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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校園環境營造應以教育制度、政策及教育理念為基準，師生學習需求為中心，能

讓教師發揮教學效能為重點，能提供最佳管理與服務為前提，並配合自然與人文環境，

創造一個具有吸引力的學習空間，讓每位孩子的潛能獲得最大的發展，讓整個校園都

是學生學習的場域，教室、生態池，學生才是校園的主角（柯孟雲、王仁俊，2018）。

日本重視生活安全、交通安全、災害安全等校園安全環境的建立，具體推動諸多校園

安全措施，包含將校園安全列入教育學程學習內容、完善校園安全師資一貫化之培訓

體制、確保學生交通安全之學校區域、配置校園律師等（駐大阪辦事處派駐人員，2019a，

2019b；駐日本代表處教育組，2019）。英美近年來的校園環境政策主要著力於打造優

質的學習環境及校園建築物的擴建與翻新；校園環境營造政策陸續推動興建未來學校

計畫（building schools for the future，BSF）、優先校園建築計畫（priority school building 

programme，PSBP）、合格學校建築契約計畫（qualified school construction bonds，QSCB）

等，以及發布了一系列有關於中小學校園設計的指導方針及重視學校辦學績效（黃志

豪，2016；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2017a，2017b，2019a；駐舊金山辦事處教育組，

2018a，2018b）。在我國教育部提出的 108 年度施政計畫中，「營造安全永續的友善校

園」是年度施政目標之一，其中「營造永續發展的學習環境」是重要策略，包括：持

續推動公立中小學校舍耐震補強及校園老舊校舍整建工程；協助地方政府及學校辦理

永續校園，促進環境及防災教育之推廣與創新；推動校園社區化改造計畫，善用校園

空間並分享學校公共資源等（教育部，2019）。本文蒐集及整理近年來日本、英國及

美國有關營造校園安全環境之文獻資料及國際教育訊息，以供國內參考。 

貳、營造校園安全環境之發展趨勢 

一、校園安全列為教育學程之必修課程，培養教師所需校安知能 

  日本規劃自 2019 年度起，將校園安全列為教育學程之必修課程；鑒於校園內發

生事件或意外事故，以及東日本大地震的教訓，校園安全列為必修課程的目的在培養

該學程學生日後成為教師時所需的危機管理與事件發生後的適當因應措施。主要施教

對象為 2019 年 4 月後入學之大學生。根據 2015 年文部科學省（教育科學部）調查，

僅有半數大學將校園安全列入教育學程學習內容。學生在成為教師後，始由日本都道



府縣政府所舉辦之研修中研習校園安全相關知識。然而，由於大學及地方所教授內容

之差異，學習內容有重複、缺漏等問題。因此，依 2015 年中央教育審議會（文部科

學大臣諮詢機關）報告之建議，2017 年 11 月修訂教育職員證照法及施行規則，並將

因應校園安全列為必修。配合修法內容，文科省提出教育學程應研習內容之指南：在

校園安全部分，將「配合事件、事故、災害實際狀況，了解包含危機管理及事故因應

之校園安全之必要性」及「了解生活安全、交通安全、災害安全等各領域，以及在安

全上可能發生新課題之具體對策措施」等 2 項內容作為學習目標。曾發生事件的國立

大阪教育大學率先將校園安全列為必修，教授校園安全的概念及發生事件、事故時的

處理方式。在課程中藉由實際的案件說明狀況，並傳授須先關緊校門之教訓。由於必

修內容之統一規範，因此可據以設計擔任教師後之研修內容。文科省安全教育推進室

表示，此項措施可解決校園安全課程內容重複及缺漏的問題，完善校園安全師資一貫

化之培訓體制（駐日本代表處教育組，2019）。 

二、推動設定校園交通安全區域 

  日本政府總結歸納「未就學兒童及高齡駕駛人之交通安全緊急對策」之後，文部

科學省向各都道府縣教育委員會發出通知，要求於 2019 年 7 月 1 日前積極設定學校

區域；要求以小學為中心，將其周圍 500 公尺內地區設定為保護兒童交通安全之學校

區域，並加以普及。另外，為確保學童的安全除了要求教育委員會及小學需對於上下

學路線進行定期檢查，根據情況變更上下學路線外，也要求與警察及道路管理單位協

議關於學校區域的交通規定、交通安全設施的整備等等相關事項。因受到滋賀縣大津

市發生車輛撞上散步中的托兒所兒童而造成多數傷亡的事件影響等，政府的緊急對策

中納入了明確規定幼兒園兒童團體行動之地點、設立規範車輛通行的兒童區域或實施

在幼兒園外行動時由地區居民協助守護兒童安全的兒童保護制度等等事項。幼稚園及

托兒所、認定幼兒園方面則會在 9 月之前對於兒童們每天的集團行動路線進行緊急安

全檢查（駐大阪辦事處派駐人員，2019a）。 

三、導入校園律師 

  文部科學省大臣萩生田光一於 2019 年 9 月 24 日內閣會議後的記者會上發表了

文部科學省通過於明年度起將配置約 300 名校園律師於各都道府縣的教育事務所及

政令指定都市之方針；並要求總務省以地方交付稅的地方財政措施來當作經費來源；

萩生田大臣表示﹕「以往為了讓教育委員會可以隨時諮詢，在各個自治體都配有顧問

律師，但依然發生了許多教育問題。如果可以事先登錄擁有專門教育知識的律師，應

該可以更助於諮詢並且可以獲得更確實的建議。」關於導入校園律師方面，除了在先

行導入該制度的大阪府等地方都有著一定的績效外，該省為了更加有效利用該制度正

進行相關調查研究（駐大阪辦事處派駐人員，2019b）。 



四、校園建築本體直接補助，解決迫切需要修繕的需求 

  英國優先校園建築計畫是保守黨政府於 2011 年勝選後為了取代前工黨政府於

2003 年推出的校園環境營造政策興建未來學校計畫所推出的新校園環境改造計畫；

此計畫期望為英國的中小學打造世界級的學習環境，並達成符合 21世紀的校園水準，

這項計畫包括了校園建築與資通訊科技設備的改進（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2019a）。

PSBP 計畫是本著「解決最迫切需要修繕的學校需求」的理念而設立；當時的聯合政

府期望能以校園建築的狀態為基礎，將納稅人的每一鎊金錢做最有效率的投資，將有

限的資金優先投資於惡劣建築的重建與修葺，而投資總額據官方估計將會超過 170 億

英鎊（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2017a）。 

  優先校園建築計畫共分為兩個階段（PSBP1 和 PSBP2），總耗費共 44 億英鎊，預

計包含 537 所學校的重建與修葺，目前正在執行第二個階段。PSBP1 的進度比原先預

估的要提早兩年，絕大多數的學校建築於 2017 年啟用。建築的平均重建成本比起過

去的校園建設計畫要少三分之一，但仍有接近 1 億 8 千萬英鎊的超支引發了議論。在

第一個階段，PSBP1 有 260 所學校被重建與修葺，其中 214 所學校的經費來源來自總

預算，另外的 46所則來自私人融資，這是英國政府一項新的私人融資合作模式。PSBP2

於 2015 年開始執行，包含了 277 所學校的重建與修葺，此計畫中重建與修葺重點主

要是針對於校園中單一老舊建築本體的修繕，依據學校建築設計基準來改善老舊大樓

的聲學、採光、輔助設施、環境服務、消防安全、自然通風、循環模式、建築結構設

計等的最基本要求；與 PSBP1 最大的不同是，PSBP2 是以建築本體為補助對象而非

學校本身，希望能進一步將資金有效運用；比起 PSBP1 的建築物興建，PSBP2 絕大

部分都屬於老舊建物的修葺與翻新（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2019a）。 

  美國中小學校舍老舊，需要 2700 億美金的修繕費用，才能讓它們恢復當初建造

時的狀況；若是要與時俱進，又需要 5420 億美金才能讓校舍跟上時代。學校乃是社

區的骨幹，校園內教師學生的健康、安全，以及教學成果，都得從硬體設備的完善才

能達到（駐洛杉磯辦事處教育組，2013）。美國為讓學校建築有所發展，因此在《美

國經濟復甦與再投資法案》中提出美國合格學校建築契約計畫，其目的乃在針對學校

建築直接給予補助，而非只是在政府服務資金或合格區域學術契約中間接補助；其計

畫的目的有四，亦即協助學校建設、學校修繕、學校重建以及學校新校地的取得；因

該計畫的施行，藉由學校建築經費專用的方式，讓學校建築有經費足以建設（黃志豪，

2016）。 

五、採行多樣彈性式規範，重視校園環境的安全及風險評估 

  英國對於校園安全維護事項的相關法令，可以按照涉及的安全事項區分為三大領

域：職場安全與人員健康福利的維護、校園暴力事件與偏差行為、緊急事件或天然災



害事件（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2019b）。校園安全關乎教職員的工作環境以及學生的

學習環境。然而，校園的安全則會受到人力與外力的干擾與侵害。人力的干擾例如校

內發生暴力事件、學生偏差行為、教職員濫用職權，或是發生管教上衝突的情形。外

力的侵害則可能是緊急意外事故或天然災害事件，導致學校建築物、設備以及人員的

損傷。因此，校園安全的維護牽涉到學校如何因應及處置該些事件（駐英國代表處教

育組，2019c）。 

  多樣彈性式規範是英國對於校園安全相關事項的重要規範方式；多樣彈性式規範

是指，英國政府對於校園安全事項的維護並未制定一體適用於各級學校的基本法，而

是依照事件性質、學校類別的不同訂定個別法律；英國教育部則根據法律訂定行政規

則或給予行政指導，引導學校落實法律責任。由於法律規範的多元與分散，英國教育

部原則上會根據政府頒布的法律制定行政規則或行政指導。一方面闡述政策目的、學

校應擔負的法律責任與義務，同時也說明相關的主管機關與監督單位；另一方面是建

議學校應採取的措施與可行的處置方式，以落實政策目標（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

2019c）。 

  學校建築在設計時不只要符合教學活動需要，更該提供一個刺激或促進學生主動

學習的教學環境；學校建築在教育上不僅扮演提供教室、上課環境等相關硬體工程之

角色，更是實現教育理念和國民教育過程中的最大「教具」；隨著教育改革與新政策

的推行，學校建築在新建前就必需有新的思維與因應（柯孟雲、王仁俊，2018）。根

據英國教育撥款局提出的指導方針，新的校園建築物必須符合第 100 號建築公告

（building bulletin 100: design for fire safety in schools）的校園消防安全規定；對於既

已存在的校園舊建築物，則必須根據消防安全規定，須進行火災風險評估找出必須實

施的預防措施以確保火災發生時人員的安全。學校需達成的要求包括：固定維修建築

物使其足以避免火災發生及蔓延；必須有適當的預防措施，在火災發生時得以安全地

疏散人員；期實施消防演練使員工及學童於火災發生時得以快速逃離。除此之外，所

有學校必須遵循一系列嚴格的消防安全規定，以確保校園對於火災意外有萬全的準備

且於火災發生時是安全的；如經評估後必要，校園中則需加裝灑水器及規劃多條逃生

路線（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2017c）。一份來自倫敦自治市的校園火災風險調查報告

指出，英國校園有 1/41 的機率發生火災。在 2015/16 學年度，就有 650 起大小火警是

發生在教育場所，而其中有 125 起是人為引起的。因此英國社區及地方政府部門也特

別針對教育場所發出了一份火災風險評估指南，指出了校園消防安全的預防與管理，

包括：確認有標準程序以降低火災發生風險；定期維護火災偵測與警報系統；確保員

工及學童熟悉緊急疏散流程；火災風險評估必須與時更新，如有明顯更動時則必須重

新檢視（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2017c）。 

六、有效運用自主式管理方式，以提升教育品質 



  英國對於中小學校園環境安全相關事項的規範方式具備以學校為中心的自主式

管理之特點；所謂以學校為中心的自主式管理是指，英國政府原則上是給予學校自主

管理的空間，主管機關雖然會透過行政規則或行政指導，建議學校可採取或應採行的

措施，但實際上的實踐與執行，則會尊重學校的決策。因此，在校園安全的維護事項

上，英國教育部有根據相關法令，公布行政規則或行政指導，建議學校的自主管理措

施應該包含：在校內規章或章程明訂該校的處理流程、操作辦法與懲處標準、要求學

校必須設置管理特定事項的人員、招聘有關專業人士，或是必須提供教職員有關的培

訓課程；學校也必須定期進行自我檢討與修正。然而，即使英國政府未規定統一性的

法律規範，也給予學校相當大的自主管理空間，英國教育部或相關主管機關，如教育

標準局、健康安全委員會，仍可以透過預算的編列、評鑑機制以及個案申訴等管道，

達到監督學校切實履行維護校園安全政策的目的（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2019c）。 

  美國中小學校園環境營造必須考慮學生需求及教育績效，以及可用的資源、預算

及校園建築物對周圍環境的影響（駐美國代表處教育組，2018；駐舊金山辦事處教育

組，2018a）。學校環境營造是中小學教育品質評鑑的重要項目之一，為提升整體教育

品質與辦學績效，應重視校園、校舍、校地安全及各項軟硬體設備的充實。2018 美

國教育品質評鑑係依據 39 項不同指標，將整體學校環境對青年成就、學校補助款、

學生成績等之影響納入考量，對全美及各州進行評比分級；教育週報研究中心依三項

指標進行評鑑，包括﹕（ㄧ）成功機率指標：以輔導終身成就觀點出發，檢視教育在

個人生涯中是否能促進正向成果；（二）學校財務分析：評估教育支出，以及各州核

發各學區補助款之公平性；（三）中小學成績指標：以目前學業成績表現、與過去相

較之變化、以及貧富差距為指標，對各州進行評比（駐舊金山辦事處教育組，2018a）。

評鑑表現不佳的州，學校與學生通常面臨多項困境，包括幼兒基礎教育、較高度貧窮、

學業成就偏低等；這些州通常在中小學校之教育支出亦較低；加州整體成績為全美進

步幅度最大的州；能有此大幅進步主因為學校財務指標上的提升，尤其在每學生平均

經費（依區域性支出差異微調後）以及各學區學生經費在全美平均或以上的人數百分

比方面顯見改善（駐舊金山辦事處教育組，2018b）。 

七、發展永續校園的願景與指標，持續進行評估及改善 

  國際間為了城鄉的永續發展，已有綠建築、生態建築、永續建築等設施；近年來

生態環保與節能減碳的風潮興盛，校園建築已不再是硬梆梆的水泥建物的集合體，校

園環境中生物多樣性、綠化量與基地保水性等生態指標，對於校園生態的維護與永續

發展極為重要，學校若能籌設有助生物繁衍與駐足的生態環境，提高二氧化碳的固定

效果值，增強校園基地的保水功能，調節校園氣候，降低排水設施的負擔，則學校環

境的營造將更具生物永續生存與發展的價值（閻自安、吳政達，2013）。英國教育部

發展了永續學校國家框架（national framework for sustainable schools），提出英國第一



個永續發展教育計畫；該計畫的願景是於 2020 年時，英國所有國中小及高中都能成

為永續學校，這一改變不僅僅是針對課程設計，更進一步擴及到學校生活的各種不同

面向，希望能結合學校課程設計、校園生活及社區參與，讓學生瞭解自己對地球上環

境的影響，並培養學生實踐永續生活的習慣。而所謂的永續生活，不僅僅是對全球與

當地自然環境的保護，更包含了對自己身心健康的照顧以及對他人不同文化與世代的

尊重與關心（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2017d）。 

  英國教育部啟動了永續學校議程，此議程奠基在英國國內與國際上對於永續發展

議題的討論，將教育定位為促進英國國家永續發展目標的重要角色，並提出永續學校

的重要指標項目，包括：提供學生當地健康的永續食物與飲品、建立良好的校園能源

效率及可再生能源與水資源管理、提供校園永續的交通方式、達成永續購買行為與最

少的浪費、達成校園建築設計的永續性及學生的自然可近性等；從校園生活的面向來

評估是否達成 2020 年永續學校的願景，其中包含減碳、節能省水、永續購買行為、

永續學校運輸、減少浪費、校園食物與照護服務等（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201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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