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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國民中學學校建築發展與革新

湯志民

摘要

1968年臺灣實施九年國民教育，本文以1968至2018年為範疇，為國中學校建

築發展進行歷史分期。本文採內容分析法，以描述性敘述和詮釋性分析，透過

政策、法規、案例和成效的蒐集和整理，探究其發展、特色和影響因素。國中學

校建築發展與革新概分為安全和標準化時期（1960∼1970年代）、創意和新建築

時期（1980∼1990年代）、優質與複合化時期（2000∼2010年代）等三時期六階

段。歷經50年的蛻變，從立基標準校舍、開始重視安全、創新造形萌芽、新具人

文關懷、開創多元環境，到跨域複合經營，挹注不少創新觀念。期間，受美、

英、日的發展，以及臺灣的社會脈絡、新政策和研究推展的影響，而有突破性的

革新。未來，建置和經營也面臨跨領域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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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Junior 
High School Buildings after 1968 in Taiwan

Chih-Min Tang

A b s t r a c t

Taiwan has implemented nine-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since 1968. Employing 

content analysis, which combines descriptive narrative and interpretive analysi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junior 

high school buildings in Taiwan from 1968 to 2018 through the collection and collation 

of policies, regulations, cases, and results.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Taiwanese junior high school building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and six stages: safety and standardization (1960-1970s), 

creativity and new construction (1980-1990s), and quality and compounding (2000-

2010s). During the 50 years, the emphasis has been shifted from the standard school 

buildings to safety, new modeling, new humanistic care, multi-environment, to cross-

domain compound management. Many innovative ideas, which have been injected 

into junior high school buildings in Taiwan, are influenc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erparts in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Japan. Taiwan’s social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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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policies and research has also lead to groundbreaking innovation. In the futur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will also face cross-domain challenges.

Keywords: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development period, junior high 
school, school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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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1968年臺灣實施九年國民教育，走在全世界推動義務教育的前端，也是日治

時期之後的教育大進程，不僅提供教育均等機會，更促進教育環境的改善和建

置。日治時期，是臺灣近代學校教育制度的起源，至1944年男子中學校和女子中

學校各有22校，計44校（汪知亭，1978）。當時，學校建築與設備有具體、明確

的規定，例如：「臺灣公立中學校規則」（1915、1922年）對校地、校舍、教

室、校具設備、師生宿舍、體操場或實習場地和器具等，均有原則性規範（臺灣

教育會，1939）。

臺灣學校建築的發展，深受日本的影響，也有美、英類似的軌跡。二次大

戰之前，學校建築尚未被視為特別的公共建築，美、英學校建築發展主要在戰

後，隨著經濟發展、社會變遷、教育變革、教育設施研究、資訊科技和後現代

主義的影響，從標準化校舍轉型，朝具有彈性多樣空間，展現空間美學，符應

教育效能、節能減碳、數位科技和資源共享的現代化、社區化、科技化的未來

學校大步邁進（Bauscher & Poe, 2018; Tanner & Lackney, 2006; Wright, 2015）。

這些學校建築的革新觀念，對臺灣也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Bauscher與Poe

（2018）指出，在二十一世紀，許多教育人員和建築師開始了解學校建築功能

規劃（functional planning of school buildings）的需求，且要有教育計畫說明書

（educational specifications）以利規劃。觀之二十世紀，教育與建築觀念的融合

與發展，實為一條漫漫之路，臺灣亦然。

學校建築發展與革新係指校園環境與設施隨社會和時代之進展、研究與政策

之推動，使教育設施產生變革與創新之轉型歷程。1968年臺灣實施九年國民教

育，使國中學校建築需求大量擴充，50年來，臺灣國中學校建築面貌發生許多變

化，值得記錄並了解。大致而言，從1960年代重視「工程」的標準化建築和安

全，逐漸進入強調造形創新和人文關懷，為學校建築「工程」注入新生命力；

二十一世紀伊始，挹注更多永續、活化、美學、性別、科技、優質的概念，再為

學校建築「工程」融入更多教育意涵；近10年，因應數位科技、經濟發展和社會

急遽變遷，學校建築逐漸邁向動態、虛擬、複合的校園建置和經營型態，也面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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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挑戰。此外，鋼筋混凝土（Reinforced Concrete, Ferroconcrete, RC）造建

築耐用年限為55年，目前亦正值校舍建築生命週期，探討國中學校建築的發展與

革新，可為新校舍建築規劃與興建鋪陳未來之路。尤其，時值九年國民教育實施

50週年之際，研究者又為第一屆國中畢業生，研究此議題特別有意義和價值。因

此，本研究擬以1968至2018年臺灣國中學校建築為範疇進行歷史分期，分析國中

學校建築各期發展重點、評析特色，並探討學校建築發展與革新的影響因素，以

資承先啟後，惕勵未來。

本研究採用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以描述性敘述和詮釋性分析方

式為之。描述性敘述係針對某事件做描述性敘述，依年代告知其始末的故事，它

是故事的延續性與流程的綜合，但概括化的可能性大受限制；詮釋性分析乃將某

教育事件的研究，不採孤立而以較寬闊的脈絡（包括經濟、社會、政治等），進

行分析；描述性敘述可為後續詮釋性分析，提供間接資料。內容分析法特別適合

從事長期間研究的縱貫式分析，藉以探究研究對象的趨勢（王文科，1998）。學

校建築的發展與革新需透過官方文件獲取資料，按年代探究特色並了解趨勢，

採用內容分析法有其價值與必要。在研究信、效度上，採用官方文件（如教育年

鑑、史料彙編、立法院報告、教育部白皮書、計畫等）以增加表面效度，與具有

效標效度的文獻資訊做比較和分析，也可增加構念效度；在信度上，以研究者親

身經歷，或經權威資料、學校網站、或親至學校現場核對過的學校建築事件或案

例，案例樣本校舍建築以竣工時間為參照點，做為分析資料，以增加分析者信度

（analyst reliability）。研究者有30年以上長期觀察和研究學校建築並參與實地規

劃之經驗，利於本研究兼具宏觀與微觀視野，惟年代久遠，在分析資料取得和求

證上力求客觀，以避免論述失之主觀。

貳、國中學校建築各期發展

學校建築構面複雜，建築法規和現況時有變遷，探究臺灣國中學校建築50年

的發展，以年代分期描述，利於了解發展脈絡，但在年代斷點上，因學校建築

興建的連續性，難免有模稜兩可或重疊之處。臺灣學校建築發展的相關研究，在

分期探究上以湯志民（2006，2014a，2015）的研究著墨較多，餘則難得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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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學校建築各期發展，參考湯志民研究之相關分期，在比較內涵和選樣上，以

當期大宗、具代表性及新增學校建築事項（如新標準、理念和風格等）為主，依

政策、法規、案例和成效，加以整理，概分為安全和標準化時期（1960∼1970年

代）、創意和新建築時期（1980∼1990年代）、優質與複合化時期（2000∼2010

年代）等三時期六階段，分別探討說明。

一、安全和標準化時期（1960～1970年代）

1968年實施九年國民教育，需大量新建國中，同時將初中和初職的老舊和危

險教室更新，可謂任務艱鉅、工程浩大。1960∼1970年代安全和標準化時期的

國中建築，可概分為1960年代標準化校舍的興建、1970年代危險教室的更新二階

段。

（一）1960年代標準化校舍的興建
教育部於1957年發布《中學設備暫行標準》，1964年修訂發布《中學設備標

準》，這是臺灣最早的中學設備標準（臺灣省政府教育廳，1984）。

1967年6月27日，總統宣示加速推行九年國民教育計畫。8月9日，相關中央

決策會議中，關於「九年國民教育實施綱要」之綜合發言有：

在實施九年國民教育之預算中，校舍建築費所占比例甚大，因此對於是

項建築似應由中央成立一籌建委員會，專責其事，俾使此項建築一方面

能表現我民族文化，以為其他建築之示範，一方面可收價廉物美之效。

8月12日，第三次國家安全會議，行政院院長嚴家淦報告延長國民教育年限

為九年之政策，總統指示「教室設計應妥善安排，應美化而實用，有統一的規

格」（教育部教育年鑑編輯委員會，1974）。此一政策指示，致有國中新校舍的

「波浪式屋頂」和「標準圖」統一規格的延伸。

九年國民教育實施經費，總統在1967年8月12日第三次國家安全會議中指

示，「除核定經費31億4千餘萬元外，應增列預備金5億元，以36億4千餘萬元為

準」。實施九年國民教育，使國中新設校和增建教室需求倍增，就臺灣省和臺北

市而言，1968年原有公立國中291校，1968∼1970學年度，三年增建國中計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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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8,322班；1968∼1970學年度經費概算，三年合計新臺幣35億9999.93萬元，

其中以人事費為大宗，校舍建築有關之修建設備費（含國中增班、設校、工藝設

備等）僅計新臺幣9億6699.5萬元（教育部教育年鑑編輯委員會，1974）。

當時，國民中學校舍的興建原則：1. 國民中學校舍需注意安全（防震、防

颱、防火、防水等）、適用、美觀、經濟。2. 為便於學生求學及教師施教，必須

一次興建足夠校舍，以期縮小班級人數，使每班不超過55人。3. 必須建造工藝工

場等特別教室之設施，以便於藝能學科職業選科之施教。4. 校舍配置可因地制

宜，不必強求一致；而建築規格必須統一，達到一定標準。為實現上項原則，臺

灣省採取下列三步驟：1. 由成功大學統一設計標準圖樣，發交各縣市採用。2. 會

同經濟部統一供給水泥、鋼筋等主要建築材料。3. 配合工程需要，統籌調配經

費，由省庫先墊借5億元，使全省各地校舍之建築，不致因地區之特殊情況而受

到不利之影響（教育部教育年鑑編輯委員會，1974）。

波浪式屋頂（參見圖 1）是校舍設計的特色，類似老虎窗（ d o r m e r 

window），有通風功能（李乾朗，2003），在物理上使熱空氣通過通氣孔後減

少熱度，具有較佳的防熱作用，在形式上亦表達象徵意義：1. 一間教室有三個波

浪式頂棚，用三來象徵三民主義和倫理、民主、科學。2. 以三間教室相連而構成

一個建物群，三間教室正好是九個波浪式頂棚，象徵九年國民教育。3. 波浪式屋

頂活潑而有生氣，希望能產生一種誘發性作用，使學生「成為一個活活潑潑的好

學生」（臺灣省政府教育廳，1972）。宜蘭縣的國華、利澤和大同國中，花蓮縣

的花崗和國風國中，臺東縣的池上、關山、卑南、寶桑和新生國中，建校之初興

建波浪式屋頂校舍，但大多數波浪式屋頂校舍因年久失修，許多學校因應新校舍

興建，大都拆除重建，僅有少數保存完好仍在使用。例如，宜蘭縣國華國中波

浪式屋頂的賢文樓（參見圖1），是1970年建校時興建的第一棟建築，經整修擴

建，增設陽臺及學習角，保有九年國民教育初期學校屋頂特色，文化局列為歷史

建築，現為普通教室。

國中新建校舍使用標準圖計10種，採單元設計，有教室、特別教室（分為工

藝教室、自然科學實驗室、圖書室等）、行政管理室（分為校長室、辦公室）、

附屬建築（分為廚房、餐廳、廁所、樓梯）等，使標準圖能靈活運用，並由各校

配置設計，其建築形式可做適當變更（臺灣省政府教育廳，1972）。國中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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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興建的賢
文樓，波浪式屋

頂是國教初期學

校特色，現為歷

史建築。

圖1　宜蘭縣國華國中波浪式屋頂的賢文樓，湯志民，2018年4月13日

標準圖之後也成為1970年《國民中學暫行設備標準》和1987年《國民中學設備標

準》圖示之濫觴，影響國中校舍標準化建置超過30年，至2002年《國民中小學設

備基準》省略標準圖示，方給予國中校舍規劃較大彈性。

（二）1970年代危險教室的更新
戰後初期百廢待興、資源匱乏，學校建築設施不免因陋就簡，而九年國民教

育之推動，使國中教育需求倍增。在積極增建國中校舍的同時，需改建舊有窳陋

的危險教室，以提供更安全的教育環境。「危險教室」是指教室之損壞會影響使

用者之安全或造成傷害者，包括老舊校舍、老背少結構和海沙屋等，1973∼1975

年度三年內，臺灣省計改建國民中小學危險教室8,657間，動用經費新臺幣約6.3

億元（臺灣省政府教育廳，1984）；1977∼1981年度五年內，計改建國民中小學

危險教室22,530間，動用經費新臺幣19.85億元；1983∼1988年度六年內，再改建

國民中小學危險教室21,475間，動用經費約新臺幣63億元（湯志民，1986）。危

險教室的改建，使國中校舍的安全築起第一道防線。

須注意的是，九年國民教育籌備期僅一年，需積極擴充國中校地因應新設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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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並增建、新建、修（改）建或重建校舍；但修建設備費有限，國中的學

校設施和設備實難回應標準，一應而足。此外，簡陋的風雨操場（通常為力霸輕

鋼架結構，1983年之後因危險禁用）、數量有限的體育館和游泳池，都值得關切

（湯志民，2006）。根據臺灣省政府教育廳（1977）對臺灣國民中小學之普查

報告，全省縣市立國中計536校，設有活動中心（或風雨操場）七所（占1%），

設有游泳池七座（占1%），顯見當時國中設備，尤其是體育設施，仍待充實更

新。

二、創意和新建築時期（1980～1990年代）

此一時期，國中新建築和創意設計萌芽，造型、美感乍現，令人振奮。1980

∼1990年代創意和新建築時期的國中建築，可概分為1980年代新學校建築的萌

芽、1990年代學校建築的轉型二階段。

（一）1980年代新學校建築的萌芽
1980年代中至1990年代初，有許多新設國中，例如臺北市的敦化、天母、關

渡和東湖國中、百齡高中（國中改制），新北市的三民高中（國中改制）、雲林

縣的雲林國中、臺南市的文賢和崇明國中，皆曾獲學校建築研究學會評介為優良

學校建築規劃學校（湯志民，2006）。這些國中整體規劃興建，在校舍造形、庭

園景觀、休憩空間和社區融合等規劃上，有許多傑出表現。

宜蘭縣自1989年起，運用教育部頒行之《發展與改進國民教育計畫》、《補

助地方國民教育經費計畫》、《整建國民中小學教育設施計畫》及《教育優先

區計畫》等經費，逐年更新，成為臺灣第一個縣市，長年性、有計畫、整體地實

施校園規劃和更新，最具成效的典範（湯志民，2006）。校園規劃理念為觀光立

縣、環境保護、鄉土文化、美感取向，規劃原則為人文體現、多元發展、適性環

境、城鄉均衡（莊和雄，2001）。10年之間，宜蘭縣陸續新（修）建國中，包括

南安、宜蘭、復興、冬山、中華、國華、礁溪、員山、南澳等中學。這些學校有

許多共同的特色，例如無圍牆的設計、造形優雅、開放空間、鄉土情境、生活休

憩、造價低廉等，許多學校更有設置體育館。宜蘭縣中小學學校建築的風格，對

臺灣學校建築規劃、設計和興建有長遠的影響，最特別的是無圍牆設計，迄今無

出其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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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90年代學校建築的轉型
為整建硬體設施，改善教育環境，教育部於1995∼2000年施行之《整建國

中與國小教育設施計畫》，投資經費達600億元，計增改建教室60,065間、專科

教室1,839間、視聽設備10,060間、專科設備8,840間、圖書館（室）160間、活

動中心（含風雨操場）902間、運動場1,057校、綜合球場522面、游泳池37座，

以及改善照明、衛生、保健、飲水設施、課桌椅和相關教室設備等（教育部，

2012），使國中學校建築在健康安全、適性與現代化上有較大的轉型。

校園無障礙環境是捍衛基本人權的展現，讓校內外行動不便者都能像一般人

一樣安全且方便地使用學校環境。1988年公布之《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

工篇第十章列入公共建築物身心障礙者使用設施，首次對無障礙校園設施予以規

範。1990年修正《殘障福利法》，明訂公共設施、建築物、活動場所及交通工具

都該考慮無障礙環境之設計，未符合規定者，不得核發建築執照，並規定舊有建

築物在五年內改善；1992年，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率先編列預算依法設置各級學校

無障礙校園環境；2002年《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規定應建構校園成為無障礙空

間；2003年起，教育部訂定「教育部補助改善無障礙校園環境原則」，補助各直

轄市和縣市政府，改善無障礙建築設施及設備（教育部，2011）。

1990年代，學校人文教育環境、本土教育環境和校園文化環境日受重視，包

含族群文化和鄉土文化意境，百年老校、百年老樹、史蹟文物等，在學校建築中

之重要性和價值性，日益凸顯（湯志民，1994，1995，2006）。例如，1996年創

校的金門縣金湖國中採閩南馬背式建築造形，為國中學校建築的本土文化風格，

立下典範。此外，1996年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研訂《臺北市舊市府大樓原址暨

建成國中都市設計準則》，臺北市建成國中規劃新校舍與歷史性建築（當代美術

館）共構（湯志民，2006），開風氣之先；2004年新創的龍門國中融合市定古蹟

龍安坡黃宅濂讓居（參見圖2），發展古蹟鄉土教學，成為社區文史教育中心，

堪稱佳作。

三、優質與複合化時期（2000～2010年代）

邁入二十一世紀，國中建築進入文化多元、綠色永續、數位雲端、複合營運

等更多樣、動態學校建築風格，校園環境戮力特色經營，力求創新突破，以引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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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門國中將市定古

蹟龍安坡黃宅濂讓

居融入校園整體設

計，現為社會領域

教室。

圖2　臺北市龍門國中市定古蹟龍安坡黃宅濂讓居，湯志民，2004年7月28日

學校空間和教育的革新與發展，亦促成「空間領導」在學術研究與實務推展（湯

志民，2008，2012）。教育部（2002）公布《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將設備

標準簡化為基準，使國民教育不再一元化發展，校園規劃設計更趨於活潑多樣；

並依九年一貫課程的學習領域分別簡述「共通性設備基準」和「個殊性設備基

準」，同時增加校園整體規劃和環境指標（包括音、光、熱、空氣、綠化、文化

環境和永續等）的具體說明，以及校園綠建築指標，在新世紀的開始，給予國中

學校建築整體性規劃、教育情境、物理環境和綠建築設計，全新的方向和具體的

參照。

2000∼2010年代優質與複合化時期的國中建築，可概分為2000年代優質新校

園的推展以及2010年代雲端與營運複合化二階段。

（一）2000年代優質新校園的推展
1999年9月21日，芮氏規模7.3的地震重創全臺，南投縣和臺中縣中小學校舍

建築倒塌嚴重，讓人怵目驚心。新校園運動是國中校園更新的轉捩點，根據教育

部（2001）對立法院的九二一災後校園重建報告，各級學校受損總計1,546校，

經行政院核定各級學校復建經費新臺幣135億2,078萬元，另民間認養及認捐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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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幣90餘億元。教育部辦理921及1022地震災後校園重建學校，計293所，其中國

中60所，由政府、學校、企業和民間分工合作，有計劃地推展校園重建工作。

基於「為下一代蓋所好學校」的目標，教育部採最有利標的方式推動「新校園運

動」，並在2000年5月27日提出八項原則：1. 確保安全、健康、舒適的無障礙環

境；2. 落實高效能且符合機能的教學環境；3. 營建可供社區終身學習及景觀地標

的核心設施；4. 依據校園整體規劃，推動校園重建工作；5. 成立校園規劃重建

小組，落實開放公共參與；6. 建立校園與學區、社區資源之整合與共享模式；

7. 確保校園重建期間，學習與生活環境品質；8. 永續發展的綠色校園環境（教育

部，2012）。教育部的新校園運動，促成南投縣重建學校以「最美麗的校園在南

投」做收，例如南投縣的宏仁、民和、集集、中寮、社寮和北梅等國中（參見圖

3），皆呈現校園的新風貌，建材結構方面加強耐震設計，建築造形大多以斜瓦

頂，保留校園自然景觀，結合社區總體營造，也有無圍牆的設計，還有紀念鐘、

塔或藝術牆飾等，為臺灣國中的學校建築另啟新頁。

北梅國中是新校園運

動重建學校，斜瓦頂

校舍，校園開放與自

然景觀融合。

圖3　南投縣北梅國中新校園運動重建校舍，湯志民，2010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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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震災之後，為強化學校建築耐震設計，2000年8月10日臺北市政府率

先函示各級公、私立學校新建工程耐震設計所採用建築物之用途係數I值由1.25

提高到1.5（比照醫院、消防廳舍、發電廠等）（湯志民，2006）。基於校舍建

築安全，教育部於2006∼2008年度推動國民中小學老舊校舍整建計畫，計投入新

臺幣172億元整建國中小356校7,615間教室。同時，針對九二一地震以前興建之

建物全面評估，積極投入國中小之耐震評估與補強（教育部，2009a）。2009∼

2011年「加速國中小老舊校舍及相關設備補強整建計畫」編列新臺幣201.348

億元，2012∼2016年推動「國中小校舍耐震能力評估、補強及設施設備改善計

畫」，計新臺幣100億元。2009∼2015年間已辦理補強工程3,256棟、拆除重建

357棟，補強後之校舍耐震係數（CDR，校舍耐震容量除以耐震需求之比值）皆

大於1.0，有效提升校園安全（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2016）。政大附中新

建校舍（I值1.5），教室窗臺和柱子間的隔離縫設計，以及每一厚實的鋼筋水泥

柱皆入岩3m，開創中學新校舍耐震設計範例。臺北市成德國中採RC翼牆補強，

臺東縣池上國中波浪式屋頂校舍採RC剪力牆補強（老舊校舍補強專案辦公室，

2013），皆為參考範例。 

全球永續發展理念，促進學校綠建築的發展，例如澳洲的永續學校

（sustainable school）、英國的生態學校（eco-school）、美國的高成效學

校（high performance school）、加拿大的種子學校（SEEDS）（湯志民，

2014b）。2001年，行政院於「8100臺灣啟動」計畫中，投資新臺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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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核定「綠建築推動方案」，內

政部函示自2002年1月1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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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先行取得候選綠建築證書，始

得申請建造執照（行政院，2001；湯志民，2014b）。2002年，《國民中小學設

備基準》提供校園綠建築指標，教育部同時推行永續校園計畫。2003年，發布

《教育部補助永續校園局部改造計畫作業要點》。2000年代中，以綠建築標章和

永續校園興建的國中逐漸出現，例如獲得園冶獎和學校建築之光獎的高雄市鳳林

國中即為代表，高雄市前鋒國中獲得鑽石級綠建築標章，宜蘭凱旋國中（參見圖

4）榮獲優良綠建築設計獎（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17）。須提的是，2005年改

制成立的宜蘭縣慈心華德福教育實驗國中小，強調在中學階段（13∼18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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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藝術、工藝活動、戶外挑戰課程以及社會服務，可直接幫助孩子們內在的

成熟與穩定；因此，創造全然有機的校園（campus as whole organism），讓孩子

從自己小小的世界體認大宇宙，校園中的花草樹木、禽飛獸走、礦石靜臥，都是

生命成長與學習過程的好朋友，而校園營造的每個環節，從規劃、設計、施工、

竣工到使用，都是環境教育的活教材（宜蘭縣立慈心華德福教育實驗高級中等學

校，2017）。此一永續校園新念，融合環境與教育，開創理念教育校園新意。

宜蘭凱旋國中榮獲優

良綠建築設計獎，無

圍牆開放校園，自

然、美觀又環保。

圖4　宜蘭凱旋國中榮獲優良綠建築設計獎，湯志民，2018年4月13日

受少子女化影響，「校園閒置空間再利用」成為顯學，2003年教育部頒布

「國民中小學閒置校舍活化再利用示範計畫」；2006年起，教育部每年研訂「推

動國民中小學校舍空間活化利用與發展特色學校計畫」，至2013年9月，整併校

後閒置校舍空間已活化185校，國中空餘教室已活化2,323間（教育部，2014）。

臺北市西湖國中與市立圖書館合設分館，古亭國中與市立圖書館合作設置智慧圖

書館，即為閒置空間再利用之範例。

1992年，《文化藝術獎助條例》頒布，規定公有建築物至少以1%造價設置

公共藝術，為國中校園建築美學制度化之濫觴。2005年，臺北市推動優質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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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藝術校園」列入要項之一。2008年，推展亮麗學校圍籬，嘉義縣、臺南

市、高雄市，也相繼推動校園空間美學和好旺角等。2013年迄今，教育部「推動

國民中小學營造空間美學與發展特色學校實施計畫」（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2018），鼓勵國中透過空間領導，營造空間美學，發展學校特色。許多新建

國中，例如新北市桃子腳國中小（參見圖5）、新竹市竹光國中、臺南市忠孝和

大橋國中、宜蘭縣凱旋國中等，亦在建築風格上開創空間美學的佳例。

桃子腳國中小校舍

新穎，造形簡捷，

具有現代美感。

圖5　新北市桃子腳國中小具現代美感校舍，湯志民，2012年5月6日

受「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影響，教育部早於1998∼2000年

建立《各級學校安全與無性別偏見之校園空間指標》，2004年頒布《性別平等教

育法》，2006年編印《友善吧！校園：國民中小學友善校園評估手冊》，建構

人身安全空間指標；2009年編印《無性別偏見的校園空間手冊》。2010年教育

部發表《性別平等教育白皮書》，期能建立無性別偏見的校園環境（教育部，

2010a）。2016年，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率風氣之先，推動設置中小學性別友善廁

所，中山和民生國中最早設置性別友善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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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數位時代，資訊科技全面影響並改變中小學的教學模式，從2001年的

「資訊教育總藍圖」、2005年的「創造偏鄉數位機會推動四年計畫書」、2008年

的「教育部中小學資訊教育白皮書（2008-2011）」，再到2009年的「建置中小

學優質化均等數位教育環境計畫」，積極增建與擴充學校資訊科技，建置數位學

習環境。2005∼2008年完成全國國中小電腦教室設備更新，至2009年達到班班

可上網，並完成國中小「多功能e化數位教室」和「多功能e化專科教室」之建置

（教育部，2009b，2010b）。至此，國中教室e化設備已成為教學基本配備，讓

教師的教學和學生的學習呈現嶄新的風貌。

校園空間的整修、營運和發展，旨在結合學校願景、發揮教育功能和創造校

園特色。自2005年起，臺北市系統性地推動優質校園營造，推展安全健康、人文

藝術、自然科技、學習資源之校園；同時推動優質化工程，整體改善高中職和國

中小學校園建築和環境。臺北市建成、民生、龍門、成德國中皆為優質校園營造

佳例，民權國中運用優質化工程讓校園中軸線90度旋轉，創造出令人驚豔的新空

間。此外，新北市推展活化校園、特色學校和卓越學校，基隆市推展創意空間和

優質校園（湯志民，2014a），桃園市推展特色學校等，均使校園環境品質和教

育效能大幅提升。

（二）2010年代雲端與營運複合化
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工業4.0，以物理資訊系統為核心，結合物聯網、互聯

網、大數據分析、機器人、人工智慧、智動設備等，使校園建築和設備的規劃與

建置產生新變革，結合教育雲端，往智慧校園大步邁進。教育部（2010b）提出

「2010創造公平數位機會白皮書」，2011年進一步推出「教育雲」計畫，2013年

修正提出「教育雲端應用及平台服務推動計畫」（2012-2017），投資新臺幣9.92

億元，打造符合雲端運算之學習與教學系統（教育部，2013），2016年再提「教

育雲：校園數位學習普及服務計畫」（2017-2020），再投資新臺幣5.1億元，建

置雲端計算整合平台、終身教育ID、教育資源匯集、普及雲端服務、巨量資料分

析環境、個人化資料服務（教育部，2016），使臺灣的數位學習進入雲端時代。

2014年，經濟部工業局將「智慧校園產業」列為「產業升級轉型行動方案」推動

重點之一（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2014），並結合資通大廠，與學校合作研

發與執行智慧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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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急遽變遷，學校功能日趨複雜，促使學校建築營運模式更為多樣，以更

有效地使用學校建築。在委外經營、複合使用上，學校建築多角經營，可撙節經

費支出，增進和提升建築使用與教育效能，例如：1. 縣市政府或鄉鎮公所出資在

學校內興建活動中心、游泳池或停車場，彼此共同使用，例如臺北市建成國中、

龍門國中運動場與停管處合建地下停車場，新北市鷺江國中與體育處合建國民運

動中心。2. 學校設置英語村供他校共同使用，例如桃園市文昌國中英語情境教室

供國小上英語情境課程。3. 學校空間與設備和社區共用，例如臺北市木柵、信

義、成德國中設置社區大學，龍門國中設媽媽教室。4. 學校建築設施委外經營，

與社區共同使用，例如臺北市成德國中運動中心。5. 公私教育合用校園場地，例

如2016年臺北市濱江國中設置非營利幼兒園，芳和國中提供部分教室給「無界

塾」推展翻轉教育，開創公私教育複合使用校園案例。

資源共享是一個動態性互惠概念，以共生共榮為原則。例如，2005年政大附

中鄰近學校的公園綠帶併入校園整體規劃興建，無圍牆校園設計，為學校與社區

資源共享開創新例。2015年，遷校重建的臺南市金城國中和新南國小，二校一街

之隔，國中設置體育館和游泳池與小學共用，小學設置中央廚房協助供餐國中，

提供校際資源共享的範例（參見圖6）。

金城國中（右上）

和新南國小（左

下），二校一街之

隔，國中設置體育

館和游泳池與小學

共用，小學設置中

央廚房協助供餐國

中，彼此資源共

享。

圖6　臺南市金城國中和新南國小資源共享，湯志民，2016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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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中學校建築各期特色評析

九年國民教育推展迄今50年，學校建築經歷半世紀的蛻變，其發展與革新分

為三時期六階段，茲以每10年為一階段，評析各階段的特色變化。

一、1960年代立基標準校舍

1968年臺灣實施九年國民教育，大量新建國中校舍，為求經濟、速效，由成

功大學統一設計標準圖樣，發交各縣市採用，「波浪式屋頂」和「標準圖」是

其特色。1960年代是臺灣國中學校建築標準化大量建設的起點，標準化校舍雖有

經濟省錢、快速興建之效，但難免失去學校特色和空間彈性；惟就該年代背景，

運用符號學，使校舍波浪式屋頂成為國中校舍的表徵，象徵「三民主義」、「倫

理、民主、科學」、「九年國民教育」，並期許學生「成為一個活活潑潑的好學

生」，仍具有時代意義。

二、1970年代開始重視安全

教育部公布《國中暫行設備標準》，以因應九年國民教育國中增建校舍和充

實設備需求，並積極改建「危險教室」，以提供更安全的教育環境。「安全第

一」，更是校園建築第一要務，1970年代改建「危險教室」，可說是臺灣國中學

校建築安全發展的濫觴，惟海砂屋、老背少校舍成為政府補強和拆建之痛點，至

少延續30年以上；而學校建築與設備的充實，較之日治時期不可同日而語，但與

九年國民教育之需求相應，可謂且戰且走、步伐仍緩。

三、1980年代創新造形萌芽

臺灣學校建築規劃有較長足的進步，新設國中快速發展，宜蘭縣首創全縣中

小學校園計畫性更新，成為臺灣學校建築更新和發展的新典範，無圍牆的新學校

也塑造出獨特風格的宜蘭經驗。中期之後，學校建築在安全基礎之上，創新造形

萌芽，宜蘭、臺北和各縣市有許多新設校風格，完全擺脫波浪式屋頂，在造形色

彩、庭園景觀、休憩空間和社區融合等頻現創意，呈現新建築景觀，惟仍屬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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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四、1990年代新具人文關懷

臺灣教改初起，教育更重視特教和本土文化建置，各級政府和教育主管機關

推出無障礙環境、文化情境、古蹟共構等空間革新理念，大放異彩。1990年代，

為國中學校建築的大轉型，在現代化、無障礙、文化古蹟等空間革新，邁出一大

步，擺脫安全、標準框架，強化校舍人性關懷和文化意境，為學校建築「工程」

注入新生命力。雖然無障礙設施投資與建設持續重視，惟可及性環境（可到達、

可進入、可使用）常有細節錯誤，例如校舍大樓高低差太多動線中斷、坡道轉折

平台迴轉半徑不足、電梯位置太偏不在主動線上等，不一而足，常成為「為德不

卒」環境。

五、2000年代開創多元環境

二十一世紀伊始，教育部化震災重建學校之危機為轉機，推展「新校園運

動」，為國中學校建築奠定多元、開放、活潑、創新風格新範式。2002年《國民

中小學設備基準》省略標準圖示，加以學校建築學術研究和教育政策推陳出新，

回應永續發展和性別主流化之世界潮流、後現代新美學觀及資訊時代之影響，校

園建築挹注更多元觀念，推展耐震設計、綠建築、永續校園、校園活化、閒置空

間再利用、空間美學、性別空間、資訊科技、優質校園、優質化工程等，使國中

的學校建築產生令人振奮的新風貌，為學校建築「工程」融入更多教育意涵。值

得注意的是，新設校的綠建築成效日佳，舊有學校的永續校園改善觀念不足；校

園活化觀念不足，校園閒置空間常被其他單位利用；性別空間起步快、發展慢，

校園性別友善環境（如性別空間平權、性別友善廁所、消除校園死角等）仍待努

力。尤其是，國中學校建築挹注更多永續、活化、美學、性別、科技、優質的概

念，並重視整體規劃的整合，相對地也使學校建築規劃、審議和興建之歷程變得

更為繁瑣。

六、2010年代跨域複合經營

進入工業4.0和數位時代，物聯網、大數據、機器人、人工智慧、雲端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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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關鍵技術，使智慧教育和智慧人才培育更為重要（王運武、于長虹，2016）；

教育4.0因應而生，在師資培育、課程教材、教學方法、校學設備、環境布置等

應重新布局、調適改變，以朝向更數位化和智慧化的教育改革發展（吳清基，

2018）。因此，未來的教室為智慧教室，未來的學校也會朝智慧校園邁進（吳清

山、王令宜，2018；湯志民，2018）。基此，教育部推展教育雲，經濟部工業局

推展智慧校園等政策，加以學校是公共財，以及社區融合和資源共享需求日熾，

國中學校建築也因此湧入更多革新觀念，包括教育雲端、智慧校園、委外經營、

複合使用、資源共享等，學校也從靜態的建築空間成為動態、虛擬、複合的校園

空間，並肩負更多元的教育與公共服務功能（如社區活動中心、公共停車場共

構、托嬰中心或非營利幼兒園等）。須提的是，2010年代，為因應數位科技、

經濟發展和社會急遽變遷之需，國中學校建築開始突破靜態、實體和單一校園觀

念，逐漸邁向動態、虛擬、複合校園空間的建置和經營型態，惟此一跨域複合經

營，使學校建築的規劃、主政單位和跨領域協調更為複雜，也面臨空前的挑戰。

1960∼2010年代國中學校建築發展與革新，可要略整理如圖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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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1960∼2010年代國中學校建築發展與革新

綜言之，國中學校建築50年的演變，歷經標準化校舍、危險教室更新、新建

築景觀、無圍牆學校、無障礙環境、文化情境、古蹟共構、新校園運動、耐震設

計、綠建築、永續校園、校園活化、閒置空間再利用、空間美學、性別空間、資

訊科技、優質校園、優質化工程、教育雲端、智慧校園、委外經營、複合使用和

資源共享，已具國中學校建築的創新風貌，與湯志民（2014a，2015）之研究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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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大致呼應。期間，有三個重要轉捩點：一、九年國教推展新建學校和教室大量

擴充，快速、標準興建學校建築；二、新校園運動賦予學校建築新生命，開創國

中校舍多元、開放、活潑、創新風格的里程碑；三、二十一世紀數位時代，資訊

科技和教育雲端成為學校設施和設備的建置主流，大大改變學校的教學模式。也

因此，促動國中學校建築的內涵價值產生典範轉移，迄今性別空間發展較緩，智

慧校園剛啟動，餘則持續發展，成效日佳。1960∼2010年代各期特色的演變，從

立基標準校舍，開始重視安全、創新造形萌芽、新具人文關懷、開創多元環境，

到跨域複合經營，挹注不少創新觀念。同時，也因有更多新規定和新觀念，使學

校建築規劃、審議和興建之歷程更為繁瑣，而動態、虛擬、複合校園空間的建置

和經營型態，也面臨更多跨域協調之挑戰。

肆、學校建築發展與革新的影響因素

學校建築規劃和發展受社會風潮、經濟發展、教育文化、政策推展、建築思

潮之影響，先進國家動見觀瞻，與臺灣關係密切的美、英、日學校建築之發展

與革新，常為臺灣新政策、新研究和實務推展之借鏡。國中學校建築發展與革新

的影響因素，可從美、英、日的發展、臺灣的社會脈絡，以及新政策和研究的推

展，加以分析。

一、美國發展的影響

二次世界大戰前，學校建築未被視為特別的公共建築（Bauscher & Poe, 

2018），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歷經最大的文化轉型，從工業工廠模式到新文

化範式。1848年創立的波士頓昆西文法學校（Quincy Grammar School）是早

期工廠模式設計的範例，也是美國第一所分級公立學校（Graves, 1993）。該

校有四層樓、地下室及閣樓，可容納660名學生，一至三樓有四間連續教室，

有開放式的走廊空間，每一間教室可容納55名學生，長、寬約31及26英尺（約

9.45m×7.92m），每間教室皆附有一收納櫃，亦有個別的課桌椅，在當時是學

校的創新設計，也固定在地板上，計7排8列；頂樓是一間大集會所，有板凳供全

體學生入座，行政辦公室則設在一樓（Graves, 1993）。該校的設計模式在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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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被許多州所複製。在二十世紀前25年期間，初中及高中教育

方案的校舍建築特別設計已經開始，增加許多類型的輔助空間，包括禮堂、實驗

室、藝術工作室、體育館和家庭藝術空間等，均陸續列入教育建築方案（Tanner 

& Lackney, 2006）。

1940年創校的伊利諾州溫特卡村（Winnetka, Illinois）歡呼島學校（Crow 

Island School），是美國最負盛名的現代化教育建築（Brubaker, 1998），強

調學生尺規的環境，教室設計能符合多元學習活動，並具有歸屬感，以L形

（L-shape）設計之，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為全美許多學校的模板（Tanner & 

Lackney, 2006）。1950年代，因應戰後嬰兒潮需大量新建學校，為了省錢、省時

且有效，標準化計畫及外觀成為這時期教育建築的特徵，而現代化特色的新式

建築，是一層樓、平頂結構的設計（Brubaker, 1998; Tanner & Lackney, 2006）。

1958年美國建築學會（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 AIA）組成學校建築委員

會（Committee on School Buildings），並成立教育設施研究室（the Educational 

Facilities Laboratories, EFL），由於教育研究與課程教學實務的長足進步，「開

放計畫」的學校設計、社區學校、中間學校（middle school）、校中校等逐漸

發展。中間學校的年級結構為五至八年級、六至八年級或七至八年級，與初中

（junior high school）（七至九年級）及其他中學類型並存，期盼在小學以兒童

為中心及高中採學科導向間取得平衡，設計型態有1960年代的「座艙型」（pot 

plans）和1980年代盛行的「家庭型」（house plans），明尼蘇達州伊甸草原市

（Eden Prairie, Minnesota）的橡樹點中間學校（Oak Point Middle School）是家

庭型的範本，採「班群」（clusters）配置，有四個班群，每個班群最少能容納

100位學生及四位教師，最多是200位學生及八位教師，配置四至八間自足式教室

（self-contained classrooms），對著中間的資源中心，還有專科教室、教師辦公

室、小研討室及其他支援空間（Tanner & Lackney, 2006）。

1961年，美國國家標準局（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 Institute, ANSI）

訂定「可及和可用的建築與設施」（Accessible and Usable Buildings and 

Facilities），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無障礙環境」設計規範，1973年制定《復健

法》（Rehabilitation Act），1990年制定《美國行動不便者法》（The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ADA）及《行動不便者教育法》（Individual with Disi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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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Act, IDEA），再次強調提供「最少限制環境」（the least restrictive 

environment）的重要政策（Bar & Galluzzo, 1999; Kowalski, 2002; The WBDG 

Accessible Committee, 2012）。1996年，美國綠建築協會提出「能源及環境設計

領導計畫」（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LE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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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重視學校建築和

校地，以節能、減廢、省錢方式來改善學習環境。

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課程教學有新重點，包括探索混齡及無年級教室

（multiaged and nongraded classrooms）、合作學習策略、統整課程及跨學科教學

等；而數位科技的快速成長，也使「學校」及「學校教育」的意義被重新思考。

1980年代初期，電腦教室列入學校建築方案中，1990年代已出現可現場雙向互動

的遠距學習教室，2000年時，美國至少有六州開辦虛擬高中（完全線上課程），

無線網路的快速發展，將使未來的學校大異於現在（Tanner & Lackney, 2006）。

如今，教室、實驗室、辦公室都有電腦，Kowalski（2002）強調，因應資訊科技

快速的發展，現代化學校建築需配備高度精密監控系統，以利電腦使用之安全、

節能和長期維護。Bauscher與Poe（2018）更指出，二十一世紀學校的未來資訊

科技設計，需做到：（一）寬頻進入所有學校；（二）校際間光纖相連；（三）

用於儲存、進入和線上通訊的安全網絡；（四）用於桌上型電腦、筆電、平板、

移動設備、視頻會議功能、線上協作功能、留言板、電子郵件、安全攝影機以及

所有其他所需科技設備的專用電源。

近年來，為因應數位時代學生的主動學習，Marchisen、Williams與Eberly

（2017）提出非傳統的沉浸式學習環境（immers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或學

習岬（learnings capes）。美國喬治亞州富爾頓縣（Fulton County, Ga）羅納德麥

克奈爾初中（The Ronald E. McNair Middle School）是該縣第一所以沉浸式學習

空間原則重整學校設施的案例。Marchisen等人說明，沉浸式學習環境通常環繞

五種不同類型活動設計，包括個別研究、小團體協作、聚落演講、社群教室、探

索工作坊等空間，每種空間各有獨特的空間、配置、科技、裝修、家具、音響和

採光需求。例如個別研究區（individual study areas）提供個別調查研究、批判思

考和測量的私密空間；小團體協作區（collaborative small group areas）整合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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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空間，供主題學習和協作之用；工作坊區（workshop areas）適用動手探索

和測試，類似科學實驗室；聚落演講區（breakout lecture areas）提供短暫群聚空

間，用以研討和遠距學習；社群教室區（community classroom areas）提供分享

空間，用以社交學習和團體合議。這些空間的配置鄰近中央教學團隊策劃區（a 

central teaching-team planning area）。沉浸式學習環境之目的在改變一間教室一

位教師的觀念，而有更多的洄游教育經驗（migratory educational experience），

並改善師生、同儕互動和教育成果。

美國學校建築發展主要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在嬰兒潮大量標準化校舍興建之

後，隨著經濟成長、社會變遷、教育理念變革、教育設施研究（如EFL），以及

後現代主義和數位科技的影響，從省錢、有效的傳統標準化校舍，轉型朝向具有

彈性多樣空間，展現空間美學，符應教育效能、節能減碳、數位科技和資源共享

的未來學校大步邁進。臺灣的社會風潮、經濟發展、教育文化、政策推展、設施

研究、建築思潮，常受美國之影響，學校建築亦然。根據研究者長期觀察，擔任

縣市國中校園規劃審查委員、學校建築徵圖評選委員，以及學術研究之經驗，美

國標準化校舍、L形教室設計、班群配置、彈性空間、節能減碳、數位科技、社

區學校、資源共享，以及重視資通訊（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的未來學校等新觀念，也普遍反映在國中學校建築的發展軌跡上。例如，

波士頓昆西文法學校的工廠模式設計，每間教室長寬約9.45m×7.92m，可容納55

名學生，每間教室皆附有一收納櫃和個別的課桌椅，計7排8列，幾乎是臺灣國中

早期教室的範型。因應戰後嬰兒潮需大量新建學校，1950年代學校建築標準化計

畫及外觀，與臺灣因應九年國民教育的實施而有1960年代標準化校舍的興建，相

互呼應。L型教室設計（教室後走廊一半納入室內規劃為教師或圖書角）、多用

途的彈性空間、無障礙環境、綠建築、電腦教室和資訊科技校園，以及開放校園

與社區資源共享等，皆為臺灣國中新設校或重（改）建校舍的規劃設計重點。然

而，臺灣新設國中的「班群」空間，會搭配教師辦公室，但缺乏資源中心、小研

討室及其他支援空間，與美國中間學校的「班群」配置不盡相同；美國中學採學

科型教室設計，普遍實施無年級教室（跑班），臺灣也出現幾所學科型教室（跑

班）高中（如臺北市麗山高中、政大附中、竹科實中、南科實中、康橋國際學

校），國中跑班也曾實施幾年（如政大附中國中部、臺北市濱江國中），惟過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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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星或未接續，學科型教室設計發展未全然成形。至於完全線上課程的虛擬學校

則尚未出現，但智慧校園已開始發展，後續尚待努力；而利於教師多元教學、學

生主動學習的沉浸式學習環境，臺灣尚無具體案例。然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即將上

路，未來以沉浸式學習空間原則規劃或重整學校設施，值得期待。

特別是，美國許多著名的學校建築研究，例如二十世紀中有C a u d i l l

（1954）、Engelhardt, Engelhardt與Leggett（1956）、MacConnell（1957）、

McClurkin（1964）、Engelhardt（1970）等（Castaldi, 1994）；二十世紀末迄

今，較著名的有Graves（1993）、Castaldi（1994）、Brubaker（1998）、Dudek

（2000）、Kowalski（2002）、Earthman（2013）、Tanner與Lackney（2006）、

Bauscher與Poe（2018），提供中小學學校建築整體規劃流程、各項設施規劃重

點、平面配置和規劃設計實例等。著名學校建築網站，例如「美國學校與大學」

（American School & University）提供各級學校優良規劃與設計實例，「設計

共享」（Design Share）、「國家教育設施資料庫」（National Clearinghouse for 

Educational Facilities, NCEF），提供學校建築學術研究資料，有助於學校建築學

術研究與實務規劃之推展。此外，美國海量般的學校建築研究期刊、論文、評

選、政府政策、標準和手冊，以及政府和非營利組織網路資訊⋯⋯等，都成為臺

灣學校建築研究和設備標準的重要參考源頭，以及校園整體規劃、設施重點配

置、學校空間美學等實務推展之參據。

二、英國發展的影響

在英國，1944年的《教育法》將義務教育年齡提高到15歲，因而需要大

規模的學校建築方案。1949年，教育部建築師和建築事務所（the Architects & 

Buildings Branch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成立，為地方教育當局制定指引，

這是建築公報（the Building Bulletins）的濫觴（Dudek, 2000）。1950年代和1960

年代，新的教育辯論影響教學的變革，小學以兒童為中心的教育方式，在小學設

置開放式教學區（open-plan teaching areas），重視個人學習、課程彈性、遊戲對

兒童學習的重要，以及更多的環境運用和發現學習（Wright, 2015）。在學校建

築研究上，Saint（1987）認為，英國戰後的學校建築重視開放空間和師生同儕互

動，並朝向社會性建築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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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訂定「行動不便者可及性建築」（Accessible for the Disabled to 

Buildings），1999年提出「行動不便者可及性學校建築：管理和設計指引」

（Access for Disabled People to School Buildings: Management and Design Guide）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1999）。1990年，英國提出世界最

早的《建築研究院環境評估法》（Building Research Establishment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Method, BREEAM），帶動各國建立綠建築指標（林憲德，2012）。

2004年，英國教育和技能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Skills, DfES）創辦了

一系列示範設計與建築公報（Building Bulletin），指引小學、中學和特殊學校

的設計概念，並在後續幾年中制定了BREEAM的一套環境標準，做為設計品

質指標，建築與建造環境委員會（the Commission for Architecture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CABE）在設計審查擔任正式的角色，也制定了社區使用到體育

和戶外空間的設計指引，還發布了一套標準說明書，涵蓋地板到廁所的細節

（Wright, 2015）。2004年，DfES也推動了「興建未來學校」（Building Schools 

for the Future, BSF）方案，目標是在10∼15年間將英格蘭3,500所中學重建和更

新為世界級的學習環境；以ICT做為新學校的核心，並提供與社區共享的建築

和設施；BSF的核心目的是實現教育轉型，不僅是簡單的建築方案，而是一種

改變學校運作的方法，此一催化劑會導致重新思考如何提供教育，因此學校設

計開始著眼於未來，以具有內在的靈活性和適應性做為標準（Wright, 2015）。

2011年改為推動「學校建築優先方案」（the Priority Schools Building Programme, 

PSBP），旨在重建和整修全英國狀況最差的537所中小學建築，該方案分二階

段，預計在2021年底全部啟用。PSBP基本設計和策略，包括音響、晝光、無障

礙、環境服務、防火、自然通風、結構設計等策略（Education and Skills Funding 

Agency, 2017; Wright, 2015）。

英國學校建築發展主要也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在嬰兒潮大量標準化校舍興建

之後，轉型朝向開放空間和師生同儕互動的社會性建築發展，以及重視行動不便

者需求、環境評估、ICT的未來學校，並著力於制定建築公報，完備設計審查制

度，更務實地重建和整修狀況最差的中小學建築之物理環境（音響、通風、採

光）、無障礙、環境服務、防火、結構設計等。這些英國學校建築發展的新觀

念，對臺灣也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根據研究者學術研究和實務經驗，這些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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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建築新觀念，也大致反映在國中學校建築的發展軌跡上。例如，臺灣的《國

民中學設備標準》（1987年）、《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2002年）之法規建

置，與英國建築公報制定指引，有同樣功效；在新校設置和校舍改建上，重視物

理環境舒適、多用途的彈性空間、無障礙環境、綠建築、防火安全，資訊科技校

園和未來學校等，亦皆反映出英國學校建築的新理念。

三、日本發展的影響

日本於1894年頒布《學校建築圖說明及設計大要》，規定校舍的配置原則及

教室設計標準型，是臺灣日治時期學校建築範型的源頭。日本中小學學校建築

近代化因應「好教」到「好學」需求的轉變，1976年首創隔間牆全部可移動的教

室空間。1984年文部省發布《多目的空間手冊》，多目的空間新教室校舍型逐漸

普及全日本（黃世孟，1990）。1974年，東京都町田市制定全國最先驅的「町田

市福祉環境整備綱要」，1982年頒布「考慮身心障礙者使用之設計標準」（曾思

瑜，1997）。日本受少子女化的影響，除大量整併學校，並在既有中學校推動空

餘教室活化，改建為多目的空間，也推動教科教室型設計（跑班），開創新空間

和新教育。尤其是，日本學校建築系列研究成果豐碩，較著名單位有日本建築學

會、建築思潮研究所等之系列學校建築作品，較著名者則有加藤幸次、長倉康彥

（1993）、上野淳（2008）等，對學校建築規劃設計提出整體觀念。此外，還有

許多學校建築規劃和設計專題研究，例如教室設計（日本建築學会，1973）、多

目的空間（日本建築學会，1989）、教科教室（長倉康彥，1993；屋敷和佳，

2004）、無障礙設施（日本建築士会連合会，1982）、空餘教室活用（加藤幸

次、松田早苗，1987）、環境共生建築（建築思潮研究所，2004）、免震制震建

築（日本免震構造協会，2005）、木造教育設施（建築思潮研究所，1993）、中

學校建築設計（日本建築學会，1974；建築思潮研究所，2006），以及中學校

設置基準（文部科学省大臣官房文教施設部，2010；解說教育六法編修委員會，

1991）等，提供許多日本中學校研究資料和借鏡案例。

臺灣日治時期，標準化即在中學校奠基，其後，日本從「好教」到「好學」

的觀念、多目的空間、教科教室（跑班）、無障礙設施、空餘教室活用、環境

共生建築、建築耐震設計、中學校建築設計等新觀念，基於地緣和歷史關係，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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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學校建築發展有長遠和直接影響。根據研究者長期觀察、研究和擔任評委

之實務經驗，這些日本推展的校園建築新理念，在臺灣透過學校建築相關法規建

置（如《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建築技術規則》等）、學術研究和教育政策

推展，常會出現在國中新設校或現有學校建築的改善上（如9m×7.5m的標準教

室、多目的空間、無障礙設施、閒置空間再利用、綠建築、校舍耐震設計或補強

等），對臺灣的國中學校建築發展與革新有諸多影響。

四、臺灣社會脈絡的影響

臺灣的經濟發展、教育改革、地理環境、資訊科技、社會變遷等社會脈絡，

對國中學校建築發展與革新，會有基礎性和獨特性的影響。

1968年實施九年國民教育，當時處於農業發展時期，經濟剛起步，1970年代

臺灣推展十大建設，躋身亞洲四小龍，有經濟實力，乃於積極增建國中校舍的同

時，大量更新舊有窳陋、老背少結構和海沙屋等危險教室，以提供安全的教育環

境。1980、1990年代，臺灣經濟起飛，社會開放，受教育改革、文化保存和後現

代建築思潮的影響，國中學校建築的創意設計萌芽，造型、美感乍現，在健康安

全、適性與現代化上，有更大的轉型。

在地理環境上，臺灣位處環太平洋地震帶，地震頻仍，1999年芮氏規模7.3

的九二一大地震，重創全臺，中小學校舍建築倒塌嚴重。教育部的「新校園運

動」，不僅是國中學校建築風格和造形更新的轉捩點，也強化校舍的耐震補強和

設計，更成為新設校建築安全的設計重點和特色。

在資訊科技上，因應新世紀數位時代的來臨，臺灣資訊產業蓬勃發展，2000

年代，教育部局處積極增建電腦教室和設置教室資訊設備，建構無線上網設施，

建置數位學習環境，至2009年全臺灣國中電腦教室完成設備更新，並達到班班可

上網，全面影響並改變國中的教學模式。 

在社會變遷上，對臺灣影響最大的是少子女化。根據內政部戶政司（2018）

之出生數統計資料，1980年代開始少子女化，出生人數由1981年41.6萬人至1986

年跌至30.7萬，2000年代開始第二波少子女化，出生人數由2000年30.7萬人至

2009年跌至19.2萬，使校園閒置空間活化和再利用自2000年代起成為顯學。2010

年代，校園閒置空間在設置幼兒園、社區大學、媽媽教室、校際資源共享、公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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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合用之「複合使用」上，形成國中學校建築規劃新風貌和新挑戰。 

此外，臺灣的國中學校建築興建系統，賦予學校（籌備處）在建築規劃設計

上有較多的參與和主導權，因此於造形、功能、蘊意的整合表達，較能結合教育

理念和學校願景，而有個別風格和獨到之處。

五、新政策和研究的推展

1990年代，學校建築「規劃」與「設計」分為二階段，臺灣的教育改革方興

未艾，國中學校建築規劃學校有較多的參與和主導權，融合教育和建築思潮，新

校園運動之後，在造形、功能、蘊意的整合表達上，較之美、英、日不遑多讓，

且更有獨特風格。特別是，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1996）在《教育改革總

諮議報告書》中倡議營造適性教育之校園環境、營造學校成為學習社區、學校開

放場所、營造豐沛自由的學習生活空間、創新課程和學習形式、普設現代化圖書

及資訊系統、專科教室與教具設備、從事性別平等教育設施之研究，以及改善校

地、資產、設備閒置狀況等，教育部於1997年公布之《教育改革總體計畫綱要》

以相應政策，透過法規和相關計畫逐年推展（教育部，1997；湯志民，2014a，

2015）。教改倡議也是學校建築新研究的觸動源頭，帶動2000年代以後國中學校

建築的大變革。

國中學校建築的革新，有新政策、新法規的引領，更重要的是有學術研究

的支持，始得穩健發展。1964年，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委員會（經合會）成立

「學校建築研究小組」，這是政府機關內專設學校建築研究組織之始。1965年，

教育部、經合會、臺灣省教育廳、建設廳公共工程局，邀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教育

專家Soriano博士、建築專家Vickery博士以及臺灣教育和建築專家60人，舉辦學

校建築研討會，這是臺灣學校建築研究首次空前盛會。臺灣省教育廳以此研討會

為基礎，訂定「學校建築研究計畫」，成立「學校建築研究小組」，對學校建築

之規劃、設計、配置、色彩等，進行有計畫、有系統的研究，先後出版了五冊

《學校建築研究》，為政府機關發行學校建築研究專刊之始，臺灣省實施九年國

民教育新建校舍即採此研究精華做為設計依據（郭紹儀，1973）。

1968年，臺灣學校建築的先驅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蔡保田博士，創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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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校建築研究社」，獲UNESCO亞洲區學校建築中心（Asian Regional Institute 

for School Building Research, Sponsored by UNESCO）承認為駐臺的發展小組，

並取得該組織學校建築領域之地位，從事學校建築理論研究，之後將研究成果出

版《學校建築研究》專書（郭紹儀，1973；蔡保田，1971）。蔡保田（1977）的

《學校建築學》，為臺灣學校建築學術研究和實務探討奠定堅實的理論基礎。

1986年，蔡博士創立學校建築研究學會，每年定期辦理學校建築學術研討會，迄

今32年，觸動臺灣學校建築的研究與發展。學校建築研究和課程也在教育、建築

和環境相關系所、有關學者專家共同努力下逐漸拓展，國中校長和主任培訓陸續

開設學校建築與校園規劃課程，期刊雜誌、學報、專書、專案研究和碩博士論文

亦常見學校建築研究論述發表。就碩博士論文而言，1968年實施九年國民教育至

2018年3月，學校建築有關的碩博士論文，經檢索計有1,591篇，其中國中相關的

碩博士論文有234篇，最近15年研究爆增，高達216篇（國家圖書館，2018）。這

些學校建築新觀念的研究質量日進，促進國中學校建築的革新。

伍、結論與建議

新世紀、新紀元、新視野，立於2010年代末，邁向2020年代之際，國中學校

建築如何在穩健的進步中，務實地惕勵過去，再開新局？以下擬依研究結果提出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國中學校建築發展概分為安全和標準化時期（1960∼1970年代）、創

意和新建築時期（1980∼1990年代）、優質與複合化時期（2000∼2010年代）等

三時期六階段，各階段重點依序為：1960年代是標準化校舍的興建，1970年代是

危險教室的更新，1980年代是新學校建築的萌芽，1990年代是學校建築的轉型，

2000年代是優質新校園的推展，2010年代是雲端與營運複合化。

（二）國中學校建築革新有三個重要轉捩點，促動學校建築的內涵價值產生

典範轉移：1. 九年國民教育推展新建學校和教室大量擴充，快速、標準興建學校

建築；2. 新校園運動賦予學校建築新生命，開創國中校舍多元、開放、活潑、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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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風格的里程碑；3. 二十一世紀數位時代，資訊科技和教育雲端成為學校設施和

設備的建置主流，也大大改變學校的教學模式。1960到2010年代國中各期特色的

演變，從立基標準校舍、開始重視安全、嶄新觀念萌芽、新具人文關懷、開創多

元環境，到跨域複合經營，挹注不少創新觀念，跨領域協調也面臨空前的挑戰。

（三）學校建築發展與革新，受到包括美、英、日發展的影響，以及臺灣的

社會脈絡、新政策和研究推展的影響，使國中學校建築50年來得以穩健地挹注新

觀念，而有突破性的革新之效。

二、建議

RC造建築耐用年限55年，許多國中建築又將面對新一波的再造和轉型。依

現有RC建築強度耐用至少80年，新一波國中建築的生命週期，將跨越至22世

紀，新建築、新教育、新理念，站在關鍵時刻，具有跨時代的歷史意義，重責大

任，更應戒慎恐懼因應。根據研究，提出三點建議供參：

（一）學校建築發展是一個動態歷程，新世紀學校應有整體性規劃、現代化

設施、數位化科技、結合綠建築，更重要的是，須具有教育文化意境，符應課

程、教學和學習需求，不斷與時俱進。

（二）為國中學校建築的轉型和進步，有些規劃實務應再精進：1. 學校建築

規劃、審議和興建歷程，日益繁瑣，相關單位（教育局、都發局、工務局、文

化局、社會局等）應跨域整合，並協助學校籌辦；2. 學校建築新觀念、新規定倍

增，規劃與設計應優先於工程進度，至少要有一年以上時間，以利提出更周延的

教育方案需求；3. 教學研究專業發展空間要重視並提升空間品質，以利教師專業

發展社群孕育；4. 設置多樣化的學習空間，豐富學生學習資源，以利學生自主學

習、個別研究、小團體協作、同儕互動和社群活動；5. 建置智慧化數位科技空間

與設備，促進智慧建築和智慧校園之發展，以利智慧人才之培育；6. 加強舊有學

校的綠建築觀念，以利永續校園整體改善；7. 強化性別空間規劃與環境建置，建

立性別友善環境，促進性別空間使用平權；8. 活化閒置空間非被利用，而是複合

使用、資源共享，應系統性整合，以利學校營運。

（三）進入工業4.0和數位新時代，回應社會變遷與教育4.0發展之需，應更

新2002年的《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挹注智慧雲端教室、智慧校園、主動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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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等新觀念，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國中建築與設備提供新基準，以資因

應。

未來50年，透過教育和建築的融合，國中建築在新一波的政策、研究、基準

和趨勢的帶動下，一定能邁向新的里程碑，再創巔峰。

致謝： 本文得以完成感謝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廖文靜處長和政治大學博士生吳珮

青小姐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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