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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單位 / 教育部
                 Ministry of Education

主辦單位 /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專案辦公室  
                  Campus Aesthetic Education Project Office,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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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學 / 文化

教育 / 發現

參與 / 對話

  臺 北 場

日期  2018.3.12 ~ 3.13
         March 12th ~ March 13th

地點  誠品生活松菸店地下2樓誠品表演廳
         Eslite Performance Hall, Eslite Spectrum-Songyan Store

  臺 中場

日期  2018.4.11
         April 11th

地點  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衡道堂小禮堂
         Hengdao Hall,  The Cultural & Creative Industries Park 

Taiwan 2018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ampus 
Aesthetic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美感環境教育論壇
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



2

目錄
Table of Contents

序 Foreword

壹、策展論述 Curating Discussion

貳、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專案說明 About the Project

參、計畫及辦公室組織架構 Introduction of Project Office 

肆、計畫主持團隊簡介 Introduction of Project Leader and Co-leader

伍、輔導委員團隊簡介 Introduction of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陸、論壇注意事項 Regulations

柒、臺北場論壇 Taipei Forum

一、臺北場論壇議程 Agenda in Taipei
二、臺北場議題簡介 Introduction of Keynote Speech and Forum

【專題演講】開創一個美感共同體的學習場域
Keynote Speech: Campus as Learning Community for Aesthetic 
Education

【論壇場次1】以校園空間營造作為身體的探測器
—校園空間美學設計與教育課程經營—
Forum Session 1: Making Spaces as Exploration with Body: Spatial 
Aesthetics of Campus Design and the Manage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am

【論壇場次2】地域性魅力的校園教育
一學生、家長、教師的教育之環一
Forum Session 2: Encompassing Locality: The Educational Circle of 
Students, Parents, and Teachers

【論壇場次3】結合社區與生態環境的新校園
Forum Session 3: New Campus that Embraces Community and Eco-
environment

【論壇場次4】校園環境的空間互動參與性
Forum Session 4: School Spaces that Embrace Interactive 
Participation

【論壇場次5】打破藩籬的校園與公共開放空間設計概念，
從都市規劃的觀點—慕尼黑的策略與範例—
Forum Session 5: Campus and Public Open Spaces Design Concepts 
without Borders: from the Viewpoint of Urban Planning Strategies and 
Examples in Munich

【論壇場次6】新住民與場域精神的美感教育
Forum Session 6: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Space Spirit for New 
Immigrants

三、臺北場論壇專文 Articles in Taipei

捌、臺中場論壇Taichung Forum

一、臺中場論壇議程Agenda in Taichung
二、臺中場議題簡介Introduction of Keynote Speech and Forum

【專題演講】見樹見林的當代美感教育
Keynote Speech: The Forest and the Trees: Contemporary Aesthetic 
Education

【論壇場次1】區域政策下的美感教育：亞太與臺灣的美感教育現況
Forum Session 1: Aesthetic Education under District Policies: Aesthetic 
Education in Asian Pacific Region and Taiwan

【論壇場次2】學校場域中的環境美學
Forum Session 2: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on Campus 

【論壇場次3】105年度績優學校案例分享
Forum Session 3: Case Presentation-2016 Outstanding Campus 
Aesthetic Education Projects in Taiwan

玖、交通資訊 Traffic Information

拾、主協辦單位列表 The Organizer and Co-organizer

03

04

07

08

11

12

13

14

14
18
18

22

26

30

32

34

36

40

79

79
80
80

81

84

86

89

90



3

一個公民美感教育故事的開啟
校園美感教育推手—漢寶德先生

我努力推廣美育，是希望利用教育的手段縮短這個轉變

的過程，使這一代的人，至少是下一代，就能有掌握美

感的能力。因為廿一世紀是美感的世紀，在全球化的大

趨勢下，美感是一種競爭力。

—《如何培養美感》
漢寶德（1934-2014）

部長談美感環境教育

從周遭環境培養對美的感知能力

教育部長期推動美感教育，也持續協助學校改善學習環

境。從105年開始，在整建修繕的工程之外，我們嘗試

以小規模的校園營造來結合「美感」與「教育」，透過

空間美學，潛移默化學子們對美的感受力，達到在校園

中落實「境教」的精神。也因此，教育部推動「校園美

感環境再造計畫」，藉著這個聯合專家學者、學校人員

與承案包商力量的機會，我們共同在學校中挖掘空間魅

力與潛力，串連起從校園到家園的美感漣漪，並進一步

感受到成長環境中，美的特質，同時也打開具備國際美

學的視野觀點，相信他們將會前往比我們更「美力」的

未來。

序 Foreword

教育部 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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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專案辦公室

放眼全球．遍植校園美感意識

處在全球化的多變震盪時代，一個國民的基礎教育早已不只是專業

技能與知識科考的傳授解惑，而是如何藉由清晰而細膩的環境教

育，提供學子觀察世界與自己所在的土地上，那份相同又迥異的思

考美學，這不但形成我方進入世界溝通的語言，同時亦提供彼方對

我方認知的鑰匙。

思考臺灣教育的未來開展，我們已經由教學課程的改變，進而思考

如何豐富教科讀本的閱讀內容，除了教學方法上的思維之外，更調

查與研究其他先進國家對於該國國民教育的創新教育對策。其中，

如何營造接納多種族、跨越語言與文化隔閡的新校園，培育視野上

更為開闊宏觀的新國民，新的校園營造與城市文教環境的規劃，已

然成為所有改變的源頭。

教育部為加速推動臺灣地方政府教育單位、學校、教師、建築師、

設計師和社會大眾，一同激發思考校園美感環境教育營造的必要課

題，並了解近年來國際對於校園「境教」議題所展開的教育政策和

實際作為，舉辦2018年「校園美感環境教育國際案例文件展」暨

「國際校園美感環境教育論壇」，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顏名宏教授擔

任策展人，邀請包括「德國、日本、比利時、奧地利」等4個國家計

6所國際學校，與臺灣執行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計6所成果績優學

校，合計12所學校共組經典案例參展，在107年3月12日至3月25日

於臺北松山文創園區五號倉庫，及107年4月11日至29日於臺中文化

創意產業園區國際展演館，盛大展出。

本次校園美感環境教育國際文件展與論壇主題是「教育！未來﹖

Education！ Future﹖」，希望由過去的教育課程方法擴大至校園

「境教」的啟發、探索思維路徑，除「校園美感環境教育國際案例

文件展」所涉及包括「環境生態」、「對話學習角落」、「人文歷

史空間營造」、「學校與社區共構場域」等等規劃設計實例及教育

配套課程之外，特別策劃於3月12日、13日兩日於誠品生活松菸店

地下2樓誠品表演廳，及4月11日於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衡道堂小

禮堂，辦理『國際校園美感環境教育論壇』，邀請包括日本東京大

學榮譽教授、學習院大學文學部佐藤 學教授和日本「象設計集團」

負責人富田玲子建築師、日本「琦玉縣宮代町立笠原小學」白石 薰

校長、日本著名設計「環．設計工房」鮎川 透建築師、德國慕尼黑

市都市規劃與建設局公園與遊憩設施部Eva Prasch首席工程師、漢

堡市教育局學校發展規劃與選址規劃部Klaus Grab專員，以及比利

時安德萊赫特市公共建築協調部建築技術秘書Adrien Gonnella建築

師等11位參展國家重要代表出席論壇。這是首度以全球觀點就環境

美感教育課題所舉辦的國際展與論壇，希望透過校園環境再造的課

題，提供各國與會者交流如何營造一座超越校園圍牆，打造「公共

美學教育場」的不同實踐經驗與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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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美感環境教育場：
一座充滿師生共同談「美」的記憶發源地
Campus, a cradle of memories about aethetics created 
by teachers and students

本輔導計畫作為「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美感環境再造

計畫」之輔助計畫，希望營造兼顧自然環境、在地文化、學校需求

及整體視覺美感校園。進而透過「境教」提升對自我學習環境的認

同感，運用學校校園環境的美感激化過程，培育師生們思維價值的

潛意識，更重視運用以下環境美感基地的營造特質：

協助師生培養細膩而沈潛的人格形塑與對美的素養。

營造具有美感之校園教學情境。

彰顯學校區位環境特色。

創造美感體驗和文化探索。

打造教師與學生之間交流對話的場域。

催化校園知性與美育的認知。

改善校園與周邊社區介面美學。

規劃自然環境、在地文化、學校需求及整體美感之校園教育場域。

透過美感環境的營造，將校園轉化為師生集體參與的平台，引導學

校將校園作為公民教育的根本基地，創造檢視自身美學特質的機

會，思索自己的學校需要什麼樣態的藝術人文美感植入。當學校空

間營造能納入學校與社區共同的環境與文化觀察，創造社區住民參

與的介面與機會，並漸進至自體美學觀的建立時，校園美化再造才

能顯得具有深化的意義。

我們正透過校園美感再造的美學，培育著所有基礎教育的師生們思

維價值的潛意識，此時校園的美感教育，已非校園環境改善或則藝

術形式化的設置，本專案更著重校園感知作為公民教育的根本議

題，學校為什麼需要藝術人文的美感營造？因為美感是國民價值思

維方式與性格的培育器。

策展人
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 計畫主持人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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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開學校大門，從校園美感教育發現生活中的美。
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105年12月15日臺教師 (一) 字第1050156440號函頒

計畫目標：
（一）建立學校「整體校園作為教育場」為目標，發展共同參與校園空間及

美感環境檢討與規劃。

（二）營造具有美感之校園環境教學情境，協助師生培養細膩而沈潛的人格

形塑、與對美的素養，創造美感體驗和文化探索，並達成境教的目

標。

（三）藉由美感環境的參與改造，催化校園美育的改善認知，創造教師與學

生之間交流對話的場域。

（四）打造校園與緊鄰社區的美感共學場域，成為一座超越圍牆的「公共美

學教育場」。

（五）建立學校校園環境美感教育籌劃工作小組，由教育部校園環境規劃輔

導團隊協助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規劃與執行。

（六）營造兼顧自然環境、在地文化、學校需求及整體美感之校園教育場

域，融入學校區位環境美感特色表現。

實施對象：
（一）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所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二）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實施期程：

  106年1月1日至107年12月31日

實施方式：
（一）由教育部所成立之校園美感環境規劃輔導團隊協助學校校園美感環境

問題診斷，分析、建議與評估。

（二）學校成立校園環境美感教育籌劃工作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成員

包括學校行政人員、教師、學生代表及學者專家，共同參與校園空間

及美感環境檢討與規劃。

（三）學校應就校內外之美感教育環境潛力點，進行檢討，擬訂校園美感教

育環境再造計畫，納入校務發展計畫，以建立校園整體美感及學校發

展特色。

（四）學校選擇合適的校園美感環境再造實施地點，規劃具體可行計畫並向

教育部提出申請，經審查通過後據以執行。

實施項目：
（一）學校特色表現美學：

          1.學校專業特色表現2.學校歷史文化特色表現3.社區文化特色運用。 

（二）校園建築景觀美學：

          1.學校建築與空間優化2.校園景觀與環境行為改善3.歷史空間改造與再

生。 

（三）校園綠能生態美學：

          1.生態美學教育2.資源循環系統營造與美感3.生態場域學習載具設置。

（四）校園環境創「意」美學：

         1.校園的空間藝術設置與深化2.校園環境色彩規劃3.校園環境文化人因

系統規劃。

（五）其他有助提升校園「美感教育」之項目。

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專案說明
About the Project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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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由教育部委託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辦理，設立校園美感環境再

造計畫專案辦公室，協助受補助學校針對校園與美學、環境與生

態、劇場與創意、永續與綠能、教育與文化、建築與景觀等專業領

域進行設計輔導。核心輔導委員團隊依地理位置規劃北、中、南、

東共4區，並委由各區域輔導委員擔任輔導顧問，提供即時性的輔導

諮詢協助。

圖1   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規劃輔導專案操作流程與組織協作關係圖

計畫及辦公室組織架構
Introduction of Project Office參

執行方向之確立

定期開會協商與偵測問題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專案辦公室

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輔導委員團隊 校園與美學 環境與生態劇場與創意 永續與綠能教育與文化 建築與景觀

北區美感輔導委員團隊 中區美感輔導委員團隊 南區美感輔導委員團隊 東區美感輔導委員團隊 辦理學校輔導工作坊

溝通、輔導、釐清、修改 受補助學校 受委託規劃單位

交流觀摩網站
執行年度績優學校示範成果交流觀摩展、

2018校園美感環境教育國際案例文件展暨國際論壇

彙整紀錄片、文件檔案、專書等資料，
提供教育部未來進一步擬定政策參考

實踐校園美感再造工作共識並培養美感教育人才

營造校園美感環境與公民思維性格的培育器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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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徵集作業嚴謹，自受理申請案後，經書面審查、初審、複審、

輔導工作坊及決審會議後，由教育部核定確認受補助學校名單。受

補助學校後續經計畫專案辦公室及核心輔導委員團隊分區輔導、訪

視及現場勘驗後，辦理結報作業，並於次年度辦理前一年度績優學

校評選，以作為美感校園示範學校。

圖2  「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審查作業流程圖

遴聘審查委員，訂定審查原則及審查流程。
進行各申請案書面審查，獲提案者進初審名單。
105年度29校進入複審
106年度51校進入複審
107年度54校進入複審

進入決審學校依施作議題分組，學校依輔導
委員建議修正施作內容。

1.教育部核定獲補助學校計畫書與補助額度。
2.函知各縣市政府與國立學校審查結果與補助
  額度。

受補助學校提出驗收申請，經輔導團隊現場勘
驗提出修正。

1.輔導委員現場訪視受補助學校，協助學校依
  據委員意見修正計畫，經輔導團隊同意後報
  部更正據以實施。
2.受補助學校計畫執行期程至下年度2月底。

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專案辦公室，辦理年度
受補助學校成果績優評選，以作為計畫示範學
校。

1.縣市立受補助學校於下年度2月前通過縣市
  政府辦理結報。

2.縣市政府與國立學校於下年度3月前辦理結
  報。

3.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專案辦公室彙整後向
  教育部辦理核結。

1.修訂補助作業原則。
2.教育部公告補助。
3.辦理全臺宣導講座。

105年度共112校提出申請
106年度共195校提出申請
107年度共219校提出申請

進入複審學校逐案進行口頭簡報。
105年度21校進入決審
106年度33校進入決審
107年度待審議

輔導團隊綜整複審與輔導工作坊意見，提出決
審建議，併同獲選名單呈報教育部。
105年度決議補助20所學校
106年度決議補助23所學校
107年度待審議

不通過

1.教育部核撥計畫經費。
2.以代收代付方式撥付補助款項。

辦理書面審/初審(本年度3月至4月)

辦理輔導工作坊(本年度5月)

獲補助學校辦理報部(本年度7月至8月)

美感輔導委員團隊訪視受補助學校
(本年度9月至12月間)

輔導委員團隊現場勘驗
(下年度1月至2月間)

辦理結報(下年度3月底前)

辦理績優學校評選(下年度5月底前)

完成作業

受理申請案(本年度年2月底前)

辦理複審(本年度4月至5月)

辦理決審(本年度5月至6月)

核定審查結果

受理各縣(市)政府及國立學校請領經費
(本年度9月底前)

準備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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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專案辦公室核心團隊成員共計8人，包含計畫

主持人1人，協同主持人3人及專案助理4人。核心輔導委員團隊依地

理位置規劃北、中、南、東共4區，提供即時性的輔導諮詢協助，輔

導委員共計22人。

圖3   計畫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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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持人/Projcet Leader  
顏名宏教授 Prof. Ming-Hung Yen
現職Present post /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副教授
教育部105-107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規劃輔導團隊計畫主持人
經歷Experience /
教育部103-105年度整合型視覺形式美感教育實驗計畫中區大學基地計畫主
持人
教育部美感教育中長程（第一期103年-107年）81子計畫總成果展策展人
學歷Education /
德國國立紐倫堡藝術學院藝術與開放空間系所Meisterschüler最高文憑畢業 
(同博士)
國立紐倫堡藝術學院藝術與開放空間系所DIPLOM碩士

計畫協同主持人/Projcet Co-leader
黃明威建築師 Architect Ming-Wei Huang
現職Present post /
黃明威建築師事務所 主持建築師
經歷Experience /
黃明威建築師事務所 主持建築師
東海大學建築系所兼任專家副教授
成功大學建築系所兼任助理教授
學歷Education /
美國哈佛大學建築碩士
中華民國都市設計學會理事

計畫協同主持人/Projcet Co-leader
吳銜容教授 Prof. Hsien-Jung Wu
現職Present post /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創意商品設計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經歷Experience /
亞洲大學資訊多媒體應用學系、創意商品設計系副教授
明道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系主任 
東海大學工業設計學系所主任 
學歷Education /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工業工程博士

計畫協同主持人/Projcet Co-leader
陳俊德博士Dr. Jiun-De Chen
現職Present post /
獨力研究者
經歷Experience /
逢甲大學建築系兼任助理教授
學歷Education /
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建築博士

計畫主持團隊簡介
Introduction of Project Leader and Co-leader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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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安 Wen-An Wang
現職/淡江大學建築系助理教授

王俊雄 Chun-Hsiung Wang 
現職/實踐大學建築設計學系副教授

汪文琦 Wen-Chi Wang  
現職/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研究所助理教授

宋立文 Li-Wen Sung
現職/成功大學建築學系助理教授、新竹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委員、中華民
國都市設計學會常務理事、台灣建築學會出版委員會委員、《台灣建築》雜
誌編輯顧問

李怡賡 Yi-Keng Li
現職/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助理教授

呂政道 Cheng-Tao Lu
現職/逢甲大學建築學系助理教授、呂政道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師、層型設
計事務所、主持建築師 

林永利 Yung-Li Lin
現職/國立東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專任教授

林永發 Yung-Fa Lin
現職/國立臺東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國立臺東大學美術產業學系教授

林靜娟 Ching-Chuan Lin
現職/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助理教授、中華民國都市設計學會理事長、台灣建
築編輯顧問、台北市公共藝術審議委員會委員

陳信甫 Hsin-Fu Chen
現職/中原大學設計學院景觀學系講師

陳惠民 Hui-Min Chen 
現職/南華大學建築與景觀學系(所)助理教授兼系主任

孫華翔 Hua-Xiang Sun
現職/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副執行長

郭瓊瑩 Monica Kuo 
現職/中國文化大學環境設計學院景觀學系系主任兼所長、中國文化大學、智
慧城市中心副主任

莊世滋 Shih-Tzu Chuang 
現職/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助理教授、中華文化資產保存科學學會第四
及第五屆副理事長

黃舒楣 Shu-Mei Huang
現職/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助理教授 

黃瑞茂 Jui-Mao Huang
現職/淡江大學建築學系副教授

曾瑋 Wei Tseng 
現職/東海大學建築學系講師

鄭慕寧 Mu-Ning Heng 
現職/國立臺中圖書館副館長退休

劉舜仁 Shuenn-Ren Liou
現職/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教授兼規劃設計學院副院長、C-Hub成大創意基地
執行長

蕭有志 Yu-Chih Hsiao
現職/實踐大學建築設計學系助理教授兼系主任

謝統勝 Tung-Shen Hsie 
現職/中原大學建築系專任助理教授

羅美蘭 Mei-Lan Lo 
現職/國立東華大學藝術創意產業學系教授

輔導委員團隊簡介
Introduction of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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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注意事項
Regulations陸

本次國際論壇分為臺北場及臺中場論壇場次臺北場論壇會議為期2

天，分為1場專題演講及6場論壇場次；臺中場論壇會議為期1天，分

為1場專題演講及3場論壇場次。

 ■報到時間及地點：

     (一) 臺北場

3月12日(一) 8:30-9:00 松山文創園區5號倉庫前

（9:00-9:40松山文創園區5號倉庫 舉行開幕儀式暨記者會及國際

案例文件展現場導覽）

3月12日(一) 9:30-10:00 誠品生活松菸店地下2樓 誠品表演廳

3月13日(二) 8:30-9:00 誠品生活松菸店地下2樓 誠品表演廳

(二)臺中場

4月11日(三) 8:30-9:00 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國際展演館

（9:00-9:40 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國際展演館 舉行開幕儀式及

國際案例文件展現場導覽）

4月11日(三) 9:30-10:00 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衡道堂小禮堂

 ■報到程序：

       (一)請於報到時間依序報到。

       (二)報到時領取識別證、會議資料袋及餐券，恕不補發。

(三)臺北場次免費提供翻譯器材租用，請抵押有效證件，證件僅

接受身份證、駕照、健保卡。

 ■與會者須知：

       (一)為利節能減碳，請盡量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二)請準時參與議程，遵守議事規則發言、維持會場秩序，會議

中手機請關機或轉為靜音。

 ■聯絡資訊：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專案辦公室

電話：04-22181021、04-22181022 

地址：40306臺中市西區民生路140-7號

網址：http://caep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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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北場論壇議程 Agenda in Taipei

第一天  3月12日 (一) 

 08:30-09:00 開幕式暨記者會報到  
場地：松山文創園區5號倉庫

 09:00-09:40
【開幕式暨記者會】舉行開幕儀式暨記者會及現場導覽

場地：松山文創園區5號倉庫

 09:30-10:00 國際論壇報到  
場地：誠品生活松菸店地下2樓誠品表演廳

 10:00-10:15
【105年度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績優學校授獎典禮】

場地：誠品生活松菸店地下2樓誠品表演廳

 10:15-10:25 休息準備時間

 10:25-12:20

【專題演講】

開創一個美感共同體的學習場域

主持人：林曼麗教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主講人：1.佐藤  學教授
               （日本東京大學榮譽教授／學習院大學文學部）        

                2.富田玲子建築師（日本象設計集團負責人）

共同與談與問答

 12:20-14:00 中午休息時間

 14:00-15:25

【論壇場次1】

以校園空間營造作為身體的探測器
—校園空間美學設計與教育課程經營一

主持人：林曼麗教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主講人：1.桐川弘子校長
               （前日本笠原小學校長、前日本宮代町教育委員會教育長）

                2. 白石  薫校長（日本琦玉縣宮代町立笠原小學）

共同與談與問答

 15:25-15:45 茶敘

 15:45-17:10

【論壇場次2】

地域性魅力的校園教育一學生、家長、教師的教育之環一

主持人：林曼麗教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主講人：1.甲斐治夫校長
                (日本福岡縣嘉麻市立下山田小學)

                2.鮎川  透建築師（日本環・設計工房）

共同與談與問答

臺北場論壇
Taipei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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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3月13日 (二) 

 08:30-09:00 國際論壇報到
場地：誠品生活松菸店地下2樓誠品表演廳

 09:00-10:25

【論壇場次3】

結合社區與生態環境的新校園

主持人：顏名宏教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設計
                  與營運學系／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主持人）

主講人：Adrien Gonnella建築師（比利時布魯塞爾安德萊
                  赫特市公共建築協調部建築技術秘書）

與談人：吳光庭教授（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主任）

共同與談與問答

 10:25-10:35 茶敘

 10:35-12:00

【論壇場次4】

校園環境的空間互動參與性

主持人：陳俊德博士（比利時魯汶大學建築博士／獨力研究
                  ／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協同主持人）

主講人：Félim Bolster校長（比利時布魯塞爾國際學校高中部）

與談人：曾成德教授（國立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講座教授
                   兼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共同與談與問答

 12:00-13:30 中午休息時間

 13:30-14:55

【論壇場次5】

打破藩籬的校園與公共開放空間設計概念，從都市規劃的
觀點—慕尼黑的策略與範例—

主持人：張基義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前臺東縣副長）

主講人：Eva Prasch首席工程師
               （德國慕尼黑市都市規劃與建設局公園與遊憩設施部）

與談人：李得全局長（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共同與談與問答

 14:55-15:15 茶敘

 15:15-17:10

【論壇場次6】

新住民與場域精神的美感教育

  主持人：郭瓊瑩教授（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系所主任）

  主講人：1.Klaus Grab專員
                （德國漢堡市教育局學校發展與選址規劃部）

                    2.Barbara Altschüler-Daly主任（德國慕尼黑
                     Stadtteilarbeit e.V.基金會幼教部）

  與談人：廖雲章主編（天下雜誌「獨立評論＠天下」） 

共同與談與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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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  Monday, 12 March 2018

08:30-09:00
Opening Ceremony & Press Conference Registration 

Songsha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ark, No. 5 Warehouse

09:00-09:40 Opening Ceremony & Press Conference
Songsha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ark, No. 5 Warehouse

09:30-10:00 Symposium Registration 
Eslite Performance Hall,Eslite Spectrum-Songyan Store

10:00-10:15
Award Ceremony: 2016 Outstanding Campus Aesthetic 

Education Projects in Taiwan
Eslite Performance Hall, Eslite Spectrum-Songyan Store

10:15-10:25 Recess

10:25-12:20

Keynote Speech: Campus as Learning Community for 
Aesthetic Education

Moderator: Prof. Mun-Lee Lin 
                      (Dept. of ART&Design, NTUE,Taiwan) 

Keynote Speakers：1.Prof. Manabu Sato
                                     (Professor Emeritus, Tokyo University/
                                     Professor, Gakushin University, Japan)

                                     2. Architect Reiko Tomita 
                                     (Leader, Atelier ZO,  Japan)

Q & A

12:20-14:00 Lunch 

14:00-15:25

Forum Session 1  
Making Spaces as Exploration with Body: Spatial Aesthetics 

of Campus Design and the Manage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am

Moderator: Prof. Mun-Lee Lin
                      (Dept. of ART&Design, NTUE,Taiwan) 

Speakers：1. Principal Hiroko Kirikawa 
(Former Principal,Miyashiro Kasahara 
Elementary School/FormerDirector, Board of 
Education, Miyashiro Town, Saitama Prefecture, 
Japan)

                        2. Principal Kaoru Shiraishi 
(Miyashiro Kasahara Elementary School, 
Saitama Prefecture, Japan)

Q & A

15:25-15:45 Recess

15:45-17:10

Forum Session 2
Encompassing Locality: The Educational Circle of Students, 

Parents, and Teachers

Moderator: Prof. Mun-Lee Lin 
                       (Dept. of ART&Design, NTUE, Taiwan) 

Speakers：1.Principal Haruo Kai 
(Kamashitachi Shimoyamada Elementary 
School, Fukuoka Prefecture, Japan) 

                       2.Architect Toru Ayukawa 
(KAN Architects Studio, Japan) 

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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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2  Tuesday, 13 March 2018

08:30-09:00
Registration

Eslite Performance Hall, Eslite Spectrum-Songyan Store

09:00-10:25

Forum Session 3
New Campus that Embraces Community and Eco-

environment

Moderator: Prof. Ming-Hung Yen 
(Dept. of Creative Design and Management, NTCU; 
Project Leader, CAEPO, Taiwan)

Speaker: Architect Adrien Gonnella 
(The Communal Building Office of Anderlecht, Belgium)

Discussant: Prof. Kwang-Tyng Wu 
(Chair, Dept. of  Architecture, NCKU, Taiwan) 

Q & A

10:25-10:35 Recess

10:35-12:00

Forum Session 4
 School Spaces that Embrace Interactive Participation

Moderator: Dr. Jiun-De Chen 
(Ph.D. in Architecture, University of Leuven, Belgium/
Independent Researcher/Project Co- leader, CAEPO, 
Taiwan) 

Speaker: Principal Félim Bolster 
(High School Principal of the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Brussels, Belgium) 

Discussant: Prof. C. David Tseng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Dea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CTU, Taiwan)

Q & A

12:00-13:30 Lunch

13:30-14:55

Forum Session 5
Campus and Public Open Spaces

Design Concepts without Borders: from the Viewpoint of 
Urban Planning Strategies and Examples in Munich

Moderator: Prof. Chi-Yi Chang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 NCTU/Former 
County Magistrate, Taitung County Government, 
Taiwan) 

Speaker: Mrs. Dipl. Ing. Eva Prasch 
(Team Leader Freiham, Planning Division Parks and 
Recreation, Construction Department at the City of 
Munich, Germany) 

Discussant: Director General Te-Chuan Li 
(Dept. of Land Administration, Taipei City Government, 
Taiwan)

Q & A

14:55-15:15 Recess

15:15-17:10

Forum Session 6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Space Spirit for New Immigrants

Moderator: Prof. Monica Kuo 
(Chair, Dep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CCU, Taiwan) 

Speakers：1. Specialist Klaus Grab 
(School Network and Location Planning, Senate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Germany) 

                        2.Division Manager Barbara Altschüler-Daly 
(Stadtteilarbeit e.V., Munich, Daycare Facilities for 
Children, Germany) 

Discussant: Associate Managing Editor Yun-Chang Liao 
                        (Opinion at Common Wealth Magazine,Taiwan) 

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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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2 (一)【專題演講】

開創一個美感共同體的學習場域
Keynote Speech: Campus as Learning Community for 
Aesthetic Education

二、臺北場議題簡介
       Introduction of Keynote Speech and Forum

主持人 / Moderator 

林曼麗教授 Prof. Mun-Lee Lin

現職Present post /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教授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長
經歷Experience /
國立台北師範學院美勞教育系系主任
台北市立美術館館長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長
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
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
學歷Education /
日本東京大學教育學博士

主講人 / Speaker

佐藤 學教授 Prof. Manabu Sato

現職Present post /
日本東京大學榮譽教授
日本學習院大學教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講座教授
Professor Emeritus, Tokyo University, Japan
Professor, Gakushuin University, Japan
Chair Professor,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Taiwan
經歷Experience /
日本學術會議第一部 (人文社會科學) 部長
日本教育學會會長
全美教育學科學院會員
哈佛大學與紐約大學客座教授
Minister, First Section Meeting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 Science 
Council of Japan, Japan
President, The Japan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 Japan
Member, National Academy of Education, US
Visiting Professor, Harvard University, US
Visiting Professor, New York University,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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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追尋學校本質的校園建築

佐藤 學教授

學校的建築需要明確的概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對於「學校

應該是甚麼的場所」的追尋。如果認為學校是透過孩子的學

習，連繫「過去的傳統」與「未來的創造」的場域，那麼就

需要明確的概念：我們應該追求學校成為：

孩子與教師《生活休憩與交誼的場所》

擁有做為學習共同體的《向心力》與《離心力》

建築具備文化的豐富性與柔軟度

與地方社區具有連續性的場域。

学校とは何かを問いかける建築へ

Prof. Manabu Sato

学校建築には、コンセプトが必要である。何よりも重要なのは、

「学校はどういう場所なのか」という問いかけだろう。学校が子ど

もたちの学びを通じて＜過去の伝統＞と＜未来の創造＞を繋ぐ

場所であるとすれば、そのコンセプトを明確にする必要がある。

学校は、①子どもたちと教師が＜棲まい憩い交わる場所＞であ

り、②学びの共同体としての＜求心性＞と＜遠心性＞をもち、③

建物自体が文化的に豊かで柔軟性を備え、④地域との連続性を

有する場所であることが求められよう。

摘要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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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 / Speaker

富田玲子建築師Architect Reiko Tomita

現職Present post /
日本株式會社象設計集團負責人
Leader of Atelier Zo, Japan
經歷Experience /
東京電機大學建築學科講師
賓細尼亞州大學建築研究所設計講師
麻省理工學院（M.I.T）建築研究所設計講師
賓細尼亞州大學建築研究所設計講師
Instructor,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Tokyo Denki University, Japan
Instructor, Graduat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US
Instructor, Graduat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M.I.T, US
學歷Education /
東京大學工學部建築學科大學院碩士
Master,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University of Tokyo,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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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創一個美感共同體的學習場域

富田玲子建築師

在小學與國中這最充滿細膩與感性的幼少期裡，學校是與朋
友、老師共同學習、遊戲、成長與生活的地方。做為設計學
校的目標，我們期許
第一、「孩子的身心靈得以茁壯、活躍」
校園與建物、學校與地區的連續性、與整體建構部分之空間
的多樣性非常重要。
第二、「就是這裡」
學校整體充分反映地區的特性（地勢、氣候、街道、生活、
歷史、資源等），孩子、教師、地方的居民皆為「我們的學
校」感到驕傲。
第三、「與自然共處」
讓孩子在與風、光、綠、水、土、蟲、鳥相互輝映的生活
中，創造能夠感受四季的變遷與雨水自然之美的世界。
在日本、在台灣，我們皆以上述的理想為基礎進行建築設
計。
在本報告中，我將分享在理解並接受各個學校的建設條件之
下，我所創建的各樣學校。

Campus as Learning Community for 
Aesthetic Education

Architect Reiko Tomita

小中学校とは、だれもが感性が最もしなやかな幼少期に

友だちと先生たちと共に学び、遊び、成長する暮らしの場だ。

私たちが学校設計の目標としていることは

第一に｢子ども達の身も心ものびのび、いきいき｣

庭と建物、学校と地域の連続性と

全体を構成する部分之空間の多様性が重要である

第二｢ここにしかない｣

学校全体が地域の特性 (地勢、気象、街並、くらし、歴史、資源な

ど) を十分に反映していて、子どもたちも、先生たちも地域の人々

も｢自分たちの学校｣と思えるような。

第三に｢自然と共にある｣

風、光、緑、水、土、虫、鳥と子ども達が輝然となる世界を、

そして四季の移り変わり、雨の美しさが感じられる世界を創ること

私たちは台湾でも日本でもこのような想いで設計を進めて来た。

個々の学校の建設の条件を受け止めながら、

どんな学校を創って来たかをお話したい。

摘要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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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校園空間營造作為身體的探測器—校園空
間美學設計與教育課程經營—
Forum Session 1: Making Spaces as Exploration with Body: 
Spatial Aesthetics of Campus Design and the Manage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am

主講人 / Speaker

桐川弘子校長 Principal Hiroko Kirikawa

經歷Experience /
日本宮代町教育委員會督學
日本宮代町立笠原小學校長
日本宮代町教育委員會教育長

Experience /
Inspector, Miyashiro Commission of Education, Japan
Principal, Miyashiro Kasahara Elementary School, Saitama 
Prefecture, Japan
Superintendent, Miyashiro Commission of Education, Japan

  3 /12 (一)【論壇場次1】

主持人 / Moderator 

林曼麗教授 Prof. Mun-Lee Lin

現職Present post /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教授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長
經歷Experience /
國立台北師範學院美勞教育系系主任
台北市立美術館館長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長
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
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
學歷Education /
日本東京大學教育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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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笠原小學的環境中培育感性

                                                                                      桐川弘子校長

當踏入笠原小學第一步時，會不禁感到「這是甚麼樣的空間

啊」，有如進入了不可思議的世界一樣的錯覺。與外界及大

自然融為一體的走廊、雕刻在柱子上的文字群、比平常建築

還要更高的天井與寬闊的地面、教室或走廊的角落有著能與

朋友面對面談心的私密空間；此外，踏出庭院還有大大的櫸

樹，是孩子最愛攀爬的大樹，如果靠近凝神觀察，會看到許

多在樹上活動的生物，還有飛來棲息的鳥兒，有時更可見到

貓頭鷹；如此給孩子無窮回憶的豐富環境。我們就是在這樣

的環境之下，日日培育孩子的五感性情。而這些感性也透過

俳句的創作更加雕琢結晶，學校周遭的一切都在孩子的內心

掀起漣漪，使其張開心眼看見並表達眼睛所看不見的事物。

此外，在學校光著腳丫子的生活更使孩子豐富感受大地所傳

達的訊息。如此，笠原小學不僅是豐富五感的場域，亦是培

育在無法預測的將來所需要的深度知性的原點。

感性を育む笠原小学校の環境

                                                                Principal Hiroko Kirikawa

笠原小学校に一歩足を踏み入れた時、この空間は何だろうと不

思議な世界に飛び込んだような錯覚を思わせる。外と自然に一

体になっている廊下、柱に刻まれた文字群、通常より高い天井

と広い床、友達と対面で語れる場が教室の隅に、あるいは廊下

に。そして、庭に出れば欅の大木、子供たちの大好きな木登りの

木、目を凝らしてみれば多くの蠢く生き物たち、飛び込んでくる鳥

たち、時にはみみずくも…こうしてあげると切りがない子供たちに

語りかける素晴らしい環境。この環境が日々、感性を育てていく

のである。その感性に磨きをかけるのが俳句作りであり、周りの

全てが子供たちの心に響き、見えないものを心の目で見、表現さ

れる。さらに裸足の生活は大地からのメッセージを受け止める。

いわば、笠原小は五感の育成の場であり、予測のつかない将来

に必要な深い知性の原点となる。

摘要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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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 / Speaker

白石   薰校長 Principal Kaoru Shiraishi 

現職Present post /
日本琦玉縣宮代町立笠原小學校長
Principal, Miyashiro Kasahara Elementary School, 
Saitama Prefecture, Japan
經歷Experience /
日本琦玉縣宮代町教育委員會
Miyashiro Commission of Education,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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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花對話 與風歌唱 與鳥遊戲
快樂築夢的笠原小學

白石 薰校長

「為何學習、學習甚麼、如何學習、如何生活」孩子們朗朗

上口，最愛的校歌說出了學校教育的根基概念。

本校在昭和５６年開校，為了因應當時因東武動物公園及日

本工業大學的開發所帶來市街區人口的增加而建築。校舍沿

革宮代町舊有的切妻型瓦葺（山型瓦片屋頂）建造成為兩層

樓建築，以農村住宅為主題，在「學校即村落」、「教室即

各家」、「學校即回憶」的三個概念之下創造了擁有紅色外

牆及瓦片屋頂，極具特色的學校。我們將學校思考為觸發各

種相遇的村落，每天早上，教師及孩子皆從村子口－紫藤花

棚下入校，並經過各教室獨立的樓梯進入教室學習。學校盡

可能的為孩子創造許多無可取代的美好回憶，例如和稻草創

作或以紅麻製作畢業證書等，皆為本校值得驕傲的學校特色

活動。

花と語り　風とうたい　鳥と遊ぶ

楽しく夢のある笠原小学校

Principal Kaoru Shiraishi

「なぜ学ぶ、何を学ぶ、どう学ぶ、どう生きる」と歌いだす校歌は

子供たちの大好きであり学校教育の根幹をなすものと捉えてい

る。

本校は、東武動物公園・日本工業大学の誘致に伴う市街地の人

口増により昭和５６年に開校した学校である。校舎は宮代町に古

くからある切妻型瓦葺の２階建て農村住宅をモチーフとし、「学校

はまち」「教室はすまい」「学校は思い出」の３つのコンセプトのも

とに造られた赤い外壁と瓦屋根のユニークな学校である。学校

全体を様々なふれあいが生まれる町としてとらえ、毎朝、町の入

り口の藤棚の下を通ってクラスごとの独立した昇降口を経て教室

に入る。子供たちのかけがえのない思い出となるようたくさんの

仕掛けがある。わらじ作りやケナフで卒業証書作りなど特色ある

学校行事も学校の自慢のひとつである。

摘要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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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 / Speaker

甲斐治夫校長 Principal Haruo Kai 

現職Present post /
日本福岡縣嘉麻市立下山田小學校長
福岡縣築豐地區學校圖書館協會會長
Principal, Kamashitachi Shimoyamada Elementary School, Fukuoka 
Prefecture, Japan
President, Chikuho Area Library Association, Fukuoka Prefecture, Japan
學歷Education /
福岡教育大學
University of Teacher Education Fukuoka, Japan

地域性魅力的校園教育一學生、家長、教師
的教育之環一
Forum Session 2: Encompassing Locality: The Educational 
Circle of Students, Parents, and Teachers

  3 /12 (一)【論壇場次2】

主持人 / Moderator 

林曼麗教授 Prof. Mun-Lee Lin

現職Present post /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教授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長
經歷Experience /
國立台北師範學院美勞教育系系主任
台北市立美術館館長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長
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
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
學歷Education /
日本東京大學教育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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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山田小學的建築理念
「建設學校即建設地區」

甲斐治夫校長

本校在一九九九年全面改建之際，舊山田市在抱持「不能只

改建學校，為了一天的大部分時間都生活於此的孩子與利用

學校設施的地方居民，我們必須計畫豐富舒適的空間設施，

同時積極的開放學校於地區，以圖學校與地區的連結與融

合，以「地區學校community school」為目標」的理念之

下，以「建設學校即建設地區」為標語，重新賦予學校設施

新生命－將學校設施與地區教育設施合為一體。雖然與現今

的「地區學校community school」的定義不盡相同，本校做

為開放於地區的學校得到全國許多的關注，吸引許多機關的

訪問。以PTA為中心，下山田小學紮根於「地區的學校」的

強烈意識，進而形成「愛我學校」的地區社會。學校設施時

常開放於地區，為居民所利用。直至今日，我們也仍舊舉辦

各地已少見之學校與家長的共同運動會。

下小建築の理念

「学校づくりはまちづくり」

Principal Haruo Kai 

本校は、平成１１年の全面改築の際、旧山田市が『学校施設の

建替ではなく、一日の多くの時間を過ごす児童や施設を利用す

る地域住民のために豊かで快適な空間を持つ施設であるととも

に学校施設や教育力を積極的に地域に開放し、学校と地域との

連携・融合を図る「コミュニティ・スクール」を目標にする。』との理

念の元、「学校づくりはまちづくり」を合言葉にして、学校施設と社

会教育施設が一体となった学校施設に生まれ変わった。

今日のコミュニティ・スクールの定義には当てはまらないが、地

域に開かれた学校として、全国から多くの学校視察があった。Ｐ

ＴＡを中心に、下小は地域の学校という思いが根付いていき、学

校を愛する地域社会が形成されていった。学校施設は常に地域

に開放され、多くの利用がある。今も、大変珍しい学校と保護者

が共催する運動会が行われている。

摘要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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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 / Speaker

鮎川 透建築師 Architect Toru Ayukawa

現職Present post /
Design Studio環．設計工房會長
九州大學建築系兼職講師
福岡大學建築學院工學部兼職講師
President, KAN Architects Studio, Japan
Adjunct Instructor,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Kyushu University, Japan
Adjunct Instructor,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Fukuoka University, Japan
學歷Education /
全國九州藝術設計學院（現九州大學）環境設計系畢業
Bachelor,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Design, Kyushu University,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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紮根於地區特性的小學計劃及其追求視點
鮎川 透建築師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的小學有很長一段時間都依照均一
的設計標準來建造學校。而在二十世紀末，紮根於地區性的
特色小學開始開展。在本報告中我將概略說明下山田小學等
兩校的事例，進以明示在上述計劃中所追求之視點與思考方
向中。
1.連結於地區的學校計畫

與地方社區設施的複合化, 地區支援學校、學校支援地區的
意識建構。

2.開放式的學校計畫
一目了然的內部空間, 開放於地區、校地周圍不設圍牆。

3.對應校區人口變化的學校計畫
能夠對應學生人數的變化（增加或減少）的教室等計畫。

4.具有多元歸屬地的學校計畫
對於學生是理所當然的歸屬地，對於教師是工作環境、對於
造訪的居民是活動場域的學校計畫。

5.夠體感成長的學校計畫
在體格顯著成長的時期（六歲到十二歲之間），使學生能夠
體感自我成長的學校計畫。

地域性を踏まえた小学校計画に求められる視点

Architect Toru Ayukawa

第二次大戦後日本中に標準設計を基本にした画一的な小学校

が造られてきましたが、20世紀末から地域性を踏まえた特色あ

る小学校が表れはじめました。

事例として取り上げた下山田小学校他２校の概要を説明した上

で、計画にもとめられるいくつかの視点や考え方を説明します。

1.まちづくりと連携した学校計画

地域コミュニティー施設との複合化

地域は学校を支え学校は地域を支える、という意識づくり

2.開放的な学校計画

見通しがいい内部空間

地域に開かれ、敷地の周囲に塀がない

3.校区人口の変化に対応した学校計画

生徒数の変化（増加・減少）に対応した教室等の計画

4.多様な居場所がある学校計画

生徒にとってはもちろん、先生にとっては労働環境として、訪れた住民に

とっては活動の場としての居場所を計画

5.成長を体感する学校計画

体格等が著しく成長する時期（６才から12才の間）にこども達自らその成

長を体感することが出来るしつらえを計画

摘要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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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社區與生態環境的新校園
Forum Session 3: New Campus that Embraces Community 
and Eco-environment

  3 /13 (二)【論壇場次3】

主持人 / Moderator  

顏名宏教授 Prof. Ming-Hung Yen

現職Present post /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副教授
教育部105-107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規劃輔導團隊計畫主持人
經歷Experience /
教育部103-105年度整合型視覺形式美感教育實驗計畫中區大學基地計畫主
持人
教育部美感教育中長程（第一期103年-107年）81子計畫總成果展策展人
學歷Education /
德國國立紐倫堡藝術學院藝術與開放空間系所Meisterschüler最高文憑畢業
（同博士）
國立紐倫堡藝術學院藝術與開放空間系所DIPLOM碩士

主講人 / Speaker
Adrien Gonnella建築師 Architect Adrien Gonnella

現職Present post /
比利時布魯塞爾安德萊赫特市公共建築協調部建築技術秘書
Architect at the Communal Building Office of Anderlecht Brussels (Belgium) 
Commune Anderlecht
經歷Experience /
布魯塞爾G-Concept建築監造工務所建築師
G-Concept  (Private Architectural Studio)  Brussels  (Belgium)
學歷Education /
布魯塞爾自由大學La Cambre Horta建築學院
ULB Horta La Cambre Architecture, Brussels (Belgium)

與談人 / Discussant 
吳光庭教授 Prof. Kwang-Tyng Wu 

現職Present post /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系主任
台灣現代建築學會常務監事
中華民國都市設計學會常務理事
經歷Experience /
台北市立美術館館長
中華民國都市設計學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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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順應在地社區的需求與周遭環境的挑戰
Adrien Gonnella建築師

安德萊赫特市是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下劃分的19個轄區之一，面積
最大且人口最多的行政區，因此該區之基礎建設與設施需求也隨之
增加。我們的研究辦公室隸屬轄區政府建築部門，負責維護轄區內
現有與未來的公共建築（以學校為多）。所以我們擔任國家行政單
位、教職同仁以及建築計畫的規劃者之間的連結者。我本身是位建
築師，職掌就是將人民以及政府的需求與概念轉譯後，成為實際的
計畫案。這個是由教職同仁、主管單位、建築師們共同協商後決定
了校園的設計與外觀。我們則負責繪圖、工地現場、維護等每個階
段的執行工作。
以酢漿草學校為例，該校的兩大特點就是創新的建築概念與校園永
續經營的生態環境，更解決了學校空間不足的問題，目前可容納750
位學童。
整個學校與體育館的設計符合綠建築的標準，其目標甚至想達到零
耗能的未來。酢漿草學校注重生態多樣性，並再利用現有的水資
源，讓學生與老師們都能藉此機會教育，重視永續地發展生態與節
約能源等議題。及生態永續的各個層面，譬如說回收雨水來沖廁
所。再者，孩童在校園各地菜園栽種蔬果，採收後再烹煮，成了實
務的烹飪課程。

Campus as space of adaptation: 
concerning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and 
needs of local community

Architect Adrien Gonnella

Anderlecht is one of the 19 municipalities in the Brussels-Capital 
Region. Being the largest and most populated of them, the need for 
infrastructure is growing. Then, more equipment is required to meet 
the needs of citizens. Our office of study within the department of 
municipal buildings has the role of managing the current and future 
real estate of the Commune, notably the schools. So we create a 
concrete link between the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state)  as well 
as the actors of the education sector with the project authors. As 
architects, we transcribe the needs emanating from the citizens and 
the administration directly in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projects. 
The program and the functions to be elaborated by the different 
participants  (teachers, directors, architects)  will determine the 
design and appearance of the schools. We follow and intervene on 
all the stages of the project, the drawings, the construction site and 
the maintenance
Two particularities of the schools are the innovative concept and 
the sustainable and passive aspect of its architecture. As example 
the new school Trefles has been conceived and built to solve the 
deficiency of school places. It admits up to 750 students.
The school and the gym have been designed responding to the 
passive standards and even target zero energy. This new school 
emphasizes biodiversity and the presence of water. Students and 
teachers are therefore aware of sustainable aspects and energy 
saving, for example the use of rainwater for sanitary purposes. The 
children learn to cultivate the fruit and vegetable that grows in the 
vegetable gardens around the school and then to be able to work 
them during workshops.

摘要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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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 / Discussant 
曾成德教授 Prof. C. David Tseng 

現職Present post /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國立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講座教授
經歷Experience /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副院長
東海大學創意設計暨藝術學院院長
東海大學建築學系系主任
學歷Education /
哈佛大學設計學院建築碩士

校園環境的空間互動參與性
Session 4: School Spaces that Embrace Interactive 
Participation

  3 /13 (二)【論壇場次4】

主持人 / Moderator
陳俊德博士 Dr. Jiun-De Chen

現職Present post /
獨力研究者
經歷Experience /
逢甲大學建築系兼任助理教授
學歷Education /
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建築博士

主講人 / Speaker
Félim Bolster校長 Principal Félim Bolster 

現職Present post /
布魯塞爾國際學校高中部校長
Head of High School,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Brussels
經歷Experience /
阿布達比美國國際學校中學部校長
阿布達比美國國際學校高中部副校長
Secondary School Principal, American International School in Abu Dhabi 
High School Assistant Principal, American International School in Abu 
Dhabi 
學歷Education /
英國Leicester大學教育領導MBA學程 
英國Hull大學教育碩士
英國Hull大學應用物理學學士（專攻醫學科技）  
MBA Educational Leadership,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United Kingdom
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in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ull, United Kindgom 
BSc. Hons, Applied Physics with Medical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Hull, 
United Kindg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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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習到「學習空間」

Félim Bolster校長

比利時布魯塞爾國際學校（ISB）的高中部自2009年以來展開

了學習設施的建置之旅，旨在體現學校的學習理念與其課程

規劃，這段旅程由1970年代傳統學校建置的形式，轉變成今

日現代的學習設施，不但符合學校現在實務教與學的模式，

也保有因應未來教與學潮流的彈性。

這份報告會說明比利時布魯塞爾國際學校目前校園設施變化

的旅程，還有我們在這個過程中，校園美感教育這股催化力

量如何讓我們進一步了悟「老師們該怎麼教」與「學生又可

如何學」。

Principal Félim Bolster

In 2009, the High School at the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Brussels embarked on a journey to build a learning facility 
that reflects the learning principles and curriculum design 
of the school.  A journey that took us from a traditional 
school design that was built in the 1970s, to a state of the 
art learning facility that supports our current practice, while, 
at the same time, having the flexibility to cater for emerging 
trends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future.
This presentation will outline where ISB is on this journey 
and what we have learnt along the way about the power of 
learning spaces as a change agent in how we teach and 
learn.

摘要 Abstract

“From Learning to Learning Spaces”



34

主持人 / Moderator
張基義教授 Prof. Chi-Yi Chang 

現職Present post /
國立交通大學總務長
國立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教授
經歷Experience /
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專任教授兼所長
臺東縣政府副縣長
A+@ Architecture Studio主持人
大元建築及設計事務所專案設計師
美國彼特.艾斯曼 (Peter Eisenman) 建築師事務所設計師
美國URS Consultants建築工程顧問公司建築設計師
學歷Education /
美國哈佛大學設計學院設計碩士

主講人 / Speaker
Eva Prasch首席工程師  Mrs. Dipl. Ing. Eva Prasch

現職Present post /
德國慕尼黑市政府都市規劃與建設局公園與遊憩設施部首席工程師
Team Leader Freiham, Planning Division Parks and Recreation, 
Construction Department at the City of Munich, Germany
經歷Experience /
慕尼黑、巴塞隆納與法蘭克芙的景觀建築公司景觀建築師
寶馬集團 (BMW Welt) 多功能客戶體驗和展覽中心之景觀設計案主持人
Landscape Architectural Offices in Munich, Barcelona and Frankfurt/Main
Project Leader in Landscape Design for e. g. the BMW World. For the 
Construction
學歷Education /
德國峨芙 (Erfurt) 應用科技大學景觀建築工程碩士學位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t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Erfurt

與談人 / Discussant 
李得全局長 Director General Te-Chuan Li

現職Present post /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局長
經歷Experience /
新北市政府參議
臺北縣政府參議
學歷Education /
國立臺北大學都市與區域規劃博士
英國牛津布魯克斯大學碩士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暨城鄉研究所碩士

打破藩籬的校園與公共開放空間設計概念，
從都市規劃的觀點—慕尼黑的策略與範例—
Forum Session 5: Campus and Public Open Spaces Design 
Concepts without Borders: from the Viewpoint of Urban 
Planning Strategies and Examples in Munich

  3 /13 (二)【論壇場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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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藩籬的校園與公共開放空間設計概念，
從都市規劃的觀點
—慕尼黑的策略與範例—

Eva Prasch首席工程師

慕尼黑的魅力與日俱增，隨著城市的發展，許多問題也接踵

而來，特別是因為人口快速成長，市區能開發新的住宅區很

有限。唯一能供開發的地區是慕尼黑市西郊的Freiham區，這

個重劃區很快地在2018至2025年間會湧入2萬5千新住民。目

前整體規劃與有些建案區域已完工，學區內的校園規劃與建

築概念大致底定，有些學校也開始動工了。

此區除了興建三所小學，另有一所大型中學，校園內有一個

大型的運動場、特殊教育學校，估計可容納3500位學生。該

校園將操場與外部可利用的開放式公共空間連結起來變成廣

場，讓民眾能在此享受無車的都會生活。

Campus and Public Open Spaces Design 
Concepts without Borders: f rom the 
Viewpoint of Urban Planning Strategies 
and Examples in Munich

Mrs. Dipl. Ing. Eva Prasch 

Munich is more than ever attractive and grows in many ways. 
This growths brings a lot of challenges, especially because 
of the lack of areas, where the city can develop new housing 
etc. One of the last possibilities of urban development is at 
the very west side of the city limits, the city quarter is called 
Freiham. There will be shortly, from 2018 till 2025, about 
25.000 new inhabitants. The masterplan and also the plans 
of some building zones are already done. Also the concepts 
and plans for th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re ready and some 
of the schools are already under construction.
Beside of three single primary schools, there will be a big 
Sports and Education Campus with a middle school and a 
grammar school, a special-needs school , all together for 
about 3500 pupils/students. This campus combines the 
school yards with a very intensive usable open space/plaza, 
where everybody can meet and feel urban life without cars 
and busses.

摘要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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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 / Speaker
Klaus Grab專員Specialist Klaus Grab

現職Present post /
德國漢堡市教育局學校發展與選址規劃部（負責漢堡市自由漢薩聯邦Altona
與Eimsbüttel區學校與職業訓練工作）
School Development Planning for Altona and Eimsbüttel Free and Hanseatic 
City Hamburg
經歷Experience /
德國漢堡市教育局學校發展與選址規劃部（負責漢堡市自由漢薩聯邦Altona
與Eimsbüttel區學校與職業訓練工作） 
公家機關內部組織重新整合企劃專案經理
School Development Planning for Altona and Eimsbüttel Free and Hanseatic 
City Hamburg
Project Manager in Reorganization Processe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主持人 / Moderator
郭瓊瑩教授 Prof. Monica Kuo

現職Present post /
中國文化大學環境設計學院景觀學系系主任兼所長
中國文化大學智慧城市中心副主任
經歷Experience /
世界景觀建築師聯盟 (IFLA) 臺灣區代表
中華民國景觀學會理事長
學歷Education /
美國賓凡尼亞大學藝術學院景觀建築碩士
國立中興大學農學院園藝學士

與談人 / Discussant
廖雲章主編
Associate Managing Editor Yun-Chang Liao

現職Present post /
天下雜誌「獨立評論＠天下」主編
經歷Experience /
獨立評論@天下執行主編
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研發長
《台灣立報》執行副總編輯
學歷Education /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越南胡志明社會科學人文大學越文班結業

新住民與場域精神的美感教育
Forum Session 6: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Space Spirit for 
New Immigrants

  3 /13 (二)【論壇場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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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校園規劃的參與及創意概念發想工作」
Klaus Grab專員

傳統的德國校園設計，對於空間的尺寸及數量都有明定的規
範，所以很少校園能針對學校個別的屬性及教育理念有客製
化的規劃。
因此漢堡市從2012年，校園的規畫開始考量地域性的差異而
訂定其所需。因此，行政當局不再執著新校舍一定要有多少
課室、尺寸大小等，現在我們會跟校方共同合作，一起發展
教學區域與教育的的理念。
規劃校園有趣的地方不只是了解教室空間數量及大小的問
題，還有必須克服校園整體規劃的議題，例如，每個學年有
一層樓，或每兩個學年共用一層樓，是否需要增設科學、雙
語及體育等專用教室或空間，還有，教師辦公室的規畫應該
集中在一個空間，還是要分為多個小組討論空間，這些都是
規劃前需要釐清的議題。
因此規劃前的「籌備階段」很重要，在這階段，我們必須與
校方代表一同討論教學空間的想法，了解校方是否有特殊需
求與期望。所以，不僅是學校管理階層主管會參與討論，老
師、學生與家長的代表都應該參與規劃與討論的過程。

Abstract zum Thema Beteiligung und 
kreative Konzeptarbeit bei der Planung 
neuer Schulen

Specialist Klaus Grab

Traditionell werden in Deutschland sehr exakte Vorgaben zu Anzahl 
und Größe von Räumen bei der Planung von Schulen gemacht. 
Das bedeutet sehr wenig Spielraum, um besondere Aspekte einer 
Schule und ihres pädagogischen Konzeptes zu berücksichtigen.
In Hamburg haben wir seit 2012 exakte Raumprogramme durch 
eine Betrachtung von Flächen ersetzt. Das bedeutet, dass die 
Verwaltung nicht mehr vorgibt, wie viele Räume welcher Größe ein 
Schulneubau haben muss,  sondern gemeinsam mit der Schule ein 
eigenes Raumkonzept entwickelt, um so neue Lernräume und neue 
pädagogische Umsetzungsmöglichkeiten zu schaffen.
Dabei ist nicht nur die Frage von Größe und Anzahl der 
Unterrichtsräume interessant, sondern auch die Frage, wie sich 
Schule organisiert  (z.B. jeder Jahrgang hat eine Etage, immer 
zwei Jahrgänge haben eine Etage, es gibt einen Zweig mit einem 
speziellen Schwerpunkt wie NW, bilingual oder Sport) . Auch die 
Organisation des Kollegiums zentral oder dezentral in kleineren 
Teambüros muss geklärt werden.
Wichtig ist dafür, in einer sog. Phase 0, gemeinsam mit Vertretern 
der Schule ein pädagogisches Raumkonzept zu entwickeln, das die 
Besonderheiten der Schule und die speziellen Anforderungen und 
Erwartungen berücksichtigt. Dabei sollte nicht nur die Schulleitung 
sondern auch Vertreter des Kollegiums, der Schüler und der Eltern 
am Planungsprozess beteiligt werden.

摘要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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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 / Speaker

Barbara Altschüler-Daly主任

現職Present post /
慕尼黑Stadtteilarbeit e.V.基金會，幼教部主任
Stadtteilarbeit e.V., Munich, Division Manager for Daycare Facilities for 
Children
經歷Experience /
FachArge Kindertagesbetreuung市政工作小組Stadtteilarbeit e.V.基金會
代表人
慕尼黑和解教堂主持人與幼兒園教師
慕尼黑和解教堂協理與幼兒園教師
Representing Stadtteilarbeit e.V. in the Council Working Group FachArge 
Kindertagesbetreuung
Versöhnungskirche München, Director and Kindergarten Teacher
Versöhnungskirche München, Assistant Manager and Kindergarten 
Teacher
學歷Education /
德國奧格斯堡社會教育學幼兒園教師訓練國家認可幼兒教師
慕尼黑天主教大學在職進修學程兒童教育學士
Katholische Stiftungsfachhochschule, Munich, Germany,  
Extra-occupational University Degree Bachelor of Arts B.A., Childhoo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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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與場域精神的美感教育

Barbara Altschüler-Daly主任

Stadtteilarbeit e.V. 是德國慕尼黑市的一個社福機構，自從
1984年，幫助照料孩童、青少年與成人。該機構的首要任務
是改善慕尼黑市Milbertshofen區居民與新住民的生活品質， 
除了這些社福事業外，該機構目前開設三個幼兒園，容納133
個0到10歲之間的孩童。
慕尼黑市政府在2010年建造了Kinderkrippe Vielfalt多元日
托中心。在建案框架之下，市府還於該建案納入藝術美學
規劃，其中〈野兔草原〉就是在該建案中產出，由藝術家
Scarlet Berner創作。
該建案於2010年落成，由Stadtteilarbeit e.V. 機構接手挑戰性
高的室內設計案。多元日托中心日後的總監和建築師與木匠
共同合作，打造了一個極富美感且活化的空間。
現在，多元日托中心容納了36位，0到3歲的學童。校園美
感教育不僅在室內設計上顯然易見，在日常生活環節、教育
情境、孩童及家長共同參與的活動中也都產生潛移默化的影
響。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Space Spirit for 
New Immigrants

Division Manager Barbara Altschüler-Daly 

Stadtteilarbeit e.V. is an organization in Munich, Germany 
working with children, teenagers and adults since 1984. 
The primary focus lies in improving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Germans and immigrants in the Munich district Milbertshofen. 
Among various other fields it runs three day care centers for 
133 children between the age of 0 and 10. 
2010 the Kinderkrippe Vielfalt was built by the City of Munich.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municipal construction projects, the 
inclusion of art projects is a proclaimed goal of the Council. 
"Hasenwiese" is a result of this and was created by the artist 
Scarlet Berner.
Stadtteilarbeit e.V. took over the finished building at the end 
of 2010 and began the challenge of designing the interior. 
The future director of the Kinderkrippe Vielfalt cooperated 
very closely with an architect and a carpenter. They created 
an aesthetic environment which utilizes and manages the 
space in the best possible way. 
Today the Kinderkrippe Vielfalt is visited by 36 children 
between the age of 0 and 3. The strong influence of campus 
aesthetic education is visible not only in the interior design 
but also in the daily routines, in typical educational situations 
and in special events with children and parents.

摘要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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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北場論壇專文 Articles in Taipei

【論壇場次3】結合社區與生態環境的新校園

Forum Session 3: New Campus that Embraces 
Community and Eco-environment

專刊撰文者/Adrien Gonnella
比利時安德萊赫特市公共建築協調部建築技術秘書

結合社區與生態環境的新校園

校園順應在地社區的需求與周遭環境的挑戰

安德赫萊(Anderlecht)市

政之組織與架構
安德赫萊特是比利時布魯塞爾首

都轄下十九個區之一，此區有大

約 12 萬居民，居比利時人口稠密

度第二的城市，總計土地面積是 

17.74 平方公里。

市政府
安德赫萊特市政府是市政單位，提供在地公共事務服務，成為公民

與國家之間的連結、照料人民每日生活需求。

市政府的業務包含兩大層面：首先是政治層面，市政府須裁定市政

目標並做出決策；再者是行政層面，處理人事與財政。

建築管理部門與教育領域之間的關係

教育局知道轄區內學校基礎建設的目標、需求與功能。教育局在興

建一所學校時，肩負規劃與執行的角色，包含選材、溝通想法、擔

任諮詢者等。所以教育局人員需具備如何管理與經營一所學校的專

業知識與實務經驗。

市政府內部的建築研究部門則負責向教育局取得所有設計相關資

訊。但這樣的合作模式必定會受到法規、提撥補助與預算的限制。

身為安德赫萊特市政建築的執行端，我們的職責就是要確保預算用

行政預算
A

教育需求
C

建築概念
B

D

A. 政治 - 群體

B. 建築 - 承包商

C. 方向 - 教育部門

D. 區政府建築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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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刀口上。我們建築研究部門的職責是輔助市內地產的建築、確保

現存及未來建築物有良好的施工及翻新計畫。以現代的術語來說，

我們奉行 IFMA（國際設施管理協會）的法則：「設施管理是指在外

在工作環境、施工人員、與組織間居中協調，管理策略整合了工商

管理、建築學、行為與工程科學。」

我們的首要任務是通盤了解所有單位的工作慣性，可能性、配合期

間、被動與主動的維護需求，根據以上的條件，再考慮到最合理的

執行期程（例如發包其間是否是學校放假時間），才制定出工作的

時間流程。若是維護或是維修一棟建築物，我們會優先考慮建築物

的使用年限，提供具有永續性發展的解決方案，例如對於近期內就

會被替代的老建築來說，我們僅會做即時修補；但相對地，對於會

使用多年的老建築，我們實施持續性、多年的分期改造工程。

以上的施工準則是由建築研究部門所研擬。我們必須評估最永續及

最經濟的處理方 案，並篩選出是否需要優先維修、更新或更換設施

的清單。

此外，除了上述的基礎工作，研究部門也需要提供新建或改建建築

在行政、財務和技術層面上的協助，包含所有準備工作、施工方法

和後續追蹤等輔導機制。

研究部門會根據專業知識與實務經驗判斷，提供技術性層面與施工

的目標，例如需要使用的面積，以及相關的空間標準規範等，並設

定一個有限及可管理的維護系統，最後歸納一套可適於各類建築物

的統一標準。換句話說，這套標準是根據實際經驗得到更新的數據

庫（包含最新技術的準備工作）。也就是說，研究部門對市政房產

有監管與規範的職責。

因此，研究部門必須在設施管理方面有足夠的資源與知識技能，這

樣才能規劃一個永續發展與不會耗盡的未來，也才是一個良好的管

理體系的基礎：時時創新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成本花費，也才能符合

地區社群的需求。

酢漿草學校案例
安德赫萊特市嚴重地

缺乏校園空間原因有

二：人口數量急速成

長，吸收了許多新建

社區學童。因此我們

推動一個具挑戰性的

「學校建設計畫」 -- 

在 2018 年之前創造

能夠容納超過 2700 

名學生的學習場所。

市政府提供1 千500 萬歐元，推動以下幾項資源的補助計畫：瓦隆－

布魯塞爾校舍聯合會、布魯塞爾地區「人口繁榮」計畫，以及「布

魯塞爾環境示範建築獎」。

酢漿草小學的創立就是在 2008 年所舉辦的歐洲建築競圖所產出的。

ÁRTER建築事務所創新的提案規劃在競圖中拔得頭籌。競圖的主題

是興建一所附設幼兒園的小學，小學內要有一座能容納 750 位學生

的運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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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015 年開始，ÁRTER建築事務所、教育局和市府建築局共同推

展此項校園計畫案。兩年內，建築師、工程師、承包商和教育從業

人員定期在建築現場開會。校園於 2017年 6 月 29 日正式落成，全

新的酢漿草小學可容納750 名學生，配置 11 間托兒所教室及 24 間

小學的教室。

創新思維

ÁRTER建築事務所的首席設計師帕特里克·馮克 (Patrick Vonck) 

曾說，酢漿草小學建築計畫的基本概念是讓學童在室內、室外空間

的分配得當。

帕特里克·馮克自述:「我自己對學校的回憶大多是負面的，因為學

校典型的設計都是長方形建築加上沒有窗戶的中央長廊，這種設計

給人一種不快樂、被禁閉的感覺。所以，我在規劃酢漿草小學設計

案時，我馬上想到，我要背道而馳，應該是要設計一個有輕巧結構

的建築。想了想，再考量建築的規範後，只能設計一個既輕巧又簡

約的小學，而且只能有小窗戶。但是我想設計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所以花了一些時間蒐尋與研究，如何在法規、現實與理想間取得平

衡，後來想到『圓的概念』。從幾何角度來看，它為較小的面積提

供相同的有用表面，因此所需的窗戶較少。如此一來，在同樣的成

本下，我可以設計出更多有窗口、陽光可進來的單邊走廊的教室。

讓教室依照操場的圓周排列，而不是以中央走廊的方式排列。走廊

變成多功能的空間，也成為連結操場的空間概念。

首先，『圓的設計概念』有較小的圓周，可以提供的比較小的純粹

幾何熱得數據，也就是說，對於同一表面，圓形的空間會有較少面

積的外牆或較便宜的外牆，所以就會有附加價值，例如成為論壇是

用空間；其次，也可以做為劇場，第三，也可做成馬戲團表演的環

形廣場。因此，我們匯集了三種典型的羅馬空間形式，環型廣場有

助於激發出學校課程經常缺少的體能訓煉。」

根據日本仙田滿 (Mitsuru Senda) 教授的理論，校舍空間採用自由

的循環形態，剛好適合兒童，因為學童在這種空間的平均體力活動

比 一 般 空 間 多  出

20％。遊樂場又有

高度之分，活動也

可延伸到地板面。

這樣的空間配置也

可豐富了孩子的人

際關係世界，亦解

決學校在建築規範

限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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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的能源管理
酢漿草小學也希望成為一座節能減碳的模範校園，旨在教導學童正

確地使用能源與能源管理，讓這間小學保有永續發展的教育意義。

學校本身就是提供教育的場域，亦可通過校園設施提供教育意義，

讓學童體悟節能這門重要的課題。從節能的角度，酢漿草小學確實

是個典範，讓學童參與校園設施能源管理，通過教育，讓學童知道

要節能需要培養哪些好習慣。考慮到學校作為教學性和教育性的角

色，這要淺移默化，也是永續經營建築的概念。酢漿草小學的室內

環境品質與舒適度對學生和教職員有重大的影響。校園除了有高性

能的隔熱系統，大大減少用電需求，還裝設高效發電系統。

因為自然採光充足，大部分的教室上課時都無需人工照明。

學生課後，學校的用途需求?

有鑑於本市人口更加密集，身為新小學的“酢漿草小學”，應該要

有嶄新的體育設施滿足當地居民的需求。該市為了彌補缺乏運動與

休閒的設施，酢漿草小學建了體育館。除了歡迎學校團體使用，也

可以舉辦各種體育賽事與活動。

帕特里克·馮克自述:「除了典型的圓形教室，還有一個體育館。一

般來說，體育館都建成長方方形。但我們把它設計在操場的邊處，

鄰近其他的運動場，所以我刻意將體育館的牆設計成傾斜面，現在

看起來是植物覆滿的金字塔，但不知哪一天，這面牆剛好可以當作

這塊土地的護坡。」

 

學校的果菜園成了學習文化和烹飪的場域
植栽在校園的視覺上

顯得特別重要:校園內

有一系列景觀設計，

包含菜園、水塘、綠

色立面和屋頂等，這

些生態環境皆有助於

校園生物多樣性的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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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內有14座菜園，最大的是隸

屬於學校的。其餘的都出租給附

近居民栽種，這些居民也會協助

看管進入校園的人員，或許可以

減少一些不速之客。學校的警衛

室門則負責管理菜園的租賃客。

帕特里克·馮克說：「當初在開發這片土地的時，這裡是一片廣闊

的菜園，我認為要讓這塊的保有原先種菜的功用，融入校園的整體

規劃。現在，放眼望去，菜園坐落在不同建築物，成了教育場域的

一部份。所以，我們整合了校園內各式的扇形菜園，附上兩個滯洪

池，設計雨水收集功能再運用到衛生設施。我們在觀察這些設施，

學童們也是，孩子們每天都與大自然緊密結合，校園建築每天都隨

太陽位置改變而有所變化!種種諸如此類的創意設計讓我們在 2012 

年的布魯塞爾貝特斯 (Batex) 獎中脫穎而出，獲得 “模範建築”的

殊榮。」

校園內還有永續的水資源管理系統，例如建築物的綠色屋頂和蓄水

池（水池）可以將雨水儲存一段時間，還有過濾回收雨水系統，解

決了孩童有時浪費水，造成飲用水用量不足的問題。

蔬果園也是老師的教室，教導孩子們蔬果生長的過程。收成的蔬果

還可以當烹飪課的食材。學子們可以藉由維護這些園藝跟這塊土地

產生感情，既富教育意義又有實質的樂趣。學校也計劃讓家長參與

規劃定期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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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Campus that Embraces Community 
and Eco-environment
Campus as space of adaptation: concerning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and needs of 
local community

Organization of the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of Anderlecht.
Ander lech t  i s  one  o f  t he  19 

municipalities of Brussels, capital 

of Belgium. It has approximately 

120,000 inhabitants (the second 

most populated municipality in 

Belgium), covering a land area of

17.74 km2.

Communal organization:
The Commune is an administrative entity and local public service. It 

is the link between citizens and the state. It takes care of the day-to-

day life of the citizens. It is attentive to the needs of the community.

The Commune is composed of two poles: on one hand, the 

political pole which determines the objectives and which takes the 

decisions;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administrative pole which 

manages methods and procedures by human or financial mean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uilding office and the educational 
field: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knows the expectations, the needs, and 

the functioning of school infrastructures within the municipality. It 

orders educational materials and is consulted during the elaboration 

of the conceptualization and the realization of a project. So it brings 

Feature article by Adrien Gonnella
The Communal Building Office of Anderlecht,

Belgium

ADMINISTRATION
Budget

A

EDUCATION
Needs

C

ARCHITECTURE
Concept

B

D

A. Politics-Community

B. Architects-Contractors

C. Direction-education office-teachers

D. Municipal building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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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expertise and its knowledge on the imperatives to the good 

functioning of a school.

The architectural study office of the Municipal Buildings Department 

collects the necessary information for the design of a project 

from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This will be confronted with the 

constraints established by the allocated budget (i.e. policies, 

subsidies, funding).  As project owner for the Municipality of 

Anderlecht, our role is to ensure that this money is conscientiously 

used in the project.

Our task has a support function in general building management 

of the municipal real estate heritage. We are in charge of the good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on and refurbishment of the existing or 

future buildings.

In modern jargon, we speaks of IFMA (International Facility 

Management Association) "Facility management is the practice of 

coordinating the physical workplace with people and work of the 

organization: integrates the principles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rchitecture and the behavioral and engineering sciences.”

The first assignment is to map all habits; use possibilities, usage 

period, maintenance requesting elements both passive and active, 

based on this knowledge, a roadmap can be drawn up in time,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most plausible execution periods (i.e. 

holiday periods for schools). For maintenance, priority is given to 

the most sustainable solution in function of the remaining time of 

use of the building: temporary maintenance works for buildings 

known to be replaced in a short term versus sustainable renovation 

works for buildings still certain to be in function for many more 

years.

It is up to the study department to prepare such a work base. We 

must constantly examine the most sustainable and economical 

treatment and filter out the priority list of the study on whether or not 

to maintain, renovate or replace utilities.

Furthermore, the study service has, on the top of the above-

mentioned, the task of developing &/or guiding the optimal 

mode of operation for all new or altered buildings in terms of 

preparation, working methodology and follow-up of the works, on all 

administrative, financial and technical levels.

Drawn from the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the service prepares 

the technical and user desiderata, such as required usage area 

and related spatial standards, but also a limited and manageable 

maintenance system in order to obtain standard uniformity across 

the various types of buildings.

In other words and based on the user experience, a technical 

updated version is presented as a preparation and requirements 

working database for new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needs. The 

study service has then mainly a controlling and regulatory function 

of the municipal heritage.



47

Therefore such services should have the necessary resources 

and know-how on facility management. Investment on this matter 

is a guarantee of a sustainable and affordable future. This is by 

no means the basis of a good management system: keeping 

knowledge up-to-date avoids unnecessary costs and keeps in mind 

the needs of the community.

Example of the School “Trèfles”
The Municipality of 

Anderlecht suffers 

from a glaring lack of 

places in its schools. 

It must face a double 

challenge: face the 

consequences  o f 

t he  demograph i c 

boom and absorb 

the students who live 

in the many new sets that are being built. This is why an ambitious 

'School Plan' has been put in place which foresees the creation of 

no less than 2700 new places by 2018.

The financing of this € 15 millions’project was made possible 

by mobilizing several sources of subsidies: the Wallonia-Brussels 

Federation of School Buildings Fund, the Brussels Region 

'Population Boom' and the ”Exemplary Building award” Brussels 

Environment.

The School of Trèfles (Clovers) project is the result of a European 

competition launched in 2008. Arter architects has won the market 

thanks to its innovative project. The theme of the competition was 

to create a kindergarten and primary school with a gym that can 

accommodate 750 students.

Since 2015, when the work began, the Arter’s architect office,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and the municipal buildings department 

have worked together to advance the work. Architects, engineers, 

contractors and educational staff met regularly at site meetings 

throughout a two-year period. The official inauguration took 

place on June 29, 2017. The brand new school of “Trègles” now 

accommodates 750 students in 11 nursery classrooms and 24 

primary classro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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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novative concept:
The fundamental concept of the project is based on a physical 

appropriation of the architecture by the child both in the interior and 

exterior spaces according to Patrick Vonck, chief architect of the 

Arter’s office.

"I had of my own years of school the rather negative memory of a 

classic rectangular building, with a central corridor without windows. 

There was this unpleasant feeling of being locked up. My first reflex 

was to do exactly the opposite, to try to create a structure as light as 

possible. I wondered how to do it, knowing that I had to respect the 

imposition of passive construction. It needed a building as compact 

as possible, which usually means, for example, small windows. 

But I wanted to do exactly the opposite. I searched for a long time 

how to reconcile these two opposite objectives, and I thought of the 

principle of the circle. From a geometric point of view, it offers the 

same useful surface for a smaller area and therefore less windows. 

In other words, for the same cost, I can develop more window area, 

more light and a corridor flanked by single-sided classes. Instead 

of a central corridor with classes on either side, I installed all 

classes in the perimeter. The corridor becomes itself then a multi-

functional space which is at the same time in direct relation with the 

playground.

In addition to the purely geometric data of the gain offered by a 

smaller circumference, that is to say less facades or less expensive 

facades for the same surface, the circular shape also had for me 

an added value as a forum. Second, I also wanted some kind 

of theater aspect. And the third important aspect was the circus 

aspect. We have thus brought together the three typical Roman 

spatial forms, the circus being the stimulation of physical exercise 

that is often lacking in a school. " P. Vonck

T h e  p r o j e c t 

adopts  a  f ree 

c i rcu lar  fo rm, 

n a t u r a l l y 

a p p r o p r i a t e 

f o r  c h i l d r e n , 

which tends to 

favor more than 

20% phys ica l 

exercise compared to the average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the 

Japanese professor Mitsuru Senda. The playgrounds play on 

levels, also extending to the floor.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space 

enriches the interpersonal structures and allows, moreover, to 

answer the different urbanistic constraints of a site inscribed in a 

district in ful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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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cious management of energy:

The project hopes for an example of energy performance, but it 

also aims to stimulate children's awareness of energy management 

by teaching them the correct way to use it carefully. This means 

that sustainability makes a vital element of the educational project.

The school is itself a source of education through the technical 

operation of the infrastructure that allows conscious management 

of energy.

The project is therefore exemplary from an energy point of view 

but also showing a real willingness to involve children in the energy 

management of their infrastructure (by teaching them, for example, 

good habits to adopt in terms of energy efficiency). Given the 

pedagogical and educational roles provided by the school, it seems 

natural that it should act as an exemplary sustainable building.

The quality and comfort of the indoor climate, both guaranteed 

within buildings, are paramount to the health and concentration of 

students and faculty. In addition to significantly reducing primary 

energy requirements by high-performance thermal insulation, the 

facilities include a high-efficiency production system.

Due to the large amount of natural lighting, the majority of classes 

will be able to do without artificial lighting during class hours.

Need out-of-school activities

In view of the increasing demographic evolution of the town and 

particularly the district The “Trefl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school and sports equipment is intended as an essential response 

to the future needs of local residents. A sports hall was built to 

make up for the lack of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in the municipality. 

In addition to welcoming school groups, this new hall will host 

various sports clubs.

"In addition to the typically circular form of classes, there is the 

sports hall which logically had to have a rectangular shape. We 

installed it in the corner of the field. As it is bordered by various 

sports fields, I tilted the facades of this room so that they can one 

day easily turn into kind of tribunes for these lands. This is not y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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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se now. For the moment, we still have a sort of flattened 

pyramid entirely covered with vegetation. This green slope would 

lend itself later spontaneously enough to use in the form of stands. 

" P. Vonck

 

Vegetable garden, orchard to learning culture and cooking
The vegetation is 

visually important 

in the project: the 

surroundings of the 

school are treated 

in a landscaped 

way by proposing 

a succession of 

vegetable gardens, 

water ponds , green facades and roofs, etc , ... all contribu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te's biodiversity.

Sustainable water management has been studied in order firstly to 

be able to conserve rainwater for a longer time on the site thanks 

in particular to green roofs and retention basins (water pond) and 

secondly to recover rainwater for avoid overconsumption of drinking 

water. The wasteful effect of the water generated by the children is 

therefore partly solved by this system.

The gardens and orchards will be used as a teaching tool to teach 

children how fruits and vegetables grow. The collection of products 

by students and teachers can be used for cooking workshops within 

the school. A partnership with the school of horticulture will allow a 

regular maintenance of the parcels and a playful and educational 

exchange with the children. The management plans to use the 

involvement of parents to keep regular activity in the garden.

The site of the school includes 14 vegetable parcels, the largest of 

which is dedicated to the school. The rest are individual vegetable 

gardens rented to the citizens. The presence of occupants will 

therefore also provide some social control that will likely reduce 

regular intrusions into the school site. The control of the good 

occupation is assured by the concierge of th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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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we invested 

this land, i t  was 

a vast vegetable 

garden. I thought 

it was necessary 

t o  r e c o v e r  t h i s 

function and give it 

a place in the whole. All around the building, we have reorganized 

all the different vegetable gardens, which are now part of the 

educational project that we want to present here.

The various fan-shaped vegetable spaces that we have integrated, 

the two storm basins that we have also integrated, the recovery 

of rainwater at the class level and its use for the sanitary facilities 

of the school, the that we are watching all these elements and 

that the children can follow everything too, the fact that they are in 

contact with nature every day, the fact that the facades evolve with 

the position of the sun ... all this allowed us to to win in 2012 the 

Batex prize (exemplary building) awarded by the Brussels region. 

"P.Von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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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環境的空間互動參與性

學習：時空的延續

「共識課綱」 (The Common Ground Curriculum) 是指學習要有明確

又務實的方向。這概念看似簡單，但卻乏人實踐！如果你問學校相

關人員或學生「何謂學習」這個問題，我相信你一定會得到相當多

且不同的回答。所以，我們應該先對「學習」這個概念有共識後、

釐清學習的面向與準則，以此為基石，再來安排學生學習的課綱或

規劃最有效的學習的時間與空間。

五年前（指2009年），布魯塞爾國際學校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Brussels) 中學部開始重新規畫學習空間、審視課綱到學校建築，甚

至重新探討學習時程，我們看似愚笨，但卻多次看到這些動作背後

的正面效應，也就是說，我們重新建設學習空間後，再順勢將課綱

套入這些學習空間！

從「共識課綱」的角度來看，「有策略的學習週期」 (the Strategic 

Learning Cycle) 與「人性共通點」 (Human Commonalities) 剛好可

以幫助我們規劃學習時程與空間，學習要考量以下因素:學習的共通

性、學習社群、共學、學習的可見度、學習的靈活性、學習資源的

連結、與大自然連結、學習的機動性與學習的永續性等。

有鑑於此，我們學校的許多空間都是透明的玻璃牆，讓「教」與

「學」更透明化，讓老師與老師之間、老師與學生之間、學生與學

生之間成一個社群，共同合作。所以，學校空間的牆都是移動式

的，還有，我們設計玻璃做的車庫式升降門，通往共同學習區。我

們還善用樓梯，讓社區舉辦活動時，樓梯可搖身一變，成為設備齊

全的舞台。在我們打造的校園中，幾乎每一吋土地都可當作學習的

場域，走廊、轉角等到處都是。

玻璃牆不僅提供學習的窗口，也讓學生之間的學習與交流更暢通無

阻；玻璃牆，隔出一個可以讓學生專心創造和解決問題的空間，卻

也因為透明，學生們得以看到彼此間思維脈絡與成長。

【論壇場次4】校園環境的空間互動參與性

Forum Session 4：School Spaces that 
Embrace Interactive Participation

專刊撰文者/ Félim Bolster

比利時布魯塞爾國際學校高中部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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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幸運地，我們的校園坐落在一座受保護的森林裡，所以我們把森

林融入到建築設計中，從校園大部分的空間向外看，樹木隨處可

見。校園更是善用永續的自然光與熱能，所以校園的天花板是敞開

的，讓我們能清楚地感受到周遭的建築物都發揮功效。

接下來，我們決定學習時間與空間該如何搭配。雖然剛開始不確定

怎麼樣的時間與空間規劃對師生最好，但我們共同針對學習時間做

出以下大膽的決策:

■讓老師們：

．在任何時間點，只要是符合學生的最佳學習需要，可以將學生分

班或重組。

．實施團隊教學，跟其他老師一起授課。

．在學期期間，能固定合作，現在，不同科的老師，兩個禮拜有七

個小時的固定時間共同備課。

．有備課時間。

■讓學生們

．注意自己的身心健康，所以他們的課程規劃包含體育課、單車

課、爬山和放鬆休息時段。

．可以跟老師面談，獲得老師專業的輔導與協助。

．反思自己的學習目標和進度。

．細分學習課程並嘗試不同的課程，如語言會話課程和創意寫作

坊。

雖然在現階段這些方案只是個開端，但我們看到這樣彈性、開放、

合作式的學習空間已為學生學習帶來正面的效應。值得一提的是，

若在決定改變之初，大家若對學習、課綱與授課策略沒有共識，是

不可能造就今天這樣的效應。所以，實施「共識課綱」的確有其必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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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Spaces that Embrace Interactive 

Participation

Learning: The Space-Time continuum

The Common Ground Curriculum (CGC) provides us with clear, 

practical definitions of learning. Seems like common sense, but, 

in fact, it is far from common. I wonder how many definitions of 

learning we would have if we asked all stakeholders, in any school, 

to tell us what they believe learning to be? On the other hand, 

by starting with commonly defined learning, we are able to take 

that shared understanding and use it as the bedrock for all other 

curriculum work. In practical terms, if we know what learning looks 

like and the learning principles that shape it, we can begin the 

process of designing the structures of space and time that best 

support it.

Five years ago, the High School at the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Brussels (ISB) began the process of re-designing learning spaces, 

from curriculum to architecture, and the related work of re-thinking 

learning time.Yes, sounds like a no brainer, but, how many times 

have we seen the opposite happen in schools; build spaces and 

schedules and then try to “shoehorn” the curriculum into these 

spaces? I know, I have done it enough times myself.

From the CGC, the Strategic Learning Cycle and the Human 

Commonalities led us to consider the following concepts when 

designing structures of time and space: commonality, community, 

collaboration, visibility, agility, resource alignment, connections to 

nature, mo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So we built a school of glass, promoting visibility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We built spaces that ensured we could come together as 

one community. We built collaboration spaces, as a natural feature 

of the design. We built spaces that had moveable walls between 

rooms, and glass garage doors that open to common learning 

areas. We built stairs that function as, well, stairs, but also provide 

a well-equipped atrium for community events. We built a school 

where almost every m2 could play a part in delivering learning. 

Feature article by Félim Bolster
High School Principal of the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Brussels
Brussels, Belg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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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no corridors, no significant areas from which learning is 

absent.

We made sure that the glass walls not only provided a window into 

learning, but also a medium on which or students could work, and 

share that work in progress. The glass walls provide a space where 

students can create and problem solve and can see each other’s 

thinking as it evolves.

We are fortunate to be located in a protected forest, so we ensured 

that the forest feels integrated into the building, with views into the 

trees from most of our spaces. We built a school that makes the 

best sustainable use of light and heat, and ensured that we left 

such things as the ceilings open, so we could see our building at 

work around us.

After all this, we made important decisions about how time and 

space should interplay. We puzzled over the best ways to give 

our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time structure to optimize the 

opportunities that these spaces could offer. Collectively, we made 

some bold decisions about time, designing a schedule that provided 

our teachers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group and regroup students to best fit their 

learning needs at any given time.

•the opportunity to teach in teams

•the time to collaborate in the regular day, on a regular basis, with 

departments now having 7 hours of common planning time over a 

two week rotation, in the school day.

•the time to prepare for their work.

and gave our students time to:

•attend to their personal well-being: they now have time in the day 

to play sports, bike, climb and attend relaxation sessions.

•meet with teachers for extra support

•reflect on their learning goals and their progress towards them

•branch out of the programme they are studying and try something 

different, such as conversational language classes and creative 

writing workshops.

We feel we have just started, but already we can see the benefits 

of flexible, open, collaborative structures supported by a daily 

schedule that optimizes these spaces and reflects what we know 

works best for learners. Without the curriculum vision, this may 

have been a more haphazard, less rational, process towards a 

coherent system of defining learning, designing learning, delivering 

learning. When driven by the CGC, it all makes just that bit more 

(common) 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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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藩籬的校園與公共開放空間設計概念，

從都市規劃的觀點—慕尼黑的策略與範例—

■慕尼黑的現況、難題和解決策略
慕尼黑是德國的第三大城，卻是最繁榮的經濟城，失業率僅3.5%。

慕尼黑全市市民約155萬人，還有100萬人居住於鄰近地區，預估到

2030年，會再成長30萬人。現在的市民中，35%是外來的移民；18

歲以下的人口，外來移民佔56%。

慕尼黑市除了嚴重欠缺公寓和廉價住宅，甚至沒有可開發的建築用

地。但每年至少要蓋10,000戶公寓，又要防堵新建案淪為貧民區。

對此，慕尼黑市政府都市規劃與建設局所採取的解決策略是在新住

所規劃「貧富混居」(social mixture)，也就是在誘人的富人區至少要

建40%到50%的新公寓，並出租給低收入戶。

慕尼黑市政府都市規劃與建設部(Department of Urban Planning and 

Building  Regulation, the City of Munich) 於1998年首次出版「慕尼

黑新展望」 (Perspective Munich) 報告（如下圖），其後經過多次修

訂，提供都發時，於商業、市容、社會面向、教育和環保生態等各

項議題的指導方針，著重在大型建築案之實踐理念。

目前以及接下來的15年，總

計會有50件以上的都市開發

或都更案，從每個點建500戶

公寓的開發案到建15,000戶

公寓的都更案都有。這些重

劃區大多選在荒廢的軍營或

昔日車站用地。當然也有市

郊住所的新開發案與市區內

為了提高建築密度(qualified 

densification)的新建案。

為 了 發 展 同 時 提 升 教 育 設

施 ， 市 議 會 提 撥 4 0 億 歐 元

的預算，提出「校園建築計

畫攻略」 (School Building 

Program Offensive) ，執行時   

                                                             間從2013年到2030年。

【論壇場次5】打破藩籬的校園與公共開放空間設

計概念，從都市規劃的觀點

—慕尼黑的策略與範例—

Forum Session 5：Campus and Public Open 
Spaces Design Concepts without Borders: from 
the Viewpoint of Urban Planning Strategies and 

Examples in Munich

專刊撰文者/ Eva Prasch  &  Ulrich Rauh

德國慕尼黑市政府都市規劃與建設局公園與遊憩設施部首席工程師

德國慕尼黑市政府都市規劃與建設局前局長(兼總工程師)

官方網站：www.muenchen.de/plan
Email: plantreff@muenche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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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發展、校園建築及公共開放空間之策略指導

方針與規劃目標 
「都市發展」和「校園建築」在都市設立之初就得事先規劃，更重

要的是，公部門的各權責單位之間都應緊密協調與合作。慕尼黑市

政府中，負責以上公共建設的單位包括

•城市規劃與建設局

•教育與體育局（負責教育議題、理念、組織以及教學大樓間的合作）

•建設局（負責管理建築與景觀設計理念以及校園建設案）

各權責單位能清楚分明的規劃是重要關鍵，每個都發的規劃點都要

考量未來市民人數多寡與其建築需求。「校園」更要設立在新住所

的中心點，連結鄰近的公共開放空間，例如步行廣場和公園。規

劃的首要目標就是要這個中心點成為在地文化、社會與生活的集散

處。

值得一提的是，「校園建築」要有多用途的前瞻規劃，讓學生、家

長和鄰里居民在此交會，例如，校園可以是鄰里或區會議聚會和活

動場所、晚間或周末的校園可以是成人教育的教室、更是社團運動

比賽場所。

校園和鄰近的公共開放空間更應同時規劃與設計，這樣一來，兩地

的休閒設施才能互補無間，一處提供運動，另一處提供休憩。

要實踐上述的理想，慕尼黑市政府中的三個權責單位負責人員需頻

繁地開會，討論規劃步驟、交換意見、商討執行的標準和目標並共

同研擬解決方案。值得慶幸的是，這幾年來，這樣密集的合作模式

非常成功。

最後，偕同市民和區議會官員實質參與都市規劃也是重要關鍵，因

為民眾與政要的參與才能體現真正的民主風範、民眾的參與與認同

感。

為了提升市民的創造力和靈感，慕尼黑市政府提出「藝術進駐公

共建築與開放空間」 (Art at Building Projects and at Public Open 

Spaces) 的計畫，隨即被命名為Quivid。就是大多數的建築計劃案，

特別是校園規劃案，會事先舉辦「競圖賽」，不論是德國藝術家或

國際藝術家都可以公開競賽，發表各自為學校或公共開放空間所創

作的藝術作品。藝術作品的預算佔整個計畫預算的1.5％到2％。藝

術作品可以建置在建築內、外牆或校園某處。這些作品無非會成為

該校的地標或代表作，更能激發了學生和使用者對生活空間利用的

靈感。附帶一提，早在1930年，德國已提撥總計畫預算的2％到公共

藝術，追朔當時的用意，是想給藝術家工作機會並讓公有機構有藝

術氛圍。現今，由評委會指派競圖賽評審，而評委會的委員多數是

由委派的藝術家或藝術史專家組成，加上少數的市議員。

■公共開放空間和校園規劃案例
一、「瑟爾西恩和」 (Theresienhöhe) 新住所中「巴德克爾
橋」 (Bahndeckel) 的公共開放空間
設計案地點與鄰近設施：

•前慕尼黑貿易展覽場，位於慕尼黑市中心

•1,400戶公寓和4,500個辦公室工作機會

•附設全天候托兒所的小學

•交通與歷史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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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公尺長50公尺寬的巴德克爾是一座有承載限制的混凝土橋，橋

下有數條鐵道

在新住所中，巴德克爾橋，是一

個大型的開放空間並與一間小學

相鄰，由於橋有載重限制，不能

在橋面規劃有大樹與土壤的公

園。於2010年，市議會決定舉

辦國際競圖設計賽，13組由藝術

家、建築師和景觀設計師組成的

團隊共襄盛舉、參與這樣兼具挑

戰且別具意義的盛事。

由藝術家羅斯瑪麗·特洛柯爾 

(Rosemarie Trockel) 、建築

師凱瑟琳·維納特 (Catherine 

Venar t )  ，以及景觀建築師事

務所Topotek  1所組的隊伍勝

出，為競圖賽的得主。該團隊基本設計理念是「南北景觀縮影」 

(Transporting Landscapes) ，橋上景觀設計是橋下鐵道穿梭南來北

往的縮影，因為德國北部是北海 (the North Sea) ，沙丘林立，所以

巴德克爾橋端的北半段設計了沙丘景觀；而德國南部山脈綿延，所

以巴德克爾橋的南半段就呈現綠色山丘的景觀佈局。民眾可以從勝

出的作品中可以看到這群藝術家們用心賦予這個規劃案與基地極富

藝術的詮釋。

第一名作品原型                              修改後模型

全景照，右邊是可以通到巴德克爾橋  (Bahndeckel)  的小學

這些山丘和其他大型雕塑品是用保麗龍等超輕材料做成的，其表面

是人工草皮，再加上一些活草、橡膠材料和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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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童與居民在此聊天、玩耍的實景

該空間設計了各種有趣的攀爬與遊樂設施

許多人喜歡巴德克爾橋上特殊設計，但也有人抱怨:炎炎夏日，此處

欠缺陰涼處避暑，抑或整體設計太人工化。

二、「艾克曼柏根」 (Ackermannbogen) 新住所之中心廣
場、小型公園與中學設計案
設計案地點與鄰近設施：

•前軍事用地

•2,200 戶新公寓

•600 個辦公室工作機會

•一所中學

•數座小型公園

•A、B、C、D 是中央開放空間或廣場

•C 區的西側是中學

四家建築與景觀事務所組隊參加A、B、C、D中央開放空間的競圖

賽。由柏林的事務所以“Levin – Mosigny Landscape Architects”

作品拔得頭籌並為執行單位。

該校園腹地小，但緊鄰其他開放空間，因此可善用周圍開放空間之

設施。而且，沿著學校還有再往前穿過中央開放空間 (Center open 

space) 就有一條寬敞的自行車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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涼棚底下有悠靜的乘涼休憩區與

戶外棋盤可以交交朋友

中央廣場不僅有地面噴泉供孩童嬉戲，還具多功能用途，可提供場

地讓攤販每周固定於此成立市集擺攤、讓民眾在此辦社區或學校活

動等。

該基地的空拍照

學校建築上方的大型裝置藝術是

馬丁．施密特 (Martin Schmitt) 

的作品《START》，也是Quivid

計劃其中之一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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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刺激的遊樂設施以及訓練體能的健身設施供大眾使用

三、學校前的公共廣場和公共開放空間
以下是諾德海德 (Nordhaide) 新住所中，一座中學校園前的大型裝置

藝術是克蘭茲堡 (Kranzberg) 萊茲與同夥 (Latz + Partners) 景觀建築

事務所設計的作品。

這所學校前面有一個Quivid

計劃案的作品，是由藝術

家觀察站 (the Art is ts’ 

Observatorium) 所創作的

《樹苗圃》 (Baumschule) 

。這個混凝土大型裝置藝

術正是學校的平面設計和

教室牆的框架。

民眾可以約在這裡或坐在

這裡放鬆，也是多功能用

途的廣場，可以舉辦學校

與社區活動或臨時市集。

下圖是體育專業學校，北

慕尼黑高中 (Highschool 

Munich North) 前的大型裝

置藝術作品，埃赫施塔特 

(Eichstätt) ，出自海克.賀

夫曼 (Hackl – Hofmann) 

建築與景觀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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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廣場是民眾聚集之處，也具多功能用途。

廣 場 上 有 一 件 布 朗 諾 . 維 克 

(Bruno Wank) 所創作的《火與

焰》 (Feuer und Flamme) ，也

是Quivid計劃案作品之一。

四、小學校園規劃實例

聖萊昂哈德小學(Primary School 

St .  Leonhard)也是克蘭茲堡 

(Kranzberg) 萊茲與同夥 (Latz + 

Partners) 景觀建築事務所設計

的作品。

交通知識是小學的必備課程，聖萊昂哈德小學的操場兼具有趣且有

挑戰的交通主題遊樂設施。

巴澤耶小學 (Primary School Bazeillestraße) 是達豪 (Dachau) 的樂

斯卡.菲爾農 (Luska Freiraum) 景觀建築事務所設計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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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需要教學園圃來提倡學童從事都市園藝，這就是結合創意工作

椅的園圃。

巴澤耶小學 (Primary School 

Bazeillestraße) 有全天候、多功

能運動場，後方有遮蔽的圍籬，

運動場有訓練平衡和鍛鍊身體的

攀爬設施。

包浩斯小學 (Pr imary  Schoo l  Bauhausp la tz )  是于伯林根 

(Überlingen) 的潘林斯達.山能 (Planstatt – Senner) 景觀建築事務所

設計的作品。學童最喜歡裝有幫浦的操場，因為他們在那可以玩泥

沙、做泥雕，或單純玩泥水沙。下方右圖是戶外教室，晴天時老師

可以做戶外教學。

  

阿努爾福帕克小學 (Primary School Arnulfpark) 是安德烈斯基歇爾 

(Andreas Kicherer)的歐克.蘭斯卡夫 (OK Landschaft) 景觀建築事務

所設計的作品。如果學校校園腹地很小，因應的對策就是將操場跑

道蓋在大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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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us and Public Open Spaces Design 

Concepts without Borders: From the 

Viewpoint of Urban Planning Strategies 

and Examples in Munich

Munich's situation,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Munich is the 3rd largest city in Germany. Greater Munich is the 

most growing and prosperous economic region in Germany with an 

unemployment rate of 3.5 %.

The city population is 1.55 million inhabitants plus 1 million in the 

vicinity.

Further 300.000 citizens are estimated up to 2030.

35 % of the overall population and 56 % of the children up to 18 

years have a migrant background.

There is an enormous lack of affordable housing, as well as, 

potential areas for new settlements and urban developments. It 

is estimated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create a minimum of 10.000 

apartments per year to satisfy the current needs. One of the 

primary goals of the Munich city planning division is to avoid ghetto-

development, when new quarters are developed. That means, a 

minimum of 40 – 50 % of all new apartments, even in attractive or 

rich neighborhoods, has to be developed for and rented to citizens 

with low income. This is called the “Munich mixture”.

In this context, Munich gave itself a general strategy by the paper 

“Perspective Munich”.

It was established in 1998 and has been updated several times until 

now.

This strategy gives guidelines for urban development issues, such 

as business, cityscape, social aspects, education, health and 

ecology. Futhermore it works with lead projects, action concepts 

and practice-orientated programs.

Published by:

City of Munich

Team Leader Freiham, Planning 
Division Parks and Recreation, 
Construction Department at the 
City of Munich, Germany 

Feature article by  Eva Prasch  &  Ulrich Rauh

Former Head, Department 
of Urban Planning and 
Bu i l d i ng  Regu la t i on , 
Munich, Ge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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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Urban Planning and 

Building Regulation

www.muenchen.de/plan 

email: plantreff@muenchen.de

Within the next 15 years more than 50 urban development projects 

will be realized - for 500 up to 15.000 apartments per site. This will 

be mostly put into practice by converting areas like former military 

or railway facilities as well as new settlements in the outskirts as 

with “qualified densification” of existing quarters.

At the same time the City council voted for a “school building 

program offensive” with a budget of 4 billion Euros from 2013 

to 2030 to develop and improve the growing needs for education 

facilities.

Strategic guidelines and planning goals
 – Urban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buildings / campus and 

public open spaces -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urban development has to include 

education facilities. Therefore a close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relevant competent authorities is indispensable – in 

Munich these authorities are:

•Department of Urban Planning and Building Regulation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Sport (responsible for all 

education issues/concepts/organisation and operation of all 

education buildings)

•Department of Construction (responsible and project manager 

for all architecture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 concepts and 

design)

Well-organized planning processes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at 

that for every single urban development site that the number and 

types of school buildings correspond with the number of future 

residents. Additionally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ensure that 

those school buildings are located in the heart of a settlement and 

have connection and access to the neighbored public open spaces 

like a traffic-free square or a public district park. As a main goal 

these components should create a crystallization point for cultural 

and social life in both, new and existing quarters.

As a consequence school buildings have to be planned for 

multifunctional use beyond school business. The buildings sh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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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 infrastructure for activities outside school hours such as 

adult education, neighborhood-activities or for the district council, 

for sport activities in the evenings or the weekends.

Hence those campus and spaces that are open for public should be 

planned and designed together at the same time. This is the only 

way to coordinate and unify the bigger use of those facilitys as a 

profit for students and the whole neighborhood at the same time

To realize these overlapping goals, the responsible parties of 

the three departments have to meet frequently throughout all 

planning steps. All three responsible authorities have to frequently 

interchange information, discuss standards and goals and decide 

solutions in cooperation. Fortunately that works very well for many 

years here in Munich.

Lastly it has to be mentioned how important it is that both, residents 

and district officials participate extensively during the whole 

planning process to produce active democracy, engagement and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projects.

To promote creativity and inspiration concerning this matter the 

City of Munich created a program for “Art at building projects and 

at public open spaces” - shortly named “Quivid”. This allows 

for almost every building project, especially at all school projects, 

an art competition among german as well as international artists to 

create an individual work for e. g. the school or the relevant public 

open space. The budget for the art project amounts about 1.5 – 

2 % (average) of the whole project-budget with an upper limit of 

500.000 Euro. So far Munich experienced that such an artwork 

gives more identity to the school/campus and creates inspiration for 

the students and users.

This kind of art program with 2% of the whole project-budget 

existed already in Germany in the 1930s to give artists a possibility 

to work and to grow, as well as to create art at public locations. 

Nowadays in Munich a commission judges the art competitions. 

The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of this commission are delegated 

artists or experts for art history. City council members are only a 

minority in this committee.

Examples of public open space and campus projects
New settlement “Theresienhöhe” with the public open space 

“Bahndeckel”

Location:

•former Munich trade fair site

•in the heart of the city

•1.400 apartments, 4.500 office jobs

•primary school with all day care

•museum for traffic-history

•“Bahndeckel”means a concrete bridge over several railway 

tra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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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m long, 50 m wide

•the bridge has limited load 

capacities

The “Bahndeckel” is a large 

open space only neighbored 

to the primary school in the 

urban development. As it was 

impossible at this location to 

create a convent ional  park 

wi th  b ig  t rees because the 

concreted bridge does not allow 

sufficient amount of soil the city 

counci l  decided to organize 

an extraordinary international design competition with 13 teams 

of artists, architects and landscape architects. This project was a 

very challenging and technically very ambitious project beginning 

with organizing the competition to the point of its solemnly opening 

ceremony in 2010.

The first prize of the competition won the team of:

Rosemarie Trockel (artist), Catherine Venart (architect) and 

Topotek 1 (landscape architects), Berlin

The basic idea here was “Transporting Landscapes” because 

the new landscape on the bridge will be like on tracks underneath.

 Inspired by the “North Sea” with its dunes in the north of 

Germany a kind of dunes can now be found at the north side of the 

“Bahndeckel”. At the southside one can see “green hills” in 

dependence on the Mountains of the Alps located in the very south 

of Germany. In summary this park became a very arty interpretation 

of the task and site.

1st prize model                               Reworked and realized model 

The hills and all the other volume of the big sculpture were made 

with super lightweight materials like styrofoam which is a glass 

foam material. The surfaces is a mix of artificial turf, some real 

grass patches, rubber material and s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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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rial view. Right on the picture the primary school

This place became a very popular spot in Munich where people 

meet and talk and the children love all the different and interesting 

infrastructure for climbing and playing.

The project was quickly accepted and became very popular beyond 

the borders of its quarter. Still there are some complain–e. g. too 

hot in summer as a lack of shadow or generally too artificial.

New settlement “Ackermannbogen” with a center square, small 

pocket parks and a secondary school

Location:

•former military ground

•2.200 new apartments, 600 office jobs

•secondary school

•several small pocket parks

•A, B, C and D are central open spaces / squares

•West of C is the second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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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was a competition for the concept/design of central open 

spaces (A, B, C, D) between 4 landscape architectural offices.

Aerial view of the urban development “Ackermannbogen”

The first prize and the contract 

award won “Levin – Monsigny 

Landschaftsarchitekten”, Berlin

As the school has a very small 

own campus, it was situated 

along the open spaces and 

therefore it can very easily use 

the public facilities. Along the school and then continuing through 

the central open spaces is a wide bicycle way passing by.

The big sculpture on top of the 

schools building is an Quivid 

art project, designed by Martin 

Schmitt “Start”

The Central square with fountain is an informal playground for 

children, but also usable multifunctionally for a weekly market or for 

events of the neighborhood or school

A quiet relaxing corner under a 

pergola and open air ch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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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ing playgrounds and fitness equipment usable for 

everybody

Public squares / public open space in front of schools

Highschool in the new settlement „Nordhaide“, Concept/Design by 

Landscape  Architects „ Latz + Partners“, Kranzberg

In front is a Quivid Art project by the Artists Observatorium, called„ 

Baumschule“ (tree nursery).

Highschool Munich North, a 

special school for sport, Concept/

Design by „Hackl - Hofmann 

L a n d s c h a f t s a r c h i t e k t e n “ , 

Eichstätt

On the square is an artwork

Title „Feuer und Flamme“

by Bruno Wank

Here the square is a meeting or relaxing point, but it is also usable 

multifunctionally for neighborhood or school events or for temporary 

markets

Primary schools – Campus planning program examples

Primary school St. Leonhard, Concept / Design by „Latz + Partners 

Landschaftsarchitekten“, Kranzberg

In primary schools in Germany a traffic parcours for learning how to 

use bicycles in traffic is standards well as playground faciliti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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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llowing examples a pavilion provides 

a playground area.

P r imary  schoo l  „Baze i l l es t raße“, 

Concept / Design by „Luska Freiraum - 

Landschaftsarchitekten“, Dachau

A teaching garden is often wanted and as it 

promotes the children for urban gardening 

in this case in combination with creative 

seating objects. 

Primary school „Bauhausplatz“, 

Concept / Design by „Planstatt – 

Senner Landschaftsarchitektur 

und Umweltplanung“, Überlingen

A playground with a water pump is what children like the most to 

play with. Wet sand for constructing sculptures or just to manipulate 

sinking water attracts younger kinds very much. The photo on the 

right side shows an outdoor classroom, which the teachers can use 

at good weather conditions as alternative for indoor teaching.

Primary school „Arnulfpark“, Concept 

/ Design by „OK Landschaft - Andreas 

Kicherer, Landschaftsarchitektur“

In case there is a small school campus a 

running track integrated in the building and 

at the same time also school yard can be a 

possibility to “save”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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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與場域精神的美感教育

漢堡市政府中的「校園發展規劃部」的職責是協助規劃並維護本市

330所中小學，18萬名學子的校園教育空間。我們的核心工作得考量

本市七個行政區域內目前與未來學生數量的多寡，並依據學童年齡

層及各校教育目標擬定不同的空間需求。漢堡市目前的人口持續成

長，這也意味，新興的住宅區不斷增加，相對也要有新的學校，因

此我們目前在修正2012至2027年新學校興建案與舊校翻修計畫，預

計挹注40億歐元的預算。

我在這部門的主要任務是協助本市兩區:阿通納 (Altona) 和愛斯布圖

勒 (Eimsbuttel) 的校園需求規劃，這兩區有大約120 所學校和4.5萬

名學生。因為我同時是受過高等教育的教師，所以我主要工作是以

區域模式規劃來制定漢堡市學校空間的需求，並完成後續工作。

該計畫的依據基礎是我們的部門在2012年所提出且逐年調整的「學

校發展計畫」，我們先為每所學校擬定出需求的圖騰模組，再委託

漢堡校園建設部來執行技術上的層面。

2012年，我們會同每所學校相關行政部門與同仁，密切合作研擬

「學校發展計畫」。倘若是大型的建築計畫案，我們會會同學生、

家長及當地機構來參與。所以我們結合各式的教育方法以及不同的

建築概念，現在已經發展出非常多樣的校園景觀。我們計畫的理論

基礎是根據義大利教育家馬拉古茲 (Malaguzzi) 名言：「校園空間是

學生的第三位老師。」（首位老師是同儕，居次的是學校老師）

依照這個理論基礎，校園建築的意義遠超過其單純的功能。早在建

築師實際開始規畫前，學校與其周遭的社區居民就開始參與，這稱

為「籌備階段」，在這階段，我們會討論學校教育發展理念，先不

涉及空間規劃議題。之後，我們會解決如何將理念實踐於建築上。

所以我們會探討以下問題:

■每間教室的功用為何？

■每班每年應有獨立教室，還是要共同使用某個空間？

■哪個方案比較有利？

■學校是否想強調某些特色？

■教學團隊是如何組成的？

■老師們會有教師休息與研究大辦公室還是有團隊備課辦公室？

■教師辦公室會是集中在單一的空間裡，或是會有許多的小組辦

公室？

■學校有特殊醫療需求嗎?

這些僅是部分問題，經過一段時間後，我們會進一步思考更多延伸

性的問題。籌備階段會依照學校的大小與規模不同，大約需要兩個

【論壇場次6】新住民與場域精神的美感教育

Forum Session 6：Aesthetic Education and 
Space Spirit for New Immigrants

專刊撰文者/ Klaus Grab

德國漢堡市教育局學校發展與選址規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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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到一年的不等的準備時間。

第二階段，我們會與委託的建築師們共同進行建築規劃及落實。在

這個階段，重要議題包含所需的設施配備、各個教學空間與樓層的

設計。所以我們會探討以下問題:

■校園可以規劃休息與靜思的空間呢？

■校園可以規劃個人讀書室和團體討論室嗎？

■校園的走廊與角落的空間可規劃什麼嗎？

重點解決問題包含是否需要規劃藝術、音樂、科學等專科教室還是

可以與一般教室結合等大方向。這些大方向底定後，再決定設備、

色彩配置。在這方面，只要不超過預算，學校都很大的主導權。

德國從幾年前開始在全國學校推行上全天課，這大大地影響校園設

計，因為我們在規劃校園建築時，不僅考量教室內需要有舒適、愉

快的學習空間與中午用餐空間，還要考量能否讓老師能帶遊戲、做

活動等需求。

戶外空間設計更要考量以下因素：

是否有符合各年齡層的運動或休憩設施？需不需要建置菜園還

是只要有草地就好？每個學校所需不同，所以學子的年齡就是

重要考量；幼兒的運動量大，需要的活動空間相對較大，青少

年則需要比較多休息與靜思的空間。

就這點，我就舉幾個目前正在規劃的學校為例：

一、中阿通納市立學校

這是一所新學校，包含中學（五至十年級，10~15歲）及高中（十一

至十三年及，16~18歲）共1200位學生。校園所在地原本是火車

站，現在遷移了。因為周圍是新興的住宅區，校園腹地不大，學校

能使用的公共空間有限。有鑑於此，我們計畫建一座公園，學校與

鄰近社區可以共享。學校附近還有保存之前火車站中央大廳遺留下

來的金屬設施，轉化為各式休閒活動空間，所以也是學校可以使用

的戶外空間。我們將整個公園包括學校會使用到的區域規畫設計成

競圖比賽，讓未來的居民及學校共同競賽，這樣比較能考慮到不同

年齡層的需求。

中阿通納市立學校平面圖 中阿通納市立學校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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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阿通納市立學校模擬圖         中阿通納市立學校民眾參與

二、索爾兄妹市立學校

這所學校是我們拆除舊建築，在既有的校區新建的學校。這所學校

有獨特的越野滑雪設施，由於漢堡很少下雪，我們將它規劃成滑輪

溜冰場，可以開課使用。供選手訓練。另外，我們也規劃了其他可

能的區域，例如活動與遊戲區域，特別是規畫藝術教育區，可以在

戶外空間製作與展示雕塑品。

新校舍規畫平面圖

三、史丹史安 (Sternschanze) 小學
這所小學（一至四年級，6~9 歲）位於市中心的住宅區，建築本身

已有超過一百年歷史。為了讓學校與大自然的關係更活絡，校方決

議剷除學校操場。就在幾天前，學生在專業人員的協助之下，重整

操場，種了一大片草木，明年春天才能看到成果。

史丹史安平面圖                             史丹史安活動參與

四、瑞森 (Rissen) 市立學校

瑞森市立學校於五年前興建，位於漢堡市郊區，靠近農業生產區。

學校提供不同的課程，幫助學生日後職業發展。我舉這個學校為例

是要說明這學校將果園與農田納入校區，這是校園開放空間的創新

設計手法，這項設計讓學生學習實際採收、加工、市場銷售水果、

果汁、蜂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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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 article by Klaus Grab
School Network and Location Planning,

Senate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Hamburg, Germany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Space Spirit 

for New Immigrants

The department for school development planning is responsible for 

the spatial supply of pupils / students in Hamburg. About 180,000 

children and teenagers in about 330 schools are maintained. 

Central questions of our work depend on this, on the one hand the 

question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and future number of pupils and 

students in the seven districts of Hamburg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definition of space and space requirements for the different 

school offers by the age of the children and the targeted education. 

Hamburg is currently a growing town, which means that new 

residential quarters emerge, requiring even new schools. Currently 

we edit a new construction and renovation program that includes 

approximately €4 billion on capital costs by 2012-2027. 

My main task in this area is the demand planning for two Hamburg 

districts (Altona and Eimsbüttel) with approximately 120 schools 

and about 45,000 pupils. Since I am an educated teacher, it is also 

my task to define the space requirements for the Hamburg schools 

in the form of a pattern area program and to develop them further.

Basis of the planning is a ‘School-development- plan’, created 

by our departement in the year 2012 and regularly adapted. On 

this basis, using a pattern surface program defines the extensions 

required for each school and commissioned at an institution (School 

Construction Hamburg), which then is responsible for the technical 

realization. 

The planning of each school in close cooperation with the school 

administration and staff held on 2012. Large building projects also 

the pupils, parents and other institutions in the urban district are 

involved in planning. So it is now developing a very differentiated 

school landscape, which combines different pedagogical 

approaches with different architectural ideas. Theoretical 

background is a sentence of the Italian teacher Malaguzzi ' the 

room is the third educator’. (The first are the other Children, the 

second is the teacher.)

With that in mind, significance to the design of school buildings 

goes far beyond the pure functionality.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school community starts before the actual planning of the archit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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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refore called 'Phase 0'. Here, ideas for the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school are discussed without already consider 

the question related to spatial representation. After this we try to 

answer the question: How to transform the educational ideas in 

architecture?

■ What is taking place in the different rooms?  

■ Each class has their own room or should all classes of a year 

share the entire zone together? 

■ What features can be useful?  

■ There is particular emphasis in the school offer? 

■ How is the teacher team organized? 

■ Are the teachers assigned to certain sections of the school? 

■ Is there a central teachers' room or several team offices?  

■ Requires the school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inclusive offers 

therapeutic promotions?

This is only a part of the questions and concepts that require further 

differentiations for specific questions evolve over time. 

You need depending on the size of the school and scope of section 

between two months and one year for this preparatory process.  

Then,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in buildings is carried out together 

with the appointed architects. At this stage, issues of equipment 

and design individual rooms and floors now increasingly play a 

greater role.  

■ What peace and withdrawal options can be offered? 

■ There are different ways for work individual or with small 

groups? 

■ Can corridors and niches be used?

In primary, the question whether special subject rooms for art, 

music and science are needed or whether here these offers be 

integrated into the General teaching rooms and these can be 

planned so that larger arises.  

Depending on further progress these considerations, ideas are 

more important to the furniture, the colour scheme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rooms. Here, the school has largely free hand - as far 

as the budget allows this.

Since a few years we offer nationwide all-day schools in Germany, 

so it is just this aspect of crucial importance. There we look not 

only to the premises for lunch, but also to aspects of a pleasant 

atmosphere that focuses not only on learning, but also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ossibilities of free and organized game and integrated 

into the planning of the building.

The design of outdoor space then gets an outstanding importance 

in these considerations. 

Required are age-appropriate exercise and sport surfaces just to 

relax, possibly a school garden is desired or just a lawn. On these 

issues, the wishes and plans of the schools are very different. 

Mostly the age of the target group is here the central aspect.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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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younger children the more physical activity is in the foreground, 

while for  the young people it is then more rest and retreat.

For this purpose, I describe some examples that are currently 

planned in major school construction projects:

I.District School Centre Altona 
Here arises a new school with the secondary I (grade level 5-10) 

and II (grade 11-13) for approximately 1,200 students. Previously 

this area was part of a train station, which is now moved. This 

school is created in a new residential area and is realized on 

a relatively small area. Therefore, there are very little exterior 

surfaces, which can be used only by the school. For this reason, it 

is now intended that school and district share the Park to be built. In 

the direct vicinity of the school as a reference to the current usage 

- the metal parts of the concourses are preserved and prepared 

for various leisure activities, during the day are the school as open 

space available. The entire Park including school use has been 

developed within the context of competition with the future residents 

of the district and the school, so that different interests and needs 

of all ages were considered. 

Centre Altona Floor plan Centre Altona Simulation chart

II.District School Geschwister-Scholl
At this school a new school built is planned on the existing 

school area and after this, we will demolish the old building. This 

school has a special range of sports: cross-country skiing. Since 

it rarely snows in Hamburg, a course is planned on the site, 

Centre Altona Simulation chart Centre Altona Public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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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s training, with roller skis; In addition, but also various 

other possibilities of moving and playing to be implemented and in 

particular for teaching art, surfaces were planned, including to make 

and present  sculptures in the open air. 

III.Primary school Sternschanze
This school (grade 1-4) is offering primary school for a very urban 

residential area. The school building itself is over 100 years old. 

Here to improve the relationship to nature, the school decided, that 

the l the school yard will be completely remode. A few days ago, the 

students have started to replant large parts of the yard itself - under 

professional instruction. Of course it is not possible to present the 

first successes before next spring.  

New school building plan

Sternschanze Floor plan                  Sternschanze Activity participation

IV.District School Rissen
The district school Rissen was newly established five years ago. 

It is located on the outskirts of Hamburg in an area where the city 

goes into agricultural areas. The school has many different offers to 

assist young people in career guidance. An example, that I would 

like to show as a different approach of open space design, is here 

the design of an agricultural land as part of school, from which even 

a internal 'start UP' - project has developed in which the students 

different Harvest, manufacture, and market products of fruits over 

juices up to h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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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 (三) 

 08:30-09:00
開幕式報到

場地：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國際展演館

 09:00-09:40 【開幕儀式】舉行開幕儀式及現場導覽
場地：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國際展演館

 09:30-10:00 論壇報到
場地：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衡道堂小禮堂

 10:00-10:10
論壇休息準備時間

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衡道堂小禮堂

 10:10-10:45

【專題演講】 見樹見林的當代美感教育

Keynote Speech：The Forest and the Trees: 
Contemporary Aesthetic Education

主持人：顏名宏教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設
                計與營運學系／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主持人）

主講人：曾成德教授（國立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講座教授
                兼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Q & A

 10:45-11:05 茶敘

 11:05-12:00

【論壇場次1】
區域政策下的美感教育：亞太與臺灣的美感教育現況

Forum Session 1：Aesthetic Education under District Policies: 
Aesthetic Education in Asian Pacific Region and Taiwan

主持人：吳銜容教授（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創意商品設計系
                主任／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協同主持人）

主講人：洪詠善教授（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
                心副研究員兼中心主任）

Q & A

 12:20-13:30 中午休息時間

 13:30-14:25

【論壇場次2】
學校場域中的環境美學

Forum Session 2：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on Campus

主持人：黃明威建築師（擊壤設計 黃明威建築師事務所
               ／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協同主持人）

主講人：陳永興建築師（水牛建築師事務所）

Q & A

 15:25-15:45 茶敘

 15:45-16:00

【論壇場次3】105年度績優學校案例分享

Forum Session 3：Case Presentation-2016 Outstanding 
Campus Aesthetic Education Projects in Taiwan

主持人：陳俊德博士(比利時魯汶大學建築博士／獨力研
                究／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協同主持人)

主講人：
1. 案例分享：卓子文老師（宜蘭縣復興國民中學）

                           彭鈞義建築師（彭鈞義建築師團隊）

2. 案例分享：王彥嵓校長（高雄市彌陀國民小學）

Q & A

16:00-16:30 綜合座談
全體主講人與計畫主持人

一、臺中場論壇議程 Agenda in Taichung

臺中場論壇
Taichung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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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 Moderator 

顏名宏教授 Prof. Ming-Hung Yen

現職Present post /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副教授
教育部105-107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規劃輔導團隊計畫主持人
經歷Experience /
教育部103-105年度整合型視覺形式美感教育實驗計畫中區大學基地計畫主
持人
教育部美感教育中長程（第一期103年-107年）81子計畫總成果展策展人
學歷Education /
德國國立紐倫堡藝術學院藝術與開放空間系所Meisterschüler最高文憑畢業
（同博士）
國立紐倫堡藝術學院藝術與開放空間系所DIPLOM碩士

  4 /11 (三)【專題演講】

見樹見林的當代美感教育
Keynote Speech: The Forest and the Trees: Contemporary 
Aesthetic Education

二、臺中場議題簡介
       Introduction of Keynote Speech and Forum

主講人 / Speaker

曾成德教授

現職Present post /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國立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講座教授
經歷Experience /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副院長
東海大學創意設計暨藝術學院院長
東海大學建築學系系主任
學歷Education /
哈佛大學設計學院建築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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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 / Speaker

洪詠善教授

現職Present post /
國家教育研究院 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兼中心主任
亞太地區美感教育研究室計畫主持人
經歷Experience / 
國小候用校長 (新北市) 
教育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中央輔導群輔導員
教育部課程與教學輔導團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中央輔導群委員
美國華盛頓大學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訪問學者
學歷Education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博士
國立臺北師範學院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士

  4 /11 (三)【論壇場次1】

區域政策下的美感教育：
亞太與臺灣的美感教育現況
Forum Session 1: Aesthetic Education under District Policies: 
Aesthetic Education in Asian Pacific Region and Taiwan

主持人 / Moderator 

吳銜容教授 Prof. Hsien-Jung Wu

現職Present post /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創意商品設計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經歷Experience /
亞洲大學資訊多媒體應用學系、創意商品設計系副教授
明道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系主任 
東海大學工業設計學系所主任 
學歷Education /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工業工程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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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政策下的美感教育：亞太與臺灣的美感
教育現況

洪詠善教授

從區域政策視角看美感教育，當置於教育改革脈絡下討論。

近年亞太地區主要國家地區，如日本、韓國、中國大陸、香

港、新加坡、澳洲、紐西蘭等紛紛投入中小學課程及教學的

改革以及進行國家層級課程綱要研修工作，除教育改革的相

關政策外，文化政策資源的投入可說是構成亞太地區美感教

育的深度學習與生活實踐的雙螺旋並進之關係，皆以培育全

人適性發展，並且為更美好的生活與迎接未來的挑戰為目標

而努力。

美感教育儘管在亞太地區各國國家課程中定位不一，然而有

其共同的實踐方向與關注重點，包含深化課程教學、深展文

化行動、深入日常生活。首先，從亞太地區主要國家從國小

到高中在正式課程的課程目標與學習經驗之規劃可以發現主

要以藝術教育為核心，漸進地以跨域統整的美感學習經驗，

深化有感的「學習」，然而各國存在課程學習時數序階規

劃、教學方法與學習資源等差異。為能夠建立分析架構，隨

著國教院進行課綱研修工作，並且從亞太地區主要國家的相

關政策下，研究室探究並且提出美感教育的界定與圖像，從

全人教育理念提供人與自己、人與群體、人與環境生態的關

係架構，作為分析美感教育的意涵與實踐取徑；同時蒐羅研

析國內外經驗，並且進行課程實驗，以引導、支持、協力共

創美感教育之研究與實踐。

　　

其次，在深展文化行動方面，以社會參與取向促進包容的社

會與文化多樣性。尤其亞太地區的多元文化社會面貌，多元

摘要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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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係美感教育資源，促進了轉化社會的關鍵力量，美感提

升對於現象的覺知與敏感，教育不獨立於社會，而是參與社

會，美感非僅獨善其身，而是強調具備公民意識，個體透過

社群認同參與和連結，追求和諧與同理差異，共同創造美與

實踐美。此外，由於科技與新媒體的進展帶來生活與學習模

式改變，例如人人時時可直播 (Broadcasting Jacky) 、聲音

與視覺的接收與重組創作 (Remix) ，人人皆可為創作與傳播

者，因此，「美感」不只是被動感知，而是主動的意義詮釋

者與的創發者。值此之際，OECD (2016) 提出全球素養：

融合世界的教育架構，指向2030的教育方向，美感經驗建

立學習者與他人、社會、環境、全球的關聯，如強調地方感

(sense of place) 的覺察與連結，如跨世代共生共學等。

再者，深入日常生活層面，美感使人超越工具性的存在成為

完整的人，肯定人人實現自由、美善、健康與幸福的生活。

例如食衣住行育樂的日常，到慶典儀式的豐富，人們創造慶

典，慶典豐厚人們的精神生活，以及創造的遊興。彰顯獨特

的生活美學精神，回到日常生活，美感教育不是孤立存在，

而是一種生活信念、習慣與態度。本文也會舉出亞太地區若

干案例說明回到日常，人們如何好好生活、發揮自在遊興，

珍視文化永續、與環境生態共生的生活美學。

最後，從亞太地區與台灣美感教育現況與趨勢，歸結若干美

感教育政策建議，包含聚焦基礎與長期推展，共學共創與文

化行動，最後是跨域協力與活出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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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 / Speaker

陳永興建築師

現職Present post /
水牛建築師事務所主持人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經歷Experience /
中華民國第十三屆傑出建築師獎
空間母語建築獎首獎
學歷Education /
東海大學建築系

  4 /11 (三)【論壇場次2】

學校場域中的環境美學
Forum Session 2: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on Campus

主持人 / Moderator

黃明威建築師 Architect Ming-Wei Huang

現職Present post /
黃明威建築師事務所 主持建築師
經歷Experience /
東海大學建築系所兼任專家副教授
成功大學建築系所兼任助理教授
學歷Education /
美國哈佛大學建築碩士
中華民國都市設計學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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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921的新校園實踐

陳永興建築師

1.九二一地震後的新校園運動是一個校園建築空間的革命性里

程碑，臺灣校園建築空間有非常開創性的突破，其主要精神

是回歸使用者中心，崇尚新教育精神及地域特色的安全、友

善、自由的校園環境。但九二一時代，因地震後重建的急迫

性，快速成形的新校園空間設計雖有創新精神，卻也發現教

育現場與新校園空間使用上、需求上的落差狀況。

2.校園建築在耐震安全要求提高後，全國性的總檢討，陸續

地在老舊校舍的重建及補強工作上，延續了新校園運動的精

神，在各地也展開了第二波、第三波的新校園改造設計，但

因校園改造計畫回歸採購法及行政常軌，反而創新的精神也

局部受法令經費上及地區校園需求的制約，在空間開創性上

略受限制。

3.數量龐大的校園空間改造需求，面臨經費限制及少子化的現

象衝擊，同時推動了大型校舍的改造及微型空間的改造（如

永續校園計畫、校園圖書館優質化、友善廁所改造計畫…

等），在微型校園空間改造上的設計策略及效應評估。

4.實驗教育法通過後，體制外的實驗教育機構也鬆綁了，新一

波的公私部門實驗教育機構也逐步展開，由新竹市政府推動

的公辦公營華德福實驗學校，創設了整套由師培到全新設校

的華德福新校園計畫，可作為一個典範。

前瞻計畫中，已推進到新校園運動5.0版的新局，建築空間與

教育實踐如何展開更深刻的對話，與時俱進的譜出校園空間的新願

景，也向下延伸到新精神的幼兒園空間改造。全方位立體化的校園

環境新局，值得期待。

摘要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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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 / Speaker

彭鈞義建築師

現職Present post /
彭鈞義建築師事務所 主持建築師
中華民國開業建築師
經歷Experience /
蘭陽技術學院建築系 兼任講師
田中央工作群 + 黃聲遠建築師事務所  專案建築師
學歷Education /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所 碩士

  4 /11 (三)【論壇場次3】

105年度績優學校案例分享
Forum Session 3: Case Presentation-2016 Outstanding 
Campus Aesthetic Education Projects in Taiwan

主講人 / Speaker

卓子文老師

現職Present post /
宜蘭縣立復興國民中學表演藝術專任教師
教育部教學正常化視導委員
教育部國中學生學習成就評量本位及實作程序研究發展
計畫藝文領域（表演藝術）諮詢委員
經歷Experience /
臺中市立文華高中舞蹈班專任老師
高雄市立左營高中舞蹈班專任老師
學歷Education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畢業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系畢業

主持人 / Moderator 

陳俊德博士 Dr. Jiun-De Chen

現職Present post /
獨力研究者
經歷Experience /
逢甲大學建築系兼任助理教授
學歷Education /
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建築博士



87

復興好美力．令人感動的開始…
「星光實驗劇場」再造計畫

卓子文老師

彭鈞義建築師

宜蘭縣立復興國民中學是一所教學正常化的市區學校，著重

五育均衡發展，致力於表演藝術教育的推廣。

二十年來，一個每天經過的廁所、一個閒置許久的場域，因

為美感環境再造計畫，讓我們看見了希望、燃起了夢想…因

此，廢棄廁所開始被賦予新的生命：「星光實驗劇場」。期

望透過減法美學的概念，「活化閒置空間」以涵養學生美感

素養能力，提高學習興趣，增強學習效果。一本初衷的心，

「星光實驗劇場」不僅讓復中孩子們擁有更完善的賞析與表

演空間，更讓校內戲劇及舞蹈專業團隊多了一個排練場所。

這就是我們設法為孩子創造的「孵夢基地」，期望讓復興國

中環境資源與表演力量「動」起來，更期待未來這裡將成為

復興學子表演藝術「創意展現」的旗艦基地。

摘要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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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味小搖滾─彌陀漁村美感新印記

王彥 校長

創校百年以上的彌陀國小，傍著民風純樸的濱海小城，盛行

養殖虱目魚業、農作種植與螺絲工業等，佐以彌陀區即是台

灣皮影戲藝術文化發源地，無華的鄉間瀰漫著濃厚的文化氣

息，造就這所社區中心學校擁有優雅質感的基因。

這幾年不斷翻攪的校園美感再造計畫，我們以皮影戲文化的

核心概念：「光」為探索的重點，將「光影」、「文化傳

承」、「藝文素養」等數個概念作層次分明的規劃，我們發

展了一套以海洋文化為主體的多元文化場域課程，提升孩子

的文化素養與藝術表現能力，逐年將媒材、色彩、自然物、

遊戲場等造形元素交互進行下，開展了兒童遊戲與自然環境

的趣味關係，培養更具敏銳文化察覺能力的藝術素養，成功

的將社區營造精神的介入與海洋故事的搭接，鼓勵孩子自發

關注濱海生活的種種問題，進而投入藝術行動，在「與海共

好」的氛圍下營造美感情境，共同為本計畫的終極目標：

「美麗海洋幸福感」而努力。

主講人 / Speaker

王彥 校長

現職Present post /
高雄市彌陀區彌陀國小校長
高雄市兒童美術教育學會理事長
經歷Experience /
教育部精進教學計畫諮詢委員
教育部推動美感教育諮詢委員
教育部中央輔導團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諮詢委員
高雄市性別平等議題輔導團召集人
學歷Education /
新竹教育大學美勞教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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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校園美感環境教育論壇【臺北場】

論壇地點：誠品生活松菸店地下2樓誠品表演廳

論壇地址：台北市信義區菸廠路88號

論壇日期：3月12日 (一) 與3月13日 (二)

捷運 -【捷運板南線】市政府捷運站1號出口，步行約400公尺。
公車 -【聯合報站 (忠孝東路四段) 】：路線212、232、240、263、270、

299、919、1800、1815、忠孝新幹線。【捷運國父紀念館站 (光復南
路) 】：路線204、254、266、282、288

國際校園美感環境教育論壇【臺中場】

高鐵-【高鐵台中站】：轉乘公車： 33、82、101、102、125、166路公車。
臺鐵-【台鐵台中站】：由台中火車站 (後站) ，步行約12分鐘抵達台中文化創

意產業園區。
公車-【臺中酒廠站】：路線33、60、82、89、101、102、105、125、

166、281、281副路公車，步行約2分鐘抵達園區。【第三市場站】：
路線7、9、12、18、20、35、41、52、58、58副、65、73、100、
100副、107、108、131、132、158、200、284、285、700路公車，
步行約5分鐘抵達園區。

論壇地點：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衡道堂小禮堂

論壇地址：臺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362號

論壇日期：4月11日 (三) 

交通資訊
Traffic Information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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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創意商品設計系

教育部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專案辦公室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日本

擊壤設計 / 黃明威建築師事務所 與木製研 宇森設計

主協辦單位列表
The Organizer and Co-organizer拾

指導單位 ｜ 教育部

主辦單位 ｜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專案辦公室

合辦單位 ｜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協辦單位 ｜ 日本日比野設計 幼兒の城 

策畫團隊 ｜ 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專案辦公室

                    擊壤設計 / 黃明威建築師事務所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創意商品設計系吳銜容系主任團隊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英語學系賴政吉助理教授 ︵譯者 ︶

                    與木製研

                    宇森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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