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臺灣學校建築的發展，可以日據時代為分

水嶺，概分為清前時期、日據時代和光復以後

等三大時期，期間學校建築的發展，各有其重

點和特色。光復以後，受學校建築新觀念的研

究、學校空間新政策推展之影響，而促動學校

建築新空間的蛻變。從一九六○年代標準化校

舍的興建、一九七○年代學校建築的更新、

一九八○年代新學校建築的萌芽、一九九○年

代學校建築的轉型，到二○○○年代優質新校

園的推展，使臺灣的學校建築產生令人振奮的

新風貌。

關鍵詞： 臺灣、學校建築、學校空間、學

校建築的發展

壹、前言

學校建築（school buildings）是為達成

教育目標而設立的教學活動場所，此一教

學活動場所包括校舍（bui ld ings）、校園

（campuses）、運動場（play grounds）及其

附屬設施（facilities）。學校建築規畫（the 

school building planning）係以教育理念、學校

環境和建築條件為基礎，以人、空間、時間

和經費為基本向度，使校地、校舍、校園、

運動場與附屬設施的配置設計能整體連貫之

歷程（湯志民，2006a）。Taylor & Enggass

（2009）在《連結建築與教育：學習環境的永

續設計》（Linking Architecture and Education: 

Sustainable Design of Learning Environments）

臺灣學校建築的百年蛻變
湯志民／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所教授

一書中，強調教育建築環境本身和其內之

物都是教學工具或是立體的教科書（ three-

dimensional textbook），建築師和教育人員應

以「慧眼」（knowing eye）作整體創意的設

計，並提出教育設施設計的整體性目的，包

括：（1）教育的目的使之為完整的學習者－

身體（身體的學習）、心智（認知的學習）、

精神（情緒的學習）；（2）建築的目的設

計出完整的校舍－堅固（結構）、有用（功

能）、愉悅（美感）。Taylor & Enggass還強

調除非所有目的都符應，包括高層次美感的滿

足和心理的舒適，否則孩子的教育不完全，建

築也不算完成。

學校建築隨著時空的轉變，因地域文化風

格之互異，而各有不同發展之際遇。臺灣在

明鄭時期1666年興建全臺首學臺南孔子廟，

清朝興建的書院64所，現皆非學校；日據時

代是臺灣近代學校制度成立和實施的起源，

自1895年成立「芝山巖學堂」（惠濟宮，現

為第三級古蹟）――日據時代最初的教育機

關，其後分支並衍生設立許多各級學校（湯志

民，2006b）。1850年迄今，已有不少百年學

校蘊生，至2011年，計有百年學校280校（大

學6校、中學11校、小學263校），百年學校分

布區域，北部有83校（大學4校、中學7校、

小學72校），中部有76校（大學1校、小學75

校），南部有85校（大學1校、中學4校、小學

80校），東部有29校皆為小學，離島地區有7

校也都是小學；百年學校設校時間「中學」早

於「大學和小學」，中學最早設立的是1850

年，百年學校大學和小學創始學校皆源自於芝

教師天地　第173期　100年8月�� 教師天地　第173期　100年8月



建
國
百
年

　
臺
灣
學
校
建
築
的
百
年
蛻
變

山巖學堂，大學和小學最早設立的都是1895

年。這些百年學校有建校跨越三世紀的學校

（臺北市市立教育大學、士林國小[圖1]），

有橫貫兩岸的學校（清華大學、東吳大學及強

恕中學），有曾是世界最大的小學（老松國

小，學生有一萬多人），有從私立變成公立學

校的（成淵高中），有傑出校友為諾貝爾獎得

主的學校（建國中學），有永續校園使之再現

風華的學校（深坑國小），有九二一地震新

校園運動重建的學校（霧峰、社寮、集集國

小），有百年老樹林立的學校（南大附小、樹

林國小），有推展棒球運動出名的學校（太巴

塱、朴子國小），百年學校，百年樹人，教

育百年大計，發展史蹟難以盡數（湯志民，

2011）。須提的是，百年來學校的興衰，同

時反映出學校建築的成長與更迭，值此建國百

年之際，臺灣百年來學校建築的發展與空間的

蛻變，實值探究，也別具研究意義與價值。

貳、臺灣學校建築的發展

臺灣學校建築的發

展，可以日據時代為分水

嶺，略分為清前時期、日

據時代和光復以後等三大

時期，期間學校的設立和

學校建築的發展，各有其

重點和特色。

一、  清前時期（1895年

以前）

清前時期，臺灣學

校建築的發展，可分為

荷西、明鄭和滿清時期

等三個階段（湯志民，

2006b）：

（一）  荷西時期（1624年～1661年），以西

班牙天主教神父Esquivel在雞籠（現基

隆）創辦「學林」（1632年）和荷蘭

基督教牧師Junius在新港社開辦學校

（1636年）著稱，中古時代歐洲教會

即是學堂，荷蘭人開辦的學校還另有

校舍和教師宿舍。  

（二）  明鄭時期（1661～1683年），主要設

置人稱「全臺首學」的承天府（臺

南）孔廟（1666年），學校建築為

「學宮」形式，採「右廟左學」的規

制發展，左學包括明倫堂、大成坊、

朱文公祠、文昌閣、文昌祠、土地

祠、官廳、教授廨、泮宮石坊等，是

最具代表性的中國傳統建築。

（三）  滿清時期（1684～1895年），臺灣的

教育機構主要為儒學（13所）、書院

（64所）、書房、社學和義學，並以

書院的設置最為重要，書院配置空間

大體分為精神、教學、居住、行政、

藏書、服務和交通等空間。

圖1　士林國小芝蘭書院
(士林國小是臺灣第一所國小，最早興建約近百年歷史的禮堂，現作為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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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據時代（1895～1945年）

日據時代，是臺灣近代學校教育制度成立

和實施的起源，國民教育方面，依照發展順

序，可概括分為芝山巖學務部學堂（1895）、

國語傳習所（17所和57所分教場）、公學校

（1933年有769校）、小學校（1933年有135

校）、國民學校（1944年有1,099校）、蕃人

公學校（1921年有30所）和蕃童教育所（1935

年有183所）；中等教育方面，中學校成長的

速度遠低於國民學校，男子中學校（1944年有

22校）和高等女學校（1944年有22校）。師範

教育極為繁複且常有更迭，一般分為教員講

習所（1896年）、國語學校師範部（1896年）

和師範學校（1899年）等三階段；高等教育方

面，主要有5所專門學校和1所大學。日據時

代，日式標準化學校和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所興

建之建築各有特色（湯志民，2006b）：

（一）日式學校建築的特色

日據時代，對學校建築與設備有基本的原

則說明或具體明確的規定，例如：「臺灣公立

中學校規則」（1915、1922年）、「公學校設

備規程」（1901年）、「蕃童教育費標準」

（1908年）、「臺灣公立幼稚園規則」（1921

年）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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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明

確或原則性的規範。日式學校建築特色：1.在

建校程序上，皆經縝密規畫（籌備3、4年），

多數是先建教職員宿舍（包括單身與家庭宿

舍），使教職員能夠安心地去做籌備開學的工

作；其次是建造辦公室、教室、禮堂、特別

教室、游泳池等設備；最後是採購圖書儀器

設備，建造學生宿舍、飯廳，等一切弄妥才

正式開學。2.在校舍配置上，受設備標準的影

響，係標準化的學校建築，如規格化的教室設

計（室內9m × 7.5m，加單邊走廊2.5m），黑

瓦斜頂、木樑磚造、單面走廊、拱形廊窗、

單層挑高約4m，教室廊側臺度底下有通氣孔

（如臺中市清水國小日據時代的校舍，保存最

為完整），校舍型式沿圍牆設置由「一」字、

「ㄩ」字型（或）「口」字型，中間一塊操

場，學校建築以操場和司令臺為重心，莊嚴肅

穆，尊重紀律與命令。3.在建築式樣上，有一

些教育設施採用中世紀風格，是日式學校建築

式樣的特色，如臺大文學院（1928年）和圖書

館舊館（1928年）；臺南一中小禮堂（1931

年）是仿羅馬風格；臺灣師大行政大樓（1928

年）和禮堂（1928年）是簡化哥德風格；建中

紅樓（1908年）則為英國維多利亞時期英格蘭

磚造建築。

（二）教會學校建築的特色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興建的學校建築，呈現

明顯的本土化，與日式學校建築採用中世紀風

格的西洋歷史式樣建築，各異其趣。教會學校

建築的特色：（1）在建校程序上，多數由神

職人員自己設計再鳩工興築，與日本人由官方

興建，大異其趣。（2）在校舍配置上，呈ㄇ

字型的三合院型態，採用臺灣民居的合院式建

築型態，為教會學校建築本土化的特色之一。

（3）在建築式樣上，大多以臺灣傳統民宅為

原型，再於開口部及內裝修上反映西方宗教

的特質，係為閩洋折衷或閩南裝飾風格。例

如，真理大學的牛津學堂（1882年，第二級古

蹟）、淡江中學八角塔（1923年）、長榮女中

長榮大樓（1923年），皆為三合院式建築型態

之代表。

三、光復以後（1945年以後）

臺灣光復之後，大學、中小學和幼稚園

急速擴充，至99學年度，計有幼稚園3,283校

（公立1,560校，私立1,723校）、國小2,661校

（公立2,622校，私立39校）、國中740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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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724校，私立16校）、高中335校（公立190

校，私立145校）、高職156校（公立92校，私

立64校）、特教學校24校（公立23校，私立1

校）、大學校院163校（公立54校，私立109

校） （教育部統計處，2011）。

臺灣各級學校校舍或建築設備標準的研

訂，仍然規範著臺灣學校建築的發展，例如：

「幼稚園設備標準」（1989年）、「國民小學

設備標準」（1981年）、「國民中學設備標

準」（1987年）、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2002

年）、「高級中學設備標準」（1999年）、

「普通高級中學設備標準」（2005、2009年）

「大學及分部設立標準」（1999年）和「各級

各類私立學校設立標準」（1999年）等等，對

校地選擇、校地配置、校舍建築、普通教室、

運動場地、學校庭園和附屬設施等之空間和設

備或校舍樓地板面積，皆有具體規定。光復以

後，臺灣學校建築的發展，從一九六○年代標

準化校舍的興建，一九七○年代學校建築的更

新，一九八○年代新學校建築的萌芽，一九九

○年代學校建築的轉型，二○○○年代優質

新校園的推展，從標準化校舍到無圍牆學校、

無障礙環境、開放空間、班群教室、學科教

室、古蹟共構、文化情境、新校園運動、綠色

學校、綠建築、永續校園、友善校園、公共藝

術、資訊科技、耐震設計、創意校園、性別空

間、空間美學、校園活化、優質化工程等，使

臺灣的學校建築產生令人振奮的新風貌。

參、臺灣學校空間的蛻變

臺灣學校建築的發展，受學校建築新觀念

的研究、學校空間新政策推展之影響，而促動

學校建築新空間的蛻變，茲分別論述之。

一、學校建築新觀念的研究

學校建築新觀念的研究，是學校空間新政

策推展的基礎，以及新空間蛻變的促動因素。

臺灣學校建築的先驅－政大教研所蔡保田

博士，於1968年創立學校建築研究社，1986年

成立學校建築研究學會，觸動臺灣學校建築的

研究與發展，迄今已25年。學校建築研究也在

教育、建築和環境相關系所共同努力下逐漸拓

展，學校建築博碩士論文也逐年誕生。學校建

築研究學會每年定期召開學術研討會並出版年

刊、建築學報及其他建築與教育相關學報，均

有不同面向及層次的研究論述發表，加上學校

建築專書的陸續出版，使學校建築研究在幼稚

園、中小學、大學校園建立許多系統理論研究

與實務探索資料，也為學校建築挹注許多新觀

念。

根據統計，臺灣的「博碩士論文」與學校

建築、校園規畫、校園空間、校園環境、教

育設施、教育空間、開放校園、班群教室、

學科型教室、新校園運動、九二一校園、永

續校園、創意校園、友善校園、綠色學校等

有關者，至2011年計有344篇，其中13篇博士

論文，331篇碩士論文；第一篇學校建築研究

論文出現於1969年政大教研所碩士論文，至

1991年博碩士論文有13篇，1992年到2001年博

碩士論文有58篇，2002年到2011年博碩士論文

有273篇，顯示學校建築研究以四倍數增長。

根據湯志民、何昕家、湯為國（2008）之分

析，在研究單位上，主要為教育、建築和環境

相關系所，教育相關系所最早研究學校建築，

論文數量甚多占32%，其中教育與教育行政相

關研究所為最主要的研究單位，2002年起其他

教育相關系所，如：工業教育、幼兒教育、成

人教育、美勞教育、藝術教育、課程與教學、

特殊教育等研究所，也紛紛投入到學校建築相

關領域；建築相關系所從1980年開始，進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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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建築相關研究，與教育相關系所相比雖起

步較晚，但論文數量卻占55%，其中建築、土

木、室內設計、建築與都市計畫、建築與城鄉

等研究所為主要研究單位，其他還有景觀、園

藝、營建工程、水土保持、土地開發管理等系

所；環境相關系從2001年才開始學校建築相關

研究，論文數占8%，主要研究單位有環境教

育、環境與藝術、生態與環境教育、環境政

策、環境工程等研究所。

學校建築學會的「年刊論文」從1986年

起至2010年每年發行一本年刊，從未間斷。

至2011年，計有443篇的專（論）文研究，除

1992、1993、1994、1995年評介臺灣高中、高

職、國中和國小的優良學校建築外，平均每年

約20篇的專（論）文數量，持續帶動臺灣學校

建築的研究風潮與新觀念，包括開放空間、空

間革新、新校園運動、性別空間、學科型教

室、友善校園、無障礙校園、永續校園、創意

校園、優質校園、校園活化與與閒置空間再利

用等革新議題，也引發學校建築的大變革，開

啟臺灣學校建築研究與發展的新視界。

二、學校空間新政策的推展

學校空間新政策的推展受學校建築新觀念

研究的影響，也是新空間蛻變落實的要素。

教育部自1970年起，推展許多學校空間的

新政策，如：訂定多期「發展與改進國民教育

計畫」，改善國中小的各項教學設施。1993年

起更大幅調整國民教育經費的補助額度，至

2000年每年投資臺幣100～200多億元 （教育

部，2009a）；1996年起推動「教育優先區計

畫」，以改善文化不利地區教育條件；1998年

至2007年推動「降低國民中小學班級學生人數

計畫」，補助地方政府降低班級學生人數所需

的硬體建築。

2006～2008年度國民中小學老舊校舍整

建計畫，總計投入172億元，整建國中小356

校7,615間教室。2009～2012年度提報特別預算

國中小增列拆除重建經費臺幣100億元，期能

加速臺灣25縣市老舊校舍，計228校4576間教

室的重建工作。同時針對1999年九二一地震以

前興建之建物全面評估，預計投入國中小之耐

震評估與補強經費為116億元，並設置校舍耐

震資訊網，截至2008年8月，校舍資料庫已蒐

集全國3,733所學校，16,491棟校舍的簡易調查

資料（內含國中小12,313棟校舍） （教育部，

2009a）。

教育部「2006～2008年度國立高級中等學

校老舊危險校舍整建計畫」，合計約執行臺

幣66億元，改建53校約1,512間教室。2009～

2012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老舊危險校舍整建計畫

計182億元，其中拆除重建11校275間老舊校

舍，重建經費115.35億元（教育部，2009b；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2010）。

教育部2007～2009年為期3年推動活化空

間發展特色學校計畫，核定補助323個方案，

每案給予臺幣30～80萬之補助款，總補助金額

臺幣1億5仟萬元 （教育部國民教育司，2009年

6月18日）。2001年提出「綠校園獎勵推廣與改

造計畫」，2002年推展「永續校園局部改造計

畫」，2002～2009年止，投入臺幣8億156萬979

元的經費，補助超過532所由國中小一直延伸到

大學的校園硬體工程改造及軟體課程研發。

教育部（2009c）「加速推動國立大專校

院營建工程方案」，2010至2013年預計將投入

臺幣340億元。2006年起推動「發展國際一流

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以5年500億臺幣

投資發展著有成效。並於2004年訂頒「獎勵大

學教學卓越計畫」，2005年度編列臺幣10億

元，2006年度擴增為每年臺幣50億元，期望提

升整體之教學水準。2005～2009年獎勵大學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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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卓越計畫，獎勵132校，每校臺幣980萬元～

1億3500萬元（教育部，2009d）。

此外，臺北市推動優質化工程，2005～

2010年整體改善高中職和國中小學69校，計投

資臺幣30億6000萬元（康宗虎，2009）。桃園

縣老舊學校更新中程計畫，2001年至今，已超

過臺幣20億元。另外臺北縣政府教育局推展活

化校園、特色學校和卓越學校，宜蘭縣中小學

轉型樹立臺灣校園建築的典範，南投縣和臺中

縣九二一地震校園重建推動新校園運動，高雄

縣政府推展空間美學，基隆市政府教育處推展

創意空間和優質校園等等，使校園環境品質和

教育效能大幅提升。

上述教育部局處所推展的校園環境政策，

主要為老舊校舍整建、閒置空間再利用、特色

學校發展、充實教學基本設施、無障礙設施、

性別平等空間、資訊科技、永續校園和優質

校園營造等，這些綠建築、永續、活化和再

利用、安全、健康、友善（性別平等、無障

礙）、精緻、優質的學校建築新觀念，促使臺

灣學校建築與空間，朝向新世紀的優質校園大

步邁進。 

三、 學校建築新空間的

蛻變

學校建築新觀念的研

究和新政策的推展，大力

為臺灣的學校建築空間與

規畫注入新生命。1945

年以後，臺灣學校建築

的發展，以每十年作一

分段重點說明（湯志民，

2011）：

1.  一九六○年代標準化校

舍的興建：六○年代，

國中校舍是標準化設

計的代表，以1968年校舍「波浪式屋頂」和

「標準圖」（10種）為其特色，波浪式屋頂

象徵「倫理、民主與科學」、「九年國民教

育」、「成為一個活活潑潑的好學生」。例

如，新北市平溪國中，花蓮縣花崗國中、臺

東縣關山（圖2）、卑南和都蘭國中，屏東

縣內埔、麟洛和泰武等國中，皆有波浪式屋

頂。

2.  一九七○年代學校建築的更新：七○年代，

「危險教室」係國民中小學學校建築上的一

個特殊問題，包括老舊校舍、老背少結構

和海砂屋等，教育部在1977～1981年度五

年內，計改建國民中小學危險教室22,529.6

間。其次，學校建築的進展，雖然校地在擴

充中，校舍也積極的修、改或重建，但各項

設施設備的缺乏，卻顯而易見，尤其是體育

設施，簡陋的風雨操場（通常為力霸輕鋼架

結構），數量極為有限的體育館和游泳池，

都值得我們關切。另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學

校校舍應用了中國古典建築的元素及特徵，

例如：淡江大學是臺灣的第一個校園實驗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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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臺東縣關山國中
(1960年代國中波浪式屋頂是標準化校舍的特色)

教師天地　第173期　100年8月 教師天地　第173期　100年8月 ��



（有歇山頂教室等），中國文化大學是臺灣

中國古典式樣新建築最密集之大本營。

3.  一九八○年代新學校建築的萌芽：八○年

代，臺灣學校建築規畫，有較長足的進步，

不僅新興大學和中小學等各級學校發展迅

速，宜蘭縣首創全縣中小學校園更新，成為

臺灣學校建築更新和發展的新典範，許多無

圍牆的新學校所塑造出獨特風格的宜蘭經驗

值得學習。例如：宜蘭縣過嶺、大溪、梗

枋、凱旋、育才、冬山、東興、龍潭等國小

以及南安和利澤等國中，皆為無圍牆學校。

4.  一九九○年代學校建築的轉型：九○年代，

臺北市、臺北縣、桃園縣等，在學校建築的

規畫和轉型中，推出無障礙環境、開放空

間、班群教室、學科教室、古蹟共構、文化

情境等空間革新理念，大放異彩。例如，臺

北市健康、新生、永安國小等，為班群教室

之創始代表。

5.  二○○○年代優質新校園的推展：二十一世

紀伊始，九二一大地震震災學校重建剖開

序幕，教育部推展「新校園運動」，南投

縣和臺中縣等震災重建學校以嶄新的面貌

（如中科、土牛、福民、南光、潭南、民

和、水尾、營盤、至誠、中寮、霧峰等國

小，民和、北梅、中寮等國中，以及東勢高

工），出現於新世紀。繼之，學校建築學術

研究和教育部及縣市教育局處的相繼推展，

綠色學校、綠建築、永續校園、友善校園、

公共藝術、資訊科技、耐震設計、創意校

園、性別空間、空間美學、校園活化、閒置

空間再利用、優質化工程等，使臺灣的學校

建築產生令人振奮的新風貌。尤其是，2005

年臺北市系統性推展優質校園營造，2010年

臺北縣卓越學校環境營造，以安全校園、健

康校園、人文校園、藝術校園、自然校園、

科技校園、學習校園和生活校園，為臺灣建

構二十一世紀的優質新校園。國立政大附

中（圖3）、國立屏北高中，臺北市麗山高

中，臺南市億載、紅瓦厝國小和私立普臺國

中小，均為此期新建的代表學校。

臺灣學校建築與空間的演變，從個別興

建到整體規劃，封閉到開放、有圍牆到無圍

牆、單一功能到多用途、廠房校舍到創意

空間、造型單調到寓富美感、危險教室到安

全耐震、粉筆板到e化教室、單一教室到班

群教室和學科教室、老舊校舍到古蹟共構、

綠化美化到綠建築、動線不良到無障礙環

境，更發展到性別平等空間，有些立法強制

（如綠建築、無障礙設施、公共藝術、耐震

設計等），有些依課程教學需求（如資訊科

技、班群教室、學科教室、創意和性別空間

等），有些因應社區文化（如無圍牆、古蹟

共構等），有些因應人口和經濟發展（如閒

置空間再利用、優質化工程等），符合整體

化、教育化、生活化、人性化、開放化、彈

性化、多樣化、現代化和社區化的世界各國

優質校園的發展趨勢（湯志民，2006a），此

一兼具安全與健康、自然與科技、人文與藝

術、學習與生活的優質校園新空間，持續發

展將使臺灣的學校建築，再邁向另一個新里

程碑。

肆、結語

最近，受教育部委託負責「國民中小學設

備基準」的修訂工作，8月份參觀幾所新建國

中小和英語村，收穫甚豐。

最令人驚訝的是，走訪2011年初才完工啟

用的成功大學力行校區的綠色魔法學校（圖

4）的驚豔，這是唯一獲得臺灣EEWH鑽石級

和美國LEED最高白金級雙綠建築標章的零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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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建築，蒼勁挺拔的百年金龜樹為諾亞花園拉

開序幕，漫步建築四周賞析生態池、自然農

園、亞熱帶雨林、雨撲滿、可開坦克車的透水

鋪面，進入自然通風的簡報室，令人嘆為觀止

的是深邃的中庭、亞熱帶綠建築博物館和崇華

廳，運用三座通風塔引進自然風的絕佳設計，

在無室內空調的狀況下，使看似密閉的空間卻

能神奇的感受微風徐徐的舒適，還有自然採光

和通風的教室與廁所（附腳踏式洗手臺），以

八八水災漂流木打造的諾亞方舟動物群象大壁

畫，一直到建築最高點以耐瘠、耐風、耐鹽、

耐污的多年生本土草灌木綠化之諾亞花園屋

頂、太陽能板、風力發電等，讓整座綠色魔法

學校可說是處處充滿學習的契機。尤其是，能

以一般建築造價興建出高節能的學校綠建築，

將是臺灣未來學校建築邁向新顛峰的新建範

式。

我們期待下個一百年，一如已走過的一百

年一樣，在大家不斷的努力下，會有更多臺灣

學校建築令人驚豔的蛻變，成大的綠色魔法學

校是一個新起點，無數的蛻變即將橫亙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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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國立政大附中
(2005年創校，學校建築與校園規畫是臺灣優質新校園的代表)

教師天地　第173期　100年8月 教師天地　第173期　100年8月 �3



教師天地　第173期　100年8月

教育部（2009c）。加速推動國立大專校院營

建工程方案。98年11月22日行政院第3129

次院會通過。取自http://www.edu.tw/files/

list/B0039/附件-3國立大學校院校舍工程

加速推動.pdf

教育部（2 0 0 9 d）。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

畫。取自http://www.csal.fcu.edu.tw/edu/

program_start.asp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2010）。高中職老舊校舍

補強、提供安全無虞教學環境。教育部

全球資訊網。取自http://www.edu.tw/news.

aspx?news_sn=3148

教育部統計處（2011）。各級學校概況表

（80～99 學年度）。教育部全球資訊

網。取自http://www.edu.tw/statistics/

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8869

湯志民（2006a）。學校建築與校園規畫（第

三版）。臺北市：五南圖書公司。

湯志民（2006b）。臺灣的學校建築（第二

版）。臺北市：五南圖書公司。

湯志民（2011）。跨世紀百年學校校園新貌。

載於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中華民國

學校建築研究學會主編，2011學校建築

研究：百年校園建築創新裝（第9－47

頁）。臺北市：中華民國學校建築研究學

會。

湯志民、何昕家、湯為國（2008）。臺灣學校

建築研究之發展－博碩士論文及學會年刊

之探析（1968-2007）。載於臺北市政府

教育局、中華民國學校建築研究學會（主

編），校園建築與運動空間活化再利用

（第300-317頁）。臺北市：國立教育資

料館。

Taylor, A., & Enggass, K. （2009）. Linking 

architecture and education: Sustainable 

design of learning environments. NM: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圖4　成功大學綠色魔法學校
(2011年初完工啟用的成功大學綠色魔法學校，將是臺灣未來學校建築邁向新顛峰的新建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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