱喻傳達一種衝突和敵意的意象，那侵略性

的行動是學校與教室預期的部分生活，勝利與失敗比合作與調適更為重要。 

Sanoff（1994）則認為學校像一個工作場（place of work），現代的工作場已經從

工 廠 轉 變 為 知 識 基 礎 工 業 ， 暗 示 著 學 校 像 知 識 工 作 組 織 （ knowledge work 
organization），未來的學生將成為知識工作者。 

就校園建築而言，教育的隱喻，也可從建築的形式和空間配置見其端倪。例如，

臺灣書院建築的空間分配「層次分明」、「長幼有序」，同時兼備了教學、祭祀和居住

的功能，反映出中國傳統的儒學精神；日據時代的學校建築，軍營式四合院的校舍配

置，顯示尊重紀律與命令的學校文化意涵；民國57年實施九年國教，應政策需要大量

興建國民中學，當時校舍多以標準型波浪式設計，象徵三民主義，倫理、民主、科學

及九年國教（湯志民，民86），政治文化取向實質反映在學校建築範型之中。近年來，

臺灣的學校空間規畫的發展，朝文化藝術環境、生活休憩空間、教學中心學校、兩性

平等校園、資訊科技設備、校園無障礙環境、學校和社區融合等方向發展，此一趨向

即深刻反映出當代社會對學校教育的革新理念（湯志民，民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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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裝飾布置而言，教育的隱喻可從教室、廊道和集會場各處散布著可觀的象徵符

號（symbols）和標誌（signs），而反映當代教育價值。象徵符號是文化的凝聚點，它

將「意義」（meaning）注入組織之中，並影響個人行為。因此，一如建築形式傳達時

代的價值判斷，校園中使牆面增色的象徵符號和標誌同樣也傳達價值。若校園環境中

盎溢現代教育中值得珍視的美德與價值，如尊重、多元、創意、合作、參與等，則有

助於學生的潛在學習。茲參照Deal和 Peterson（1999）之研究，將校園中表達教育隱

喻的顯著象徵符號和標誌，分別要述如下： 

1. 任務陳述（mission statements）：將學校辦學宗旨作為主要廊道、教室、體育館

等牆面的裝飾，藉以敦勸和激勵學生。學校辦學宗旨亦可以用校徽別針（school pin）

來傳達，如在美國一所小學裡，老師身上別著「青蛙」形式的校徽別針，傳達學校任

務在於改變學生，猶如將「青蛙」轉變為「王子」和「公主」。 

2. 學生作品展示（displays of student work）：許多學校用學生的精心傑作充實廊

道，將廊道規畫為畫廊或展覽場，象徵對學生創造力與努力成果的珍視。 

3. 校旗（banner）：校旗激勵學生努力工作、做好每一件事，讓他們的智能隨著

飛揚的旗幟閃閃生輝。許多學校在全校性活動的開幕與閉幕典禮當中，校旗即成為全

校引以為榮的聚焦點。 

4. 過去成就展示（display of past achievements）：將學校歷年獲得的各項獎勵與榮

耀，按照年代序列一一展示出來，以喚起全校師生的榮譽感和認同感。 

5. 多元化象徵（symbols of diversity）：尊重多元文化並致力於不同族群的相互了

解與融合，傳達「共享社區」或「地球村」的理念。例如，美國是民族的大熔爐，許

多學校的學生來自不同的國家，學校活動中心懸掛起學生祖國的國旗（如波士頓市康

橋瑞治和拉丁高中（Cambridge Rindge & Latin School）懸掛90多面國旗），或辦理「民

族日」活動，請學生穿著祖國傳統服飾，介紹各國民俗文化特色，以增進族群與國際

間的相互了解和尊重，並進而創造豐富多元的校園文化內涵。 

6. 獎章、獎盃和匾額（awards, trophies, and plaques）：獎章、獎盃和匾額均是榮

譽的象徵，各種運動的獎章、獎盃和球季分數記錄等，是體育競賽價值的傳統代表。

然而，愈來愈多學校認同學校學生和教師在學術上、藝術上的成就。 

7. 名人堂（Halls of Honor）：學校可以設置名人堂，將學校教師和學生獲得的殊

榮框裱起來，並附上相關的新聞剪報。此外，教師和學生的個人著作、訪問內容或出

版詩集等，皆在展示之列。 

8. 吉祥物（mascots）：學校的吉祥物是一種具形象徵符號，代表學校的無形價值，

它們是一種精神象徵，將學校結合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Mascot」這個字表示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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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或神秘力量的連結，源自法文「masco」，意為「女巫」（witch）。法國劇作家Edmond 
Audran（1842-1901）最膾炙人口的一齣輕歌劇「La Mascotte」（1880），其中一段感人

的情節，描述一個農場女孩為其迷戀的人帶來好運，從此，「吉祥物」即意謂著一個

可以帶來好運的人、動物或物品。美國的學校對於吉祥物的運用十分普遍，成為精神 
建構的重要工具或手段。明尼蘇達大學（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是大眾化的網路軟體發源地，她的吉祥物即是

在網路上廣為人知的「土撥鼠」（the Gopher）。南加大（USC）

的吉祥物是「特洛伊勇士」（Tommy Trojan）（如圖1），意謂

該校英勇奮鬥的精神猶如特洛伊勇士。去（89）年4月赴美

參訪學校中小學，發現每所學校都有吉祥物，其中，紅木中

學的獅鷲最為特殊，獅鷲是源自印度和古賽西亞的鷹翅獅身

的怪獸，拉著太陽戰車並協助奧林巴斯山的天神（the gods of 
Mount Olympus），它的豎立如價值事物（things of value）

之守衛，給予知識之禮並保護學校和其學生。 

9. 歷史性文物與收藏（historical artifacts and collections）：

學校的歷史和傳統是學校經歷歲月與目標所繫的重要象徵

符號。若學校無視於其歷史，截斷與過去的聯繫，將無根

著之處。學校可以陳列歷年來的教科書，展示寫字工具的

演變史，和歷屆學生的團體照等。 

南加大（USC）以「特洛伊

勇士」作為該校的精神象

徵，展現英勇奮鬥的精神 

圖 1：南加大(USC)的吉

祥物 

三、場所的精神 
學校是一個場所，校園應蘊含什麼精神，表現出什麼樣貌？Norberg-Schulz所著「場

所精神－邁向建築現象學」的幾項重要觀點，可供我們思索（施植明譯，民84）： 

1. 場所結構（the structure of place）包括「空間」和「特性」，「空間」暗示構成

一個場所的三向度的組織，「特性」指的是「氣氛」，空間與特性是互動的關係。 

2. 場所特性係由場所的材料組織和造形組織所決定。構成一個場所的建築群的特

性，經常濃縮在具有特性的裝飾主題中，如特殊型態的窗、門及屋頂。 

3. 象徵化意味著一種經驗的意義被「轉換」成另一種媒介。象徵的目的在於將意

義自目前的情境中解放出來，使之成為「文化客體」，可以成為更複雜的情境的要素，

或被轉移到另一個場所。人集結經驗的意義，創造適合其自身的一個宇宙意象或小宇

宙，具體化其所在的世界。 

4. 人為場所與自然產生關係有三種主要的方式： 
(1)人要使自然結構更精確，亦即人將自己對自然的了解加以形象化，表達其所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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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存在的立足點。 
(2)必須對既有的情境加以補充，補足其欠缺。 
(3)人必須將其對自然（包含本身）的理解象徵化。 

5. 聚落與地景有一種圖案與背景的關係，如果這種關係被破壞，聚落便喪失自我

的認同性。 

6. 在我們的環境脈絡中，「認同感」意謂著「與特殊環境為友」，如北歐人和霧、

冰和寒風為友，阿拉伯人則與綿亙的沙漠和炙熱的太陽為友，其所體驗的環境是充滿

意義的。此外，人與這些具體環境特質的關係是自小培養的，經由與環境特質的互動，

培養了決定所有未來經驗的知覺基型。 

7. 人類的認同必須以場所的認同為前提。在具體的日常感受中歸屬於某一個場

所，即表示有一個存在的立足點。疏離感最主要是由於人對於構成其環境的自然和人

為的物喪失了認同感所引起的。 

8. 真正的歸屬必須是方向感和認同感這兩種精神功能的完全發展，認同感是歸屬

感的基礎，方向感的功能在於使人成為人間過客，自然中的一部分。 

9. 尊重場所精神並不表示抄襲舊的模式，而意謂著肯定場所的認同性並以新的方

式加以詮釋。唯有如此才能有一種活的傳統，利用變遷與在地方性中發現的公分母產

生關連，使變遷變得有意義。 

場所精神的重要觀點對於建構校園環境所提供的啟示，可以歸納為四方面來說

明：首先，在場所建構的微觀方面，場所包括空間組織和特性兩要素，互為表裡，相

得益彰，即學校建築除了空間的多寡、大小等「量」的要求外，同時應注意風格、特

性等「質」的營造，兩者不可偏廢。風格、特性的營造，可藉由建築的裝飾性主題來

表現，並以象徵為媒介，集結生活經驗的意義，創造適合學校自身的一個宇宙意象。 

其次，在場所建構的鉅觀方面，場所之於自然大場域，有圖案與背景的關係，若

關係破壞，將喪失自我的認同性。學校的建構，應著眼於其存在的歷史場域和地理場

域，藉由時間與空間上的綿密聯繫，與自然大場域（背景）取得堅實的連結，以尋求

出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 

復次，在創造場所認同感方面，人類的認同係以場所的認同為前提，認同感又是

歸屬感的基礎，由此可知，避免校園疏離感的產生，可以從創造場所認同感著手。場

所的認同感意味著與特殊環境為友，和所處之自然的鄉土地形、地質、景觀、氣候和

人為的風俗、儀節、藝術、文化相伴而生，校園環境建構應擇取上述自然與人為環境

的各種主題，營砌學校獨一無二的特殊風格，創造校園的場所認同感，進一步增進全

校師生的隸屬感。 

 



42 e世紀的校園新貌 

最後，在承續場所精神方面，尊重場所精神不是抄襲舊有或故步自封，而是肯定場

所的認同性，並以新的方式加以詮釋。因此，學校建築新舊關係的處理，應以尊重場所

精神為前提，而校園環境的建構，亦應鼓勵學校建築的多元特色和校園景觀的創意表現。 

四、校園的風格 
依牛津字典之定義，風格（style）為「一個以結構或裝飾的特殊性格來區辨的明

確建築型態（a definite type of architecture distinguished by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structure or ornamentation）」。風格性的問題，包括地位、品味、感情、象徵、哲學和

概念―含括認知的、科技的和審美的相關事項之全部範疇。對於風格性設計的決定

因素而言，似乎沒有任何原則可以適用於所有時間和地點。基本上，風格是可認知的、

特殊的、明確的方式，藉由這個方式建築的各部分形塑為形式的語彙，而這些形式匯

集為特殊的與重複的樣式。風格是一個外在的組構物，其材質的選擇與形式和樣式結

合一起。這整體的組織和設置，乃是用來協助實現功能，作視覺上的呼籲，和表現學

校的態度和價值觀（Dober, 1992）。 

就校園而言，風格是一個強力的場所標幟者，運用視覺動力和象徵蘊義。風格取

向的採行，乃是依據情境、校地和那些推展校園景觀和負責設計與執行的人的審美傾

向。校園的風格，在校園景觀上，風格取向有五種（Dober, 1992）： 

1. 景觀設計服務並支援功能，如設置室外憩息區或在卸貨區設置視覺屏障。 
2. 設計配合當地的生態環境，如植物園或與當地氣候與地形聯結的大規模植栽。 
3. 設計模仿或詮釋較古老的現存風格，如毗連的新方院景觀或景觀性步道的延續。 
4. 設計反映校園所在地的歷史，如紀念性廣場或校友鐘樓和花園。 
5. 設計為當代藝術的個人性表現，校園景觀相等於Reihardt 的一幅油畫。 

此外，在建築意象上，應注意呈現學校教育特性。例如，幼兒園是童稚萌芽之所，

其學習環境設計應如「兒童的花園」，在空間造形和情境布置方面，充滿藝術色彩或

童話故事氣息。小學是正式教育的開端，應重視兒童生活經驗和興趣的培養，其生活

空間和情境設計，宜具生動活潑之氣息。中學是高深學術的準備之所，也是學生體能

和社交能量亟待發抒之際，學校情境應呈現亦莊亦諧的氣息，擴充生活空間，提供良

好的學習資源中心，以及可以盡情奔馳的運動場地。大學是一個學術殿堂，應涵融學

術研究氣息，豐富生活交誼空間，校園空間和建築造形宜具莊嚴壯麗的風格。 

睽諸世界各國，許多著名的大學，如英國的牛津和劍橋大學，法國的巴黎大學，

美國的哈佛、耶魯、康乃爾、普林斯頓、賓夕凡尼亞和哥倫比亞大學，德國的海德堡

大學，日本的東京大學、澳洲的墨爾本大學等，其校園建築本有其獨特的傲人風格，

再經過百年甚至三百年以上歲月的洗禮，本身即成為歷史與文化的表徵，深具人文意

象，師生涵詠其間莫不受其影響，學術成就大放異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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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校園文化藝術環境的要素 
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種族，不同的地域都會產生不同的文明，也會積蓄不同的文

化。文化是思維的蓄積，藝術是以一種可見可觸可感的實體刻劃出來，也許是建築，

也許是街道，也許是藝術作品，也許是詩歌，也許是任何一種人類行為的呈現……。

思維本身是不可視的，但是卻透過藝術的形象化，體現了人類思維的結果（林曼麗，

民88）。思維的產生來自生活的體驗，經由世世代代每日生活――包含在自然環境中

生存的搏鬥，以及在人文環境中生命的喜悅――經驗的累積，沈澱成民族的文化。因

之，文化是我們尋根溯源，找尋自我定位的最佳途徑；藝術涵詠文化，體現人類思維，

讓人的生活益增美感。 

Dewey有云：「教育即生活」，而文化繁延生活，藝術美化生活，顯見教育、藝術

和文化關係密不可分。教育係以「人」為本的思維，引導學生完整發展的歷程；而藝

術文化亦以「人」為核心本質，審美教育的目的在於培養全人（whole person）――完

整而均衡發展的人，培養有創意、有審美品味，能自我表現，能自我抉擇，存心善良，

尊重環境與他人的個體；因此，校園環境應教育化、生活化與藝術化。 

校園文化藝術環境之建構，應以「教育」、「生活」和「美感」為核心來思考。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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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校園」係教育情境以「教

育」為核心，「文化」在傳承精

神以「生活」為內涵，「藝術」

在呈現涵養以「美感」為表徵。

「校園」內的「文化」和「藝

術」環境，脈絡交織，相互依

存，透過時間的演變，形塑校

園景觀風格（參見圖2），結合

「教育」、「生活」和「美感」，

讓校園展現教育生活之美、生

活教育之美、美的生活教育和

美的教育生活，師生陶融其

間，修養心性，涵泳人格，美

化人生，益增智性。校園文化

藝術環境的要素，擬分別就「校

園―教育」、「文化―生活」和

「藝術―美感」等三層面，加

以探析。 
圖 2：校園文化藝術環境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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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園―教育 
校園是教育的場所，其所建構的「境教」環境是潛隱性文化教育空間，影響學生

的學習方式、價值觀念、態度及行為。學校教育，依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1996）的「學習：內在的財富」（Learning: The treasure within）一書，要教學生「學

求知」（learning to know）、「學相處」（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 learning to live with others）、

「學做事」（learning to do），更要指導學生「學做人」（learning to be）。亦即，學校建築

和校園環境的規畫，不僅要依循「法」則――參照課程標準、設備標準和建築法規辦理；

也要發揮「理」性――使學校的校舍建築、庭園景觀和園景設施，在空間配置、情境布

置與動線設計上，能整體流暢，有條不紊；更要使其成為有「情」世界――即透過人文

教育的氣息的涵詠，使學校成為人性化的教育和生活空間（湯志民，民83）。 

其次，學校為公共建築的一環，其與住宅、商店或公園等公共建物不同之處，在

於它是實施教育的場所，所服務的是教學活動中的師生，所要達成的是教育目標，因

此學校建築必須從教育的角度來建構，其藝術價值除了表現於藝術之美外，還有空間

規畫的機能之美（臺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民88）。亦即，校園教育情境不僅有

表徵性，並能「實質性」協助學校推展教育。 

據此，校園的教育情境，從文化藝術角度觀之，有其「表徵性」意義，並能「實

質性」協助學校推展教育，在整體情境意象則力呈「人文性」風格。以下分別就表徵

教育情境、實質教育情境和人文教育情境加以說明。 

(一)表徵教育情境 
表徵教育情境，係指校園空間、建築、景觀和設施，透過象徵性意義，傳達教育

訊息，其訊息傳遞方式是內隱的（tacit）。通常，校園教育情境有其教育隱喻和場所精

神，皆具表徵性，文化藝術環境尤然，依其情境布置、造形色彩、象徵符號和標誌，

傳達教育訊息。 

例如，宜蘭許多學校的廣場有龜山島地標圖（如竹安、東興國小），或面海直接

看到龜山島（如大溪、梗枋國小），象徵這是宜蘭的學校，並讓孩子不要忘記他們是

宜蘭人；宜蘭縣具有百年校史的冬山國小，遷校新建後將一塊舊圍牆設於庭園中，表

示學校歷史的傳承。其次，慈濟為921地震災後重建的學校（如南投縣至誠國小（參

見圖3）、中寮國中、社寮國小、社寮國中），其「人」字形校舍建築，象徵以「人」

為中心的意念，關懷人的成長和發展，要求新建校舍設計保留原有大樹，綠化圍牆或

無圍牆，以示環保、對自然的尊重，並與社區結合，沉靜的洗石子色調和大片的草坪，

在建立靜謐的環境，讓師生能安心、靜心。 

此外，學校以圖書館為校園核心（如北京大學、臺灣大學、政治大學），象徵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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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教學為中心的學術研究殿堂。其次，學校設置「圍屋」（如桃園縣龍星國小）或「古

亭笨」涼亭（如苗栗縣仁愛國小），象徵學校位於客家莊（「古亭笨」原為客家祖先為防

老鼠偷吃穀物的穀倉）。另外，許多原住民學校，在校舍牆飾、教室課表、廊柱、洗手臺、

駁崁、校門或圍牆，以磁磚裝飾、雕刻或彩繪，以留存各族獨特的文化或神話故事，象

徵其位於原住民村落，並強調原住民文化和教育留存的重要，如泰雅族祖靈的眼睛（如

臺北縣烏來中小學、桃園縣介壽國中）、排灣族的百步蛇和太陽（如屏東縣望嘉國小）、

阿美族的舞蹈（如花蓮縣水漣國小）、雅美族的獨木舟（如綠島椰油國小）、布農族的「木

刻曆畫」（如臺東縣海端國小、南投縣雙龍國小），皆為校園內原住民圖騰呈現的顯例。

還有，有以建築語彙、庭園水池、雕塑，設計表徵教育情境者，如臺北市大同高中的龍

（角）形校門、宰相帽校舍、太極連池和龍騰噴泉，深寓學有所成、步步高升。 

(二)實質教育情境 
實質教育情境，係指校園空間、建築、景觀和設施，具有「實質性」協助學校推

展教育之功能，其訊息傳遞方式是外顯的（explicit）。通常，學校的光榮歷史、特有

事蹟、優良傳統等，常因某種獨特物質文化的存在，而得以繼續發揚。 

例如，劍橋大學，世界著名科學家牛頓就讀時，獨坐校園一角，發現蘋果往下掉

的事實，因而啟發靈機，從事研究，發現了地心引力的理論，該校迄今仍將此一地點

保留、整理，以為紀念，並啟發更多學生研究發明的意願（林清江，民70）。臺北市

建成國中，與第二美術館共構，二翼歷史性建築經整建為學校教室，學生在歷史性建

築中接受教育，還可學到對過去文化的尊重。臺東縣紅葉國小，設立少棒紀念館，並

將練習棒球打擊而嵌入樹幹的輪胎保留，為臺灣棒球的發源地留下教育之根。南投

縣，921地震災後，重建的學校設立紀念碑（如中寮國中）或紀念藝廊（如社寮國小）

（參見圖4），主要為學校紀錄一段慘痛的校史，並激勵師生以「浴火重生」之心再出

發，為學校開創更美好的明天而努力。 

「人」字形校舍建築，象徵以「人」為中心的意念，

關懷人的成長和發展 

圖 3：南投縣至誠國小「人」字形校舍建築 

全校師生以窯燒陶磚作品紀錄一段慘痛的校

史，奮「浴火重生」之心再出發 

圖 4：南投縣社寮國小921震災紀念藝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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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校史室的設立（如雲林科技大學、國立三重高中、臺北市天母國中），可

將學校的創立、沿革和未來發展，具象表達，讓師生了解其在學校的歷史地位，益增

對學校的認同感。其次，鄉土教室或資源中心的設置（如臺南一中、臺北市士林國小、

臺北縣烏來國民中小學、屈尺國小、臺東縣南王國小），透過鄉土文化材料的保存和

實施鄉土教育，讓地域文化有著根之處並得以延續。另外，展示師生作品的藝廊（如

臺北市松山高中、溪口國小），可以肯定師生學習成就，展現師生才華，還能美化環

境，提升學校物質環境意境。還有，美國中學列出年度傑出校友的榮譽牌，以肯定學

生學習成就，激勵學子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學生競賽的錦旗、獎杯，都置於川堂、走

廊或相關教室，讓學生可以知道學長的成就，學校的發展特色和重點，以及自己可以

學習成長的環境條件。 

(三)人文教育情境 
學校建築不僅是一個遮風避雨、傳授知識的場所，而是具有引人入勝、發人深省、

陶冶身心、涵融性情的文化環境；將學校視為文化環境，緣教育乃是傳遞文化和發揚

文化的場所，而文化環境的學校建築，至少要能表現出學術氣氛，具有啟迪智德的作

用，並予人美感的領受（賈馥茗，民58）。 

學校是教育「人」的場所，應重視人文教育環境的規畫，古希臘Plato的「學苑」

（academies）（387B.C.）―位處森林地帶，拱樹成蔭，林野廣闊，可作運動與休息

之用，講堂之外，還有多處可供師生聊天及飲食的場所（林玉體，民69）；人文教育

家 Vittorino成立的「喜悅之校」（school of pleasure）―園地廣闊，草地如茵，設有

運動和休閒娛樂的場所，並有專為個人祈禱、靜思之用的幽靜房間（徐宗林，民80），

其凝聚人文意念，散發人文氣息的教育情境，實值借鏡。 

通常，大學校園廣闊，景觀優美，人文教育意境易顯，中小學因空間、經費和課

程之限，雖較難但亦不乏其例。例如，去（89）年4月曾赴美參訪路易斯安那州紐奧

良市魯夏學校（Lusher School, New Orleans, Louisiana），該校校舍主建築建於1852年，

原為法院，為希臘殿堂造形，愛奧尼克式柱頭，保存完好，庭園高聳的百年老樹和學

生休憩臺、涼棚，形成靜謐的精緻校園。課程設計特色，以「藝術」（art）為核心，

並布置藝術情境整體配合，例如：社會科讓學生聽各種爵士樂（Jazz）（因爵士樂為紐

奧良的重要歷史文化之一，下週恰為爵士樂週），數學課運用幾何圖繪畫並張貼在教

室窗口上，教室走廊外牆壁飾藝術照片，並讓學生作藝術探究，如說明「灌籃的藝術」

（the art of slam-dunk）、「烹飪的藝術」（the art of cooking）、「園藝的藝術」（the art of 
gardening），而川堂、樓梯間布置許多學生的藝術作品（參見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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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人文教育情境是文化的、藝術的，在生

活中充滿美感的，其清靜、優雅、靜謐，對「人」

關切，讓學校有家的溫馨親和感，師生陶融其間，

益增知性情感，實為校園景觀風格形塑的理想意境。

二、文化―生活 
「文化」（culture）是一個族群或國家的社會、

倫理、智識、藝術、政治與工業的成就特質的累積，

可以用以與其他族群或國家區辨或比較，包括：想

法、觀念、習俗、制度、社團和有形的物體（Good，

1973）。文化有許多意義，其中教育學者特別感興趣

的二個意涵，Barrow和Milburn（1990）認為是： 

1. 文化意謂生活的方式，指一群人的行為儀節

和風俗習慣。 

2. 文 化 意 謂 高 品 質 作 品 的 實 體 （ a body of 
works of high quality），特別但非專門指人文藝術方

面（p.81）。 

精心的藝術布置，充滿溫馨、優雅、

靜謐的美感，是典型的人文教育環境

圖 5：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紐奧良

市魯夏學校樓梯間的藝術

布置 

生活經過歲月的洗禮即為文化，文化以生活為核心。校園文化有其獨特性，湯志

民（民89）指出，校園文化的建構，應考量學校區位（都市或鄉村）、學校層級（中

學或小學）、師資素質（專業素養和學術專長）、學生特質（男女合校或分校）、建築

設備（發展重點和特色）、經費預算（充裕或短絀）、社區文化（歷史、地理和人文關

係）、學校環境（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和物質環境）、資源運用（社教機構或文教機構）

和教育理念（教育哲學、課程設計和教學方法）等因素，其發展是相當長遠的。當然，

歷史悠久學校有其傳承，新設學校也可創新文化，老舊學校不妨嘗試轉型，主要在於

建立並留傳有意義、有價值的校園文化。 

學校在大社會生活圈中，與社區生活緊密結合，並發展自己獨特的校園生活。以

下分別就社會生活、社區生活與校園生活加以說明： 

(一)社會生活 
社會文化是校園的大環境，社會的生活形態，影響校園文化的形塑。社會文化以

民族文化的發展脈絡為核心，人文薈萃則為民族延續的根源，族群聚落的生活形式自

然成為社會生活的發展核心，其建築意象代表民族生活文化的源流，也會鑲嵌校園建

築造形，形成社會生活大環境的表徵，訴說民族文化的繁延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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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位處閩南，有閩南、客家、外省與原住民等四大族群，與大陸漢民族有密切

的源流關係，不僅生活、語言、習慣融通，建築意象更顯現民族社會的發展關聯和特

色，例如： 

1. 閩南建築，臺灣古厝屋頂為馬背、燕尾造形，「一條龍」係一字形住屋，三間

組成稱「三間起」，加上左右廂房（又稱「護龍」），就成了「三合院」（高燦榮，民82），

此一形式源自閩南民居建築最普遍採用的三開間式民居。 

2. 客家建築，圍屋是客家族群主要表徵建築，如廣東梅州的圍壟、福建西南地區

的土樓，屬聚居的防禦式民居，其外型有高大的深厚圍牆，單獨大門出入口，一、二

層不設窗，三、四層開八字形平面小窗，供瞭望用（陸元鼎和陸琦，1999），惟臺灣

客家建築難見圍龍屋形式，反倒以閩南三合院式居多。 

3. 原住民建築，為南洋系建築，利用身邊可獲得的材料，以樸拙卻又合理的手法

興建，平均數十戶為一部落，叫做社，部落的主要建築物是住宅，通常有主屋，以及

穀倉和畜舍相伴，住屋之外，鄒族和阿美族有集會所，泰雅族有瞭望樓，雅美族有小

屋、涼臺、船倉；建築材料，以木、竹、石做牆壁和屋頂，屋頂也有用茅草、檜木皮

等，都是就地取材（藤島亥治郎，民82）。 

4. 中國文化傳統建築，以屋頂形制言，主要有皇宮貴族的廡殿式（五脊殿）、歇

山式（九脊殿），民間的懸山式、硬山式、捲棚式、攢尖式等等（趙廣超，2000）。 

另外，中西文化源流互異，庭園景觀各有特色（Phillips & Foy, 1995）。例如，中

國庭園「蟬噪林愈靜，鳥鳴山更幽」的亭臺榭舫，「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

村」的迴廊曲徑，「春江水暖鴨先知」的小橋流水、荷池水塘，以及拱門格窗、玲瓏

怪石、參天古木等等，漫步其間，步移景異，詩情畫意，巧、宜、精、雅的特色（王

鎮華，民78；洪得娟，民83；許石丹，民76），「雖由人作，宛自天開」的自然情調，

極富自然與人文交融的氣息，也創造出「生境」、「畫境」、「意境」的獨特風格（周鴻

和劉韻涵，民82），令人低迴，餘味不盡。歐洲庭園布局對稱成幾何圖形，花草如毯，

樹籬剪形，水池雕像，對比強烈，氣氛活潑，節奏明顯，進入庭園一覽無遺（Enge & 
Schroer, 1990；陳志華，民79）。日本庭園池中設島，陸橋相連，園中布溪，水邊置石，

土山植樹為林，點綴瀑布，草坪樹籬平整，砂石步道貫穿其間，橋低矮小裝飾燈具，

誠為大自然之縮影（Carver, 1993; Oster, 1993；龍居竹之介，1991）。校園設計若能了

解並善用中西庭園的風格和文化異趣，自能增添學校庭園的情趣。 

在學校建築上，若能依族群或地域特色形塑校園風格，將有助於我們承續先人過去

生活文化的根基，而在空間的地理軸線上尋求自我認同。例如，宜蘭縣立冬山國小校舍

建築採三合院整體布局，融入宅第倫理，馬背造形設計，為一閩南農莊的縮影；桃園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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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潭鄉龍星國小，校舍採傳統客家「圍屋」，揉合「五鳳樓」形式錯落配置而成，表

現出傳統客家建築風格；南投縣立雙龍國小，校園依布農族風格打造，包括校門、涼

亭、牌樓、看臺、駁坎、祭儀廣場、陶窯、時光印記、石版壁飾等，整體性的規畫完

全展現布農族傳統文化的精髓；文化大學中國宮殿式建築，表達中國文化傳承意念。 

其次，校園建築本身有其發展脈絡，其古蹟或歷史建築的保存，有助於探溯過去

生活文化的源流，而在時間的歷史軸線上尋找自我定位，例如，臺中縣明臺高中位於

霧峰萊園山麓為林家花園舊址，校內歷史古蹟比比皆是，維護良好，全校充滿精緻典

雅之文化古蹟特色。 

(二)社區生活 
社區文化是社會文化的縮影，更趨近於學校，影響校園文化的形塑。社區文化以

鄉土文化為基礎，涉及風土民情，例如：有的社區聚合特殊族群，稱之為閩南鄉鎮、

外省眷村、客家莊（如新竹、苗栗社區）或原住民部落（如臺北的烏來、南投的雙龍

社區）；有的社區以鄉土地理著稱，依山傍水，稱之為港都（如基隆港都、花蓮港都）、

山城；有的社區或有明顯的氣候特色，如竹風蘭雨，新竹風城，宜蘭雨都；有的社區

有濃烈的鄉土風情，如臺南鹽水蜂炮；有的社區以特產聞名，如北市文山包種茶、北

縣五寮綠竹筍、臺東池上米；有的新興社區，以科技聞名，如新竹科學園區，或以陶

瓷著稱，如北縣鶯歌陶瓷；有的社區以緬懷過去轉型，如平溪的煤、南投的集集車站；

有的社區則身處戰地，如金門、馬祖。 

學校是社區中心，地方鄉土風情及其生活模式所凝聚的社區文化，影響校園文化

和生活。校園情境設計與社區生活相結合，可促進社區文化的發展，增進師生的鄉土

認同。例如，新竹市虎林國小的風車，詮釋風城意象，濱海的朝山國小，其船形警衛

室和風帆校門，形成海濱意象；臺北縣鶯歌國中小的陶瓷畫圍牆，強調地方發展重點， 
五寮國小的綠竹筍涼亭，凝聚鄉里之心；

平溪菁桐國小的校門的小火車駁坎、教室

屋沿的運煤車、庭園的煤礦山和側門鐵軌不

鏽鋼門等景觀，緬懷平溪鄉以煤礦開採起家

的發展源流；集集國小活動中心前庭園布置

鐵軌枕木（參見圖6），緬懷集集車站的歷史

歲月；美濃福安國小新建校舍配置和煙樓造

形，融合當地三合院、椰林和平坦的田野等

景觀特色，皆能呈現社區總體營造意象，

凝聚鄉土情懷，促使學校社區化和社區學

校化。 

以鐵軌枕木為景觀意象，緬懷集集車站的歷史歲

月，增進師生的鄉土認同 

圖 6：集集國小活動中心前鐵軌枕木的庭

園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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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園生活 
學校文化（school culture）係指可用以區辨一所學校和另一所學校差異之獨特的

價值、儀式、象徵、信念、傳統和行事作風（Oldroyd, Elsner, & Poster, 1996, p.63）。

亦即，每一學校皆有其獨特的校園文化，此一獨特的校園文化，受到社會文化和社區

文化等歷史傳統和環境脈絡發展的影響，但不受其限制。因為，學校本為文化繁延和

創生的學習場所，本身在社會發展境遇中，即為文化創源，其獨創的校園文化，舉凡

典章制度、儀式活動、節慶典禮、校訓、校徽、校歌、校色、校樹、校風、圖騰和學

校吉祥物，各有特色，並以物質文化具象表徵，以資傳延。 

校園生活經過歲月的累積，即形成校園的獨特文化。例如，牛津、劍橋大學每年

的筏船競賽，政大新創的「包種茶節」（自創的校園博覽會），師大向心儀對象示愛的

「西瓜節」，康寧護專的「加冠典禮」，開平高中餐飲科的「拜師大典」，達人女中的

成年禮，師大附中的創意畢業典禮，松山高中祈禱升學順利的「包粽（中）儀典」，

內湖高中象徵畢業的水球大戰，羅東高中舉辦開學和畢業典禮的「德風廣場」，墾丁

國小舉辦畢業典禮的「戶外劇場」等，有的活動在固定的場地，有的含蓋整個校園。

此外，也有學生自發性的集結，形成校園場所的新精神，如政大行政大樓前的階梯廣

場，學生經常集結練舞、社團唱歌或作為演唱會的舞臺，使行政的嚴肅外貌蛻轉為全

校師生精神交流的融會之地，由此可見校園文化和場所互動的力量，而校園文化的傳

承、繁延和創造，需有生活空間蘊育，更不容忽視。 

另一值得肯定的是，今（90）年10月6日剛開幕的陽明大學「文化生活廣場」占

地800坪，是臺灣第一座大學文化生活廣場，原創者教育部曾志朗部長係依美國哈佛

大學的哈佛文化生活廣場的構想而設立，該廣場具有閱讀、演講、紀念品購物、餐飲

小憩、展覽和表演等功能，將提供成為鄰近社區與陽明大學互動的藝文空間，廣場內

還設有社區護理示範中心與社區發展協會，支援當地社區醫療服務和文化活動。曾部

長認為大學的生活文化廣場應有三種意涵：自由的象徵、校園和社區的橋樑、呈現校

園風格，民眾與學生可以在開放的空間自由來去，並擁有言論、思維與理念的自由，

大學生可以從此融入社區，社區的人也可以進來感受大學的文化（聯合報，90年10月

7日，第17版）。 

三、藝術―美感 
「藝術」（arts）一詞，原為「人為」或「人工造作」之意，有廣狹二種觀念。在

古希臘時代，除自然之外，幾乎所有的人工技藝，包括繪畫、雕刻、音樂、詩學、戲

劇，還有建築、工程、水利、機具、採礦、農林、醫藥，乃至軍事、體育、烹飪以及

各種科技發明等，無不統轄於「藝（技）術」門下，這是廣義的藝術觀念。另一說法

是「美的藝術」（fine arts），法國十八世紀啟蒙主義時期的著名美學家阿貝•巴托把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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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詩、繪畫、雕塑和舞蹈等五種藝術列為「美的藝術」，即服務於「使人愉快」的

藝術，反映了狹義的藝術觀念（汪正章，民82）。 

藝術表現美感，虞君質（民75）指出，造形藝術的美的表現，包含材料（素材）

美、形式美和內容美三種要素。藝術的素材是呈現題材內容的線、形和色。藝術的形

式是素材的組織結構，形式的功能在於傳達普遍的美感概念，各部分的素材適當結合

成為「有意味的形式」，能引起審美反應。「美感法則」即為美學家從藝術形式中所發

現的各種美的基本形式，包括對稱與均衡、反覆與漸層、調和與對比、比例與節奏、

統調與單純等（陳朝平，民89）。藝術的內容是指作者所欲表達的思想意涵、價值批

判，或反映渾沌現實，或一派超然灑脫，其題材內容感動人心，能引起人思想或情感

上的共鳴，即表現出藝術的內容之美。 

校園之中，藝術的美主要表現在校舍建築和庭園景觀上，二者整體美感的融合則

為校園之美的內涵。以下分別就建築之美、園林之美與校園之美加以說明： 

(一)建築之美 
建築之美，可從其不同的詮釋意義，明其梗概，茲參考汪正章（民82）之見解，

解析如下： 

(1)功能美：建築物的美由功能衍生而出，有用即美，實用是萬美之源。「美是適

當的」、「美是有用的」、「美是有益的」，這類「益美」之說，自古有之。器皿美，因

為它能盛物；車舟美，因為它能運行；房屋美，因為它能居住。近一個世紀流行於世

界各地的「功能主義」是近代「益美」說的最典型、最具權威性的代表之一。美國建

築家Sullivan提出一個意味深長的劃時代口號，叫做「形式追隨功能」；亦即，建築外

在的形式美應當服從建築內部功能的需要，建築形式應當由內部功能自然形成，而不

應當套用現成的歷史式樣，或是隨心所欲地任意塑造。 

(2)形象美：建築物的美自有外在形式美的規律。黑格爾有一句名言：「美只能在

形象中見出」。美在形式，美在形象，美在形象的完整、和諧、生動和鮮明，從而激

起人的「愉悅性」美感。建築的美在於其自身形象的優美，建築審美客體的形體、結

構、材料、色彩、裝飾、質地、肌理等構圖要素及其所構成的相互關係，表現普遍的

美感概念。諸如建築比例關係的協調，建築各部分的和諧，建築造形及空間構圖的秩

序，建築色澤的鮮明等等。「黃金分割比」（1：1.618）是西洋視覺藝術上理想的比例

法則，對建築美的形體比例影響最大。 

(3)蘊意美：建築物的美在於能表達某種意義、思想、情感及外在的客觀世界。例

如，希臘建築的明晰美，在於表現奴隸民制的社會繁榮；羅馬建築的雄壯美，在於表

現奴隸主專制帝國的顯赫霸業；哥特建築的崇高美，在於表現宗教的意識狂熱；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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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建築的深邃美，在於表現教徒們的憂鬱虔誠。其基本思想是通過建築形式表現某種

意義及觀念。例如，表現生活現實和歷史文化的「關聯性」，可從古典建築的柱式、

山花、拱捲等部件中提煉一些裝飾符號，加以異化、分解、加工和重構等變形處理，

融入現代建築語言系統，運用在建築創作中。 

建築之美，以能涵融功能美、形象美和蘊意美為最，可從「凝固的音樂」、「石頭

的史書」、「木頭的畫卷」、「混凝土的詩篇」、「巨大的空心雕刻」等詮釋和讚譽中（汪

正章，民82），深刻體會。 

(二)庭園之美 
庭園之美，中國為最。中國園林是由建築、山水、花木等組合而成的一個藝術體，

有著獨特的風格，富有詩情畫意，其特點有五：（1）順應自然，佈局靈活，變化有致，

可謂「雖由人作，宛自天開」；（2）小中見大，大中有小，虛中有實，實中有虛，以

有限的空間創造無限的感覺。借景是小中見大的空間處理手法，把園外景物收入園

內，增加園內景致，包含遠借（峰巒、樹嶺等）、鄰借、仰借（碧空、白雲等）、俯借

（湖光倒影、觀魚游躍等）、應時而借（春花、夏蔭、殘荷聽雨等）；（3）曲徑通幽，

處理手法含蓄，層次豐富，「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春」；（4）空間的流通與

對比，以山、池、樹、石與房屋的空間組合，使各有開合，穿插滲透；（5）詩情畫意，

運用文學上的形象思維的藝術魅力來美化園林；園中亭、榭的題字、節詩，不僅具裝

飾作用，且借景抒情，畫龍點睛（許石丹，民76）。 

庭園之美，比之建築，一如凝固的樂章。觀之中國園林，受歷代藝術的薰染，意

境深遠，王振復（民）的一段精彩描述，可以輕易感受到園林美的韻律： 

藤蘿掩映的流水小橋，似輕笛低吟；曲徑通幽處別有洞天，如清音繚繞；

一泓碧水畔矗立著飛檐小亭，簡直是一段浸透了情感的、在調性上剛柔相

濟的樂章；巍巍高塔聳立，似乎如浩歌一曲之美；道道雲牆呢，又給人以

逶迤飛動的美；而屏風與照壁綜合等空間隔斷，是一個有力的休止符。 （第

77頁） 

(三)校園之美 
校園，從外表凝神觀賞，會感受到它的造形美；在行進中觀賞，形隨步轉，會感

受它的空間美；置身校園內外，多方品評，會感受到它的環境美。校園的「造形美」、

「空間美」和「環境美」，是融合建築之美與園林之美的獨特美感表現，茲參考汪正

章（民82）之見解，解析如下： 

(1)校園的造形美：訴諸「實體」形態，強調「體形美」和「立面美」、「靜態美」

和「動態美」、「外飾美」和「素質美」。「體形美」以體積、體量和體態呈現美感，「立

 



校園文化藝術環境的規畫 53 

面美」重視比例尺度、對稱均衡、節奏韻律等形式美法則，講究雕塑性的美感。對稱、

規則的造形和平面風格易產生「靜態美」，非對稱、不規則的造形和立體風格易產生

「動態美」。「外飾美」重視對原型素質外表的修飾，「素質美」則由空間的外在形體、

結構形態、材料質感及明暗色澤等共同組成。 

(2)校園的空間美：訴諸「虛體」形態，強調單一圍合空間的「靜態美」，有機複

合空間的「動態美」，以及園林趣味空間的「變幻美」。「靜態美」的單一空間只有「空

間性」，沒有「時間性」，它是純粹的三維視覺空間，一種安寧、靜穆、隱蔽、清晰的

空間形態，有較好的「私密感」和「安謐感」，其出發點是建立在人的靜止不動的視

覺基礎上。「動態美」的複合空間則是建立在人的不斷變動的視覺基礎上，「靜寓動中，

動由靜出」，正因為通過視點的連續變動，才使人正真領略到這類空間的「美」。至於

「變幻美」，以中國園林為代表，漫遊其間會感到空間動靜交織，回味無窮。 

(3)校園的環境美：訴諸其「綜合」形態，強調建築環境藝術的主旨不但要創造和

諧統一的「環境建築」，而且要造成豐富多彩的「建築環境」，不僅小品、噴泉、水池、

山石、花木等園林景觀皆為建築環境的有機部分，即使室內外的雕塑、壁畫、工藝品、

家具等，也都直接為建築環境藝術注入「美」的生機，此為建築環境美的綜合性。在

中國傳統建築藝術中，那些石獅、牌樓、石坊，還有書法、扁額、楹聯，以及線描圖

案等等，不僅具有自身的藝術審美價值，而且對建築也有著不可少的烘托作用，渲染

和強化了建築環境藝術的氛圍。例如，大陸南開大學東方藝術館的設計，由兩個相反

方向的螺旋型曲面體所構成，建築輪廓豐富，線條流暢，神態灑脫，整體形象猶如兩

幅打開的中國「立軸畫卷」，其總體平面構圖則如同「太極圖」的變位，在南北入口

廣場的中軸線上，一前一後，分別布置兩個對應的「圓形設施」，一為水池，一為「下

沉式」小廣場，這一建築藝術構思，外觀造形飄逸灑脫，使人在愉悅性美感中，探尋、

追索和領悟其富有哲理的深層內涵。 

校園之美，漫步其間，最能體會。哈佛大學位於查理斯河畔歷史悠久、造形優雅

的古典校舍建築和幽美的園庭景觀，劍橋大學清幽雅致的古典學院建築和述說無數動

人故事的康河，史丹佛大學直奔學術殿堂的棕櫚大道，校舍石砌拱形迴廊浪漫的光影

變幻，中庭甚富美感的藝術雕像和前庭廣闊優雅的花園廣場，北京大學中國傳統的宮

殿式校舍建築和優雅古典的未名湖，臺灣大學延伸文學院建築語彙的校舍建築和展延

椰林大道底處象徵學術殿堂的總圖書館，東海大學的仿唐式院落建築和名聞遐邇的路

思義教堂，座落清幽靜謐的榕林草坪之間，悠遊漫步，穿梭林間，浸淫校園之美，令

人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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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校園文化藝術環境的特性 
校園文化藝術環境的特性，從前述的分析中，可大致了解有七種特性：象徵性、

教育性、獨特性、聚焦性、美觀性、歷史性和參與性，茲分述如下： 

一、象徵性 
中國民族「文化符號」最常表現在古代建築的裝飾上。裝飾的作用除了為建築進

行藝術加工，以協調建築性格和美感外，還有意匠特徵，充分運用我國傳統的象徵、

寓意和祈望手法，將民族的哲理、倫理思想和審美意識結合起來，用形聲或形意的方

式來表達（陸元鼎和陸琦，1999）。裝飾的表現手法，以下從象徵的比擬、諧音的比

擬、色彩的比擬、與數字的比擬四方面來說明（樓慶西，1999）： 

(一)象徵的比擬 
中國建築中常出現的動物，如龍是帝王的象徵；獅是威武、力量的象徵。龍、虎、

鳳、龜代表東西南北四方，左青龍（東）、右白虎（西）、前朱雀（南）、後玄武（北）。

蓮荷生於淤泥而潔白自若，松、竹、梅象徵人品高潔。 

(二)諧音的比擬 
藉主題名稱的同音字來表現一定的思想內容。如兩隻獅子表示「事事如意」，魚

躍龍門表示功成名就，蝙蝠諧音「福」，瓶代表「平安」之意。 

(三)色彩的比擬 
紅色象徵吉祥與喜慶。中國古代人有天圓地方、天藍地黃之說，故天壇祭天的建

築為圓形，屋頂用藍色琉璃瓦，地壇為方形，主要建築屋頂用黃色琉璃瓦。 

(四)數字的比擬 
中國古代的陰陽五行世界觀，天地萬物分陰陽，人之男女，方位之上下前後，數

字之單雙正負皆分陰陽二類。在數字中單數為陽，偶數為陰。單數一、三、五、七、

九，以九為最高，為帝王的象徵。祭天之壇，天為陽，所以處處用陽性的單數；皇帝

祭天之壇，用九數以表示陽性之最高與最尊。 

運用上述象徵的比擬性質，妝點出校園的文化藝術氣氛的案例頗多，例如：臺北

市立松山高中正門入口處以數棵榕樹修剪成「青龍」形狀，隨時間逐漸成長，饒富中

國趣味；桃園鎮平鎮市祥安國小前庭設置翔鶴造形雕塑；臺北市立大同高中校舍屋頂

象徵及第登科的狀元帽造形，並設有騰龍噴泉居中的龍池；臺北市立南湖國小校門入

口設置大型花壇，花草修剪成「鯉魚」圖形；桃園縣平鎮市文化國小規畫「竹園」，

栽植各種翠竹，蔚為園庭特色；新竹市香山區頂埔國小庭園中設置「水中蓮」的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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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造景，象徵出淤泥而不染的高貴情操。 

除了以上屬於中國傳統建築裝飾的象徵性主題外，還可以思考富現代感的象徵性

主題，凡特質上具有詮釋性價值的主題皆可作靈活的運用。例如：臺北縣立屈尺國小，

設計長頸鹿造形的校門，以長頸鹿「屈一尺、伸一丈」的特性來期勉小朋友，其造形

與色彩亦頗具童趣；美國丘園南高中（Park Hill South High School），體育館室內設計

吉祥物「黑豹」壁畫，紫與黑色彩鮮明，象徵敏捷、獨立、勇於冒險的精神等等。 

二、教育性 
Deal和Peterson（1999）指出，象徵符號作為我們秉持信念（stand for）與期望（wish for）

的代表，在文化凝聚和引以為榮上，扮演強有力的角色，團體因對於共享的象徵符號

的依附而統合為一，並獲得方向與目標。因此，學校在建築設計、創作展出、學校命

名或選擇校徽（logos）時，應謹記其象徵符號所傳達的意義。建築是重要的象徵符號，

校舍建築象徵經由以下四個途徑，促進校園文化的發展（Deal & Peterson，1999）： 

1. 建築點示出學校的重點：如圖書館設置於學校中樞，美輪美奐，透露出學校重

視讀書、學習和成功的訊息。 
2. 學校建築元素可將社區連結起來：學校建築的設計風格、色彩和其他的元素與

社區種族或文化遺產相連結，可以加強學校和社區間的聯繫關係。 
3. 建築提供較深層目標和價值的訊息：建築的尺度、豪華性、複雜度和局部的安

排，顯示「什麼是重要的」的重要訊息。 
4. 建築以鍛造學校的榮耀來激勵全校師生和社區：若學校建築髒舊頹敝，將成為

令人看不順眼的東西，而非榮耀的象徵。反之，若學校建築造形新穎創意，成為該地

區的地標所在，則全校師生和社區皆引以為榮。 

校舍建築的空間配置和造形風格均透露出教育的隱喻訊息，因此，在學校建築設

計上應予審慎斟酌，以符應當代教育理念的發展，以及學校設校理念的訴求。除了建

築設計外，校園中公共藝術的設置應能蘊含學校崇尚的價值（如：合作、謙遜、創意、

誠信、正直等），提供特殊空間展示學生作品以促進教學成效，庭園景觀設計與教學

內容相結合，使校園成為具審美性的大型「教材園」等。例如：臺北市立松山高中設

置文化藝廊，展示名家書畫作品或學生學習成果；臺北縣菁桐國小以山、青蛙、蜻蜓、

楓葉等自然鄉土之造景，設計校園情境，與當地山色相融合，建構山城小學「崇法自

然」的特殊風格，並提供最佳的鄉土教育環境；花蓮縣卓溪鄉卓楓國小，設置兼重文

化傳承之期 勉牌，期勉 小朋友做個 有尊嚴的布 農族人；美 國巴柏小學 （Barbour 
Elementary School），融合西班牙與美國文化，提供交流的藝術文化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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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獨特性 
每個校園有其歷史、地理、與人文上的獨特個性，其藝術與文化的環境建構應當

有不同的強調特質。Moore 和  Lackney（1994）特別提出「設計多樣性」（design 
diversity）為美國新學校的27種設計型態之一。此觀點與在六○年代以後大規模興起

和傳播的後現代主義的精神相符應。「後現代主義」，是產生於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內部

的一種社會文化思潮（高宣揚，民85），重視不斷地自我創造和自我超越的精神，表

現在藝術上，是一種解構傳統，發展創意，不斷精進的過程。即使在類似目的、性質

與相同文化、區域之下，靈活運用「主題與變異」的手法，使得共同意義的系統中仍

有獨特認同性的表現（施植明譯，民84）。以區域性學校為例，宜蘭縣的新建學校皆

表現宜蘭鄉土的共同氣質，但各所學校均自有特色。 

學校表現文化藝術環境的獨特個性，可以從學校校地特性、歷史淵源、地域特色、

設校理念等思考角度切入，建立學校專屬之圖騰表徵系統，或在校舍造形、建材選擇、

色彩運用或校園景觀上進行創意設計。此外，更可以運用文學上的形象思維的藝術魅

力來美化校園。例如：國立三重高中，以所在地及校名「三重」為校徽設計意涵，並

建立校色、制服式樣、公文書信樣式等完整學校識別系統；高雄縣鳳山市瑞興國小，

學校學區古稱「竹仔腳」，學校校徽、校旗、精神堡壘、圍牆欄杆皆以「竹仔」為標

誌；臺北市立古亭國中，在綜合大樓樓頂設置圓形景觀眺望亭，象徵學校所在地古時

候守望相助之「鼓亭」（古亭）：桃園縣立奎輝國小，師生共同一刀一斧雕琢完成的木

雕大門創作，充滿泰雅原住民風情；彰化縣立永光國小，圍牆採古堡城郭造形，意涵

所在地之鄉名「大城」；屏東縣萬巒鄉五溝國小，班級吊牌以蒸籠底層製作，與學校

客家主題相融；臺東縣海端鄉加拿國小，校園規畫以布農族傳統特色為主，如石板屋

造形校舍、女兒牆與樓梯傳統紋飾設計、石板砌成圍牆、司令臺；臺北縣屈尺國小將

教師辦公室命名為「採菊軒」、廚房命名為「菜根譚工作室」；逢甲大學設置「學思園」，

取論語「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之意等等。 

四、聚焦性 
我們對環境的敏感性、適應性和反應會導致不同的行為，因此環境可以透過特殊

的設計，使人們因某種目的而欣然地集結在一起，或醞釀一種社會關係，例如在圓形

劇場中集結。不同型態的景觀也會產生特定的行為反應，十八世紀庭園景觀的塑形和

系列的視點與體驗變化序列的發展，包括引用寓言和神話隱喻的雕像，都是企圖引發

崇敬、愉悅、美麗等不同的反應（林靜娟和邱麗蓉譯，民87）。校園景觀設施之佈置，

應有效運用人們對環境的敏感與適應的心理與行為特性，引發有興味的認知反應，塑

造愉悅聚集的空間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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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中的文化藝術表徵的設置，無論是紀念性建築、老樹或公共藝術，皆應具有

聚焦性，包括視覺上的聚焦——審美上的燦然奪目或發人深省，和活動上的聚焦――

人群自然匯聚之點，因此校園中的文化藝術表徵不應僅為靜態存在，更進一步應該成

為組織周遭校園環境，形成推動師生互動行為的觸媒元素。就學校規畫而言，在文化

藝術表徵的造形設計與色彩選用方面，宜具有獨特、創意、驚奇或美觀的特性，在設

置地點方面，則應選擇動線便於到達，以及周緣可容納人群集聚之處。例如：臺灣大

學羅馬廊柱式風格的「傅園」和古樸的銅鑄「傅鐘」，是臺大人共同的場所認知符號

與精神指標；臺南一中矗立於校園中央的百年老樹、成功大學廣大草坪上的擎天老

榕、國立三重高中入口川堂的美濃陶窯燒大壁畫、與臺北市立北政國中前庭的瀑布流

泉小池，均位於學校人群川流匯聚之處，成為師生同儕交流互動的最佳場所。 

五、美觀性 
「美感」的存在或產生，有兩個相對的觀點：一是認為美是觀賞者內在的感受，

是個體對外界刺激的主觀反應，主觀的感覺反應和生活經驗關係密切。另一種美的觀

點，認為美是客體或經驗所具有的特性，亦即客體各部分的關係使人感到美，美感的

因素存在於客體之中，以「和諧而適當的整體關係」為準則（陳朝平，民89）。此外，

我們對世界的掌握和感受係透過兩個互補的神經反應法則：一是對於新奇、變化和刺

激的反應法則，另一個是對重複性和模式的反應法則，期使我們的知覺系統一方面會

尋求不同的新奇訊息，同時又會尋求規律性或模式，因為具有清晰模式和超乎想像之

變化的對比，在視覺上十分吸引人（林靜娟和邱麗蓉譯，民87）。 

學校建築設施的規畫與設計，應遵循「美感法則」並運用「規律與變化」的對比，

創造審美的趣味。例如，桃園縣中壢市林森國小，利用玻璃磚營造出的光影，成為趣

味十足的藝術走廊；美國果園小學（Orchard Primary School），以蠟筆畫各式形狀為內

裝主調，活潑有趣；美國歐沙柏小學（AuSable Primary School），學校建築顏色和形

狀模擬彩色積木，創意十足。此外，除了須注意視覺感官的滿足外，尚需考量心靈知

覺的延展性。人類感知部分十分複雜，即便同樣用眼睛觀看，因為觸發不同的個人經

驗與情感，人類的心智自然會反餽視覺所受到的刺激，進而補足所有視覺影像的感知

部分（呂理煌，民89年）。例如，桃園縣立幸福國小活潑新穎的歐洲城堡式校舍、獨

具特色的樓梯間造形、具童趣的小瓢蟲音樂教室，即是將「迪斯耐樂園、童話世界」

的歡樂氣息帶入學校之中。 

六、歷史性 
校園應該是一個累積人文氣息與歷史感動的場所。那環境空間中古老動人的歷史

感動以及人文氣息是無法被「製造」或「設計」的，它需要被經歷、被保存、被醞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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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重視歷史、珍惜老房子以及老地方的觀念與實際行動，是使一個校園環境能不

能逐漸有人文味道的重要因素（趙家麟，民87）。學校應妥善保留經過時間洗禮所形

成的主要空間場所，如歷史建築和老樹，以及表徵、文物等古蹟遺產，因為那些空間

包含從過去至今曾經走訪在其間的人們共同的記憶，那裡面醞釀著濃厚的人文氣息，

那是一種迷人的時空感動，也是校園中過去師生（校友）與現在師生（在校生）情繫

之處，並隨著時間過往，源遠流長，繼續開展。例如：有許多學校保留史蹟建築（如

臺灣大學、國立臺北師範學院、成功大學、真理大學、淡江大學、長榮中學等），或

因遷校保留圍牆板塊、錦標等舊校區遺物（如宜蘭縣冬山國小），以保存校園歷史文

化及其源流發展，或以校色、校花等識別系統（如臺北縣金陵女中，延續中國南京金

陵女大的紫色和大花紫薇）紹承母校傳統，以誌精神之流傳。 

當學校經過長時期的發展，將面臨新老建築的處理問題。王宗年（民81）指出，

新老建築的對比，也就是建築上新與老、歷史與現實、時間與空間的對話關係。要對

話，就得有「共同語言」。包括：共同的建築形式語言（如屋頂、門窗、平面構圖軸

線等），運用建築符號（如色彩、材質、變異的建築母題等），尋找新老建築的潛在關

係對話（如高度及體量的對比），以及藉助歷史文化的聯想（如建築所體現的歷史及

地域的文脈）。務使新老建築在一定程度上既反映了建築文化的延續性，又反映出創

新精神。須注意的是，在處理人—建築—環境的關係中，或者在處理新老建築的關係

中，要採取尊重人，尊重環境及尊重歷史的正確態度，例如，臺北市立建成國中以調

性一致的紅磚色彩和地標性鐘樓，成功地融合了歷史性建築與新建校舍，使全校區表

現出渾然一體的和諧氣氛。 

七、參與性 
場所感（sense of place）的來源有二，其一為場所本身所具有的特質，其二則是

人們自身對於場所的依附。就場所特質而論，某些場所由於其獨特的地理特性，或是

「可意象性」，或是和重要事實，或是神話事件有關，因此被視為特殊或值得記憶的

特質。就場所依附而論，在日常生活裡，個人和社區藉由經驗、記憶和意向而發展出

對場所的深刻附著，而通常人們藉由「建構」地方的象徵結構（教堂、紀念碑等），

而在心理上表達他們對地方的集體依附（呂理煌，民89年）。 

學校是一個大家庭，屬於全校師生、家長、社區所共有，校園文化藝術環境的建

構亦應重視「眾人的」參與，使文化藝術不僅存在於靜態的作品本身，更能經由活動

的歷程，啟動師生、同儕、家長與社區彼此聯繫隸屬的情感，並能進一步發展出對學

校的隸屬感與認同感。例如：臺北市立西松高中校舍大樓由全校教師共同命名，如展

望走廊、致真樓、修業樓、雅苑、賦園等，其建築色彩亦由教師共同選定；臺北市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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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母國中校園內設置由師生共同創作並隨

季節更換布置的公共藝術；士林國中全校

學生參與「2000年大地彩繪」的藝術圍牆；

臺北縣鳳鳴國中樓梯間和地下停車場由技

藝教育班和其他學生共同彩繪壁飾（參見

圖7）；921震災重建學校南投縣社寮國小設

置感恩紀念廊，由學校師生、家長與社區

以窯燒陶磚作品，共同拼貼出大毀後感恩

的心聲；基隆市長樂國小，設置十二生肖

巨型地景，以各色天然卵石及彩色陶片，

由師生共同拼貼而成。 

學生共同彩繪的繽紛牆面，啟動全校師生彼此隸

屬的深濃情感 

圖 7：臺北縣鳳鳴國中地下停車場的彩繪壁飾 

此外，學校是一個生活空間，師生彼此切磋，同儕合作或競逐，應有許多可供個

人或團體、私人或公開、大團體或小團體，正式和非正式的活動、學習、研究和交誼

的場所和空間，並宜有專屬領域參與文化藝術活動或環境規畫之機會，將校園建構成

有機的（organic）文化藝術組織。例如，政治大學的「藝文中心」、陽明大學的「文

化生活廣場」、清華大學的「藝術中心」、國立三重高中的圖書館和臺北縣立菁桐國小

的「生活與藝術教室」等等，均屬於鼓勵眾人參與、增進文化藝術活動的中樞。 

伍、校園文化藝術環境的研究 
學校是一個生活空間，以「人」為中心，繞著學校的生活大環境，不同界面的使

用者（人），在不同的時間樣態，行為內涵互異，自有不同的空間需求。從學校空間

革新的「人―境」互動思維（湯志民，民89b），細思形塑校園文化藝術的環境，其使

用者（User,U）的時間（Time,T）、空間（Space,S）和行為（behavior,B）等問題，亦

即：（1）學校有那些使用者？（2）使用者的時間樣態為何？（3）使用者的空間需求

為何？（4）使用者的行為內涵為何？例如，學校有「在校生」和「校友」（U），生活

在學校的「現在」和「過去」（T），共同創造校史，其精神流傳（B），穿梭空間，建

構文化藝術的環境（S），成一有機整體（organic whole）的精神所在。學校空間，需

有文化和藝術能橫跨過去與現在，將在校師生與校友精神融合一起，形塑價值共識，

創造共同回憶，一起心動。 

有關形塑文化藝術的校園環境，依研究者之長期觀察，並參考湯志民（民86）之

研究，於89年3月間，辦理四場次專家座談，邀請24位對學校空間規畫研究學有專精

或有相關實務經驗的學者專家參與，就「形塑文化藝術的學校環境」（原為形塑本土

教育的學校環境）之作法、問卷及訪問紀錄表提出增刪補正意見。「形塑文化藝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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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環境」之具體作法，有八項：（1）學校建築風格的形塑，包括：臺灣意象建築與

景觀或校內歷史性建築造形之延伸；（2）社區或鄉土意象建築或景觀，包括：運用當

地建材和營造鄉土情境；（3）鄉土教室的設置；（4）校史室的設置；（5）學校圖騰與

識別系統；（6）學校歷史性建築、文物及老樹的保存；（7）校園設置公共藝術或文化

藝廊；（8）其他。並據以實地參訪印證，自88年5月起參訪國內外中小學28校，過程

中，以研究者自編之「學校參訪紀錄表」紀錄參觀結果，發現各校在形塑文化藝術的

學校環境上均有傑出的表現。 

其次，研究者參照教育部（民88）印行的「國民中小學學校建築特色專輯」、「美

國學校和大學」（American School & University, AS&U）（1999, November）的「建築檔

案」（Architecture Portfolio）特刊，以及富永讓（1994）的「現代建築集成／教育設施」，

蒐集臺灣、美、日地區優秀的中小學學校空間規畫實例，就形塑文化藝術的學校環境

的具體表現，加以整理分析。教育部印行的「國民中小學學校建築特色專輯」，乃是

透過各縣市政府教育局的推薦，再由編輯小組選定較具特色與代表性的國中、小學校

建築，進行實地拍攝與編輯，其中包括國中25校、國小77校，總計102校。「美國學校

與大學」的「建築檔案」特刊，係由校長、建築師、教育行政主管、大學教授等學校

建築方面的學者專家，組成評審委員會，評選出美國的年度傑出學校建築規畫作品，

彙輯成冊，研究者擇取其中的國小、國中與高中來分析，包括高中20校，國中20校，

國小20校，總計60校。富永讓的「現代建築集成／教育設施」，則是介紹日本於1989
至1993年間建造的29所新設學校卓越的建築規畫實例，研究者擇取其中的國小和國中

來分析，包括國小5校、國中7校，總計12校。根據文獻實例分析結果，學校規畫強調

「形塑文化藝術的學校環境」者，臺灣地區有95校（93%），美國地區有24校（40%），

日本地區有8校（67%）（參見表1），以此觀之，臺灣地區對「形塑文化藝術的學校環

境」甚為重視。 

此外，問卷調查方面，以臺灣地區國小、國中、高中的校長、主任、組長和教師

為調查對象，89年11月發出問卷3,280份，問卷回收率61.1%，分別為國小135校、1,336
人，國中49校、427人，高中26校、241人，計210校、2,004人。問卷調查主要結果如下： 

表 1：臺灣、美國、日本地區學校「形塑文化藝術的學校環境」之比較 
地     區 臺 灣 美 國 日 本

文獻分析 教育部（民88） 
國民中小學學校建築特色專輯

AS&U（1999） 
建築檔案Architecture Portfolio

富永讓（1994） 
現代建築集成／教育設施

102 60 12 
分析校數 

校數 百分比 校數 百分比 校數 百分比 
形塑文化藝術 
的學校環境 95 93% 24 40% 8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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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臺灣中小學認為學校空間革新規畫上最應該強調重點的排序等級，經肯德爾

和諧係數考驗（W= .944 p<.001），顯示相當一致。亦即，中小學認為最重要的學校空

間革新規畫重點，在七個項目中「形塑文化藝術的學校環境」排名第二，僅次於「建

構教學中心的校園空間」（參見表2）。 

表 2：中小學學校空間革新規畫上最應該強調重點的排序等級及肯德爾和諧係數考驗 
選  項 國小 等級 國中 等級 高中 等級 合計 等級

形塑文化藝術的校園環境 198 3 70 2 51 2 319 (15.9%) 2 
規畫人性化生活休憩空間 210 2 59 4 29 3 298 (14.9%) 3 
建構教學中心的校園空間 276 1 85 1 58 1 419 (20.9%) 1 
建立兩性平等的校園空間  43 6 11 7  9 6 63 (  3.1%) 6 
設置現代化科技資訊設備 197 4 69 3 29 3 295 (14.7%) 4 
加強無障礙校園環境設施  37 7 15 6  7 7 59 (  2.9%) 7 
推展學校建築與社區融合  65 5 17 5 17 5 99 (  4.9%) 5 
Kendall's.    .944*** 
N        3 
Df        6 
***P<.001 

(二)臺灣中小學認為在「形塑文化藝術的學校環境」上各選項次數，經寇克蘭Q
考驗達顯著水準（Q＝2095.771，P<.001），顯示在「形塑文化藝術的學校環境」八個

選項中認為重要的概率並不相同；經事後比較結果得知，學校認為「社區或鄉土意象

建築或景觀」、「學校歷史性建築、文物及老樹的保存」、「校園設置公共藝術或文化藝

廊」等三項具體作法較為重要。另就國小（Q＝1399.072）、國中（Q＝443.534）、高

中（Q＝364.869）而言，均達.001顯著水準（參見表3），結果分別為： 

表 3：中小學在「形塑文化藝術的學校環境」各選項次數及寇克蘭Q考驗結果 
選         項 國小 國中 高中 合計 

學校建築風格的形塑 
社區或鄉土意象建築或景觀 
鄉土教室的設置 
校史室的設置 
學校圖騰與識別系統 
學校歷史性建築、文物及老樹的保存 
校園設置公共藝術或文化藝廊 
其他 

499 
785 
536 
447 
576 
736 
711 
 26 

195 
230 
160 
140 
194 
235 
267 
 11 

 88 
116 
 53 
115 
140 
154 
161 
  3 

  782 
1,131 
  751 
  702 
  910 
1,127 
1,141 
   30 

Cochran's Q 
N 
Df 

1,399.072*** 443.534*** 364.869*** 2,095.77***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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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小認為「社區或鄉土意象建築或景觀」、「學校歷史性建築、文物及老樹的保

存」、「校園設置公共藝術或文化藝廊」等三項具體作法較為重要。 
2. 國中認為「校園設置公共藝術或文化藝廊」、「學校歷史性建築、文物及老樹的

保存」、「社區或鄉土意象建築或景觀」較為重要。 
3. 高中認為「學校歷史性建築、文物及老樹的保存」、「學校圖騰與識別系統」以

及「校史室的設置」較為重要。 

 (三)臺灣中小學實際在學校空間革新的七項方向上的符合程度，在「形塑文化藝

術的校園環境」上認為「完全符合」的有7校（3.3%）、「大致符合」的有57校（27.1%），

認為「有點符合」的有144校（66.6%）、「全不符合」的有2校（.9%）。其次，經單變

項變異數分析，在校別上有顯著差異（F=3.11, p<.05），亦即由小學（平均數2.332）、

國中（平均數2.336）到高中（平均數2.568），校級越高在「形塑文化藝術的學校環境」

的符合程度越高（參見表4）。 

表 4：臺灣中小學在「形塑文化藝術的校園環境」的符合程度及平均數與單變項變異數分析結果 

選          項 符 合 程 度 ／ 平 均 數 

完全符合 大致符合 有點符合 全不符合 

7（3.3%） 57（27.1%） 144（68.6%） 2（.9%） 

國  小 國 中 高  中 F  值 
形塑文化藝術的校園環境 

2.332 2.336 2.568 3.11* 
*P<.05 

陸、校園文化藝術環境的作法 
建築乃文化的產物，時代精神的象徵，不能脫離文化歷史，也必須隨時代而進步

（蔡保田，民66）。臺灣經濟已進入進步與富裕的境地，相應的，臺灣的學校建築也

應擺脫暗灰色、單調與一律性而進入活潑、藝術與多樣性（于宗先，民79）。學校建

物景緻應注意其適存性，依張世豪（民83）之見解加以解析，應使其：（1） 適存於

空間（fit for the space）：符應居存的環境，不能成為「景觀垃圾」和「建築垃圾」，造

成視覺上的污染；（2）適存於時間（fit for the time）：符應時代的背景，不能背離時代

的美學和時空背景，造成「時空混淆」的錯覺；（3）適存於人間（fit for the people）：

符應使用者的需求，並與生活相結合（湯志民，民83）。 

綜合本研究之論述，學校空間革新應重視形塑校園文化藝術環境，其建構應以「象

徵性」、「教育性」、「獨特性」、「聚焦性」、「美觀性」、「歷史性」、「參與性」為核心概

念，其具體作法可從建築風格的形塑、鄉土教室的設置、鄉土意象的景觀、校史圖騰

的創立、史蹟文物的保存和公共藝術的布置著手，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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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築風格的形塑 
可將傳統或現代的圖案語彙、建材，表現在建築的屋頂、門廊、欄杆、窗臺、樑

柱、牆面、造形和色彩上，以形塑臺灣學校的建築風格和特色。例如，可運用臺灣古

厝的鄉土建築風格（高燦榮，民82），如屋脊的馬背（如基隆市長樂國小校舍、宜蘭

縣冬山國小校舍）和燕尾造形（如國立藝術學院圖書館、宜蘭縣大溪國小校舍）、有

制煞方向作用的瓦鎮、保住人氣財氣的小窗、俗豔溫馨的壁雕、地方建材的牆（土角、

閩南磚、咕咾石）、阻擋沖犯的照牆（如臺北市士林國中）、守衛家宅的石獅（如臺北

市關渡國中）、奇數的長條形臺階等等；其次，客家建築的圍龍屋造形（如桃園縣龍

星國小），原住民學校建築風格的形塑（花蓮縣水璉國小有阿美族圖飾的校舍，臺東

縣加拿國小有布農族住屋色彩的校舍）；此外，中國建築的特色――如斯飛翼的曲線

斜屋頂（如文化大學、淡江大學、臺北市陽明高中、金門國小）、高度表現結構與裝

飾美的斗栱（如臺北市信義國中）、雕塑化的柱樑、獨立優美的照牆、富有地方色彩

的封山火牆、登臨莊嚴的臺基、玲瓏透剔的門窗裝修、濃厚人文氣息的裝飾、亮麗雍

容的色彩、上下起伏實虛收放迴環的空間序列、注意建築群與大環境的呼應關係、建

築空間主次分明次序井然等等（王鎮華，民78），以及校內歷史性建築造形之延伸（如

臺灣大學），都有利於形塑臺灣學校的建築風格。 

二、鄉土教室的設置 
鄉土材料甚為珍貴，可設置鄉土教室以利保存和教學之用，如日本橫濱市立別所

小學校鄉土資料館的「民家室」與「歷史室」，國內臺南一中的人文社會教學資源中

心，臺北市士林國小的鄉土教材館，臺北縣大成國小的茶藝教室，烏來國民中小學的

原住民資料館，臺東縣南王國小的卑南族教育文化中心和普優瑪傳統文化活動中心暨

少年會館（塔古邦），使地域文化有著根之處並得以延續。 

三、鄉土意象的景觀 
社區或鄉土意象建築或景觀之建立，在運用當地建材方面，如花蓮的學校運用大

理石（花蓮女中的校門、崇德國小庭院走廊和圍牆、明里國小的廁所搗擺）、鶯歌的

學校運用陶瓷（鶯歌國民中小學大門圍牆的陶瓷壁畫――有童年生活系列、臺灣特有

種蝴蝶、北縣自然生態保育系列、鶯歌發展史、十二生肖等五大設計主題，中湖國小

以陶瓷瓶裝飾的圍牆）等。在營造鄉土情境方面，如臺北縣菁桐國小校門入口代表當

地意象的舊式火車壁飾，五寮國小庭園代表當地特產的綠竹筍造形涼庭，烏來國民中

小學校門入口的泰雅族生活壁飾圖，基隆市立長樂國小前庭與大門的十二生肖地標設

計，桃園縣復興鄉奎輝國小以石片鑲砌原住民圖案的石板校門，新竹市濱海地區朝山

國小的船形校門，竹師附小設置臺灣地圖的教材園水池，新竹縣北埔國小庭院中貯物

的「古亭笨」儲藏室，苗栗縣仁愛國小的「古亭笨」涼亭，南投縣埔里市愛蘭國小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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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純樸勤奮風土鄉情的牛車負重老農幼童協力推進雕塑，仁愛鄉親愛國小萬大分校泰

雅族的「瑪•札吉斯―舊部落重現圖」，花蓮縣太巴塱國小庭園中的阿美族先民塑像

和住屋，崇德國小以泰雅族語書寫「愛中成長」（Mdakil ska gnalu）的升旗臺，屏東縣

來義鄉望嘉國小校門圍牆、校舍駁崁和籃球場有排灣族的生活或圖騰壁飾等值得肯定。 

四、校史圖騰的創立 
學校的發展、績效、辦學理念和對師生的期許，是一種精神的延續，可以校史室

（如臺北市天母國中、國立三重高中）加以統整，也可設計學校的圖騰與識別系統（如

以樹木、顏色或建築局部），藉以強調學校特色或理念。例如，金陵女中以紫色為校

色（延續南京金陵女大）並以大花紫薇為校花，國立新店高中校舍頂端雙手敬天的人

字造形，慈濟護專行政大樓佛堂上方象徵佛教慈濟的人字曲線屋頂，宜蘭縣蓬萊國小

的林午鐵（薪傳獎）鑼塔是學校的地標，國立臺中一中的創校紀念碑等等，皆有值得

參考之處。 

五、史蹟文物的保存 
依據89年2月9日修正公布的「文化資產保存法」，凡具有歷史、文化、藝術價值

的古物、古蹟、民族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自然文化景觀、歷史建築，皆屬於文化

資產；其中，古蹟是指「依法指定、公告的古建築物、傳統聚落、古市街、考古遺址

及其他歷史文化遺跡」，歷史建築則是指「未被指定為古蹟，但是具有歷史、文化價

值之古建築物、傳統聚落、古市街及其他歷史文化遺跡」。學校是教育的場所，學校文

化根源的追溯與繁衍至為重要，因此校內的古蹟、歷史性建築、文物及老樹要加以保存。 

校園中保存史蹟文物的佳例很多，校舍建築方面，如真理大學牛津學堂（參見圖8）

（1882年，第二級古蹟）、臺大文學院（1928年，市定古蹟）、師大講堂（1929年，市

定古蹟）、臺北科技大學思賢樓（1912年，市定古蹟）、私立淡江高中的八角塔校舍（1923
年）及形似臺灣傳統民宅的體育館（1923年）、私立淡水女學校的校舍（1916年）、建

中的紅樓（1908年，市定古績）、中山女高的逸仙樓（1936年，第三級古績）、北一女

中光復樓（1933年，市定古績）、臺北市建成國中與第二美術館歷史古建築共構、成

功大學大成館和舊文學院館（1912年），臺南一中的紅樓（1928年）和留下歷史意象

的彈孔壁面，臺南女中的自強樓（1917年），長榮中學的音樂館（1916年），長榮女中

的長榮大樓（1923年），台南市忠義國小的武德殿（1936年），公園國小的花園樓（1923
年），立人國小的忠孝樓（1938年）；史蹟文物方面，如北一女中日據時代書寫「正直、

堅強、嫻淑」的校訓碑（1934年），成功大學道光28年的小西門以及道光6年和同治12
年的大砲、高雄市舊城國小的崇聖祠（康熙23年，第三級古績）、臺東縣紅葉國小的

棒球紀念館和嵌入樹幹的揮棒打擊練習輪胎，新竹縣新埔國小的「奉安庫」（放置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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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天皇教育敕語）；珍貴老樹方面，如宜蘭縣南澳鄉澳花國小樹齡600年的列管老樟

樹，臺南師院附小27棵列管老樹（含鐵刀木、白玉蘭、銀樺、金龜樹、榕樹和刺桐等

百年老樹）（湯志民，民88），臺北縣江翠國小與校史並存的老榕樹，屈尺國小代表學

校年史的青剛櫟，值得借鏡。 

六、公共藝術的布置 
公共藝術，係指藝術家利用立體或平面的素材創作，同時改造空間，使二者的的

結合對大眾產生某種意義而誘發思考對話，或提供一次與藝術邂逅的經驗或美感享受

（劉俐，民86）。曾啟雄（民82）指出，公共藝術的設置，應從視覺的、環境的、產

品的三個領域思考，如形態與色彩的視覺現象所引起的心理反應，區域規畫與彼此之

間的協調、使用者的方便性等環境因素，產品的造形美如何與機能、生產技術結合等。

惟需注意校園的公共藝術，不能僅流於單純藝術品的購置，而應有深層教育隱喻；因

此，校園設置公共藝術或文化藝廊自應有其文化和教育的蘊意。 

例如，臺北市成淵高中百年校慶興建的蛟龍池，意含「積水成淵，蛟龍生焉」；

天母國中「母」字型庭園和蘊涵「三人行必有我師」的「致誠化育」雕塑；臺北市興

華國小「推動時代的巨輪」雕塑，隱含師生肩負時代進步與適應社會變遷之寓意；花

蓮縣富世國小「太魯閣之春」雕塑（參見圖9），持矛之勇士象徵太魯閣族群源於大自

然之歷史情懷，而母親傳授竹口琴技藝，正訴說族人親密傳承之精神與文化意涵。還

有，臺北市松山高中的藝廊，百齡高中入門川堂的大型「群鳥迎曦」壁飾和庭園中的

「親情」鋼塑，士林國小正門180公尺長的兒童教育天地玻璃磁磚壁畫，麗山國小川

堂「脩己善群」的海陸動物園壁飾，雙蓮國小游泳池的海底龍宮壁畫，西湖國小司令

臺背面的天鵝湖景，宜蘭縣南屏國小「母與子」銅雕，臺北縣德音國小的「德音藝廊」，

皆具文化教育涵意和藝術氣息。 

牛津學堂現為該校之校史館，古蹟建築之美與歷史

文物之豐，相互輝映 

圖 8：真理大學牛津學堂 

持矛之勇士象徵太魯閣族群源於大自然之歷史情

懷 

圖 9：花蓮縣富世國小「太魯閣之春」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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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語 
校園不是公園，只有綠化是不夠的。 
校園是都市重要景觀之一，美是必然的要求。 
校園不僅是文化傳延之所，更是文化創新之源，應重教育內涵。 

什麼樣的校園最美？ 
自然就是美。能聽到蟲鳴鳥叫，看到群魚悠游，聞到清水花香，撫觸樹影涼風，

徜徉綠意盎然，漫步曲徑幽道，走訪亭臺樓閣，踏過潺潺流水，此一「行到水窮處，

坐看雲起時」之境遇，非自然，無以超凡。 

校園是教育、文化、藝術陶融之所，校園不只要「自然」，還要「知其然」，更要「知

其所以然」。「自然」以綠化為基礎；「知其然」係應了解校園不是公園，應有教育意義，

力顯場所精神；「知其所以然」則應知校園文化藝術環境應從「校園―教育」、「文化―

生活」和「藝術―美感」等要素建構之緣由，並掌握其象徵、教育、獨特、聚焦、美觀、

歷史及參與之特性，從建築風格的形塑、鄉土教室的設置、鄉土意象的景觀、校史圖騰

的創立、史蹟文物的保存和公共藝術的布置努力。總之，校園景觀風格之形塑，應隱含

教育，蘊育文化，涵融藝術，呈現人文意境，以為二十一世紀校園再創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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