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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動機及背景 

學者趙家麟曾在某次訪談中指出：「如果一個城市要努力的方向是讓城市不

塞車，一定是走錯了方向。」對於長期「以車為本」的台灣而言，這樣的觀點

顯然與民意格格不入。 

其實，自 1974年聯合國明確提出「無障礙環境
1
」的概念以来，許多國家對

於「無障礙設計」的研究與施行皆是不遺餘力。而市區道路關乎人身安危甚鉅，

因此，在市區道路設計中運用無障礙設計理念，是社會人文關懷及城市空間設

計成熟的重要體現。 

台灣的都市與街道規劃，移植了美國的公路主義，因此交通政策往往為了讓車

流順暢，而壓縮到人們行走、活動的空間。雖然政府近年極力推動「人本交通
2
」

政策（例如內政部營建署自 95年度起推動的「既有市區道路景觀與人行環境改

善計畫」），但似乎成效有限，甚至尚未施行，即招致強烈質疑聲浪（例如內政

部去年預告修法，未來人行道不管多寬，原則上都將不設置機車停車格）。 

基隆市的市區道路多數蜿蜒且不夠寬敞，汽機車的行駛及停泊往往犧牲人

行空間(即使廟口夜市前筆直的愛三路亦是如此)，雖然本市於民國 97 年 08 月

05日即公布〈基隆市道路管理規則〉，冀以維護市區道路完整及市容觀瞻，保障

人車交通安全，但就兼顧行人安全與車行環境的表現上，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學者趙家麟提道：「城市空間的改造是一個高度政治性的事情，前面的溝通是

最不容易的事。」因此，本研究報告希冀藉由相關的案例分享，提供道路改造溝

通藝術的另類思考模式，以及市區道路通用
3
或無障礙設計

4
的建議，並期待有一

天，本市能成為「以人為本」的「人本交通」模範城市。 

 

1 無障礙環境（英文：Barrier Free Environment 或 Accessible Environment），意思為一個可以讓人通行無

阻，而且易於接近及到達的理想環境。(維基百科) 
2 「人本交通」的發展概念，起源於交通發展過程中對環境及使用者之省思， 隨著經濟建設、都市發展以及臺

灣社會人口結構改變等等因素，市區道路解決 交通問題之功能性，從以往「車輛」為道路空間主角的觀念，

逐漸轉變為以「人」 為空間主角之思考模式，強調人性化之都市空間與運輸系統相互結合，並兼顧 民眾的

安全與環境的負荷。(都市人本交通道路規劃設計手冊(第二版)，17) 
3 通用設計又名全民設計、全方位設計或是通用化設計，是指無須改良或特別設計就能為所有人使用的產品、

環境及通訊。除了考量身障者和其他弱勢使用族群，也顧及一般人的使用情況及需求，不僅考量使用者的使

用情形，還顧慮到使用時的心理感受。在學術領域，「Universal Design」還有一個名稱為「共用性設計」。(維

基百科) 
4
 無障礙設計這個概念名稱始見於 1974 年，是聯合國組織提出的設計新主張。無障礙設計強調在科學技術高度

發展的現代社會，一切有關人類衣食住行的公共空間環境以及各類建築設施、設備的規劃設計，都必須充分

考慮具有不同程度生理傷殘缺陷者和正常活動能力衰退者（如殘疾人、老年人）的使用需求，配備能夠應答、

滿足這些需求的服務功能與裝置，營造一個充滿愛與關懷、切實保障人類安全、方便、舒適的現代生活環境。

(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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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國內外相關案例介紹 

無障礙一詞開始於 1950 年代，源於丹麥人卞·麥克遜（N.E.Bank- 

Mikkelsen）提出的正常化原則觀念。隨後瑞典人本·那傑（Bengt Nirje）於 1969

年發表了一篇專述正常化原則的文章，當中闡述了正常化原則的精神與內涵，

同年，聯合國總會也提出「禁止因殘障而造成社會條件之差別」。然後，在 1970

年，日本經由私人團體向政府單位爭取到了諸多為殘障者所設計的設施，並受

到施政單位的重視。到了 1976年，聯合國在日內瓦專家會議上提出了「應去除

住宅、公共建築物、都市環境之實質障礙」的概念，從此，世界各地便逐步展

開了無障礙生活環境的建立。 

而「通用設計」的概念源自於 1970 年代美國北卡羅納州立大學通用設計

中心（The Center for Universal Design）主任所提出的「Universal Design」。

「通用設計是一種設計途徑，它集合了能在最大程度上適合每一個人使用的產

品及建築元素。」(Ronald L. Mace， 1988)故通用設計本身就是一個好的設計，

是一種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設計概念，其產品設計目的除了在於擁有良好的機

能與品質外，並期使健康或殘障者都能在免於衝突與障礙中，容易了解且使用。

故它是以人權作為核心而發展出的設計理念，考量了各年齡層及多數使用者的

需求，而輔以無障礙設計為基礎來創造適居的生活空間。 

近來興盛的「人本交通」概念，起源於交通發展過程中對環境及使用者之

省思，而其中的主要設計理念即是通用與無障礙的思維運用。 

本章就國內外道路改善案例各擇一加以介紹(國外案例選擇「京都四條通人

行道拓寬計畫」，國內案例則選擇「臺北市鄰里交通環境改善計畫」為例)，並

希望透過當中內容，對當代「人本交通」的內涵有更深一層了解。 

第一節國外案例-京都四條通人行道拓寬計畫 

一、“步行鎮/京都”的緣起 

京都市政府於 1999 年制定《京都市基本構想》（Grand Vision），並在

2001年開始致力於創建一個使步行變得有趣的城鎮（即“步行鎮/京都”），

同時建立一個不過度依賴汽車的交通系統。 

自 2005 年至 2014 年止，京都市政府花了大約 10 年的時間，與該市市

民一起規劃討論四條通（Karasuma-dori-Kawabata-dori）的人行道拓寬項

目。主要計畫在人口超過 100萬的大城市中心地區，縮小公路上的車道，並

加寬人行道，以創造優先考慮行人的平等公共交通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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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條通人行道拓寬工程簡介 

四條通人行道拓寬工程於 2014年 11月開始，並於 2015年 10月完成。道

路總長 1,120公尺，寬度 22公尺。以下就本案例做簡要介紹： 

（一）準備工作 

1. 溝通協調 

京都市政府於 1999年制定《京都市基本構想》（Grand Vision），當中

提到「散步之城．京都」（即“步行鎮/京都”），即是要實現擺脫以汽車為

中心的社會。2005 年，在四條通當地人的要求下，市政府與他們展開了 10 

年的四條通改造，即「四條通行人道拓寬項目」。 

為推動「以人為本而具魅力的都市發展」，實現以公共運輸為優先的「能

步行而快樂的城市」願景，京都市政府於 2008年 7月設置「步行城市京都

綜合交通策略擬定審議會
5
」（「歩くまち・京都」総合交通戦略策定審議会）

以擬定策略。審議會耗時約一年半，於 2010年 1月正式制定了「步行城市

京都憲章」
6
（「歩くまち・京都」憲章）以及「步行城市京都綜合交通策

略」（「歩くまち・京都」総合交通戦略）。 

而為持續推動綜合交通策略，京都市政府在市府內成立了「步行城市

京都推動委員會」（「歩くまち・京都」推進本部），由副市長擔任主席，市

府各局處及京都市各區首長出任委員。此外，再成立「步行城市京都推動

會議」（「歩くまち・京都」推進会議），作為市府、市民與公共運輸業者的

合作平台。 

2. 政策宣導 

京都市政府在2005年對假日尖峰時間的私家車及行人流量做了一個調

查，發現： 

私家車經過四條通的流量大約只有 2,200 人/hr（1,154veh x 1.9 人

5
 審議會為確保能有跨領域的綜合性觀點，而在委員組成上涵括了學者（交通、都市計畫、環境、社福等）、各

專業界領袖（教育、文化、醫療、媒體等）、交通運輸事業主管機關與業者、中央政府（國土交通省）及地方政

府（京都府、京都市）官員等，約 30人。（邱秉瑜，汽車社會有損都會魅力 看京都的步行城市推動策略） 
6
 憲章全文譯文：我們的京都，一邊積累了超過一千兩百年的悠久歷史，一邊則培養及保存了具特色的市街與

自然景觀、傳統、文化等，而且也打造出了一個人人皆可安心並舒適地步行的城市。然而，這樣的城市，在以

汽車為中心的生活迅速發展的時代中，魅力已經有所損害。在京都最適當的移動方式，無疑是以「步行」為中

心，靠自己的力量，有時則借助別人的幫忙。來來往往的人們，方為城市繁華與活力的重要來源，而步行亦正

是健康與環境的希望所在。基於這種認識，我們在此制定「步行城市・京都」憲章，以朝向可作為世界典範的

「以人為本而具魅力的都市發展」願景而推進。在我們的京都，每一位市民都要珍惜對人與環境友善、能步行

而快樂的健康生活。而且，市民和政府應該團結，以整備出讓每個人都想出門走走的道路空間與公共交通，進

而創造出繁華的城市，並讓所有造訪京都的人皆可充分領略步行的魅力。（邱秉瑜，汽車社會有損都會魅力 看

京都的步行城市推動策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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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h），使用了 15公尺寬的道路面積；而行人流量大約有 7,000人/hr，卻

僅使用了 7公尺寬的人行道面積(圖 1)。 

對此，市政府做了一個標題文宣以表達道路平權的概念給民眾：道路面

積是要給行人、自行車、汽機車、公共運輸一同使用的，而不是只服務汽

機車，並且分別給予對等的服務水準。 

圖 1：整治前的四條通景況（資料來源：四条通歩道拡幅事業完成記念誌） 

此外，市政府亦於 2010年 11月至翌年 3月，在百貨公司、商圈、市

立設施（區公所、地鐵站、動物園等）以播音、影片及未來模擬圖的放映

等方式向民眾宣導「步行城市京都憲章」之內容。 

（二）道路改造內容 

四條通人行道拓寬工程於 2014 年 11 月開始，項目範圍自川端通至烏丸

通段（東至西）(圖 2)，在長約 1.1 公里的路段上進行了以下改造：縮減車

道並加寬人行道、合併巴士站、設置停車處及計程車站(圖 3)。除了四條通

的改造，周邊一些道路亦作出相應的更改，如增加了指引汽車分流的方向路

牌。 

 

5



 

 

 

 

 

 

 

 

 

 

 

圖 2：四條通道路工程範圍(資料來源：四条通歩道拡幅事業完成記念誌) 

圖 3：四條通道路改造項目(資料來源：四条通歩道拡幅事業完成記念誌) 

1. 縮減車道並加寬人行道 

為拓寬人行道，將每邊的車道由二線縮減為一線，並加寬中央槽化線，

以便於車輛的切入切出、緊急通行或臨停(圖 4、圖 5)。另外配合單線道，

設置專門的轉彎車道，以直左分流取代以往的直左共用(圖 6)。 

6



 

 

 

 

 

 

 

 

圖 4：四條通車道縮減前的路況暨公車站(資料來源：松山查爾斯（2018），京都四條通人行道

拓寬計畫) 

 

 

 

 

圖 5：四條通車道縮減後的路況暨公車站(資料來源：松山查爾斯（2018），京都四條通人行道

拓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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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四條通路口的直左分流：改造後的四條通，變為雙向單線行車，只在部份左轉的路口設

有專用行車線(資料來源：日本經濟新聞網 xTECH) 

 

此外，從 2012年起，在四條通北側的市中心地區（四條通、烏丸通、

大池通、河原町通周圍的地區）開發了“步行樂趣之鄉”地帶，通過畫線(在

白線內側畫紅線)，從視覺上縮小了車輛通過的空間，除藉以降低車輛的速

度外，也造就了安全的行人專用區彩色道路(圖 7)；又設置自行車的騎乘區

域指南，在那些路段中，利用自行車的圖形標示或箭頭，引導自行車在道

路左側的白線和紅色線條之間的空間通過(圖 8)。而為提升行人安全以及行

走的舒適度，路面也用特殊鋪面來增加警示(圖 9)。 

 

 

 

 

 

 

 

 

 

 

圖 7：“步行樂趣之鄉”道路實景(資料來源：四条通歩道拡幅事業完成記念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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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四條通周遭道路的自行車騎乘區(資料來源：松山查爾斯（2018），京都四條通人行道拓

寬計畫) 

 

 

 

 

 

 

 

 

 

 

 

 

 

 

 

 

 

圖 9：四條通周遭道路的特殊鋪面(資料來源：松山查爾斯（2018），京都四條通人行道拓寬計

畫) 

 

2. 合併巴士站 

將分散於 16個地方的公車站，集中在 4個大公車亭裡，且加大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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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成“露台式公交車站”，而不設置公車灣(圖 10)。 

 

 

 

 

 

 

 

 

 

圖 10：四條通公交停靠站前後對比(資料來源：澎湃新聞（2019），交通設施｜日本京都人行

道拓寬項目：步行權利的勝利) 

3. 設置停車處及計程車站 

將散落的公車站整合後，於路旁設置臨停灣及卸貨區，並在大丸和高

島屋前面建立了計程車候客區。而為避免造成模糊地帶的視覺效果，將臨

停灣的道路鋪面以顏色做出區隔，並用水溝蓋來區分邊界，除了美觀，更

抑制了駕駛視覺上對車道的隨意拓張(圖 11、圖 12)。另外，依道路空間，

在狹窄的街道之間安插路邊通道(圖 13、圖 14)。 

 

 

 

 

 

 

 

 

 

 

 

 

 

圖 11：四條通改造前的車輛臨停狀況：由於臨停車輛的影響，其他車輛在中央車道行駛。此

外，臨停車輛和貨物運輸車輛也阻礙了公共汽車和出租車的營運。(資料來源：四条通歩道拡

幅事業に係るお知ら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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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四條通改造後的臨停灣(資料來源：松山查爾斯（2018），京都四條通人行道拓寬計畫) 

 

 

 

 

 

 

 

 

 

 

 

圖 13：四條通街道間的路邊通道(資料來源：四条通歩道拡幅事業に係るお知らせ) 

 

 

 

 

 

 

 

 

 

 

圖 14：四條通改造前後的交通設計對比(資料來源：澎湃新聞（2019），交通設施｜日本京都

人行道拓寬項目：步行權利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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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周遭道路的汽車分流指引 

為減少轉彎衝突，與四條通相交的支路皆改用單行道。圖 15中，綠色

雙向箭頭線表示雙向行駛的道路，紅色、紫色單向箭頭線表示單向行駛的

道路。 

圖 15：四條河源町片區的單行道路系統(資料來源：澎湃新聞（2019），交通設施｜日本京都

人行道拓寬項目：步行權利的勝利) 

另外，像是祇園、鴨川、八板神社、清水寺以及很多其他景點都在四

條通東側，因此京都市建設局、都計局就著手將四條通西側的祇園指引路

牌刪除（圖 16藍色箭頭），並在其北側設置引導路牌協助轉向（圖 16紅色

箭頭），以避免四條通塞車過於嚴重。 

圖 16：引導路牌的運用：利用交通標誌，引導車輛不經過壅塞路段(資料來源：澎湃新聞

（2019），交通設施｜日本京都人行道拓寬項目：步行權利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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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對於日本人來說，左轉比較方便直接，但為避開四條通，故通過

信號控制，對將駛離停車場的車輛，引導右轉至其他道路（圖 17）。 

圖 17：停車場的信號引導：利用信號，誘導車輛不經過壅塞路段(資料來源：澎湃新聞（2019），

交通設施｜日本京都人行道拓寬項目：步行權利的勝利) 

（三）改造成果 

整個改造計劃在 2015 年 10月完成。經過改造後的四條通，人行道加寬

了，地磚亦更換了，部份過路處收窄了，令過馬路更快速安全。而整合後的

巴士站，亦因分享了車道縮減的空間，使得等車民眾不再阻擋到其他用路人

的通行，人行環境於是大大提升了，這使得行人流量大增，與 2014年同期相

比，11月增加了 6.4％，12月增加了 12.5％。(圖 18～圖 23) 

 

 

 

 

 

 

 

 

 

 

 

圖 18：四條通上的加寬人行道：四條通最熱鬧的一段人行道拓寬了，與車道之間更預留了一

些空間，令人行環境十分舒適(資料來源：四条通歩道拡幅事業に係るお知ら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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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四條通的行人過街穿越距離對比：改造後的設計中應用了緣石外探（curb extension）

的手法，進一步縮短了行人過街的穿越距離。(資料來源：澎湃新聞（2019），交通設施｜日本

京都人行道拓寬項目：步行權利的勝利) 

  

 

 

 

 

 

 

 

 

 

 

 

圖 20：改造前的四條通巴士站：在擁擠的巴士站附近，行人與等車的人貼身穿擠而過(資料來

源：四条通歩道拡幅事業に係るお知らせ) 

 

 

 

 

 

 

 

 

 

 

圖 21：改造後的四條通巴士站：既有遮陽上蓋，排隊的人亦不會阻擋到其他行人通過(資料來

源：四条通歩道拡幅事業に係るお知ら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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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改造後的四條通人行道：人行道擴大，更加舒適、易行(資料來源：四条通歩道拡幅事

業に係るお知らせ) 

 

圖 23：四條通改造前後的人流量：道路改造後，行人流量大增(資料來源：四条通歩道拡幅事

業に係るお知ら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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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馬路由雙向雙線行車，大部份改成雙向單線行車，只在部份左轉的路

口設有專用行車線。道路中央的槽化線加寬了，以方便緊急車輛；路邊新設

的計程車站及停車處，使計程車及其他車輛都不再隨街亂泊；又因分流設計，

令私家車流量減少，最終讓道路的車流更加暢順。 

經統計，前往四條通的人們，從 2000 年以後，10 年間，搭乘私家車的

比例下降了約 4%，而乘坐火車或巴士的比例則上升了約 3.3%。為鼓勵大家將

汽車停在車站或巴士站附近的停車場，改乘公共交通工具前往目的地，京都

市政府努力改善停車場，在 7年間(自 2007年至 2014年)，停車位已由 1500

多個增至 6千多個。另外，在過去 20年中(自 1994年至 2014年)，遊客使用

私家車的數量則減少了約四分之一(圖 24) 。 

 

 

 

 

 

 

 

 

 

 

 

圖 24：四條通改造的實際成果(資料來源：四条通歩道拡幅事業完成記念誌) 

 

第二節國內案例-以臺北市鄰里交通環境改善計畫為例 

一、推行「交通寧靜區」的緣起 

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研究指出，車輛與行人發生碰撞時的致死率與其車速成正

比，若行車時速是 50 公里，致死率約為 85％；時速為 40 公里，致死率會下降

到 35％；而當時速為 30 公里時，致死率則大幅降到 10％。(圖 25)因此，1976

年以後，歐美、日本等相繼推行交通寧靜區（traffic calming），而我國亦於

近年加以倡導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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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車速與致死率(資料來源：EDITOR K（2020），車速與事故的關聯？淺談交通寧靜區｜

零事故研究所) 

「交通寧靜」
7
的概念發源於歐洲荷蘭，美國、澳洲、日本以及其他各國相

繼引進。其設置的主要目的是對社區巷道進行交通管制措施，改變汽機車駕駛

人的行為，降低車速、減少車流，提升當地居民生活品質與交通安全(圖 26)。 

 

圖 26：交通寧靜區簡介(資料來源：168交通安全入口網) 

7
 交通寧靜化（英語：traffic calming），又稱交通穩靜化、交通靜穩化、交通安定化、交通鎮靜化或交通穩

化等，是採用物理設計和其他措施來提高駕駛者、行人和騎行者安全的技術領域。它旨在鼓勵更安全、更負

責任的駕駛，並可減少交通流量。都市計畫技師和交通工程師有各種交通寧靜化的策略，包括道路縮窄和減

速丘。這類措施在澳大利亞和歐洲（尤其是北歐）很常見，在北美則不然。交通寧靜化常被運用在住宅區的

出入道路以確保社區居民使用道路的交通安全。「交通寧靜化」的英文「traffic calming」譯自德語單詞

Verkehrsberuhigung，該詞首先在 1985 年由卡門·哈斯-克勞（Carmen Hass-Klau）發表。實現交通寧靜化的

區域稱為交通寧靜區。（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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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於 2017年開始倡導交通寧靜區的設立，在 6個直轄市優先推廣，先

以住宅區、商業購物區及學校周邊道路為主，採低速管制方式，最高速限 30公

里以下。且自 2018年起，擴大推動，期望有效維護社區鄰里間的交通安全環境、

實踐人本交通的都市願景，並降低傷亡比例。 

二、臺北市的推行狀況 

臺北市是國內第一個劃設交通寧靜區的縣市，當時雖引起車主反彈，但居民

卻大多支持，其由學校、醫院周邊做起，也較易獲得共鳴。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自 2015年 8 月開始執行「鄰里交通環境改善計畫」(就是藉交通寧靜區的概念)，

該計畫以「里」為單位，一方面由公部門提出建議改善區域，同時也鼓勵各里

自行提出改善申請。計畫之目的及實施方式簡述於下(圖 27)： 

 

 

 

 

 

 

 

 

 

 

 

 

 

 

圖 27：「鄰里交通環境改善計畫」目標(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交通局鄰里交通環境改善計畫

簡報) 

（一）檢討合理的停車空間，減少違規停車 

1. 主要道路 34 條每隔 100-150 公尺檢討劃設約 10 公尺「禁停黃線區」，

以提供合法臨停上下客(貨)。 

2. 「禁停紅線」改繪設為「禁停黃線」。提供夜間(20時至 07時)合法停車

及臨停上下客(貨)。 

3. 寬度為 8 公尺以上之道路巷口 10 公尺『禁停紅線』縮短為 5 公尺，餘

繪設為「機車停車位」。汽車高度影響駕駛人行車視線，不予考慮。 

4. 規劃汽機車停車格，規範停車秩序(圖 28)。 

5. 規劃自行車停車空間，以鼓勵本市綠色運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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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規劃汽機車停車格，規範停車秩序(資料來源：交通部網站) 

（二）建立安全的行人通行空間(圖 29～圖 32) 

1. 路寬 12公尺以上道路，依據內政部頒「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

第 7 條規定設置實體人行道。於未設置實體人行道前，得以劃設標線型

人行道替代。 

2. 路寬未達 12公尺道路，於未設置人行道或騎樓(或被占用)之道路劃設標

線型人行道。 

3. 增設「停」、「慢」、「速限 30」標字(誌)。 

 

 

 

 

 

 

 

 

 

圖 29：臺北市推動鄰里交通改善計畫施作案例一(資料來源：都市人本交通規劃設計手冊(第

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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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臺北市推動鄰里交通改善計畫施作案例二(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交通局鄰里交通環境

改善計畫簡報) 

 

 

 

 

 

 

 

 

 

 

 

 

 

 

 

圖 31：臺北市推動鄰里交通改善計畫施作案例三：只是右下圖標線型人行道的劃設位置，讓

行人暴露在被停車格車輛移動時碰撞的風險中(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交通局鄰里交通環境改

善計畫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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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融入交通寧靜區的概念(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交通局鄰里交通環境改善計畫簡報) 

（三）設置社區無障礙環境 

1. 機慢車退出騎樓或人行道。 

2. 實施騎樓整平。 

3. 檢討車阻之必要性。 

4. 以有必要及最少量之斜坡道設置方式，以銜接標線型人行道與騎樓或人

行道，應合乎北市建管處及新工處設置規則。 

（四）維持有效消防空間：依據消防局規劃之消防通道與搶救不易狹小巷道

檢討情形，維持有效消防空間。 

（五）施作過程注重溝通與協調(圖 33) 

1. 事先規劃好作業內容。 

2. 聯繫里長，召開會前會，聽取多方意見，並做初步的規劃確認。 

3. 施工前會勘確認規劃後，排除障礙，進行工程。 

4. 完工後，做事前事後的肇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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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鄰里交通改善作業流程(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交通局鄰里交通環境改善計畫簡報) 

 

三、臺北市的推行成效 

截至 2021年 05月 14日，臺北市「鄰里交通改善計畫」規劃里數已達 120

里，完工里數 70里，其成果民眾多給予肯定(圖 34、圖 35，資訊來源：臺北市

政府交通局)，而經警方統計，計畫完成區的事故件數下降 68%以上，傷亡人數

亦下降至少 64%(數據引用 2019/08/07 11:01東森財經新聞)，績效斐然。 

 

 

 

 

 

 

 

 

 

 

圖 34：鄰里交通環境改善精進計畫(2.0)執行年度：109~111年(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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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鄰里交通環境改善計畫(1.0)執行年度：104~109 年(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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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案例成果發現 

道路上所謂的「障礙」往往由人們所製造，因為大家自以為的「方便」，每

每造成了「不便」，最終形成了更嚴重的「障礙」。是以，昔日盛行「以車為本」

的交通思維，才會漸被「以人為本」的「人本交通」理念所取代。 

市區道路的通用或無障礙設計，即是源於「人本交通」。而「人本交通」的

興起，不但激發了更多道路通用或無障礙的設計，同時也帶來了環保的附加價

值。由上一章列舉的案例成果中，發現： 

一、車行空間縮減無害行車，人行空間增加有利行人 

由日本四條通道路改造及臺北市鄰里交通環境改善兩案中可知，只要設計

完善，車行空間即使縮減，車輛依然得以安穩通行；而擴增人行道的空間，則

使得行人行走更加順暢安穩，且人與人間無須再推擠，甚至閃躲車輛。 

二、塞車問題並未惡化 

由日本四條通道路改造案例中可知，妥善的車流引導措施，可避免車潮集

中，使非必要車輛改行他道。因此，即使車道縮減，亦未使塞車問題惡化。 

三、經濟效益並未因此降低反而提升 

由日本四條通道路改造案例中可見，人行道的拓寬，使得人流增加，人們

更樂於行走遊逛，消費因此帶動經濟；而由臺北市鄰里交通環境改善案例中可

見，車禍事故的大幅減少，亦節省了許多人力物資的耗損。 

四、更易於推動共乘，減少私人運具的使用 

由日本四條通道路改造案例中可見，經由道路空間的重新配置、停車場的

改善及不斷的宣導，使得人們更加樂意以公共運輸的方式前往四條通，從而減

少了私人運具的使用量。 

 
 

 

 

 

 

 
 

 

 

24



第四章值得本市學習參採或建議 

經由第二章的案例介紹及第三章對案例成果發現的闡述後，本章分別就「觀

念宣導，改變用路心態」、「標線型人行道加設實體阻隔以防止汽機車占用」、「公

車停靠站外推取代公車停靠區、臨停灣取代候客及卸貨區」、「道路空間重劃，

以杜絕違規亂停」、「在過寬路段設置行人島，以縮短過路距離」、「執法落實，

取締確實」以及「汽機車的流量限制」等七個想法連結相關案例，探討本市市

區道路通用或無障礙設計現況，並提供建議，期能對本市改善日後相關的市區

道路設計有所助益。 

一、觀念宣導，改變用路心態 

由第二章日本四條通道路改造案例中可知，若民意支持，則路改的推動就

會順遂許多。誠如學者趙家麟所言：「城市空間的改造是一個高度政治性的事

情，前面的溝通是最不容易的事。」而丹麥建築師 Jan Gehl相信「要改變一座

城市，首先要改變住在城市裡的人的想法」。為了扭轉人們的「車本」心態，Jan 

Gehl 花費許多時間及方法與哥本哈根市民、市長溝通，並堅持推動每一年減少

城市 3%的路邊停車位，將之轉作小型的車格公園（Parklet），於是街道一小段、

一小格的被收復，最終組織成了友善的街道(圖 36、圖 37)。 

 

圖 36：1960 年的哥本哈根市中心街景：以車為本的街道(資料來源：劉長青、zining（2020），

30年的人本環境倡議：專訪中原景觀趙家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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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2018年的哥本哈根市中心街景：以人為本的街道(資料來源：劉長青、zining（2020），

30年的人本環境倡議：專訪中原景觀趙家麟教授) 

走在基隆市的路上，經常可見人車爭道的場景(圖 38)，當然，廟口商圈也

不例外(圖 39)。也許，本市可先選擇廟口商業區(仁二路、仁三路、愛三路、愛

四路組成的區間)中的一部分街道作示範區，參酌京都市政府的文宣手段，將貼

近人本的道路空間規劃傳達給大眾，並經由里長的協助溝通，以漸進的方式，

逐步獲得認同，然後打造一個友善的無障礙街道環境。 

 

 

 

 

 

 

 

 

 

 

 

 

 

 

圖 38：基隆市愛二路人車爭道的場景(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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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基隆市愛四路廟口街景：人行空間缺乏，且兩側車道上又有汽車臨停，行人只好游走

於車縫中(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二、標線型人行道加設實體阻隔以防止汽機車占用 

標線型人行道
8
的概念源自日本。在日本，標線型人行道大多沒有實體區隔

設施，是因為日本的路邊停車原則上是嚴格禁止的，且日本人守法觀念強，警

察取締也嚴，所以比較少有違停的情形。然而，在台灣，這種建設成本低廉、

施工快速、空間需求少的人行道，往往因為沒有實體，又沒有搭配相關的設施，

而淪為免費停車空間，失去了原本的功能。 

以臺北市為例，在執行鄰里交通改善計畫後，目前其市區內有高達 55%的道

路劃設了標線型人行道，但往往這樣的人行道上，除了有居民的雜物、盆栽、

變電箱以及電線桿等的設置外，還有最常見的汽機車臨停(圖 40)，讓行人不得

不向外避開而走到馬路上。類似的情況，在基隆的市區道路上亦有所見(圖 41)。 

因此，在劃設標線型人行道時，除須慎選劃設區位(不要如圖 31 所示，將

人行道劃設在停車格外側)、路段(盡量避免住店家出入口) 及合宜規劃公共設

施(如變電箱、電線桿等)的設置外，應加設實體阻隔，以阻絕汽機車占用，還

給行人一個安全無障礙的步行空間(圖 42、圖 43)。 

 

8
 標線型人行道，顧名思義就是單純以標線區隔車道，並以油漆做為鋪面。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

稱處罰條例)第 3條第 3款規定「人行道指為專供行人通行之騎樓、走廊，及劃設供行人行走之地面道路…。」

暨「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 174條之 3規定「人行道標線，用以指示路面上僅限於行人行走之

專用道，車輛不得進入。」標線型人行道與一般實體人行道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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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0：台北市延吉街 131巷違停於標線行人行道的車輛(資料來源：Google 街景地圖) 

 

 

 

 

 

 

 

 

 

 

 

 

圖 41：基隆市北寧路標線型人行道上的違停場景(資料來源：Google街景地圖) 

 

 

 

 

 

 

 

 

 

 

圖 42：臺中市有實體阻隔的標線型人行道 (資料

來源：陳世宗（2016）。打造行人安全空間 中市

設置標線型人行道) 

圖 43：基隆市忠一路上有實體阻隔的標線型人行

道(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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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車停靠站外推取代公車停靠區、臨停灣取代候客及卸貨區 

由第二章日本四條通道路改造案例中可知，京都市府將公車亭加大空間，

設計成“露台式公交車站”，而不設置公車灣(圖 10)。又將臨停灣的道路鋪面

以顏色做出區隔，並用水溝蓋來區分邊界，抑制了駕駛視覺上對車道的隨意拓

張(圖 11、圖 12)。確有值得本市借鏡之處。 

其實，基隆市公車停靠區、計程車候客區及卸貨區的功用皆不大，又經常

被當作一般臨停區使用（圖 44～圖 48）；且據作者半年來的觀察，不管公車停

靠區的前後是否有其他車種臨停，本市公車的停靠幾乎不在專用區內（圖 49～

圖 51），故乘客往往通過馬路上下車，讓乘車環境顯得不夠友善。因此，建議考

慮國人的習慣來做改善。 

就公車的搭乘方面，建議除借鏡日本四條通道路改造的經驗，不再設置公車

停靠區外，並將公車停靠站外推，然後於公車停靠站前後劃設一般停車格以保

障乘客的上下車安全(圖 52)。另外，就計程車候客區及卸貨區方面，建議改為

一般臨停區，並參考日本四條通道路改造的經驗，將臨停區的道路鋪面做特別

的區隔設計，以避免產生視覺模糊地帶。  

 

圖 44：基隆市復興路公車停靠區上的違停(資料

來源：作者拍攝) 

 

 

 

 

 

 

 

 

 

 

 

 

 

 

圖 45：基隆市復興路、西定路交接處的公車停靠

區上違停(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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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基隆市復興路計程車停靠區上的違停

(資料來料來源：作者拍攝) 

 

 

圖 47：基隆市愛三路卸貨區上的違停一 

(資料來料來源：Google街景地圖) 

 

 

 

 

 

 

 

 

 

 

 

 

圖 48：基隆市愛三路卸貨區上的違停二 

(資料來源：Google街景地圖) 

 

 

 

 

圖 49：基隆市信一路不停公車停靠區的公車：

停靠區前後有車臨停(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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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0：基隆市信二路不停公車停靠區的公車：停

靠區前後無車輛臨停(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圖 51：基隆市西定路不停公車停靠區的公車：停

靠區前後無車臨停(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圖 52：公車停靠站外推示意圖：將公車停靠站外推以取代公車停靠區，並於停靠站的前後劃

設一般停車格，不僅能提升乘客上下車的安全性，且也可使行動不便者免去許多障礙。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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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道路空間重劃，以杜絕違規亂停 

「汽機車亂停」是造成市區道路通行障礙的重要因素，而之所以出現這樣

的通行障礙，除了駕駛或騎士缺乏守法精神外，往往與道路空間規劃不良有關。 

圖 53是位於澳洲墨爾本 Little Bourke Street，路寬在 10 米左右的道路，

處於熱鬧的商業區。由圖中可見，當中道路的規劃不但有兩條實體人行道，同

時還保留了路邊停車的空間，不但兼顧了駕駛與行人的需求，同時也因剛剛好

的車道寬度杜絕了違停的產生。 

另外，由臺北市鄰里交通環境改善案例中亦可見，臺北市政府為了規範停

車秩序，並保護行人安全，不但在街道中劃設人行道，且適宜地規劃了汽機車

停車格(圖 28)。這不但使車輛通行更加謹慎，也還給行人一個較無障礙的通行

空間。 

反觀基隆市的市區道路空間規畫，確實有許多顯得不夠完善。圖 54是本市

仁二路的某個路段，其亦是廟口商圈周圍的街道，雖是單向通行，卻有兩個寬

敞的車道；由圖中可見，其路邊不但兩側停車，且車道上還有臨停車輛，完全

沒有留給行人使用的空間，如此過寬的車道也讓駕駛人容易有「違停一下又不

會怎樣」的僥倖心態。所以，本市的市區道路不但常常出現汽機車違規亂停的

景象，且人行空間嚴重不足，故人車爭道的場景屢見不鮮(圖 55、圖 56) 。 

建議參照臺北市鄰里交通環境改善的做法，重新規劃本市市區道路的汽機

車停車格，並盡可能劃設實體人行道，限縮行車空間，以創造較佳的道路無障

礙通行空間。 

 

 

 

 

 

 

 

 

 

 

 

圖 53：墨爾本 Little Bourke Street 的道路空間配置(資料來源：蔡承翰（2020），標

線型人行道只學半套：「車本交通」的台灣，離「人本交通」有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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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基隆市仁二路的道路空間配置及車道上的違停(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圖 55：基隆市西定路上的人車爭道場景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圖 56：基隆市成功二路上的人車爭道場

景(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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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過寬路段設置行人島，以縮短過路距離 

就過路而言，基隆市有些過寬的路段(如圖 57、圖 58)，對於行動不便(如

身障者)或遲緩者(如老人、婦孺)是一種挑戰。因此，如何讓大家通過此類道路

更加安全、無障礙，確實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圖 57：基隆市忠一路國泰世華銀行路口的行人穿越道一(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圖 58：基隆市忠一路國泰世華銀行路口的行人穿越道二(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由日本四條通道路改造案例中可知，京都市府在道路改造的設計中應用了

緣石外探（curb extension）的手法，進一步縮短了行人過街的穿越距離(圖 19)。

只是，這樣的做法未必適合各種寬敞的道路。 

在英國伯明罕金西區（Kings Heath）有條街，街的兩側是密集的住宅區和

商店，且來往的行人很多，為車禍頻傳的交通幹道；當地市府為了降低這裡的

車速，減少行人跨越馬路的距離，以提升行人安全，進行了道路瘦身設計。其

在道路中心設置長條的行人島，縮減行車的路幅，讓行人跨越馬路時，可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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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長島稍事歇息，再伺機過完馬路，此設施確保了這個地區的行人安全及便

利(圖 59、圖 60)。 

類似本市忠一路的路段，其過路設計，也許可以參考上述伯明罕政府的作

法，於路中設置行人島，以提升行人過路的安全及便利性。 

 

 

 

 

 

 

 

 

 

 

圖 59：英國伯明罕金西區(Kings Heath)商

業大街的行人島一(資料來源：劉長青、

zining（2020），30年的人本環境倡議：專

訪中原景觀趙家麟教授。趙家麟拍攝) 

 

 

 

 

 

 

 

 

 

 

圖 60：英國伯明罕金西區(Kings Heath)商業

大街的行人島二(資料來源：劉長青、zining

（2020），30 年的人本環境倡議：專訪中原

景觀趙家麟教授。趙家麟拍攝) 

六、執法落實，取締確實 

在「人本交通」意識抬頭的今日，市區道路的設計，勢必朝著通用或無障

礙的方向發展。誠然，借鏡優良的案例以改善本市的市區道路，提供更完美的

用路環境是好的，但若缺乏法治，則良善的美意往往大打折扣。因此道路政策

的規劃中，應該加入明確的法規以規範用路人，並確實取締違法，才能真正改

變大眾的習慣及心態，進而營造美好的通用或無障礙空間。就像當初推動騎乘

機車強制配戴安全帽的政策一樣，由於強硬的執法，最終讓人民習慣戴上安全

帽，同時也保障了更多人的生命安全。 

 

七、汽機車的流量限制 

要促進人本交通，打造市區道路的通用或無障礙環境，除了完善的空間設

計、限制車速等外，迫使車輛數「減少」才是根本之道。 

京都市府在改造四條通道路的同時，亦想方設法(如擴建車站附近的停車

場、建構更完善的大眾運網以及應用引路牌及信號引開不必要的車流等)減少私

家車輛的進入，以提共更佳的用路環境。如此花了 20年(自 1994年至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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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使用私家車的數量終於減少了約四分之一。 

新加坡政府為了維持交通順暢，對車輛總數實施管制 (Vehicle Quota 

System, VQS)，執行「擁車證 (COE)」制度。車主須有 COE，始能開(騎)車上路，

且 COE到期，該車便不能上路(COE效期 10年，只可有一次 5年的展期)。此外，

COE的價格不但是浮動的，會隨著每年政府發放的數量而調整（不過最便宜的機

車 COE費用，也都至少新台幣 8萬 6仟元左右，而排氣量超過 1.6 升或最大馬

力超過 130 匹之客車 COE，其價格則可能高達新台幣 70萬元) ，還需總額有釋

出空間方會發放。此外，要取得新加坡駕照，除了需耗時 4 到 6 個月外，費用

也高達新台幣 3到 5萬元。最後，在所有上路的車上都要安裝所謂 In-Vehicle 

Unit (IU)的感應器，並插入感應卡(機車亦不例外)，以方便規費的扣繳(即上

路便須繳費)。靠著上述的制度，新加坡有效控管了城市居民的擁車數量，讓國

內的道路上，不但少見塞車，更少見摩托車的身影。 

而倫敦市府在 2003年勇敢決定開立全球最大的塞車費制度，也就是向周間

進入市區核心的車輛收錢。制度實施三年後，市區車流量便減少了四分之一。

這樣的事實反映出，「以車代步」非屬必要，許多車輛的出現，其實源於人們習

慣性的使用模式。另外，倫敦市府用收到的錢提昇公車服務，把公共空間的資

源重新分配，企圖讓人們重新走回街上，以回復城市原有的面貌。 

基隆市的市區道路兩側，常常可見許多汽機車停放(且連紅線都難倖免，圖

61、圖 62)，甚至人行道及騎樓上亦停了一堆機車(圖 63～圖 65)，可見市區停

車空間已難以滿足現今的車輛數。只是，市府該為眾多的車輛開闢更多停車空

間嗎？想來，答案是否定的。 

圖 61：基隆市孝三路兩側停車(資料來源：

Google街景地圖) 

 

圖 62：基隆市西定路上的機車紅線違停(資料

來源：作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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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在基隆市復興路上人行道違停的機車(資

料來源：作者拍攝) 

 

 

 

 

 

 

 

 

圖 64：停在基隆市復興路上人行道及騎樓

的機車(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圖 65：停在基隆市愛三路上人行道及騎樓的機車(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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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也許本市可以參考前述京都市府、新加坡及倫敦市府的做法，配合

民情，打造一套適合本地的「車數瘦身」計畫。例如，一方面發達公共運輸系

統，實施鼓勵共乘策略；一方面亦可「以價抑量」，讓私人運具使用者付出較多

代價。相信經由本市府的巧心規劃，基隆市市區道路的通用或無障礙環境，定

可更加貼近「人本」，讓市民享受更優質的道路空間！ 

 

 

 

 

 

 

 

 

 

 

 

 

 

 

 

 

 

 

 

 

 

 

 

 

 

 

 

 

 

 

 

38



參考文獻 

一、期刊論文 

蘇健凱（2014）。碩士論文。公園通路無障礙設計之研究，第二章第二節，8-10。 

二、電子媒體資料 

宋元智（2019）。沒有地大物博 只有用心規劃 新加坡交通考察紀實。2019年

01月 25日，取自：https://www.7car.tw/articles/read/55329 

松山查爾斯（2018）。京都四條通人行道拓寬計畫。2018年 09月 11日，取自： 

https://medium.com/@songshancharles/%E4%BA%AC%E9%83%BD%E5%9B%9B%

E6%A2%9D%E9%80%9A%E4%BA%BA%E8%A1%8C%E9%81%93%E6%8B%93%E5%AF%AC%E

8%A8%88%E7%95%AB-28e4f2310220 

邱秉瑜（2017）。汽車社會有損都會魅力 看京都的步行城市推動策略。2017年

03月 10日，取自：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63045 

邱秉瑜（2019）。推動人本交通，新竹能向荷蘭學習什麼？2019 年 08 月 14 日，

取自：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429/article/8384 

林媛玲（2017）。交通部擬推交通寧靜區 北市：7年前就已實施。2017年 03

月 06日，取自：

https://tw.appledaily.com/life/20170306/PKBBL6RLFMLEBS5PIDWKRHSC

FM/ 

東森財經新聞（2019）。巷弄限速 30開罰真有效？學者憂借鏡日本難落實。2019

年 08月 07日，取自：https://fnc.ebc.net.tw/FncNews/cars/94805 

林瑩姍（2020）。柏油路上綠綠的「標線型人行道」，是權宜之計還是城市瑕疵？

2020年 09月 04日，取自：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40054 

侯俐安（2018）。台灣 8縣市 推「交通寧靜區」。2018年 02月 14日，取自：

https://vision.udn.com/vision/story/11258/2987508 

陳世宗（2016）。打造行人安全空間 中市設置標線型人行道。2016年 07月 21

日，取自：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0721005843-260405?chd

tv 

劉長青、zining（2020）。30年的人本環境倡議：專訪中原景觀趙家麟教授。2020

年 11月 13日，取自： https://eyesonplace.net/2020/11/13/15682/ 

蔡承翰（2020）。標線型人行道只學半套：「車本交通」的台灣，離「人本交通」

有多遠？2020年 09月 16日，取自：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40547 

澎湃新聞（2019）。交通設施｜日本京都人行道拓寬項目：步行權利的勝利。2019

年 08月 09日，取自：

39

https://www.7car.tw/article/author/22
https://www.7car.tw/articles/read/55329
https://medium.com/@songshancharles/%E4%BA%AC%E9%83%BD%E5%9B%9B%E6%A2%9D%E9%80%9A%E4%BA%BA%E8%A1%8C%E9%81%93%E6%8B%93%E5%AF%AC%E8%A8%88%E7%95%AB-28e4f2310220
https://medium.com/@songshancharles/%E4%BA%AC%E9%83%BD%E5%9B%9B%E6%A2%9D%E9%80%9A%E4%BA%BA%E8%A1%8C%E9%81%93%E6%8B%93%E5%AF%AC%E8%A8%88%E7%95%AB-28e4f2310220
https://medium.com/@songshancharles/%E4%BA%AC%E9%83%BD%E5%9B%9B%E6%A2%9D%E9%80%9A%E4%BA%BA%E8%A1%8C%E9%81%93%E6%8B%93%E5%AF%AC%E8%A8%88%E7%95%AB-28e4f2310220
https://www.thenewslens.com/author/bingyuchiu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63045
https://www.thenewslens.com/author/bingyuchiu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429/article/8384
https://fnc.ebc.net.tw/FncNews/cars/94805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40054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42
https://eyesonplace.net/2020/11/13/15682/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zh-TW&sl=zh-CN&u=https

://k.sina.cn/article_5044281310_12ca99fde02000woo3.html%3Ffrom%3

Dnews%26subch%3Donews&prev=search&pto=aue 

謝武雄（2019）。《桃園》「交通寧靜區」設置 今年增至 10處。2019年 04月 04

日，取自：https://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1278932 

EDITOR K（2020）。車速與事故的關聯？淺談交通寧靜區｜零事故研究所。2020

年 03月 25日，取自：

https://www.moto7.net/2020/03/silent-area-safety.html 

Ian Hung（2020）。東南亞摩托車日誌 — 如何在新加坡騎車上路。2020年 09

月 08日，取自：

https://ianhung0529.medium.com/%E5%8F%B0%E7%81%A3%E4%BA%BA%E6%98%9F%E5%

9C%8B%E6%91%A9%E6%89%98%E8%BB%8A%E6%97%A5%E8%A8%98-%E5%A6%82%E4%B

D%95%E5%9C%A8%E6%96%B0%E5%8A%A0%E5%9D%A1%E9%A8%8E%E8%BB%8A%E4%B8

%8A%E8%B7%AF-e6c531366d62 

Yulin（2017）。【圖輯】騎單車、走路是一種幸福，被公共運輸載是一種享受。

2017年 01月 20日，取自：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59768 

三、法規 

基隆市道路管理規則。2008年 08月 05日，取自： 

https://exlaw.klcg.gov.tw/LawContent.aspx?id=FL048821 

四、官網 

中華民國交通部。打造人本交通環境，交通部檢討狹窄道路的行車速度將由 40

公里降至 30公里-交通新聞稿-中華民國交通部 (motc.gov.tw) 。2019年

08月 06日，取自：

https://www.motc.gov.tw/ch/home.jsp?id=14&parentpath=0,2&mcustom

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01908060005&aplistdn=ou=data,ou=new

s,ou=chinese,ou=ap_root,o=motc,c=tw&toolsflag=Y&imgfolder=img%25

26amp%253B%2526%2523x23%253Bx2f%2526%2523x3b%253Bstandard 

168交通安全入口網（2016）。「交通寧靜區」，全民安全好放心 (106年)。2016

年 09月 04日，取自：

https://168.motc.gov.tw/theme/package/post/1906121100752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取自：https://www.dot.gov.taipei/ 

京都市情報館（2015）。四条通歩道拡幅事業に係るお知らせ。2015年 11月 01

日，取自：

https://www.city.kyoto.lg.jp/tokei/page/0000180989.html?fbclid=I

40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zh-TW&sl=zh-CN&u=https://k.sina.cn/article_5044281310_12ca99fde02000woo3.html%3Ffrom%3Dnews%26subch%3Donews&prev=search&pto=aue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zh-TW&sl=zh-CN&u=https://k.sina.cn/article_5044281310_12ca99fde02000woo3.html%3Ffrom%3Dnews%26subch%3Donews&prev=search&pto=aue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zh-TW&sl=zh-CN&u=https://k.sina.cn/article_5044281310_12ca99fde02000woo3.html%3Ffrom%3Dnews%26subch%3Donews&prev=search&pto=aue
https://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1278932
https://www.moto7.net/author/editor-k
https://www.moto7.net/2020/03/silent-area-safety.html
https://exlaw.klcg.gov.tw/LawContent.aspx?id=FL048821
https://www.motc.gov.tw/ch/home.jsp?id=14&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01908060005&aplistdn=ou=data,ou=news,ou=chinese,ou=ap_root,o=motc,c=tw&toolsflag=Y&imgfolder=img%2526amp%253B%2526%2523x23%253Bx2f%2526%2523x3b%253Bstandard
https://www.motc.gov.tw/ch/home.jsp?id=14&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01908060005&aplistdn=ou=data,ou=news,ou=chinese,ou=ap_root,o=motc,c=tw&toolsflag=Y&imgfolder=img%2526amp%253B%2526%2523x23%253Bx2f%2526%2523x3b%253Bstandard
https://www.motc.gov.tw/ch/home.jsp?id=14&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01908060005&aplistdn=ou=data,ou=news,ou=chinese,ou=ap_root,o=motc,c=tw&toolsflag=Y&imgfolder=img%2526amp%253B%2526%2523x23%253Bx2f%2526%2523x3b%253Bstandard
https://www.motc.gov.tw/ch/home.jsp?id=14&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01908060005&aplistdn=ou=data,ou=news,ou=chinese,ou=ap_root,o=motc,c=tw&toolsflag=Y&imgfolder=img%2526amp%253B%2526%2523x23%253Bx2f%2526%2523x3b%253Bstandard
https://www.motc.gov.tw/ch/home.jsp?id=14&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01908060005&aplistdn=ou=data,ou=news,ou=chinese,ou=ap_root,o=motc,c=tw&toolsflag=Y&imgfolder=img%2526amp%253B%2526%2523x23%253Bx2f%2526%2523x3b%253Bstandard
https://www.motc.gov.tw/ch/home.jsp?id=14&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01908060005&aplistdn=ou=data,ou=news,ou=chinese,ou=ap_root,o=motc,c=tw&toolsflag=Y&imgfolder=img%2526amp%253B%2526%2523x23%253Bx2f%2526%2523x3b%253Bstandard
https://168.motc.gov.tw/theme/package/post/1906121100752


wAR2beYWxloS-irFex5RxSL1CKv_qs0b7nPkKpB30e2xs1QefIt1LMCHvbJY  

五、政府發表的手冊及報告 

都市人本交通規劃設計手冊(第二版) 。2018年 11月 20日，取自： 

https://myway.cpami.gov.tw/Article/newsArticle/ArticleCont/185.h

tml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鄰里交通環境改善計畫簡報。2019年 05月 09日，取自： 

http://111.235.214.55/NeborhodTraficImprove/Uploads/%E9%84%B0%E9

%87%8C%E4%BA%A4%E9%80%9A%E7%92%B0%E5%A2%83%E6%94%B9%E5%96%84%E8%

A8%88%E7%95%AB%E7%B0%A1%E5%A0%B1.pdf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鄰里交通環境改善精進計畫簡報。2020年 09月，取自：

http://111.235.214.55/NeborhodTraficImproveSecond/Uploads/%E9%84

%B0%E9%87%8C%E4%BA%A4%E9%80%9A%E7%92%B0%E5%A2%83%E6%94%B9%E5%96%

84%E7%B2%BE%E9%80%B2%E8%A8%88%E7%95%AB_%E7%B0%A1%E5%A0%B1.pdf 

108年度德國、英國智慧停車、智慧交通 防護設施及交通寧靜區推動考察計畫。

2019年 12月 03日，取自： 

file:///C:/Users/admin/Downloads/%E5%AE%9A%E7%A8%BF%20(1).pdf 

 

 

 

 

 

 

 

 

 

 

 

 

 

 

 

 

 

 

 

41

https://myway.cpami.gov.tw/Article/newsArticle/ArticleCont/185.html
https://myway.cpami.gov.tw/Article/newsArticle/ArticleCont/185.html
http://111.235.214.55/NeborhodTraficImprove/Uploads/%E9%84%B0%E9%87%8C%E4%BA%A4%E9%80%9A%E7%92%B0%E5%A2%83%E6%94%B9%E5%96%84%E8%A8%88%E7%95%AB%E7%B0%A1%E5%A0%B1.pdf
http://111.235.214.55/NeborhodTraficImprove/Uploads/%E9%84%B0%E9%87%8C%E4%BA%A4%E9%80%9A%E7%92%B0%E5%A2%83%E6%94%B9%E5%96%84%E8%A8%88%E7%95%AB%E7%B0%A1%E5%A0%B1.pdf
http://111.235.214.55/NeborhodTraficImprove/Uploads/%E9%84%B0%E9%87%8C%E4%BA%A4%E9%80%9A%E7%92%B0%E5%A2%83%E6%94%B9%E5%96%84%E8%A8%88%E7%95%AB%E7%B0%A1%E5%A0%B1.pdf


 

42



 

110年度研究發展績優作品 

第二名 
 

 

 

 

 

 

基隆市無障礙政策探討 

 

 

 

 

 

 

研究單位：都市發展處 

研究人員：謝坤城  辦事員 

  

43



第一章 緒論 

一、研究動機及目的 

基隆老人人口成長迅速，今基隆市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數以破6萬人，

佔全市人口的16.26％，快達到超高齡社會，而為使高齡者、身障者更易參

與社會生活、共享經濟發展，連結人與城市之間無障礙環境格外重要，而本

市也逐步推動無障礙環境。 

無障礙環境面相廣泛，透過網路搜尋「無障礙」關鍵字，結果都以建築

物無障礙設計規範、無障礙設施為第一頁面，使刻板印象無障礙與建築物畫

上等號，然廣義的無障礙（Accessibility），參照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

約的定義：為使身心障礙者有能力獨立生活和充分參與生活的各個方面，應

當採取適當措施，確保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無障礙地進出

物質環境，使用交通工具，利用資訊和通信。 

台灣「無障礙環境」源配合聯合國「國際殘障年」進而導入台灣公共環

境，當時訂定「殘障福利法」以推動相關政策，而考量不同障別，在96年7月

11日法規修訂更名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將身心障礙者的權益保障

或服務推動，不在只限於社政單位主導，而是依事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辦理，如衛生、教育、勞工、建設、工務、住宅、交通…都需依法導入無障

礙環境，設置便於身心障礙者行動之設備。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訂定已逾10餘年，各主管機關對無障礙環境政策

分別主導推動，而本市也對推動各項公共設施無障礙政策，如建管單位推動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騎樓整平、工務單位交通道路人本環境，教育單位推動

無障礙校園環境，交通單位推動無障礙運輸如低地板公車、無障礙計程車補

助等…。 

因此，各目的事業所推行政策之橫向聯繫及整合對本市無障礙效益影響

甚大，而本研究彙整本市所推動無障礙相關政策，對其現況探討以了解問題，

期以回饋於整體市政推動，打造本市無障礙環境。 

二、研究架構流程 

本案研究流程及架構如下(圖1) 

(一) 無障礙相關法令：無障礙法令及背景 

(二) 無障礙設施政策或現況：本市人口狀況、無障礙設施政策及推動情

形。 

(三) 無障礙課題及策略：無障礙課題及因應策略。 

44



(四) 結論與建議：本市無障礙建議及回饋。 

 

圖 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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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無障礙相關法令 

第一節 無障礙設背景及發展 

「無障礙環境設計」（barrier-free environment design）的理念和想

法成為福祉政策上的主題是在1950年代以後的事。主要起源於北歐史坎第亞

半島諸國為解除對弱智者從一般社會隔離的制度，主張讓殘障者也能和一般

人一樣在地域社會過普通的生活，使身心障礙者回歸社會主流（main-

stream）、達到社會整合、統合（integration）的目的。不久這種訴諸身心

障礙者權利，強調「只以健康的人為中心的社會並不是正常的社會」，主張

身心障礙者應在社區中和一般人共同生活的「正常化」（Normalization）思

想，馬上自北歐諸國向歐洲本土延伸然後擴及美國。 

此種「正常化」福祉思潮的衝擊及讓身心障礙者回歸社會主流、整合、

統合於一般社區的理念，促使福祉政策、觀念的轉變，從「設施福祉」轉換

到「居家福祉」。也就是身心障礙者、高齡者皆以過正常的居家生活為前提，

因此如何實現「無障礙環境」，提供「移動」的自由來保障身心障礙者的生

活品質就成為很重要的課題。 

台灣「無障礙環境」政策於配合聯合國「國際殘障年」進而導入公共環

境，我國為排除影響身障者之環境，於69年公布「殘障福利法」並已經將無

障礙觀念注入台灣社會，奠下我國推展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之基礎；79年、84

年及86年修正增列障礙等級，86年復將法案名稱修正為「身心障礙者保護法」。

另為配合環境變遷，積極保障身心障礙者之權益，並使身心障礙分類與國際

接軌，96年更名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以下稱：身權法)，而身權法

就分別就其立法目的、各項無障礙政策明定主管機關應推動執行(圖2)，由

各主管機關思考公共環境設置無障礙設施，並對權管事項建立無障礙環境規

範、補助、設置，以提升、改善身心障礙者使用之環境，使身心障礙者更容

易親近社會回歸正常化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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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無障礙法令分管(本研究自繪) 

第二節 無障礙相關法令體系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以明定各事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主管，本

就身權法所授權訂定之無障礙法令以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權管建

築、道路、大眾運輸等無障礙所涉及法令彙整(圖3)，由彙整之各法系可

了解，各法系雖有無障礙相關法令，惟為符合身權法規定而更進一步訂

定新法令，本節就各法令法系背景及關係說明。 

圖 3 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法授權法令與各法系關係 

一、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3項對於公共建築及活動場所明定規劃

設置無障礙設施，意旨即是對於以建造完成建築物，仍應改善或設置無

障礙設施設備，提供無障礙環境，而為了降低規劃設置無障礙設施對早

期完成既有建築物(97年以前取得建造)之影響，於97年5月9日依身心障

礙者保護法第56條第3項授權訂定公布「已領得建築執照之公共建築物

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提具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替代、支

持性服務方式達到無障礙環境，逐步打造無障礙環境，而次於101年5月

25日修正名稱為「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

認定原則」。 

二、建築法 

在建築法系中，有關建築物無障礙設計最早於77年「建築技術規則」納

入無障礙規定，要求公共建築物設置一定之無障礙設施數量，於97年7月

1日公布施行「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規範中將用語定義、設計標

準、設施設備位置等詳加規定，讓設計者有法可以依循，藉此落實無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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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環境。 

三、住宅法 

住宅法為有效落實相關住宅政策及保障人民之基本居住權利而訂定，隨

著人權、人本意識逐漸的抬頭，身障者及高齡者對於無障礙空間需求日

益受到重視，住宅法規範推動「無障礙住宅」，其辦理依據為住宅法第

46條，並制定「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該辦法內容即針對

新建住宅之無障礙住宅標章表揚；原有住宅之共用及專有部分，補助其

改善無障礙設施，目的為鼓勵住宅起造人、所有權人提升住宅無障礙性

能，並透過申請獎勵應符合之設計及改善基準，逐步導入住宅環境全面

通用化，且達到兼具可及性、便利性及安全性之目標。 

四、特殊教育法 

73年總統令公布「特殊教育法」以提供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適性教

育，98年修法以建構特殊教育行政支持網絡特殊教育品質，而教育部為

因應國際特殊教育發展趨勢及人口少子化等議題，建構特殊教育之環境，

教育部於92年訂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改善無障礙校園環境要點」，

率先於補助大專院校建置無障礙設施及打造校園環境，次於102年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訂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改善無障礙校園

環境原則」補助高中以下幼兒園等推動無障礙校園環境。而營造無障礙

校園環境也惟教育部特殊教育之中程程計畫，教育部107年8月訂定發布

「特殊教育中程計畫(107學年至111學年度)」並訂出七大實施策略，其

中「改善校園環境，營造無礙校園」為主，持續建置或改善校園無障礙

環境。 

 

五、內政部主管活動場所無障礙設施設備設計標準 

活動場公園、綠地、廣場等為場所滿足社區居民或遊憩，為高齡者、親

子常使用之場所，公園綠地戶外場所雖可依「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

範」及「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可作為設置無障礙環境勘檢

之參考，惟都市計畫所劃設之公園綠地，尚無所屬之無障礙設備及設施

項目與規格規範，爰內政部103年8月29日函頒「都市公園綠地各主要出

入口無障礙設施設置原則」規範，供機關檢視、改善各主要出入口設施

準據，惟與身權法第57條第2項所規定由主管機關訂定無障礙項目及格，

故內政部於104年10月22日發布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57條第2項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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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訂定「內政部主管活動場所無障礙設施設備設計標準」取代設置原則

並對活動場所交通動線、停車空間等主要通路尺寸規格等加以規範，並

在活動場所建築物部分，則明定準用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六、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4條：「市區道路、人行道及市區道路兩旁建

築物之騎樓，應符合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規定之無障礙相關法規。」

雖明確規定市區道路、人行道及騎樓，應符合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

規定之無障礙相關法規，然而身權法所訂之「無障礙相關法規」並未明

確說明依循法規為何。且市區道路法系中並無由身權法所授權訂定之相

關法令，爰市區道路無障礙法規，僅能回歸依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

標準，作為市區道路無障礙規定之參考。而營建署因應趨勢以人本交通

理念，建立人本交通環境，以市區道路設計標準標準為上位指導計畫，

訂定「都市人本交通規劃設計手冊」並包含人行道、騎樓、通學道、交

通寧靜區、都市自行車、道路交叉口、公共運輸場站等周邊人本環境之

參考。 

七、大眾運輸工具無障礙設施設置辦法 

為提供身心障礙者搭乘大眾運輸權益，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3條

第3項規定於97年4月7日由主管機關交通部訂定之「大眾運輸工具無障礙

設施設置辦法」，使大眾運輸工具對於所服務之路線、航線或區域內，

規劃適當路線、航線、班次等，提供無障礙運輸服務，並對於汽車客運、

鐵路、捷運、空運、水運規定設置補助乘客上下車之無障礙設施並對其

尺寸、數量等加以規定。 

 

八、發展大眾運輸條例 

發展大眾運輸條例主要係為健全大眾運輸系統，本條例為規範運輸場站

及交通工具需設置無障礙運輸服務為主，在運輸場站或轉運站應依實際

需求設置無障礙設施及設備，並明定主管機關應定期檢討無障礙設備及

設施之維護，並依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設置，運輸工具範疇分為

「輔助」乘客上下車無障礙設施及「乘坐」無障礙交通工具，在輔助上

下車部分包含搭乘資訊(語音、告示牌等)、標示、引導、出入口設備，

無障礙交通工具，包含輪椅停靠固定設施、服務鈴、衛生設備、扶手等

設施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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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本市無障礙設施政策或現況 

本市總人口數約36萬人，男女性各約18萬，其中老年人口男性比率達

14.97、女性為18.11，老年人口數以破6萬人，佔全市人口的16.26%，快達到

超高齡社會，而本市領有身心障礙證明約2萬人，佔本市人口11.1%，而為使

高齡者、身心障礙者融入社會，建置人與城市之間的無障礙環境更顯重要。 

無障礙環境面相廣泛，廣義的無障礙（Accessibility），參照聯合國身

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的定義：為使身心障礙者有能力獨立生活和充分參與生活

的各個方面，應當採取適當措施，確保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

無障礙地進出物質環境，使用交通工具，利用資訊和通信。 

第二章節對於無障礙背景及法令說明，無障礙環境建置，係由身心障礙

者權益保障授權各主管機關依法所推動，而本章就身權法所匡列公共設施無

障礙硬體設施進行探討，並對目前中央政策及本市現況說明，期能了解本市

無障礙環境課題。 

第一節 公共建築物 

公共建築物及騎樓無障礙環境 

93年1月7日行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促進委員會議，要求各主關機關持續

考核各地方政府加強改善無障礙環境，而中央建築主管機關營建署則訂

定考核計畫，於93年起考核地方政府無障礙生活環境，對其公共建築物

無障礙環境督考，並就都會、城鎮及偏遠與離島等區域，明定各地方政

府年度執行目標值及督促改善無障礙環境。 

建築物無障礙環境已推動20餘年，但因建築物建造時間不同所檢討之無

障礙法令亦不同對於既有建築物(97年以前取得建照)可依改善原則依

循改善設置無障礙環境，而102年後新建公共建築物全面無障礙化，且建

築物無障礙法規趨向完善，故各地急需改善為既有建築物， 

各縣市執行方式為先行釐清待改善既有公共建築物，對於清查結果未符

合現行無障礙法規者，提供改善諮詢建議，協助、輔導達到完全改善，

對於未能無法完全改善之項目，則提出具體改善替代改善計畫，並由專

家學者、身障團體所組成之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備改善計諮詢小組審查，

依核定改善計畫辦理改善，改善完成後由邀集建築物無障礙勘檢小組複

檢。 

而本市目前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持續滾動式檢討清查，目前所清查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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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9處，應改善公共建築物515處，改善完成441處，其中公有公共建築

物如機關、學校多數已改善完成或分期改善中，而102年起本府也逐步推

動私人公共建築物無障礙改善，如加油站、便利商店、老人機構、醫療

院所、餐廳、商場、旅館等場所，其中公司組織完整之加油站、便利商

店等及屬高齡者、身障者等特定人使用之老人機構等已設置無障礙設施。

而在餐廳、旅館、補習班等在本市規模小且設置項目多所資經費較高在

無障礙設置相對緩慢。 

無障礙校園環境 

公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範圍內，學校無障礙環境，是直接由主管機關教

育部編列補助經費，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等單位為促使公私立大

專校院、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分別訂有「教

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改善無障礙校園環境要點」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補助改善無障礙校園環境原則」補助學校依建築物無障礙設計規範

等規劃及改善整體無障礙環境。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改善無障礙校園環

境原則」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學校既有建築物(97年以前取得建照)依建

築物無障礙設施規範分期改善，本市目前由各校自行檢視無障礙環境之

需求提出補助計畫，由教育處邀請專家學者審查評估補助優先順序，向

教育部申請經費，歷年無障礙補助項目以昇降設備為多。另教育部建置

「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無障礙校園環境管理系統」管理建築物與設

施之無障礙空間，依教育部無障礙校園環境管理系統(表1)，本市校園無

障礙設施包含室外引導通路、坡道及扶手、避難層出入口、室內出入口、

樓梯、廁所盥洗室等項目改善完成率達83%，其成果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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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無障礙校園環境管理系統(資料來源：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 

無障礙住宅 

住宅無障礙環境，可分為新建及原有住宅，在共用部分仍應符合建築技

術規則及無障礙設計規範規定，而在專有部分則依住宅法第46條所訂定

「無障礙住宅之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設計基準包含房間配置、浴室、

廁所、廚房之面積及電器插座高度等細節，如依設計基準設置者，依其

單元範圍可申請「無障礙住宅單位標章」或「無障礙住宅建築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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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新建無障礙住宅標章申請及使用作業要點於105年公布執行，新建者

取得無障礙標章，惟推動至今本市無建案申請標章。 

另原有住宅改善無障礙補助，屬於中央補助地方政府推動執行，本市109

年首次辦理原有住宅無障礙設施改善補助，補助原有住宅增設電梯計2

件核定總經費計432萬元，核定補助件數為全國之冠。 

而補助原有住宅無障礙設施屬階段性方式，目前由中央補助地方配合，

補助資源有限，故在執行上無法讓每棟住宅或需求者都獲得無障礙補助，

僅能讓原有住宅在建築物都市更新或整建維護前提升無障礙環境。 

公共活動場所無障礙(公園、綠地) 

營建署為推動都市公園綠地無障礙環境建置工作，訂有都市公園無障礙

環境督導計畫，由專家學者及公民團體組成現地抽驗小組，對公園出入

口、通路、設置設施設備之可及與近用、標誌及其他設置方便各種障別

使用或符合性別平等之設施設備等項目抽查。 

公園宛如城市之縮影，其規劃設計考量城市景觀，包含公園景觀、規模、

地形、道路、鋪面、植栽及公園建築型式等，而本市於106年8月起成立

專責單位公園管理科，以設計為導向整合公園、綠地、路樹規劃、市區

開放空間及遊憩場設施。 

本市公園綠地係由主管機關闢建完成，以面積範圍規模為標準界定委護

管理單位，106年7月以前本市公園綠地以闢建、養護為主，性質偏向土

木工程，公園開闢建缺乏系統性及整體性。 

本市公園以規模區分維護管理單位，2公頃以上地區性公園，由本府都市

發展處維護管理，為中正公園、中山公園及百福公園3處，2公頃以下鄰

里、小型公園由區公所或里辦公室維護管理。 

目前地區性公園，依其性質爭取補助以再造公園景觀風貌，本市中正公

園藉山海城串聯再造計畫、希望之丘山城社區通廊系統建構計畫，改造

公園環境並同時整合外部人行環境、通路改善無障礙人行環境，以串聯

港、城、丘廊帶，營造優良城際視野和生活空間，以另公園所設置兒童

遊具為藉由參與式規劃、試玩等活動瞭解使用者需求，創造特色公園。 

另鄰里、小型公園部分，使用對象多為當地居民高齡者、家庭主婦或幼

兒使用，以設置罐頭遊具、涼亭座椅等設施，此小型公園也當地需求或

管理不同，未系統性規劃整體環境相對不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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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市區道路 

提升道路品質計畫 

台灣交通隨1896年日治時期為開發及強化管理開始大量開道築路初期

以清末劉銘傳所建的鐵路為延伸串連基隆至高雄兩地，而之後汽車發展，

逐步取代鐵路運輸，而當時以「車」為主，為長期運輸的規畫設計，近

期隨著社會進步，尊重弱勢及保護行人，逐漸轉變為以「人」為主的規

畫設計思維，內政部營建署自95年度起推動「既有市區道路景觀與人行

環境改善計畫」，以健全基礎公共設施、路網建置到社區街道文化營造，

至通勤通學步道與無障礙通行推動等具體建設。 

內政部為加強區域均衡的城鄉建設，及因應人口老化與社會福利需求增

加，於前瞻基礎建設「提升道路品質計畫」透過公共建設與友善環境規

劃，健全環境空間設計，計畫內容包含「教育宣導」、「智慧建設」、

「生態路網」、「綠色交通」、「人本環境」等子計畫，為打造更友善

的新規格的道路，整合共通管(線)溝、人行道、自行車道、街道景觀、

天空纜線、標線標誌等項目，以完善建構來提升道路品質。 

而在人本環境中，營建署為督促地方政府重視市區道路養護品質及有效

推動建構市區道路人行道之無障礙環境，各年度訂有市區道路養護管理

暨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計畫，以「政策作為」與「實際作為」兩方面評

估市區道路養護與人行環境整合作為表現。 

本市所轄道路面積約300萬平方公尺、長度約314.69公里，101年以前每

年以總經費6,800萬辦理路面改善，僅可改善面積約全市1/22；101年至

103年每年以總經費2億元辦理改約可改善30萬平方公尺，佔全市1/10，

而本市目前每年度路面刨鋪約13萬平方公尺。在人行道環境，依本市定

期召開高齡友善城市行動方案資料，102年統計本市人行道總長度為22

萬平方公尺，平均每年可修繕及新建面積約為2千平方公尺。而藉由營建

署所推動「提升道路品質計畫」，本市也逐年整合地下管線、人孔蓋、

變電箱等設施及人行道環境推動示範道路，目前完成孝二路、麥金路、

調和街、實踐路等路段，調和街人行道寬度括擴寬至250公分，使其輪椅

可並肩通過，整體人行空間更為無障礙（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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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市長調和街擴寬工程完工啟用活動 
(照片來源：109年 10月 31日，市政新聞) 

本市109年提升道路品質計畫「希望之丘山城社區通廊系統建構計畫」同

時整合市港再生標竿、城鎮之心、歷史場景計畫及地方創生計畫等(圖5)，

串聯本市港、城、丘及整合港區周邊道路環境，以改善既有道路環境，

打造安全無礙環境。 

 圖 5 希望之丘山城社區通廊系統建構計畫及計畫整合 

提升道路品質計畫-推動騎樓整平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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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騎樓也屬於人行環境之一環，騎樓在我台灣是隨處均可見的建築特

色，是因氣候環境、人文及商業而發展出的建築型態，在政策上以建築

面積、稅賦等方面之獎勵，鼓勵留設騎樓供公眾使用，營建署也在104年

公共建築物及騎樓無障礙環境現場考核，納入騎樓樓整平，需提具100公

尺以上騎樓整平路段，對於地面平順、坡道、溝蓋方向等項目現場考核。 

本市92年當時以配合內政部營建署「城鄉風貌整體規劃示範計畫-推動

建築物騎樓整平騎畫」騎樓補助，優先辦理「愛三路騎樓拉順平工程」

而逐年推動於102年先後完成愛三路、孝二路、仁二路…等路段，範圍為

港區周邊區域，總施作長度約1,758公尺、面積達約5,343平方公尺 (圖

6)。營建署騎樓整平補助，於107年騎樓整平計畫，納為提升道路品質計

畫之子計畫，而該計畫也由原本規劃設計、工程補助，改為整平工程為

導向，藉此工程補助，加速建置騎樓無障礙環境。 

圖6 本市目前騎樓整平範圍 

第三節 大眾運輸及復康巴士 

國內現有的「無障礙交通工具」包括捷運、高鐵、臺鐵、低地板公車、

復康巴士、無障礙計程車、附駕駛租賃通用車等，除復康巴士係依身心

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提供身心障礙者服務外，其餘都屬於大眾運輸

工具範疇，大眾運輸工具無障礙建置 

 

對於交通運輸無障礙環境，交通部依身權法第53條第1項規定，特設置

「交通部無障礙交通環境推動小組」定期檢討所屬單位無障礙運輸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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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並依據發展大眾運輸條例第七條規定訂定「大眾運輸營運與服務

評鑑辦法」成立評鑑委員會由專家、學者、身心障礙團體代表組成，評

鑑所屬公共運輸無障礙環境。 

低地板公車 

而為加速大眾運輸工具之無障礙環境，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市區客運低

地板公車及公路客運與計程車無障礙車輛，而基隆市公車處也於100年

起引進低底板公車試營運，迄今共計67輛低地板公車，約佔總車額43%，

每線至少配置2輛低地板公車，低地板公車可藉由斜坡板或降地車身提

供無障礙出入，LED看板及播報器等方式提供資訊，提供高齡、幼童、婦

女及行動不便者友善無障礙環境。 

本市山坡地地形及巷道狹小，無障礙交通工具中，無障礙計程車、復康

巴士是極具機動性及可及性交通工具，彌補鐵路運輸、公車路線服務不

足，有效串聯本市無障礙環境。 

無障礙計程車 

無障礙計程車交通部於101年起推動之政策，為提供更多元無障礙之運

輸方式，無障礙計程車由各縣市政府招標辦理，由得標之車隊負責營運

之業務，並由交通部補貼購車之差價，交通部105、106年分別核准本市

9件無障礙計程車補助，而受補助加入營運數無障礙計程車計3輛，無障

礙計程車，屬計程車性質，雖屬預約方式搭乘但仍未限定乘客身分，所

有乘客皆可搭乘，故費率與一般計程車收費標準相同。 

復康巴士 

無障礙交通工具中，復康巴士為特別提供身心障礙者使用之交通工具，

法源係依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第72條，由主管機關提供復康巴

士等福利相關服務，雖非屬大眾運輸性質，但確是無障礙運輸中不可缺

少之工具之一，本市現有32輛小型復康巴士、1輛中型復康巴士，服務方

式採預約方式，其服務範圍為本市轄內各醫療院所，而對象為身心障礙

者之肢體障礙者或輪椅使用者，不需與一般乘客混合使用且無需車資，

而其機動性對於身障者、肢障者是最為方便之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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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無障礙政策及法令不同權管，缺少系統性整合 

身權法立法意旨及觀念，為改善身心障礙者使用之環境，使身心障礙者

更容易親近社會回歸正常化生活環境，身權法授權主管機關對無障礙訂

定法令管控，也間接使得各新、舊法令易產生競合問題。 

在建築物無障礙環境，依法推動公共建築物設置無障礙設施，而建築物

為單一單元，單元與單元之連結又涉及到人行道路或交通無障礙環境完

整性，對於高齡者、身障者或推嬰兒車使用者而言，步行中斷或受阻，

立即感受整體無障礙環境不完善。 

大眾運輸中低地板公車、無障礙計程車及專為提供身心障礙者服務之復

康巴士，目的都是為使確保身心障礙者、高齡者等能與其他人在平等的

基礎上，使用交通工具而自由之移動，但也因各服務之路線、車次、費

用、時間等因素，直接影響使用者搭乘意願，且本市山坡地地形、路幅

狹小等區位，其運輸相對困難，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將建築物、道路、

交通等無障礙設施則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如何有效整合、分配本市

資源使高齡者、身障者與社會之連結確保生活品質，適本市需探討之重

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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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本市無障礙課題 

無障礙環境面相廣泛，本研究在第二章說明無障礙環境推動依身心障礙

者權益保障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訂定迄今已10餘年各主管單位對相關

權益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等事項，無障礙政策分屬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第

三章彙整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推動之無障礙政策，本章將探討本市各無障礙

法令、政策及本市執行上遭遇之課題，期以從課題建立無障礙策略。 

第一節 建築物無障礙 

建築物無障礙法令繁蕪，未整合統一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則適用於建築技術規則所定義的公共建築物

類別，建築物依請領執照當時所適用法令建置無障礙設施，而身權法第

57條第2項規定公共建築物應設置相關無障礙設施，意旨即是對於以建造

完成建築物，仍應改善或設置無障礙設施設備，而為了降低規劃設置無

障礙設施對早期完成既有建築物，未回歸於建築法系訂定相關規範，而

係另訂定「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

則」，另在住宅無障礙，雖屬建築物，但為符合住宅法又訂有「無障礙

住宅之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其法令繁蕪；公園、綠地、騎樓等面向的

參考手冊則係無上位法規規範，主要透過建築師與居民的說明會、審查

會階段視會議審查結果而定，產生未有統一標準或強制適用參考手冊的

情況。而以下就本市公共建築物、住宅、公園綠地推動無障礙遭遇課題

說明如後： 

一、建築物無障礙法令改善需專業者協助 

打造無障礙環境須結合各項無障礙推動，本市建築物無障礙應改善515

處，改善完成441處，改善率達85%，其中公有建築物改善率為90%，而在

102年起對於私有公共建築物清查作業。 

建築物建造時係依當時法規檢討設置，並合法取得建築物使用執照，惟

依身權法第57條第2項規定公共建築物應設置相關無障礙設施，建築物

無障礙設施依前開法規「溯及既往」，致所有權人認知建物以符合當時

法令，為何現今又不符合，不甚了解易造成所有權人反彈，又改善如涉

建築法令，需委託專業者辦理所錙龐大，故造成執行上有所困難，成為

求改善之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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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築物無障礙未改善，裁罰對象非使用人 

107年監察院對於餐廳、公共集會類、補習班、國際觀光旅館、一般觀光

旅館及一般旅館推動情形無障礙設施改善進行調查，調查內容針對場所

未改善部分是否依第88條第1項規定裁罰，而身權法要求改善及裁罰對

象為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負責人，而非建築物使用人或租賃人，對於使

用人而言無改善之責任，致使裁罰處分難以落實。 

三、建築物無障礙設施無巡查機制，損壞腐朽無繼續維護 

建築物無障礙依法設置或改善無障礙，實務上常見設置無障礙設施或替

代採支持性替代方案，因未定期維護或教育訓練造成設施損壞或人員不

解操作，進而移除無障礙設施目。 

四、無障礙校園改善非專業者，無障礙環境標準與建築法未勾稽 

校方提具無障礙計畫時，皆由學校採購人員提兼任管理，人員非無障礙

專長背景，雖人員可參予內營建署委託辦理「建築物設置無障礙設施設

備勘檢人員培訓講習」所授課程有限，僅初步了解無障礙之法令，另校

園無障礙對象為學生及教職員居多，相對於公共環境單純，如有無障礙

需求之身心障礙學生，學校資源相對符合身心障礙學生個人之需求，易

造成校園無障礙合用但不合法，另教育部無障礙校園列管系統，列管設

置項目為室外引導通路、坡道及扶手、避難層出入口、室內出入口、樓

梯、廁所盥洗室，惟依建築技術規則，還需檢討設置無障礙停車格及無

障礙觀眾席等項目，故無障礙校園所列標準與建築技術規則未完全勾稽。 

五、校園無障礙環境改善未延續，管理系統正確性待釐清 

教育部為了解各級學校無障礙設施之需求，並籌編適當改善經費之專款

額度，成立「推動無障礙環境專案小組」，每年定期檢視各地方政府及

各級學校無障礙環境現況問題，由各校及地方政府研擬整體及年度改善

計畫，以分年、分期改善模式逐年落實，而學校單位人員輪調頻繁，如

無障礙分期計畫未延續，亦無法建置完整校園無障礙環境；另教育部建

置 無 障 礙 校 園 環 境 管 理 系 統 (https://obstacle-

free.set.edu.tw/A60020/A60020# )前端係由各學校人員自主填列無障

礙設施現況，並自行檢視改善情形，填列人員專業知能相對重要，其所

填需設置項目待釐清，另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僅就系統登載被動督促填列，

無強制性規範，使系統無實質列管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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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住宅無障礙補助對象及資源有限，無障礙住宅如何長期推動 

內政部於105年起開辦原有住宅補助，而本市於109年首辦原有住宅無障

礙補助，對原有住宅公寓大廈5層以下建築物，改善無障礙設施及增設昇

降設備，提升住宅之無障礙居住品質，而本市109年首辦計核定2件，在

實務執行上，申請人樂見於經費之補助，但其補助經費有限，其中補助

上限為45%，仍由申請人負擔，本市參考營建署建議以65歲以上高齡者及

身心障礙之申請人列為優先補助對象，雖設籍在此，但居住事實卻難以

審認。 

原有住宅無障礙補助及都市更新整建維護政策，目標皆是改善既有建築

物無障礙設施，短期內可提升居住品質，而就原有住宅需求建築物已達

一定屋齡，對安全性及建物使用年限是否符合效益，本項補助經費來源

為營建署逐年編列，後續財源如未能支持，欲申請者是否已建立無障礙

住宅觀念及自行建置、維護無障礙設施，長期無障礙住宅政策，應通盤

檢討推動方式。 

七、住宅增設無障礙設備涉及所有權人同意，又以1、2樓意願為關鍵 

建築物增建昇降設備，當依建築法申請建造或雜項執照，營建署於104年

訂定「建築物於共有土地增設昇降機應檢附土地及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

作業規定」僅需於所有權人半數同意即可申請建造或雜項執照，雖已達

設置目的，惟設置完成後昇降設備仍需支付一定比例費用及設備檢修保

養成本等，若居住為1、2樓之住戶或住戶年齡層較低，都容易降低維護

或使用之意願，故在所有權人整合為重要關鍵，另施工由申請人執行，

對於補助時程上難以管，爰在補助計畫上應審慎思考，以免補助無實質

效益。 

第二節 公共活動場所無障礙(公園、綠地) 

鄰里、小型公園因地制宜，未全面檢視設置情形 

公園使用者不分男女、年齡為大眾皆可休憩之場所，對於無障礙環境內

政部訂有活動場所無障礙設施設備設計標準，對其公園出入口、動線等

加以規範，另階梯、坡道、建築物設置等，則準用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

計規範，目前地區性公園以整合周邊環境，重新規劃，以打造特色公園，

而鄰里、小型公園設置多為地方居民設置，其環境相對簡易，且設置因

地制宜，且使用者多為周邊居民，故全面考量公園動線、無障礙通路等

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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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市區道路課題 

人行道路法令未整合 

身權法第規定市區道路、人行道及騎樓，應符合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所規定之無障礙相關法規，而人行環境無障礙改善推動，需仰賴「市區

道路條例」、「都市人本交通規劃設計手冊」、「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

規範」，而除了「市區道路條例」外其餘皆屬行政規則，難以強制規範，

也因為人行環境涉及土地管制、綠帶、道路、人行道、交通、建築物等

不同法系，因此，造成各單位間管理疊床架屋，重複投入資源，使人行

環境上難以全面角度進行整合及管理，另本市在人行環境所遇課題說明

如後： 

一、示範路段未落實管理維護 

本市孝二路、中山一路示範道路為本市港區周邊，且1公里內鄰近市場、

車站、醫療院所等區域，麥金路段為本市密集住宅區鄰近長庚醫院、安

樂區公所、學校等，適宜路段可有效提升人行無障礙環境及效益，示範

路段避免擇定人行使用率低之路段；示範道路其路幅寬闊，機車使用率

相當高，市內常出現停車空間供需失衡，常見用路人利用人行道、騎樓

空間停放(圖7)，嚴重影響無障礙環境。另道路養護應納入路面、人行道

鋪面、街道家具等設施並對其維護頻率、預算整合，在現有道路養中納

入長期性管理計畫，以維持道路人本環境。 

圖 7示範道路完成後，可加強管理或研議長期管理維護計畫(本研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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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路公用設施、高程、機車停車缺乏綜合性規劃 

人行環境與道路、人行道及騎樓非僅單點問題，過去公共資源設置於人

行環境，如變電箱、路燈、街道家具、交通號誌、水溝蓋等硬體設施，

及人行環境部分劃設機車停車格(圖8)，缺乏綜合性規劃，且本市山坡地

地形，道路高程難以訂定，若屬不同時期建造建物騎樓高程也無所依循，

造成人行空間無障礙系統中斷。 

圖 8 人公共資源設置於人行環境未加以整合(本研究拍攝) 

三、騎樓私有性需所有人同意及配合，人行道路介面未整合 

人行環境中騎樓是連接人與城市重要之介面，而本市地勢多丘陵而少平

地，建築型式及騎樓環境亦有所限制，人行環境「連續性」、「平整度」

對於使用者而言相對重要，騎樓連續性受限本市地形且建築環境影響，

雖本市早期對仁愛區、中正區等基隆港周邊範圍推動，然早期騎樓推動

上有整體規劃，但實務執行上，又因騎樓為私人所有，易受到所有權人

意願，影響整體騎樓之連續性。另在騎樓平整度，由騎樓整平可消除建

築物鄰接面(縱向)之高差，讓使用者感受更為平順之人行環境，但在道

路、人行道、騎樓及住戶(橫向)介面未整合(圖10)，騎樓平整度也直接

影響人行環境。 

圖 9騎樓、人行道與道路界面高差未整合(本研究拍攝) 

63



第四節 大眾運輸課題 

無障礙運輸及法令未整合 

依大眾運輸工具無障礙設施設置辦法，主管機關應要求大眾運輸業者提

供無障礙運輸，故目前運輸無式主管機關補助汰換公車客運，加速無障

礙建置。而計程車業在大眾運輸上身分不明，依發展大眾運輸條例所稱

大眾運輸係指具有固定路線、固定班、固定場站及固定費率，提供旅客

運送服務之公共運輸，方屬大眾運輸，如以上述條件計程車僅有固定費

率符合此要件，但運輸條例明定計程車比照大眾運輸業，但卻未將計程

車納入大眾運輸工具無障礙設施設置辦法範疇。 

另與無障礙計程車相近之復康巴士在運輸工具上屬社會福利屬服務性

質，依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所稱，復康巴士服務：指提供身心

障礙者備有輪椅升降設備及輪椅固定等設備之特製車輛，提供就醫、就

業、就學、就養及社會參與所需之交通服務。而未就並未規範車型，也

未納入主管機關車輛之管理。對本市大眾運輸課題說明如後： 

一、山坡地地形、路幅狹窄低地板公車無法行駛 

低地板公車透過免貨物稅及補助，鼓勵公共運輸業者汰舊換新，其車輛

營運成本較低，但公車路線固定，對一般使用者而言可藉由人行環境串

聯到達目的需求，但未必符合身心障礙者的就醫或就業交通需求，本市

目前有54線公車路線，其中3線為配合本市各醫院(部立基隆醫院8班、長

庚醫院11班、三軍總醫院2班)之愛心公車，其目的為使高齡者、身心障

礙者就醫之需求，在營運車輛上以低地板公車為主，但班次固定其彈性

較為不足。 

依本市公共汽車管理處網站，低地板公車專區，各路線至少配置2輛低地

板公車與一般車輛調派行駛，其中深美線配置13輛、太白莊線配置10輛，

雖兩段路線配置最多低地板公車，但支線304高遠新村、204教忠街(經美

的世界、富貴社區)路段受限於山坡地地形，且路幅不足，無法由低地板

公車行駛，而是由中型客運運輸。 

二、無障礙計程車數量比例低，車型及駕駛均有限制 

無障礙計程車及復康巴士能彌補鐵路運輸、公車路線服務不足，無障礙

計程車屬於新型態無障礙運輸方式，本市無障礙計程車於106年投入營

運，按交通部公路總局統計查詢網(https://stat.thb.gov.tw/hb01/ 

webMain.aspx?sys=100&funid=defjsp) 本市110年5月底營運計程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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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為4,028輛(表2)，通用計程車(無障礙計程車)7輛，其比例不達0.2%，

而通用計程車目前搭乘採預約方式，又計程車性質不限定服務對象一般

人皆可搭乘，故並非行動不便者或身障人士專用。另無障礙計程車型，

為確保輪椅安全使用其設備需符合相關安全規範並經認可之車型，且駕

駛人需透過受訓，並非開放所有車型或駕駛作為無障礙計程車。 

表 2基隆市計程車運輸業數量(資料來源：交通部公路總局統計查詢網) 

汽車運輸業車輛數－按縣市別分 

單位：輛 

統計期 計程車客運業 計程

車客

運服

務業 

兼營計程車

客運業、計

程車客運服

務業 

計程車運輸

合作社 

個人計程車 個人小貨

車貨運業 

總計 基隆

市 

總

計 

基

隆

市 

總計 基

隆

市 

總計 基

隆

市 

總計 基隆

市 

總

計 

基

隆

市 

109年底 38,818 1,038 - - 11,700 722 18,918 625 22,990 1,638 43 1 

109年 12月底 38,818 1,038 - - 11,700 722 18,918 625 22,990 1,638 43 1 

110 年底 (5月) 39,734 1,046 - - 11,703 738 19,062 630 22,436 1,614 43 1 

110年 1月底 38,948 1,040 - - 11,733 728 18,932 621 22,888 1,632 43 1 

110年 2月底 39,107 1,050 - - 11,725 732 18,933 619 22,812 1,626 43 1 

110年 3月底 39,457 1,051 - - 11,742 735 18,983 622 22,651 1,619 43 1 

110年 4月底 39,704 1,048 - - 11,813 734 19,010 623 22,558 1,618 42 1 

110年 5月底 39,734 1,046 - - 11,703 738 19,062 630 22,436 1,614 43 1 

表 3基隆市通用計程車數量(資料來源：交通部公路總局統計查詢網) 

無障礙營業大客車及計程車－按縣市別分 

單位：輛 

統計期 

無障礙公路

客運 

無障礙公路客

運/低底盤 

無障礙公路客

運/非低底盤 

無障礙遊覽

車 

通用計程車 

基隆市 基隆市 基隆市 基隆市 基隆市 

109 年底 45 35 10 - 8 

109 年 12月底 45 35 10 - 8 

110 年底 (5月) 45 35 10 - 7 

110 年 1月底 45 35 10 - 7 

110 年 2月底 45 35 10 - 7 

110 年 3月底 45 35 10 - 7 

110 年 4月底 45 35 10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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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營業大客車及計程車－按縣市別分 

單位：輛 

統計期 

無障礙公路

客運 

無障礙公路客

運/低底盤 

無障礙公路客

運/非低底盤 

無障礙遊覽

車 

通用計程車 

基隆市 基隆市 基隆市 基隆市 基隆市 

110 年 5月底 45 35 10 - 7 

三、復康巴士、無障礙計程車量能有限且營運方式相互競合  

本市復康巴士使用為預約制並且無須負擔費用 (每周限定2次)，依本市

復康巴士使用要點，以提供身心障礙者或失能知高齡者服務，又本市使

用對象以乘坐輪椅之身心障礙者優先，對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且定期就

醫者使用之便利性極高，而復康巴士量能有限，於尖峰時刻難以滿足身

障者之需求，若依其順位排序，恐壓縮其他障別使用復康巴士。 

復康巴士與無障礙計程車皆為高機動性之運輸工具，運輸服務之使用特

性、服務內容、對象、經營模式、收費方式略有所差異，本市復康巴士

無需負擔車資，以使用者角度會優先選擇復康巴士，造成復康巴士與無

障礙計程車相互競爭，又兩者雖為運輸工具，但為不同主管機關管理，

導致運輸服務無法就資源整合，可思考如何調整復康巴士費用或免費次

數以平衡兩者運輸效益及媒合兩者搭乘服務或分工，以達兩者高機動性

之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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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建議及策略 

短期落實執行及資源整合，中、長期全面檢視法令，倡議修法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是由各主管機關思考公共環境設置無障礙設施，

並對權管事項建立無障礙環境規範、補助、設置，提升、改善身心障礙者使

用之環境。目前無障礙政策多為依據中央所推動之並且包含軟、硬體等設施，

也造成無障礙政策涉及各法律系統，並散見於各種法規命令、行政規則、自

治條例與設計規範手冊等。因此，中、長期就法令整合，其各無障礙法令係

由身權法授權或由各單位權管法系整合，使法系脈絡更為明確，避免疊床架

屋，以更有效建立無障礙環境。而短期應盤點本市無障礙政策，進行資源整

合，避免資源重複投入，以更有限建利無障礙環境，就短期策略說明如後： 

一、強化無障礙專業知能、法令宣導及巡查機制 

建築物無障礙環境係依「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其規範已將用語

定義、設計標準、設施設備位置等詳加規定，讓設計者有法可以依循，

而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法朔及既往，需加強法令宣導，並以輔導改善方式，

包含建立改善通則、簡化替代改善計畫表格、舉辦講習會等，減少改善

阻力。 

對於設置或改善完成之建築物，建立無障礙巡查機制，對建築物無障礙

不定期巡查，以保持無障礙設備可用性。 

二、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規範下，納入通用設計思維 

無障礙設施是以身障者對象，考量身障者其尺度操作方式等，使其更易

親近社會融入社會環境。而設計者因受限於無障礙規範，設計較為保守，

可於符合規範架構下，以提供所有的人都可公平、平等的利用各種設施

為出發點，整合設計達到無障礙之環境(圖13)，讓無障礙設施與通用設

計兩者兼容提升本市無障礙尺度，讓社會中的每個人都是受益者，邁向

67



無障礙友善之城市。 

      圖 10 地磚鋪面融入視障引導概念(圖片來源：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

局)；出入口樓梯及斜坡道併同設計(本研究拍攝) 

三、校園無障礙環境，主管機關建立管理機制 

而主管機關就管理層面予以落實督導，主管機關設專職人員或委託專案

管理方式，建立完整機制，對於權管校園無障礙盤點、改善計畫需求審

核及無障礙系統登載等建立標準作業流程。 

可如邀集專家學者、身障團體等辦理校園無障礙盤點，減少前端盤點之

疏漏，亦作為後續需求補助依循及評估，以落實校園無障礙環境。 

四、人行環境維護管理策略及觀念提升 

人行環境管理層面涉及各法系，目前本市亦定有騎樓違規分工機制，除

落實分工外，可於各交通政令宣導騎樓公眾通行觀念，以建立所有人、

行人自主維護監督之觀念。 

五、道路交通環境整合 

道路環境非單一問題，對於示範道路、人行道、騎樓環境規劃時，同步

盤點公用設施需求、停車量能等，系統性整合人本交通設施，對於既有

道路養護時或整修時，檢視其周邊環境與介面鄰接問題，並採一定路段

多項無障礙工程併行規劃改善，如目前本市信四路人行道改善工程與信

四路騎樓整平工程、信四路人行道改善工程與希望之丘山城社區通廊系

統建構計畫等，就介面相互整合，加速整體人本道路環境發展。 

六、擇重要區位，建立無障礙示範區 

本市近幾年積極推動大型公共工程計畫包含「基隆市港再生標竿計畫」、

「基隆輕軌捷運建設計畫」以及「基隆北五堵國際研發新計畫」三大部

分，本市目前推動城市博覽會，以朝向整合各項政策及計畫發展，包含

基隆城際轉運站工程、國門廣場計畫、東岸廣場工程、文化中心改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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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提升道路品質、希望之丘山城廊帶串聯計畫及地方創生等計畫(圖

11)，多以符合無障礙規範，而整合本市重要建設及發展區位，如交通部

觀光局主管旅遊路線(圖12)，整合及串聯各項無障礙設施，包含景點無

障礙設施、交通、住宿，讓旅客可藉由平台可立即了解無障礙旅遊路線

及動線，未來本市可盤整計畫讓使用者從公共建築物、人行環境、大眾

運輸甚至進入到私有住宅都有設置或相對無障礙設施，建立無障礙示範

區之雛形。 

圖 11本市港區計畫盤整，建立無障礙示範區 

圖 12無障礙旅遊路線(圖片來源：交通部觀光局) 

七、復康巴士與無障礙計程車整合及聯合派遣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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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山坡地地形或路幅狹窄區域，以高機動性及可及性復康巴士或無障

礙計程車，可彌補鐵路運輸、公車路線服務不足，本市復康巴士無需負

擔車資，間接影響無障礙計程車隊營運及成立意願，可參考台北市復康

巴士收費方式，採用計程車費用計費減收比例收費或建立共乘費率，以

提升復康巴士搭乘性，或由法規面修正復康巴士定義擴及「無障礙計程

車」藉以補助身障者搭乘計程車補貼，減少身障者搭計程車的成本負擔，

提升無障礙計程車搭乘意願與復康巴士量能有限之困境。 

另復康巴士與無障礙計程車屬不同權管，如參考台北市(公共運輸處)、

新北市(交通局)、高雄市(交通局)以交通單位為主導，統一派遣調度車

輛提供服務，或評估整合一般計程車隊，以高齡者、身障者、暫時性身

障者為服務對象為主之車隊，藉以適時支援無障礙計程車、復康巴士不

足，提升無障礙運輸服務派遣效率。 

第二節 結論 

本市總人口數約36萬人，老年人口數以破6萬人，佔全市人口的16.26%，

快達到超高齡社會，而本市領有身心障礙證明約2萬人，佔本市人口11.1%，

而為使高齡者、身心障礙者融入社會，建置人與城市之間的無障礙環境顯為

重要。我國無障礙環境政策於69年立法，並將導入無障礙觀念，使身心障礙

者有能力獨立生活和充分參與生活的各個方面，確保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

平等的基礎上，96年更名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身心障礙者權益已非

社會福利導向，而是由各主管機關思考公共環境設置無障礙設施，並對權管

事項建立無障礙環境規範、補助、設置，提升、改善身心障礙者使用之環境。

目前無障礙政策多為依據中央所推動之並且包含軟(社會福利)、硬體(公共

設施建設)等設施，也造成無障礙政策涉及各法律系統，並散見於各種法規

命令、行政規則、自治條例與設計規範手冊等。因此，短期而如何運用現有

資源盤點並整合本市無障礙政策，是未來如何精進本市無障礙環境的課題。

長期仍應就法令整合，各其法系去蕪存菁，避免疊床架屋，以更有效建立無

障礙環境。 

因無障礙環境涉及各政策，各資源散佈本市各區域，如將資源整合建立

無障礙環境示範區域，以作為整合工作的第一步，亦可了解其整合下所缺乏

及待精進之地方；本市目前推動城市博覽會，以朝向整合各項政策及計畫發

展(城際轉運站、國門廣場計畫、山海城串聯再造計畫、提升道路品質計畫、

文化中心整建)，讓使用者從公共建築物、人行環境、大眾運輸甚至進入到

私有住宅都有設置或相對無障礙設施，完成後打造無障礙示範區之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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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政策推動包含軟體之服務及硬體設施建置，績效指標、評估方式

也不同，為綜合評估及提升整體績效研擬政策方向及施政關鍵指標，由主管

機關負責管考作業，對於各單位完成服務量、品質、成長率改提出實際使用

績效為衡量指標，作為無障礙政策精進及檢討之參考。 

無障礙環境推動是具延續性，而無障礙設計對象主要是關注於身障者尺

度操作方式，目的為使身障者更易親近社會融入社會環境，而隨著社會進步，

無障礙服務對逐漸轉變，非限於身障者而是包含高齡者、行動不便者、嬰幼

兒等，整體無障礙環境推動逐漸轉變為以「人」為主的規畫設計思維，故在

公共環境設施設計上應以更廣泛探討，使將無障礙環境導入通用化精神，以

達無障礙環境之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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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稅收和公共建設的連結為城市發展關鍵之一，基隆市目前正改頭

換面持續往現代化城市邁進，整合市公車、國道、省道客運及火車，

更重要的是未來的基隆捷運，能讓市民通勤便利並擠身大臺北首都生

活圈，在基隆市快速發展之時，實有探討重大建設增加地方稅收效益

之需求，有助於稅收和公共建設能處在一個最適的均衡關係。本章主

要探討研究動機及目的，以及基隆市地方稅收之現況。 

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目的 

壹、研究動機 

「財政為庶政之母」說明財政為施政的基礎，沒有充足財政即公

共事務難以推動，且政務推動有繁榮城市，創造更好生活環境之功效，

特別是公共建設的興建，在新都市主義強調公共運輸導向型開發

(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 TOD)原則下，捷運的推動是創造

良好生活環境的顯學，「捷運宅」也成為買房的焦點，捷運除了反映

絕佳生活品質外，更顯現提升整體不動產價值，活絡交易市場，實有

厚植稅基並提升稅收之效益。 

「以財政支援建設，以建設培養財政」是城市發展的理想，讓稅

收與城市發展創造良性的循環，近年來基隆市不斷的投入資源，陸續

導入及規劃公共建設，創造讓人民有感環境改善，許多市民在用腳投

票移入基隆定居，但稅收與建設的良性循環不能中斷，必須一棒接一

棒，如何評估公共建設創造的稅收效益一直以來都是關鍵的議題。 

目前我國 6都皆有捷運系統陸續興建中，如「臺北都會區大眾捷

運系統萬大－中和－樹林線」、「淡海輕軌運輸系統」、「桃園都會區大

眾捷運系統航空城捷運線(綠線)G01站延伸至中壢火車站」、「臺中都

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藍線」、「臺南市先進運輸(大眾捷運)系統第一期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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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岡山路竹延伸線建設(第二階段)」等，

豐富的經驗能借鏡納為基隆市所用，對基隆市稅收與城市發展的良性

循環將產生許多助益。 

貳、研究目的 

基隆捷運為市民期盼多年之重大建設，說明了該建設之重要性不

言而喻，應在各方面做足功課，確保能以萬全的準備面對挑戰，其中

包括交通規劃、土地開發、觀光遊憩等議題，惟尚無增加稅收效益相

關資訊，本研究能協助瞭解相關資訊。 

建設與稅收息息相關，藉由評估基隆捷運增加稅收效益，能做為

日後調整公告地價及房屋稅地段率之參考，提前預為因應，掌握先機，

甚至相關資料能協助對外溝通，讓市民瞭解全國各縣市皆會對捷運建

設周遭計算稅收增加效益，基隆市在調整時皆有參考。 

藉由模擬基隆捷運增加稅收效益，能協助提前掌握類此案件實務

操作方法，如系統設定選取所需資料及假設調整參數等，超前部屬以

因應未來其他建設有評估需求。 

第二節 基隆市不動產及稅收現況 

評估重大建設增加稅收效益前，勢必需要對目前基隆市稅收及主

要影響因素進行瞭解並分析其趨勢，以利掌握重大建設及稅收增加之

循環架構。 

壹、國稅與地方稅 

依憲法第 107條第 7款規定國稅與省稅、縣稅之劃分，由中央立

法並執行之，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8 條及第 12 條規定區別國稅及地方

稅，另除財政收支劃分法明訂稅目外，地方稅尚包含特別稅課，指適

應地方自治之需要，經議會立法課徵之稅，另依地方稅法通則第 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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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地方稅尚包括地方制度法所稱之直轄市及縣（市）特別稅課、

臨時稅課及附加稅課，與鄉鎮市的臨時稅課。 

表 1國稅與地方稅明細表 

稅目 徵收機關 

國稅 

1.所得稅 由財政部關務署負責徵收 

2.遺產及贈與稅 

由財政部所屬各地區國稅局負責稽徵 

3.關稅 

4.營業稅 

5.貨物稅 

6.菸酒稅 

7.證券交易稅 

8.期貨交易稅 

9.礦區稅 

地方稅 

1.地價稅 

由各直轄市及縣（市）地方政府所屬

的稅捐機關負責稽徵 

2.田賦 

3.土地增值稅 

4.房屋稅 

5.使用牌照稅 

6.契稅 

7.印花稅 

8.娛樂稅 

9.特別稅課 

10.臨時稅課 

11.附加稅課 

地方稅主要為不動產持有稅及不動產交易稅，可以得知不動產價

值、數量及交易情況對地方稅收影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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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基隆市不動產現況 

一、不動產交易市場 

依清華安富房價指數，基隆市不動產價格整體趨勢向上；住宅市

場交易量在 105年上半年出現熱潮，交易量突破近 5年平均水準，惟

自 105年下半年起因房地合一稅導致交易冷卻，整體住宅市場呈現價

漲量縮情勢1。 

圖 1基隆市價量變動趨勢圖 

資料來源：好房網 

二、不動產供給 

基隆市建物存量總數約 18 萬戶，隨建物第一次登記戶數逐年增

加，至各年度新完工戶數多寡直接影響增加幅度，基隆市近期增加戶

數逐年上升，至 105年及 106年達到高點後降低，不過整體呈現增加

趨勢。 

1 參考好時價網站，網址:https://www.houseplus.tw/report##%E5%9F%BA%E9%9A%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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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基隆市建物第一次登記趨勢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網站 

三、不動產發展 

基隆市近 5年以市港再生及山海串聯打造港都新風貌，完成許多

重大建設，包括東岸複合式商場、東西岸碼頭整改建、火車站南北站

及廣場，未來還有城際轉運站、會展旅運大樓及捷運等，基隆市藉由

都市設計及公共建設帶動城市風貌及生活機能提升，對不動產價值及

吸引外移人口購屋皆有正向幫助。 

參、基隆市稅收現況 

一、整體稅收 

基隆市開徵地方稅包含不動產持有稅、不動產交易稅及使用牌照

稅等稅目，未包含統籌分配稅款下各年整體稅收約 30 億元至 35 億

元，近年期以 105年稅收 34.3億元最高，106年及 107年逐年下降，

108年提升至 34.2億元，相較 107年 32.1億元有明顯提升。 

80



圖 3基隆市整體稅收趨勢圖 

資料來源：基隆市稅務局網站 

二、個項稅收 

(一)稅收占比 

基隆市個項稅收中，以 108年度稅收占比為例，主要稅目分別為

地價稅約 29%、房屋稅及使用牌照稅約 23%及土地增值稅約 18%，該 4

項稅目合計為 93%，說明該 4項稅目對整體稅收影響大。 

圖 4基隆市 108年度稅收占比圖 

資料來源：基隆市稅務局網站 

81



(二)稅收趨勢 

稅目主要可以區分為不動產持有稅及交易稅，因持有稅以持有不

動產作為課稅標的，稅收穩定，地價稅各年度稅收約 8.9億元至 9.9

億元，房屋稅各年度稅收約 7.4億元至 7.7億元，至交易稅以不動產

移轉作為課稅標的，無移轉則無稅，稅收波動較大，土地增值稅各年

度稅收約 4.1億元至 6.5億元。 

不動產持有稅收趨勢為逐年增加，以地價稅由 104 年 9 億元至

108年 10億元，增加幅度約 11%，至房屋稅增加幅度不明顯，由 104

年 7.4 億元至 108 年 7.7 億元，增加幅度約 4%，主要原因為房屋稅

有計算折舊，在未有新房屋及調高地段率情況下，稅收會有減少之現

象。 

不動產交易稅收趨勢未有一致性，土地增值稅近年以 105年 6.4

億元最高，106 年及 107 年呈下降趨勢，108 年則提升為 6.1 億元，

相較 107年 4.1億元增加幅度為 49%。 

圖 5基隆市個項稅收趨勢圖 

資料來源：基隆市稅務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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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現況分析 

依基隆市不動產及稅收資料，可以發現基隆市稅收與都市及不動

產發展息息相關，概述如下： 

一、受惠於導入都市規劃概念，以市港再生及山海串聯打造港都新風

貌，並完成許多重大建設，基隆市房屋供給流量及價值皆屬樂觀，

稅收呈現增加趨勢。 

二、105年房地合一稅對不動產交易影響大，縱然在基隆市快速發展

下，短期稅收有影響，不過在 108年度稅收已回到 105年度高水

平。 

三、在房地合一稅抑制不動產投機後，未來稅收回歸到都市發展的基

本面上，可以預期未來基隆市發展最重要的指標基隆捷運，對增

加稅收效益大。 

四、評估公共建設創造稅收效益及促進公共建設與稅收產生良性循環

確有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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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文獻回顧著重在不動產稅及租稅增額融資(TIF)，前者有助於瞭

解不動產稅主要問題及影響因素，後者則有助於瞭解公共建設增加稅

收專款用以償還公共建設舉債之機制。 

第一節 不動產稅 

壹、不動產稅基 

彭建文、吳森田、吳祥華（2007）以臺北市的大同區與內湖區為

研究區域，以 259筆實際不動產交易樣本取得不動產交易價格及座落

地點，並推估這些樣本的實付地價稅額與房屋稅額，由此計算不動產

實質稅率，結果顯示大同區之不動產實質稅率約在 0.1047%至 

0.1484%之間，內湖區的不動產實質稅率則約在 0.076%至 0.1162%之

間。王宏文（2010）以不動產交易實例來研究臺北市地價稅之公平性，

結果顯示臺北市地價稅之估價比率約 18%。陳德翰、王宏文(2011)以

實證分析臺北市 2007至 2009年不動產交易資料，結果顯示臺北市房

屋稅之估價比率大多集中在 10%至 16%之間，估價比率之中位數為

14.79%，從市郊往開發越早的市中心，水平不公平就越嚴重；垂直不

公平部分，低價位房屋具有累退性的問題，中高價位房屋則呈現累進

性的現象，此外，低價位房屋的估價比率差異程度較大。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100 年度研究報告指出我國房屋稅主要存在

「房屋與土地分離課稅」及「實際價格與課稅價格不一致」問題，長

期改革方向為房地合併以實價為評定課徵不動產稅基礎；短期改革以

儘速調整房屋構造標準單價表。基隆市稅務局 104年度研究報告以比

較法檢視已經進行調整房屋標準單價之縣市之資料並加以分析優劣，

經與各種方案模擬分析後發現，基隆市房屋標準單價評定的房屋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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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低估許多，已不符合目前稅制所要求的公平原則，故建議「房屋

標準單價應逐步調升」、「不追溯調整基準日之標準單價」、「建議總層

數三十一層以上房屋標準單價以每三層逐層遞增」及「用途類別表依

現況調整」。 

貳、稅收影響因素 

羅彩月(2018)以 2006 年至 2015 年間台灣 20 個縣市之每戶全年

經常性收入、低收入戶人口比例、大專院校以上人口比例、都市計劃

區人口比例、失業率、從業者身分結構-雇主比例與受雇者比例等為

自變數，以綜合所得稅、營利事業所得稅、地價稅及土地增值稅 4項

稅收為應變數，使用多元迴歸分析法，探討自變數對應變數之影響，

發現都市計劃區人口比例對於地價稅有顯著正向影響，從業者身分結

構-受雇者比例對於地價稅有顯著負向影響，從業者身分結構-雇主比

例對於土地增值稅有顯著正向影響。石代維(2019)指出近年房屋稅稅

收增加的背景因素有「應稅房屋稅籍增加」、「鋼骨房屋普及帶動房屋

價值成長」及「營業用及住家非自住用貢獻稅額增加」。 

第二節 租稅增額融資 

壹、發展背景 

為都市開發需求，美國聯邦政府擴充其聯邦補助金（Federal 

Grant）制度，藉以推動大規模都市開發計畫，惟進入 1970年代因長

期參與越戰之龐大軍費，導致聯邦政府財政負擔加劇，爰陸續採行「租

稅增額融資」（Tax Increment Financing，簡稱 TIF）機制，推動以

地方自主財源支應都市再生計畫(何昇融，2011)。TIF制度早在 1952

年於美國加州推動，1960年明尼蘇達州、內華達州等亦隨之採行，目

前已有 49個州實施此制度(孫克難，2013)。 

85



貳、TIF機制 

TIF機制主要在開發計畫之區域內，以其不動產價格上升所產生

之租稅增額作為租稅增額債（Tax Increment Bond，TIB）基礎的一

種財務運用方式(何昇融，2011)，即評估公共建設未來稅收增額(地

價稅、房屋稅、土地增值稅、契稅)辦理融資以支應開發建設所需成

本，未來公共建設開闢完成後再以實際增加稅收償還債務。 

計畫主辦機關需先行確認劃定實施 TIF之範圍、期間、基年、稅

目，據以審慎估算增加稅收。 

圖 6租稅增額融資機制示意圖 

資料來源：跨域加值公共建設財務規劃方案 

參、租稅增額評估 

一、稅收增額融資特區 

稅收增額收入與 TlD規模呈正向相關，規模越大則稅收增額越多，

惟地方政府為求計畫審查通過無限制擴張 TlD規模，將過度高估未來

稅收增額。目前相關研究多以捷連場站周邊半徑 300-500公尺為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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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賴宗裕、蘇偉強(2012)指出各車站周邊發展情況不一且各地財

政條件有所差異，於創定 T1D規模時，尚須考量其他相關因素限制，

以避免高估未來稅收增額。 

二、增加稅額估算 

依行政院 101 年 7 月 24 日核定「跨域加值公共建設財務規劃方

案2」中租稅增額財源機制作業流程及分工，TIF稅收估算方式如下： 

(一)劃定 TIF區內、實施期間之增額「地價稅」估算 

1.實施期間第 n年之地價稅額估計數 

（1）若實施地區當年有公有土地變更使用情形：實施期間第 n

年之地價稅額估計數＝（實施地區第 n‐1 年之全部申報地

價總額－該地區內將於第 n 年變更使用之公有土地第 n‐

1年申報地價）×（1＋實施地區第 n年公告地價預估成長

率）×基年前 3 年實施地區平均稅率＋（實施地區第 n 年

變更使用之公有土地當年申報地價×第 n 年該等土地平均

稅率）。 

（2）若實施地區當年無公有土地變更使用情形：實施期間第 n

年之地價稅額估計數＝（實施地區第 n‐1 年之全部申報地

價總額）×（1＋實施地區第 n 年公告地價預估成長率）×

基年前 3年實施地區平均稅率。 

2.實施地區該期間地價稅總額估計數＝實施第 1年之地價稅額估

計數＋實施第 2年之地價稅額估計數＋……＋實施最後 1年之

2 依國家發展委員會 105 年 12 月 5 日發國字第 1050025170 號函示，業經行政院 105 年 11 月 23

日核示同意停止適用「跨域加值公共建設財務規劃方案」，主要係方案規範自償率需達到 30%以

上，造成提案為順利通過而有美化財務之嫌及公益性高但自償率低之案件難以推動，爰檢討認為

公共建設審議不該用單一標準，符合本研究發現捷運計畫 TIF 財務參數設定似乎過度樂觀造成與

現實不符及除了財務表現外應更重視經濟效益及公益性之建議，另外雖然在方案階段性任務完

成後停止適用，未來公共建設預算的審議將回歸預算法等相關規範，不過方案內 TIF 稅收估算方

式係目前相關計畫主要參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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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價稅額估計數。 

3.地價稅租稅增額估計數＝實施地區該期間地價稅總額估計數

－（實施地區基年之地價稅額×實施年數）。 

（二）劃定 TIF區內、實施期間之增額「房屋稅」估算 

1.實施期間第 n年之房屋稅額估計數＝（實施地區第 n‐1 年房屋

評定現值總額－該地區內將於第 n年拆除之舊有房屋第 n‐1 年

評定現值合計額）×（1＋實施地區第 n年房屋評定現值成長率）

×基年前 3 年實施地區平均稅率＋（第 n 年新建房屋之房屋評

定現值合計額＋第 n 年拆除重建房屋之房屋評定現值合計額）

×第 n年該等房屋平均稅率。 

2.實施地區該期間房屋稅總額估計數＝實施第 1年之房屋稅額估

計數＋實施第 2年之房屋稅額估計數＋……＋實施最後 1年之

房屋稅額估計數。 

3.房屋稅租稅增額估計數＝實施地區該期間房屋稅總額估計數

－（實施地區基年之房屋稅額×實施年數） 

（三）劃定 TIF區內、實施期間之增額「土地增值稅」估算 

1.實施地區該期間土地增值稅總額估計數＝基年前 5年實施地區

每年平均土地增值稅申報案件之漲價總數額總額×實施年數×

（1+實施地區該期間公告土地現值預估成長率）×基年前 5 年

實施地區平均稅率。 

2.土地增值稅租稅增額估計數＝實施地區該期間土地增值稅總

額估計數－（實施地區基年之土地增值稅額×實施年數）。 

（四）劃定 TIF區內、實施期間之增額「契稅」估算 

1.實施地區該期間契稅總額估計數＝基年前 3年實施地區每年平

均契稅申報案件之契價總額×實施年數×（1+實施地區該期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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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評定現值成長率）×基年前 3年實施地區平均稅率。 

2.契稅租稅增額估計數＝實施地區該期間契稅總額估計數－（實

施地區基年之契稅稅額×實施年數）。 

第三節 文獻分析 

不動產稅一直存在稅基評估問題，除了有普遍低估價值之垂直不

公問題外，更存在相同價值但稅額不同之水平不公問題，為了促進不

動產稅公平，應盡可能掌握不動產價值，務實調整公告現值、公告地

價、房屋標準單價及地段率等，都市發展對不動產價值影響大，重大

公共建設開闢必須審慎評估並調整不動產稅。 

租稅增額融資(TIF)機制即強調重大公共建設開闢增加地方稅之

效益，藉以搭配融資手段籌措所需經費，其成敗關鍵在於增加稅額估

算，如高估可能造成以融資方式籌措興建公共建設債務無法清償，低

估則無法反映公共建設創造效益，造成公共建設計畫財務不可行，爰

租稅增額融資(TIF)機制中增加稅額估算方式似能做為不動產稅基調

整之參考，即參考其他縣市重大建設設算參數，能進一步對基隆市稅

基評估問題有改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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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其他縣市捷運建設增加地方稅效益 

其他縣市捷運建設可行性研究或綜合規劃會評估租稅增額融資

效益，目前計畫集中在 6都，計畫評估租稅增額融資時會由地方稅務

局協助，為瞭解其評估相關參數設定，本章挑選 6都各 1處計畫以瞭

解該地方政府評估增加地方稅效益，參考計畫如下表： 

表 2本研究參考 6都捷運建設計畫明細表 

縣市 計畫名稱 

臺北市 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環狀線東環段暨周邊土地開發 

新北市 淡海輕軌運輸系統綜合規劃 

桃園市 
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航空城捷運線(綠線)G01站延伸至中壢火車

站暨其土地整合發展計畫可行性研究 

臺中市 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藍線可行性研究 

臺南市 臺南市先進運輸(大眾捷運)系統第一期藍線可行性研究報告 

高雄市 
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岡山路竹延伸線建設(第二階段)及周邊土地

開發計畫可行性研究報告書 

第一節 租稅增額基本條件 

為瞭解其他縣市捷運系統增加地方稅效益評估，本節係參考 6都

各 1處計畫，以瞭解租稅增額基本條件設定。 

表 3本研究參考 6都捷運建設計畫基本條件表 

計畫 基年 年期 實施期間 TID 範圍 

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環狀
線東環段 

109年 30年 110年~139年 站體 500 公尺 

淡海輕軌運輸系統綜合規劃 101年 30年 101年~130年 站體 300 公尺 

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航空
城捷運線(綠線)G01 站延伸 

110年 30年 111年~140年 站體 500 公尺 

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藍線 103年 30年 105年-134年 站體 500 公尺 

臺南先進運輸系統第一期藍線 113年 30年 114年~143年 站體 500 公尺 

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岡山
路竹延伸線 

116年 30年 117年~146年 站體 50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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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實施年期 

挑選計畫設定年期皆為 30年，惟未明白說明設定 30年之基礎為

何，似以軌道經濟耐用年限推估，即興建軌道後一定時間後須重置相

關設備，爰租稅增額計算該使用期間，當然各設備使用年限有長有短，

30 年應理解為平均年期，依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後續路網藍線

可行性研究，土建工程能達到 50年，軌道使用年限僅 20年。 

貳、實施範圍(TID) 

挑選計畫設定實施範圍除了新北市淡水輕軌設定為 300公尺外，

餘計畫設定範圍皆為距離站體 500公尺區域，惟未明白說明設定基礎

為何，依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 1413 次委員會議就「桃園都會區

大眾捷運系統綠線(航空城捷運線)暨土地整合發展可行性研究報告

書」結論：「增額容積之調增比例應考量地區發展條件予以提高，TIF

劃定區域及增額容積範圍皆不小於 500 公尺」，捷運系統設定實施範

圍設定為距離站體 500公尺似為共同認知。 

圖 7車站 500公尺範圍示意圖 

資料來源：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環狀線東環段暨周邊土地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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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租稅增額參數設定 

壹、地價稅 

地價稅租稅增額各計畫皆依財政部訂定「租稅增額財源機制作業

流程及分工」計算租稅增額財源數額，主要差異在於預估成長率及分

配比率。 

一、基年稅額及申報總額 

計畫規劃評估可行性評估時，離實際開工營運有一段時間，除非

後續滾動式檢討修正，不然僅能以過去資料推估基年稅額及申報總額，

本研究挑選計畫操作方式可以區分為「歷史資料線性回歸或成長率計

算」及「設定公告地價成長率」兩種。 

(一)歷史資料線性回歸或成長率計算 

該方式主要以歷史資料為基礎，如「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環

狀線東環段」將過往資料採年複合成長率推估或，「桃園都會區大眾

捷運系統航空城捷運線(綠線)G01站延伸至中壢火車站」則以線性迴

歸方式分析，當然既然以歷史資料推估，計畫不同採用資料量亦不相

同，有僅使用 5 年資料，或較大範圍以 15 年資料來推估，推估方式

優點在於純以歷史資料推估，不會受到主觀意識影響，缺點則是有歷

史資料所處時空背景無法反映實際狀況之風險。 

(二)設定公告地價成長率 

該方式以預估未來公告地價成長率後，在將可得最新地價稅資料，

視與基年之年期落差數，以逐年乘上該公告地價成長率來估算，如「臺

南先進運輸系統第一期藍線」及「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岡山路竹

延伸線」皆採該方式，主要優點係不受歷史資料限制，得獨立以未來

時空背景推估成長率，缺點則是目前預估成長率通常過於主觀，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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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與事實貼近有疑慮。 

二、預估成長率 

預估成長率係影響未來地價稅租稅增額主要因素，各計畫皆以地

政局歷年公告地價調幅作為推估基礎，不過部分計畫對如何將歷年公

告地價調幅連結所設定預估成長率，導致部分計畫預估成長率似較為

主觀。 

(一)區分期間成長率 

挑選計畫大多會區分期間設定成長率，不過設定概念差異大，如

「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環狀線東環段」及「淡海輕軌運輸系統綜

合規劃」皆區分為興建期、營運初期及營運後期。 

1.興建期成長率較低：「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環狀線東環段」

主張興建期間將產生噪音、交通阻礙等負面影響，因而假設該

段期間低於平均漲幅，營運初期受惠於捷運建設之可及性與便

利性，因而有明顯高於自然成長率之地價漲幅，營運後期因經

濟發展漸緩，而回歸至自然成長。 

2.興建期成長率最高：「淡海輕軌運輸系統綜合規劃」則呈現興建

期考量捷運建設因素，地價已提前上漲，以平均漲幅推估，營

運前期及後期則分別以平均漲幅 7成及 5成推估。另「臺中都

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藍線」及「臺南先進運輸系統第一期藍線」

亦以興建期漲幅最高然後逐漸下降方式推估。 

(二)單一成長率 

「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岡山路竹延伸線建設(第二階段)」未

區分時期，實施期間皆以每 3年調高 1%為設算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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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捷運貢獻度及分配比率 

捷運貢獻度及分配比率主要概念在於增加稅收因素多，非僅捷運

建設造成，爰就捷運建設產生之增加稅收方挹注建設計畫。 

(一)捷運貢獻度 

挑選計畫中除了「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環狀線東環段」考量

部分車站周邊土地過去已因鄰近捷運等因素造成地價漲價，故就各捷

運場站區位與可及性條件之考量下，訂定不同捷運貢獻程度，其他計

畫未區分捷運貢獻度，主要原因係其他縣市尚未形成捷運路網，較無

車站周邊有鄰近其他車站之情形。 

(二)分配比率 

挑選計畫主要皆以 100%設定分配比率，除「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

系統環狀線東環段」設定分配比率為 70%，「淡海輕軌運輸系統綜合規

劃」設定分配比率則為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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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本研究參考 6都捷運建設計畫地價稅條件設定表 

項目 基年地價稅額 
基年申報地價

總額 
基年前 3年實施 
地區平均稅率 

公告地價預估成長率 
捷運 
貢獻度 

分配
比率 

臺北市 

依 96 年至 106

年地價稅收資

料，採年複合成

長率推估應納

稅額。 

依 96 年至 106

年申報地價總

額估算其複合

成長率，以推估

109 年基年申報

地價總額。 

以基年前 3年（含基

年）實施地區的實徵

稅額加總除以各車

站基年前 3年（含基

年）實施地區申報地

價總額。 

依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歷年公告各行政

區之公告地價調幅表推估本案場站涉

及行政區之公告地價預估成長率。 

興建期:假定為平均漲幅的 8 成。 

營運初期:歷年公告地價成長率排名

前 1/2之平均值。 

營運後期:依調查捷運車站周邊歷年

公告地價成長率平均值設定。 

各捷運場

站訂定不

同捷運貢

獻程度。 

70% 

新北市 
100 年地價稅資

料 

100 年地價稅資

料 

以基年前 3年（含基

年）實施地區的實徵

稅額加總除以各車

站基年前 3年（含基

年）實施地區申報地

價總額。 

抽樣調查 TID範圍土地近 6年公告地

價預估成長率。 

興建期:假定為平均漲幅。 

營運初期:假定為平均漲幅的 7成。 

營運後期:假定為平均漲幅的 5成。 

無 50% 

桃園市 

各車站 TIF實施

地區內各筆地

號過去 15年(民

國 92 至 106 

年)之地價稅歷

史資料，以線性

迴歸分析基年

地價稅額 

各車站 TIF實施

地區內各筆地

號過去 15年(民

國 92 至 106 

年)之地價稅歷

史資料，以線性

迴歸分析基年

申報地價總額 

以基年前 3年（含基

年）實施地區的實徵

稅額加總除以各車

站基年前 3年（含基

年）實施地區申報地

價總額。 

參考已核定之「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聯

外捷運系統延伸至中壢火車站 TIF 

稅收估算報告」及「桃園都會區大眾

捷運系統航空城(綠線)暨土地整合發

展計畫綜合規劃報告書」 

無 100% 

臺中市 - - 

以基年前 3年（含基

年）實施地區的實徵

稅額加總除以各車

站基年前 3年（含基

年）實施地區申報地

價總額。 

規劃期不動產市場對於本計畫施行之

不確定性較高，公告地價成長率設定

為最小，設定為每二年調整 2%；施工

期間不動產市場對於本計畫實現之預

期較為確定，公告地價成長率設定為

最大之每二年調整 4%；隨本計畫營運

通車，計畫帶來之公共效益開始實現，

前期公告地價成長率設定每二年調整

3%；營運通車後期公告地價成長率減

緩恢復為每二年調整 2%。 

無 100% 

臺南市 

以民國 105年稅

額為基礎乘上

地價成長率估

算。 

以民國 105年申

報地價總額為

基礎乘上地價

成長率估算。 

以基年前 3年（含基

年）實施地區的實徵

稅額加總除以各車

站基年前 3年（含基

年）實施地區申報地

價總額。 

參考臺南市 102、105 及 107 年度公

告地價漲幅（ 4.43%、 32.36%及 -

0.05%），假設本計畫自 105年起共調

整 19 次，通車前為-0.05%（1 次）及

1%（3 次），通車後調漲 2次 5%，之

後維持 2%成長。 

無 100% 

高雄市 

以民國 102年稅

額為基礎乘上

地價成長率估

算。 

以民國 102年申

報地價總額為

基礎乘上地價

成長率估算。 

以基年前 3年（含基

年）實施地區的實徵

稅額加總除以各車

站基年前 3年（含基

年）實施地區申報地

價總額。 

以每 3年調高 1%為設算原則 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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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房屋稅 

地價稅租稅增額各計畫皆依財政部訂定「租稅增額財源機制作業

流程及分工」計算租稅增額財源數額，主要差異在於新建拆除方屋現

值及分配比率。 

一、基年稅額及房屋評定現值 

計畫規劃評估可行性評估時，離實際開工營運有一段時間，除非

後續滾動式檢討修正，不然僅能以過去資料推估基年稅額及申報總額，

本研究挑選計畫操作方式可以區分為「歷史資料線性回歸或成長率計

算」及「設定公告地價成長率」兩種。 

(一)歷史資料線性回歸或成長率計算 

該方式主要以歷史資料為基礎，如「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環

狀線東環段」將過往資料採年複合成長率推估或，「桃園都會區大眾

捷運系統航空城捷運線(綠線)G01站延伸至中壢火車站」則以線性迴

歸方式分析，當然既然以歷史資料推估，計畫不同採用資料量亦不相

同，有僅使用 5 年資料，或較大範圍以 15 年資料來推估，推估方式

優點在於純以歷史資料推估，不會受到主觀意識影響，缺點則是有歷

史資料所處時空背景無法反映實際狀況之風險。 

(二)設定新建、拆除房屋現值及及折舊率 

該方式以預估未來新建、拆除房屋現值及及折舊率後，在將可得

最新房屋稅資料，視與基年之年期落差數，以逐年計算新建、拆除房

屋現值及及折舊率來估算，如「臺南先進運輸系統第一期藍線」及「高

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岡山路竹延伸線」皆採該方式，主要優點係不

受歷史資料限制，得獨立以未來時空背景推估成長率，缺點則是目前

預估資料通常過於主觀，是否能與事實貼近有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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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折舊率及評定現值成長率 

房屋稅額計算需考量折舊率，因為房屋稅不同地價稅按各年公告

地價調整稅額，房屋稅計算標準單價後即固定，僅有地段率得依該區

域發展情形調整，另房屋不同土地，需計算折舊率。 

(一)折舊率 

主要 1%設定為房屋折舊率，而「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岡山路

竹延伸線」以 1%者預估為 80%(如鋼骨造及鋼筋混凝土造等)，1.2%者

預估為 15%(如加強磚造及鋼鐵造等)，餘其它構造之折舊率 3.075%預

估為 5%加權平均計算折舊率為 1.133750%。 

(二)評定現值成長率 

評定現值成長率係考量捷運建設帶動實施區域發展，進而調高地

段率，調高範圍各計畫設定不同，有 1成房屋、5成房屋及全部房屋，

另各計畫設定可以區分為實施區間調整多次及僅通車時調整 1次。 

1.實施期間調整多次：「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環狀線東環段」

設定每 3 年調升 1 級，共調整 6 次，「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

統藍線可行性研究」則設定房屋評定現值預估為每 3 年成長

2.4%。 

2.通車調整 1次：大多計畫設定僅有通車後調整一次地段率，如

「臺南先進運輸系統第一期藍線」設定捷運通車後預估 10%房

屋之地段率由 140%調至 150%。 

三、拆除及新建(含拆除重建)房屋評定現值總額 

房屋稅地段率較為穩定，爰影響房屋稅主要因素係新建(含拆除

重建)房屋評定現值，如實施地區有大片市地重劃土地，則能期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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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稅增加稅額龐大，反之，如已發展成熟，可供開發素地少，則房屋

稅增加稅額少，爰預估新建(含拆除重建)房屋評定現值總額對增加稅

額影響大。 

(一)拆除房屋評定現值 

各計畫設定拆除房屋評定現值主要以過往拆除資料平均數或占

評定現值總額比例設定，僅「臺南先進運輸系統第一期藍線」係區分

不同年度各以不同比例設定為拆除房屋評定現值3。 

(二)新建(含拆除重建)房屋評定現值總額 

各計畫設定新建(含拆除重建)房屋評定現值主要以過往新建(含

拆除重建)房屋資料平均數或占評定現值總額比例設定，僅「臺南先

進運輸系統第一期藍線」係區分不同年度各以不同比例設定為新建

(含拆除重建)房屋評定現值4。 

(三)新建房屋平均稅率 

部分計畫區別基年實施地區平均稅率及新建房屋平均稅率，部分

計畫未予區別，新建房屋平均稅率與基年實施地區平均稅率相同。 

四、分配比率 

分配比率主要概念在於增加稅收因素多，非僅捷運建設造成，爰

就捷運建設產生之增加稅收方挹注建設計畫。挑選計畫除「臺北都會

區大眾捷運系統環狀線東環段」設定分配比率為 70%外，其他計畫皆

以 100%設定分配比率。 

3 106~112 年為 n-1 年房屋總現值之 0.15%，113~128 年為 0.25%，129 年以後為 0.4%。 
4 新建房屋:106-108 年為 n-1 年房屋總現值之 0.18%，109-111 年為 0.36%，112-120 年為 0.9%，

121-126 年為 0.36%，127 年以後為 0.18%。拆除重建房屋:假設為拆除舊屋現值之 3 倍，即介於

第 n-1 年房屋總現值之 0.4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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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本研究參考 6都捷運建設計畫房屋稅條件設定表 

項

目 
基年房屋稅額 

基年房屋評定

現值 

折

舊

率 

拆除之舊有房屋

第 n-1年評定現

值總額 

實施地區第 n年房

屋評定現值成長率 

基年前 3 年實

施地區 

平均稅率 

第 n年新建(含

拆除重建)房屋

評定現值總額 

新建房屋

平均稅率 

分配

比率 

臺

北

市 

依 96年至 106

年房屋稅收資

料，採年複合

成長率推估得

知應納稅額。 

以 TID 內課稅

面積佔行政區

課稅面積比例

進行推估實施

地區內基年實

徵稅額。 

依 96 年至 106

年房屋稅收資

料，採年複合

成長率推估得

知評定現值。 

以 TID 內課稅

面積佔行政區

課稅面積比例

進行推估實施

地區內基年評

定現值。 

1% 

95-106 年統計資

料加總平均後，作

為民國 107-109

年之推估值。再以

基年前 5 年之平

均值，推估拆除舊

有房屋之評定現

值總額。 

假設自民國 113 年

起，各車站周邊於

500 公尺範圍內約

1成房屋，街路等級

調高 1級（10%），

每三年調升 1 級，

共調整 6 次，其餘

各年增長率設定為

0%。 

以基年前 3 年

（含基年）實

施地區的實徵

稅額加總除以

基年前 3 年

（含基年）實

施地區房屋評

定現值總額。 

新建房屋評定

現 值 採 基 年

(109 年)前 5 年

平均數值估算，

依課稅面積比

例折算。 

基年前 5

年新建房

屋稅額除

上基年前 5

年新建房

屋之評定

現值。 

70% 

新

北

市 

100 年房屋稅

資料 

100 年房屋稅

資料 
1% 

98-100 年房屋稅

籍資料計算 

5 成房屋於通車年

調高 10% 

以基年前 3 年

（含基年）實

施地區的實徵

稅額加總除以

基年前 3 年

（含基年）實

施地區房屋評

定現值總額。 

近 6年平均新建

房屋平均現值

計算。 

基年前 3

年新建房

屋稅額除

上基年前 3

年新建房

屋之評定

現值。 

100% 

桃

園

市 

各 車 站 TIF 

實施地區內各

筆 地號 過去

15 年(民國 92 

至 106 年)之

房屋稅歷史資

料實施地區面

積佔各里之課

稅面積比例估

算，以線性迴

歸分析基年房

屋稅額 

各車站 TIF 實

施地區內各筆

地號過去 15 

年(民國 92 至

106 年)之房屋

評定現值歷史

資料實施地區

面積佔各里之

課稅面積比例

估算，以線性

迴歸分析基年

房屋稅評定現

值 

1% 

近 15 年(民國 92 

至 106 年)之各年

度拆除房屋評定

現值總額之平均

值，計算基年前 5 

年 (106 至 110 

年)之平均值。 

參考已核定之「臺

灣桃園國際機場聯

外捷運系統延伸至

中壢火車站 TIF 稅

收估算報告」及「桃

園都會區大眾捷運

系統航空城(綠線)

暨土地整合發展計

畫綜合規劃報告

書」設定實施期間

之房屋平定現值成

長率。 

以基年前 3 年

（含基年）實

施地區的實徵

稅額加總除以

基年前 3 年

（含基年）實

施地區房屋評

定現值總額。 

近 15 年(民國

92 至 106 年)新

建與拆除重建

房屋稅額及評

定現值總額之

平均值後，計算

基年前 5年(106

至 110 年)之平

均值。 

以基年前 5

年 ( 民 國

106 至 110 

年)之平均

稅率設定

之。 

100% 

臺

中

市 

- - - - 

本計畫設定房屋評

定現值預估為每 3

年成長 2.4%。 

以基年前 3 年

（含基年）實

施地區的實徵

稅額加總除以

基年前 3 年

（含基年）實

施地區房屋評

定現值總額。 

- 

基年前 3

年新建房

屋稅額除

上基年前 3

年新建房

屋之評定

現值。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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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基年房屋稅額 

基年房屋評定

現值 

折

舊

率 

拆除之舊有房屋

第 n-1年評定現

值總額 

實施地區第 n年房

屋評定現值成長率 

基年前 3 年實

施地區 

平均稅率 

第 n年新建(含

拆除重建)房屋

評定現值總額 

新建房屋

平均稅率 

分配

比率 

臺

南

市 

以 民 國 105 

年稅額為基礎

後計算拆除、

新建房屋及折

舊後估算。 

以民國 105 年

房屋現值為基

礎 後 計 算 拆

除、新建房屋

及 折 舊 後 估

算。 

1% 

106~112 年為 n-1

年房屋總現值之

0.15% ， 113~128

年為 0.25%，129

年以後為 0.4%。 

捷運通車 114 年預

估 10%房屋之地段

率 由 140% 調 至

150%。 

以基年前 3 年

（含基年）實

施地區的實徵

稅額加總除以

基年前 3 年

（含基年）實

施地區房屋評

定現值總額。 

新建房屋:106-

108 年為 n-1 年

房屋總現值之

0.18%，109-111 

年 為 0.36% ，

112-120 年 為

0.9%， 121-126 

年為 0.36%，127

年 以 後 為

0.18%。 

拆除重建房屋:

假設為拆除舊

屋現值之 3倍，

即介於第 n-1 

年房屋總現值

之 0.45%~1.2%。 

同平均稅

率 
100% 

高

雄

市 

以民國 102年

稅額為基礎計

算新建、拆除

房屋及折舊率

估算。 

以民國 102 年

現值為基礎計

算新建、拆除

房屋及折舊率

估算。 

1.1

3% 

97、98、99、100

年舊屋拆除比例

分別為 0.12%、

0.06%、 0.04%、

0.16%，平均約為

0.1% 

捷運通車 117 年預

估 1 成房屋地段率

由 原 100% 調 至

110%。 

以基年前 3 年

（含基年）實

施地區的實徵

稅額加總除以

基年前 3 年

（含基年）實

施地區房屋評

定現值總額。 

新建房屋:按實

施區域前 5年房

屋新、重建及拆

除之平均比率

計算假設為房

屋 總 現 值 之

0.65%。 

拆除重建房屋:

按實施區域前 5

年房屋新、重建

及拆除之平均

比率計算假設

為房屋總現值

之 0.65%。 

同平均稅

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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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土地增值稅 

地價稅租稅增額各計畫皆依財政部訂定「租稅增額財源機制作業

流程及分工」計算租稅增額財源數額，主要差異在於公告現值成長率

及分配比率。 

一、基年稅額及漲價總數額 

計畫規劃評估可行性評估時，離實際開工營運有一段時間，除非

後續滾動式檢討修正，不然僅能以過去資料推估基年稅額及漲價總數

額，本研究挑選計畫皆以歷史資料推估，差異在於單純以平均數推估，

或採年複合成長率計算。 

二、預估成長率 

預估成長率係影響未來地土地增值稅租稅增額主要因素，各計畫

主要以地政局歷年公告現值調幅作為推估基礎，另「桃園都會區大眾

捷運系統航空城捷運線(綠線)G01站延伸至中壢火車站」有區分一般

車站及轉乘交會站，後者預估成長率設定為前者 1.4倍。 

三、捷運貢獻度及分配比率 

除「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環狀線東環段」考量部分車站周邊

土地過去已因鄰近捷運等因素造成地價漲價，故就各捷運場站區位與

可及性條件之考量下，訂定不同捷運貢獻程度，且設定分配比率為 70%

外，其他計畫未區分捷運貢獻度，主要原因係其他縣市尚未形成捷運

路網，較無車站周邊有鄰近其他車站之情形，且設定分配比率皆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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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本研究參考 6都捷運建設計畫土地增值稅條件設定表 

項目 
基年土地增值稅

總額 

基年前 5 年實施地區每

年平均土地增值稅申報

案件之漲價總數額 

基年前 5 年實施

地區平均稅率 

公告土地現值 

預估成長率 

捷運 

貢獻度 

分配

比率 

臺北市 

依 96 年至 106 年

土地增值稅收資

料，採年複合成長

率推估應納稅額。 

歷史租稅調查資料作估

算。 

前 5 年土地增值

稅額加總除以前

5 年漲價總數額

加總。 

調查各車站涉及行政區之歷年平均

公告土地現值成長率，依歷年行政

區(96 至 107 年歷史資料)，取其平

均值乘以捷運貢獻度。 

各捷運場

站訂定不

同捷運貢

獻程度。 

70% 

新北市 
100 年土地增值

稅資料 

96-100 年土地增值稅資

料 

前 5 年土地增值

稅額加總除以前

5 年漲價總數額

加總。 

抽樣調查 TID 範圍土地近 6 年公告

現值預估成長率。 
無 100% 

桃園市 

依各車站 TIF 實

施地區內各筆地

號過去 15 年(民

國 92 年至民國

106 年)之土地增

值稅歷史資料，推

估基年(民國 110 

年)申報漲價總數

額，乘以平均稅率

後土地增值稅額 

基年(民國 110 年)申報

漲價總數額係依各車站

TIF 實施地區內各筆地

號過去 15 年(民國 92 

年至民國 106年)之申報

漲價總額歷史資料平均

值推估。 

前 5 年土地增值

稅額加總除以前

5 年漲價總數額

加總。 

依據已核定之「桃園都會區大眾捷

運系統航空城(綠線)暨土地整合發

展計畫綜合規劃報告書」預估成長

率設定為 2%，採較保守之設定一般

車站以 1.50%估算預估成長率，轉乘

交會站，以一般車站之 1.4 倍

(2.10%)預估。 

無 100% 

臺中市 - - 

前 5 年土地增值

稅額加總除以前

5 年漲價總數額

加總。 

本計畫設定公告土地現值預估成長

率為每年 2.7%。 
無 100% 

臺南市 

以計畫核定年前

5 年之區間平均

值估算，即 101年

~105 年實施地區

之土地增值稅平

均稅額估算。 

以計畫核定年前 5 年之

區間平均值估算，即 101

年~105 年實施地區之土

地增值稅平均漲價數額

估算。 

前 5 年土地增值

稅額加總除以前

5 年漲價總數額

加總。 

參考臺南市 101~107 年度公告現值

漲幅（3.87%、4.71%、11.09%12.49%、

7.87%、1.3%及-0.04%），預估未來

公告土地現值成長將趨緩，本計畫

設定實施地區實施期間公告土地現

值依每年增加 1%，則實施期間(30

年)公告土地現值預估成長率係為

(第 1 年成長率 +第 30 年成長

率)/2=(1+30%)/2=15.5%。 

無 100% 

高雄市 

以 98~102 年實施

地區之土地增值

稅平均稅額設定

為基年稅額。 

以 98~102年實施地區之

土地增值稅平均漲價總

數額設定為基年漲價總

數額。 

前 5 年土地增值

稅額加總除以前

5 年漲價總數額

加總。 

參考 96~100 公告土地現值平均調

幅，設定為 0.808%。 
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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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契稅 

契稅租稅增額各計畫皆依財政部訂定「租稅增額財源機制作業流

程及分工」計算租稅增額財源數額，主要差異在於房屋評定現值成長

率及分配比率。 

一、基年稅額及契價總額 

計畫規劃評估可行性評估時，離實際開工營運有一段時間，除非

後續滾動式檢討修正，不然僅能以過去資料推估基年稅額及漲價總數

額，本研究挑選計畫皆以歷史資料推估，以平均稅額或契價推估。 

二、房屋評定現值成長率 

契稅係以房屋稅評定現值計算稅額，爰計畫會呼應其房屋稅租稅

增額設定，如以計畫本身「增額房屋稅」對於實施地區房屋評定現值

總額之推估結果計算成長率；以計畫本身設定房屋評定現值預估為每

3年成長 2.4%，即每年成長 0.79%；以通車年度一次漲幅推估。 

三、分配比率 

分配比率主要概念在於增加稅收因素多，非僅捷運建設造成，爰

就捷運建設產生之增加稅收方挹注建設計畫。挑選計畫除「臺北都會

區大眾捷運系統環狀線東環段」設定分配比率為 70%外，其他計畫皆

以 100%設定分配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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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本研究參考 6都捷運建設計畫契稅條件設定表 

項目 基年契稅總額 

基年前 3 年實施地區每

年平均契稅申報案件之

契價總額 

基年前 3 年實施地

區平均稅率 
房屋評定現值成長率 

分配

比率 

臺北市 

依各行政區稅捐調

查統計資料，並經

以各車站 TID 課稅

面積比例折算為契

稅總額。 

依各行政區稅捐調查統

計資料，並經以各車站

TID 課稅面積比例折算

為申報契價總額。 

前 3 年契稅加總除

以前 3 年申報契價

總額。 

推導實施期間申報漲價總數額之

總額後，再回推實施期間本計畫

區域之房屋評定現值成長率值。 

70% 

新北市 98-100年契稅資料 98-100年契稅資料 

前 3 年契稅加總除

以前 3 年申報契價

總額。 

5 成房屋於通車年調高 10% 100% 

桃園市 

依 TIF 實施地區過

去 15 年(民國 92 

至 106 年)之契稅

總額平均值，推估

至 TIF 基年(民國

110 年)之契稅總

額。 

依 TIF 實施地區過去 15 

年(民國 92 至 106 年)

之申報契價總額平均

值，推估至 TIF 基年(民

國 110 年)之申報契價

總額。 

前 3 年契稅加總除

以前 3 年申報契價

總額。 

依據已核定「桃園都會區大眾捷

運系統航空城(綠線)暨土地整合

發展計畫綜合規劃報告書」之估

算方法，將實施期間每年房屋評

定現值之成長率與實施地區加

總，再除以年數後可得。 

100% 

臺中市 - - 

前 3年契稅加總除

以前 3年申報契價

總額。 

本計畫設定房屋評定現值預估為

每 3年成長 2.4%，即每年成長

0.79%。 

100% 

臺南市 

以計畫核定年前 3 

年之區間平均值，

作為契稅增額稅收

之計算基礎，即以

103~105 年實施地

區之契稅平均稅額

估算。 

以計畫核定年前 3 年之

區間平均值，作為契稅

增額稅收之計算基礎，

即以 103~105 年實施地

區之契稅平均契價總額

估算。 

前 3 年契稅加總除

以前 3 年申報契價

總額。 

依據本計畫「增額房屋稅」對於

實施地區房屋評定現值總額之推

估結果，依每年增加 0.06%，則

實施期間(30 年)房屋評定現值

成長率預估成長率係為(第 1 年

成 長 率 + 第 30 年 成 長

率)/2=(0.06%+1.8%)/2=0.93%。 

100% 

高雄市 

以 100~102 年實施

地區之契稅平均稅

額設定為基年稅

額。 

以 100~102 年實施地區

之契價平均總額設定為

基年契價總額。 

前 3 年契稅加總除

以前 3 年申報契價

總額。 

依據本計畫「增額房屋稅」對於

實施地區房屋評定現值總額之推

估結果，可得 30 年實施期間之房

屋評定現值成長率為 2.5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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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小結 

各稅係依財政部訂定「租稅增額財源機制作業流程及分工」計算

租稅增額財源數額，爰計算公式及推估項目大抵相同，重點在於各項

目如何推估能合理反映捷運建設實際產生租稅增額，本研究於 6都各

挑選一個捷運建設計畫能有效幫助瞭解目前如何評估捷運建設所創

造租稅效益，經綜整分析小結如下。 

一、各計畫對租稅增額條件設定差異大 

雖然各計畫目的皆為合理計算捷運建設創造租稅效益，不過條件

設定差異大，且部分設定並未清楚說明其設定基礎，使得所設定條件

似較為主觀，反映目前條件設定較為分歧，當然除了個案的特殊性外，

可以發現設定條件必然有較為合理及不合理之處，尚待未來計畫實施

後確認。 

二、租稅增額主要關鍵為土地稅 

受限於房屋評定現值計算方式，爰租稅增額主要在於土地價值提

升所創造之租稅增額，即地價稅及土地增值稅增額，該部分依設定公

告地價或公告現值成長率影響大，爰如何設定該成長率為估算關鍵。 

三、部分參數設定不合理或不符實務經驗 

1.房屋稅地段率調整設定不符經驗︰房屋稅地段率通常難以頻

繁調整且有一定上限，爰條件設定於實施期間每 3年皆上漲不

符實務經驗。 

2.新建房屋應以實施區域可建築空地推估較為合理︰房屋稅新

建評定現值以歷史資料推估，惟實際影響實施區域新建評定現

值係當地可建築素地多寡，以歷史資料推估可能與現實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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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過往公告地價及現值成長率設定未能反映捷運建設效果︰

部分計畫以過去土地公告地價及公告現值漲幅作基礎設定成

長率，惟該成長率未能反映捷運建設帶來地價上漲效益，僅能

反映該期間其他因素造成之地價上漲。 

4.未考量房屋稅評定現值折舊年期上限︰房屋稅最高折舊年數

為 60 年，如捷運建設年期設定為 30 年，則超過 30 年房屋不

應仍以實施年間每年折舊估算，特別在目前超過 30 年房屋比

率高情況下，恐產生一定程度誤差。 

106



第四章 基隆捷運地方稅效益模擬 

本研究計畫主要目的在於對目前相關重大建設興起的 TIF 概念

能結合目前社會對地方稅稅基過低，有調整之期待，另外能讓基隆市

稅務局有實際操作經驗，以增加基隆市稅務局在稅基調整時有新的思

考方向，更強化未來租稅業務，況且基隆捷運作為本市歷年來最重要

的建設，有關業務不僅只是直接關聯單位，其他局處亦應思考是否和

其業管部分有間接連結，以利未來基隆捷運推動時，能迅速提供市府

必要資訊參考，考量目前基隆捷運方案未確定，本章先由交通部鐵道

局「基隆南港間通勤軌道建設計畫」中挑選較為明確之場站做模擬。 

第一節 地方稅效益模擬條件設定 

壹、基隆捷運建設計畫 

一、交通部鐵道局「基隆南港間通勤軌道建設計畫」 

交通部鐵道局 108年 1月「基隆南港間通勤軌道建設計畫」可行

性研究報告(核定本)審查意見中包含：「有關土地開發部分，相關 TIF、

TOD 並無相關試算，建議納入並以敏感度分析」，委託廠商中興工程

顧問答覆：「將再補充土地開發效益部分及敏感度分析」，該計畫雖未

有 TIF效益模擬，但其他部分，如場站基本資料及經濟效益分析等，

尚稱完整。 

二、基隆輕軌改基隆捷運方案 

就在經過「四長會議」後，基隆輕軌升級為中運量捷運，焦點著

重在基捷要怎麼從八堵進入基隆市區、走哪裡，目前沒有定案，鐵道

局原先規劃台鐵讓道不進基隆，再來又傳出基隆捷運可能不進基隆，

變成「八堵捷運」，最後鐵道局再規劃台鐵、基捷共存，前交通部長

林佳龍亦表示，台鐵與基隆捷運 2套系統可以並存，技術上有可行性，

107



基隆河谷路廊有限，兩系統會有一段路線重複，但停靠站可以不同，

過了八堵之後，路線安排可以更靈活，到達有需求但交通不便的地區，

這方面要再分析公車路線、地方交通等因素5。 

三、基隆捷運建設計畫未確定 

基隆捷運建設計畫目前尚在規劃中，爰站體並未確認，考量研究

計畫模擬地方稅效益，僅是期待能強化並結合目前社會對地方稅稅基

過低，有調整之期待，爰地方稅模擬規劃就目前相對較為確定之六堵、

七堵及八堵站擇一作模擬，並針對模擬過程提出結論。 

貳、模擬條件設定 

一、模擬場站選擇 

目前較為確定之基隆轄區站體有六堵、七堵及八堵站，考量七堵

站為目前基隆主要發展區域，近期在該區域稅基調高之可能性亦大，

本研究計畫挑選七堵站為模擬分析站體。 

二、實施範圍及年期 

依土地使用分區資料可以發現，七堵車站周遭可建築使用區域為

前站基隆河內住宅區及商業區及後站住宅區，最遠直線距離約 500公

尺，目前捷運計畫多以 500公尺作為實施範圍，30年為實施年期，本

研究計畫參考其他計畫設定亦以該條件設定實施範圍及年期。 

選定範圍後須確認範圍內地段地號及房屋稅籍編號方能以系統

計算稅額或地價等資料，研究以 GIS系統套入空照圖及地籍圖，再以

人工方式確認範圍內地段及地號，房屋部分則以門牌為基礎，再以人

工方式挑選範圍內房屋稅籍號碼，有了相關資料後方能以系統帶入計

算所需稅額、地價及漲價總數額等資料。 

5 節錄自中時新聞網，林佳龍支持基捷台鐵共存方案，2021/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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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七堵車站周遭土地使用分區示意圖 

三、模擬條件設定 

租稅模擬條件係參考 6 都捷運建設計畫及實務經驗設定各項租

稅條件參數。 

(一)基年設定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實際操作租稅增額融資概念及瞭解基隆市

操作結果可能面貌，在目前基隆捷運實際推動期程未明確下，以目前

最新租稅資料年度 109年作基年設定。 

(二)捷運貢獻度 

6都捷運建設計畫僅有臺北市考量部分車站周邊土地過去已因鄰

近捷運等因素造成地價漲價，故就各捷運場站區位與可及性條件之考

量下，訂定不同捷運貢獻程度。七堵車站建置捷運系統係兩鐵共構，

另租稅增加除了捷運系統外尚有其他因素，貢獻度設定為 50%。 

(三)分配率 

6 都捷運建設計畫分配率除臺北市設定 70%及新北市地價稅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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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外，其餘部分皆設定 100%，即增加租稅部分皆分配挹注捷運計畫

財源，為避免模擬結果過於樂觀，分配率同臺北市設定為 70%。 

(四)預估成長率 

1.公告地價預估成長率 

參考基隆市七堵區 93 年至 110 年公告地價漲幅為-1.28%

至 69.7%，部分極端值恐有其他因素影響予以剔除後，公告地

價漲幅區間在-1.28%至 8.58%之間，其平均數為每兩年上漲

3.79%(歷史漲幅如屬每三年調整時期將換算為每兩年漲幅)。 

另參考臺北市捷運計畫，公告地價成長率設定為興建期以

平均漲幅 8 成設定，營運初期以公告地價成長率排名前 1/2 之

平均值設定，營運後期以平均漲幅設定。 

計畫年期30年以每10年區分為3個時期分別對應興建期、

營運初期及營運後其，參考臺北市捷運計畫設定方式，第一期

以 公 告 地 價 平 均 成 長 率 8 成 設 定 為 每 二 年 調 整

3.03%(3.79%*80%)，第二期以公告地價成長率排名前 1/2 之平

均值設定為每二年調整 6.55%，第三期以公告地價平均成長率

設定為每二年調整 3.79%。 

2.房屋評定現值成長率 

房屋評定現值成長主要在於地段率調整，參考捷運建設計

畫有每三年固定調整、多次調整或一次調整設定，實務操作 30

年間以調整不超過二次較為合理，爰參考新北市淡海輕軌計畫

參數 5成房屋於通車年調高 10%，另實施年期 30年僅調整一次

似乎不符實務，綜整以 115 年及 124 年皆有 5 成房屋調高 10%

地段率設定，以評定現值於該 2個年度平均增加 5%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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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告土地現值預估成長率 

6 都捷運計畫主要以過去年度公告現值平均漲幅設定預估

成長率，如臺中市預估成長率每年為 2.7%，高雄市預估每年為

0.808%，參考基隆市七堵區 93 年至 110 年公告現值漲幅為-

0.28%至 16.63%，101年至 104年漲幅較其他年度明顯偏高，恐

有其他因素影響，予以剔除後公告現值漲幅區間在-0.28%至

4.32%之間，平均數為 1.65%。 

表 8公告地價及公告現值漲幅表 

基隆市 
公告地價漲幅(%) 公告現值漲幅(%) 

全市 七堵區 全市 七堵區 

93 0.19 -1.28 0.00 -0.28 

94 - - 0.30 -0.12 

95 - - 1.75 0.79 

96 11.69 15.44 3.01 1.66 

97 - - 2.84 2.81 

98 - - 1.66 1.77 

99 4.27 6.77 1.84 1.28 

100 - - 2.13 2.16 

101 - - 4.06 6.77 

102 20.10 69.70 6.21 10.25 

103 - - 9.44 16.63 

104 - - 7.60 7.29 

105 11.39 23.17 4.45 4.28 

106 - - 3.64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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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 
公告地價漲幅(%) 公告現值漲幅(%) 

全市 七堵區 全市 七堵區 

107 4.66 8.58 1.27 1.39 

108 - - 1.11 1.05 

109 2.11 2.92 0.89 0.99 

110 - - 0.99 0.98 

第二節 增加地方稅效益模擬 

壹、地價稅 

一、參數數值 

模擬參數項目數值依條件說明設定，其中基年設定為 109年，地

價稅額及申報地價總額以範圍內地段地號帶入系統得出，地價稅參數

如下表。 

表 9地價稅參數表 

參數項目 設定數值 

基年地價稅額 4,585,939元 

基年申報地價總額 629,804,437元 

基年前 3年實施地區平均稅率 7.16‰ 

公告地價預估成長率 3.03%、6.55%、3.79%/每兩年 

捷運貢獻度 50% 

分配比率 70% 

 

二、增加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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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價稅增加金額模擬結果為 2,516萬餘元，挹注 70%為 1,761萬

餘元，計算過程主要係依成長率及平均稅率預估各年度地價稅，在扣

除基期地價稅即增加稅額，估算過程如下表。 

表 10地價稅增加稅收估算表 
單位:元 

年期 年度 申報地價總額 地價上漲率 平均稅率 地價稅預估數 
地價稅 
增加稅收 

D 109 629,804,437 - - - - 

D+1 110 629,804,437 0.00% 0.716% - - 

D+2 111 648,887,511 3.03% 0.716% 4,646,035 60,096 

D+3 112 648,887,511 0.00% 0.716% 4,646,035 60,096 

D+4 113 668,548,803 3.03% 0.716% 4,786,809 200,870 

D+5 114 668,548,803 0.00% 0.716% 4,786,809 200,870 

D+6 115 688,805,832 3.03% 0.716% 4,931,850 345,911 

D+7 116 688,805,832 0.00% 0.716% 4,931,850 345,911 

D+8 117 709,676,648 3.03% 0.716% 5,081,285 495,346 

D+9 118 709,676,648 0.00% 0.716% 5,081,285 495,346 

D+10 119 756,160,469 6.55% 0.716% 5,414,109 828,170 

D+11 120 756,160,469 0.00% 0.716% 5,414,109 828,170 

D+12 121 805,688,980 6.55% 0.716% 5,768,733 1,182,794 

D+13 122 805,688,980 0.00% 0.716% 5,768,733 1,182,794 

D+14 123 858,461,608 6.55% 0.716% 6,146,585 1,560,646 

D+15 124 858,461,608 0.00% 0.716% 6,146,585 1,560,646 

D+16 125 914,690,843 6.55% 0.716% 6,549,186 1,963,247 

D+17 126 914,690,843 0.00% 0.716% 6,549,186 1,963,247 

D+18 127 974,603,093 6.55% 0.716% 6,978,158 2,392,219 

D+19 128 974,603,093 0.00% 0.716% 6,978,158 2,392,219 

D+20 129 1,011,540,551 3.79% 0.716% 7,242,630 2,656,691 

D+21 130 1,011,540,551 0.00% 0.716% 7,242,630 2,656,691 

D+22 131 1,049,877,937 3.79% 0.716% 7,517,126 2,931,187 

D+23 132 1,049,877,937 0.00% 0.716% 7,517,126 2,931,187 

D+24 133 1,089,668,311 3.79% 0.716% 7,802,025 3,216,086 

D+25 134 1,089,668,311 0.00% 0.716% 7,802,025 3,216,086 

D+26 135 1,130,966,740 3.79% 0.716% 8,097,722 3,511,783 

D+27 136 1,130,966,740 0.00% 0.716% 8,097,722 3,511,783 

D+28 137 1,173,830,380 3.79% 0.716% 8,404,626 3,81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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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期 年度 申報地價總額 地價上漲率 平均稅率 地價稅預估數 
地價稅 
增加稅收 

D+29 138 1,173,830,380 0.00% 0.716% 8,404,626 3,818,687 

合計 50,327,466 

貢獻度(50%) 25,163,733 

分配率(70%) 17,614,613 

貳、房屋稅 

一、參數數值 

模擬參數項目數值依條件說明設定，其中基年設定為 109年，房

屋稅額及房屋評定現值以範圍內房屋稅編號帶入系統得出，區域內拆

除房屋現值以基期前 3年資料平均每年 809,967元設定，新建房屋近

年僅有 108年有新建案，考量選定區域可建築空地少及都市更新耗費

時間長，假設平均 5 年方有新建案，以 5 年平均新建房屋現值

15,699,480元估算，房屋稅參數如下表。 

表 11房屋稅參數表 

參數項目 設定數值 

基年房屋稅額 25,455,627元 

基年房屋評定現值 1,726,635,300元 

折舊率 1% 

拆除舊有房屋評定現值總額 809,967 

房屋評定現值成長率 115及 124年 5成房屋調高 10% 

基年前 3年實施地區平均稅率 1.46% 

新建房屋評定現值總額 15,699,480 

新建房屋平均稅率 1.50% 

分配比率 70% 

 

114



二、增加稅收 

房屋稅增加金額模擬結果為 2,375萬餘元，挹注 70%為 1,662萬

餘元，計算過程主要係依折舊率、成長率及平均稅率算出各年度房屋

稅預估數，在以預估數扣除基期房屋稅即增加稅額，估算過程如下表。 

表 12房屋稅增加稅收估算表 
單位:元 

年期 年度 房屋評定現值 
拆除 

房屋現值 

評定現值

成長率 

平均

稅率 

新建房屋 

評定現值 

新增房屋 

平均稅率 

房屋稅 

預估數 

房屋稅 

增加稅收 

D 109 1,726,635,300 - - 1.46% - - - - 

D+1 110 1,724,258,460 809,967 - 1.46% 15,699,480  1.50% 25,180,453 -275,174 

D+2 111 1,721,905,388 809,967 - 1.46% 15,699,480  1.50% 25,146,098 -309,529 

D+3 112 1,719,575,848 809,967 - 1.46% 15,699,480  1.50% 25,112,087 -343,540 

D+4 113 1,717,269,602 809,967 - 1.46% 15,699,480  1.50% 25,078,416 -377,211 

D+5 114 1,714,986,419 809,967 - 1.46% 15,699,480  1.50% 25,045,082 -410,545 

D+6 115 1,797,617,896 809,967 5.0% 1.46% 15,699,480  1.50% 26,251,501 795,874 

D+7 116 1,794,531,230 809,967 - 1.46% 15,699,480  1.50% 26,206,436 750,809 

D+8 117 1,791,475,430 809,967 - 1.46% 15,699,480  1.50% 26,161,821 706,194 

D+9 118 1,788,450,189 809,967 - 1.46% 15,699,480  1.50% 26,117,653 662,026 

D+10 119 1,785,455,200 809,967 - 1.46% 15,699,480  1.50% 26,073,926 618,299 

D+11 120 1,782,490,161 809,967 - 1.46% 15,699,480  1.50% 26,030,636 575,009 

D+12 121 1,779,554,773 809,967 - 1.46% 15,699,480  1.50% 25,987,779 532,152 

D+13 122 1,776,648,738 809,967 - 1.46% 15,699,480  1.50% 25,945,351 489,724 

D+14 123 1,773,771,763 809,967 - 1.46% 15,699,480  1.50% 25,903,348 447,721 

D+15 124 1,858,725,261 809,967 5.0% 1.46% 15,699,480  1.50% 27,143,669 1,688,042 

D+16 125 1,855,027,521 809,967 - 1.46% 15,699,480  1.50% 27,089,682 1,634,055 

D+17 126 1,851,366,759 809,967 - 1.46% 15,699,480  1.50% 27,036,234 1,580,607 

D+18 127 1,847,742,605 809,967 - 1.46% 15,699,480  1.50% 26,983,322 1,527,695 

D+19 128 1,844,154,692 809,967 - 1.46% 15,699,480  1.50% 26,930,938 1,475,311 

D+20 129 1,840,602,658 809,967 - 1.46% 15,699,480  1.50% 26,879,079 1,423,452 

D+21 130 1,837,086,144 809,967 - 1.46% 15,699,480  1.50% 26,827,737 1,372,110 

D+22 131 1,833,604,796 809,967 - 1.46% 15,699,480  1.50% 26,776,910 1,321,283 

D+23 132 1,830,158,261 809,967 - 1.46% 15,699,480  1.50% 26,726,590 1,270,963 

D+24 133 1,826,746,191 809,967 - 1.46% 15,699,480  1.50% 26,676,774 1,221,147 

D+25 134 1,823,368,242 809,967 - 1.46% 15,699,480  1.50% 26,627,456 1,17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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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期 年度 房屋評定現值 
拆除 

房屋現值 

評定現值

成長率 

平均

稅率 

新建房屋 

評定現值 

新增房屋 

平均稅率 

房屋稅 

預估數 

房屋稅 

增加稅收 

D+26 135 1,820,024,073 809,967 - 1.46% 15,699,480  1.50% 26,578,631 1,123,004 

D+27 136 1,816,713,345 809,967 - 1.46% 15,699,480  1.50% 26,530,295 1,074,668 

D+28 137 1,813,435,725 809,967 - 1.46% 15,699,480  1.50% 26,482,441 1,026,814 

D+29 138 1,810,190,880 809,967 - 1.46% 15,699,480  1.50% 26,435,067 979,440 

合計 23,752,229 

分配率(70%) 16,626,561 

參、土地增值稅 

一、參數數值 

模擬參數項目數值依條件說明設定，其中基年設定為 109年，土

地增值稅額及漲價總數以範圍內地段地號帶入系統得出，土地增值稅

參數如下表。 

表 13土地增值稅參數表 

參數項目 設定數值 

基年土地增值稅總額 4,366,728元 

基年前 5年平均申漲價總數額 41,834,729元 

基年前 5年平均稅率 20.10% 

公告土地現值預估成長率 1.65% 

捷運貢獻度 50% 

分配比率 70% 

二、增加稅收 

土地增值稅增加金額模擬結果為 3,532萬餘元，挹注 70%為 2,472

萬餘元，計算過程主要係依成長率算出每年漲價總數額增加數，再乘

上平均稅率得出增加稅收金額，估算過程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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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土地增值稅增加稅收估算表 
單位:元 

年期 年度 漲價總數額 現值上漲率 平均稅率 
漲價總數額 

增加數 

土地增值稅 

增加稅收 

D 109 41,834,729 - - - - 

D+1 110 42,525,002 1.65% 20.10% 690,273 138,745 

D+2 111 43,226,665 1.65% 20.10% 1,391,936 279,779 

D+3 112 43,939,905 1.65% 20.10% 2,105,176 423,140 

D+4 113 44,664,913 1.65% 20.10% 2,830,184 568,867 

D+5 114 45,401,884 1.65% 20.10% 3,567,155 716,998 

D+6 115 46,151,015 1.65% 20.10% 4,316,286 867,574 

D+7 116 46,912,507 1.65% 20.10% 5,077,778 1,020,633 

D+8 117 47,686,563 1.65% 20.10% 5,851,834 1,176,219 

D+9 118 48,473,392 1.65% 20.10% 6,638,663 1,334,371 

D+10 119 49,273,202 1.65% 20.10% 7,438,473 1,495,133 

D+11 120 50,086,210 1.65% 20.10% 8,251,481 1,658,548 

D+12 121 50,912,633 1.65% 20.10% 9,077,904 1,824,659 

D+13 122 51,752,691 1.65% 20.10% 9,917,962 1,993,510 

D+14 123 52,606,611 1.65% 20.10% 10,771,882 2,165,148 

D+15 124 53,474,620 1.65% 20.10% 11,639,891 2,339,618 

D+16 125 54,356,951 1.65% 20.10% 12,522,222 2,516,967 

D+17 126 55,253,841 1.65% 20.10% 13,419,112 2,697,241 

D+18 127 56,165,529 1.65% 20.10% 14,330,800 2,880,491 

D+19 128 57,092,260 1.65% 20.10% 15,257,531 3,066,764 

D+20 129 58,034,283 1.65% 20.10% 16,199,554 3,256,110 

D+21 130 58,991,848 1.65% 20.10% 17,157,119 3,448,581 

D+22 131 59,965,214 1.65% 20.10% 18,130,485 3,644,227 

D+23 132 60,954,640 1.65% 20.10% 19,119,911 3,843,102 

D+24 133 61,960,391 1.65% 20.10% 20,125,662 4,045,258 

D+25 134 62,982,738 1.65% 20.10% 21,148,009 4,250,750 

D+26 135 64,021,953 1.65% 20.10% 22,187,224 4,459,632 

D+27 136 65,078,315 1.65% 20.10% 23,243,586 4,671,961 

D+28 137 66,152,107 1.65% 20.10% 24,317,378 4,887,793 

D+29 138 67,243,617 1.65% 20.10% 25,408,888 5,107,187 

合計 70,640,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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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期 年度 漲價總數額 現值上漲率 平均稅率 
漲價總數額 

增加數 

土地增值稅 

增加稅收 

貢獻度(50%) 35,320,130 

分配率(70%) 24,724,091 

肆、契稅 

一、參數數值 

模擬參數項目數值依條件說明設定，其中基年設定為 109年，契

稅及契價總額以範圍內房屋稅編號帶入系統得出，契稅參數如下表。 

表 15契稅參數表 

二、增加稅收 

契稅增加金額模擬結果為 992 萬餘元，挹注 70%為 694 萬餘元，

計算過程主要係依成長率算出每年契價總數額增加數，再乘上平均稅

率得出增加稅收金額，估算過程如下表。 

表 16契稅增加稅收估算表 
單位:元 

年期 年度 契價總數額 評定現值 
上漲率 平均稅率 契價總額 

增加數 
契稅 

增加稅收 

D 109 84,460,891 - - - - 

D+1 110 84,460,891 - 5.91% 0 0 

D+2 111 84,460,891 - 5.91% 0 0 

D+3 112 84,460,891 - 5.91% 0 0 

參數項目 設定數值 

基年契稅總額 4,047,760 

基年前 3年平均契價總額 84,460,891元 

基年前 3年平均稅率 5.91% 

房屋評定現值成長率 115及 124年 5成房屋調高 10% 

分配比率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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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期 年度 契價總數額 評定現值 
上漲率 平均稅率 契價總額 

增加數 
契稅 

增加稅收 

D+4 113 84,460,891 - 5.91% 0 0 

D+5 114 84,460,891 - 5.91% 0 0 

D+6 115 88,683,936 5.00% 5.91% 4,223,045 249,582 

D+7 116 88,683,936 - 5.91% 4,223,045 249,582 

D+8 117 88,683,936 - 5.91% 4,223,045 249,582 

D+9 118 88,683,936 - 5.91% 4,223,045 249,582 

D+10 119 88,683,936 - 5.91% 4,223,045 249,582 

D+11 120 88,683,936 - 5.91% 4,223,045 249,582 

D+12 121 88,683,936 - 5.91% 4,223,045 249,582 

D+13 122 88,683,936 - 5.91% 4,223,045 249,582 

D+14 123 88,683,936 - 5.91% 4,223,045 249,582 

D+15 124 93,118,132 5.00% 5.91% 8,657,241 511,643 

D+16 125 93,118,132 - 5.91% 8,657,241 511,643 

D+17 126 93,118,132 - 5.91% 8,657,241 511,643 

D+18 127 93,118,132 - 5.91% 8,657,241 511,643 

D+19 128 93,118,132 - 5.91% 8,657,241 511,643 

D+20 129 93,118,132 - 5.91% 8,657,241 511,643 

D+21 130 93,118,132 - 5.91% 8,657,241 511,643 

D+22 131 93,118,132 - 5.91% 8,657,241 511,643 

D+23 132 93,118,132 - 5.91% 8,657,241 511,643 

D+24 133 93,118,132 - 5.91% 8,657,241 511,643 

D+25 134 93,118,132 - 5.91% 8,657,241 511,643 

D+26 135 93,118,132 - 5.91% 8,657,241 511,643 

D+27 136 93,118,132 - 5.91% 8,657,241 511,643 

D+28 137 93,118,132 - 5.91% 8,657,241 511,643 

D+29 138 93,118,132 - 5.91% 8,657,241 511,643 

合計 9,920,882 

分配率(70%) 6,944,617 

伍、小結 

一、模擬增加地方稅效益 

本研究模擬基隆捷運七堵站實施範圍內增加地方稅效益為 9,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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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餘元，挹注分配 70%為 6,590萬餘元。 

稅目 增加稅收 分配率 70% 

地價稅 25,163,733 17,614,613 

房屋稅 23,752,229 16,626,561 

土地增值稅 35,320,130 24,724,091 

契稅 9,920,882 6,944,617 

合計 94,156,975 65,909,882 

二、基隆捷運建設財源計算租稅增額無實益 

在基隆市稅基相對較低及實施區域可建築空地少情況下，模擬七

堵車站實施範圍增加地方稅效益有限，僅 9,415萬餘元，如以 70%分

配率，僅 6,590萬餘元，爰捷運建設財源計算租稅增額無實益，模擬

結果可以支持目前規劃基隆捷運財源未計算租稅增額。 

三、增加稅收效益挹注周遭基礎建設經費需求 

考量目前基隆市資源有限，如以增加稅收效益評估挹注實施地區

基礎建設經費需求，能避免造成市庫額外負擔或增加公共債務，讓建

設與財政達成均衡。 

四、基隆捷運應著重經濟效益分析 

事實上捷運建設不應狹隘以財務能否自償評估，更重要的是經濟

效益評估，如旅行時間節省效益、公車營運成本節省效益、肇事成本

節省、減少空氣及噪音污染之效益及土地使用提升效益等，如經濟效

益能超過計畫未能自償部分，興建仍具效益。基隆捷運能快速連結基

隆到臺北，串聯大臺北生活圈，經濟效益龐大，應盡速興建以加速基

隆地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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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及建議 

「以財政支援建設，以建設培養財政」是城市進步的重要方針，

讓稅收與城市發展不斷創造良性循環，本研究藉由市民期盼多年的基

隆捷運切入模擬增加地方稅收效益，並得出相關結論及建議。 

第一節、結論 

本研究藉由梳理目前稅收及不動產市場情況、文獻回顧及參考 6

都捷運建設計畫作為模擬基隆捷運增加稅收基礎，相關結論如下。 

一、稅收與都市發展息息相關 

依基隆市稅收及不動產資料，可以發現受惠於導入都市規劃概念，

以市港再生及山海串聯打造港都新風貌，並完成許多重大建設，基隆

市房屋供給流量及價值皆屬樂觀，稅收呈現增加趨勢。 

二、不動產稅基評估普遍低估 

不動產稅基有普遍低估價值之垂直不公問題外，更存在相同價值

但稅額不同之水平不公問題，為了促進不動產稅公平，應盡可能掌握

不動產價值，務實調整公告現值、公告地價、房屋標準單價及地段率

等，都市發展對不動產價值影響大，重大公共建設開闢必須審慎評估

並調整不動產稅。 

三、各縣市捷運計畫增加稅收模擬參數不合理或與租稅實務不符 

捷運計畫增加租稅效益計算應合理，參考各縣市計畫發現條件設

定差異大，且部分設定並未清楚說明其設定基礎，另除了個案特殊性

外，可以發現設定條件有諸多不合理之處，如房屋稅地段率調整設定

不符經驗、以過往公告地價及現值成長率設定未能反映捷運建設效果

及未考量房屋稅評定現值折舊年期上限等。 

121



四、基隆捷運模擬結果增加稅收效益有限 

選定七堵站做為模擬區域，模擬結果預估因捷運建設造成增加稅

收效益為 9,415 萬餘元，如以 70%分配率計算挹注捷運建設經費為

6,590萬餘元。模擬結果呈現基隆捷運建設財源計算租稅增額似無實

益，可以支持目前規劃基隆捷運財源未計算租稅增額。 

五、基隆捷運應著眼於經濟效益 

捷運建設不應狹隘以財務能否自償評估，更重要的是經濟效益評

估，如旅行時間節省效益、公車營運成本節省效益、肇事成本節省、

減少空氣及噪音污染之效益及土地使用提升效益等，基隆捷運能快速

連結基隆到臺北，串聯大臺北生活圈，經濟效益龐大，應盡速興建以

加速基隆地區發展。 

第二節、建議 

研究結果能反映出未來可以努力精進地方，讓基隆市稅務局能在

城市快速發展時一起挺身而出，相關建議如下。 

一、持續精進模擬增加地方稅效益能力 

本研究模擬基隆捷運建設增加稅收，參考財政部「跨域加值公共

建設財務規劃方案」租稅增額財源機制及各縣市捷運計畫增加租稅參

數設定暨計算過程，可以做為未來基隆市稅務局持續精進自身模擬租

稅效益能力之基礎，並結合自身租稅實務經驗之優勢強化模擬增加地

方稅效益能力，在基隆市快速發展時，當財務規劃有相關需求時即能

快速反應，另研究過程與資訊討論藉由系統挑選所需資料，亦有助於

未來持續就模擬增加地方稅效益議題強化系統運用，以減少人工作業

時間，讓模擬過程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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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建設結合稅基調整 

稅收與城市發展息息相關，為了解決目前普遍稅基過低問題，應

將租稅增額財源概念導入稅基調整，以公共建設為點，效益所及距離

為線，實施區域為面，建構一套由公共建設出發，合理的評估調整稅

基機制，讓公共建設效益能轉換為實質稅收。 

三、稅收及城市發展均衡 

考量目前基隆市資源有限，為避免造成市庫額外負擔或增加公共

債務，或許能以增加稅收效益評估增加挹注經費，讓建設與財政達成

均衡，且隨著城市發展逐漸成熟，增加稅收也會不斷提高，稅收與城

市發展不斷創造良性循環，另目前基隆市稅收有限情況下，應該多向

中央爭取相關補助或建設，以加速良性循環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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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 研究動機 

 

   《禮記．大學》「有土斯有財」給國人留下根深蒂固的不動產價值觀，亦

即多數國人深受此古語影響，認為擁有土地才是真正擁有財富，於是終其一

身追求買房自住的踏實感。近年來由於金融寬鬆政策使得國內利率走低、房

地產交易與持有稅率偏低及臺商資金回流等因素，不動產買賣數量激增1。然

而，隨著不動產交易量增多，不動產交易糾紛也隨之而來。依據內政部不動

產資訊平台糾紛案例及統計區查得，自民國(以下同)105 年至 109 年，每年全

國總計約有二千件不動產交易糾紛產生2，對於購買不動產之民眾權益影響甚

鉅。 

 

二、 研究目的 

 

    為落實政府多元居住政策之健全房產交易制度3、保護消費者權益，建構

友善及安全之不動產交易環境，進一步提升行政效能，本文以 105年至 109年

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受理之不動產交易糾紛及本府採行之行政作為為

探討，期透過借鏡國外及相關縣市政府成功之作為，反思本府未來可為基隆

市(以下簡稱本市)市民權益把關之精進面向。 

 

第二節  研究範圍、方法及架構 

 

一、 研究範圍 

 

以 105年至 109年本府受理消費者依據消費者保護法提出之消費申訴及調

解案件為研究對象。 

 

 

1 工商時報主筆室。工商社論—居住正義應有的思維與對策。2021 年 1 月 11 日，取自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10111000148-260202?chdtv 
2 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糾紛案例及統計。2021 年 6 月 2 日，取自 https://pip.moi.gov.tw/V3/G/SCRG0502.aspx 
3 內政部國土永續居住正義:推動多元居住政策。2021 年 6 月 15 日，取自

https://www.moi.gov.tw/cp.aspx?n=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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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方法 

 

    本文欲探討之課題為本府地政部門採行之監管作為是否完善。因此，筆

者擬透過文獻分析法及比較分析法進行研究，透過相關文獻加以瞭解及比較

分析本市不動產交易爭議與全國不動產交易爭議之態樣有無差異，並輔以司

法實務上對於不動產交易糾紛之見解、國內外作為加以研析，希冀透過對規

範及相關研究之瞭解，協助本文找尋可為精進之具體面向。 

 

三、 研究架構 

 

    為瞭解本市不動產交易糾紛態樣，本文首先彙整分析全國及本市近五年

來受理不動產交易消費爭議申訴及調解案件之主要紛爭類型，進而說明本市

權管機關之行政作為及司法機關對於不動產交易糾紛之見解。 

    

    其次，為了尋求改進及建構民眾信賴之安全不動產交易環境，本文介紹

國外及其他縣市作法，探求是否值得本市借鏡之處，尋求健全房產交易制度

之可行方案。 

 

    最後，本文嘗試由國外及其他縣市作法中，比較本府現行作為及實務現

狀，提出本市可參採之建議，作為日後本府具體精進不動產交易監管之行政

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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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不動產交易紛爭態樣、監管作為及司法實務 

第一節  不動產交易紛爭態樣 

    買賣不動產是人生大事，不僅因為交易金額龐大，更是因為涉及法令層面

廣且複雜，為使不動產交易過程順利，實有必要瞭解過往不動產交易過程產生

紛爭之原因及類型。關於不動產交易紛爭居高不下原因及主要紛爭類型分析如

下： 

一、 不動產交易糾紛居高不下之原因 

 

(一) 不動產交易價值高： 

    不動產具有稀少性及不可替代性，且適合建築之土地逐漸減少，尤

其位處都市地區交通便利處(房地產市場俗稱蛋黃區)之不動產價格，因

為稀少，只有漲幅而無跌幅4，因此成交價格動輒上千萬或上億新臺幣，

買賣雙方對於交易內容稍有不慎，所獲利益或所受損害金額往往甚為龐

大。 

 

(二) 不動產交易資訊不透明： 

        不動產交易標的狀況、過往事故(如凶宅)、周邊成交價格等重要資

訊因為不透明，而使相關人士如仲介業、代銷業者從中謀取私利，使得

買受人買受之標的品質有瑕疵，產生爭議。 

 

(三) 不動產交易涉及法規層面廣泛且複雜： 

    不動產買賣涉及法規有民法、土地法、土地登記規則、土地稅法、

房屋稅條例、平均地權條例、消費者保護法、公平交易法、不動產經紀

業管理條例、預售屋買賣契約書範本、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

不得記載事項、不動產委託銷售契約書範本、不動產委託銷售定型化契

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預售停車位買賣契約書範本、預售停車位買

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成屋買賣契約書範本、成屋買賣

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建築法及建築技術規則等，非如一

般動產(如汽車買賣)或其他商品(如電器買賣)買賣性質單純。 

4 李建興(2008)。房地產 北中南最佳地段公開。2021 年 6 月 10 日，取自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404/post/200806190005/%E6%88%BF%E5%9C%B0%E7%94%
A2%20%20%E5%8C%97%E4%B8%AD%E5%8D%97%E6%9C%80%E4%BD%B3%E5%9C%B0%E6%AE%B5%E5%85%AC%E
9%96%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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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動產交易主要紛爭類型 

 

(一)全國不動產交易主要紛爭態樣 

    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糾紛案例及統計資料區可查得自 105年至 109

年不動產交易紛爭，每年全國總計約二千件爭議產生(如表 2-1)。 

 

           

 

 

 

 

 

 

 

 

 

 

 

 
                  資料來源：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  本研究整理 

 

    整體而言，將全國不動產交易爭議分析後可歸納為透過不動產經紀業

產生之紛爭及與建商兩大類別，並可細分主要糾紛為下列幾種類型： 

1. 不動產經紀業糾紛類型(表 2-2) 

 

(1)房屋漏水爭議：此為最常見爭議，多為仲介業未盡詳實調查買賣標的

之義務，致使交屋後，發現漏水情事。 

(2)終止委售或買賣契約爭議：買賣房屋時或成交時，出於各種原因終止

契約，如屋主與仲介業間簽訂不動產委託銷售契約後，因故反悔賣屋

而提出解約等爭議。 

(3)隱瞞重要資訊爭議：例如凶宅、海砂屋、違建或輻射屋等資訊未告知

或如民眾委託仲介業購屋，在買賣雙方簽訂買賣契約後，發現房屋後

方早已列為政府施作工程範圍，而須拆除部分空間所產生爭議等。 

(4)服務報酬爭議：常見有房屋過戶後發現瑕疵，主張仲介業未盡責任，

應返還或減少服務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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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105年-109年全國不動產交易糾紛總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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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定金返還（含斡旋金轉成定金）：例如看屋後支付定金或支付斡旋金透

過仲介業向屋主出價，買方因故表示無法買受，仲介業表示屋主已同

意出售，斡旋金已轉成定金，因而產生定金返還或斡旋金轉成定金返

還爭議。 

(6)仲介斡旋金返還爭議：委託仲介業買房，仲介業者要求買方交付「斡

旋金」，與屋主進行議價。斡旋不成時，部分業者將斡旋金沒收；或因

仍在斡旋期間，買方因故表示無法購買，仲介業者將斡旋金沒收而產

生糾紛。 

(7)房屋現況說明書內容與現況不符：仲介業未調查或僅因屋主所述製作

房屋現況說明書內容，交屋後買方發現屋況與現況說明書內容不符。 

 

 

 

 

 

 

 

 

 

 

 

 

 

 

 
    資料來源：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 本研究整理 

資料來源：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  本研究整理 

 

2.建商不動產交易糾紛類型(表 2-3) 

(1)施工瑕疵爭議：新成屋入住後發現地磚龜裂瑕疵、新成屋交屋後牆面

龜裂、水泥脫落等爭議。 

   (2)房屋漏水爭議：例如交屋後發現漏水情形。 

   (3)交屋遲延爭議：例如遲延完工，給付遲延金爭議。 

   (4)定金返還(含斡旋金轉成定金)爭議：例如支付定金後，因故無法購買，

要求返還定金。 

表 2-2 105年-109年全國不動產經紀業主要糾紛態樣 

132



   (5)終止委售或買賣契約爭議：例如因房市價格震盪，買賣雙方，因各種

原因，表示終止契約。 

   (6)廣告不實爭議：例如夾層屋、室內坪數、格局配置、公設比、工業住

宅等與廣告內容不符。 

   (7)隱瞞重要資訊爭議：例如產權不清楚、坪數不足、屋頂使用權、停車

位使用權等資訊未告知。 

 

資料來源：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 本研究整理 

 

(二)本市不動產交易主要紛爭態樣 

     

    民眾權益受損時，可循求司法途徑進行救濟程序。然而，訴訟程序

曠日廢時，緩不濟急，無法及時提供或切合尋求保障者所需。再者，隨

著科技日新月異，社會變遷迅速，為因應日趨多樣化之紛爭型態，除了

訴訟程序外，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亦提供了專業性紛爭解決管道，促

使當事人雙方理性地進行對話，從雙方利益考量，以和解或妥協方式解

決爭議，經由協議雙方達成共識，雖無強制性但卻可拘束雙方的機制，

作為補充司法程序之手段，消費者保護法之申訴及調解制度則屬此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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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105年-109 年全國建商不動產主要糾紛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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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紛爭解決機制5。 

    消費者保護法第 43 條規定，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因商品或服務發生消

費爭議時，消費者得向企業經營者、消費者保護團體或消費者服務中心或

其分中心申訴(以下簡稱第一次申訴)。消費者認為企業經營者對於其爭議，

未獲妥適處理時，得向直轄市、縣 (市) 政府消費者保護官申訴(以下簡稱

第二次申訴)。另同法第 44 條規定，消費者申訴未能獲得妥適處理時，得

向直轄市或縣 (市) 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倘經由消費申訴或調

解程序後，雙方仍無法達成和解或調解，消費者仍可再行循司法途徑解決

爭議6。(表 2-4)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5 朱南玉(2007)。不動產交易糾紛產生原因及其處理機制之研究。期末報告。內政部委託，226。 
6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2021 年 6 月 2 日，取自 https://cpc.ey.gov.tw/Page/71E988F034956960 

表 2-4消費爭議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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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行政院消費申訴及調解案件管理系統7，105年至 109年本市受理不

動產消費爭議案件，第一次申訴案件總件數為 149件，不動產經紀業交易糾

紛申訴類型排行榜(表 2-5)以房屋漏水爭議為第一名，依序為仲介斡旋金返

還爭議、隱瞞重要資訊爭議、終止委售或買賣契約爭議、服務報酬爭議及

契約審閱爭議；建商不動產交易糾紛申訴案件(表 2-6)，主要爭議依次為交

屋遲延爭議、終止委售或買賣契約爭議、施工瑕疵爭議、隱瞞重要資訊爭

議及定金返還(含斡旋金轉成定金)爭議。 

   

  消費者經過第一次申訴程序，認為不動產經紀業或建商未妥適處理，

再提起由消費者保護官召集雙方協商的第二次申訴總數為 91 件，類型依序

在不動產經紀業糾紛類型(表 2-7)以房屋漏水爭議居冠，其次分別為仲介斡

旋金返還爭議、隱瞞重要資訊爭議、服務報酬爭議、終止委售或買賣契約

爭議；而於建商不動產交易糾紛類型方面(表 2-8)，則以交屋遲延爭議為最

多數，其餘則為施工瑕疵爭議、定金返還(含斡旋金轉成定金)爭議、終止

委售或買賣契約爭議等。 

   

  關於調解部分共受理 12 件調解申請，主要爭議為申訴不動產經紀業方

面係房屋漏水爭議，至於建商方面則為終止委售或買賣契約爭議、隱瞞重

要資訊爭議、交屋遲延爭議、房屋漏水爭議及建材不符爭議(表 2-9)。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申訴及調解案件管理系統 本研究整理 

 

7 行政院消費申訴及調解案件管理系統。2021 年 5 月 31 日，取自 https://appeal.cpc.ey.gov.tw/mgr/ 

房屋漏水,

34件, 38%

仲介斡旋金返還, 

25件, 28%

隱瞞重要資訊, 

15件, 17%

終止委售或買賣

契約, 12件, 13%

服務報酬爭議,

2件, 2%

契約審閱

2件, 2%

本市105年-109年第一次申訴不動產經紀業主要糾紛態樣

表 2-5本市 105 年-109年第一次申訴不動產經紀業主要糾紛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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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申訴及調解案件管理系統 本研究整理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申訴及調解案件管理系統 本研究整理 

 

 

 

 

 

表 2-6本市 105 年-109年第一次申訴建商不動產主要糾紛態樣 

表 2-7本市 105 年-109年第二次申訴不動產經紀業主要糾紛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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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申訴及調解案件管理系統 本研究整理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申訴及調解案件管理系統 本研究整理 

 

    不動產交易糾紛可分為透過不動產經紀業或建商提供服務，倘建商委

託代銷業者進行銷售，則可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進行監督管理。比

6

2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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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市105年-109年調解不動產主要糾紛態樣

建商

仲介代銷

表 2-8本市 105 年-109年第一次申訴建商不動產主要糾紛態樣 

表 2-9本市 105 年-109年調解不動產主要糾紛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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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全國不動產交易主要紛爭類型與本市不動產交易主要紛爭類型，本市主

要紛爭類型為房屋漏水爭議、仲介斡旋金返還爭議、隱瞞重要資訊爭議、

服務報酬爭議、終止委售或買賣契約爭議、交屋遲延爭議、施工瑕疵爭議

及定金返還(含斡旋金轉成定金)爭議等與全國不動產交易主要紛爭類型大

致而言是相同的，而此爭議或可謂其共同原因係隱瞞重要資訊爭議所致，

而歸因為不動產經紀業者即仲介業或代銷業未盡詳實調查義務。 

 

第二節  本市不動產交易監管作為 

一、本市不動產交易具體監管作為 

 

    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為管理經營仲介或代銷業務之公司或商號，建立不

動產交易秩序，保障交易者權益，促進不動產交易市場健全發展，制定了不

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依據該法第 3條規定，不動產交易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

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地政處；在縣(市)為縣(市)政府。另依據基

隆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 3條規定，關於地籍、地權、地價、土地專業人員之

管理及一般土地行政等事項，由本府地政處掌理。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24條之 2規定：「經營仲介業務者經買賣或租賃

雙方當事人之書面同意，得同時接受雙方之委託，並依下列規定辦理：一、

公平提供雙方當事人類似不動產之交易價格。二、公平提供雙方當事人有關

契約內容規範之說明。三、提供買受人或承租人關於不動產必要之資訊。四 

、告知買受人或承租人依仲介專業應查知之不動產之瑕疵。五、協助買受人

或承租人對不動產進行必要之檢查。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為保護買賣或

租賃當事人所為之規定。」上開條文規範不動產經紀業者須恪遵詳實調查義

務，將所得資訊公平提供雙方當事人，輔助雙方委託人進行正確之決策，公

平、公正及合理完成交易，此為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規範不動產經紀業者

之義務。亦即，不動產經紀業者既向消費者收取佣金，依法應具備不動產買

賣專業知識，應就其所從事之業務負善盡預見危險及調查之義務。倘若不動

產經紀業未善盡此注意義務致使消費者蒙受損失，即應負賠償之責。因此，

不動產經紀業對屋主在屋況說明書之勾選或其他說明應做必要的調查，自不

能以「屋主勾選的內容照單全收」，倘若房屋具有通常檢查即可發現的瑕疵，

而沒有盡到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去發現或據實報告時，造成買方消費者權

利受損，對於買方是要負責任的8。 

8 高曜堂(2010)。不動產仲介契約與忠實義務。消費者保護研究，24，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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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府地政處為管理及防範不動產經紀業，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施

行細則第 25 條規定及內政部 104 年 10 月 15 日 1041308647 號函修正頒布之

「辦理不動產交易各項定型化契約查核作業注意事項」規定，每年研擬「不

動產交易定型化契約查核實施計畫」，規劃查核對象、項目及家數，執行實地

或書面查核，要求本市之經紀業或外縣市經紀業於本市設立之營業處所，提

出執行業務有關紀錄及文件，希冀能藉此管理及防範不動產經紀業之錯誤營

業行為及宣導相關法令，減低交易糾紛產生。其具體作為如下9： 

 

(一)實地查核 

    每月定期實地抽查 3家至 5家仲介業者，如須複查，則視情節審酌採

行書面或實地查核；不定期發現預售屋或成屋業者刊載不動產廣告時，則

進行實地查核。 

(二)廣告檢核 

    仲介業者或代銷業者須於與不動產委託人簽訂委託契約書後，方得刊

登廣告，是以，就本市業者進行實地查核時，併同檢視不動產書面廣告是

否與事實相符，並註明業者名稱。另隨著科技發展，不動產廣告不以書面

為限，刊登的管道亦包括網路，故本府地政處亦不定期就多數民眾喜愛閱

覽之租售屋網站平台，針對業者刊登之廣告文字、圖片說明進行檢視，如

有違反經調查屬實者，依法進行處罰。 

(三)公布查核結果 

    本府地政處依據內政部制定之相關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製作查核表進行查核，並將查核缺失限期業者改善，並於該處網站公布查

核結果。 

(四)法令宣導 

    每年度邀集不動產經紀業、地政士及租賃住宅服務業業者舉辦 1 場至

2 場業者座談會，會中以當年度不動產消費糾紛原因、業者違法之行為類

型、當期重要法規新訊等向業者說明，並請業者教育其從業人員。 

(五)教育宣導 

    除對於業者進行法令宣導外，亦舉辦教育宣導說明會，邀請專家學者

為民眾、不動產經紀業及地政士進行案例分析講座。另於本市節日活動

(如鎖管季、紙風車劇場、植樹月植物紀念活動、漁夫嘉年華、明華園之

夜、親子劇饗宴租稅宣導活動、基隆鐵道文化節等)設置攤位，向民眾解

說不動產法規或以遊戲方式，增加民眾對於不動產基本知識之瞭解。 

 

9 基隆市政府地政處提供業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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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設置不動產網站專區 

    於本府地政處網站設置不動產交易安全專區、不動產經紀仲介專區、

本市不動產時價登錄資訊公布專區等，將不動產交易法規新訊、內政部重

要函釋、不動產交易價格等訊息提供民眾及業者即時查詢。 

 

第三節 司法實務關於不動產交易糾紛見解 

  一、法院認為不動產經紀業就其仲介之房地買賣，對於房地必要資訊及瑕疵，

有據實告知消費者之義務，違反者負損害賠償之責： 

      換言之，法院認為不動產經紀業應就其仲介之房地負有詳實調查、預見

危險及說明義務，茲以下面 4件法院判決為例： 

 

      (一)不動產經紀業既向消費者收取高額之佣金，應就其所從事之業務負善盡

預見危險及調查之義務。以仲介房屋買賣為業，其於仲介中自應審酌所

有權狀及相關文件之真偽，如未盡此注意義務致使被上訴人蒙受損失，

即應負過失侵權行為之責10： 

    最高法院 84 年度台上字第 1064 號判決：「按『稱居間者，謂當事人

約定，一方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或為訂約之媒介，他方給付報酬之契

約』、『居間人，關於訂約事項，應就其所知據實報告於各當事人』、『居

間人違反其對於委託人之義務而為利於委託人之相對人之行為，或違反

誠實及信用方法，由相對人收受利益者，不得向委託人請求報酬及費用 

』民法第 565 條、第 567 條第 1 項、571 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仲介業

之業務，涉及房地買賣之專業知識，一般之消費者委由仲介業者處理買

賣事宜。而仲介業者針對其所為之仲介行為，既向消費者收取高額之佣

金，應就其所從事之業務負善盡預見危險及調查之義務。以仲介房屋買

賣為業，其於仲介中自應審酌所有權狀及相關文件之真偽，如未盡此注

意義務致使被上訴人蒙受損失，即應負過失侵權行為之責。」 

 

    (二)不動產經紀業未將交易標的頂樓加蓋建物詳實調查並告知買受人，法院

認定消費者請求返還已支付之服務報酬及懲罰性賠償金為有理由11：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02 年度消上易字第 3 號：「仲介業者業務，

涉及買賣房地之專業知識，對於取得房地之資訊相較於一般消費者，自

處於優勢之地位，又消費者將買賣房地之相關事項委託於仲介業者，並

10 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2021 年 6 月 24 日，取自 https://law.judicial.gov.tw/FJUD/default.aspx 
11 高曜堂(2010)。不動產仲介契約與忠實義務。消費者保護研究，24，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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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相當之報酬或服務費，自然對於仲介業者所提供之資訊有相當之信

賴，仲介業者應負善良管理人責任，故為保障房地之交易，便於不動產

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24 條之 2 規定明定仲介業者應盡之義務，是仲介業者

自應就其所仲介之房地買賣負調查義務，對於房地之必要資訊及瑕疵，

即有據實告知消費者之義務。…未依民法第 567條第 2項及不動產經紀業

管理條例第 24 條之 2 規定負據實報告之義務，未就系爭頂樓加蓋建物為

詳實調查並告知之義務，即向被上訴人表示系爭頂樓加蓋建物不會拆除

云云，顯有過失…。系爭頂樓增建物經拆除後減損之價值、返還服務費

用部分、懲罰性違約金部分，…被上訴人本於民法第 184 條第 1項前段、

第 188 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26 條第 2 項規定請求朱○○與吳○

○連帶給付被上訴人 25 萬 7,408 元（頂樓增建物經拆除後減損之價

值）…依民法第 571 條、第 179 條及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第 51 條規定

請求○○公司返還仲介服務費 16 萬 1,000 元及懲罰性賠償金 12 萬 8,704 

元，為有理由。」 

 

 (三)不動產經紀業未詳實調查坪數，致未正確告知交易標的室內面積坪數，法

院認定消費者受有損害12：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01年度上易字第 963號：「被上訴人因王○告

知其錯誤室內面積資訊，使其誤認系爭不動產之室內面積達 79.97 平方公

尺，而實際室內面積僅 71.091平方公尺，另 8.879 平方公尺則係屬於『小

公』之面積，…故應以該樓層實際使用戶數比例計算該『小公』面積之價

值，…被上訴人所受損害應為 197,354 元（8.879 平方公尺×44,454 元÷2 

戶＝197,354…從而，被上訴人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26 條第 1 項、

第 2項、民法 184 條第 1項前段、第 188條第 1項前段，訴請商用公司與

王○連帶賠償 197,354 元，即屬有據，應予准許」、「被上訴人在上開交易

過程中，因…經紀人員王○關於債之履行有過失致被上訴人受有損害…，

則被上訴人主張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51條後段之規定，請求企業經營者○○

公司給付懲罰性賠償金，應屬正當合法。」 

 

(四)不動產經紀業既向消費者收取高額之佣金，應就其所從事之業務負善盡預

見危險及調查之義務，而不動產經紀人員竟於訂約過程保證可核貸成數，

但未考量消費者可能貸款不足造成尾款給付困難之窘境，法院認為應貸款

成數多寡，為處理買賣房地之重要事務，不動產經紀業業務員未盡業務員

12 高曜堂(2010)。不動產仲介契約與忠實義務。消費者保護研究，24，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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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見危險及調查之義務，認定消費者受有損害13：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99年度上易字第 1250號：「唐○○購買系爭房

地自備款不足，應貸款成數多寡，自屬唐○○委任○○公司等人處理買賣

系爭房地之重要事務，○○公司等人明知唐○○貸款資金之需求，於買方

與賣方見面一次即締結系爭買賣契約，未慮及唐○○上揭委託事務，及可

能貸款不足造成尾款給付困難之窘境，難謂有盡善良管理人應盡之義務，

其急欲獲取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四之仲介費用之意，昭然若揭。」、「受僱人

詹○○身為專業不動產經紀人員，自應本於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處理本

件經紀業務，惟其訂約過程保證可貸款 8 成，顯有嚴重之瑕疵，系爭房地

不可能核貸達 8 成，卻出具可貸款八成之房貸試算表，顯見不但未盡業務

員預見危險及調查之義務，有可歸責事由，是○○公司等人依上開條例第

26 條之規定，應連帶賠償唐○○所受之損害。…仲介業者針對其所為之仲

介行為，既向消費者收取高額之佣金，應就其所從事之業務負善盡預見危

險及調查之義務。…綜上，本件唐○○所受損害為已給付向○○之價金 63 

萬元，另為已支付○○公司之仲介費用 7 萬元，合計因系爭房地買賣支出

共有 70 萬元，唐○○主張○○公司、李○○、詹○○應連帶賠償，應屬

有理由。」 

 

二、法院認為不動產經紀業就其仲介之房地買賣，倘若瑕疵未達到重大瑕疵(例

如，傾斜、龜裂、輻射或嚴重漏水等影響房屋結構安全等之瑕疵），只能減

少價金，買方以有瑕疵為由要求解除契約，顯無理由： 

 

 (一) 出賣人固因買賣物有瑕疵而應負擔保之責，但依情形，解除契約顯失公平

者，買受人僅得請求減少價金14： 

          臺灣高等法院 109 年上字第 1118 號民事判決：「買受人之物之瑕疵

擔保請求權，依民法第 354 條第 1 項規定，係以買賣標的物於危險移轉時

有瑕疵存在為要件，在危險移轉以前，其物縱有瑕疵，如該瑕疵並非不能

除去，出賣人亦未確定的拒絕擔保，買受人尚不得依民法第 359 條前段規

定解除契約（最高法院 87年度台上字第 2516號、87年度台上字第 1212號

裁判要旨參照）。又依民法第 359條規定，出賣人固因買賣物有瑕疵而應負

13 高曜堂(2010)。不動產仲介契約與忠實義務。消費者保護研究，24，27-29。 
14 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2021 年 6 月 24 日，取自 https://law.judicial.gov.tw/FJUD/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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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保之責，但依情形，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買受人僅得請求減少價金。

是該瑕疵於買受人所生之損害與解除對出賣人所生之損害，有失平衡者，

即不得解除契約（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739 號裁判要旨參照）。…特

定物買賣之出賣人，其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固非必待買賣標的物危險移轉

時猶有瑕疵存在，買受人始得據以主張，惟仍需該瑕疵係屬不能除去或出

賣人確定拒絕擔保，即該瑕疵於買賣標的物危險移轉時仍必存在，且經審

酌雙方損害結果，買受人解約非顯失公平，其方得據以解除契約。」 

 

(二)不動產現況說明書有所錯誤，至多亦僅有些微瑕疵難認係重大瑕疵，並未

影響系爭房屋正常使用及收益，縱或有些許影響價值，亦屬得請求減少其

價金之範圍，原告以此為由主張解除系爭房地買賣契約，尚乏憑據，不應

准許15：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9 年訴字第 2046 號：「關於自來水、消

防設施等瑕疵，因中古屋不動產買賣之房屋現況為交易重要之點…是以，

系爭房屋之有無自來水、消防設施等情，均為一望即知之內容，亦屬於現

況交屋之一部分。縱現況說明書有所錯誤，至多亦僅有些微瑕疵難認係重

大瑕疵。且縱該瑕疵非系爭房屋買賣契約所記載之瑕疵，而需由賣方即被

告謝○○所應負之瑕疵擔保責任，然並未影響系爭房屋正常使用及收益，

縱或有些許影響價值，亦屬得請求減少其價金之範圍，則原告以此為由主

張依據依民法第 359 條之規定，解除系爭房地買賣契約，尚乏憑據，不應

准許。」 

 

第四節  小結 

 

    不動產交易紛爭產生，主要可認為不動產經紀業未詳實調查而隱瞞重要資

訊，不論為故意或過失，皆因此而造成紛爭。雖然消費者可選擇訴訟外紛爭解

決機制處理爭議，且針對消費者保護法所提供之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曾有研

究調查指出，針對不動產交易紛爭發生時，消費者曾經採取之紛爭處理途徑，

以採行消費者保護官與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的申訴與調解制度成效的滿意度相

較於「消費者文教基金會」、「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不動產仲裁委員會」及「鄉

鎮市公所調解委員會」等處理機制中是最高的。16 

 

    採取前述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仍需要雙方協議並經同意後始得為之。如雙

15 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2021 年 6 月 25 日，取自 https://law.judicial.gov.tw/FJUD/default.aspx 
16 朱南玉(2007)。不動產交易糾紛產生原因及其處理機制之研究。期末報告。內政部委託，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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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無法達成協議，只能採取訴訟行為。然而前述司法實務雖認為不動產經紀業

既向消費者收取高額之佣金，應就其所從事之業務負善盡預見危險及調查之義

務。如未盡此注意義務致消費者(買方)蒙受損失，即應負過失侵權行為之責。

惟在消費申訴實務上，多數消費者其實想要的是解除契約，而非僅為損害賠償

而已。但是，法院認為就不動產經紀業所仲介之房地買賣，倘若瑕疵未達到重

大瑕疵，依情形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此時，法院認為買受人僅可請求減少買

賣價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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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內外制度介紹 

第一節 國外制度介紹 

    一、日本不動產重要事項說明書內容及說明義務17 

    日本為確保不動產公平交易及保護買受者利益，制定「宅地建物取

引業法」，依該法第 35 條第 1 項規定，宅地建物交易業者，應指派「宅

地建物交易主任者」，於交易過程中(契約成立前)，就載明該擬為交易

不動產相關重要事項之書面(即重要事項說明書)，交付予擬為交易之相

對人，並為說明。換言之，課予不動產交易業者，有調查製作不動產重

要事項說明書，並於交易過程中(契約成立前)向交易相對人(買受者)說

明之義務18。 

      

    宅地建物取引業法除規定不動產交易業者，須調查製作不動產重要

事項，並由宅地建物交易業者所指派宅地建物交易主任就重要事項進行

說明。如由他人為說明時，認為違反法定說明義務。再者，對於重要事

項說明義務，不論未為說明是因為故意或過失，甚至倘若因交易相對人

同意省略對於重要事項之說明，均認為違反應盡之義務19。 

 

    關於所謂宅地建物交易主任者應對擬為買受者說明重要事項，並非

指向擬為買受者單純地朗讀文字，而是指對擬為買受者，對於交易不動

產之內容(特別是不利益之事項)，達到理解程度之說明。再者，宅地建

物交易主任者交付重要事項說明書時，對於說明事項之內容，應為充分

調查理解，確認其為真實，再於說明書上記名簽章20。 

 

    至於說明不動產重要事項之時點，從法律規範之目的以觀，乃欲使

交易相對人，經由重要事項之說明，於契約成立前，得以就擬為交易不

動產標的之狀況、權利關係、契約條件等充分理解，考量後，進而簽訂

契約，避免日後產生爭議。據此，從預防爭議角度，為重要事項之說明

時點，與契約簽訂時間之間，應留有充分時間之間隔給予擬為交易相對

17 陳立夫(2006)。不動產說明書與說明義務。土地問題研究季刊，5(3)，21-28。 
18 陳立夫(2006)。不動產說明書與說明義務。土地問題研究季刊，5(3)，21-28。 
19 陳立夫(2006)。不動產說明書與說明義務。土地問題研究季刊，5(3)，21-28。 
20 陳立夫(2006)。不動產說明書與說明義務。土地問題研究季刊，5(3)，21-28。 

145



人審慎思考後再為訂約21。 

 

二、英國強制律師參與不動產交易過程22 

    為保護不動產交易買受者權益，英國買賣不動產採行強制律師參與

制度。當買受者選定不動產標的後，則須由律師協助處理交易事務23。

律師協助事項包括有買受者身分認證、資金來源調查，如須貸款，則協

助與銀行商談及確保提出符合銀行之申請文件、要求出賣方律師提供契

約書草案、提供擬交易不動產標的重要資訊進行調查，例如不動產標的

所在地之市政規劃調查、土地註冊調查、房屋環境調查、不動產標的構

造、買賣契約文書。 

    

第二節 國內其他縣市政府重要監管作為 

一、 臺北市政府 

    (一)創設不動產業者消費爭議熱點地圖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於 106 年創設不動產業者消費爭議熱點地圖24，

將建商及不動產經紀業消費爭議資訊，與 Google 地圖整合，呈現業者

提供服務品質良窳，民眾可以藉由查詢此消費爭議熱點地圖，事前瞭

解掌握業者提供之服務品質，再審慎評估是否選擇或是要選擇哪家業

者進行服務，此作為可提升房市資訊透明度，保障交易安全，減少爭

議產生。 

    為提供更公開透明之資訊，強化管理業者，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更

於 108 年推出不動產消費爭議熱點地圖 2.025，公開業者近五年來之爭

議案原因、件數及和解比率，同時也於該地圖上放置消費爭議案件解

析連結，將爭議案類型、爭議內容擇要公開，更重要者，提供律師針

對爭議內容撰寫建議，如此一來，一方面使業者間藉由官方公開相關

數據，產生競爭之鯰魚效益，建立更優質之不動產交易秩序，另一方

21 陳立夫(2006)。不動產說明書與說明義務。土地問題研究季刊，5(3)，21-28。 
22 居外網(2017)。每日頭條 東哥英國購房攻略系列：如何選擇正確的律師。2021 年 6 月 20 日，取自

https://kknews.cc/finance/6p4v96p.html 
23 陳愛珠(2018)。英國買房交易安全性讚。2021 年 6 月 20 日，取自

https://readers.ctee.com.tw/cm/20181227/a19aa19/949576/share 
24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2017)。北市買房消費熱點報你知。2021 年 6 月 20 日，取自

https://land.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0ABE9F8A3E5B75C2&sms=72544237BBE4C5F6&s=D175B071963D71A6 
25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2019)。北市地政推出不動產消費爭議熱點地圖 2.0 業者品牌形象受檢驗。2021 年 6 月 20

日，取自 

https://land.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0ABE9F8A3E5B75C2&sms=72544237BBE4C5F6&s=13E71E1AB24C7F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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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藉由專業律師提醒過往已發生之爭議內容提醒買受者重要之應注意

事項，更有助於民眾事前瞭解不動產交易問題點所在，進而維護自己

權益。 

   (二)辦理評選優良不動產經紀人員26 

    不動產經紀人員為健全不動產交易市場重要推手，臺北市政府依據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28條規定及不動產經紀業或經紀人員獎勵辦法

所定之不動產經紀人員獎勵作業，制定臺北市優良不動產經紀人員評選

及獎勵要點，希望藉由評選優良不動產經紀人員、公開表揚，帶來產業

間良性競爭，提升業者服務品質。 

 

二、 桃園市政府 

   (一)建置不動產查核標準作業流程27 

    桃園市政府地政局將每年應辦理之不動產仲介業務及預售屋查核

制定標準作業流程，函請桃園市不動產建築開發、代銷公會轉知其會

員，並於桃園市政府地政局網站公告，讓業者事先瞭解稽查重點，作

為業務檢討改進，進而為無預警進行不動產業務查核。 

     桃園市政府地政局不動產查核標準作業流程計有四大要項，以不

動產仲介業業務查核為例： 

       1.查核注意事項：包括法令依據、查核人員應備妥之資料，包括業務

檢查紀錄文件、不動產經紀業業者資訊、所聘用之經紀人員等查詢

資料。 

2.一般業務檢查： 

(1)依地政局檢查紀錄表查核項目進行查核，查核後經受檢對象簽章

後，一份當場交付受檢對象，一份由查核人員攜回。 

(2)檢查是否於營業處所明顯處及業者網站揭示經紀業許可文件、同

業公會會員證書、不動產經紀人證書及報酬標準及收取方式。 

(3)受查業者事先備妥經紀人員名單、店頭或網站廣告、不動產委託

銷售(出租)契約書、不動產說明書、不動產買賣(租賃)契約書等

26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2018)。第 11 屆臺北市優良不動產經紀人員出爐！2021 年 6 月 21 日，取自

https://epaper.land.gov.taipei/Item/Detail/%E7%AC%AC11%E5%B1%86%E8%87%BA%E5%8C%97%E5%B8%82%E5%84
%AA%E8%89%AF%E4%B8%8D%E5%8B%95%E7%94%A2%E7%B6%93%E7%B4%80%E4%BA%BA%E5%93%A1%E8%A9%
95%E9%81%B8%E7%B5%90%E6%9E%9C 
27 桃園市政府地政局(2019)。桃園市政府地政局辦理不動產仲介業業務檢查作業說明。2021 年 6 月 23 日，取

自 https://www.land.tycg.gov.tw/chaspx/SNews_Detail.aspx/471-10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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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以供查核。 

(4)教育宣導業務缺失之處理方式，如未於營業處所明顯之處揭示相

關證照及許可文件，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限期於 15日內改

正、定金收據未經經紀人簽章，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裁罰

新臺幣六萬至三十萬元，經紀人移送懲戒。                     

3.定型化契約查核：不動產仲介業提供使用之定型化契約如有不符定

型化契約應記載（約定）不得記載（約定）事項者，限期於 15 日內

改正。 

4.常見消費爭議類型：再次提醒不動產仲介業者常見之錯誤行為而造

成之消費爭議，並說明應為之正確業務執行注意事項。 

    (二)辦理評選優良不動產經紀人員28 

      桃園市政府地政局依據辦理優良不動產經紀人員及獎勵要點，評選

優良不動產經紀人員，目的係為促進不動產交易正向發展，活絡經紀人

員發揮模範效果，激勵不動產從業人員提升服務品質及專業知能，建構

安全之交易環境。 

第三節 小結 

      日本宅地建物取引業法類似我國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而我國於不動產

經紀條例雖有類似規定要求經紀人於不動產相關文書上簽章，並規範經紀人員

即經紀人或經紀營業員在執行業務過程中，應以不動產說明書向擬為買受者進

行解說，然並未如日本規範須由宅地建物交易主任即等同於我國不動產經紀人

親自解說，使擬為買受者達到理解程度，不動產交易實務上常見者多為由經紀

營業員僅依據不動產賣方之說明，照不動產說明書向擬為買受者朗讀，如擬為

買受者提出質疑，也並未給予解說，使其能對所提疑問獲得理解之答覆。 

      英國強制律師參與不動產交易過程，藉由律師辦理產權，契約條款審視及

協助委任人準備貸款文件，減少紛爭產生，此舉立意雖美，惟在我國恐無法採

行，因為在我國不動產標的價值動輒百萬以上，基於成本考量，多數不動產交

易過程均透過不動產經紀業及地政士，發生委請律師介入之需要時，則通常已

為買賣雙方產生紛爭而有訴訟之需求。 

28  桃園市政府地政局(2020)。桃園市 109 年優良不動產經紀人員評選結果出爐!2021 年 6 月 22 日，取自

https://www.land.tycg.gov.tw/chaspx/SNews_Detail.aspx/471-1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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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政府首創之不動產業者消費爭議熱點地圖，提供不動產交易業者爭

議案件數、原因及和解率，再委請律師就爭議案件撰寫建議，能讓民眾事前瞭

解業者服務品質再為選擇可資信賴之業者提供服務，減少紛爭產生。 

    桃園市政府創設之不動產查核標準作業流程，事先函請桃園市不動產建築

開發、代銷公會轉知其會員，且於桃園市政府地政局網站公告，讓業者事先瞭

解稽查重點，作為業務檢討改進，進而為無預警進行不動產業務查核。透過不

動產查核標準作業流程之建置，使受查之業者明瞭主管機關之監管作為，減少

查核人員與受查業者間不必要之爭議或查核時間上之浪費，有助於查核業務之

推展。 

    辦理不動產經紀人員評選及公開表揚，為臺北市政府及桃園市政府共同採

型之具體作為，希望藉由此作為，帶來產業間良性競爭，提升業者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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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建議及結論 

第一節 建議 

    不動產交易金額龐大，涉及法令層面廣及複雜，本市自 105 年至 109 年受

理之消費爭議案件態樣與全國在不動產交易主要糾紛態樣大致上可謂相同，但

是，為使民眾權益獲得更好之保障，希冀能建構出更安全及友善之不動產交易

環境，建議本府可採行下列具體之精進作為： 

一、設置專責承辦人員辦理不動產交易業務29 

    不動產交易涉及土地法、平均地權條例、消費者保護法、不動產經紀

業管理條例、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成屋買賣定

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等，與一般申請土地登記或是地籍測量等

業務，更為複雜，需要時間經驗來累積是項業務之專業知能及查核能力。

然而，目前除臺北市政府設有不動產交易科專責辦理是項業務外，新北市

政府、桃園市政府及臺中市政府設股辦理，本市及其他縣市或因預算或因

員額限制，則是採行兼辦性質，如前述，目前本府地政處以現行每月定期

抽查 3 家至 5 家不動產經紀業，本市目前有 90 家不動產經紀業，需經過 3

年始能完成查核，如此一來，如何以有限的人力妥適處理專業且複雜之不

動產交易現況，善盡行政機關應盡之管理監督責任，解決民眾「安居」之

課題，實有必要重新檢視本府辦理不動產交易業務人力配置問題，始能落

實不動產交易監督管理業務之責任。 

二、建置不動產業者消費爭議熱點地圖 

    消費者保護法第 5條規定，政府應致力充實消費資訊，提供消費者運

用，俾能採取正確合理之消費行為，維護其安全與權益。臺北市政府創設

之不動產業者消費爭議熱點地圖，公開業者近年來之爭議案件原因、件數

及和解比率，同時也於該熱點地圖上放置消費爭議案件解析連結，擇要公

開爭議案類型及內容，並請律師針對爭議內容撰寫建議，藉此使業者因資

訊透明，由民眾檢驗業者所提供之服務品質，更藉由專業律師提醒民眾曾

發生之爭議內容如何避免權益再次受損，有助於有購買不動產需求之民眾

能於事前瞭解相關不動產交易爭議，採取合理消費行為，維護自己權益。 

    反觀本府目前雖於地政處網站公布違規不動產經紀業受裁罰情形，且

29 林鼎鈞(2009)從成本效益分析觀探討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修正草案。土地問題研究季刊，8(1)，12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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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載不動產交易糾紛每季統計分析，然而，倘能建置如同臺北市政府不動

產業者消費爭議熱點地圖，將資訊透明化，將使消費者能於事前先行正確

判斷再選擇值得信賴之業者進行服務提供之消費行為，維護其權益。 

三、建置不動產查核標準作業流程 

    本府地政處每年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25 條及內政

部「辦理不動產交易各項定型化契約查核作業注意事項」規定，研擬

「不動產交易定型化契約查核實施計畫」，規劃查核對象、項目及家數，

執行實地或書面查核，惟倘若能採行本文第三章所述桃園市政府已建置

之不動產查核標準作業流程之四大要項，亦即查核注意事項、一般業務

檢查、定型化契約查核及常見消費爭議類型，建立本市查核時之標準作

業流程，輔以本市不動產建築開發、代銷公會及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

業公會轉知會員，並於本府地政處網站及臉書專頁公告，將能使業者超

前佈署受檢文件，瞭解查核重點，且於準備查核時先行自我檢視是否有

錯誤之營業態樣，並藉由結合民間公會力量，減低受檢不動產業者之抗

拒心態，俾利查核之進行。再者，建立查核標準作業流程之優勢尚包括

縮減查核時間，現行每月僅能抽查 3家至 5家業者，於建置查核標準作業

流程後，必能提升查核效率，減縮查核時程，強化本府監管密度。 

 
 

四、辦理評選優良不動產經紀人員 

    不動產經紀人員為不動產交易市場之推手，為激勵不動產產業人員主

動見賢思齊，提升辦理業務相關專業知能及服務品質，辦理評選優良不動

產經紀人員為可行之行政作為，且此作為已多年來為臺北市政府及桃園市

政府所採行。 

    本府已於 103年發布基隆市政府辦理優良不動產經紀人員評選及獎勵要

點，建議能依據此要點辦理評選優良不動產經紀人員，並公開表揚得獎之

優良不動產經紀人員，發揮經紀人員典範效益，營造安全交易環境。 

五、採行如日本不動產重要事項說明書內容及說明義務制度，強化本市不動產

說明書詳實調查及解說程度 

    多數國人終其一生想要擁有自用住宅而難以實現，然而依據第二章不

動產爭議案件分析，不動產爭議來源或可歸因為隱瞞重要資訊或未盡詳實

調查所致。我國司法實務見解則認為不動產經紀業就其仲介之房地買賣，

對於房地必要資訊及瑕疵，有據實告知消費者之義務，亦即法院認為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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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經紀業應就其仲介之房地負有詳實調查、預見危險及說明義務，如有違

反可以請求損害賠償。惟於第一線處理消費者申訴或調解爭議案件時，消

費者往往希望所買受之房屋為無瑕疵之物，對於買受有瑕疵之房屋，想要

者不是損害賠償，而是希望能解除契約。但在訴訟上，法官多有認為，房

屋在買賣契約成立時，就存有瑕疵，雖足以減損房屋利用，然而，依民法

解約顯失公平，解約對出賣人所生損害，有失平衡，認為最多僅能減少買

賣價金。 

    為使不動產交易紛爭徹底減少，建議能於監督管理角度強化不動產交

易產業從業人員詳實調查不動產交易標的，並將調查所得資訊如實記載於

不動產說明書內，經由經紀人簽章，且於交易前落實解說，此解說要如同

前述日本所規範之程度，使擬為買受者達到理解程度，而非僅為單純文字

朗讀，買受者於清楚知悉交易之標的狀況後，再進而為消費行為。是以，

本府可以請公會協助辦理是類訓練，強化不動產說明書調查能力及解說訓

練，減低消費爭議產生。 

六、建議中央立法採行如同保險業業務人員酬金制度應遵行原則 

    服務報酬爭議從第二章彙整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及行政院消費申訴

及調解案件管理系統之不動產交易爭議資料可知，近五年來不論於全國或

本市均名列為不動產交易主要爭議類型，此或可歸咎於不動產經紀業管理

條例第 19條僅規定「經紀業或經紀人員不得收取差價或其他報酬，其經營

仲介業務者，並應依實際成交價金或租金按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報酬標準

計收。」嗣後內政部制定不動產仲介經紀業報酬計收標準規定第 1 條及第

2 條規定，不動產經紀業或經紀人員經營仲介業務者，其向買賣或租賃之

一方或雙方收取報酬之總額合計不得超過該不動產實際成交價金百分之六

或一個半月之租金；前述報酬標準為收費之最高上限，並非主管機關規定

之固定收費比率，經紀業或經紀人員仍應本於自由市場公平競爭原則個別

訂定明確之收費標準，且不得有聯合壟斷、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 

    實務上不動產經紀業均以此為據，每件依不動產實際成交價金百分之

六向買賣雙方收足此報酬，而未有報酬收取明確原則，服務報酬收取標準

流於形式且過於寬鬆，不利於整個市場交易機制之健全。 

    對比類似業務人員發給酬金之保險業業務人員酬金制度應遵行原則，

明確規定業務人員酬金制度，至少應符合下列重點： 

(一) 應衡平考量客戶權益、保險商品或服務對公司及客戶可能產生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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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風險，並應綜合考量財務指標及非財務指標因素。 

(二) 避免引導業務人員為追求酬金而從事逾越公司風險胃納之行為，並

應定期審視酬金制度，以確保其符合公司之風險管理政策。 

(三) 應注意業務人員是否充分瞭解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之事項，並考量招

攬品質及招攬糾紛等因素，避免業務人員不當賺取酬金之情事。 

(四) 保險商品依保險法令、公會自律規範或各會員公司規定致保險契約

撤銷、無效、解除時，應按與業務人員所簽訂之合約或其所適用之

辦法規定追回已發放之酬金。 

(五) 酬金制度不得僅考量業績目標之達成情形，應避免於契約成立後立

即全數發放。 

    審視保險業業務員酬金制度應遵行原則之規定，具體要求業務員應衡

平客戶權益、對公司及客戶可能產生之各種風險、保險公司應定期審視酬

金制度、注意業務人員是否充分瞭解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事項，避免不當賺

取酬金，且因保險契約經撤銷、無效及解除時可追回已發放酬金等規定，

正可抑制不動產交易實務，經紀業、經紀人及經紀人員為追求不動產實際

成交價金百分之六之報酬，未盡詳實調查義務、未製作如實之不動產說明

書、未向買受者盡詳實解說義務、隱瞞重要交易資訊等，致使產生糾紛後

再要求返還服務報酬等爭議。是以，建議本府地政處可向中央內政部建議

以類似業務性質之保險業業務員酬金制度應遵行原則進行修法，使從業人

員充分瞭解其於業務執行過程中所應盡之義務，維護消費者權益，健全不

動產交易市場服務報酬機制。 

 

第二節 結論 

    淡江大學全球政治經濟學系包正豪教授於其政策執行力演說中曾引用包爾

1992 年金句：現實世界中可能沒有所謂的「完美」，完美的政策執行不是一種

烏托邦，就是一種夢魘；但基於行政機關被賦予之責任，本府仍應將完美之政

策執行視為精進之標竿，始能不負本市市民所託，盼藉由本研究所建議之具體

精進作為，對高居不下之不動產交易糾紛案件，產生改善及對不動產交易產業

從業人員執行業務行為產生匡正效果，健全不動產市場交易機制。 

    本府地政處對於不動產交易之監督管理採行之具體作為包括有實地查核、

廣告檢核、公布查核結果、法令宣導、教育宣導及設置不動產網站專區，大體

而言頗具成效。然而，根據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所公布之不動產交易糾紛統

計案件，每年約略計有二千件爭議案件；本市不動產交易件數亦屬消費爭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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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中複雜且難以解決之爭議類別；另從司法實務上，法院認為不動產經紀業所

仲介之房地買賣，倘若瑕疵至多僅有些微瑕疵難認係重大瑕疵，並未影響系爭

房屋正常使用及收益，縱或有些許影響價值，惟依情形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

買受人僅可請求減少買賣價金而已。 

    為能落實政府多元居住政策之健全房產交易制度、保護消費者權益，建構

友善及安全之不動產交易環境，進一步提升行政效能，根據本文前述研究所得

值得參考之國內外成功經驗，建議本府地政處可研議業務精進面向，包括有設

置專責承辦人員辦理不動產交易業務、建置不動產業者消費爭議熱點地圖、建

置不動產查核標準作業流程、辦理評選優良不動產經紀人員、採行如日本不動

產重要事項說明書內容及說明義務制度，強化本市不動產說明書詳實調查及解

說程度及建議中央立法採行如同保險業業務人員酬金制度應遵行原則等，一方

面落實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之管理制度，一方面保障本市承購不動產消費者

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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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W. Outhwaite(1996)指出 Habermas 在《公共結領域的轉型》中提

到，公領域(public sphere)是以公共輿論作為媒介，社會成員具有對公

眾事物發表意見與交流看法的平等空間，可對國家和社會之間加以調

節。公開觀課作為一個公共討論的一個標的，證明了它對於個人與公

共政策之間的影響。且近年受到新科技的不斷進化，社會成員對於參

與公領域的討論更為直接，公共政策不再是過去由布爾喬亞菁英階級

參與的特權，而且透過行動的實踐，使公領域也成為行動者可共建的

一個意識形態空間。公開授課是一種學校公共空間的概念進行(許佳

綺，2017)，意即教學是一種得受到公評，目的是在提升課程與教學的

視野，以達成「視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的理想境界。 

教育部於民國 108 年正式推動 108 課綱，最大的變革莫為以「素

養導向」的課程與教學，「核心素養(core competencies)」、學生為學習

主體等，成為改革中最大的焦點。旴衡我國教育專業的發展刻重於教

師，關注教師的有效教學、級經營等，重視教師的教學設計與教材教

法，學生的內在心理世界未被重視，真正教育的對象/主體—學生被視

為客體，而今，我們開始重視學習主體的學習效能，重視學習歷程，

教育的主體從教師移到學生，變化教學，發展「自發、互動、共好」

的學習，這種典範(paradigm)的轉移，在近來翻轉教育與公開觀課浪

潮下，特別的明顯。 

而本巿教育處近來倡議的教師「公觀課 1.0」，以打開教室為執行

重點，目地在使教室文化透明化，在資料蒐集上藉由教師專業發展向

度的指標來給教師一個引導。而「公觀課 2.0」內容，重視「備課、

觀課、議課」的教師設計素養導向的課程教學，促進學生互動，將效

能焦點放置在學生的學習效能上。然而，大陸對於公開觀課的實施早

於臺灣，在實施上也是會遇到阻力與困難。按吳振興 (2019) 研究指

出中國大陸公開觀課的爭議原因為公開課的機制屬於「組織內向」的

專業發展方式，隱藏著「教師能力不足」的觀念，讓教師產生壓迫與

挫折感。這問題在臺灣實施也同樣遭逢類似的問題，例如本巿教育處

在民國 109 年九月統計各校公開觀課的期程表，以便參與教師的課堂

教學。國內學者陳佩英(2014)等指出教師的專業連結可透過公開觀課

的機制建立，教師能集體備課，教學獲得增能。教師間形成網絡串連

和結點交織強度，教師建立教學相長的有機連帶(organic solid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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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促進社會互動，累積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 

承上述，故本研究分成三部分。首先進行相關文獻探討以聚焦公

開觀課的內容與問題。其次，了解本巿教師對公開觀課的普遍認知，

探討教師對於公開觀課的認知、態度、實施等，對學生學習與教師專

業的實質助益，再探討公開觀課方式之策進等。第三，從中蒐集意見

並分析，最後依據研究結果做成建議。本研究探質性研究方法，以本

巿一所公立國小教師為對象，採半結構式訪談。然，研究期間受到新

冠肺炎與三級警戒，使教學型態自本年五月起突轉變成遠距1，對師

生互動與教學成效而言影響甚鉅，公開觀課的型態也被迫從中思考

新的舉措。但無論如何，本研究試著探究此議題，希冀能做為日後本

巿實施「公開觀課 3.0」時，給教育政策實施提供具體的改進方向。 

 

第一節  研究內容 

一、 名詞釋義 

本研究主要議題為公開觀課。在不同時期的研究、論文、著作

中，對此有不同的名詞指涉，如公開課、公開授課、、公觀課、公開

觀議課、公開觀課…等等，本研究統一以公開授課稱之。公開觀課之

興起，按教育部於 101 年與 105 年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的內容中

揭示教師彼此合作觀課，以精進自己的教學。此舉實為日後之公開觀

課先行探路。 

「公開」的意義可粗略分為狹義與廣義。王金國(2020)指出狹義

上公開授課是教學者在教學時，開放其他人到教室中觀看的活動。劉

世雄(2017)指出廣義上公開授課包含授課前後的相關活動。本文所研

究內容則為廣義的公開觀課。廣義的公觀課應包含備課、觀課與議課

三階段的教學活動。另，本文將研究重心關注在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

成效的探討，屬教育行政或學校行政者，不予列入研究焦點。 

二、 研究田野 

本研究田野為本巿某所公立國民小學為研究場域。該校位居巿區

邊緣，為一所小型學校，班級人數不多，社區結構目前多為勞工階級

與新移民。該校學生約百人上下，弱勢學生約占全校近四分之一，學

1
 政府與中央疫情指揮所(CDC)於該段時間密切召開 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會議，教育部最後

做成決議自 2021.05.25起停止到校上課並開始進行遠距教學。

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9E7AC85F1954DDA8&s=F4948E9000529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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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學業成就有待提升。教師平均年齡約為 45 歲，正式教師與代理教

師接近各半，其中部分教師具有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初階與進階以上之

證照，許多學校行政措施與課程發展，公開觀課實施均按部就班進行

備觀議課，初具教師學習社群討論之風。學生對外表現在鄉土語、英

語、科展等競賽，也能得到部分佳績。整體而言，該校課程發展五育

均衡，舉凡學科類與有藝能類等均重，還能算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教與學之風氣是小而美的學校。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限制 

一、 研究目的 

本巿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推動、學習共同體社群運作、合作

學習的推動等政策的引導下，奠基教師的班級經營與有效教學，也為

公開觀課的實施打下基礎。而教師公開觀課的全面實施，已有 2 年時

間，公開觀課已漸能形成帶動教師專業與重視學生學習成效精進的風

氣。本巿教師已從剛開始的教學觀摩，到覺知學生學習主體為重的改

變，但其實施成效是否如眾所期待之美好？本研究即在探討本巿教師

對於這兩年來，公觀課的認知、態度與技術，並兼論教師的專業發展。 

二、 研究方法與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質性訪談方式進行，以半結構式設計訪談(如附錄一)，

必要時輔以相關文件資料的蒐集。本研究以 5 位老師為對象，以其

不同的教學經驗，與參與公觀課下，對此的認知與感受等。 

表 1  五位教師之教學資歷與公觀課經驗 

化名 資歷 學科領域 職務/性別 教學專長 公觀課 

小倫 正式教師 3 年 國語文,數學 科任/男 國語,數學,特教 2 年 

大紅 代理代課 15 年 國語文,數學 導師/女 海洋教育 2 年 

小香 正式教師 20 年 國語文,數學 科任/女 閱讀,行動研究 2 年 

小喵 代理代課 5 年 國語文,數學 導師/女 數學 2 年 

小唯 正式教師 20 年 國語文,閱讀, 導師/女 語文寫作,閱讀 2 年 

註：大紅具有教師專業發展初階證照，小香與小唯具有進階以上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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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限制 

本研究主要研究對象為教師，關注在教師的教學準備與過程，

行政措施如何施加於公開觀課不是本文欲探究的議題，且因疫情減

少接觸之故，故亦不訪談學生。其次，本研究資料蒐集並不探究性別

觀點與公開觀課之實施差異，故並無特別選定性別，所以研究分析的

層面，並不把性別作為訪談或分析的要件。又，研究期間的觀察與後

半部受疫情升級影響，實體公觀課的教學準備、師生互動、教學效果

等等，受到遠距教學的網路與技術的衝擊，也強迫教師無可迴避地面

對以科技為教學的改變，與傳統教室相比，教師對公觀課教學的備觀

課在網路上的實施，與不可知的未來，均有不同想法。 

本研究田野尋找本巿所屬公立一所國民小學(化名為太陽國小)，

在規模上是屬於小校，每所學校的教師文化與行政措施皆有其獨特

之慣習(habitus)，故本研究只能算是呈現小校運作的教育現實(reality)，

無法推論到大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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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公觀課為我國教師專業中，象徵著時代的開放與體現教師對專業

自主的自我要求的重要發展里程碑。這項措施代表的意義也是一種與

舊時代的教室文化做一種區隔，它象徵著是更開放、更自由、更多智

慧的集合。過去教室文化被視為是教師自主”私領域”，也無家長參與

課堂教學的制度，除了教育視導或巡堂之外，平時教師於班級內的教

學，也鮮為人置喙。唯一能被看見的則屬教學觀摩，它是當時得以展

現教師的教學技術的一個公開舞臺，提供教師精進教學之「樣板」。

是此，公開觀課起初推展時總脫離不了舊時代的教學觀摩的刻板印象，

立刻即受到了許多阻力，被批評為「換湯不換藥」、「就是換了名詞而

己吧！」，或者「教學觀摩 2.0」，但實際上意義、做法、協同者等，

實有天差地別。全教會指出公開課不是學觀摩(張益勤，2018)，二者

不能視為一同，但二者發展脈絡雖有其前後，可做比較或借鏡，但不

可等同。 

 

第一節、公開觀課的意義 

回顧我國教師專業或教室文化的轉變，公開觀課受到世界教育思

潮的影響，從如英國的夏山學校、日本緒川學校等，開放教育當時鬆

動了教育一成不變的保守想法，再加上佐藤學的「學習共同體」，挑

戰了過去以教師教學為核心的教室文化，將「學習主體」的學生置於

優先，才被教師重新省思誰才是真的「學習的主體」。此一思潮的改

變與不斷強調「學生為主體的教學」，使教育如同火車的轉輒器般的

轉向，再透過翻轉教育的推動，為了成就每一個學生，加快了教育改

革腳步。劉世雄(2017)指出日本「授業研究」(lesson study)推展模式是

一種以「學習單元」為中心的教學活動。王金國(2020)統合各學者的

說法指出，有林國凍譯為「學課研究」，即一堂課的研究；簡紅珠譯

為的「學課研究」，則指每課或每單元的教學；還有歐用生譯為的「單

元教學研究」，指針對教單元系統深入、整體性的研究。 

我國教師所進行的公開觀課、集體備課等，也依循授業研究其知

識建構與相互學習歷程。Fernandez & Yoshida(2004)指出日本「授業研

究」措施包含了 6 個過程： 

1.共備：Collaboratively planning the study lesson。 

2.覺察：Seeing the study lesson in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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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討論：Disscussing the study lesson。 

4.修正：Revising the lesson(Optional)。 

5.教學：Teaching the new version of the lesson(Optional)。 

6.分享：Sharing reflections about the new version of the lesson。 

顏國樑 (2017)指出我國實施公開觀課的依據有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課程網要總綱、與「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

課參考原則」2，為國民中小學實施教師公開授課之最高指示。事實上，

若按教育部於民國 103 年所公布的十二年國民教育總綱來看，就已提

到提升教學品質學生學習成效，型塑同儕共學的教學文化，校長及每

位教師每學年應在學校或社群整體規畫下，至少公開授課一次。這種

劃時代的轉變，在教育職場上也引起了很多的討論，特別是校長也必

需加入實施公開授課。不過這官方不僅有宣示的意義，在實質做法上，

更真正推動了學校文化的改變與教師專業發展的合作模式。教育部自

106 學年度起，將教專評鑑轉型為「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繼續運

行。 

公開觀課除了重視學生的學習主體，聚焦在學生「學到了什麼」

之外，另一個重要的面向，即是促成教師同儕的合作、成長，它至少

包含了教師間的學習社群組成、與組織運作、同儕間的對話與信任、

對教學技術的研究與開發、對教育哲學的反覆思索與內省等等，其目

的都為了創造最大的學習品質或教育利益。是此，公開觀課即非化約

為簡單的教學觀摩演出，公開觀課的意義不僅是學生同儕能協同共享、

促進教室文化的改變，教師間的相互支持價值更是影響深遠。 

 

 

  

2 即國民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5 年 10 月 17 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050111992 號函「國民中

學與國民小學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參考原則」(教育部，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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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公開觀課的內容 

一般提及教學，顯現的大多為教學者的行為。Kwakman 指出過

去一些與教師協同的研究，多聚焦於教師協同的方式(劉世雄，2017)，

談論的也多在對話、分享等形式，較少關注在對話中學習的內容。全

教會理事長張旭政表示，公開觀課不是品頭論足，更不是一場表演，

而是要促進教師的專業對話(張益勤，2018)。過去對於教師打開教室

讓別人參與，總是顯得相對保守，認為教室之中就是任課教師的事，

別人也不太關心，因此包含許多教學專業知識的運用、班級經營的管

理、學生學習的補救與輔導、同儕的合作學習、教師的教育語言…等

等，都無法給予有效的支持與提供進步的動力。因而有些教學內容不

適切、霸凌、教師權威過重…等等影響學生身心發展的情事，亦如黑

箱般不為人知，但其中阻礙教師專業發展最關鍵的仍是心理障礙成份

居多，意即教師的教學專業不敢或不習慣展現在相對專業人士前「被

看見」，深怕自己的專業不足而影響別人改變對自己的觀感或印象，

地位發生動搖。 

公開觀課的內容與過去教學觀摩，在意義上最大的差異至少有兩

個重要的面向是極為不同，一是學習主體的確立。這對過去臺灣的教

室文化中，顯然是挑戰過去在教室中，教師為王的心態，且過去以教

師為主體核心下，教育良窳繫乎教師，因此教師不斷改進鑽研教學技

術，許多的教材教法千錘百煉，各領域著墨相當多元的教學法，當時

學生如何學習較無人關心。後來在佐藤學與翻轉教育興起，才回神關

注學生到底學到了什麼，才確立學生為學習的主體，是此教學的重點

轉向為學生的學習品質。 

劉世雄(2018)指出，以促進學生認知改變，作為教師共備觀議課

的核心。因此其重點在於關注在學生的學習品質，而非教師的教學技

術，公開觀課的實施過程而言，依據教師專業發展實施原則，它又可

分成三個重要的層面： 

一、 備課/說課 

「凡事豫則立」，實施公開觀課前要做好準備工作，好的學習品

質仍賴得宜的事前準備。這階段工作的重點在於從挑選適合展現自己

教學能力，或挑戰自已的教學內容著手進行。公觀課強調有觀課者與

其同行，因為「獨學無友」，故有了「學伴文化」，就可以促成專業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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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備課著重於教學重點的訂定，並自教學重點中，依據教師的經驗

與專業判斷，先對教學篇章進行廣泛地研讀與補充資料的蒐集，掌教

學重點與訂定學生學習的目標，並理解學生可能產生的學習困難點，

加以擬定計畫，並給予相關資料予以補充學習。說課在於提供一個與

教學者與觀察者的一個對話(dialogue)、或是敘事的(narrative)空間，由

教學者對於「以學生為學習主體」的教與學，重點式地透過語言表達，

和觀課者陳述，對於即將實施的課堂學習任務內容與觀課的重點達成

一致，使學生能達成預定的學習目標。 

二、 觀課 

第二階段的觀課重點在於學生的學習。觀課是進入到教室場域

(field)，詳實地紀錄學生的學習行為與表現。在觀察學生學習時，聚

焦於學生的學習態度、投入參與、人際互動以及學習成效等四個重點，

教師需思考將教學內容清楚地傳達學習指令，並注意學生是否完成預

定的學習任務。學生才是學習的主體，觀學生之「學」，而非教師之

「教」。觀課者此時不介入教學，亦禁止協助指導學生以避免教學失

真，無法呈現真實的教學效果。在學生學習過程中，學生的學習是認

知、情意、技能，加上五感體驗，教師的教學技術，是否理解教師的

任務安排，學習是否有所偏誤等等。若按 105 年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

準內的附件表格，所提供備課用的觀察前會談紀錄表，提到教材內容、

學生經驗、教學活動與學生學習策略、教學評量、以及重要的觀察工

具使用等，協助將觀課中將重要的課堂資訊紀錄下來，成為下一階段

議課的豐富基礎資料。紀錄的工具有許多，有：105 年版教師專業發

展規準觀察紀錄表、101 年版教師專業發展規準教學觀察、軼事紀錄

表、語言流動量化分析表、在工作中量化分析表、教師移動量化分析

表、佛蘭德斯（Flanders）互動分析法量化分析表、選擇性逐字紀錄

表、教學錄影回饋表、省思札記回饋表、「分組合作學習」教學觀察

表、學習共同體公開觀課紀錄表（丙）、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觀議

課實務手冊》紀錄表、高效能教師－觀察紀錄表等等。(本研究使用表

件，如附錄二) 

三、 議課 

這是很重要的回饋與討論，劉世雄(2018)指出，應以學生學習表

現看待教學活動，而非以規準評論教師教學行為。事實上在議課的過

程中，因為說話的對象是教學者，故對討論焦點在學生主體的界限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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捏與評述範圍有時很容易失準，這仍有賴教師相互信任，與焦點討論

的習慣建立有關，有時不是一蹴可幾。議課是在觀課後的一種總結性

的對話，它的焦點仍然是學生的學習。議課者說明其眼見與學生行為。

並與教學者會商、分享、對話、省思，教學目標是否能如當初預期般

的達成？學生學習落差何在？進行理性的對話。 

第三節 實施公開觀課對教學專業的影響 

劉世雄(2018)認為公開觀課的「公開」二字是相對於過去封閉保

守的教室教學型態，又認為「公開」二字有著讓教學者擔憂學情形不

佳，而被披露的想像。是此，以「協同」教學或者「相互」觀課更符

合當前操作的背後哲學。王金國(2020)認為公開觀課對教師的影響主

要仍是在教學部分。他為在教師面要化被動為主動，正向看待公觀授

課、組成專業學習社群以相互合作、採教師主導的教學觀察(teacher-

drive observation, TDO)。 

以上的學者皆共同提出的特點即，公開觀課如張德銳(2017)指出

已是教師常態性活動，教師必需接受與正視此一帶來的改變。其次，

三人行必有我師，為避免獨學無友孤陋寡聞與閉門造車，教師也必需

與人合作，彼此交換與分享知識，是此，專業社群的參與或建立，對

教師的教學專業能注入新的活血，使教師藉由分享與對話中，省思自

己的不足，使他山之石攻錯之。 

第四節 公開觀課對教師專業的發展的改變 

一、對教師個人的專業改變 

顏國樑、謝翠霞、宋美瑤(2019)以問卷調查研究國民小學校長實

施公開授課之目的、內涵、意見之認同度、實施困境與可行解決策略

的研究發現，國小校長對此認同度雖高，但也有其困境，如校長無實

際授課班級，不易掌握課程進度和學生起點行為、學校與未規範公開

授課三部曲的回饋機制、每學年實施一次流於形式。事實上這現象在

國民小學中也從該 2630 位研究對象所代表學校中，也已體現此學校

文化。  

同樣的，在陳佩英(2014)等的研究指出，進行公開觀課，對於教

師的社會資本與社會關係是起正面作用。按該研究指出公開觀課的跨

校共備，透過網絡(net)串連(threads)和結點(knots)的相互交織來增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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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度，並使社會資本能有效累積。教師在實施公開觀課時，若建立起

專業社群，其間的交互作用與教學增長，確實有長足進步，另外在分

享與對話中，教師彼此支持的良性互動，形成情感的有機連帶能更加

團結一致，人與人更緊密的連結，每位教師的差異性，在教學專業中

的表現更加的依賴彼此，因而形成一種具互補作用的學習社群需要。

對於公開觀課對於教師專業發展的需求，其具有的高度道德與規範下，

如社會家 Durkheim 所提出的，形成社會分工下的集體意識(collective 

consciousness)，高度的認同感，具有相同的信仰與情感，彼此相互影

響。 

二、 學校總體課程發展的提升 

108 課綱主導的核心價值是。按教育部揭示 108 課綱指出，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本於全人教育的精神，以「自發、互動、共好」為基

本理念。其中共好指的是協助學生應用及實踐所學，願意致力社會、

自然與文化的永續發展，共同謀求彼此的互惠與共好  (教育部，

2021) 。學校整體發展當是建立在有「共好」的價值之上，共好的價

值是相乘效應，例如在共備時。這部分主要指出整體學校教學效益，

若從短板理論(又稱木桶原理，Cannikin Law)來看，在機關中的群體

成員所能發揮的最大效益，是被組織成員中能力最低的人決定；但反

過來看，也可以從長板中蓄積最多水量。因而學校內，理想上應該是

每位教師皆能欣然接受此公開觀課常態性的改變，不過，應然的理論

現實(reality)的實然，總是有差距。是故促成整體教師邁向專業，能獲

致直接效益固然是教學者，但整體來看，最大效益的仍然是學習者。 

學校的總體課程是整體發展而來的，也是決定學校教育品質好

壞的重要基石。課程的發展是由學校集結每位教師的課程畫的發展而

來，在縱向年級學階與橫向領域科目間連繫統整，都必需在教師對於

課程研發課程觀中，進行相互對話與教學中體現，它其實也是一種集

體意識的展現。按 Durkheim 的理論，機械連帶的社會中，集體意識

的要求並不高，但在文明不斷擴張，以專業為前提彼此相互需求度高

的社會或組織中，道德、價值則相對要求高出許多，集體意識使個人

相互間更形緊密。故課程的整體品質的良善與否，也端視教師對於教

學的精進，學校辧學的好壞，也每位教師的教學息息相關，透過公開

觀課機制而形成緊密的連結，有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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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新型態教學轉變的可能 

劉世雄(2018)指出教師透過觀察學生表情、觀看習作、學習單書

寫等等，以做為公開觀課綜合判斷依據。前述都是在實體的教室情境

下完成，然而在研究期間，臺灣正面臨新冠肺炎帶來空前的社會變化，

病毒傳播致使學校停課，距教學取而代之，教育現場更直接受到衝擊。

學校停課後，遠距教學型態的面授已非停課前在教室面對面，更直衝

擊到的是教師的班級經營，不論是導師或是科任，教室文化丕變帶來

的教學技術，持續學習。因而對於公開備觀議課的操作、對學生學習

的觀察、學習成果的蒐集與定義…，這當中面臨轉型的變化。而陳佩

英等(2014)以跨校社群的共備指出另一種操作上的可能性。跨校共備

本身就己經超越了單一學校在地的限制， 

新三維：另一個可能轉變為疫情所帶來的改變，遠距教學的興起，

看起來失去實體共備人的溫度，但也換得到突破時間、空間與更大的

參與度。遠距教學的特性能突破時間與空間二維障礙，故教師社群或

可不必侷限於同校教師，藉由遠距的做法將其適用對象更加擴大，這

也算是新第三維。過去的公開觀議課較限於同校教師利用課餘時間共

聚共備，而遠距教學藉科技的輔助，使專業社群更能順勢廣大。意即

站當下我們正走在歷史前端，我們正一起寫歷史。 

Habermas 在知識旨趣中認為現代社會理性為國家與科技理性所

把持，而國家與少數群體把持著理性的建構內容。如同許多專業團體

認定的標準與行話，在同一團體中己被認可且行之有年的理性標準，

己有其專斷性，大致上較難以推翻以此觀之，公開觀課在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下，發展了若干的評鑑指標，掌握了公開觀課的技術理性並主

導著知識/專業的發展，然而，他指出這個公眾的事物，也需要受到理

性的批判，意即，公開觀課的過程或步驟，現階段的三大段做法可以

獲致?，其他方式所歸納出來的方式，則不被認可為同樣能追求新的

知識之機會？ 

有許多因素影響教師共備觀議課進行，如學校組織文化、教師對

觀課目的之理解、教師同僚性以及教個人效能等，都是影響因素 (劉

世雄，2018)。顏國樑 (2017)也指出公開授課的困境還有支持系統未

建立、教師工作負擔重、對學生的學習效有待評證明，甚至於是家長

參與影響等等。這些可能都是在實施公開觀課時必需要面對的課題，

因此這些課題最好的方式即是教師不斷地從事行動研究改善和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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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持續將研究的成果擴大分享給同儕，才有可能「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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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分析與探討 

本研究對於公觀課的實施，主要進行本巿施行對於教師之質助益

之探討，對國民小學一所學校教師進行半結構式的訪談。茲將研究進

行以下分析。 

第一節 研究分析 

一、 教師對公開觀課的認知 

刻板印象(stereotype)代表個體對事物的認知，按學者的研究指出，

它本是中性不帶偏見的，它只是呈現對事物最先的看法而己。公開觀

課的實施，對於平時兢兢業業或默默耕耘的教師來說，政策的認識大

多來自於平時學校的宣導與集會時的說明，對於較有主體意識的教學

者而言，任何教育的措施之改變，並不會貿然接受，但對無暇於逐令

政策者，其資訊的管道就有所受限，不外乎是對推動事務的「改變」

抱持著不變應萬變的心理。因此公開觀課對普通教師而言的變化是否

真有助於教學文化的變化。 

幾位老師認為公開觀課給了它怎樣的想像(image)。 

     

小倫：「一群人(幾個人)針對一個課程主體，共同討論、研發出一

套教學模式、教材，並帶著它進入教學場域中試驗、執行，

課後觀課者針對表現佳的部分給予正向回饋，有疑問的部

分提出與教學者共同討論、釐清，待改進的部分給予修正

建議。」(訪 001) 

大紅：我認為它是增進教師教學技能、專業成長的一種途徑，範

圍不侷限在學科研究而是涉獵到教學研究、班級經營、教

學技巧與策略等技能，是一種經驗分享與腦力激盪的專業

成長途徑…公開觀課與教學者本身和同儕都有關係，它應

該是一個團隊式的，非單打獨鬥。(訪 002) 

小香：它是一個公開的方式，供大家公開地討論。(訪 002) 

小喵：在還沒有開始執行公觀課時，大家對於公觀課這個詞會認

為它是教學觀摩，但實際經過這幾年公觀課的執行、參與

和觀摩，還有備觀議這些過程，知道這其實是一個有系統

的教學活動。(訪 004) 

小唯：「公開授課」係是指授課者於共同備課後，開放教室進行觀

課、議課。重點是要開放教室喲，在友善互信的氛圍下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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儕討論，看見自己教學的不同面向，激發改進的動力，並提

升課程與教學的視野→反思→再實踐的歷程。(訪 005) 

若說是「學課研究」或是「單元教學研究」二者之間，是否有存

者著很明顯的界線，則對教學者與其從事的公開觀課實質內含而言是

有不同的準備度詮釋。 

小倫：「後者(單元教學研究)的收獲會較多，因為若只有一節課是

沒有辦法關注到許多面向…若是一整個單元而言就可以看

到很多部分，…」，可是我看到一些文獻也有指出目前臺灣

的公觀課有些仍然在注意到的是教師教學而不是學共的學

生學習…(訪 001) 

大紅：我覺得教學研究是包含在我們所做公觀課裡面的一小部分，

因為公觀課的備觀議這三者中間就己包含了教學研究，所

以我們做的公觀課應該是大於這個教學究，所以應該是偏

向於整個「單元教學研究」(訪 002) 

小香：我覺得它較像一個教學單元教學，應該要做的準備度早己

超過了一節課的準備。(訪 003) 

小喵：我認為是較貼近歐用生教授認為的「單元教學研究」，因為

它其實不只是一節課，它首先要進行規劃整個單元，有較

完整單元的規劃，呈現的方式，它選擇某一節課來呈現而

已。(訪 004) 

小唯：一個單元會看的比較完整，一節課可能還不能完全詮釋公

開觀課全部的意義。(訪 005) 

這是比較從「廣義的」教學範圍中來界定公觀課其實施的內

容，有老師也注意到其中範圍定上的意義，而對照自己在實施過

程中的經驗性判斷。 

二、 公開觀課對教師教學的影響 

公開觀課為全國一致性的政策，但作為在基隆巿下的教育一員，

對於這項政策推動的解讀與實質改變部分，也是直接的影響到教師的

課室文化、教學準備與班級經營等等。這也在理解教師對於教育的敏

感度和保持前進動力，不斷精進的驅力是否具備。尤其公開觀課的成

效雖然看似直觀上都為教師所獲得較多的技術精進與內省成長，但若

集合每位教師的精進結果，這些教學技術得到相互支持與彼此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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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相乘的交互影響，且終將會回歸到學生身上，而這些不論是個人

的成長或者集合起來為整體基隆巿教育的成長，都應該是可以被預期

的，例如找回同儕相互支持與影響，彼此搭建知識的鷹架、找回教學

自主權，發現教學的自我意識…等等。 

小倫：…觀摩輔導團成員的公開授課，新進教師能夠學習不同的

教學技術、課程設計，並於未來自己的教學中實際應用。

(例如：聽障巡迴班教師、資源班教師)…，老師會從自己要

關注的焦點持續蒐集觀課資料，也會直接看到學生的學習

表現。(訪 001) 

大紅：過去教學有很大的成分是上頭要我們教什麼，我們就照辦，

可是公觀課不一樣了，它讓老師找回自己主動的角色，特

別是共備的同儕討論對話當中發現學生要的是什麼、自己

想要的是什麼，這部分有了自我覺醒，化被動為主動，同時

它也有一種教師間彼此相互支時持的力量。例如遇到問題

的解決，可以透過拋出問題後集合眾人智慧，而不是自己

單打獨鬥，自己 google，這群人會相互分享訊息與修正補

充，讓個人的盲點得到釋疑，彼此搭鷹架，讓教學有機會創

新而更臻完善。(訪 002) 

小香：它比較像是跟自己比，完全是良心事業，有沒有提升自己

知道，在檢核面就可以知道自己與去年的比較。(訪 003) 

小喵：對學校整體提升，就我校來說，這五個年頭從教師專業發

展開始，每一次看過同事的公觀課，參與備觀議，其實不管

是對夥伴關係或是對展演的老師來講，其實都是一種能力

的提升，或是視野的修正(視域融合)。我覺得這方面的實施

之後，公觀課對教育的提升有很明顯的提升，觀課的老師

可以從被觀課的老師間，或學生的反應，學習到不同的授

課技巧，以及他所應用在課程的教學能力，還有將素材展

現的方式，讓學生的學習可以更多元更有效率，甚至來說

是比較容易發現學生的學習成就。(訪 004)  

小唯：教師公開授課這個政策的主要用意是要讓教師願意為了提

升教學成效，藉以幫助學生學習而訂定的一個政策，重點

在於教師願意為了提升自己的教學專業事先準備，再充電、

再精進，如同 108 新課綱的精神，成就每一位孩子，適性

揚才，終身學習，當期待我們所培育教導出來的孩子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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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能夠終身學習的同時，身為教師的我們也應該等同看待

才是。總的說來，至少個人認為至少有兩方面是肯定能夠

在公開觀課運作下會提升的，一是學生的學習表現獲幫助，

而不是只有學生成績的進步而已。二是教師的教學專業提

升。(訪 005) 

整體課程提升，改變了過去各據山頭不與人合作的「孤島慣性」，

公開觀課確實起了作用，對教師本身與同儕也產生了這些效果，提到

了這樣的收獲： 

大紅：以本校而言，在學生的學習成效與家長的反饋當中，可以

看得出來有提升的，例如在戶外教育中許多接觸到的導覽

志工口中稱讚本校學生的聰慧「你們(指學生)問的好、問得

巧…」能有脈絡或是邏輯性回答，這種學生學習成效的展

現，就不是我們教師設定好的框架下，而學生可以表現出

其所學，孩子開始會採取多元的方式去解決問題與產出學

習成效。我認為這就是本校教師平時在教學上的用心之結

果，它即是一種整體教育提升的最好證明。(訪 002) 

小唯：公開授課之目的應該是促進教師間專業的交流與成長，透

過教師的成長，提高教學品質與學生的學習成效。一群人

有共同的目標走得遠。(訪 005) 

小唯：老師的教學策略也會因公開觀課會有所轉變，學生在行為

或成績也會看到提升，再加上老師間有機會對話，對學校

教學氛圍都很有助益。它的成效隨著我自己的教學延伸，

例如國語閱讀和數學結合在不同面向，這個部分可藉由專

家的引導來協助教學者達成。學生也可以從公開觀課中老

師做的不同教學策略學習到，應用在不同的學科，例如心

智圖或是閱讀策略等等，學生可以做學習遷移。(訪 005) 

小香：大家的專業對話提升了，透過同儕合作，機會也多了，其

中對話的深度也可以變的很豐富而多元，也同時可以知道

其他教師的教授內容，可以觸發與人合作的動機。(訪 003) 

小喵：我認為對老師的改變是一定會有的，因為在進行公觀課的

班級大部分是自己熟悉的學生，所以有些先備的知識和經

驗影響了你的教學判斷，那麼由夥伴的提醒或是參與家長

的提示，讓我們能更用另外一個角度來切入，是不是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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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教學策略來讓學習更有效率， 

 

教師對於課程的掌握度多寡，也可能造成自己對教材先入為主的

解讀，有時反而汲取不了新的課程策略或是會無法領會關鍵學習的要

領，所以到底是近側發展的鷹架，還是有盲點使自己偏誤，有了夥伴

的互補，會使我們的教學就不會那樣地孤立(isolate)。公開觀課對於教

師而言，除了是一種教學的展演之外，對不同的教師各取所需的徑路

點也不同，而此又受到了教師本身特質、專業與年資等，對於教學經

驗、對學生學習掌握度不同而有不同的備觀議需求。意即當提到備觀

議三個段對教師致關重要的程序而言，不同資歷教師有不同選擇。 

公開觀課促進了教師與同儕的對話，而這些是否促成良性的專業

成長，參與的教師幾乎都給了高度的肯定，而且能得到「互為主體」

(intersubjectivity)的理解。 

 

小倫：公觀課可以由同儕來檢視自己教學上的盲點，特別是從學

生學習面的反饋，並了解其他教師的備課技巧，…以及可以

了解同儕不同授課科目的教師都在做些什麼，增進彼此的

了解…透過同儕老師的建議，不管是在備課或是議課時，也

可以知道其他科目的老師正在做的事，他們運用了哪些教

素材…能夠增進不同科目之間的老師之了解…像我們學校

的另一位老師，我在看了她的觀課，她改變了教室學生的

位置，這個想法就一直在我心中，後來我也仿效她變化一

下學生的上課坐位，不同的座位安排對教學也是有影響，

效果還蠻不錯的…(訪 001) 

大紅：簡單的說，「態度從被動接受→主動發現修正，從接受→反

思成長→修正→建構與創新→再修正」的過程中，公關課

成了支援的力量與途徑。(訪 002) 

小喵：像我的班上有特殊的小孩，在最初的班級經營中，我當初

也不知要如何關照到這類特性的學生，那經由觀課夥伴幫

我們做的軼事紀錄，確實幫我發現了許多不為人所知的現

象，這些零星的發生事件做一個系統的呈現，讓我能發現

這些需要幫助的小孩。這確實是由執行公觀課所帶給我真

實的進步，使我能進一步地理解特殊學生特殊之處究竟何

在，然後我則積極的介入或尋求其他協助。(訪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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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這些改變，確實是從公開觀課的措施當中獲益，而像小喵的

獲益更是直接，使她更能掌握學生個人特性與學習的困難所在。關於

可以同時看見同儕的專業，小香也十分同意這樣見解，她提到： 

小香：現是跨領域時代，沒有一個人可以獨自完成龐大任務，公

觀課的好處是可以看到自己的盲點，又可以在觀別人的課時，

看到別人優點。光是這樣就很值得了，因為透過觀課可以確

實打開自己的視野，合作的過成也不會使自己孤僻，議課時

又可以聽到別人的讚美增強教學自信，或者夥伙提供建言以

補足自己疏漏之處，這樣看起來好處很多。(訪 003) 

至於因為要實施公開觀課，建立專業的學習社群是否有其必要性，

過去教室文化被視為是教師不可挑戰的教室霸權，隨著教育改革日益

開放，家長參與校務日增，教師的教學技術受到檢驗，因此有部分「孤

島慣性」3的教師感到焦慮。不過獨學無友的環境已不復見，連校園高

牆都已崩解，隨之而來的更是日益開放的校園文化。故學習社群是否

有對教師有助益？而助益又在何處可見？陳佩英(2014)指出研究和

問券調查發現，教師渴望獲得同儕支持、組織學習、和更多素養課程

設計知能。然而實際情形又如何，對教師的專業發展有什麼影響？ 

小倫：我認為有必要建立學習社群，但應該給予教師非常大的彈

性(例如：人數、授課科目、跨校等)，避免流於形式，並設

立獎勵制度(例如：編列相關的經費補助、給予公假等)。其

次是，一個人走得快、一群走得遠，志同道合的一群教師聚

在一起互相交流，針對一個大家都感興趣的課程主題、議

題進行討論，這個經驗是很寶貴的，且遇到困難時也能夠

互相支援。對自己的專業成長也會有幫助，特別是當遇到

困難時，學習社群的夥伴也會互相幫助，這部分不僅僅只

是限制在公觀課而己。(訪 001) 

大紅：建立學習社群對教師專業成長發展有正向的意義，教師面

對不同職務與教學會有不同需求，閉門造車的方式已經跟

不上時代，透過參與不同學習社群，可以有效率找到相關

需求的知識與技能，縮短摸索與實驗的時間，互相抓漏與

創新，建立一個職業強大的資源系統，才能穩定成長。…如

3 此名詞是引自陳佩英等(2014)，履冰行遠：網絡學習社群的課程協作經驗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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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跨縣市學群交流，應會有縮短城鄉差距與國際觀的培

養。…歸屬感可以在這當中被依賴，社群的建立有種支持性

團體與被需要之感，教師在這團體中可以找到同溫層，它

除了是專業為基礎的社群外，其實也包含很重要的情感歸

屬。(訪 002) 

小唯：個人認為社群的建立確實在教育職場有其必要性。問題可

以在灶群中可能獲到解答，也可以有對話省思的空間，進

一步認識自我。因為孤軍奮鬥可能也是孤立無援，況且現

在社會瞬息萬變，一位能力再好的老師，終究抵不過三個

臭皮匠呀，社群力量才大。而它的建立對教師專業發展的

影響，在它執行的內容下就伴隨著一些實踐行動，例如(一) 

增能研習：例如辦理研習、座談會、工作坊和參訪活動等。 

(二) 對話省思：例如進行教學專業對話、教學省思與回饋。 

(三) 課堂實踐：例如實施教學觀察等。這些行動本身就有

其一定的價值理念，教師在社群中也是跟著一起前進，這

也是前面我說的一群人走的遠的原因之一，在情感面的歸

屬也會較強，這個支持系統建立也是相當重要的提升力量。

(訪 005) 

小香：它可以從與自己的比較中找到自己的弱項，特別是從實際

的觀課和議課中，你能知道夥伴關注的焦點，而不是只在

完成自己的任務，這樣才較有成長和進步。(訪 003) 

小喵：我也覺得真的是有其必要性。在我的學校是有一些社群的，

社群中中大家所操作的課程有相似或者是有一些延續性，

像是精進計畫裡頭的數學社群，那我們就可以按照這些學

科的特性做一些聚焦式的討論，或者拋出問題，經由同儕

的討論集思廣益，讓我更能關注在學生學習上所要注意到

的調整。在數學上來講，像我的部分有在進行，另外大紅老

師的數學也同樣在教，大紅老師強調程序上的解說，而我

在學習扶助或是補救教學之中，要協助沒有先備知識的學

生，甚至是沒有辦法記憶住重點的，經由動手操作，可以讓

學生體驗知識的建構，讓他有較深的印象，以便學生能發

現原理原則。(訪 004) 

由此可知，透過公開觀課建立的學習社群，其影響力的發揮是存

在的，而且它所能發揮的邊際效應還不止於此，在社群運作之外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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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也可以相互支援，顯示專業社群的建立在情感的凝聚是持續的影

響，而不只是在社群運作見面的當下。此正符合 108 課綱「共學、共

好」的理念，這也是教師們躬身入局所獲得到的「知識」，這也正是

亞里斯多德所言的「實踐智慧」。而社群運作的好壞，也攸關影響力

的發揮與教師社會資本的緊密聯結程度。 

小倫：如同前述，基於一種專業信任，社群的運作應該要給予較

大的彈性，在組織上的限制如人數、公開觀課執行的授課

科目、跨校社群的參與、講座的聘請等等，應予以鬆綁，可

以因不同科目的特性而給予特定的彈性…因為每個專業社

群的專業特性不同，若硬性規定可能會產生圓與矩不相容

的情形，就如同成果報告等表件，可能產生為了要符合規

範而流於形式，會要多花許多時間來溝通…有時還會降低

教師參與的意願。(訪 001)。 

小倫：一年做一次的公觀課…這規範，我沒有特別想過吔，我認為

較重視的應該是學習社群的氛圍建立可能比起規定的次數

還要更重要，因為教師們若已建立起學習的氛圍或習慣，

應該自己就會找時間聚會，或自己組成更小的對話單位，

那是因為教學和專業的需要，這個時候就不會是受到政策

面的限制了，可能自己就會要求同儕來協助觀課…。(訪001) 

小唯：在教學策略部分，很需要社群成員來協助集思廣益，而對

教學應用或教材解讀，就需要專家學者建議來試行看看，

會有群體來進行螺旋式的成長。(訪 005) 

小喵：當我看到觀課夥伴不同的教學法時，這還沒有什麼，但令

我訝異的是她用差異化的教學方式來協助不同程度的學生

學習，我覺得這個就令我開了眼界。備課畢竟是紙上談兵，

說課也可以說的很精彩，但是觀課就要實際面對學生的學

習反應了，這需要教學經驗歲月的積，而我由同儕的相互

學習的管道中學習到了這技巧與做法，省去我未來可能走

錯的枉路。故透過社群建立，公觀課可以看到不同學習策

略被開展。 

老師們的意見認為應給較大的組織彈性，不過政策有其引導的必

要性下，規範部分的執行重點應有其必要性，但是在彈性內容的部分，

可能仍需經過一段時間的運作與對話後，較有可能取得平衡點。 

177



三、 公開觀課內容最致為的關鍵 

公開觀課的備/觀/議就同一個線性發展的前中後過程，每個過程

看起來都有其必要性與重要性，但每位教師對於三個階段的掌握度不

同，因此會花較多的心力在自己較能掌握的部分，故對於此三個歷程

而言，其重要性可能會有所不同。 

小倫：我教學經驗較淺，才 3 年，目前我認為是備課。能夠了解

有經驗的教師是如何建構課程的雛形及其背後思考的脈絡。

能學習有經驗的教師是如何連結實體資源、線上資源，應

用於課程的設計中。備課如果準備充足，其後的教學應該

不會有太大落差啦…議課…我自己的理解是對於較資深的

老師，可能議課的部分會比較重要，因為在前半部他們可

能己經很熟練了，議課對他們來說可能會比較有省思或啟

發吧…(訪 001) 

小唯：我認為是議課，備課對我來說，我對大部分教材與目標已

經相當熟悉，但我需要的是夥伴給我的建議。我自己教書

18 年了，在參與議課時，我對它的收獲是議課→反思→再

實踐(資料庫的建立)。對我個人來說，議題時我較想把握住

的重點是以下：例如在觀課時，教學者無法盡每位學生當

下進行的學習成效，故我想透過夥伴協助我檢視在教學過

程中，學生遇到的學習問題及困難，學生是如何處理的。

我和同儕共備討論的教學目標、預期的學習成效和教學重

點真的都達到了嗎？單元的內容設計，配以合適的教學策

略和所需要的資源…這些在學習活動中，學生或小組合作

學習時，他們是如何整體運用或相互協助？學習活動及教

材的編寫是否在課堂觀察方向與重點上，與學生的學習起

點行為一致？以及回過頭來檢視這場教學是否真的符應素

養導向教學之設計，修正的教學策略和所需之資源能幫助

學生有效學習？符合或不符合學習的地方在哪裡？這些都

是在議課時，我迫不及待地很想知道，每回在教學之後我

都非常期待議課。(訪 005) 

小香：我認為它是連在一起的，因為備觀議它就是一路下來的發

展。(訪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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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認為三者實難分軒輊，也都有其獨特性，都很重要。但若得

選擇時，例如較資深的大紅也選擇議課，資淺的則不同。 

大紅：我覺得三者都很重要。我做以下說明。(訪 002) 

「備：透過共同備課才能了解觀課重點，透過對談可以做初

步修正，才能有效率達成目標。」 

「觀：透過觀察才能察覺雙方優缺點，對教學者與觀察者形

成反思的力量及模仿的效應，產生滾動式修正。」 

「議：透過備、議兩階段，才能再修正建構更完備並創新的

教學模式。」 

大紅：三者中一定要選一個最重要的階段，我選擇議課。因為以

我的年資(已超過15年)來說，教學內容我幾乎都能掌握了，

教學技巧我也用過很多種，所以在備課上我很快審視這個

單元的重點活動與學習目標。相形之下，我會比較在議課

階段聽聽夥伴給我的建議。透過議課才能抓漏再修正，透

過對談思辨才能創新，而且不論學群成員背景年資，我們

都能獲取不同的想法和專長，才不會固守舊框架。如年輕

的教師會有貼近新世代的想法或資訊能力較強，都可以刺

激我們教學的想法與做法的創思，更有利於專業技能的精

進。唯有自己破圈，才能有前進的可能。(訪 002) 

小唯：不同年資的老師應該會著重不同。我己教書近 20 年，所以

我會著重在議課，但是反觀資歷較淺的老師，可能會著重

在備課與觀課，因為這類老師他希望在備課之外，在進行

觀課的 40 分鐘裡請觀課者協助注意某個部分，但是全部 40

分鐘都很認真在注意觀課，這樣壓力也很大，故若以我是

初任教師而言，我可能較會重視備課階段。(訪 005) 

小香：若一定要選擇，我覺得年資淺的在備觀部分要比較多，因

為厲害的老師在備課時就已經能看出端倪，到了議課時就

真的是提高一個層次，去比較別人講的跟自己一樣或不一

樣。故我認為年資淺的應該是在備課較為關鍵。(訪 003) 

小喵：我個人這幾年執行的經驗來看，個人覺是議課。它可以很

具體的透過對話使我們知道未來需要加強之處，或者學習

到咱們的夥伴他們能夠展現出來的成果。(訪 004) 

小喵：不同年資著重不同階段的公觀課，我認為這是肯定的。包

括我們在初任時的操作方式，到第二年、第五年、第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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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每個階段所關係的焦點有所不同，因為我也還算是

資淺，確實我剛開始踏進教育職場時，我是較著重於觀課

和議課部分，然後我們再來聽取各個老師對於我們在備課

上的一些盲點。(訪 004) 

 

由此可見，這個部分可能受到了不同年資、不同教學經驗的影響，

故在見解上有不相同的經驗。不過在追問之後，訪談者皆同意因為教

學年資與對教學現場、教室文化、學生學習度等等的經驗值而有不同

看法。認為備課者，事前的準備完善有助於後面的執行， 

四、 公開觀課若走入 3.0 時，實施方式之未來的可能性 

公開觀課在本巿全面實施已有兩年時間，其中從「公開觀課 1.0」

即打開教室，到「公開觀課 2.0」進行備/觀/議課，教師們對於政策的

實施都已必然要接受。若未來有可能做出一些改變，它可能帶來改變

校園或是教室的風景，可能會是什麼樣的呢？ 

一人教授或多人教授部分，這就可以是一種制度的開放，而且也

不一定是多人進入班級教室看教學，教師們舉出跨校社群運作時的想

法： 

小倫：更多團體形式的公觀課，如同以主題或單元來組成的社群，

或跨校社群等，他們可以在前端備課時先討論出一個成果然

後各自帶回到各自任教的學校教，邀自己學校的一兩位同仁

來協助記錄。其次，成果報告的形式可以更多元一些(例：團

體的形式繳交)，在議課時將各自實驗的結果提出來討論、修

正、彙整，做下一次教學備課的參考或改進之道，然後社群

中因為有共備的經驗，相關的討論焦距也相當明確，唯各自

帶回各自教室進行的教學科目或教學技術可能會有所不同，

故最後可以整理成一份團體的總報告。故這也連帶指出備課、

觀課或議課的表件問題。…況且教學是一種脈絡性的發展過

程，或許要補足的話，那表件對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兩者都

有，還有表件的指標看起來像是在評鑑老師，感覺較生硬，

或可以從提示教師一些概念或做法就好，或是流程等做到就

好，也許會比較友善些。成果報告部分，就是備課是共同討

論的結果，觀課的操作尊重各自領域香學科特性，充分給予

更多彈性空間，可以一人教芋部分，或者協同教師一起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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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部分，大家再同來觀課，線上觀課皆可。議課時可以統

整眾人做法，將每個人上課的方式與得到啟發，融合成一份

堅實的報告，甚至於用成果分享的展示，我想也可達到相互

學習之效，我認為是這樣。(訪 001) 

小香：3.0 的建議，我覺得還是要看教育處想推動什麼？是要玩真

的還是要玩假的？我覺得質量要兼重，特別是在表件的部

分，若是對學生學習結果，可能質化的描述可以比較彈性

比較多一些。(訪 003) 

小喵：因現在疫情之故，變成線上演練公觀課，這應也很可能是

會發生的狀態，那若可以線上觀課的話，那在備課時可以

多納一些線上夥伴一起思考一起激發。故線上觀課應該也

是可以操作的。(訪 004) 

上述老師們也都時俱進的思考到疫情之下，公開觀課將可能調整

由實體變成線上的型態。關於成果報告的形式，團體繳交成果，它可

能有些要件，老師提到： 

小唯：它應該是要以同學年或同領域來協作，如果是不同學年不

同科目，恐怕不易統整成一份有脈絡性或較完整的報告，

所以我個人認為這個團體報告最好是有相近性，不同領域

跨科當然無可厚非，但至少應該是同學年為宜，這樣比較

能看出同年紀學生的學習成果，要做比較時也較能有相同

成熟度，變數較不會太大到無法比較。(訪 005) 

小香：團體的報告這個部分，其實這個報告難交，它更不輕鬆，

因為要有很多的對話和調整，這都涉及與人的溝通，有時

要改變自己想法確實不易，更何況專業前提下還要接受別

人的意見，所以表件確實可以較彈性，挑適合自己的表件

來用。故個人交或團體交，我都覺得可以，重點還是要把

握住公觀的精神，但團體報告整理起來，應該是更高規了。

(訪 003) 

小喵：基本上我籫同這樣的做法，其實在教專開始，所附的表件

就非常的多，我們都要符應表件中的架構和書寫，到 2.0 時，

它有開放較多元的方式，表件上不見得要一模一樣，但終

究表件是一人一份，就是說我們要寫自己的，廴又要寫給

同儕的回饋，若是像三人一組的型式，其實我們就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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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的群組做細部的討論，其實在這份資料裡面已經可以

同步的看到三人討論的內容和做法、還有後面的回饋。還

是可以達到原本觀課的目標和精神，又可以減少老師這方

面文書處理的時間，時間上較是經濟型的。(訪 004) 

關於實施期程，也有老師提到若拉長教學來看，會不會有另

一種更深度的學習結果呈現？ 

大紅：也許是不成熟的想法，如果可以調整為二年一期以 Team 為

單位的公觀課紀錄，加入目標學生的想法與學習成效，會

不會更有效能？第一年已經修正好，透過長期的執行讓學

生建立學習行為，再紀錄學習成效來反饋。(訪 002) 

若綜合性的來看公開觀課的實施諸多面向的話，也有以下的看法： 

小唯：若未來有可能要走向「公觀課的 3.0」時，我自己認為在做

法、目地、型態等有更彈性或調整之處如下：(訪 005) 

1.備觀議並重：落實共備、觀課與議課三部曲，打破個別教

師認知有限的侷限，透過共同備課以周延課程內

涵，藉由觀課與議課，達到專業對話以不斷精進

教學品質。 

2.個別化發展：公開授課紀錄表件，得依據學校發展脈絡，

能實質促進教師專業對話為目的，修改或發展學

校合適之表件，以供教師紀錄觀課歷程之用，或

以錄音檔紀錄亦可，就是可以再精簡表件。 

3.兼容並蓄：鼓勵發展不同形式公開授課模式，如教師專業

發展支持系統、全國教師會推動教師專業發展支

持系統、學習共同體、授課教師主導的公開授課

(TDO)等。 

4.外部支持：辦理全市性公開授課工作坊，以增進公開授課

知能；並提供相應之支持或諮詢，如經費、專家、

教授入校…等，學校視發展需求提出申請。 

當問及其他可能性如跨校式的、遠距式的操作模式時，也有訪談

者對這部分有些思考，因為疫情的影響，最大的衝擊就是使視覺變扁

平化時，這對教師而言都是新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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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唯：跨校式的共備很可以，但也是很有變數，作起來可能會有

要克服困難部分會有很多，如相同的時間、地點…。遠距教學

的公開觀課可能性，備課與議課較沒有困難，現在疫情線上

教學己無困難，但觀課時，可能要多點架設相機才有辦法兼

顧許多不同的視角，觀課的品質涉及到議課時有沒有辦法提

出在觀課時較關鍵性的學習行動。而且對我而言，線上的公

開觀課，特別是在觀課階段，我可能也要”試行’之後才知道

線上觀課可能會遇到什麼問題，它較像是設備穩定度與視角

廣度的問題，而若學生變成平面式的視訊參與，又可能衍生

在小組互動如何在平面的螢幕上互動，那觀課者又要從什麼

畫面切入，我認為這個部分可能尚不清楚，應該要先做一些

模擬，才會知道可不可行。(訪 005) 

故若受疫情持續影響，公開觀課 3.0 也會受到遠距影響而必需思

考做與不做，然而目前因為在歷史的當下，無前例可循，學生隱身在

畫面之後的真正樣態，可能觀測不到，這就受到科技的限制了，儘管

有手寫板或是 Kahoot 等小遊戲能讓他們分組學習，但仍無法看到過

程與學習全貎，故此課題未來也應該會持續需要關注。 

隨著 108 課綱素養導向的實施，公開觀課的教學設計取向也與以

往的行為達可以有所不同。若說素養導向較是上層結構，那公開觀課

則較屬技術面的下層結構來看，也都是現在教學上的重點。二者接合

時，現場教師又是如何看待： 

小倫：我個人認為，素養導向比較強調生活中的連結，學生的學

習要能與生活中的實際情境連結起來。公開課可以融入學

校本位課程的概念進行。就是公開觀課授課的科目不光只

是學科科目(英文自然社會等等)而己，也應該可以有學校的

特色本位課程，它好處是在於沒有教科書的限制，如學校

的特色是咖啡，這或許更可以看到學校課堂觀課中，設計

以素養為導向的咖啡課程，何種植、如何沖泡出好的咖啡

等等，這種公觀課的實施就非常貼近素養導向設計了。(訪

001) 

小香：我筧得更多的對話，而且現在大家都會更願意做。這也是

素養導向下推播的結果，公開觀課有推進、促進素養導向

的進程。其實二者也是相輔相成。(訪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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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唯：這二者若結合一起呀，我能想得到的是，它肯定無法用一

堂課解決觀課，因為它需要實際生活決的歷程，我會採取

單元式的教學，較能夠看到自己想要精進的部分，我也同

意這二者間，素養導向下的公開觀課，那就是素養導向還

是較上位的概念來設想二者間的關係，再者，素養導向課

程的生活應用或實踐，真的需要多節課些來完成，因此素

養導向下的公觀課，對我(年資 20 年)來說至少應該是要兩

節方能完成，一節課恐怕不太容易。(訪 005) 

小喵：變成課程的部分是素養導向，而觀課變成是個開放的教室，

讓大家都變成一種慣性/慣習(habitus)，就是說大家都有一

種…不管你走到哪裡，到的都是同一個情況(意即大家都在

做素養導向的學習活動)，讓公觀課變成大家「教學的日常」，

而且有些孩子因為有公觀課其他老師的到訪，特別是低年

級學生，這種「外部效應」觀注的眼神，而使得他的學習不

能怠惰，注意力集中了，學習效能變好了，間接使他的學

習品質提升了。若在校園中這種教學習型態已是到處可見

時，無論誰來上課，一樣可以培養學生生活中的能力和知

識。 

不論如小唯從上位的概念來看，是小喵從學生學習角度來審視， 

隨著 108 課綱素養導向的實施，公開觀課的焦點原本就在學生的學

習，但是同如同 Bourdieu 指出的慣習(habitus)之故，在討論或是思維

之中，教師仍會不自主地將問題導引或回歸到教學者身上，故討論的

方向又回到教學技術而不是看見的學生學習成效之上，此部分仍有待

更多的學校文化建立。不過若是表件上文字引導或可是能夠提醒成員，

將討論的目標拉回到學習這回事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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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小結 

從上述的教師所陳述與詮釋的語料中可知，大致上對於本巿實施

公開觀課 2.0 的備觀議課中，都予以肯定其對教師個人專業發展的促

進，也是一種推力，再者，從教師在執行公開觀課時對於教材準備，

說課、觀課、議課等不同階段的準備與夥伴，甚至於是社群教師的共

同議課等等，都能從學生學習的效益著眼，顯見「以學生為主體」的

觀念己植入教師的教學模式之中，教學不再是以教師為中心，藉公開

觀課的實施，確立了「以學生為中心」的做法。 

教師對於同儕合作模式的建立，己不再為「孤島慣性」個人獨撐，

反而會更樂觀且正面看待同儕合作的過程與在對方教學相長的結果，

獲益頗多。因而對於教師社群建立殷切渴望，也期盼有更自主的、更

開放式的時間與空間，讓(跨校)社群運作。但是，教師們也不約而同

的對許多接近於繁文縟節的表件感到困擾。 

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中，所提供教師作為公開觀課的表件內(如

附錄二所示)，大部分的表件內容為著重在教師的有效教學與班級經

營層面，文字上也較多著重在行為指標是否達成，焦點上仍是在教師，

與現行公開觀課與觀察學生學習成效的目標未必一致，故在質性的描

述與深度的觀察要件中較為欠缺，例如描述學生學習的成效歷程、或

個別學生學習改變的過程…等。教學是門藝術，有時如同完形心理學

認為的，行動要從整體來看，將其成為教學觀察指標的切片，有時合

而為一時，可能與完整脈絡性的學習行為相去甚遠。 

是故，成果報告更多元形式，團體繳交亦可，也是教師的期盼。

回到共備的作精神來看，共備就有共同的討論或行動焦點。若以教師

個人各交各的報告亦無可厚非，只是又變成回到老路，原子式的報告。

其實老師們有提到若採團體報告，反而在程序上又更復雜的原因是因

為”與人對話”，這需要更多時間消磨來回對話，並且提出自己的觀點，

這些交鋒的過程也都是運作過程中相當重要的意識交流，最後少能勉

強達成團體共識，這也是一個「共學、共好」的過程，故不必以為老

師們會更輕鬆來看待”團體報告”。事實上這也引發了我們對於公觀課

最終目的的再省思，因為是欲提升學生學習的成效而進行共同討論的

公開觀課，是此，將最大的益永遠設定在學生，那麼在做法上是不是

將以開放更多自主的空間，這值得進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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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公開觀課在本巿已經成為政策面重要的施政面向，而本巿也不斷

地試求改進之道，本巿教育處也制定相關規範，並廣泛地蒐集不同學

校執行的經驗，加以統整成更具專業化、人性化、個別化的做法。而

綜合本研究上述對教師施公開觀課的訪談分析做成以下結論與建議。 

一、 公開觀課已為教學日常，不同資歷著重不同階段 

公開觀課的過程包括共同備課、觀察前會談，觀課後的議課與成

果報告撰寫等等，本巿教師皆已確立其對教師專業的正向發展，認為

其有必要性。然其歷程確實是一種線性發展，但是對於不同資歷或教

學經驗的教師，著重的階段就本研究發現而言是明顯的不同。 

在本研究中不同資歷著重不同階段。資歷較淺的教師著重在備課

與觀課，希望就對教材的定位、教學內容的詮釋、教學技術、學生心

理等等進行更多的對談和掌握。而資深的教師則較重視議課，希望同

儕能夠給予更多的建議和討論，並試著找出一條新的道路來加以試驗，

再加上「教學是門藝術」，資深教師在技術面已經了然於胸，他們追

求的是更高層次的自我實現，也積極透過同儕的社群中，找到自己的

定位，都殷切盼望議課的結果，那就是一種持續精進的驅力(drive)使

然。 

二、 公開觀課專業社群建立可多元開放 

以現階段在「公開觀課 2.0」，基本上仍以學校實施為單位，對於

跨校社群的建立，目前本巿尚未明確的指示，但其實就本巿輔導團的

組成與專業看來，它已就是一種相同領域的專業學習社群單位，不過

目前尚無其他配套措施進行。然而在訪談中亦看出相當有能力的基層

教師，也渴望與不同校群的教師合作，也就是目前正處於一種停滯期，

每位教師的做法都一致時，可能展現不出教育的開放與試驗性，也與

難貼近多元、開放的理念。若政策持續推動下去，未來再向前到「公

開觀課 3.0」時，或許提供跨校共備，或多元共備等也是一個開放的

做法，尤以受到遠距教學的啟發，時間空間已不再是侷限了。 

三、 公開觀課做法與表件可再簡化、彈性化、綜整化 

公開觀課的實施不論是以單元授課或者不同領域授課，這部分都

有不同教師的支持，這係因每位教師對於教學任務的見解與對教材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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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施展各有不同的切入點，者，不同領域的學科特性，不同的教學進

度也可能搭配不同的教學模組，準此，這些都是教師在判斷公開觀課

實施時，找尋適合的同儕合作。 

此外，按本研究看來，公開觀課現階段與未來仍持續受到疫情下

之遠距教學視訊與科技的衝擊，若未來新年度疫情持續影響而必需調

整時，這也是個轉機，只是這當中的運作模尚未建立，觀課的技術與

機器的架設，當被觀課的學生變成「扁平化」的螢幕時，又該觀察些

什麼，這些都可能是未來需要再進一步討論。 

另外訪談的教師們都「不約而同」提及，公開觀課表件中(如附錄

二)，可以看出設計的理念仍持續延續著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中而

來，又近年有部分學者亦積極研究更適性、更貼近教師省思的格式或

欄位，而本巿所賦予的格式亦強調供教師參斟使用，承上述，由於不

同資歷教師的需求點不同，公開觀課的實施可以著重於不同階段，可

盤點不同資歷教師的需求，從訪談中得知在五年內的教師，因進入教

育職場的經驗性不足，對教材內容、學生學習經驗等的掌握度仍在學

習之中，持續累積自己的「教學資本」，是故，現階段本巿執行公開

授課的方式是隱設將所有教師的教學經驗和結果視為同質性，故在表

件上的指標、欄位、填寫方式等等，都先有一個範例指引，儘管表件

仍為教師參考之用，是故教師即提出以「團體形式」做成一個跨科或

未來跨校的一個多元豐富的「綜整性報告」，而報告的形式或許亦不

限於紙本，也可以線上或影片來綜覽這些共備觀議的結果，畢竟科技

可以打破許多疆界。 

就如同顏國樑(2017)指出的，未來在推動時若無法整合學校行事

曆所列舉工作，或增加太多書面整理工作，將會大大降低教師參與意

願與執行成效。 

按陳佩英(2021)教授的建議，在議課時，建議同儕夥伴給予精要

的三個建議為之，除了可以精確的聚焦之外，也可以避免因建議太多

而斵傷教師對於公開觀課實施的意願。 

四、 公開觀課素養導向仍有待再精進研究 

108 課綱實施不過迄今兩年，兩年對教育歷程而言尚短，教師對

於素養導向精神的相關教學活動設計已初步能掌握，但是實際對於如

何設計，與真正把握以素養為導向的課程整合，其實還有部分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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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需精進研究。此也呼應前述，除了課程領導者之外，專業學習社群

的建立，不論是備、觀、議任何一個階段，都需要更深層的對話與討

論，再以突破現狀的彈性做法，討論出對學生學習能觀察出具素養導

向、解決問題、相互合作「自發、互動、共好」的共學精神、彼此分

享經驗與實施歷程 

綜合本研究來看，公開觀課的實施在本巿確實有其成效，教師已

欣然接受這種對於教師專業發展的必要性，「孤島慣性」的教師已漸

受到淘汰，而且渴望組成不同形式的社群合作，與給予更多彈性的運

作，以達「視域融合」。在表件上也可以更尊重教師的專業自主，畢

竟「教學是一門藝術」，任何切片式的指標都可能只是侷限或窄化了

教師整體的教學行為，而疫情影響未來的運作，也是將要面對的挑戰。

總之，公開觀仍有一段路要走，畢竟教學活動是一種需要「行動實踐」

的知識，但可期待這會是一個正向的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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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訪談題目 

1. 首先談一個粗淺印象，請您先談談您對公開觀課的認識。您認為公開

觀課是…？(註：準備度「學課研究」指每課或每單元的教學；廣義範

完整-歐用生譯「單元教學研究」、或其他…) 

2. 公觀課是全國性的政策，您認為它對於基隆巿或學校整體課程的提升，

有什麼看法?在哪些地方可能看到這些實施公開觀課的成效？教學技

術?學習表現?同儕關係..在您的學校有什麼變化? 

3. 您認為公開觀課對於教師的專業發展中，對教師本身或同儕，有什麼

直接的影響或改變？註：(孤島慣性/盲點-主體性改變?) 

4. 您認為在公開觀課中，建立學習社群有其必要性嗎？建立/不建立對教

師的關係或教師專業發展(資本)會有什麼影響(改變)嗎？舉科目例說

明。 

5. 您認為在公觀課的備/觀/議課三個程序中，何者對教師專業發展較有致

關重要的影響？ 

6. 公開觀課在基隆巿實施公開觀課 1.0(打開教室)與公開觀課 2.0(備觀議

-校特色公開)，未來若要有所改善，您認為在做法、目的、型態等是否

有建議？更彈性或調整之處？ (註：表件的簡化) (公開觀課做法型態-

參考影片) (跨校社群共備)(疫情下的遠距共備公開觀課-視覺上的扁平

化) 

7. 公開觀課與素養導向有何關係…?特色課程的公觀課之能。沒有教科書

的課程，如何設計素養導向的課程學習活動，而不是領域課程的公觀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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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基隆市太陽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實施計畫 
2020.09.01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5 年 10 月 17 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050111992

號函。 

  二、基隆市 109年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貳、目的： 

  一、建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營造正向支持與合作分享文化，促進教師專業成

長。 

  二、體現以學習者為主體，精進教師課室教學品質，提升學生學習成果。 

參、實施對象：本校校長、教師及聘期為三個月以上之代課、代理教師。 

肆、辦理時間：109學年度。 

伍、實施原則：  

ㄧ、授課人員每學年須辦理 1 次公開授課，每次至少邀請一位校內教師觀課

(以下簡稱觀課教師)為原則；每學年每位教師至少需參與 1次觀課。 

二、授課人員於公開授課前，應共同規劃；其規劃事項，得包括共同備課、接

受教學觀察及專業回饋；觀課人員，以全程參與為原則。 

三、公開授課須於領域學習時間辦理，觀課教師以選擇無課務之節次為原則。 

四、學年度內經本市教育處、各師資培育機構等委託辦理之公開授課，或參與

本市教育處、各級輔導團辦理之教師專業研習，期間進行公開授課並做成

紀錄者，視同完成公開授課一次。 

五、公開授課，得結合學校定期教學觀摩、教師專業研習、課程與教學創新或

教育實驗與計畫等辦理之。 

陸、實施方式：  

一、每學期初由教務處將「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登記表」交由各領域召集人或

學年主任，協助召集教師自訂公開授課及觀課日期。並由教務處彙整公開

授課登記表，於每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公告於學校網頁。 

二、共同備課應於公開授課前進行，得與教學研究會(領域會議)、學年會議、

教師社群合併辦理。 

三、觀課係依備課內容並參酌觀課紀錄表，將課堂所觀察內容記載於觀課紀錄

表，或以錄音、錄影方式記錄，以作為議課之依據。 

四、議課由授課教師及觀課教師於公開授課後，針對教學優點、學生學習狀況

及待釐清問題、觀課收穫或教學困難等主題進行分享與回應，以達到精進

課堂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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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校得邀請家長參與教師公開授課或其他課程及教學相關活動，增進家長

關心教師教學、學校課程及教學實踐，建立親師生共學之學校文化。惟參

加公開授課之家長須參加過本市所舉辦之十二年國教課綱宣導研習。 

六、公開授課表件包含(如后列)： 

(一) 公開授課登記表(附表 1)。 

(二) 共同備課紀錄表(附表 2)。 

(三) 觀課紀錄表(附表 3)。 

(四) 教師自我省思檢核表(附表 4)。 

(五) 議課紀錄表(附表 5)。 

(六) 共備紀錄表 B(附表 6)(供參考選擇使用)。 

(七) 觀課紀錄表 B(附表 7)(供參考選擇使用)。 

(八) 觀課紀錄表 C-結構式(附表 8)(供參考選擇使用)。 

(九) 議課紀錄表 B(參考選擇使用) 

七、公開授課兩周內應將公開授課表件或相關錄音錄影檔案送至教務處建檔備

查。 

 

柒、本計畫奉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 

  

教務主任：                       校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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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基隆市太陽國小 109學年度學校辦理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登記表 

編

號 

授課 

教師 

備課日 

節次 

觀課日 

節次 

議課日 

節次 

觀課 

教師 

教學年級科目 

教學單元 

教學章節內容 

1.  B 
9/23 

午休 

10/6 

第一節 

第二節 

10/7 

午休 
小倫 

教學科目：601 社會 

教學單元：第二單元戰後的臺灣

經濟發展 

教學章節內容：第二節當前挑戰

與轉型 

2.  C 
10/12 

午休 

10/14 

第二節 

10/14 

第三節 
小唯 

教學科目：三年級健體 

教學單元：自編棒球 

教學章節內容：棒球滾地球 

3.  小香 
11/6,13 

放學後 

11/25 

第三節 

11/25 

放學後 
E 

教學科目：202 班閱讀 

教學單元：自編 

教學章節內容：形狀教學延伸活

動 

4.  小倫 
10/23  

14:00 

10/29  

早自習 

10/30 

14:00 
B 

教學科目：一年級學習策略 (閱

讀) 

教學單元：看門狗和狼 (伊索寓

言) 

5.  小喵 
11/10 

午休 

11/11 

第二節 

11/12 

午休 
D 

教學科目：一年級數學 

教學單元：第 6 單元 

教學章節內容：加一加 

6.  D 
11/03 

午休 

11/04 

第三節 

11/05 

午休 
小喵 

教學科目：201 班數學 

教學單元：第五單元 

教學章節內容：面積 

7.  E 
11/13 

午休 

11/18 

第 2節 

11/18 

放學後 
小香 

教學科目：202 班閱讀 

教學單元：自編 

教學章節內容：完美正方形 

8.  小唯 
12/14 

放學後 

12/15 

第三節 

12/16 

13:30 
F 

教學年級科目：301 數學 

教學單元：第八單元 

教學章節內容：8-3 重量的實測

與估測 

9.  大紅 
11/3 

第二節 

11/5 

第一節 

11/10 

午休 
A 

教學科目：401 國語 

教學單元：閱讀樂園-走過就知道 

教學章節內容：性平教育與生命

教育 

10.  A 
12/14 

午休 

12/15 

第六節 

12/16 

午休 
小唯 

教學科目：501 數學 

教學單元：第一單元 

教學章節內容：平行四邊形的面

積 

11.  G 
11/03 

午休 

11/05 

第三節 

11/10 

午休 
大紅 

教學科目：601 英文 

教學單元：U3 

教學章節內容：句型教學 

教務主任：_______________   校     長：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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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基隆市太陽國小 109學年度學校辦理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 

共同備課紀錄表    

教學班級 年      班 教學時間 年   月   日  第  節 

教學領域  教學單元  

教 學 者       觀 察 者  

觀察前會

談時間 

   

一、 教材內容： 

 

 

二、 教學目標： 

 

 

三、 學生經驗： 

 

 

四、 教學活動： 

    

 

 

五、 教學評量方式： 

    

 

 

六、 觀察的工具和觀察焦點： 

 

 

 

七、 回饋會談時間和地點： 

 

(本表為參考格式，學校得視需求修改) 

授課教師簽名：__________    觀課教師簽名：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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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基隆市太陽國小 109學年度學校辦理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 

觀課紀錄表 

教學班級       年      班 觀察時間  年   月   日  第  

節 

教學領域  教學單元  

教 學 者       觀 察 者  

 

(本表為參考格式，學校得視需求修改) 

授課教師簽名：________  觀課教師簽名：___________  

層 
面 

檢核 
項目 

檢核重點 
優 
 
良 

普 
 
通 

可
改
進 

未
呈
現 

教 
師 
教 
學 

1.清楚

呈現教

材內容 

1-1 有組織條理呈現教材內容     

1-2 清楚講解重要概念、原則或技能     

1-3 提供學生適當的實作或練習     

1-4 設計引發學生思考與討論的教學情
境 

    

1-5 適時歸納學習重點      

2.運用

有效教

學技巧 

2-1 引起並維持學生學習動機     

2-2 善於變化教學活動或教學方法     

2-3 教學活動融入學習策略的指導     

2-4 教學活動轉換與銜接能順暢進行     

2-5 有效掌握時間分配和教學節奏     

2-6 使用有助於學生學習的教學媒材     

3.應用

良好溝

通技巧 

3-1 口語清晰、音量適中     

3-2 運用肢體語言，增進師生互動     

3-3 教室走動或眼神能關照多數學生     

4.運用

學習評

量評估

學習成

效 

4-1 教學過程中，適時檢視學生學習情形     

4-2 學生學習成果達成預期學習目標 

    

班 
級 
經 
營 

5.維持

良好的

班級秩

序以促

進學習 

5-1維持良好的班級秩序     

5-2適時增強學生的良好表現     

5-3妥善處理學生不當行為或偶發狀況 
    

6.營造

積極的

班級氣

氛 

6-1引導學生專注於學習     

6-2布置或安排有助學生學習的環境     

6-3展現熱忱的教學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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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基隆市太陽國小 109學年度學校辦理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   

 教師自我省思檢核表 
教學班級       年      班 教學時間   年   月   日  第   

節 

教學領域  教學單元  

教 學 者         

 

序號 檢核項目 優良 普通 可改進 

未

呈

現 

1 清楚呈現教材內容 □ □ □ □ 

2 運用有效教學技巧 □ □ □ □ 

3 應用良好溝通技巧 □ □ □ □ 

4 運用學習評量評估學習成效 □ □ □ □ 

5 維持良好的班級秩序以促進學習 □ □ □ □ 

6 營造積極的班級氣氛 □ □ □ □ 

7 其他： □ □ □ □ 

◎教學省思： 

 

 

(本表為參考格式，學校得視需求修改) 

授課教師簽名：_________  觀課教師簽名：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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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基隆市太陽國小 109學年度學校辦理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 

議課紀錄表 

教學班

級 

      年      班 教學時間   年   月   日  第   

節 

教學領

域 

 教學單元  

教 學 

者 

      觀 察 者  

觀察後會

談時間 
   

 

一、教學者教學優點與特色： 

 

 

 

 

 

二、教學者教學待調整或改變之處： 

 

 

 

 

三、對教學者之具體成長建議： 

 

 

(本表為參考格式，學校得視需求修改) 

授課教師簽名：___________   觀課教師簽名：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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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基隆市太陽國小 109學年度學校辦理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 

共備紀錄表 B(參考選擇使用) 

教學班級       年      班 教學時間  年  月  日  第   節 

教學領域  教學單元  

教 學 者       觀 察 者  

共備時間    年    月    日   

 

項目 細節 自己備課想法 共同備課調整 

學

習

內

容 

提示： 

 

1.核心知識或技

能、 

(含屬性細節要素) 

 

2.情意 

 

3.策略 

知識 

 

 

以上視實際需求填寫 

  

學

習

表

現 

提示： 

1.誘答題目 

 

2.討論題目 

 

3.素養題目 

 

4.情境任務 

 

以上視實際需求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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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細節 自己備課想法 共同備課調整 

學

生

需

求 

提示： 

1.特質 

 

2.困難 

 

3.個別、小組或全體 

 

以上視實際需求填寫 

  

教

學

策

略 

提示： 

 

1.教學方法 

 

2.教學步驟 

 

3.教學活動流程 

以上視實際需求填寫 

  

教

學

情

境 

提示： 

 

1.場地 

環境 

 

2.媒體教具 

 

以上視實際需求填寫 

  

(引自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劉世雄教授共備觀議課記錄本(第四版：核心素養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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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基隆市太陽國小 109學年度學校辦理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 

觀課紀錄表 B(參考選擇使用) 
教學班級       年      班 教學時間 年   月   日  第   節 

教學領域  教學單元  

教 學 者       觀 察 者  

議課時間     年    月   日   

 

觀察對象 學生行為表現記錄 

(    組或人   ) 

學習過程： 

聆聽、回答、討論、

操作、書寫的表現 

學習表現：在學習

內容上的學習表

現 

行為 1 

行為 2 

行為 3 

行為 4 

行為 5 

從學生多個行為

推論學生表現的

原因 

 

擬定教學策略  

教師議課 

教學省思 

學習心得 

 

備註  

(引自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劉世雄教授共備觀議課記錄本(第四版：核心素養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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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基隆市太陽國小 109學年度學校辦理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 

觀課紀錄表 C(結構式)(參考選擇使用) 
 

觀課班級 
      年      班 觀課時間   年   月   日  第   

節 

教學領域  觀課單元  

教 學 者       觀 課 者  

 

1.學生上課狀

況 

(1)學生投入課堂學習程度如何？  

 

(2)學有干擾課堂行為嗎？情形如

何？ 

 

 

2.學生分組討

論情形 

(1)小組間互動情形如何？(熱絡程

度、參與程度) 

 

(2)小組討論是否聚焦本次課堂？  

 

(3)小組討論內容深度？  

 

3.知識學習的

情形 

(1)學生在課堂中哪一個部分感到

興趣？ 

 

 

(2)學生在學習中有沒有困難之

處？ 

 

 

(3)真正有效的學習發生在什麼情

境？ 

 

 

4.綜合建議 

 

 

 

 
(引自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2018)出版之觀課實務手冊 p.70、71，學校得視需求修改) 

 

觀課人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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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9：基隆市太陽國小 109學年度學校辦理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 

議課紀錄表 B(參考選擇使用) 
 

教學班級       年      班 教學時間   年   月   日  第   

節 

教學領域  教學單元  

教 學 者       觀 察 者  

議課時間 年  月  日第  節   

教學者自我省思與回饋 

一、優點方面 

 

二、可改進之處 

 

三、所遭遇之困境 

 

 

觀察者的自我省思與回饋 

一、教學者優點 

 

二、學生學習狀況說明及待釐清問題(可包含回應教學者說可食所欲被觀察之

重點) 

 

三、在觀課課程中的收穫 

 

四、針對教學者所遭遇困境之回應 

 

 

(引自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2018)出版之觀課實務手冊 p.74、75，學校得視需求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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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研究發展績優作品 

佳   作 
 

 

 

 

 

 

 

搶救剩食大作戰－ 

剩食議題課程之行動研究 
 

 

 

 

 

 

 

 

 

 

 

 

 

研究單位：七堵國小 

研究人員：陳冠蓉 總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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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壹、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如同蝴蝶效應一般，全球暖化問題的嚴重，導致糧食生產異常，造成食物

永續的危機。然而，生活在地球上大部分的人類並未體認到糧食浪費的問題，

聯合國糧食暨農業組織(FAO)和世界糧食計畫署(WFP)發表「2009 年糧食危機報

告」指出，在經濟危機推波助瀾下，全球飢餓人口在 2009 年達到創紀錄的 10

億人大關，是 1970以來首見。饑荒惡化趨勢甚至在經濟危機前就已開始，沒有

一個國家可以免疫，而且受害最深的是貧窮的國家的人。飢餓人口長期而穩定

增加主因是農業援助和投資的減少，而這與過去低糧價有關，1980 年全球援助

資源 17％分配給農業，2006年則降到 3.8％，但近幾年卻碰上糧價飆漲和金融

危機雙重打擊，富國減少援助，導致飢餓人口驟增。同樣的，國際糧食政策研

究所「全球飢餓指數」報告指出，2009年全球有 29個國家飢餓情況告急或嚴重

告急，13個國家的情況自 1990年起持續惡化，而且這些尚未反映金融危機的衝

擊(自由時報，2009)。 

然而在糧食缺乏的情況下，在較先進的國家卻有許多食物被浪費，以歐美

國家為例，根據美國農業部（USDA）研究報告指出，美國人每年會丟棄價值 1650

億美元的食物，每天浪費將近 15萬噸食物！對此美國政府在 2018年 10月就展

開了「減少食物浪費制勝計劃（Winning on Reducing Food Waste Federal 

Interagency Strategy）」，而美國農業部、美國環境保護署（EPA）和美國食品

和藥物管理局（FDA）在 2019 年 4 月 9 日公佈了計畫的最新進度，側重於 6 個

關鍵領域，包括加強機構間協調及與企業合作，減少整個供應鏈的糧食損失和

浪費等。在美國，食物浪費估計佔了糧食供應的 30%至 40%，食物亦是日常垃圾

中最主要的來源，食物浪費更對糧食安全、經濟、社區和環境產生不好的影響，

也因此在 2018年 10月，美國政府展開了「減少食物浪費制勝計劃」。根據美國

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表示，該計劃旨在「改善聯邦機構之間的協調與交

流，教育美國人減少食物流失和浪費的影響與重要性。」。各機構確認其共同致

力於到 2030年實現減少 50％的糧食損失和浪費的目標，也同意協調糧食損失和

浪費行動，例如：技術援助、活動參與以及關於減少糧食損失和浪費的影響和

重要性的政策討論等 (鍾雨璉，2019)。在英國衛報報導中也指出聯合國認為只

要全球減少 25%的糧食浪費，就能讓地球上的所有人吃飽。每年生產的食物中有

近 13億噸，遭到浪費，其中包括 45%的蔬菜水果、35%的魚類海鮮、30%的穀類、

20%的乳製品和 20%的肉品；同時，卻也有約七億人口正在挨餓或處於營養不

良。聯合國將食物浪費問題視為糧食安全最主要的威脅之一。根據估計，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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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糧食產量必頇增加至 2005年的 160%，方可供給成長中的全球人口，而減少

食物浪費可以減輕這個壓力(奇摩新聞，2015)。 

剩食問題在亞洲國家也相當嚴重，以韓國來說，韓國飲食文化向來重視小

菜，韓劇裡的家庭用餐，往往是一鍋湯，然後一碟碟小菜擺滿整桌。小菜看似

簡單，但製作手續繁複，會出現大量的蔬果外皮，滷汁跟高湯也有許多廢棄的

小魚乾跟海帶等湯底料。韓國環境部的廚餘浪費調查指出，韓國的小菜文化與

過多樣類的飲食準備，是廚餘的主要原因。此外現代韓國人外食增加，家中多

出的食材來不及處理，壞掉直接丟棄也是廚餘的主要來源。因此，面對這樣嚴

重的剩食問題韓國統計後發現韓國每一年的廚餘以 6-7%的趨勢增長，每天約有

1.4 萬噸的食物被浪費掉，每日花 6.8 萬處理廚餘。因此自 2014 年起，韓國政

府決定全面以重量收費制，來控制廚餘的增加。重量制收費就是把廚餘處理費

計算在廚餘回收垃圾袋的費用中，廚餘回收垃圾袋一公升價格約 70韓元（約為

臺幣 1.9元）。一方面，多產生者付多一點比較公平，一方面也有嚇阻食物浪費

的效果。韓國現在大部分的社區都是採用重量制隨袋收費，各區超商都有販賣

這種垃圾袋，這是韓國實行最久、也最容易的做法。大部份民眾對吃剩的食物

無感，或許知道剩食可以用來堆肥，卻不覺得有罪惡感，不知道廚餘再利用的

過程中需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並且食物的腐敗會造成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

加劇空氣汙染，處理過程也會耗費大量的能源。韓國政府算出，韓國每 1 公升

廚餘的處理費為 180韓元（約臺幣 4.8元），金額看似少，但一旦量龐大，就是

國家財政不小的負擔。以韓國一天約 1.4 萬噸廚餘來計算，國家每日必須花上

252萬韓元（約臺幣 6.8萬元）來處理廚餘 (侯如珊，2017)。 

在分析國內的剩食問題，根據農糧署(FAO)統計，每年全球有超過 1/3的食

物被浪費，但是絕大部分的原因在於不當消費、剩食過多所致(林百興，2020)。

檢視中小學國民教育內容，無論是之前的九年一貫課程，或是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二者的課程綱要中皆未提及剩食的相關議題。身為教育人員的研究者，

透過日常對於本校學生午餐行為的檢視，發現顯而易見的食物浪費，急需透過

教育的方式加以改變學生的習慣。故本研究動機在瞭解學生對剩食題的認知，

及瞭解剩食的問題及現況，經由課程實踐的過程分析學生對剩食議題學習的興

趣及表現，並從中瞭解教師推動剩食議題的實際困難及因應之道。在實踐課程

的同時，經由紀錄課程與修正的歷程，讓課程更為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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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與問題 

一、研究目的 

根據本研究背景與動機，可以看出食物浪費的程度應該是全世界人民必須

關注的事，因此，本研究希望藉由學校教育的課程中，使學生瞭解食物浪費的

原因，及可能的解決之道，透過改變消費習慣，使食物浪費的問題減到最低。

本研究目的是調查本班學生對剩食的基本認知，找出造成食物浪費的主要原

因，及面對剩食的根本解決之道。因此，研究目的如下： 

一、瞭解學生對剩食議題的基本認知。 

二、瞭解學生對剩食議題的學習興趣及學習表現。 

三、瞭解教師推動剩食議題的實際困難及因應之道。 
 

二、研究問題 

基於本研究之目的，研究者在課程設計及行動的歷程中，將探討學生對剩

食的認知及興趣，以及試圖解決課程與教學現場的問題。因此，研究問題如下： 

一、經由課程與教學的歷程中，瞭解學生對剩食議題的基本認知為何？ 

二、透過觀察及記錄的方式瞭解學生對課程的學習興趣及學習表現為何？ 

三、經由與同儕教師共同的討論及課室觀察記錄教師推動課程的問題及因

應之道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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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壹、認識廚餘與剩食的意涵 

一、廚餘的意涵 

廚餘意指在食物於加工處理(包括烹煮)後所剩的部分，或食用後所剩下來

的食物之統稱。廚餘又可分為兩類，生廚餘是食材在加工(烹煮)之前，經處理

後所剩餘的物料，如菜葉、果皮、果渣等。熟廚餘是食材經烹煮成為食物並經

消耗(食用)之後所剩下並被丟棄之物 (維基百科，2017)。在飲食過程中，所產

生的廢棄物，包括食材料理、剩餘飯菜及過期不堪食用之食物等。廚餘也可以

分為菜葉、果皮等生廚餘以及經烹煮後的剩飯殘羹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2017)。以韓國為例，一碟碟小菜著名的韓國飲食文化，製作手續繁複，除了在

烹飪過程需浪費大量的蔬果、滷汁、高湯、小魚乾、海帶等。強調多樣化的小

菜，也造成食材直接丟棄，而成為廚餘的下場。根據統計，韓國每一年的廚餘

以 6～7%的趨勢增長，每天約有 1.4萬噸的食物被浪費掉，每日花 6.8萬處理廚

餘(侯如珊，2017)。 

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現今的台灣飲食，隨著精緻化飲食的潮流，在餐桌

上出現的菜色也越來越多元化。食物資源分配不均與浪費食物的情形跟著往上

增加，而且還居高不下。從 2003 年統計廚餘回收量有 168,601 公噸到 2012 年

有 834,541 公噸，在這短短 9 年時間中廚餘回收量增加至 4.95 倍。直到 2012

年至 2016年廚餘回收量才逐年下降到 575,932公噸，但是這數量還是非常的驚

人(環保署，2017)。現今食物浪費的情形非常嚴重，全國廚餘回收量逾 59萬公

噸，用廚餘桶堆疊起來約 1 萬 3,500 座臺北 101 的高度(環保署，2018)，聯合

國統計的結果發現全球每年扔掉約 13 億噸的食物，且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食

物，還沒進入到人們的胃，就在生產、收割、運送、消費的過程中被浪費了，

逾 50%的食物浪費集中在餐廳及消費者端，諷剌的是全球仍有約 20 億人面臨飢

餓的危機。在 21世紀中，全球產生許多肥胖與飢餓、富有與貧窮以及城鄉與都

市等差異狀況。因此，如何在食物的有效期間內將食物食用完畢，降低與防止

資源的浪費，購買或點餐時衡量自身所需的分量，避免造成浪費，或是有效的

將多餘的食物，能夠透過管道捐贈給需要的人，是相當重要的課題。當然，在

處理多餘的食物時，部分的人採取將廚餘作為飼料餵養動物，或是透過廚餘生

質能廠的方式將其轉變為再生能源，無論如何這些方式都比直接丟棄來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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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剩食的意涵 

剩食與廚餘不同，廚餘意指已烹飪而未食用完畢的食物，而剩食則是尚未

經過處理，即不被選擇而剩下的食材。根據美國農業部（USDA）指出美國人每

年會丟棄價值 1650 億美元的食物，每天浪費將近 15 萬噸食物。食物浪費的問

題估計佔糧食供應的 30%至 40%，食物亦是日常垃圾中最主要的來源，食物浪費

更對糧食安全、經濟、社區和環境產生不好的影響(鍾雨璉，2019)。許多通路

商為了符合《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15條規定不得出售逾期食品以及減低食安風

險與避免受罰，均把「快將到期」的食品下架並直接進入廚餘回收桶或是垃圾

桶。另外，通路商為了迎合消費者對食物的審美標準，新鮮就是完整、漂亮和

肥美，不好看也變成另一個讓通路商把食品下架的重要理由。為了維持消費者

所謂的「新鮮」和「好看」，再加上食物存放的特性和擁有充足的貨源，通路商

只能把新鮮和好看的新食品上架，而未思考下架的食品該如何處理是最妥當。

通路商處理下架商品的方式有賣給養豬戶作動物的飼料占 42%、當作廚餘丟棄和

併入生活垃圾焚化占 29%、減價促銷占 21%、在有效期間內轉型為熟食占 5%、退

貨給供應商占 3%，而捐贈給社福團體或食物銀行與利用廚餘機製作堆肥非常少

(沈寶莉，2016)。因此，從上述的描述中，可以發現在處理下架的食品中，約

有三成未能從中找尋到食物剩餘的價值，也沒有透過捐贈食品或是製作廚餘堆

肥等處理方式。 

剩食在食物從產地到餐桌的里程中可避免及不應產生的廚餘就是剩食，意

即廚餘是食物殘渣，不可再被人所食用；剩食則是食物被當成廚餘之前尚可被

食用的部分(林瑞君，2014)。黃聖偉(2016)指出社會創造了有效日期這項制度，

基於「法律規範的合法」以及「科學驗證的正當」兩者因素之下，建構出人們

在消費及飲食行為中看似習以為常，但卻不理所當然的習慣性─「買東西前要

看有效日期」，這個做法的確保障了消費者在食用上的安全性。又從連鎖加盟便

利商店運作模式中可以發現，若遵從有效日期制度，容易造成大量仍可食用的

食物被丟棄，但若不遵從可能造成食物安全上的風險與威脅，並受到大眾及規

範上的譴責。但是全球當前的糧食危機等現象日益嚴重，「餓者恆餓、飽者恆飽」

這樣的衝突也是隨處可見，如果不能在食物安全與浪費上取得平衡，有效日期

制度的執行即會發生大量的食物浪費與矛盾。政府推動有效日期制度，影響銷

售業者為了符合《食品衛生管理法》避免消費者吃到過期的食物，導致有些商

品會在尚未腐壞前就提前下架，以便利商店為例，將可能產生剩食的種類用有

效期限來分類，有 NG 品、即期品及過期品。NＧ品是產品經由生產至銷售的途

中，有瑕疵因而無法繼續販售的產品，例如：熱食是因為烹飪過程出了問題或

包裝有瑕疵，導致無法販賣的商品；常溫食品、冷藏食品 和冷凍食品則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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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破損和外觀不佳。如果食物的有效期限是一年，通常約是製造完成十個月

之後，剩下一到兩個月的產品，通常稱為即期品。以便利商站的熟食而言，如

蛋塔、地瓜、包子、關東煮和茶葉蛋等，在下架前兩小時稱為即期品。在麵包

店常見的過期品則像是蛋糕超過有效期限，或是常溫麵包等食品超過一個星期

的有效期限。另外，在賣場常見的冷藏食品或冷凍食品，有效期限則在一星期

或半年之間。 

貳、剩食的困境與教育 

一、剩食的困境 

大部分的食物在購回後，常因不當的保留，或未能食用完畢，甚至放到食

物過期，日積月累下的浪費量是十分可觀的。台灣平均每人每年廚餘產生量從

2005年約 20公斤到 2012年約 36公斤，直到 2013年至 2016年才逐年下降到約

24公斤，食物在加工包裝過程中一年耗損約有 24萬噸 (環保署，2017)，此外，

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統計，全球每年浪費掉的食物高達生產量的 3分之

1，將近 1 成 5 的食物在送達通路前就被丟棄；台灣環保署則指出，與 2016 年

相較，2018 年的廚餘回收量已成倍數成長，顯見食物浪費的問題有多嚴重。但

剩食的問題是剩食不單僅只家戶的廚餘，即使把飯菜盡量吃光，仍無法從源頭

上解決剩食的問題。致力於剩食問題的元沛農坊曾指出剩食可分為生廚餘和熟

廚餘，主要的來源有三種。第一類是，過保鮮期沒有販售出的農產品；第二類

是，在運送過程中作廢的食物，或加工處理時被淘汰、截切的部分；第三種是

餿水，屬於熟廚餘。因此，剩食的狀況或是廚餘的問題，都是可以透過積極的

處置加以解決的(邱智慧，2020)。但現況是許多食物在加工時為了方便運送及

包裝，被指定成標準的大小或形狀，削去的部分也造成一至兩成的浪費。在許

多開發中國家，因為缺乏良好的設備，有時高達四成的食物在加工運輸過程中

因碰撞腐爛而必頇被丟棄(社企流，2015)。雖然包裝食物的優點是能讓食物產

品本身受到保護，但是若因分級包裝的過程，而造成食物的浪費，就本末倒置

了。 

食物在物流通路中一年耗損約有 46萬噸，另外，食藥署(2016)調查 177家

通路商母公司(涵蓋便利商店、量販店、超級市場及餐飲業共 112,130 家)填報

逾有效日期食品(過期品)預估量及流向。各類型通路商每年平均單店逾有效日

期食品產生量分別是量販店為 29,955公斤、超級市場為 3,520公斤、便利商店

為 1,166公斤、餐飲業為 148公斤，總計 34,789公斤。若將各類型通路商店家

數目列入考量，則推估逾有效日期食品產生量：量販店為 3,894 公噸、超級市

場為 6,337公噸、便利商店為 11,889公噸、餐飲業為 14,760公噸，總計 36,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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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噸。 

以單店來說量販店產生的過期食品是最多的，大約是餐飲業的 200 倍。但

是以總量來看的話，過期食品產生量位居第一的則是餐飲業占四成。統計整個

通路商一年的過期食品產生量約略 37,000公噸，如果這些過期品能夠在過期前

受到有效的利用，例如：促銷與捐贈等方式，就可以減少食物不必要的浪費。

各大通路商平均單店逾有效日期食品處理方式為：送回原供應商或原廠處理之

預估量為 3,330公斤；或者以廢棄物方式處理之預估量為 31,459公斤。 

二、剩食的教育 

以日本為例，日本頒布的《食育基本法》不單只是飲食教育法或食品安全

管理法，它還肩負提升國民對食物生產的了解，促進糧食生產及地方活化的目

的。而「食農教育」正是它用以達成這些多元目標的手法，也就是整合「飲食

教育」與「農事體驗教育」，促使人們從「食」中了解「農」的珍貴，從「農」

中建立正確的飲 食知識所進行的一種教育，通過「農」的實作，有益於提升食

育的成效(張瑋琦，2013)。日本政府在 2005 年，制訂「食育基本法」，將食育

定義為「智育」、「德育」、「體育」的基礎。透過各項社區活動、學校教育，希

望日本國民不僅改善飲食生活，更培養對食物的感謝之心，保存傳統飲食文化，

傳承地區特有的飲食生活。東柴又小學每一年級進行的食育課程都不一樣：三

年級要學習認識黃豆，動手做味噌和豆腐；五年級到埼玉縣羽生市的農家，實

際體驗種稻和收割。各年級的小朋友還在校園的小農地上，種小蕃茄、青椒、

茄子、小黃瓜等蔬果。 

日本小學的食育教育認為經由小朋友動手栽培，會有特別的情感。導師在

吃午餐前，也會告訴小朋友，用了些什麼食材、料理方法等。營養午餐的剩食

量明顯減少。另外，透過每年還安排學童到農家參觀，或請農家到校分享種植

農作物的甘苦談。因此讓小朋友認識種植農作物的人，讓小朋友在吃營養午餐

時，思考到這是誰辛苦種的，不能浪費的想法會由然而生。以一、二年級為例，

小朋友以「最喜歡營養午餐」為主題，學習用餐禮儀、正確使用筷子的方法、

練習用筷子夾黃豆、體驗種黃豆、了解什麼是「黃、紅、綠」元氣小子（即三

大營養成分）等。學校也透過食育教育的歷程中，在約一個半教室大的房間中，

飄送悠揚的古典音樂。十八張鋪著淺綠色桌巾的長條桌，牆上掛著蔬果油畫，

窗台上花卉宜人，宛如高級餐廳。這裡是讓小朋友學習用餐禮儀的「Lunch Room」

（午餐室）。除了每年針對一年級舉辦「親子共進午餐」，由營養師對家長說明

食育的重要性，還讓不同年級的小朋友以「伙伴進餐」的方式，從用餐中交流。

針對學校裡的三、四年級小朋友，則透過以「長壽食物」和「關心自己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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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題的教育，訪問社區老人家的長壽祕訣，比較以前和現在的零食內容，了

解什麼是成人病，並且調查自己吃的零食成分、思考什麼零食對身體好等。在

親子都要參加的「調查洋芋片」課程時，老師將五十公克的洋芋片用酒精燈加

熱後，發現油分居然高達 20%，這樣的結果當下會讓親子都感到震驚不已。針對

五、六年級食育教育的重點則放在「安全、安心的飲食」及「檢討自己和飲食」。

五年級同學在距離學校走路不到三分鐘，一片二十五公畝的稻田中，在農家指

導下，學習種有機米。一整年的課程從撒稻穀、施肥、翻土、插秧，特意用傳

統方法將稻穀綁在竹竿上曬乾、收割、脫穀，最後用收成的糯米，敲打成麻糬，

讓全校師生分享。六年級同學則根據以往學習食物的內容，考慮營養均衡，從

設計早餐，到親手為家人做早餐，還要試著設計晚餐等。五、六年級的「飲食

文化之旅」，用遠足的方式，探訪學區內的和果子店、米果店、肉品店，了解製

作方法和辛勞之處。岡田校長強調如果能改變孩子，就能改變家庭，因為當孩

子長大後的飲食習慣實在很難再改變，因此食育應該從小開始。企業、社區努

力回收廚餘固然重要，但正如東京情報大學校長牛久保明邦指出食品廢棄後，

才花費資源、人工去回收，不如在產生階段想辦法控制。因此，除了要求食品

製造業者在處理肉品、蔬果時，研究如何切割能減少廢棄，一點一滴教育下一

代的「食育」更值得期待（孫曉萍，2013）。 

參、剩食文化的公民教育 

一、公民教育的意涵 

國際教育成就評鑑協會（IEA）主導的國際公民教育與素養調查計劃

（ICCS），比較八年級學生的公民認知能力。在全台 150所學校、4500個學生中，

超過 9 成學生的公民認知能力達到高標以上，意味著台灣學生程度沒有太大落

差，整體公民認知能力排名全球第二，僅次於丹麥。台灣贏的關鍵在獲得三個

全球第一，而且公民課教學現場跟 7年前完全不同，台灣的社會氛圍更加開放、

友善，讓公民教育融入學生生活。第一個全球第一，在於女生的公民認知成就

打敗其他共同參與評比的 23國。除了 7年前的多元族群、性別平權議題之外，

還增加了社群媒體、環境永續、校園霸凌等議題(程晏鈴，2017)。公民素養教

育課程理念在於讓學生參與公共議題的討論，透過討論的過程進而參與公民議

題，這樣的思維放到教室的情境中，就是教師放下過去傳統權威的授課方式，

而以教師的專業與領導魅力來發展課程的願景，並以關懷激勵提昇學生對班級

的向心力及對個人品德的認同與滿足(許藤繼，2001)。 

在小學的階段學生學會參與班級、學校的公共事務，進而參與的過程形成

公民意識，而對社會議題、公共議題有了反思及批判的能力。這樣的概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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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所學校的組織再造，從一、二個班級中建立公民意識，進而擴充到多數班

級、整個學校層面對學校公共事務的參與，而學校也將因為學生的參與而形成

學校組織多元化的經營發展型態。當校務運作方式和決策歷程進入分權共治的

時代，三者間不再是上下的權力關係，取而代之的是平衡協商的合議制權力關

係(許藤繼，2001)。在環境永續面向，台灣也是全球第一。台灣從小學就開始

推動環保，校園內學生做資源回收、剩食等教育，在環境永續上自然贏過其他

國家。但是值得留意的是，台灣公民教育最大的挑戰，還是知識大於行動參與。

仔細檢視指標會發現，台灣學生雖然認知能力強，但參與校外活動的比例遠低

於國際平均，校園內的投票比例也顯著低於國際平均，顯示台灣學生參與活動

的意願與熱度並不高(程晏鈴，2017)。 

公民教育的設計理念可以是以議題中心的課程設計方式，著重公民面臨的

問題與兩難的困境，學生透過對問題深度的瞭解與思考，傾聽各種觀點，經由

討論來檢驗公共生活中的重要問題(李沛青，2011)。在選擇議題時，以衝突的

情境，造成學生在相互討論中，建構自身的觀點，使教室成為民主討論的教室。

另外，教師需針對議題，作一引導式的探究，並事先請學生蒐集資料，在準備

資料的過程中，使學生更熟悉議題，如此進入課堂上才能展現有效的學習。營

造議題的討論課室最重要的是，整體教室氛圍的建立，教師需放下身段，尊重

並傾聽學生的看法，鼓勵學生發表看法，挑戰彼此的意見(董秀蘭，1998；劉美

慧，1997)。透過議題中心的課程設計，在公民教育實踐的過程中，讓教師與學

生一同對議題對深度的探討，不限於傳統的教師講授方式，而是讓學生在教師

的帶動之下，學習超過表面的認知層次，深度探討問題，藉由教學的過程廣泛

閱讀、辯證、調查，學習到反思、探究及批判思考的能力(董秀蘭，1998；劉美

慧，1997)。台灣長期重視認知教學，但公民教育不是只有考試，更重視解決問

題的能力跟公共事務參與，參與社區志工團體的學生增加，卻是跟 12年國教推

動服務學習比序有關，學校必須投入更多資源在鼓勵學生參與行動。事實上，

明年上路的新課綱，社會科學領域更強調實作與參與，希望改變過去以課堂知

識、選擇題主導的測驗模式，才能符合國際趨勢(程晏鈴，2017)。 

二、剩食文化的教育與策略 

(一)學校教育的策略 

食育教育曾以大學生作為研究對象，此研究透過環境教育課程結合農業體

驗活動，藉此教導學生重視食育的重要性，並以問卷方式比較大學生在活動前

後對於「三餐飲食方式」、「對食的看法」、「資訊了解度」和「整體飲食健康度」

的行為模式與看法。研究結果顯示，在「三餐飲食方式」、「對食的看法」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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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飲食健康度」部分無顯著影響，然「資訊了解度」的差異為最大，顯示此環

境教育課程增進學生對食和農業相關資訊的了解度，這也是實行環境教育的目

的之一。僅管從問卷的呈現上，看不出學生日常飲食行為上在經過課程後有顯

著改變，但可知道他們對食育已有更進一步的了解。教育並非一蹴可幾，食育

的概念亦是學生從前在學校課程中不曾接觸的，因此環境教育課程至少能讓學

生對相關議題激起一些注意力，對食育概念之了解或許能改變他們飲食行為的

第一步(曾宇良、顏建賢、莊翰華、吳璚，2012)。 

食農教育是將飲食教育融合至農事體驗教育的課程，學生可從農事體驗活

動中瞭解食物得來不易並學習珍惜食物，像是臺灣好新聞(2016)的「魚菜共生

溫室」推廣食農教育，和東勢區公所舉辦「看見東勢梨」食農教育 (自由時報，

2017)。為了解決剩食的問題，除了食農教育之外，為了解決剩食的問題，除了

食農教育之外，許多學校也開始利用屋頂建置魚菜共生溫室，像是國立新竹教

育大學擁有全國大學中首座最完整，以園藝治療和食農教育為主題的魚菜共生

溫室，此溫室也是桃竹苗地區的示範教學區域。配合魚菜共生系統的環保概念，

課程除了規畫環境教育，更進一步結合食農教育、園藝教育與生命教育等教育

課程，提供學生創新而豐富多元的學習機會（大成報，2016）。在國民小學部分，

則是配合教育部國教署的午餐教育政策實施「安心蔬菜 4+1」政策，每週 4天供

應吉園圃蔬菜和 1 天有機蔬菜，讓孩子們的午餐安全又安心。在共進午餐的時

段，培養學生均衡飲食的觀念與認識食物從產地到餐桌一切得來不易，並感恩

珍惜餐盤裡的每份佳餚，養成不挑食、不浪費的好習慣（教育部，2017）。 

(二)政府及民間的推動策略 

韓國政府全面實施廚餘重量制收費已進入第 3 年，並明顯發現廚餘量已不

再增長。但是韓國政府並不滿足，韓國環境部表示，韓國廚餘要以減少到現在

排出量的 40%為目標。這個目標並非遙不可及。今年首爾市政府發現，新式的無

線射頻識別（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RFID）廚餘回收桶比起隨袋徵

收更可有效遏止廚餘。在安裝 RFID廚餘垃圾桶跟安裝後的小區，廚餘的年度排

放量可以有效減少 30%的廚餘量。特別是當廚餘回收桶在傾倒時，即會自動記錄

資料列入帳單，因此民眾對於帳單費用的繳交即能有立即的感受。事實上 RFID

廚餘回收桶外觀跟一般大型廚餘垃圾回收桶無異，但是因為具有資料傳輸與秤

重的功能，在計算廚餘時可以將廚餘傾倒者個人資料回傳，以便日後列印出帳

單。這種回收桶上有個卡片插槽，住戶需要把家戶的個別晶片卡插入卡槽，蓋

子才會開啟。倒入廚餘後，回收桶會將秤重顯示在桶子的螢幕上，並將數據傳

輸到用戶的管理費資料庫。月底收到管理費帳單時，就會看到上面列出廚餘排

出量與金額。這種單次廚餘的紀錄，就像信用卡帳單一樣，到了月底會提醒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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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到底在廚餘回收上花了多少錢。有些管理帳單會根據不同坪數大小的住戶

進行「比序」，讓住戶知道自己的能源使用費是不是比別家多。這種量化計算

也可以讓政府找出廚餘排放大戶，並針對他們寄送宣傳品進行教育輔導(侯如

珊，2017)。雖然隨袋徵收也是使用者付費，但因為垃圾袋是預買，不如每月帳

單列出費用來得讓使用者對食物浪費更有感。首爾市政府從 2005 年開始安裝

RFID 廚餘回收桶，推動 12 年來，首爾 22 個區已經啟用了 9500 個 RFID，有 63

萬個家戶使用。根據首爾市政府統計，首爾市今年（2017）上半年的廚餘排出

量跟去年同期比較，減少了 10.2%（49 萬 7604 噸），這可歸功於 RFID 廚餘回

收桶。只要有安裝這種回收桶的區域，其次年的廚餘量與前一年相比都減少了

20～30%。正因如此，首爾一年可以省下 200 億韓元（約臺幣 5.2 億）的處理

費。首爾市政府打算在今年加裝 17000 個 RFID 廚餘回收桶，期望大幅降低明

年的廚餘排廢量。安裝 RFID廚餘垃圾桶不只明顯減少廚餘，也逐漸改善人們管

理廚餘的行為。根據首爾市政府的統計，最大的改變是人們會盡量乾燥廚餘，

在丟棄前過濾多餘的水分。其次是改善煮菜時的份量，甚至在買菜的時候就有

效計畫(侯如珊，2017)。 

在臺灣，目前各縣市政府也開始積極面對剩食的問題，以新北市為例，新

北市政府自 2016年 10月起，在 11座公有市場設立「惜食分享櫃」專區，透過

每週固定一天，開放攤商捐贈當日食材，提供給在地社福機構、里辦公室等單

位，將這些食材做有效的利用，像是兒童課後輔導餐點、身障餐食或長者共餐

使用等。另外，除了在市場設立專區之外，也透過新北市果菜運銷公司匯聚全

台各地拍賣等級較低、賣相較差或運送過程有些許損壞但仍可食用的蔬果，媒

合行口店家購買，開創 NG 醜蔬果新通路又增加農友收益，同時避免食材浪費。

「新北惜食分享網」的概念是將多餘的食材變成可口的食物，然後分享給需要

者。並透過宣導和從小教育，鼓勵社會大眾養成珍惜食物的觀念，如有剩餘或

用不著就直接捐贈出去，讓有需要的人得以享用食物的真正價值。台中市東勢

區公所舉辦「看見東勢梨」食農教育，邀請高接梨達人深入區內各國小教導學

童品嚐不同的高接梨，並學習嫁接高接梨，種植在校園內，讓學生了解家鄉的

特色農產，並種下共同的回憶(自由時報，2017)。經由縣市政府推動「社區愛

享冰箱」的活動，以「分享你多餘的食物」及「取用你需要的食物」，招募社區

鄰里內願意提供食物共享的店家或居民，讓當下有需要的民眾都能夠填飽肚子

(新竹市政府，2017)。台東縣社會福利聯盟、台灣基督教福利會台東食物銀行

及衡山基金會聯手，在台東市設置食物銀行，除了供應乾糧和生活用品之外，

還與大潤發及家樂福縣內兩大賣場合作，提供瑕疵或即期蔬果、麵包，還有受

助家庭及善心農友捐贈的當季盛 產蔬果，在社區設置蔬果冰箱，讓這些仍可食

用的食物不浪費。迄今已讓 6噸剩食變續食，其中 6成為麵包類，3成為生鮮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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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1成為即期肉品或破包米等，服務超過 1萬人次。未來將前進校園，推廣食

物銀行的概念，更盼有意願的鄰里、部落或社區願意提供場地，成為社區冰箱

的分據點(中時新聞網，2017)。透過民間的力量使社區中弱勢族群在食物的需

求上得以被滿足，食物銀行的物資轉運站就是一種即時即刻的作法，透過社區

網絡的建立，使民間捐贈的愛心食物及物資得以被善用，將即期的食物及物資

分享給社區有需要的人。  

無論是惜食教育或是在逐步推動的歷程中，使得學生從小就能體會食材的

辛苦，進而珍惜食物，使食物有效被利用。教育部配合行政院舉辦食安五環資

訊系統基礎與應用研討會，在會中發表校園食材登錄平臺於食安五環資訊系統

應用，並展示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新竹市、宜蘭縣及臺東縣等 6 個直轄

市、縣(市)推動四章一 Q成果（教育部，2017）。經由積極推動轄區學校使用四

章一 Q 在地食材，為學生午餐安全、衛生把關，讓家長更放心，並透過食農教

育，讓學生了解食物從產地到餐桌的歷程，引發學生對食物、生產者與環境的

尊重與感恩之心，並增進其選擇食物的能力，進而養成健康的飲食習慣。以新

北市為例，透過推動「4+1 安心蔬菜計畫」導入 ISO22000 食品安全標準，與產

地有機農戶合作，以契作方式供應，並定期至產地、截切廠、中央餐廚工廠及

自辦午餐學校抽驗蔬菜品質，把關食材品質。另編輯健康飲食教育相關補充教

材，並推動食農教育，讓學生學習選擇天然健康的當季食物，維護自身健康。

而新竹縣政府則主打當日「所有生鮮食材(含湯品) 」均為四章一Ｑ；整合當地

有機小農，降低採購單價，並機會教育達成「零廚餘」目標，省下剩食經費推

動「全有機食材餐或第三道青菜使用有機蔬菜」；部分學校設有「食物森林」，

由各班學生親自體驗農事，蔬菜採收後即成為午餐食材，教師將各種蔬菜營養

與相關生態融入課程，並開發各年級食農教育課程。位於中部的臺中市政府則

落實「食安 139，臺中向前走」食安政策，補助學校學生每生每日 5 元午餐費，

由各校訂定合宜午餐品質提升方案(如供應有機蔬菜、增加在地食材使用等)，

並推動 106 年至 108 年食農教育 3 年發展計畫，藉由親身體驗農事實作，結合

在地文化特色，向下扎根。另外，臺南市政府推動「校園午餐五星計畫」，成立

蔬果供貨平臺，媒合農民、產銷班等共同加入契作，並結合食品安全衛生、低

碳飲食、產地產銷、飲食禮儀、社區農作等食農領域，營造健康無污染的飲食

新觀念。東部地區的宜蘭縣政府透過安排營養師負責督導每日食材登錄作業，

並透過研習營及說明會方式，積極輔導所轄國中小加入四章一 Q 政策，穩定供

給每週一道在地有機蔬菜，達成全面使用的目標。而臺東縣政府每日積極查核

食材登錄平臺的登載資料，提升上線率，並發展在地亮點特色食農教育課程，

融入安全飲食概念，使師生充分了解從產地到餐桌的意義。透過中央政府的政

策與地方政府的實踐，教育部未來的目標在於持續提升校園食材登錄平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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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便捷性，並透過跨部會系統介接，使食材追溯、追蹤全面資訊化，更能快速

提升食安事件掌握效率。此外，逐步強化食材登錄的數據資料應用，分析結果

將可協助學校及各級教育行政主管機關掌握校園供餐品質，並作為健康飲食教

育推動政策的參考依據（教育部，2017）。 

在台灣也有食物銀行的機構，由業者或個人收取可食用的食物和物資，再

提供給需要的民眾。一方面可以提供平台讓企業將即期品拿出來做公益，另一

方面又可減少即期品淪為過期品後直接被丟棄。許多企業或團體像是家樂福、

1919 食物銀行、紅十字會台中市支會等，皆透過食物銀行的共同合作，發起食

物的愛心行動，透過募集食物，號召民眾實體捐物，捐贈食物給需要幫助的弱

勢家庭。在臺灣，越來越多的民間機購發起自發的愛心行動，像是台中市大家

功德會 8 月初在餐廳前，擺放一部透明玻璃的櫥窗式愛心冰箱，每月補貼店家

500 元電費，讓附近居民將家中多餘或吃不完的食物，主動存放在這個愛心冰

箱，讓有需要的人可自行前往取用。無論是前去送食物或取食物者，完全採自

助式不必登記姓名，無需經過任何人同意，沒有數量及品項上限制，也可以物

易物，店家則幫忙管理愛心冰箱內食物是否超過保存期限(蘋果日報，2016)。

近年來，大賣場及超市透過設立即期品的促銷方式，以降價方式吸引消費者購

買，以減少過期品的發生，像是即食蔬果區，將當天即將到期的蔬果一籃籃出

售。或是，利用剩食重製的方式，讓剩食在加工後變成新商品。以台灣春一枝

商行為利，該商行當初成立的宗旨即是為了解決台東鹿野農民的經濟與就業問

題，透過不以營利為目標的友善交易理念，使得鹿野農民水果生產過量的問題

得以被改善，而不再是被不平等的低價收購，抑或過熟無法進入市場只能作為

剩食或廚餘的棄置處置。另外，像是號稱台灣之光的鳳梨酥品牌－微熱山丘，

嚮譽全國的土鳳梨酥，主打的特色在於酸酸甜甜的口味，但當初可是消費者拒

絕買單的土鳳梨。這些都是透過社會教育的方式，使剩食減量的成功案例。 

肆、公民議題的課程實踐 

一、剩食的問題意識 

美國環境保護署（EPA）和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在 2019年「減少

食物浪費制勝計劃」中公布最新進度，提出政府將從 2019 年到 2020 年共同合

作的 6個策略如下(鍾雨璉，2019)： 

1.加強機構間協調：改善機構間協調將使美國農業部、美國環境保護署和美國

食品和藥物管理局能夠更有效地使用政府資源，將建立一個機構間協作機

制，以減少計劃冗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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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落實消費者教育：家庭是美國食物浪費的主要來源，大多數消費者並不知道

食物浪費的後果，美國農業部、美國環境保護署和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與

公共、私營或非營利合作夥伴將共同籌劃教育活動以提高民眾食物浪費的認

知，也激勵消費者採取行動，減少食物的浪費。 

3.加強對食物浪費標準的協調指導，以建立更明確的目標和策略。 

4.澄清及傳達食品安全、食品期限標示和食品捐贈的訊息：食安問題、食品的

保存期限標誌及食品捐贈若不明確將會造成零售商和家庭的食物浪費。建立

和傳達明確的食品日期標示，協調和指導食品捐贈的責任保護才可以幫助提

高糧食回收率並減少食物浪費和食安問題。 

5.與私營企業合作，減少整個供應鏈的糧食損失和浪費：食品行業，包括加工

商、製造商、分銷商、零售商和食品服務機構，在減少食物浪費方面發揮著

重要的作用。通過美國農業部及美國環境保護署的合作規劃等項目建立夥伴

關係，以及將利益相關者與減少食物垃圾的技術聯繫起來，將有助於促進整

個食品供應鏈進一步努力。 

6.鼓勵聯邦機構在各自單位的餐飲區減少食物浪費：聯邦政府機構內部有運營

食品服務場所，包括自助餐廳和特許經營場所，應鼓勵減少這些單位設施中

的糧食浪費，並優先體現政府對於剩食政策的執行。 

因此，制定政策之外更要以教育改變民眾想法。為了改善消費者教育和食

品標示，使政府能提高食物資源的價值。美國政府認為農業政策國家的資源應

該用來滋養那些有需要的人，而不是製造垃圾，隨著世界人口到 2050年將繼續

增長到近 100 億人口，糧食系統不斷發展，現在是採取行動教育消費者和企業

減少食物浪費需求的關鍵時刻，並表示期待這 6 項策略的教育減少食物的浪費

(鍾雨璉，2019)。 

此外，沈寶莉(2016)在主婦聯盟公布「看不見的浪費—量販店及超市剩食

現況」調查報告，發現連鎖量販店和超市的剩食量較大，通路商大多回應，丟

最多的分別是蔬菜、水果和肉類。店家認為，這三種生鮮因為有效期限短，被

丟棄的情況相當嚴重。如果仔細思考食材被丟棄的問題，我們可以朝消費者的

購買習慣去分析，大部分量販站或超市會提供大量的選擇給消費者購買，但是

提供方便與多樣選擇的銷售策略，卻可能導致食材過多的浪費。透過議題式的

課程設計，讓教師與學生對議題做深度的探討，不以傳統教師講授的方式，而

是讓學生在教師的帶動之下，學習超過表面的認知層次。探討問題的過程中，

使教師教學的過程引起學生開始關注社會議題，透過媒體識讀的方式，使學生

能開始思考學校與社會的關連性。這樣的概念，如同一所學校的組織再造，從

一、二個班級中建立公民意識，進而擴充到多數班級、整個學校層面對學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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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事務的參與，而學校也將因為學生的參與而形成學校組織多元化的經營發展

型態。當校務運作方式和決策歷程進入分權共治的時代，三者間不再是上下的

權力關係，取而代之的是平衡協商的合議制權力關係(許藤繼，2001)。透過學

生主動思考議題的方式認識學校以外的社會，經由蒐集資料、小組討論的學習

方法，建立學生批判思考的習慣。研究也發現在公共議題的討論課程之後，學

生對班級的向心力及品德將有部分的提升，使學生樂於參與班級公共事務，進

而形成未來的公民意識。 

二、公民素養的課程 

公民素養教育課程理念在於讓學生參與公共議題的討論，透過討論的過程

進而參與公民議題，這樣的思維放到教室的情境中，就是教師放下過去傳統權

威的授課方式，而以教師的專業與領導魅力來發展課程的願景，並以關懷激勵

提昇學生對班級的向心力及對個人品德的認同與滿足(許藤繼，2001)。公民教

育的設計理念可以是以議題中心的課程設計方式，著重公民面臨的問題與兩難

的困境，學生透過對問題深度的瞭解與思考，傾聽各種觀點，經由討論來檢驗

公共生活中的重要問題(李沛青，2011)。以議題中心的教學來實踐公民教育時，

像是透過課程設計製造衝突的情境，提供爭論性的議題，使學生經歷認知失衡，

最後再重新建構自己的觀點。在此過程中，學生可以瞭解價值的來源、衝突及

選擇，透過運用正當程序規範衝突，使衝突成為促進民主發展的動力。其次，

著重深度的學習，經由慎選議題，並對每一個議題深入探究，使學生的學習超

越表面層次，進入深層的理解層次。第三，訓練高層次思考，強調以連貫性、

系統性的心智思考歷程解決問題。過程中，學生要主動蒐集資料，運用經驗及

知識作為判斷依據，成為知識的建構者。第四，運用科際整合，使議題常涉及

多元的範疇，若以科際整合的模式進行，較能提供學生對議題全面性的瞭解。

第五，營造開放的教室環境，教師必須鼓勵學生發表自己的意見，尊重學生的

想法，而學生之間也要尊重不同的觀點，挑戰彼此想法的同時，也要記住被挑

戰的是討論的事件，而不是個人。最後，改變教師的傳統角色，教師並非只是

「知識的提供者」，而應該扮演刺激學生批判思考的角色，幫助學生建構對過

去、現在及未來的解釋，鼓勵學生對問題在合法正當的前提下，採取公民行動(董

秀蘭，1998；劉美慧，1997)。 
 

 

 

 

 

 

218



第三章  研究設計 

壹、研究方法及研究流程 

一、研究方法 

Schon(1995)在其《反思實踐者》(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一書中，

指出兩種類型的反思實踐，其一是發生在行為之前或之後，稱為「對行動反思

(reflectionon-action)」。就教師而言，對行動反思會發生在其規劃與思考課

程之前，以及發生在教學之後；其二是發生在行為之中，稱為「行動中反思 

(reflection-inaction)」。就教師而言，行動中反思是在當教師教學時，會試

著去調整其教學，並處理教學過程中，無法預期的學生反應或看法。而無論是

「對行動反思」抑或是「行動中反思」兩者都可以作為反思機制，持續不斷地

經由經驗中發展以及學習。是以，行動研究可以協助學校教育的實務工作者成

為具有反思能力的專業人員，可以扮演研究者的角色，透過學校情境中進行研

究，尋求答案和解決之道。準此以觀，在學校教育中，行動研究強調「教師即

研究者」的角色。而在當前強調專業自主、分享參與、問題解決、獨立思考的

教育改革趨勢下，行動研究的推動更具前瞻性(歐用生，2000；Schon, 1995)。

教師行動研究意在使教師成為研究者，關注自身的教學歷程，使自身的教學專

業得以提昇，一般而言，始自於教師自身的行動研究重在對教學現場問題的發

現、了解、反思。在研究進行的期間，教師透過事前的資料蒐集，擬出行動方

案，觀察並記錄教學現場的問題，增加自己的教學能力。 

基於解決問題或獲得資訊以熟悉當地的實務情境為目的所進行的研究，即為

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是指由個人或團體。一般而言，行動研究者在解決

其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立即性問題，助益其生活的適應和發展(Fraenkel & 

Wallen, 2008)。就教育研究而言，國外近年來，以行動研究來進行學校教育方

面的教育探究或碩博士論文，逐年增長，已成為學校教育研究的重要趨勢(Herr & 

Anderson, 2005)。檢視國內的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中，發現以行動研

究檢索博碩士論文，已逼近六千筆學術論文，足見行動研究已普遍應用於學校教

育研究之中。McNiff, Lomax, & Whitehead(1996)更指出，在學校教育研究中，

行動研究的普及性，已使其成為教育人員所需具備的專業能力之一。本研究實施

的場域為教學現場，且教師即研究者，故以行動研究作為本研究之研究方法。在

社群教師的討論下，決定針對教學現場的問題做教學策略的探討，並成立了教師

的研究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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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流程 

在研究流程的部分，研究者希望可以提供學生去思考現在面對剩食問題，

我們可以做的是什麼？或是未來可以成為怎樣的量販店經營者？或是什麼樣的

消費者？始自於教師自身的行動研究重在教師對教學現場問題的發現、了解、

反思及行動。因此，透過帶領學生去發現問題、了解問題、嘗試解決問題，當

然在教師行動研究的歷程中，不免發現行動的理念與過程，未必與當初的精神

相符，或是行動研究的問題本身所處的狀況十分複雜，也可能是教師本身行動

研究的能力不足，甚至是教師社群反省對話的機制並不完善，這些都可能導致

教師行動研究的效果大打折扣。因此，為了使研究順利進行，研究者在設計課

程的過程中，結合自然課的課程，使教師在課程與教學的過程中，與學生討論

剩食議題的意義，及改善剩食問題的具體行動策略。為了讓教學現場的問題更

為聚焦，研究者與社群教師討論後，訂定研究流程如下圖一。 
 

 

 

 

 

 

 

 

 

 

 

 

 

 

 

 

 

 

 

 

 

 

 

 

 

 

 

 

圖一  研究流程 

確定研究問題 擬定研究策略 

發現問題與確定問題 

蒐集文獻與尋求對策 

 

進入教學現場 

澄清教學問題 

使用教學策略 觀察，並進行文件蒐集 

 

歸納研究結果 

撰寫報告 

分析觀察問題，共同討論 訪談 

220



貳、課程方案設計與內容 

一、課程方案設計 

本研究的課程方案，主要在探討剩食文化的教育如何融入學習領域之中去

做實踐的教學。研究者認為不要為了一個議題而做一次的課程，議題(即剩食文

化)課程應該與學生正在學習的正式課程，相互連結。因此，任何一個外加式的

課程，都不能長久，不但壓縮了學生正式課程的學習時間，也剝奪學生的學習

權利。在這樣的討論共識後，研究者檢視學生這個學期各領域的學習內容，選

定了「自然領域」、「綜合領域」做「剩食文化」議題的融入。整個研究之課程

方案設計如表一。 
 

表一  「剩食文化大作戰」課程設計 

階段 
融入

領域 
節數 主要教學活動 評量方式 

一 自然 2 

【自然領域】微生物與食品保存－生活中

的微生物 

*提問發表 

1. 生活中的黴菌、放大鏡、青黴菌。 

2. 使食物發酵的微生物。 

閱讀觀察 

學生討論 

學生發表 

二 自然 2 

【自然領域】微生物與食品保存－食物腐

壞的原因 

*實驗活動：吐司 

*紀錄單：每生一張 

1. 影響微生物的生長因素。 

2. 黴菌的生長條件：水分、溫度。 

觀察評量 

紀錄單 

三 自然 2 

【自然領域】微生物與食品保存－保存食

物的方法 

*海報製作：每組一份 

1.怎樣保存食物 

2.食物的購買 

3.食物的利用 

紀錄單 

成果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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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融入

領域 
節數 主要教學活動 評量方式 

四 綜合 2 

【綜合領域】 

*發表活動  

1.學生分組發表各組的成果海報 

2.不同組別的學生給予回饋及建議 

閱讀觀察 

學生討論 

學生發表 

 

二、課程方案簡案設計內容 

本次課程方案簡案設計內容，主要針對每節課的主要議題，作延伸討論，

實際教學內容如表二。 
 

表二  教師共同備課-「學習者中心」學習活動設計備課單 

教學

領域 
自然 6 節、綜合 2 節 教學單元 微生物與食物保存 

授課

日期 
110 年 5-6月 授課時間 

本節 40 分鐘(本單元共

320分鐘) 

授課

教師 
陳冠蓉 實施班級 6年 1班 

九年

一貫 

能力

指標 

3-3-1 知道食物有腐敗的情形。 

3-3-2 透過資料的蒐集說出食物腐敗的原因。 

3-1-3 透過放大鏡或顯微鏡觀察黴菌構造。 

十二

年國

教核

心素

養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具備規劃及執行計畫的能力，並發

展多元專業知能與提升生活經驗，發揮創新精神，以因應社會變遷。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具備理解及使用語言、文字、數理、

肢體及藝術…等各種符號進行表達、溝通及互動，並應用在日常生活及工作

上。 

【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責任】具備道德實踐的知能與態度，從人

己到群我、個人到公民循序漸進，形塑個人社會責任感、權利及對社會議題

的主動關注與民主參與，體現尊重法治社會並關懷自然生態與人類永續發展

之實踐。 

設計

理念 

透過課程實踐 12 年國教素養導向，使課程內容與社會議題相連結，

達成培養學生看見日常生活的問題，並學會解決問題的能力。 

本單

元各

節次

本單元共六節課 

【第 1-2節課】生活中的微生物 

【第 3-4節課】食物腐壞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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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

活動

設計

重點 

【第 5-6節課】保存食物的方法 

【第 7-8節課】剩食大作戰-發表與討論 

授課

內容 

及 

討論

議題 

教學說明 評量方式 

【第 1-2節課】生活中的微生物 

1.教師帶領孩子經由討論，分享自己在生活中

看見微生物的經驗。 

2.教師經由學生的討論中，聚焦在生活中有許

多物品可能產生微生物。 

3.教師請學生思考什麼樣的物品會產生微生

物？微生物的生存條件為何？ 

4.教師引導學生思考，生活中的物品如何避免

微生物？ 

5.教師請學生課後蒐集有關生活中微生物的相

關資訊。 

 

【第 3-4節課】食物腐壞的原因 

1. 教師帶領學生討論食物腐壞的經驗。藉由小

組討論中，請各組分享日常生活中水果、麵

包等食物發霉的經驗。 

2. 教師引導學生思考食物腐敗的情形是怎樣。 

 －提問：生活中有沒有遇到食物發霉的經

驗，透過手機拍下來，上傳大螢幕？ 

  －發表與分享 

    說一說這是甚麼食物發霉？發霉的顏

色？發霉的樣子？發霉的食物氣味是否

改變？ 

3.教師總結造成食物腐敗的因素是黴菌、細菌

等微生物，在適合的溫度、潮濕的環境下大

量繁殖的結果。 

4.教師將學生討論的經驗與課本上的黴菌相結

合，引導學生認識黴菌是由菌絲構成，菌絲

頂端有孢子囊，孢子囊內有許多孢子。 

     

【第 5-6節課】保存食物的方法 

1.教師請學生思考在上節課中，討論了微生物

生存的必要條件，在那樣的條件下，我們可

以如何去應用在保存食物上。 

 

學生分享。 

 

 

 

學生討論 

 

學生討論 

 

 

 

 

 

小組討論及分享 

 

 

 

 

 

學生討論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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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討論。 

3.學生發表。 

4.教師帶入日常生活中的剩食問題。 

5.教師帶領學生思考如何我們身為地球公民，

可以如何為剩食進一份心力。 

 

【第 7-8節課】剩食大作戰-發表與討論 

1.教師請學生思考日常生活的剩食問題，並請

學生分組討論可以如何面對剩食問題及解

決。 

2.學生討論並製作海報。 

3.學生發表。 

4. 教師總結剩食問題與地球的關係，請學生思

考身為地球的公民，可以朝向「零剩食」、「零

浪費」而努力。 

學生討論。 

學生發表。 

 

 

 

 

 

分組討論。 

 

 

製作海報。 

海報發表。 

 

 

 

 

參、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對象為本校六年級學生，學生人數共 26名，於每次教學後與研究

者加以分析討論教學過程及心得。研究期程每週 2次，每次約 40分鐘，共計 320

分鐘。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行動研究的方式，在研究的過程中，透過社群教師觀察、學生訪

談、小組討論與記錄及記錄檔案蒐集與成果分享的歷程中，建立教學研究的模

式，透過教師社群每次的對話，修正研究者下一階段可能的教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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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壹、學生對剩食議題的基本認知與學習歷程 

在設計課程之前，研究者首先想到的是，透過議題融入的方式，讓學生可以

從課程的知識去察覺生活中的問題，以學童午餐營養教育為例。教育部國民教育

署的初衷是透過推動中小學學童午餐營養教育的方式，透過學校教育來改變學生

的飲食行為，然而，在推動學童午餐的現場卻發現午餐教育在講求均衡營養後，

幾乎所剩的時間不多，加上，無論是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或是新上路

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檢視課程綱要的內容，皆納入午餐教育或是營

養教育的議題。因此回歸到十二年國教所說的－「學習需與學生的生活相連結」，

如同聯合國指出食物浪費問題為糧食安全最主要的威脅之一。甚至大膽估計2050

年的糧食產量必頇增加至 2005年的 160%，方可供給成長中的全球人口，而減少

食物浪費可以減輕這個壓力(奇摩新聞，2015)。因此，研究者希望剩食的議題可

以透過課程與教學的方式重新被重視，為了讓學生察覺日常生活中的問題，首先

在課程之前，做了一次全班性的剩食問卷調查(如附件一)。在問卷中，引導學生

去思考何謂剩食？何謂廚餘？經由公民素養教育課程理念讓學生參與公共議題

的討論，將公民議題放到教室的情境中，教師放下過去傳統權威的授課方式，以

教師的專業與領導魅力來發展課程的願景，並以關懷激勵提昇學生對班級的向心

力及對個人品德的認同與滿足(許藤繼，2001)。也讓學生有機會去討論遇到剩食

問題，或廚餘問題可以怎麼避免？及改善之道為何？以下就班級學生問卷調查的

結果作一整理。 

表三  剩食問卷調查結果 

1. 你認為廚餘可以食用嗎？(共26 人作答) 

   □ 可以(0位) 

□ 不可以(26位) 

2. 你認為剩食可以食用嗎？(共26 人作答) 

□ 可以(17位) 

□ 不可以(9位) 

3. 你認為廚餘問題可以怎麼避免？(本題可複選)(共26 人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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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少採購食材(16位) 

□ 事先調查食用需求(13位) 

□  分配剩餘的飯菜(20位) 

□  無法避免廚餘問題(3位) 

□  其它：可以先做好創意料理對準備、多宣導讓更多人的重視廚餘問題                  

4. 你認為剩食問題可以怎麼避免？(本題可複選)(共26 人作答) 

□ 作為其它料理(22位) 

□ 確認有食用需求後，才購買並即時處理(23位) 

□  贈送或與他人分享(19位) 

□  無法避免剩食問題(3位) 

□  其它：多宣導剩食問題是可以避免的、辦理剩食的促銷活動                

5. 針對剩食議題，你還有什麼想法，請寫下來。(共26 人作答) 

我認為                                                               

                                                                     

                                                                      

 

然而，世界剩食的問題日益嚴重，因此，研究者在檢視學生對剩食議題的基

本認知後，擬透過課程設計的方式讓更多的學生去了解現階段剩食問題的嚴重

性。在閱讀的過程，學習者統整資訊之間的相互關係，透過閱讀，可以獲得資訊、

增進知識、解決問題(林明杰、楊來坤，2009)。基於十二年國教的目標在培養學

生面對生活的能力，從生活中發現問題、面對問題、解決問題，故基於上述因素，

研究者選擇了一篇關於糧食浪費及分配不均的報導(附件二)，透過議題閱讀的方

式，讓學生透過自己的眼睛重新看見我們習以為常的剩食問題。 

    「看完這篇文章後，你們有什麼想法？」研究者提問。 

「食物浪費的問題。」小毅回答。 

「老師想讓你們想想，這可能和什麼有關？」研究者提問。 

「可能和不當保存有關。」小品回答。 

  「還有什麼可能呢？」研究者問。 

  「可能沒有想清楚要買什麼？」小恩回答。 

  「為什麼你會這樣想呢？」研究者繼續追問。 

  小恩陷入思考中，研究者繼續問，「或是誰可以試著回答？」 

  「可能買的東西，最後並不需要。」小鑫回答。 

  「那我們可以怎麼做呢？」研究者提問。 

於是，班上的同學們開始你一言，我一語的在小組內討論著可能的做法。 

「我們可以先調查我們需要吃什麼，再購買。」代表第一組的小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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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組覺得我們可以少買一點，比如說本來想買四樣菜，改買二樣菜。」

第三組代表小語回答。 

「想購買之前，先想清楚，是真的吃的下？還是只是想要買？」第四組的

小妤回答。 

在一段時間的小組討論及班級分享後，我們慢慢聚焦問題－「如何讓我們

買的東西，都吃的下，而不浪費。」(研究手札 2021/04/16)。 

 

  

  

透過學生間的討論，讓學生去思考日常生活中，我們看似沒什麼

問題的廚餘、剩食，其實是每個人都可盡一點心力即可改善的問題。

在學生間的討論，可以讓學生思考問題的歷程中，發現這個議題的解

決策略。 

在學生討論的過程中，學生已經可以慢慢從教科書裡所說的食物的不當保

存，延伸到社會議題，去察覺有時候並非食物的保存不當導致剩食或廚餘的產

生，而是在一開始的時候，對於食物的採購及選擇，我們並沒有確實的設想周

到，在害怕食物不足的結果，卻導致過量採購後的更大浪費。如同食藥署(2016)

調查 177家通路商母公司(涵蓋便利商店、量販店、超級市場及餐飲業共 112,130 

家)填報逾有效日期食品(過期品)預估量及流向。各類型通路商每年平均單店逾

有效日期食品產生量分別是量販店為 29,955公斤、超級市場為 3,520公斤、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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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商店為 1,166公斤、餐飲業為 148公斤，總計 34,789公斤。若將各類型通路

商店家數目列入考量，則推估逾有效日期食品產生量：量販店為 3,894 公噸、

超級市場為 6,337 公噸、便利商店為 11,889 公噸、餐飲業為 14,760 公噸，總

計 36,880公噸。以單店來說量販店產生的過期食品是最多的，大約是餐飲業的

200倍。但是以總量來看的話，過期食品產生量位居第一的則是餐飲業占四成。

統計整個通路商一年的過期食品產生量約略 37,000公噸，如果這些過期品能夠

在過期前受到有效的利用，例如：促銷與捐贈等方式，就可以減少食物不必要

的浪費。各大通路商平均單店逾有效日期食品處理方式為：送回原供應商或原

廠處理之預估量為 3,330 公斤；或者以廢棄物方式處理之預估量為 31,459 公

斤。這樣的資訊也讓研究者發現透過實際生活的數據將課外議題納入課程裡，

讓學生經由閱讀的歷程中去看世界，等於是避開日常生活中教師的說教講述，

讓學生透過文章報導去瞭解剩食及糧食不均的問題。當學生學會檢索的方式，

就有更多的機會，可以透過自己的方式去認識議題的嚴重性 (研究手札

2021/04/16)。 

 

「老師，那我們可以去看看全校午餐廚餘的問題嗎？」小均回答。 

「咦！這個點子不錯耶！但是全校？這樣班級數會不會太多了？」研究者提

問。 

「對啊！不可能全校啦，全校那麼多班，我們怎麼去看得完。」大毅回答。 

  「而且我們吃完，他們也吃完了，我們去別班也看不到他們班的餐車了。」

小曹接著說。 

  「為什麼要看餐車，我們是要看廚餘，又不是要看到餐車。」小均問。 

  「我們吃剩的，不是在餐桶裡嗎，那餐桶不是要跟著餐車推回廚房，這樣不

就全校都在 推餐車時，我們怎麼可能看得到。」小曹繼續追問。 

  大毅再說：「或是我們可以調查我們這棟的班級，可以嗎？」 

  「但是低年級會趕著放學耶！」小鑫回答。 

  「還是我們可以先觀察我們六年級？因為我們六年級的老師跟別班的同學，

我們都很熟。」小品提問。 

於是，學生就在討論中慢慢聚焦他們對於學童午餐剩食問題的調查行動

了。他們也開始去思考，如果讓學年的老師同意讓學生進去班級中調查午餐的剩

食狀況，透過表單的說明，讓學年的老師清楚他們調查的目的，及後續他們的可

行作為(研究手札 2021/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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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討論越來越清楚，也可以有條有理的將自己的想法跟學年

的老師說明，明確的訂出進入各班調查午餐剩餘量的時間及天數，讓

整個活動越來越正式。 

 

貳、學生對剩食議題的學習興趣及學習表現 

教師在課堂上授課的方式，不用單一式的教師講述，而是用提問的方式，

讓學生透過小組討論的過程中，共同參與學習，並在討論的歷程中，分享觀點，

成為教室的學習主體。 

「那麼在上次課後，各位同學你們有什麼不同的進度，可以和我們分享

嗎？」研究者提問。 

「我媽媽說我管太多了，這是媽媽的事，我把自己的功課顧好、考試考好

就好。」小鈞說。 

等不及舉手，即馬上搶先回答的小恩說：「我媽媽也是耶！」 

這個回答馬上勾起全班討論的興趣，大部分的同學似乎對這樣的答案很熟

悉，好像許多家長都會告訴學生，上學的任務就是考好試、寫好功課，其它的

能力都不重要。研究者開始思考這個問題背後的家庭價值，以及未來我們的社

會成本。可以大膽推論，因為我們的家長都認為學生只需把考試、作業好好完

成，因此其它的事都不重要，這樣的想法移植到學生心中，造成的狀況是大部

分的學生對於社會議題漠不關心，進而缺乏公民的意識，很可能導致未來進入

社會時，自掃門前雪的窘狀(研究手札 2021/04/20)。 

研究者進一步尋問學生：「你們自己的看法呢？你認為這件事和自己有沒

有關係？」 

小蕎舉手回答：「有關係。……如果每個人都覺得這是件小事，這只是小

錢，但是累積下來，每個家庭都花了很多錢在購買食材，但是這些食材最後都

吃不下，丟掉了，就是一種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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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小蕎這麼說，小妍也跟著舉手回答：「這幾天，我觀察記錄了我們家

的食物狀況，發現有許多食物買太多了，我們家根本也吃不了那麼多。」 

同學們異口同聲的發出同意的意見，如同公民教育的精神所言，透過主動

參與社會議題，進而發表自己的看法，陶冶個人的品格，以達公民教育的學習

目的(張佩欣，2018)。在課堂的觀察及課後與協同教師的討論中，研究者也仔

細發現班上潛在的家庭社經背景較弱勢同學，這個同學並沒有表達家中食物過

多、採買過多的問題，研究者也將這個現象記錄下來，作為日後個別訪談的線

索(研究手札 2021/04/20)。 

 

  

在課堂上討論的過程，學生學習表達自己的想法，回溯自己的

生活經驗，與其它同學的看法交互分享、討論，在學習的歷程中，

整理自己的對議題的看法。 

 

就教師而言，行動中反思是在當教師教學時，會試著去調整其教學，並處

理教學過程中，無法預期的學生反應或看法。而無論是「對行動反思」或是「行

動中反思」兩者都可以作為反思機制，持續不斷地經由經驗中發展以及學習。

是以，行動研究可以協助學校教育的實務工作者成為具有反思能力的專業人

員，可以扮演研究者的角色，透過學校情境中進行研究，尋求答案和解決之道。

準此以觀，在學校教育中，行動研究強調「教師即研究者」的角色。而在當前

強調專業自主、分享參與、問題解決、獨立思考的教育改革趨勢下，行動研究

的推動更具前瞻性(歐用生，2000；Schon, 1995)。在行動研究的歷程中，研究

者深刻的發現自己上課時的盲點，即使我們透過小組討論、分享的方式，將學

習的主體還給學生，但是研究者仍會不自覺的主控課堂中的討論，以致減少學

生討論及發表、分享的機會(研究手札 2021/04/20)。因此，教學策略與學習表

現的設定上，研究者開始會仔細的聆聽、觀察學生在小組的討論狀況，也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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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教師的觀察紀錄中，省視研究者的教學現場，並透過事後與社群教師的討

論，重新去尋找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平衡點(研究手札 2021/04/23)。這一節

課，社群教師的觀察紀錄中可以看出學生與學生之間是相互傾聽、相互對話的，

不同的學生之間，不會再有高成就的學生與低成就學生的差別，學生之間的學

習關係是平等的。在互學的歷程中，教室也體現了公民教育的核心素養－在人

際關係與道德成長中，有很大的改變。可以看出即將畢業的六年級學生，學習

傾聽彼此的對話，讓學生學會歸納整理出小組的共識，學會尊重他人不同的看

法(研究手札 2021/04/23)。 

研究者在課堂上觀察學生的學習興趣時，也發現學生們對於這個生活上的

議題，有相當的濃厚的興趣，當研究者直接在班級教室內，透過白板去檢索剩

食議題的相關媒體素材，學生看到眼前的剩食問題在國際上，也有許多人在關

注，引發他們更大的動能(研究手札 2021/04/23)。 
 

  

利用網際網路檢索的方式，讓學生能夠深刻感受到剩食議題是全世界

在關注的議題。 

 

除了在課堂上展現高度的學習興趣外，研究者也嘗試讓學生進一步體會何

謂公民行動，透過參與全市性的學生公民行動工作坊，讓學生有機會看到其它

國小、國中、高中的學生如何去展開自身的公民行動。為了讓家長知道這次的

研究歷程，也包含了學生參與全市性活動的歷程，故也在報名工作坊之前，先

經由通知單的部分，讓家長瞭解課程活動背課的意義（研究手札2021/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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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公民實踐方案通知單 

在取得家長同意之後，學生開始組隊參與全市性的學生公民行動工作坊，

讓學生與不同學校、不同學習年段的同學一起學習，在這次的全市學生公民行

動的工作坊之後，學生也開始發現不同年段的學長、學姐如何進行公民的行動，

經由其它人的成果報告中，學習公民行動的意義及學生可以的實際作為（研究

手札2021/05/14）。 

小庭在公民行動工作坊結束之後，在返校的車程上，開始說道：「老師，

我覺得我越來越知道什麼是公民行動了耶！」 

研究者追問：「怎麼說呢？」 

小庭：「因為之前老師你說的，我可以懂那個意思，但是要怎麼行動呢？

好像覺得又好像不太懂。可是今天的工作坊裡，我好像知道就是把自己的想法，

藉由步驟去規畫出來。這樣就是公民行動嗎？」 

聽了小庭的話之後，研究者突然覺得很驚訝，原來研究者身為教師時曾經

任何自己講得很清楚，但在學生的認知裡，卻還是不明白。透過別人的話語，

或是不同的時機點，給學生學習的機會時，學生是有可能更能意會公民行動的

意義（研究手札2021/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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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公民實踐方案工作坊中，透過不同國中教師對公民行動的定義與

實際行動的分享，讓學生對於公民的身分更有意識。 

  

  

在公民實踐方案工作坊中，學生透過抄筆記的方式去記錄可行的具體

作為，整個歷程中，可以看見學生在走出教室、走出學校之後，對於

公民的身份更有意識，並能深入思考公民的責任。 

參、教師推動剩食議題的實際困難及因應之道 

在實踐剩食議題的課程時，研究者發現最大的問題是，我們的學生對社會

的議題無感，學生的學習只限在教科書裡，對於生活週遭發生的事缺乏感受。

公民素養教育課程理念在於讓學生參與公共議題的討論，透過討論的過程進而

參與公民議題，這樣的思維放到教室的情境中，就是教師放下過去傳統權威的

授課方式，而以教師的專業與領導魅力來發展課程的願景，並以關懷激勵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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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對班級的向心力及對個人品德的認同與滿足(許藤繼，2001)。首先，研究

者逶過新聞議題檢索的方式，讓學生在資訊課有機會可以透過自己的手指頭，

用鍵盤、滑鼠去認識剩食問題的嚴重性，讓每位學生都有機會透過檢索的方式

去瞭解剩食問題。其次，研究者讓學生在閱讀後，整理大意，並在小組內分享，

討論每個人在自己檢索文章中，看到的剩食問題。最後，則是由教師提供一篇

剩食問題的文章，供全班共同討論。在全班進行剩食教育的過程中，聚焦問題，

讓學生建立問題意識並不容易，但是在高年級，特別是畢業在即的學生，教師

需要提供的應該不只是現有的教科書內容，而是如何在現有的學科架構裡，找

出學校學習與社會問題的交集。九年一貫強調的是學生帶得走的能力，十二年

國教則是提出學生應是素養導向的終身學習者。因此，雖然過去的學生對於問

題缺乏意識與感受，但是在現有的學習階段中，研究者希望可以透過成為學生

在日常生活中的學習橋樑，讓更多學生可以去感受生活世界的問題。 

一、推動剩食議題的困難與修正課程 

研究者原先訂定在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中，透過自然課程結合剩食議題的

討論，但是這樣的討論，在現實上，卻也壓縮了學生學習自然領域應有的基本

學習時間。公民教育的設計理念可以是以議題中心的課程設計方式，著重公民

面臨的問題與兩難的困境，學生透過對問題深度的瞭解與思考，傾聽各種觀點，

經由討論來檢驗公共生活中的重要問題(李沛青，2011)。因此，當剩食議題的

課程開始進行的一段時間後，研究者開始去思考每次課程的實際進度，並在適

當的領域內融入剩食議題，才不致使得自然領域的學習節數被剩食議題所瓜

分。在多方考量之下，如果只就自然課去探討剩食議題，可能可以著墨的時間

相當有限，但是如果利用六年級綜合活動課程的時間，去延伸、加廣議題的探

索與學習，那麼可能可以提升學生間的討論、對話、表達跟分享(研究手札

2021/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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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組討論的歷程中，學生可以相互傾聽觀點，彼此討論，寫下自己

對議題的看法。 

  

各組同學在組內能相互協助，分工合作，提供想法、紀錄、找出關鍵
問題作為小組的海報內容。 

  

這組的同學平常在班級課堂上，較少主動發表小組的討論內容，而多

是個人舉手回答研究者的提問，但在這次的共同討論中，小組能充分

合作，完成海報內容。 

235



  

在每位成員發表完自己的看法後，由一位成員負責撰寫組內的海報。 

  

小組成員透過討論與對話中，完成海報，並準備接下來的各組報告。 

 

因此，在自然課上，學生進行自然課程與生活經驗的小組討論，延伸在綜

合課中，去整合各組組內的意見，並且也在整合意見後，呈現小組剩食議題海

報的內容，為了避免各組同學討論後的海報內容太過重複，研究者提供了剩食

議題的三個討論主軸，像是「怎樣保存食物」、「食物的購買」、「食物的利

用」等，讓各組的海報成果展現不同的重點(研究手札2021/04/30)。 
 

二、修正剩食議題課程後的成果 

在上一次的課程之後，學生較能夠掌握剩食已經不再是別人的事，或是自

己的事，而是我們大家可以一起面對並試圖解決的事。公民教育的設計理念可

以是以議題中心的課程設計方式，著重公民面臨的問題與兩難的困境，學生透

過對問題深度的瞭解與思考，傾聽各種觀點，經由討論來檢驗公共生活中的重

要問題(李沛青，2011)。在選擇議題時，以衝突的情境，造成學生在相互討論

中，建構自身的觀點，使教室成為民主討論的教室。營造議題的討論課室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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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是，整體教室氛圍的建立，教師需放下身段，尊重並傾聽學生的看法，鼓

勵學生發表看法，挑戰彼此的意見(董秀蘭，1998；劉美慧，1997)。研究者進

一步引導學生將歷次討論、閱讀、再討論、發表、歸納、澄清的過程，做一次

整理。 

「我們上了這麼多次課後，如果讓你來思考，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來避免剩

食的問題，你們覺得可以怎麼做呢？」研究者提問。 

小宇舉手回答：「我們可以分組報告。」 

看來，我們的學生已經很能用分組的方式，去整理組內同學的看法，並在

彙整後對全班報告。 

研究者繼續提問：「你們打算怎麼報告呢？」 

小翰接著舉手回答：「我們可以分組討論後，上台報告我們的討論方案。」 

小柔補充說：「或是我們也可以用電腦簡報的方式呈現。」 

「這個提議不錯哦！」研究者回答後，接著問：「但是要用什麼時間做電

腦簡報呢？另外，你們每個人的家中都有電腦嗎？」 

很明顯的看出，部分學生（大約有六成左右）陷入一片沉默，研究者試圖

打破僵局提問：「如果我們不用電腦簡報的方式報告，我們有沒有什麼其它的

替代方式？」 

學生一時，好像也想不出替代方案，於是又進入小組的討論時間，讓學生

用小組的方式集思廣義，果然，很快的，小毅提出：「我們可以用書面海報的

方式。」 

「書面海報」這個方案太好了，一來可以避免六成學生回家沒有電腦可以

製作簡報的窘狀，一來也可以避免學生在製作電腦簡報時花費太多時間。於是，

我們決定用書面海報的方式呈現各組的討論結果(研究手札2021/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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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組的主題主要在探討食物的保

存方法，並將每個方法加以條列重

點寫出，令人一目了然。 

這組的主題在食物的採購及保

存，與除了說明食物如何保存之

外，在一開始的採購計畫也有詳細

的介紹，並回應自然課的主題黴菌

的部分說明黴菌的生產環境，及可

避免黴菌生長的方法。 

  

這組的主題主要將場所設定在大

賣場，提出賣場也是剩食的主要來

源之一，另外也提供到賣場的消費

者參考「熟食」和「生食」的採購

祕訣及保存方法。 

這組的主題說明食物的採購原

則、保存原則，及不浪費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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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組同學針對罐頭食品的保存方法做了分析，讓消費者可以得知罐頭

食品之所以可以保存的較持久的原因。 

 

當學生可以具體說出方法時，就像是解決了之前資料顯示的大部分的食物

在購回後，常因不當的保留，或未能食用完畢，甚至放到食物過期的問題 (環

保署，2017)。因此，在「書面海報」的成果完成了之後，接下來，就是學生分

組的小組報告了，小組報告的課程活動目標，設定在讓學生能在表達自己對剩

食的看法時，可以具體的說出剩食的問題，以及面對剩食問題可行的作法， (研

究手札2021/05/04)。 
 

  

在這組中，學生能將討論的內容用海報的方式呈現，雖然內容不是很

豐富，但在分組報告時，能明確的說出小組討論後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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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組的學生組成是能力差異最大的組別，但是不論在討論時，或是報

告時，組長都能將任務分派給每個成員，讓每個成員在討論中，都能

所表現及學習。 

  

在分組報告的過程中，每組都能一起參與報告的內容，並且專注的傾

聽組員的分享。 

三、剩食議題課程後的問卷調查 

在剩食議題課程結束後，研究者整理及分析學生的學習單調查結果如表一。 

表四  問卷調查彙整結果 

1. 你喜不喜歡這一連串的課程活動？(共26人作答) 

   □ 喜歡(23位) 

□ 不喜歡(0位) 

□ 還好(3位) 

2. 這次的課程有沒有讓你了解什麼是「剩食」？(共26人作答) 

□ 有(24位) 

□ 沒有(0位) 

□ 還好(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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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你認為你未來有機會為「剩食問題」進一份心力嗎？(共26人作答) 

□ 有(26位) 

□ 沒有(0位) 

□  還好(0位) 
 

（一）分析問卷－1.你喜不喜歡這一連串的課程活動？(共26 人作答) 

分析問卷結果，在第一題「你喜不喜歡這一連串的課程活動？」，喜歡的

同學高達23 位，在訪談中了解到有二名名學生對於「你喜不喜歡這一連串的課

程活動？」感到「還好」的同學，其主要原因在於這些課程的內容(指剩食議題)，

他們原先就具備了，所以認為這樣的課程，對他們而言並沒有喜不喜歡的問題。

再另一位同學的答案，進一步去訪談同學認為「還好」的理由，則是因為「上

什麼課都沒有差(生6123)」。有時候，在面對高年級，特別是六年級生時，教

育現場的實際景況就是如此，極少數的學生在六年級的時候，面對各科已缺乏

學習動機。但是當研究者進一步再去訪問學生：「還是你覺得老師可以怎麼上

這個課程，你會比較有興趣？」學生瞬間很真誠的回答研究者：「老師，不是

你的問題，是我覺得什麼課都很無聊，不是不喜歡老師。」(研究手札

2021/05/25)。 

這個學生的回答也激盪了研究者心中的火花，很多時候，即使我們在設計

課程與教學的備課時間，用心去揣測學生的想法、興趣，很可能進入到教學現

場時，學生們仍然沒有學習的動機，有時候不是一位教師不夠努力，而是整個

大環境如果沒有朝向同一個方向去努力時，很容易這些極少數的學生就成為「教

室裡的客人」(研究手札2021/05/25)。 

（二）分析問卷－2.這次的課程有沒有讓你了解什麼是「剩食」？(共26 人

作答) 

針對「課程有沒有讓你了解什麼是剩食？」，近九成以上的學生都表達出

經由課程的學習，可以讓學生了解何謂剩食。另外，在訪問二名認為課程對他

們而言，並沒有特別的感受的同學時，發現這二名同學的回答，都認為剩食議

題的課程對他們而言，是在新聞媒體上或是課外的學習雜誌上，就已經學到的

議題。因此，他們認為即使沒有現在的剩食課程，他們仍然早上具備剩食的概

念。像是「這次的課程，我以前在康軒學習雜誌裡，就看過了，裡面有清楚的

介紹世界上剩食問題的嚴重，以及我們可以有的具體行動 (生6102)」、「之前，

我在看新聞時，就看到有縣市政府面對剩食問題時，呼籲全民不分政府、民間

要好好珍惜食物，把食物分送給需要的人(生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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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問卷－3.你認為你未來有機會為「剩食問題」進一份心力嗎？(共

26人作答)  

在最後一個問卷的題目裡，研究者設定讓學生可以從自己的認知裡去思考

自己如何看待剩食問題？檢視學生的問卷後，得到共26位學生認為自己未來有

機會為「剩食問題」進一份心力。進一步去訪談班上的同學，有些同學可以具

體說出「以前我覺得這個問題，呃…不是，是以前我根本不會注意到這個問題，

但是現在我會去想，哇！原來這個問題這麼嚴重，我也開始在回家時，和媽媽

討論去買菜前，可以先做什麼？讓剩食的問題，比較不會產生（生6118）」、「我

覺得自己好像真的成為老師你說的公民一樣，我會去關心課本以外的社會議

題，我也覺得自己以後長大透過這次的課程，我會知道如何在一開始就學會避

免剩食問題 (生6119)」。 

在小學的階段學生學會參與班級、學校的公共事務，進而參與的過程形成

公民意識，而對社會議題、公共議題有了反思及批判的能力。這樣的概念，如

同一所學校的組織再造，從一、二個班級中建立公民意識，進而擴充到多數班

級、整個學校層面對學校公共事務的參與，而學校也將因為學生的參與而形成

學校組織多元化的經營發展型態。當校務運作方式和決策歷程進入分權共治的

時代，三者間不再是上下的權力關係，取而代之的是平衡協商的合議制權力關

係(許藤繼，2001)。在檢視學生的問卷結果後，研究者發現大部分的學生都可

以在課程中學到基本的剩食概念，另外，也在問卷後的訪談發現讓原來當初研

究的目的是讓學生看見剩食的問題，進而對問題產生解決問題的行動。這個目

的，在學生的訪問中，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印證，如果學生從小對剩食的問題有

感，未來就可能成為剩食的終結者(研究手札2021/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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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省思 

壹、結論 

一、課程之實施成效 

在觀察及記錄學生的學習中，研究發現學生已經建立食物採購、保存及處

理的方法，也能發覺到日常生活中的議題，察覺剩食的問題並非只是單純的食

物處理不當，有時是因為在一開始的採購策略並不正確。學生也能透過討論及

資料蒐集的過程中，感受到食物浪費的嚴重問題，當學生能自然的說出食物不

必要的浪費問題背後隱藏的世界貧富不均的食物分配窘境，因此，研究者發現

避開日常生活中教師的說教講述，讓學生透過文章報導去瞭解剩食及糧食不均

的問題，是相當可貴的學習經驗。 

二、課程之學習興趣與學習表現 

研究者在進行課程與教學行動的過程中，看見學生相互討論、分享、看見

問題、說出自己的立場。在研究中也發現學生對課程是能產生學習興趣的，在

課堂上，學生的學習是主動發表、充分討論，或者是在校外課程活動時，學生

都能表現出躍躍欲試的態度。因此，可以明顯發現學生們對於剩食議題有濃厚

的興趣。特別是當學生透過檢索的方式，看到國際社會對剩食議題的關注，也

引發他們更大的動能。 

三、課程實施之困難與應變策略 

在研究中發現，公民素養教育課程理念在於讓學生參與公共議題的討論，

透過討論的過程進而參與公民議題，在實踐剩食議題的課程時，研究者發現最

大的問題是，我們的學生對社會的議題無感，學生的學習只限在教科書裡，對

於生活週遭發生的事缺乏感受。因此透過新聞議題檢索的方式，讓學生在資訊

課有機會可以透過自己的手指頭，用鍵盤、滑鼠去認識剩食問題的嚴重性，這

是能讓每位學生體認到剩食問題的嚴重，從而建立公民的責任。 
 

貳、省思 

    在課程實踐的歷程中，研究者發現教室裡的學生因為課程與教學活動的設

計，在學習的表現上更活潑了，學生學習表達自己的聲音，也學習傾聽同學的

看法，無形之中，是一種公民素養的展現。並在行動中修正自己的課程歷程以

提升學習成效。當然，在課程與教學實踐的歷程中，仍有許多實踐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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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急需研究者在下一次行動的同時，把這次未盡的部分，加以調整，進而成為

更合適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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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 附件一 

糧食危機不患寡，而是患不均——全球「食物銀行」募集多餘糧食，盼餵飽 8.1 

億飢餓人口（資料來源：https://www.seinsights.asia/article/3272/7113） 

進入 2020 年，距離 1760 年興起的工業革命約 260 年，意味著食物可以

透過機械化生產的時間已超過兩個半世紀，食物取得途徑相對於農業時代容易

許多，但我們仍會看到許多怵目驚心的數據。 

根據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的估

算，截至 2017 年全世界有 8.21億人口處於食物不足狀態；亞洲的飢餓人口佔

了全世界的 63%；近 1.51 億的 5 歲以下孩童處於發育遲緩等不良狀態，比例

高達 22%。聯合國世界糧食計畫署（WFP）更統計出：在非洲有 39 個國家提供

學校供餐計劃，每天有 3 千萬非洲兒童在學校吃飯；然而，整個非洲大陸卻有 

6100 萬的兒童是餓著肚子去上學。 

另一方面，則是令人乍舌的食物浪費數據，據全球食物銀行網絡（Global 

Foodbanking Network，簡稱 GFN）分析：每年約 13 億公噸、佔 33% 的食物

在消費前後被浪費掉，相當於一兆美金的價值，而蔬果被棄置的佔比最高，歐

美每人每年平均浪費掉 95 到 115公斤，亞非則浪費 6到 11公斤。這兩端的數

據全然不對稱，正是所謂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把全世界浪費的食

物做妥善處理與分配，絕對可以餵飽 8.1 億糧食不足的人口。從許多現象顯

示，造成飢餓通常不是食物問題，而是流通問題。去年 5 月在農委會舉辦的「降

低糧損與浪費，以因應 APEC 區域糧食安全與氣候變遷國際研討會」中，與會

的越南代表特別關注農地浪費與食物銀行的運作，足證新興經濟體中約有 15 

至 30％ 的食物被浪費狀況之嚴重性。 

從許多現象顯示，造成飢餓通常不是食物問題，而是流通問題。如何將每

年浪費逾 10 億噸的食物，與 1/4 的人營養不良做一個較妥善的分配，以縮短

兩者的距離，正是這些年食物銀行在世界各國各地因應而生的緣由，也呼應了

聯合國於 2015 年提出的 17 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簡稱 SDGs）中的在 2030 年消除世界飢餓目標，全球各個與食物分配

相關的組織平台都將消除飢餓納入主要工作範圍。食物銀行濫觴於 1967 年，

一位退休商人 John van Hengel 眼見人們的暴殄天物，遂在美國亞利桑那州鳳

凰城首創此一系統。而人們在後工業化之後的飲食浪費有增無減，有識之士開

始發揚光大食物銀行體系，包括全球食物銀行網絡、餵養美國組織（Feeding 

America）、停止飢餓基金會（Stop Hungry Foundation）、歐洲食物銀行聯合

會（European Food Banks Federation）等跨國性組織紛紛成立，致力於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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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各地區的食物銀行如何有策略地募集多餘糧食，交付給最需要的人，並邀

請社會各界包括政府、企業和民眾共同參與。 

在台灣，環保意識逐漸抬頭的今日，各種具備分配食物的地區型社福和公

益組織之外，也有幾家網絡型的食物銀行平台，將募集的大批食物透過平台重

新分配，包括了：台灣全民食物銀行協會、食物銀行聯合會、1919 食物銀行與

安德烈食物銀行等。而唯一由國際組織全球食物銀行網絡認證的則屬台灣全民

食物銀行，將募集的大量食品直接匹配到全民食物銀行的網絡，由服務第一線

個案的社福組織依需求登記，以實現安全且快捷的食品捐贈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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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研究發展績優作品 

佳   作 
 

 

 

 

 

基隆市校園食農教育的推動現況與可能 

—以基隆市隆聖國民小學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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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背景 

校園要推動農耕，哪來的農地？學校綠地有限，受水泥化地面影響，要找塊

可種植的土地，而且又沒建物的遮蔽，可用來種植蔬菜並不容易。屋頂發展樓頂

菜園也有其困難處，考量屋頂防水、土方重壓建物、植物根系深入建物縫隙，日

後將成為嚴重的漏水問題。然而，新聞報導以「魚菜共生」水循環系統可用來種

植蔬菜，此也必須考量夏日炎炎的問題，日照水溫上升易導致藻類滋生、魚類死

亡，盛夏放暑假沒人照顧，那要怎麼辦？此套設備也不宜冒然推行。或許，水泥

化地面發展校園農耕可改用其它作法－「移植袋」種植，或許可行？ 

各校校園採用水泥化地面的作法是它比綠地好管理，沒有除草的問題、學生

又好打掃；小學要推動食農教育缺乏耕地，添增困難度。若用「移植袋」來種植

蔬菜便可克服無泥土地可種植的問題。移植袋是不織布材質，透水性佳又可防止

土壤從底部滲出或蚯蚓爬出，而且搬動容易，也不會弄髒地面。一袋一株，起初

種植只需要耗費移植袋購買成本。第二次種植只須翻土並加入有機肥，就可以再

度使用，或許這是個良好的種植容器？ 

另外，每個學校都有廚房，未烹煮的葉菜廚餘是廚房每天所製造出來的有機

垃圾，如能有效處理加以利用，不但可以減少廚餘量，反而能利用蚯蚓來消化分

解菜渣，成為天然的有機肥料。所以動起生廚餘再利用的念頭，打造個「蚓菜共

生」系統，未來甚至可以將學校周遭餐廳的龐大菜渣加以收集利用，成為蚯蚓的

食物來源，並轉化成無成本的有機肥。這些蚯蚓糞土富含有大量有機元素，透過

水循環系統可提供蔬菜養分。另外，蚯蚓糞土其團粒結構及孔隙，具有通氣性佳、

保水力強的優點，能增強土耕作物根系的發展，也許好處多多。所幸學校有筆經

費可以投入，但是設備建置好，總要有人去管理，於是點燃我承擔此食農教學的

任務。 

第二節 研究目的、方法、內容及對象 

一開始想做，便達成做事的第一要件。但能做、做的來讓行動力陷入思考。

農耕耗時間與體力，一不注意就被蟲吃光光、血本無歸，所以減輕負擔、永續經

營才是最終目標。不然，種一季就不想種了，想到其難度，推說教學都沒時間了，

還種什麼菜、體驗教學。如何實作是可行的呢？能簡單做就可以收成，這必須要

有實戰成果才有說服力，農耕實作的模式能推廣到各校即為本研究的目的。食農

教育之農耕實作首推體驗教學，唯有親身體驗才能深化食農教育的意義。綜觀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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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農委會推動食農教育法仍為草案，教育部也尚未有系統地發展食農教育課程，

所以本研究著重於實作，採用行動研究法。雖然沒有專業的背景及專家指導，也

能從做中學，修正與改進，嘗試推動本校的食農教育，做為各校推動之參考。 

本研究內容標的有二，以落實食農教育：一、以移植袋種植之評估，利用移

植袋為容器，種植玉米、高麗菜的可行度。二、將學校現在的蚓菜系統設備進行

改造，讓耕作系統簡單化運作。 

本研究參與對象為本校學童，利用彈性課、自然課、生活課或綜合課從事農

耕活動，並招募綠手指社團成員，利用課餘時間，由一群小志工負責田園維護的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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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什麼是食農教育 

依食農教育法草案第十四條：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協助各級學

校及幼兒園推行下列事項：一、鼓勵所屬人員參加食農教育相關訓練。二、透過

學校膳食供應、食農教育體驗活動，促進健康飲食生活之認識及實踐。本條文說

明指出：一、食農教育除推動營養科學、農業耕作之概念，必須強化飲食及農業

相關知識，鼓勵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所屬人員參加相關訓練，彌補相關知識的不足。

二、食農教育課程應融入目前已有科目，如自然、社會、健體、藝文、家政、環

境教育等，融入學生的知識體系。三、透過學校膳食供應、農業生產至食品消費

過程之各種體驗活動，使學生對於飲食生活有更深入的理解，促進健康飲食生活

之實踐。 

又依台灣農業推廣學會 2016 年出版「當筷子遇上鋤頭—食農教育作伙來」

手冊定義：食農教育是一種強調「親手做」的體驗教育，學習者經由親自參與農

產品從生產、處理，至烹調之完整過程，發展出簡單的耕食技能。在此過程中，

亦培養學習者了解食物來源、增進食物選擇能力，並促進健康飲食習慣的養成。

另外，透過農耕的勞動體驗，可培養學習者對食物、生產者和環境的尊重與感恩，

並激發其生命韌性和堅毅性格。就全球發展而言，食農教育其實是一個廣泛定義

的名稱，此一社會運動之理念建立和教學方式，除了部分受到近年美國新的營養

學和農業素養(agriculturalliteracy)教育之影響外，也受兩個主要的運動影

響很大，一個是 1986 年開始，源自於義大利的慢食運動(slowfoodmovement)，

另一個是在 1990 年代日本開始提倡的地產地消運動，以及其後衍伸的 2005 年

立法施行的食育運動(Shokuiku)，這兩大以飲食文化改造為目標，兼重農業與環

境體驗學習的社會運動，不只改變了許多人的飲食觀念和健康，改變了很多地區

農民和居民的農耕和生活方式，更深入學校，扮演導正學生飲食習慣和培養其對

農業、環境關懷的催化劑。（本段節錄「台灣農業推廣學會」網頁） 

食農教育在我國尚未立法，教育主管機關對食農教育也沒有實際規範，故現

階段學校面對食農教育推動大都以食育為主，採行農耕體驗推動仍為極少數。體

驗是親身去從事換得的經驗，經驗（Experience）在一般概念包括了知識、技巧。

是體驗或觀察某一事或某一事件後所獲得的心得並應用於後續作業。觀察學習

（Observational learning），又稱為「替代學習」（vicarious learning），是

指由於觀察他人行為，而發生的行為或態度學習，所以學生實地操作作為食農教

育主要的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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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小學推動食農教育的困境 

以康以琳、張瑋琦-「人與食物的距離—鄉村小學食農教育課程發展之行動

研究」指出：國小食農教育研究趕不上現實需求，目前所累積之四篇碩士論文皆

以張瑋琦與顏建賢（2011）所訂定的綠色飲食指標為教學成效之分析準則。其研

究成果指出參與農事體驗學習的孩子多能體會食物的價值，進而珍惜食物；了解

良善的耕作方式對環境的意義，進而支持當季在地食材；認識健康飲食，提升食

物選擇能力；重新認識鄉村的價值，強化農村認同（劉倩吟，2014；曾湘坤，2015）。

然而由於研究者皆非擔任現場教學的老師，僅能從局外人角度評估成效，在課程

的設計與發展上較無著墨。林卉文（2014）的研究雖以其親自授課之教學場域為

對象，操作台北市產業發展局出版之《食農教育手冊》（張瑋琦，2013）之七個

室內教案，具有第一手之教學研究觀察，但該研究受限於學校條件，未能操作農

事課程，以致於無法了解食農教育中最重要之體驗學習教育在校園推動情形。周

雅雲（2014）針對三種教材版本進行內容分析，發現與食育相關的教學主要落在

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及家政教育。雖不少教師質疑國小中已有飲食教育，是否有

必要額外導入食農教育，但周雅雲（2014）認為各版本教科書以「飲食均衡」出

現次數最多，其次是「飲食文化」，第三為「食品安全」，對食農教育關心的議題

如：低碳飲食、當季在地食材、友善環境耕作等著墨甚少，甚至不談食物的產地、

季節性與營養之關連，故仍有強化食農教育之必要。（本段引用康以琳、張瑋琦

研究） 

教師沒有農耕背景，缺乏課程、人力、時間、知識，推動農耕實作難度頗高。

面對未來食農教育的立法，小學階段的老師們沒有相當了解，想要投入農耕這個

範疇，執行上想必會碰上許多問題。近年來接觸各校合作伙伴反應的問題，可以

看出： 

一、學校沒有田地，哪塊地適合耕作？ 

二、沒有經費，哪裡有經費可以申請？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三、沒有專責老師，我做了，那以後都是我來做嗎？ 

四’沒有課程，由誰來寫課程，又是我來寫嗎？ 

五、沒有時間，趕課都來不及了，我用什麼時間來上課？ 

這些還是沒有涉入實際教學所碰到的問題。去落實又是另個層面的問題。教

師除了一般教學，還要再花時間去落實農耕課程，一旦踏進農耕實作領域，問題

將一一浮現。 

一、沒拿過鋤頭，怎麼翻土？要翻多深，鬆土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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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怎麼種？種子怎麼撒，要埋多深？這菜適合這時候種嗎？還是直接去買菜

苗比較快？ 

三、澆水，什麼時間去澆？要澆多少？一天、二天，忘了澆不會怎麼樣吧？ 

四、施肥，多久施一次肥？要放多少？肥傷又是什麼？ 

五、我怕蟲，我不敢抓蟲。蟲把菜都吃了，怎麼辦？怎麼除蟲？可用農藥嗎？ 

六、雜草比菜長得還快，草要拔嗎？好累喔！不拔可以嗎？ 

七、菜怎麼死了？怎麼長不大？怎麼讓它長快一點？這菜可以摘了嗎？ 

學校推動食農教育有時便宜行事，變相舉辦一日遊吃喝玩樂的「農村體驗」。

反觀我這十年來推動經驗觀察，最沒問題反而是學生，只要跟著老師一起做，學

生大部分都能接受學習。推動農耕體驗不是在培養農業人才，而是從體驗過程中

讓學生懂得去愛護這一塊土地，土壤孕育蔬果，在吃的健康概念下珍惜得來不易

的食物。 

參考日本食育和歐美慢食運動之意義，將食農教育定義為「食農教育是一種

體驗教育的過程，學習者經由與食物、飲食工作者、動植物、農民、自然環境和

相關行動者互動之體驗過程，認識在地的農業、正確的飲食生活方式和其所形成

的文化，以及農業和飲食方式對生態環境造成的影響。」（本段節錄「台灣農業

推廣學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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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隆聖國小食農教育之推動 

第一節 彈性領域融入食農課程 

各校要發展特色教學或配合政策要求，會將環境教育、海洋教育、英語課程、

家庭教育、學校活動…等等，納入校定彈性課程之中，這往往壓縮了各類課程之

間的教學節數。再者，食農教育編入彈性課程，每學期如表二：各年級食農教育

架構表，象徵性排入兩節，這時間是明顯不夠的。反倒是利用課餘時間從事食農

教育，這有個好處，教師只需寫兩節課程計畫，讓學生擁有更彈性自主學習時間。

為何？編列節數過多，不但增加老師負擔，也排擠其它的課程，教師不必為了每

日澆水、施肥多寫一份課程計畫，也不必為執行課程而傷腦筋。實際面，蔬菜的

成長需要很長一段時間，只要有空檔就可以彈性從事農耕，每日只要花短短時間

去吩咐學生去維護即可，叮嚀學生下課可以去澆水、拔草、施肥等等，食農課程

變簡單多了。低年級只需要一開始植入幼苗，偶爾記得去澆個水、施個肥，這樣

低年級就能初步學習到許多農耕的先備知識。全校育苗交由中、高年級執行，平

時中年級也擔任中、低年級種植區的澆水、施肥及除草的工作。 

高年級的體力程度及知識能力較中、低年級為佳，探討農耕技能的接受度也

高。食農教育教學在國小高年級階段深化落實，高年級彈性課程每週有五節，課

堂數較多可以完整抽出每週一節或者隔週兩節，如表一：高年級食農課程規劃表，

按部就班整地與育土、除草、分畦、澆水、培苗、定植、施肥、病蟲害與防治、

收成與綠肥等步驟，排定於統整性彈性課程之中，深入討論以落實食農教育課程。 

為了要收成，依時令蔬菜來種植，並且挑選容易栽培的作物，考量一學期四

個月，作物能在學期初育苗、定植，學期末收成，最少的照顧就能看到成果。一

至六年級種植的蔬菜，選定上學期為高麗菜，下學期為玉米。次要栽培作物，一

至四年級由老師統一選定，以少蟲害、好照顧為原則；避免多方試種不成，會減

低學生種植興致。低年級可選種萵苣、地瓜葉、空心菜；中年級可選種青花菜、

南瓜、番茄、辣椒、九層塔。其中南瓜、番茄採分組種植，南瓜生長面積較大需

要大空間，番茄則要支架攀附，兩者不宜一人種一株應分組合力完成。高年級則

自由選擇作物，訓練獨立探究能力，以解決問題，容許錯誤嘗試學習、事後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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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基隆市隆聖國小統整性探究課程—高年級食農課程規劃表： 

年級 五 六 

學期 上學期(20) 下學期(20) 上學期(20) 下學期(20) 

栽培作物 

節數課程 高麗菜 玉米 高麗菜 玉米 

1.整地與育土 ４ ４ 

2.除草 2 2 

3.分畦 2 2 

4.澆水 2 2 

5.培苗 2 2 

6.定植 2 2 

7.施肥(有機肥) 2 2 

8.病蟲害與防治 2 2 

9.收成與綠肥 2 2 

總節數 ２０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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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四健會隆聖作業組 

隆聖國小 107 年成為基隆市農會四健會的會員，校內成立綠手指社團，組

成四健會隆聖作業組。小組主要成員有七人，此成員也是農耕小志工團隊，目的

在加深學習，訓練成為小指導員，協助老師照顧作物的工作。社團不定期集會，

開會工作項目，並記錄作物的成長與農耕心得。 

一、109學年隆聖作業計劃擬定表： 

二、作業組作業項目：移植袋栽種、蚓菜共生 

三、作業地點（場所）：隆聖國小四健小農場 

四、計畫名稱：袋袋相傳 
預定目標 工作項目 完成時間 工作分配 

(上學期) 

整地與基肥 

培苗 

定植 

追肥 

採收 

(下學期) 

整地與基肥 

培苗 

定植 

追肥 

疏果 

採收 

 

田地分畦與移植袋育土 

高麗菜播種於小穴盆 

菜苗定植於田畦及移植袋中 

肥料追加於蔬菜邊緣並覆土 

採收高麗菜 

 

田地分畦與移植袋育土 

玉米播種於小穴盆 

苗定植於田畦及移植袋中 

肥料追加於蔬菜邊緣並覆土 

拔玉米筍 

採收玉米 

 

108.10.09 

108.09.04 

108.10.16 

108.11.06 

109.01.20 

 

109.03.18 

109.03.04 

109.04.01 

109.05.06 

109.05.13 

109.06.08 

1.綠手指團員

擔 任 小 指 導

員。 

 

2.三至六年級

師生共作。 

五、作業會議日程總表：作業時間：108年 8月 1日至 109年 6月 30日 

序號 時間 中心議題 討論事項 

1 108.08.29 蚓菜共生系統與植作 蚓菜共生系統工作分配與栽種作物。 

2 108.09.04 秋耕-高麗菜培苗 選定高麗菜品種及育大苗減低蟲害。 

3 108.09.18 移植袋與基肥施作 移植袋育土與基肥施作工作分配。 

4 108.10.16 高麗菜定植 菜苗分享鄰校，定植高麗菜作業方式。 

5 109.11.06 高麗菜蟲害、追肥與採收 
蟲害的有機處理方式及追肥施作。 

高麗菜採收分享。 

6 109.03.04 玉米培苗 選定玉米苗種，分配玉米培苗工作。 

7 109.03.18 移植袋育土與基肥作 分配移植袋育土工作及基肥施作時間。 

8 109.04.01 玉米定植與追肥 分配農作及追肥工作。 

9 109.05.06 玉米蟲害、疏果與採收 玉米蟲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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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作業組會議記錄： 

(一)第一次作業組會議記錄 

1、開會日期：108年 8月 29日 

2、中心議題：蚓菜共生系統與植作。 

3、主席報告：蚓菜共生系統是隆聖作業組特有的作物栽培方式，討論本學

年栽種的作物。 

4、結論摘要： 

(1)學校樓頂發展菜園有其困難處，例如防水的問題。但隆聖「蚓菜共生

系統」為高架式，運作三年收獲有成。 

(2)學校廚餘是學校每天製造的有機垃圾，成為蚯蚓的食物，可轉化成無

成本的有機肥。 

(3)棚架可栽培絲瓜，管耕及菜槽四周也皆適宜種植空心菜。百香果為多

年生，建議於春季植幼苗，讓枝葉藤蔓先行繁衍，等絲瓜於秋季死亡

後，棚架空間可立即轉換為百香果。 

(4)秋耕以十字花科蔬菜為主，番茄為輔。春耕以絲瓜為主，空心菜為輔。

蚓菜系統棚架秋季改種百香果。 

(二)第二次作業組會議記錄 

1、開會日期：108年 9月 4日 

2、中心議題：初秋甘藍適合基隆地區種植，發芽率高。培育大苗可減低蟲

害。 

3、主席報告： 

(1)作物以四個月為栽培期，上學期秋耕主要作物高麗菜，下學期春耕主

要作物玉米。在學期初完成育苗並栽種，學期末採收。 

(2)將綠手指社團學習帶入班級，成為班上農耕的小幫手。 

(3)完成高麗菜的培苗工作，培育一株健康的菜苗。 

4、結論摘要： 

(1)在尚未完成整地及育土之前，分工完成培苗工作。 

(2)甘藍是十字花科蔬菜，初秋甘藍適合基隆種植，發芽率高，作物也容

易收成。中秋前後是育苗的最佳時機，播種時要注意發芽溫度，通常

兩三天就可發芽。苗盤先放室內通風的地方，待發芽再放在室外，也

要注意大雨苗土流失。 

(3)播種時種子不要放入太深，太深時苗莖徒長會因而消耗胚芽養分。 

(4)培育大苗減低蟲害。要培大苗，待本葉長出兩葉之後，每週給予二至

三粒有機肥，提供生長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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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發芽率高的盆苗，可用筷子挑出多餘的小苗，小心取出儘量不要斷根，

並移植至未發芽的軟盆內。培養土土量不多，隨時保持溼度。 

(6)培育一千株高麗菜苗，除自用外並分送社區及鄰近學校。 

(三)第三次作業組會議記錄 

1、開會日期：108年 9月 18日 

2、中心議題：移植袋育土與基肥施作。 

3、主席報告： 

(1)經過十天，高麗菜苗已冒出本葉二葉，小苗順利成長。 

(2)未來一個月，利用課餘完成移植袋育土的工作。 

(3)土耕區因操場更新工程，暫停施作。到操場取土，要由師長帶領方可

進行。 

4、結論摘要： 

(1)移植袋育土與基肥施作，1/4泥炭土、3/4一般土、一抔有機肥育成

一袋土。 

(2)預計完成一百五十袋土。 

(3)四至六年級，一人一袋栽培高麗菜，低年級由高年級幫忙完成。 

(4)學校操場旁的黃土具黏性，混入培養土可以減少黏性，並增加土壤保

濕。 

(5)為了加速變成壤土是可以混入泥炭土，但以 1/4為限，因為培養土一

包近千元以避免浪費。混土要均勻，不要有結塊的黃土。 

(6)土壤中石頭不少，儘量挑除。有時是土塊，只要捏碎即可。 

(7)每袋加入一抔有機肥，均勻混入，避免未來植入菜苗時造成肥傷。 

(8)每袋土集中在綠操場左側空地及幼兒園遊樂區右側空地，依序排放

整齊。 

(9)移植袋具有良好的排水性，可過濾土壤減少土壤流失到水泥地面。 

(四)第四次作業組會議記錄 

1、開會日期：108年 10月 16日 

2、中心議題：高麗菜定植 

3、主席報告： 

(1)移植袋育土一百六十八袋。 

(2)高麗菜苗生長良好，已可定植施作。 

4、結論摘要： 

(1)為了推廣移植袋種植，試範以綠操場水泥地為種植區。 

(2)高麗菜育苗千株，除自用與分享鄰校的菜苗，剩餘部分種植在操場

262



旁的田地。 

(3)田地定植洞相隔六十公分種植一株，移植袋一袋一株。 

(4)定植取苗時，以食指與中指的縫隙夾住菜苗後，翻倒取出菜苗埋入

土裡。 

(5)放入洞時，小心盆土散開傷害根系。第一次澆水要澆透，水要溢流

出移植袋外。 

(五)第五次作業組會議記錄 

1、開會日期：108年 11月 06日 

2、中心議題：蟲害、追肥與採收 

3、主席報告： 

(1)高麗菜葉長至 20公分寬。 

(2)移植袋之間的距離相隔 30公分寬。 

(3)會中討論蟲害的問題。 

4、結論摘要： 

(1)已出現蟲害，沒有抓蟲或不敢抓蟲的菜袋，綠手指成員要幫忙抓蟲。 

(2)初期噴蘇力菌防毛蟲，看見蟲卵及蚜蟲立即清除。 

(3)抓蟲常忽略了潛葉蛾及葉背下的蚜蟲，抓蟲時要留意。 

(4)觀察蟲蹤，少部分袋苗的菜心部位已有毛蟲入侵，特別要注意，若沒

清除，會嚴重影響作物生長。 

(5)翻起葉面找蟲時，頭要低，不要過度翻起，而使葉脈斷裂。 

(6)施肥要在根系周圍淺挖小洞，埋入有機肥粒肥。 

(7)割取高麗菜，留下外葉，中心部位會再長出高麗菜嬰，可食用。 

(六)第六次作業組會議記錄 

1、開會日期：109年 3月 4日 

2、中心議題：移植袋育土與基肥施作 

3、主席報告： 

(1)上次耕作的移植袋，土壤已硬化，翻過後才能再次使用。 

(2)此次種植玉米，目前能用的移植袋數量不足，要補足。 

(3)作物以四個月為栽培期，在三月初完成育苗並栽種，預計於六月上旬

採收 

(4)採收的作物大部分供做學校營養午餐加菜用，一部分做為獎勵品，讓

同學帶回家與家長分享。 

4、結論摘要： 

(1)移植袋增加一百袋，五、六年級各認領育土五十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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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候轉暖時，預計三月初進行培玉米苗工作。上期耕作之移植袋，翻

土再放入一杯有機肥。 

(3)舊移植袋內土壤已完成土壤篩選，只要再加入有機肥即能再度種植。 

(4)移植袋內若發現有粒狀土壤，像糞便的東西，就可能是雞母蟲的排泄

物，要把移植袋內的雞母蟲抓除。 

(5)移植袋內也會有馬陸，看見也要丟棄。 

(6)玉米為當季作物比較少病蟲害，作物栽培將以種植水果玉米為主，其

它作物為輔；利用耕種課由高年級學生一起整地、施肥。 

(7)三至四週內完成整地的工作才能在四月初進行定植作業。 

(七)第七次作業組會議記錄 

1、開會日期：109年 3月 18日 

2、中心議題：玉米培苗 

3、主席報告： 

(1)選定春耕玉米栽培品種。 

(2)玉米苗今年培育千株，自用及分送鄰近學校。 

(3)會中討論玉米種子是採直播或是軟盆栽培施作。 

4、結論摘要： 

(1)依基隆地區，水果玉米比糯米玉米好種，這期耕作，選定水果玉米種

植。 

(2)玉米直播或培苗後再定植皆可行，避免生長速度不一，及考量玉米株

同時間受粉，採用軟盆培苗再定植於田畦及移植袋中。 

(3)玉米定植可方便取其株距，也可避免直播不發芽的情形發生。 

(4)有了上回栽培的經驗，無多餘的小苗可補種。這次要多培些玉米苗，

以防小苗被夜盜蛾啃食。 

(5)同學愛吃玉米，六月午餐加菜每人一根。自種五百株，其餘分送伙伴

學校。 

(6)種植期間要注意玉米螟蛾及蚜蟲。 

(7)玉米種子外表有一層藥粉，防霉用，種植前泡水一小時讓種子吸收水

分後，再種植。 

(8)軟盆土七分滿，本葉兩片時放入兩三粒有機肥，再覆土至九分滿。 

(9)田耕追肥於根部外圍，可放在四株之間，避免爛根。移植袋則在主根

的外圍施作。 

(八)第八次作業組會議記錄 

1、開會日期：109年 4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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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心議題：玉米定植與追肥 

3、主席報告： 

(1)玉米苗生長茁壯，已可以定植於田畦及移植袋中。玉米定植株距 50

公分。 

(2)整地工作已初步完成八畦。 

(3)會中討論未來一個月施作的工作內容。 

4、結論摘要： 

(1)定植工作交由高年級施作。 

(2)中年級負責澆水。 

(3)綠手指團員指導中年級負責追肥，玉米生長快，半個月追肥一次。 

(4)從穴盆中取出小苗時，中、食指夾住莖部倒放，利用重力分離苗盆或

旋轉苗盆取出幼苗，禁止直拔傷根。 

(5)玉米將會長至 2公尺高，為了要有充足的陽光，株距間隔約 50公分，

一畦約種 40株玉米苗。 

(6)移植袋一袋一株。 

(7)生長期會遇上梅雨季，要雨及強風會軟化土層，使植株傾倒。玉米莖

節處會再長出支持根，但大部分根系入土不深，可在支幹四周圍培土

以強化支持根的抓地力。玉米除了強風，也會因為雨土鬆軟加快傾倒，

可利用繩索將外圍固定，利用株與株之間的拉力取得平衡。 

(8)玉米近土壤處長出的側枝會分散養分，要摘除。若不拔除，長出的玉

米苞葉生長不齊全，頂部冒出零散的玉米粒。 

(九)第九次作業組會議記錄 

1、開會日期：109年 5月 6日 

2、中心議題：玉米蟲害、疏果與採收 

3、主席報告： 

(1)玉米目前出現的蟲害有蚜蟲、玉米螟蛾，種植後期要注意除蟲。 

(2)五月初起，玉米株的雌花陸續長出，由指導老師協同學生摘除，取出

玉米筍後可生食。玉米疏果只留一雌穗，讓果實飽滿。 

(3)預計五月底六月初收成。 

(4)近日發現雄花長有蚜蟲，有快速蔓延的趨勢；除了蚜蟲，也發現玉米

螟蛾鑽入玉米苞葉啃食玉米鬚。 

4、結論摘要： 

(1)之前玉米株發現蚜蟲時，並不多，嘗試用辣椒水驅蟲，可得到舒緩。

近日一下子大量生長，噴了但跑到隔壁株，效果實在有限，可改用窄

域油噴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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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日派兩人巡視玉米田，找一找玉米苞葉外的玉米鬚是否有被玉米

螟蛾或夜盜蛾啃食的痕跡，取出害蟲。 

(3)雄穗開花比雌花吐絲早個三至五天。玉米鬚是玉米的花柱，捕捉風傳

遞過來的花粉，因此雄蕊必須產生大量的小花粉散播在空氣中，好讓

雌花能夠授粉。一根花鬚代表一粒玉米粒，花粉黏在柱頭上進行授粉，

才能結出一粒粒飽滿的玉米粒。 

(4)疏果有利於集中養分讓玉米飽滿，疏果要即早免得玉米筍過大而老

化。玉米雌穗留最上面的一根，受粉會比較容易。 

(5)為了不讓養分過度分散，便將雌花尚未受粉的細小果穗，即為俗稱的

「玉米筍」。 

(6)雄蕊陸續開花，蚜蟲危害深的可嘗試直接摘除，避免快速蔓延。 

七、學生作業記錄簿 

(一)陳睿宇作業記錄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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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計畫名稱：袋袋相傳—高麗菜 

2、動機：去年種的高麗菜，居然比同學還要小，今年我一定要比同學大。

有了上次的種植經驗，對高麗菜並不陌生，這次我一定能成功種

出最大高麗菜。 

3、作業過程記錄： 

108年 9月 4日，綜合課上完進度，老師帶領我們去育苗。種子很小，

一一的放進育苗盆內，端盤有 28孔，可以放 28盆。大家都弄好了，接著

澆水，也指派同學輪流澆水。有鑑於去年種植高麗菜苗還未大時，即種入

移植袋中，很快被毛蟲或蝸牛啃食一空，此次我們決定小苗長到本葉四葉

才定植於移植袋中。怕苗還小被蟲吃，我們把苗盤放置蚊帳內讓它繼續長。 

108年 9月 25日，移植袋數量不足，高年級的土要自己弄新的，上次

移植袋留給低年級。我們利用學習的空檔到操場挖土。使用直徑長一尺的

移植袋，土壤比例為四分之一泥炭土、四分之三黃土及一杯有機肥，混合

於移植袋中。土壤必須很鬆，才能保水，而且根系才能充分生長。土壤中

我還挖到雞母蟲，我把它丟掉，以免吃我的菜根。 

108 年 10 月 9 日，高麗菜葉子長出四葉大，我才把苗定植在移植袋

中。盆土不能太溼，不然倒放取苗時土壤會鬆開，根抓不緊土，不好取出

小苗。在種植期間，只要看見蟲洞立刻抓除小毛蟲，啃食範圍不大，但蚱

蜢吃了就跑，就很難預防，偶爾也會看見蚜蟲在葉背下，一不留意就迅速

繁衍。作業組成員天天巡視菜園，班級部分學生就比較零散來照顧，我們

一邊除蟲一邊施肥，把有機肥放入袋中四周，提供足夠的養分才能讓高麗

菜長得更快。 

108年 11月 6日，今天在找蟲的同時，也加入一些有機肥，記得上次

施肥已是一個月前。土因乾燥有點下陷，我還在有機肥的上面加了一些土

壤避免機肥曝露在空氣中。明明有澆水，陽光也沒有很大，土壤就是很乾。

這次蟲不多，肉眼察覺不出來了，再仔細看有幾粒很小很小的黃白色小粒，

原來牠是毛蟲的卵。 

108年 11月 13日，高麗菜外葉長很大，約有 30公分，中心葉子開始

往內包心，再過不久應該就能收成了。這時的高麗菜太大了，發現澆水困

難，澆水就會流出袋外，之前土壤很乾，是因為葉子太大長出袋外，無法

澆到袋內，所以都要翻開外葉才能順利澆水。毛蟲雖然不大會啃食到葉心

內，但一週沒抓蟲還是很肥的，看見葉面洞越來越大，蟲糞也大，表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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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蟲營養葉遲早會吃光，有時還會有潛葉蠅幼蟲出現，所以我就很努力的

抓蟲。 

109年 1月 20日，基隆多雨陽光少，到了學期末老師說高麗菜夠大了

可以採收了，算算日子，我們也種了五個月，可真久!老師教我們割除的方

法留下外棄，因為中心部位會長出高麗菜嬰，熱炒很好吃，真沒想到，今

天也第一次看到採收後的剩餘價值-高麗菜嬰，植物的生命力真是好神奇! 

4、作業成果檢討： 

(1)校園設置多水泥化地面，想找塊閒置的綠地來種菜相當不容易，可利用

移植袋來種植蔬菜，效果很好。 

(2)移植袋是不織布材質，透水性佳又可防止土壤從洞底滲出、蚯蚓爬出，

而且搬動容易，也不會弄髒地面。它也有缺點，一袋一株，起初種植需

要大量耗費購買成本。 

(3)移植袋直徑長一尺，泥土量夠一株高麗菜成長。其中，土壤的比例為：

1/4泥炭土、3/4一般土。第一次裝土比較累，須篩土、除草根；第二

次種植只須翻土並加入有機肥，就可以再度使用。 

(4)徑寬 30CM 的移植袋，高如 2M 的玉米或寬如 50CM 的高麗菜皆適合種

植。 

(5)葉片還小，毛蟲啃食速度慢，一發現有蟲洞，立刻翻開葉下清除蟲及蟲

卵。 

(6)高麗菜在葉子超出移植袋寬度時，澆水不易，要稍微將外葉掀起，再將

水灌入移植袋中。 

(7)十月秋老虎，陽光很強烈，移植袋土壤溼度不夠，早晚要多澆一次水，

並要澆透。 

(8)高麗菜 11月中旬才開始包心，包心加天冷，毛蟲就不會啃到菜心。 

(9)高麗菜種植期間，噴「蘇力菌」可以有效防治毛蟲，但雨天效果就很差。 

(10)葉下有時會有蚜蟲，也要捏死，不然蚜蟲繁殖快，影響葉子健康。 

(11)高麗菜自去年 9月初播種到今年 1月下旬採收第一顆，成長期足足有

5 個月。在基隆要種高麗菜並不容易，排除病蟲害，基隆地區冬天雨

多、陽光少，成長慢成了最大的困擾。 

(二)黃瑞龍作業記錄簿 

1、計畫名稱：袋袋相傳—高麗菜 

2、動機：晚餐媽媽最常炒的青菜就是高麗菜，我也喜歡吃。以前常聽老師說

高麗菜只要包心就不怕蟲，照顧起來比其它十字花科的蔬菜還要好

種，真的是這樣的話，所以今年又再次種高麗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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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業過程記錄： 

108 年 9 月 5 日，九月是秋耕的好季節，我們利用綜合課育苗。有育

苗盆、28孔端盤、培養土，挖小孔播了種子後再澆水。才一天，種子就破

殼看見芽眼，真是快！有鑑於甚少抓蟲的學校，因此培育成大苗才分送各

校定植。為何培大苗，一來是用二吋盆土足以育大苗，二來啃食比例。毛

蟲越小食量相對小，發覺葉面有小洞抓它還不至於吃光，無害於高麗菜成

長。若能讓葉洞變不見，那毛蟲肯定成大蟲了。 

108年 10月 9日，十字花科為雙子葉植物，一出芽有兩片葉，稱為雙

子葉。第三葉就是本葉，發現有本葉，根已漸長，此時就可以施給少量的

肥料。育苗土是培養土，沒有肥分、土壤乾淨，用來增加發芽率。我通常

是塞二至三粒肥至莖幹外緣的土壤中。若大量培苗，我就比較沒時間如此

做，先放一半土，本葉出來了，放肥料，再加土至八分滿。為何要那麼麻

煩培苗，農家是不育苗的，買小苗大量定植。是因為大家不是農夫，不是

種來賣的，有機種植是給自己吃。不灑農藥蟲又多，只好育大苗才定植了。

定植是取距離種植菜苗的一種方法，優點是可選良苗，距離固定，與撒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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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不同。 

108年 11月 6日，高麗菜子葉的莖較長，約 5公分，莖粗可直立。待

本葉長出，莖節就不大，不大於 1公分，本葉會快速變寬大。當子葉不能

挺立，表示陽光不足；本葉莖節大，表示陽光不足、土壤肥分少。種植初

期最怕毛蟲，所以我們是培育大苗才定植在移植袋中，避免一下子就被啃

光，更要避免毛蟲吃到菜心，想救也救不了，真是考驗著我們的眼力來抓

蟲。我們也會噴些蘇力菌來防治蟲咬，效果很好。缺點是一下雨，效果就

會變得很差。 

108 年 11 月 13 日，冬天毛蟲少了，天氣冷，葉子也包起來了，我想

蟲就不會吃到葉心裡面去，外葉大且厚不怕吃，照顧起來就輕鬆多了。有

次高麗菜長太大了，裂開了，校長問說誰破壞了？問了老師才知，高麗菜

要開花了，花苞在內部成長，壓迫的力道把外葉撐破了。高麗菜葉子長在

裡面，一層一層包覆起來。要不是切開過，很難想像葉子的功力。 

109 年 1 月 20 日，移植袋種植，9 月初播種、1 月底才能陸續收成，

成長期約 5個月，是因為基隆冬天為雨季、陽光少，生長比較緩慢。快放

寒假我們才採收高麗菜，長得真慢！因為是有機，我又再一次嚐試生吃高

麗菜，一開始我還有點怕，能吃嗎？吃了才知好吃，原來種菜是那麼好玩

的一件事。我們割除的時候並沒有全割除，留了幾片外葉，因為老師說還

會長出高麗菜嬰可以繼續採收來吃，真是期待！ 

4、作業成果檢討：與陳睿宇同組。 

(三)陳昱璇作業記錄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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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計畫名稱：袋袋相傳—玉米 

2、動機：我喜歡玉米，同學也喜歡，老師又說玉米很好種，所以每到下學

期，我就期待再次種玉米。每次種植玉米，它長得很快，一下子

比我還要高了，把它養大很容易。 

3、作業過程記錄： 

109 年 3 月 5 日，綜合課，老師帶領我們一起播種玉米，我們將培養

土放入黑色軟盆中，裝了 28小盆，一一放在育苗盤內。我用手指在土壤上

面戳一個小洞，再將玉米種子一顆一顆放到黑色的軟盆內，再把 28 孔育

苗盤再放入端盤內。之後我們這組總共弄好了 3盤，每次育苗都很多，因

為我們要送人，老師請我們多種一點好拿去分享給其它學校。澆水器不多，

我請同學幫忙澆水，期待它快點發芽。我問老師：「為什麼要用培養土育苗

呢？」老師回我說：「培養土很乾淨，沒有肥分，播種可以提高發芽率。而

且，等小芽長出後，等它有點大了，也方便我們種在移植袋中，一袋一株，

不會浪費種子。」 

109年 3月 19日，在玉米苗成長期間的空檔是育土的時間，我們利用

綜合課將移植袋中的土壤弄鬆，加入有機肥。鏟一鏟，土量變多了，原來

土變硬是土壤空隙少，鬆土可增加土壤中的空氣含量，也會讓根快速的生

長。這次只要鬆土，把上期種的移植袋加入有機肥就可以再次使用。 

109年 4月 2日，玉米 3月播種、4月定植、5月底收成，成長期約 3

個月。同學拿了一盤苗，分送給我們種植。苗有四片葉子了，看起來還很

細小。我小心翼翼的倒放，怕把玉米苗給弄斷了。挖了一個小洞，將玉米

苗埋入土裡。老師說下雨天不用澆水，艷陽天，早晚要各澆一次水。我與

另一同學輪流，一人早上，一人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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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 4月 16日，天氣熱，土一下子就乾了，讓我一下課就要去看看

土壤乾了沒？澆水，花我很多時間，因為我還幫同學澆。若我沒空時，要

好的同學也會幫我澆水。今天發現我的玉米葉子有啃咬的痕跡，顏色是綠

色的菜蟲，還真不好抓。 

109 年 5 月 7 日，雄花發育未開花時，雌穗已悄悄在葉腋處生長，玉

米一株約長 3~5根玉米穗，尚未受粉摘除的雌穗稱為「玉米筍」。為了集中

養分，玉米一株只成長一個滿穗的玉米雌穗，其它當玉米筍食用，可生吃，

甜而回甘。摘除時，左手握住葉腋處不動，右手握住玉米筍往下扳開，葉

子雖裂開，不分離葉而從中取出玉米筍，有點難度，雖然葉子斷了，可多

得幾次經驗值。玉米筍要趁玉米鬚冒出 1~2cm時即摘，可保持甜度。根莖

處少部分植株會長出側莖，一律摘除，它是無用的，不是葉多養分多，反

而是分散養分。 

109 年 6 月 4 日，玉米雌雄同株，異花受粉，一根玉米雌穗有數量眾

多的玉米鬚，要大量受粉才能飽穗不缺牙。種植期間，最討厭的蟲害是蚜

蟲，一不注意，雄蕊及莖幹上滿滿是蚜蟲，有的多達上千隻，真是可怕！

此時玉米螟蛾幼蠱也出現了，最常在玉米鬚上啃食，有時吃到裡面去了。

因為不用農藥，我們都是用抓的方式除蟲。 

六月初玉米穗上的玉米鬚開始變成褐色，連基部外露的部分也成褐色

時，輕壓頂部呈現結實狀時即可採收。辛苦三個月，終於可以好好享受美

味的果實，品嚐後相信大家一定會被剛摘玉米的Ｑ彈所著迷，隔年還想栽

種玉米。 

4、作業成果檢討： 

(1)玉米一般會長到 2公尺高，葉子寬而長，表面長著細毛。鬚根是它的地

下根，但莖節上也會長出支持根來，避免大風一來傾倒。 

(2)玉米雄花生於植株的頂端；雌花生於植株中部的葉腋，都容易有蚜蟲出

現。玉米的雄花若發生非常嚴重蚜蟲害時，雖然附近也有瓢蟲出現，但

是來不及吃牠，只好將雄蕊摘除，大量栽培時，可靠鄰花受粉。 

(3)玉米在開花階段，若遇雨季，雨水讓花粉沾粘，受粉不均，嚴重時不易

受粉，熟成後造成無玉米粒情形，所以會發生缺牙情形。此時若遇晴天

時，可利用較晚開花的雄蕊，進行人工受粉。 

(4)雄穗開花一般比雌花吐絲早個三至五天。玉米鬚是玉米的花柱，主要用

來捕捉風傳遞過來的花粉，因此雄蕊必須產生大量的小花粉散播在空

氣中，好讓雌花能夠授粉。一旦授粉就會在花柱中伸展出花粉管，將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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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運送到胚珠完成授粉的動作。 

(5)為了不讓養分過度分散，將雌花尚未受粉的細小果穗，即為俗稱的「玉

米筍」拔起採收，疏果的同時又能食用。玉米筍與甜玉米不同的是：玉

米筍連籽帶穗一同食用，不像甜玉米我們只食用嫩籽的部分。 

(四)黃羽堂作業記錄簿 

 

 

1、計畫名稱：袋袋相傳—玉米 

2、動機：有了兩年種植蔬菜的經驗，對玉米種植也有相當的認識。每回午

餐玉米排骨湯，同學最想撈湯裡玉米吃。我想利用移植袋種植玉

米，這樣我就可以吃更多的玉米。 

3、作業過程記錄： 

109 年 3 月 5 日，二月底三月初，天一放晴氣溫上升時，就是播種的

好時機。今天我跟同學一起播種玉米，我們為了提高發芽率，使用泥炭土

來育種。我將玉米種子放到黑色的軟盆內，再放入 28 孔端育苗盤內。澆

水，等待發芽。 

老師告訴我們，要每日來看土壤有沒有乾，乾了要再澆水，避免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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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了發不了芽。我問老師為什麼要那麼麻煩播種在小盆子裡，不直接種在

移植袋內？後來才知道，玉米種子有點貴，老師怕我們撒太多，一袋土只

種一株玉米，種子太多發芽的苗，很浪費。這次我們的動作很快，一下子

就弄好一盤，一盤有 28盆，除了自己種外，我們還要送給其它學校種，才

會培那麼多小苗。 

109年 3月 25日，趁著玉米苗還沒長大，今天我們拿上次種的移植袋

來種玉米，移植袋有一尺寬。它之前土壤的比例是：1/4泥炭土、3/4一般

土。經過一季的種植，土壤變少了，老師卻說是土變硬了，只要鬆土，土

壤就會變高變多；土壤鬆軟富含空氣，可以讓根充分的生長，所以我把移

植袋的土弄的很膨鬆，又加了一杯有機肥。期待這些泥土量及養分足夠一

株玉米成長。四至六年級學生利用綜合課育土，將調配好的土壤裝近移植

袋中。 

109 年 4 月 1 日，今天我們將玉米苗定植於袋中，一袋一株，很難想

像它可以長大到兩公尺高。玉米三月播種、四月定植、五月追肥、六月收

成，生長期約 90天。同學與我，一人拿一盆苗，用食指與中指輕輕夾住玉

米苗，倒放就可以分離苗盆。取出後，在移植袋的土壤中間挖一個洞，埋

入玉米苗。第一次澆水要澆透，讓水溢出袋外。 

109 年 4 月 22 日，近期只要澆水，玉米就會長大，葉子不會捲曲缺

水。初期會有夜盜蛾啃食，隔天看見玉米桿斷了兩節，此時補苗就可解決。

雜草不用急著拔，趁晴天時，早上用小鏟子的側面在表土刮一刮，到了下

午，那些雜草不多久就被陽光曬乾。 

109 年 5 月 6 日，五月初雄花在植株頂端冒出，我又加了一杯肥料。

此時也要防止蚜蟲開始危害雄花，老師教我們預先用防蟲貼紙防治會飛的

蚜蟲；若是螞蟻搬來的，用窄域油，使蚜蟲不能呼吸，導致窒息而死亡；

因為蚜蟲行動力低，若用水柱沖也能減緩繁殖，狠一點就把雄花摘除，此

時只能靠鄰株受粉。不要用農藥，只好辛苦抓蟲。玉米是風媒花，一根玉

米鬚受粉生成一顆玉米粒，玉米大量栽種有利於受粉，若受粉不全，會有

缺牙的情形發生。五月也是梅雨季，最忌受粉時下雨，只能看老天爺賞臉

了。玉米能長到二公尺高，也怕下雨土軟、強風倒，莖節末端長出的支持

根，也無法防止傾斜。一旦歪斜，可用培土加強、外圍綁繩固定植株。玉

米穗一個月內就能熟成，此時夜盜蟲又發現了，牠會爬到玉米穗吃玉米鬚，

不夠吃時會鑽進穗苞裡；一時不查發現玉米鬚不見了，就要把外苞片剝開

抓出毛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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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 5月 29日，五月初始見雄穗冒出，相隔一週就看見雌穗，才過

一天玉米鬚就冒出頭，可見玉米成長迅速。我們採用一株一根玉米穗的栽

培法，其餘玉米穗都當作玉米筍採收，以前我還以為玉米與玉米筍是不同

品種的作物呢！玉米從種稙到採收，共花了三個月，五月才初見雄穗，短

短一個月雌穗就授粉變飽滿，最後一個月成長速度真快。採收時全體動員，

拔玉米的感覺很有成就感，同學們都爭先鑽入玉米田內尋寶，採收量很嚇

人，滿滿三大盆，足夠全校一人一根玉米，當天廚房立刻蒸給我們吃，當

成營養午餐加菜，咬下去彈牙多汁，很甜很有幸福感。 

4、作業成果檢討：與陳昱璇同組。 

(四)卜韋淳、陳綉蓁作業記錄簿 

 

 

1、計畫名稱：蚓菜共生系統 

2、動機：蚓菜共生系統是學校三樓空中花園的蔬菜種植區，除了移植袋種

植，我還選擇蚓菜共生系統的維護工作。因為有一半以上維護的

工作是老師做的，只要需當個小幫手，協助種當季的作物，就可

以等待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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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業過程記錄： 

109年 3月 10日，兩週前老師買了絲瓜苗，我們將它種在移植袋內，

並放了一根竹竿讓它攀爬。它很小，長的並沒有很快。兩週才長到 20 公

分，老師說苗小，加上陽光少所以長不快。我偷施了一點肥，希望它快點

長大。除了照顧絲瓜苗，例行工作就是清掃百香果的落葉。去年是番茄棚、

今年是百香果棚，花還沒有開。倒是木瓜樹上的母花開很多，結了小小的

果實。 

109年 4月 15日，絲瓜越長越快，長到一個人高。老師說它的莖幹很

粗纖維化，蝸牛應該不愛啃了，於是老師用剪刀把移植袋底部剪空，移植

袋很重，我抬不動，我幫老師扶著竹竿，老師將移植袋放在蚓菜共生的土

耕區，如此才能繼續長根到下面的土裡。百香果是去年種到現在，瓜棚都

是它的地盤，接著老師從百香果葉縫中撥開，讓我拿板凳墊腳嘗試把竹竿

綁在柱子上固定，再把絲瓜的藤蔓從洞口放在瓜棚上面，讓它繼續攀爬，

獲得充分的陽光。老師安慰我說，今年的絲瓜會長，但不會比去年好，因

為百香果先入為主，太茂盛了，絲瓜長不贏。百香果的果實更大了，還是

很綠，但結的果實更多，很難數，我猜有一百多粒，老師也同意。木瓜果

實結實纍纍，感覺越來越胖。還是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紅。 

109 年 4 月 29 日，天氣幾天放晴，絲瓜苗一下子長到了 75 公分，上

部的莖幹有點下垂，我用繩子綁，幫它固定在竹竿上。天氣晴，植物都有

很大的變化，連百香果都開花了，白色的花中心是紫色的，有很多鬚鬚，

長得很奇特。有些果實沒授粉就掉果了，有些結了綠色外皮的小果實。木

瓜很大，還是沒紅，我還沒觀察它就長得很高，現在更高了。 

109年 5月 13日，前陣子絲瓜開花了，黃色的花，問了老師才知是公

花。老師叫我找一找，說母花長得不一樣，花萼下有綠綠長長的小絲瓜才

是母花。雖然現在會分辨公花母花，但一直都掉果。又問了老師，老師才

說沒授粉才會掉果。老師教我拔掉公花，在母花的花柱上抹一抹，人工授

粉要在中午前完成，結果率才會高。百花果有幾顆開始變色了，有點紫。

老師說還不能摘，等它全變紫才能摘。木瓜雖綠還是透露出有點橙紅色，

老師把它摘了下來。我說它還是有點綠啊！老師卻說等它紅就先被鳥吃了，

拔下來放著等它全紅。 

109年 5月 20日，木瓜全紅了，真的好吃，是新鮮的好吃，還是因為

是我辛苦照顧才覺得好吃？部分百香果全紫了，我把它拔了下來，要吃時，

老師叫我們暫緩？這又為什麼呢？原來要等到皮有點皺了，果皮內的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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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吸回果肉時，才會有水分，才好吃。最早受粉的絲瓜兩週多就很大了，

老師說忘了拔了現在太老了，也拔了一條年輕的。拿回家給媽媽煮，媽媽

一看就說太老了，皮沒有顆粒，也太輕空心了，一切開真的空心；另一條，

雖然比較小，但切開很緊實厚重，我現在會分辦何時可以摘。 

109年 5月 27日，百香果終於等到它皮皺了，切開很有水分；我也切

開皮沒有皺的百香果，真的沒有水分，種子還黏在內皮上。瓜棚上百香果

的葉子太密了，絲瓜都藏在棚架上，真不好找，不像去年都是垂下來的，

一看就知道在哪裡。絲瓜很好吃，媽媽叫我多拔幾條回家煮，還直誇女兒

種的是最好吃的。 

109 年 6 月 3 日，蚓菜共生系統是校外的人常來參觀的地方，總是被

那片綠意盎然的棚架所吸引。怎麼會有那麼高大的木瓜？怎麼會結出那麼

多的番茄、絲瓜？一開始，我也不大懂，後來才知，蚯蚓會吃菜，吃了菜

會拉屎，屎變成植物的養分，不用施肥也能種出肥美的蔬果。但這兩年不

能種了，因為生廚餘中藏了蝸牛及馬陸的卵，潮溼的環境，一下子變成了

牠們的溫床，繁殖太多蝸牛及馬陸，吃掉我們種的所有幼苗，於是蚓菜共

生系統只剩下蝸牛不愛吃的木瓜及百香果。絲瓜、番茄，我們只能先種在

移植袋，等莖幹表皮木質化了，在移植袋下挖洞，才能放入在土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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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食農教育實作教學 

本章探討小學階段可行的食農教育實作，分為育苗、育土、春耕、秋耕、蚓

菜共生實作。教學不傾向於專業農法施作，而是正常教學之餘師生能做的來的、

可推行各校的方法，學校端沒有成本效益，目的變簡單了，不管有沒有收成，從

操作過程中去觀察與體驗學習。 

第一節 育苗 

農耕使用的菜苗分三類，一是從市面上購買的菜苗，包括：南瓜、聖女番茄、

辣椒、九層塔。二是使用種子穴播及撒播，包括：空心菜、萵苣的種子。三是教

導學生育苗，包括：高麗菜、青花菜、玉米。為何要那麼麻煩自行培苗？農家生

產分工是不育苗的，買菜苗大量定植栽種，市面菜苗有沒有灑農藥不得而知？幼

苗蟲多，只好自行育大苗定植。教導學生育苗，也是讓學生全程體驗學習，種子

到結果的生長過程都是由學生親自完成。考量作物栽培季節適宜性，及成長時間

定為一學期，選擇發芽率高、種子夠大、一日照顧時間短，在歷年經驗相較之下，

玉米及高麗菜具有此特性，成了育苗的標的。定植的目的是育苗取距離種植的一

種方法，優點是可選苗，取距離，與撒播、直播不同。 

為何高麗菜要培大苗？有鑑於種植初期，伙伴學校甚少抓蟲，兩三天沒巡田，

菜苗一下子就被吃光了。因此培育成大苗才分送各校定植。一來是用二吋盆土足

以育大苗，二來啃食比例。毛蟲越小食量相對小，發覺葉面有小洞抓它還不至於

吃光，無害於高麗菜成長。若能讓葉洞變不見，那毛蟲肯定成大蟲了。 

高麗菜是十字花科，一出芽有兩片葉，稱為雙子葉。第三葉就是本葉，發現

有本葉，根已漸長，此時就可以施少量的肥料。育苗土是培養土，沒有肥分、土

壤乾淨，用來增加發芽率。通常是塞二至三粒有機粒肥至莖幹外緣的土壤中。若

大量培苗，我就比較沒時間如此做，先放一半土，本葉出來了，放肥料，再加土

至八分滿。當本葉有五至六片葉時，葉面大就可定植於田裡或移植袋中。育大苗

還有個好處，育苗至定植有一個用的空檔，此時可以利用這段日子，趕快把田畦

耕好，或把移植袋準備多袋，方便日後的定植工作。 

 
育苗教學簡案 

任教領域：彈性領域 授課年級：中年級 

單元名稱：培苗教學 授課日期：109年 9月 

單元節數： 2 節 編 寫 者：吳明德 

一、課程綱要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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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與生活科技： 
2-1-2-1選定某一植物，做持續性的觀察，並學習登錄其間發生的大事件。察覺植物會成

長，察覺不同植物各具特徵，可資辨認。注意到植物生長需要土地、陽光及水分等
良好的環境。 

2-2-2-1實地種植一種植物，並彼此交換經驗。藉此栽種知道植物各有其特殊的構造，學
習安排日照、提供水分、溶製肥料、選擇土壤等種植的技術。 

2-3-2-1察覺植物根、莖、葉、花、果、種子功能。照光、溫度、溼度、土壤影響植物的
生活，不同棲息地適應下來的植物也各不相同。發現植物繁殖的方法有許多種。 

二、單元學習目標 

主要概念（Big Ideas） 

1. 能了解培苗的工具的功用。 

2. 能了解培苗的好處。 

3. 能運用並操作培苗的工具。 

4. 苗盤能擺放適當位置。 

5. 能適度給予澆水。 

關鍵問題（Essential  Questions） 

1. 培苗的工具有哪些？ 

2. 為什麼要培苗？其優點為何？ 

3. 怎樣培苗？其步驟有哪些? 

4. 苗盤放哪裡比較好? 

5. 水要怎麼澆？何時澆？ 

三、教材脈絡分析 

 

 

 

 

 

 

 

 

 

 

 

 

 

 

四、本單元各節次學習活動設計的重點 

節次 時間 學習重點 

第一節 
20分 

1. 能了解培苗的工具的功用。 

2. 能了解培苗的好處。 

30分 3. 能運用並操作培苗的工具。 

第二節 
10分 4. 苗盤能擺放適當位置。 

管理 定植 

材料：種子、穴盤、培養土 

培苗概念 

發芽率 育苗 

健康的小苗 

定植於田地 

成長 

培苗教學 

279



5. 能適度給予澆水。 

五、本單元學習活動設計 

第一節(前半) 

教學 

目標 

1. 能了解培苗的工具的功用。 

2. 能了解培苗的好處。 

關鍵 

問題 

1. 培苗的工具有哪些？ 

2. 為什麼要培苗？其優點為何？ 

流程 重點 內容 

教學 

實施 

1-1 準備培苗工具，包括

培養土、種子、穴盤

(穴盆)，分組操作。 

1-2 認識蔬菜的種子。 

 

 

1-3 認識培養土的特性。 

 

 

 

1-4 認識穴盤及穴盆。 

 

 

 

2-1 了解培苗的目的。 

 

2-2 了解培苗的優點。 

 

2-3 了解定植的目的。 

1-1 一組 4或 6人，培養土放在大淺盆內，置在

桌面。種子分裝，每兩人一個穴盤(或每人

10個穴盆)。 

1-2 說明該種蔬菜栽種的季節、成長期及種子價

格。十字花科的蔬菜宜於秋耕，禾本科的玉

米及葫蘆科的瓜類宜於春耕。 

1-3 說明培養土的透氣性佳，且具有保水、衛生、

不含蟲卵、無雜菌等特性，且土壤 pH 值適

中，適用一般植物蔬果育種、栽種，對於小

苗的根系發育或種苗移植成功率都來的高。 

1-4 說明穴盤及穴盆育苗是利用穴盤容器來栽

培種苗，其優點是每株種苗的根系擁有獨立

的生長空間，移植成活率高且生育恢復生長

快速。 

2-1 說明培苗可以定量使用種子，增加發芽率，

也能方便日後育苗管理。 

2-2 說明培苗可以節省種子的使用量，也可以選

擇強壯的苗來種植。 

2-3 說明定植有別於不定向的撒播方式，可以取

固定距離植入菜苗，有利用於預留蔬菜生長

空間。 

總結 

A. 培苗時全使用培養土可提高發芽率。 

B. 集中育苗，提高栽培上的管理經營，健全小苗。 

C. 在育苗上對種子的消耗，點播比撒播更能節省種子。 

D. 小苗成長到本葉三至四葉時，即可放入田裡定植。 

E. 穴苗取用方便，能以適當距離栽種。 

第一節後半、第二節 

教學 

目標 

3. 能運用並操作培苗的工具。 

4. 苗盤能擺放適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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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能適度給予澆水。 

關鍵 

問題 

3. 怎樣培苗？其步驟有哪些? 

4. 苗盤放哪裡比較好? 

5. 水要怎麼澆？何時澆？ 

流程 重點 內容 

教學 

實施 

3-1 能浸泡種子及催芽 

(時間不允許可省略) 

 

 

 

3-2 能覆土於穴盤中 

 

3-3 能用小指輕挖小洞 

 

 

3-4 能將種子放入小洞 

 

3-5 能用薄土覆蓋種子 

 

4-1 能選擇陽光充足的地

點放置穴盤。 

 

5-1 能定時澆，保持穴盤

濕度。 

3-1 教學前先對種子進行浸種處理，浸種時間需

視作物種子的種皮結構而定，使每粒種子都

獲得足夠的水分提高發芽率。浸種後將種子

置於高濕度、無積水的容器中，保持濕度至

白色胚根露出完成催芽。 

3-2 將培養土平均覆蓋於穴盤中，輕壓後撫平多

餘的土。 

3-3 將穴盤的每一孔洞用中指輕壓出一小洞（約

一公分），將種子放入其中，若太深則芽莖

將會耗能量長出土面。 

3-4 輕輕將將種子一一放入小洞，以一排為基

準，避免跳放。 

3-5 輕抓一把培養土，覆蓋一層薄土於穴洞的種

子之上。 

4-1 培苗到定植時隔一個月，必須選擇一適當位

置擺放穴盤，最好是溫室栽培，直到菜苗茁

壯長至本葉有四葉，即可施行定植。 

5-1 育苗期間要保持濕度，讓菜苗在成長期得到

足夠的水分。避免下雨直淋打傷幼苗，或穴

盤積水以致幼苗爛根。尚未定植時，不需施

肥，避免肥傷，但可給予少量的液肥。 

總結 

A. 培養土能提供種子良好的生長環境，增加種子的發芽率。 

B. 穴盤對育苗具有一致性，方便定植，免除了直播發芽不良，減低了補種

的人力成本。 

C. 種子發芽成長，需要足夠的陽光與水分。 

D. 過多的水分及施給肥料會造成幼苗的爛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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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苗成果照 

  

圖片說明：高麗菜育苗。(2017.09.14) 圖片說明：玉米育苗。(2018.03.01) 

  

圖片說明：高麗菜育苗。(2018.09.04) 圖片說明：玉米育苗。(2019.03.05) 

  

圖片說明：高麗菜育苗。(2019.09.19) 圖片說明：玉米育苗。(2020.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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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苗成果照 

  

圖片說明：高麗菜小苗。(2020.09.19) 圖片說明：玉米苗。(2021.03.12) 

第二節 移植袋與育土 

移植袋採用直徑一尺寬，有提耳方便搬移。一尺袋的泥土重量，中年級學生

兩人就能合力輕易搬動。一尺袋的泥土量，經過四年的試種，足夠讓葉寬三十公

分的高麗菜，或株高兩公尺的玉米能夠營養成長。移植袋的土壤為混合土，校園

的土壤比較貧瘠，須篩土除去石頭、除雜草根，混土的比例為：四分之三校園黃

土、四分之一市售泥炭土、一杯有機肥(容量 250ML)。第一次裝土比較費時費力，

可交由高年級學生負責，約兩節課完成一袋土。第二次種植只須翻土並加入有機

肥，就可以再度使用。 

移植袋與塑膠花盆的差別，在於移植袋材質為不織布，透水性佳、底部不需

排水孔，澆水或下雨只會排出淡黃色的滲流水，其含土量極少。塑膠花盆材質易

受紫外線的影響而脆化、龜裂，或表層粉化有塑化劑殘留的疑慮，塑膠花盆底部

有一排水孔，滲流水會夾雜泥土在盆底外部形成積土；另外，久沒澆水土乾，盆

內的蚓蚯也會利用排水孔逃出。兩者相較，移植袋日後移除也能保持地面的清潔，

容易維持水泥地面的原貌。 

單單使用泥炭土（培養土）不可行，市售的泥炭土保水性佳，非常適合育苗，

但因其無肥分且乾燥後結塊變成吸水性極差，故種植土採用混合土。育土時，必

須將校園土塊弄鬆，並檢查學生個自的移植袋底部土是否均勻混合黃土與泥炭

土？土壤的鬆軟關係著日後作物的生長，土鬆根系發展快，根系強健能促進作物

快速的生長。育土的最後要加入有機肥，可混入有機基肥或粒肥，基肥是拌土時

加入充分混合，若局限一處，日後根系生長怕有肥傷問題。植物的根要呼吸，土

壤團粒的縫隙提供了空氣，蔬菜是短期作物，種植的土鬆軟，提供根系吸呼、快

速展根吸收土中的養分。若土質硬排水不佳，根容易窒息、展根也不易，生長相

對緩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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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秋耕高麗菜 

秋耕的作物主要是十字花科蔬菜，除了長期作物，如高麗菜、青花菜、大白

菜、白蘿蔔；尚可種植短期作物，如小白菜、青江菜、芥蘭菜。隆聖很少種小白

菜或大白菜，因為葉薄嫩多皺折，毛蟲一下子便可吃穿入孔洞。蚜蟲易在葉背皺

折凹處易躲藏且不易去除，基於這兩項添增照顧上困難度，故不納入種植。白蘿

蔔毛蟲少，但蚜蟲特多。青花菜與高麗菜皆有厚葉的特性，但青花菜，食用那朵

花蕾是外露的，除了蟲還有雨淋的問題。 

另外，田耕區比袋耕區，還多了猿葉蟲，一碰牠會假死滾下來，目前尚未在

袋耕區發現牠的蹤影，若袋耕區有發現，滾落處是水泥地面，比起泥土地容易現

蹤去除。田耕發現猿葉蟲可用食用矽藻土防治，若在大白菜發現其蹤影，那就要

銷毀了，因為矽藻土噴灑只局限最外葉，無法根治已爬入內葉的大白菜。小白菜

種植密度比高麗菜高，葉與葉之間易躲蟲不容易發現，唯有每週噴些蘇力菌來防

治。綜合上述，有機栽培不使用農藥，只能利用課餘從事農耕教學而言，十字花

科的蔬菜實屬高麗菜最適合秋季栽種。 

基隆地區冬季，雨多、陽光少、成長慢。第一次種植，隆聖國小操場上放置

一百二十袋移植袋種植高麗菜，自 106年 9月 7日播種到 107年 2月 23日第一

顆收成，成長期足足有 5 個半月，可見在基隆地區種植高麗菜比起中南部平地

種植時間較長。雖然如此，高麗菜值得栽種嗎？相比較，高麗菜葉片厚，後期包

覆成球狀，有保護內葉的優點，毛蟲要吃穿它並不容易。在蟲害初期可以發現小

蟲洞，抓除及配合蘇力菌噴灑就可以解決毛蟲危害的問題。雖然，蚜蟲在高麗菜

包葉期也會出現在外葉背部，但此時正值冬季蚜蟲繁殖及生長皆緩慢，只要用手

輕捏或用水沖刷於地面，容易解決蚜蟲危害。基隆冬季多雨，幾乎不用澆水，只

要兩三天巡視菜園是否有毛蟲啃食痕跡，噴灑蘇力菌就能輕鬆等待收成。 

高麗菜袋耕區在校園自成一區，晨間及傍晚來學校運動的居民總以疑惑的

眼光問老師：「學校的高麗菜葉怎會這麼漂亮，沒噴農藥嗎？」此時順勢推廣移

美植袋育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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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袋種植的好處，若此栽種方法能推廣到其它校園或社區，種菜風氣也許提高不

少。移植袋，袋與袋之間相隔是水泥地面，遠比田間泥土地有阻隔蟲類入侵的優

點，除蟲也方便。菜苗採用大苗定植於移植袋中，種植期初期每週噴「蘇力菌」

以消滅幼蟲，包葉後更不用擔心毛蟲，要鑽入內葉困難度超高；幼蟲要吃很久才

會有洞，除非一週不抓蟲，那就不是小洞，若看見大便，那就你太懶得抓蟲了，

不久葉子就成網球拍了。高麗菜子葉初長的莖較長，約五公分，莖漸粗可直立。

待本葉長出，莖節就不明顯了，此時本葉會快速變寬大。若本葉莖節肉眼可見，

表示陽光不足徒長就要移至陽光充足的地點。若葉面小或薄，可加入些許的有機

肥料促進生長。 

高麗菜會開花，花苞在內部成長，壓迫的力道把外葉撐破了。沒看過也不奇

怪，其實很多人都沒看過高麗菜開花，就留著讓它開眾多小黃花吧！基於有機栽

培無農藥，可把外葉扒開後，清洗內葉生吃，甘甜又清脆，有機栽培少了青澀味，

學生當場就把兩顆高麗菜吃光，綠手指社團的成員直說「好吃」。小操場上高麗

菜的採收量也不算少，本想拿到超商門口叫賣，但因為太美味了一一被預購，扣

掉學校食用部分總共賣了貳仟壹百伍拾元，這筆錢捐給創世基金會作公益。 

 

 

 
 

 

 

高麗菜育苗 

 

高麗菜種植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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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麗菜栽培簡案 

備註：簡案不包括高年級整地、除草、分畦，與日常作物栽培管理工作的節數。 

任教領域：彈性領域 授課年級：中、高年級 

單元名稱：高麗菜栽培教學 授課日期：109年 9月 

單元節數： 6 節 編 寫 者：吳明德 

一、課程綱要能力指標 

自然與生活科技： 

2-1-2-1選定某一植物，做持續性的觀察，並學習登錄其間發生的大事件。察覺植物會成長，

察覺不同植物各具特徵，可資辨認。注意到植物生長需要土地、陽光及水分等良好的

環境。 

2-2-2-1實地種植一種植物，並彼此交換經驗。藉此栽種知道植物各有其特殊的構造，學習安

排日照、提供水分、溶製肥料、選擇土壤等種植的技術。 

2-3-2-1察覺植物根、莖、葉、花、果、種子各具功能。照光、溫度、溼度、土壤影響植物的

生活，不同棲息地適應下來的植物也各不相同。發現植物繁殖的方法有許多種。 

二、單元學習目標 

1. 主要概念（Big Ideas） 

2. 能學會培高麗菜苗。 

3. 能調配土壤種植高麗菜。 

4. 能觀察高麗菜的生長態勢。 

 

5. 能解決蟲害,使用肥料讓高麗菜健康

生長。 

6. 能照顧高麗菜至熟成採收。 

1. 關鍵問題（Essential  Questions） 

2. 怎樣培出健康的高麗菜小苗？ 

3. 怎樣混土調配一袋移植袋可供種植? 

4. 高麗菜生長過程，哪些事情需要觀察記錄

並作處置？ 

5. 當蟲害發生，你要如何解決? 

6. 何時追肥? 

7. 何時採收？ 

三、教材脈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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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單元各節次學習活動設計的重點 

節次 時間 學習重點 

第一節 40分 1. 能初步認識高麗菜生長過程。 

第二節 40分 2. 能使用軟盆來培苗。 

第三節 40分 3. 能調配土壤種植高麗菜。 

第四節 40分 4. 能定植高麗菜。 

第五節 40分 5. 能蟲害防治與追肥。 

第六節 40分 6. 能採收高麗菜。 

五、本單元學習活動設計 

第一節 

教學 

目標 
1. 能初步認識高麗菜生長過程。 

關鍵 

問題 
1. 高麗菜的一生，有哪幾個生長階段？ 

流程 重點 內容 

教學 

實施 

1-1 認識高麗菜的種子、莖、

葉。 

1-1 說明高麗菜的種子、莖、葉的構造與功能。 

總結 

A. 高麗菜是十字花科的植物，又稱結球甘藍。草本，卵圓形厚葉片，有黃綠、

深綠或藍綠色；葉柄短、葉心抱合成球狀，呈黃白色。基隆地區以初秋甘藍

種植居多。 

B. 花長在葉心處，不讓其開花，食用的部位是高麗菜的葉子。 

追肥與蟲害 

收成 

材料：種子、穴盆、培養土、壤土、肥料、移植袋 

高麗菜的一生 

育苗與育土 

定植 

高麗菜栽培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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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學 

目標 
2. 學生能使用軟盆來培苗。 

關鍵 

問題 
2. 如何用軟盆、培養土、高麗菜種子來培苗？ 

流程 重點 內容 

教學 

實施 

2-1 示範培高麗菜苗的動作

與步驟，並指導學生完

成培苗工作。 

2-1 利用浸種、挖土入盆、挖淺孔、放入種子、

覆土、澆水等動作，完成培苗。 

總結 
A. 高麗菜幼苗生長快，採用較大的軟盆來育苗。長成的高麗菜苗具有一致性，

方便定植，也能掌握高麗菜同時期開花受粉。 

第三節 

教學 

目標 
3. 學生能調配一袋壤土種植高麗菜。 

關鍵 

問題 
3. 如何調配出一袋適合種植的移植袋？ 

流程 重點 內容 

教學 

實施 

3-1 為什麼要用移植袋來種

植？移植袋的優缺點？ 

 

 

 

 

 

3-2能利用泥炭土、土壤、有

機肥，調配出一袋土種

植？ 

3-1 校園多水泥化地面，沒有綠地也可以用移植

袋種蔬菜。移植袋是不織布材質，透水性佳

又可防止土壤從洞底滲出、蚯蚓爬出，而且

搬動容易、不會弄髒地面。但它也有缺點，

一袋一株，起初種植需要大量耗費購買成

本。移植袋直徑長一尺，泥土量夠一株高麗

菜成長。 

3-2 土壤的比例為：1/4泥炭土、3/4 一般土、一

抔有機肥，混合裝入移植袋中。第一次須篩

土、除草根；第二次種植只須翻土並加入有

機肥，即可再度使用。 

總結 

A. 移植袋是不織布材質，透水性佳、溢土極少，易搬動。 

B. 移植袋(直徑 30CM)，調配的比例為：1/4泥炭土、3/4一般土壤、一抔有機

肥，須經篩土才可使用。 

第四節 

教學 

目標 
4. 學生能定植高麗菜於移植袋或田地。 

關鍵 

問題 
4. 如何正確取出高麗菜苗，並種在移植袋或田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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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重點 內容 

教學 

實施 

4-1 如何取出軟盆中的高麗

菜苗？ 

4-2 一袋種幾株？怎麼放

入？ 

4-1 高麗菜苗直拿易傷根，可利用食指、中指的

縫隙夾住高麗菜苗，軟盆倒放分離，取出小

苗。 

4-2 高麗菜成長快，施肥量也多，一袋只夠一株

高麗菜成長。在移植袋的中間先挖一小洞，

取出苗後種入其中。 

總結 
A. 指縫夾苗、軟盆倒放取苗，挖洞種入移植袋中間。 

B.一袋一株栽培高麗菜苗。 

第五節 

教學 

目標 
5.蟲害防治與追肥。 

關鍵 

問題 
5.當蟲害發生，你要如何解決?何時追肥? 

流程 重點 內容 

教學 

實施 

5-1 葉子怎會有一個個小

洞？ 

 

5-2 葉背上怎會有黑黑的小

蟲？ 

 

 

5-3 何時追肥？ 

5-1 種植期間為避免毛蟲的危害，可使用舒力菌

防治。葉上一發現毛蟲可用手抓除，毛蟲變大

時也可用糞便察覺。 

5-2 發現蚜蟲，初期危害可用手捏，數量多時可

稀釋窄域油讓害蟲窒息死亡。發現圓葉蟲

時，可用食品級矽藻粉讓其尖銳微粒子割破

蟲的腸壁而死亡。 

5-3 當高麗菜開始包心時，就可以施加有機肥。 

總結 
A. 種植期間發生毛蟲危害時，可噴「蘇力菌」防治。 

B. 發現蚜蟲可用「窄域油」物理窒息，圓葉蟲可用「食品級矽藻粉」防治。 

第六節 

教學 

目標 
6. 採收高麗菜與分享。 

關鍵 

問題 
6. 何時可採摘高麗菜？ 

流程 重點 內容 

教學 

實施 

6-1 何時可採摘高麗菜？ 

 

6-2 採收完的高麗菜桿如何

處置？ 

6-3 請學生心得分享。 

6-1 高麗菜苞葉頂端用手輕壓呈現飽和狀態，即

可採收。 

6-2 採收後的高麗菜外葉，可以暫時留存，切除

處會再長出高麗菜嬰，可採收多次。 

6-3 說一說，這四個月來的種植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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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A. 高麗菜苞葉頂端按壓飽和時，即可採收。 

B. 高麗菜外葉留存生長，可採收高麗菜嬰。 

第四節 春耕玉米 

春暖蟲多，夏熱蟎滋生，這種季節種蔬菜相對困難多了。種植首選瓜類，基

隆種南瓜、絲瓜相對容易。除了瓜類，推薦玉米，小學生尤其喜歡吃玉米，期間

還可以吃玉米筍。在栽培上只要熬過蚜蟲危害，照顧上相對簡單。 

玉米吃重肥，翻土至少 30 公分深，學校田地一畦約 10 公尺長 90 公分寬，

混入有機基肥 1/4 包（20 公斤裝）。一畦種兩排，株距 50 公分，因為葉互生，

定植時建議東西向種受陽面較佳。玉米三月播種、四月定植、五月追肥、六月收

成，生長期約 90天。配合學校作息，二月底三月初氣溫上升時，是播種的好時

機，培苗汰弱留強。三月整月可趁苗小還在生長時下田翻土、除草、基肥、作畦，

只要能在四月中旬前定植都可以在放暑假前收成。四月最閒，只要澆水就好，初

期會有夜盜蛾啃食，補苗就可解決；若有興趣可以挖掘附近土壤看看運氣，不一

定能讓你挖到蟲。雜草不用急著拔，等有 3公分高時，趁晴天時，早上用小鏟子

的側面在表土刮一刮（不用挖起土），那些雜草不多久就被陽光曬乾。一但玉米

有 50公分高，就任由雜草長吧！ 

五月初雄花在植株頂端冒出，此時施作追肥，也要防止蚜蟲開始危害，成蚜

遷移時會長翅，可預先用防蟲貼紙防治；若是螞蟻搬來的，用窄域油，使蚜蟲不

能呼吸，導致窒息而死亡；因為蚜蟲行動力低，若用水柱沖也能減緩繁殖，狠一

點就把雄花摘除，此時只能靠鄰株受粉。種玉米九年了，沒有一年沒有蚜蟲，初

期防制很重要。若是蔓延到雌穗，那就苦惱了，不殺生的話，那整株丟垃圾子車

吧！建議還是不要用農藥。 

雄花發育未開花時，雌穗已悄悄在葉腋處生長，玉米一株約長二至四根玉米

穗，尚未受粉摘除的雌穗稱為「玉米筍」。為了集中養分，玉米一株只成長一個

滿穗的玉米苞，其它當玉米筍食用，可生吃，甜而回甘。摘除時，左手握住葉腋

處不動，右手握住玉米筍往下扳開，葉子雖裂開，不分離葉而從中取出玉米筍，

有點難度，雖然葉子斷了，可多得幾次經驗值。玉米筍要趁玉米鬚冒出一至二公

分時即摘下，可保持甜度。根莖處少部分植株會長出側莖，一律摘除，它是無用

的，不是葉多養分多，反而是分散養分。 

玉米是風媒花，一根玉米鬚受粉生成一顆玉米粒，玉米大量栽種有利於受粉，

若受粉不全，會有缺牙的情形發生。五月也是梅雨季，最忌受粉時下雨，只能看

老天爺賞臉了。玉米能長到二公尺高，也怕下雨土軟、強風倒，莖節末端長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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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根，也無法防止傾斜。一旦歪斜，可用培土加強、外圍綁繩固定植株。玉米

穗一個月內就能熟成，此時夜盜蟲又發威了，牠會爬到玉米穗吃玉米鬚，不夠吃

時會鑽進穗苞裡；一時不查發現玉米鬚不見了，就要把外苞片剝開抓出毛蟲。六

月初玉米穗上的玉米鬚開始變成褐色，連基部外露的部分也成褐色時，輕壓頂部

呈現結實狀時即可採收。學生辛苦栽種三個月，終於可以好好享受美味的果實，

品嚐後相信學生一定會被剛摘玉米的Ｑ彈所著迷，隔年還想栽種玉米。 

 

雄花長在植株最頂端，玉米花粉量很大。從種子到初見雄蕊約二個月，可見

玉米成長迅速很快。雄花常有蚜蟲，且有快速蔓延的趨勢，是有機種植玉米很大

的危機。 

 

 

雌花長在葉腋處，一株玉米會長出二至四個雌花，在雄花冒出後約 3~5天

就可見雌穗，又過一天玉米鬚就冒出頭。 

 
 

玉米雄穗上的蚜蟲是很常見的害蟲，只要一發現就根除，危害可以控制。

遇到玉米螟蛾，也只能靠勤抓蟲了！ 

 
 

玉米的害蟲 
 

玉米的雄花 
 

玉米的雌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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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栽培簡案 

備註：簡案不包括高年級整地、除草、分畦，與日常作物栽培管理工作的節數。 

任教領域：彈性領域 授課年級：高年級 

單元名稱：玉米栽培教學 授課日期：110年 3~6月 

單元節數： 12 節 編 寫 者：吳明德 

一、課程綱要能力指標 

自然與生活科技： 

2-1-2-1選定某一植物，做持續性的觀察，並學習登錄其間發生的大事件。察覺植物會成長，

察覺不同植物各具特徵，可資辨認。注意到植物生長需要土地、陽光及水分等良好的

環境。 

2-2-2-1實地種植一種植物，並彼此交換經驗。藉此栽種知道植物各有其特殊的構造，學習安

排日照、提供水分、溶製肥料、選擇土壤等種植的技術。 

2-3-2-1察覺植物根、莖、葉、花、果、種子各具功能。照光、溫度、溼度、土壤影響植物的

生活，不同棲息地適應下來的植物也各不相同。發現植物繁殖的方法有許多種。 

二、單元學習目標 

主要概念（Big Ideas） 

6. 能學會培玉米苗。 

7. 能調配土壤種植玉米。 

8. 能觀察玉米的生長態勢。 

 

9. 能解決蟲害,使玉米健康生長。 

10. 能照顧玉米至熟成採收。 

關鍵問題（Essential  Questions） 

6. 怎樣培出健康的玉米小苗？ 

7. 怎樣混土調配一袋移植袋可供種植? 

8. 玉米生長過程，哪些事情需要觀察記錄並作

處置？ 

9. 當蟲害發生，你要如何解決? 

10.何時採收？ 

三、教材脈絡分析 

玉米的栽種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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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單元各節次學習活動設計的重點 

節次 時間 學習重點 

第一節 40分 1. 能初步認識玉米生長過程。 

第二節 40分 2. 能使用軟盆來培苗。 

第三節 40分 3. 能調配土壤種植玉米。 

第四節 40分 4. 定植玉米。 

第五節 40分 5. 摘除側芽與初期蟲害防治。 

第六節 40分 6. 觀察玉米雄蕊與雌蕊。 

第七節 40分 7. 留穗與拔玉米筍。 

第八節 40分 8. 蚜蟲與毛蟲防治。 

第九節 40分 9. 採收玉米。 

五、本單元學習活動設計 

第一節 

教學 

目標 
1. 能初步認識玉米生長過程。 

關鍵 

問題 
1. 玉米的一生，有哪幾個生長階段？ 

流程 重點 內容 

教學 1-1 認識玉米的根、莖、葉、 1-1 說明玉米的根、莖、葉、花、果實的構造與

成長與蟲害 

收成 

材料：種子、穴盆、培養土、壤土、肥料、移植袋 

玉米的一生 

育苗與育土 

定植 

玉米栽培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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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 花、果實。 功能。 

總結 

A. 玉米是禾本科的植物，株高一至二公尺，單子葉、葉互生，葉子寬而長，表

面長著細毛。鬚根是它的地下根，但莖節上也會長出支持根來穩定植株，避

免大風一來傾倒。 

B. 雄花長在頂端處、雌花在葉腋處，食用的部位是玉米的果穗。 

第二節 

教學 

目標 
2. 學生能使用軟盆來培苗。 

關鍵 

問題 
2. 如何用軟盆、培養土、玉米種子來培苗？ 

流程 重點 內容 

教學 

實施 

2-1 示範培玉米苗的動作與

步驟，並指導學生完成培

苗工作。 

2-1 利用浸種、挖土入盆、挖淺孔、放入種子、

覆土、澆水等動作，完成培苗。 

總結 
A. 玉米幼苗生長快，採用較大的軟盆來育苗。長成的玉米苗具有一致性，方便

定植，也能掌握玉米同時期開花受粉。 

第三節 

教學 

目標 
3. 學生能調配一袋壤土種植玉米。 

關鍵 

問題 
3. 如何調配出一袋適合種植的移植袋？ 

流程 重點 內容 

教學 

實施 

3-1 為什麼要用移植袋來種

植？移植袋的優缺點？ 

 

 

 

 

 

3-2能利用泥炭土、土壤、有

機肥，調配出一袋土種

植？ 

3-1校園多水泥化地面，沒有綠地也可以用移植

袋種蔬菜。移植袋是不織布材質，透水性佳

又可防止土壤從洞底滲出、蚯蚓爬出，而且

搬動容易、不會弄髒地面。但它也有缺點，

一袋一株，起初種植需要大量耗費購買成

本。移植袋直徑長一尺，泥土量夠一株玉米

成長。 

3-2 土壤的比例為：1/4泥炭土、3/4一般土、

有機肥 200ml，混合裝入移植袋中。第一次

須篩土、除草根；第二次種植只須翻土並加

入有機肥，即可再度使用。 

總結 

A. 移植袋是不織布材質，透水性佳、溢土極少，易搬動。 

B. 移植袋(直徑 30CM)，調配的比例為：1/4泥炭土、3/4一般土壤、200ml有

機肥，須經篩土才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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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教學 

目標 
4. 學生能定植玉米於移植袋或田地。 

關鍵 

問題 
4. 如何正確取出玉米苗，並種在移植袋或田地中？ 

流程 重點 內容 

教學 

實施 

4-1 如何取出軟盆中的玉米

苗？ 

4-2 一袋種幾株？怎麼放

入？ 

4-1 玉米苗直拿易傷根，可利用食指、中指的縫

隙夾住玉米苗，軟盆倒放分離，取出小苗。 

4-2 玉米成長快，施肥量也多，一袋只夠一株玉

米成長。在移植袋的中間先挖一小洞，取出

苗後種入其中。 

總結 
A. 指縫夾苗、軟盆倒放取苗，挖洞種入移植袋中間。 

B.一袋一株栽培玉米苗。 

第五節 

教學 

目標 
5. 摘除側芽與初期蟲害防治。 

關鍵 

問題 
5. 側芽留與不留？有蟲怎麼辦？ 

流程 重點 內容 

教學 

實施 

5-1 玉米的根莖處長出側芽，

怎麼辦？ 

 

5-2 如何讓玉米沒有蟲害？ 

5-1 部分玉米株的根莖處會長出側芽，種植時可

拔除，減少養分分散，利於主莖粗大。留著

也無妨，長出的玉米雌穗小且有畸形發生。 

5-2 玉米幼苗可先放防蟲網內種植，待苗長成大

苗後才定植在移植袋。 

總結 
A. 側芽摘除有利於養分集中於主幹。 

B. 初期培苗，將苗置於防蟲網內可以預防蟲害。 

第六節 

教學 

目標 
6. 觀察玉米雄蕊與雌蕊。 

關鍵 

問題 
6. 玉米的雄花與雌花的功能是什麼？ 

流程 重點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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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實施 

6-1 雄花與雌花誰先開花？ 

 

 

 

6-2 為什麼種玉米要種一片

(很多株)，不能只單單種

一株？ 

 

6-3 玉米在開花階段，若遇雨

季，為什麼玉米容易發生

缺牙（無玉米粒）情形？ 

6-1 說明雄花花穗先在頂端冒出，雄穗開花一般

比雌花吐絲早個三至五天。等雄花漸成熟

時，雌花隨即在葉腋處冒出，隔日即可看見

玉米鬚（花柱）出現。 

6-2 玉米雌穗上端成束玉米鬚是受粉用，一根玉

米鬚受粉才能長成一粒玉米粒。雄花的花粉

隨風飄落受粉，所以玉米是風媒花。玉米株

數越多，花粉量越多，增加受粉率。 

6-3 雨水讓花粉沾粘，受粉不均，嚴重時不易受

粉，熟成後會造成無玉米粒情形。遇天晴時，

可利用較晚開花的雄蕊，進行人工受粉。 

總結 
A. 玉米是雌雄同株異位生長，雄花在植株頂端、雌花在葉腋的位置。 

B. 分辦風媒花與蟲媒花的不同，玉米鬚靠風來傳授花。 

第七節 

教學 

目標 
7. 疏果與拔玉米筍。 

關鍵 

問題 
7. 為什麼要拔玉米穗？留穗要留哪一根？ 

流程 重點 內容 

教學 

實施 

7-1 玉米大約有幾個莖節？

雌花長在第幾莖節？ 

7-2 為什麼要拔玉米穗？ 

 

 

 

7-3 留穗要留哪一根？ 

7-1 甜玉米約有 13~15個莖節，從上往下數，雌

花約長在第三至第五個莖節的葉腋上。 

7-2 玉米後期的成長快速，雌花果穗僅僅一個月

就可以熟成。若留果兩三根，會造成養分分

散，結穗小的情況發生，所以留一根能讓果

穗更加飽滿。 

7-3 留最上面的一根，因為離雄花最近，在落粉

的過程中，比較不會有葉子的阻隔。 

總結 

A. 玉米鬚是玉米的花柱，主要用來捕捉風傳遞過來的花粉，因此雄蕊必須產生

大量的小花粉散播在空氣中，好讓雌花能夠授粉。 

B. 玉米果穗及玉米筍都是雌花產生，而且是同一種農作物。農夫為了不讓養分

過度分散，便將雌花尚未受粉的細小果穗，即為俗稱的「玉米筍」拔起採收，

疏果的同時又能販賣以供食用。玉米筍與甜玉米不同的是：玉米筍連籽帶穗

一同食用，不像甜玉米我們只食用嫩籽的部分。 

C. 疏果，只留最上面的一穗生長，讓其飽穗。 

D. 玉米雌穗長 3~5公分，即可拔玉米筍；一手抓玉米桿，一手將玉米幼穗從葉

腋處拔除。 

第八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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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目標 
8. 蚜蟲與毛蟲防治。 

關鍵 

問題 
8. 發生蟲害怎麼辦？ 

流程 重點 內容 

教學 

實施 

8-1 葉子怎會有一個條狀的

小洞？ 

 

 

8-2 雄花穗上怎會有黑黑的

小蟲？ 

8-1 種植期間為避免毛蟲及玉米螟的危害，可運

用舒力菌防治。葉上一發現毛蟲可用手抓除，

有些毛蟲會順玉米鬚吃進玉米雌穗中，可從

糞便察覺。 

8-2發現蚜蟲時，初期危害可用手捏，或用水沖

或辣椒水可來防治；蚜蟲量多時，可用「窄

域油」讓其物理窒息。當危害嚴重時，必須

將雄花摘除丟棄垃圾桶內隔離。 

總結 

A. 種植期間發生毛蟲危害時，可噴「蘇力菌」防治。 

B. 發現蚜蟲時，初期危害可用手捏，或用水沖除；後期嚴重危害時，可用「窄

域油」讓其物理窒息。 

第九節 

教學 

目標 
9. 採收玉米與分享。 

關鍵 

問題 
9. 何時可採摘玉米？ 

流程 重點 內容 

教學 

實施 

9-1 何時可採摘玉米？ 

 

 

9-2 採收完的玉米桿如何處

置？ 

9-3 請學生心得分享。 

9-1 玉米雌穗上的玉米鬚外觀全呈深咖啡色，玉

米苞片頂端用手輕壓呈現飽和狀態，即可採

收。 

9-2 採收後的玉米桿，可以當成綠肥，也可鋪設

田地抑制雜草生長。 

9-3 說一說，這三個月來的種植的心得。 

總結 
A. 玉米鬚外觀呈深咖啡色，且玉米苞片頂端飽和時，即可採收。 

B. 玉米桿可當綠肥，或鋪地抑制雜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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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蚓菜共生系統 

隆聖「蚓菜共生」系統設置在三樓，此套設備標價十七萬。完工後，操作上

有眾多問題一一浮現，問題有： 

一、正值夏日，水溫過高；沒有植被，藻類滋生嚴重。 

二、馬達外有一個防沙塑膠網架，架內包覆過濾棉，一段時間，過濾棉被泥土阻

塞。 

三、無法進水，馬達空轉，一不注意馬達過熱損壞。 

四、水中含土量高，易阻塞管耕的出水口。 

五、水耕區的鋁網架上可放置塑膠盆施作水耕蔬菜種植，當馬達抽水水位下降時

根部離水，正值中午讓葉片因缺水而下彎。 

六、馬達位於此系統的中間，兩側的水流量無法調節，抽水時形成一邊高水位，

一邊低水位。 

七、孑孓滋生，嘗試養蓋斑鬥魚，水溫過高，魚往外跳，兩者造成死亡。 

因上述問題，放棄耕作，先進行水循環系統改良。如「水循環系統改造圖」，

層層過濾減少水中含沙量，改變水循環模式，增加植被讓水質變清澈。其方法如

下： 

一、遷移馬達於Ｕ型結構槽的末端，去除防沙塑膠網架及過濾棉，成為全裸式馬

達。 

二、利用滿水位滲流，形成沉澱池，減少含沙量。 

三、利用水生植物（浮萍）阻斷過多陽光入射水中，減少優養化。 

四、抽水形成氣曝，增加水的含氧量。 

五、水溫降低、水質清澈，飼養蓋斑鬥魚防止孑孓滋生。 

浮萍夏日有快速繁殖的特性，初期讓浮萍快速在水面生長佈滿全部水面，達

到降溫。再來，利用花盆植入水生植物，提供挺水植物生長環境；一邊加入多樣

的水生植物、一邊撈除浮萍，營造良好的魚類生長及繁殖環境。阻斷浮水性植物

漂移，利用現有小區與小區之間水下管，設置「平流層區」，改種植挺水性植物，

遮住陽光照射水池，待挺水性植物生長完成，撈除所有浮水性植物。平流層區的

水流的水管為高管，利用滿水位滲流到下池。 

養魚，水含氧量高有助於魚類存活。抽水馬達本身就有打水的功能，重新接

一條水管，末端鑽數個孔洞排水，形成高壓水注打入水中形成氣曝，增加水的含

氧量。最底端水池改為鯉魚飼養區，全無底泥，所有水都流入此池，用空心磚擺

放位置，形成平流水及溢流水，使再次用水流方式過濾水中雜質。經過兩年的問

題修正改善，馬達設定打水十五分鐘，停止打水十五分鐘為一循環，形成半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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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栽培區，是「蚓菜共生」也是「魚菜共生」。 

蚓菜共生系統有一「土耕區」，土壤全採用市售的培養土，避免有土壤有蟲

卵及種子，中間放置菜槽，作為「廚餘堆肥區」。廚餘槽與土壤種植區間有孔隙

相通，蚯蚓可自由進出。經過蚯蚓進食排糞形成優質的團土，團土具有團粒的特

性，具有通氣性、排水性、保水性、保肥性四大功能。依栽培經驗培養土與蚯蚓，

放一段時日，進食廚餘極易形成團土。團粒是由細小土粒所結合，一次粒子、二

次粒子形成小團粒，再形成高層次團粒結構。若經蚯蚓糞化作用，團粒結構更加

明顯，故團土有助於植物的根系生長。 

蚓菜共生系統施作後期有一發現，根系「上土下水」耕作法。此法，有加速

植物快速生長的功效，例如：絲瓜、百香果。土耕區分上下兩槽，上部為廚餘槽

及土壤，下部為集水區，水生植物區的水流經此處，是活水、沒有陽光直射。上

槽有兩個排水孔排水進入下面水槽，絲瓜（或百香果）的根卻順著排水孔進入水

槽，在水中展根，呈現白色、無褐藻附著根部，這可以說明棚架只有一株絲瓜（或

百香果），能大量吸收水份及水中養分，不用澆水能爬滿整個棚架。絲瓜根部原

本生在土壤中，不泡水仍保有土耕方式；根末端伸入水源後形成主根，獲得足夠

的水分形同水耕。在交互供養、供水的生長環境下，上部枝葉特別繁茂，一株絲

瓜居然長出 64條，令人訝異！ 

 

蚓菜共生系統的管耕區是個失敗的成果，管耕是滴管給予作物水份，利用垂

直多管孔放入菜栽的一種栽種法。最後採取休耕，原因有三：一是滴管一段時間

會阻塞，沒有水注入管內，要拔除直立管取出其中的滴管做清管工作。二是當作

物繁茂時，根系長滿內管，阻塞直立管水流，水從外部溢出流到地面，解決方法

是拔除直立管挖出管內的根，這要花許久時間才能完成。三是上部陽光多、水分

多，長的較好，越下端生長越差，一但水分不足，甚至死亡。管耕雖然只要定期

清理即可解決問題，但考量滴管多達三十組，每直立管有二十個植栽孔，但基於

不易管理的因素，目前處於休耕狀態。 

蚓菜共生系統是可推行的，好處是它是半自動化耕作，只要挑選好作物便可

長期有收獲。例如：106 年的蕃茄、107 年的絲瓜、109 年迄今的百香果，都有

很好的成果。早期棚架沒有爬藤類蔬果時，土耕區是可種植空心菜、地瓜葉、萵

苣，但因棚架長滿葉子遮著陽光，下部的蔬菜長得就比較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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蚓菜共生-2017年空心菜成果照 

  

圖片說明：施放蚯蚓。 圖片說明：空心菜種植 

蚓菜共生-2018年番茄成果照 

  

圖片說明：聖女番茄結實纍纍 圖片說明：滿桌面的番茄 

蚓菜共生-2019年絲瓜成果照 

  

圖片說明：採收絲瓜。 圖片說明：採收絲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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蚓菜共生-2019年木瓜成果照 

 

 

圖片說明木瓜結實纍纍。 片說明：碩大的木瓜。 

蚓菜共生-2020年百香果成果照 

  

圖片說明：結實纍纍的百香果園 圖片說明：採收百香果 

 

第六節 食農教育校際及社區推廣 

隆聖農耕近年成果是看的見的，便受邀擔任「基隆市 109 學年度學校餐飲

督導暨從業人員衛生講習」的講師，專題為「移植袋耕植蔬菜好 Easy」，分享農

耕實作的經驗分享。研習及伙伴學校的老師常提問，為什麼作物長不大？同一批

苗定植，大小差很多？這就是植入時間的早晚及土鬆不鬆，根系能不能開展的問

題。土鬆不鬆很重要，土壤縫隙提供根的伸展，土鬆散時土粒與土粒之間能涵養

水分。翻土確不確實關係著日後作物的生長速度，蔬菜的幼根，無法像喬木般鑽

牆裂縫。種植初期的環境決定作物最後成長的結果，某校傳給我的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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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圖 2             圖 3            圖 4            圖 5 

圖 1，種在地上的高麗菜苗，只有定植的點挖一個小洞埋入，並沒有全面的

翻土，根好像被囚禁一小區域難以生長，幫作物個忙鬆好土，它會以肥美來回報

你。 

圖 2，移植袋的土量不夠多，一個袋子土裝一半，可考慮買小一點的袋子還

比較省錢；想像市面上的高麗菜有多大，土量是不是要再多一點，就如餐桌上的

食物越豐盛食慾越好。樹冠有多大，根系的開展面也是如此大；土壤提供作物水

分與營養，因為作物是種在移植袋，根無法生長到袋外，所以要提供足夠的土壤。 

圖 3，幼苗乾扁缺水，大部分是植入時傷到根，殘根的吸水量無法支持蒸散

量時，葉片下垂。可嘗試拔掉下葉留下中心小葉，減少蒸散量。若輕輕拉動主莖，

感到毫無阻力時，表示已經斷根了，趕緊補種一株。 

圖 4，連地處的主莖己斷裂，右側有捲曲墨綠色糞便，這是小蝸牛啃食的結

果，蝸牛對幼苗危害很大，必須檢查周遭環境找出牠的蹤跡，有時會躲在殘葉下。 

圖 5，葉面有白色不規則紋路，是潛葉蠅幼蟲在葉片的上下表皮中間潛食葉

肉，找末端有一微隆起處輕壓捏死，或從葉背找會更清楚，有蟲點。 

農耕合作夥伴學校有：明德中、瑪陵、中山、五堵、武崙、南榮、華興、尚

智、尚仁、七堵、安樂、堵南，共十二所。成立名為「植療室」Line工作群組，

作為農耕實作、經驗分享、問題討論的空間。團隊以隆聖國小為育苗場，學生樂

於每年育玉米、高麗菜苗一千株，定期提供種苗給伙伴學校栽種，時間定在三月

玉米苗、九月高麗菜苗。除了菜苗，為了防止孑孓而養的蓋斑鬥魚，蚓菜共生系

統的水生池，因為環境合宜成了繁殖場，每到夏天鄰近學校慕名而來索取幼魚。 

 

 

 

資源共享 – 菜苗、蓋斑鬥魚 
 

304



 

 

 

 

 
 
 
 
 
 
 
 
 
 
 
 
 
 
 
 
 
 
 
 
 

社區參與 
 

研習推廣 
 

305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一、移植袋在水泥地面實施農耕教學是可行的。 

一尺寬移植袋的土量經過四年的試種，收成成果足以證明可以支持春耕

玉米、秋耕高麗菜的營養生長。四個月的實作，對學生的能力是可普及的。

移植袋好管理及好擺放，種植期間不弄髒鞋子不造成進教室有泥沙的困擾。

移植袋是不織布材質耐用性高、透水性佳。再次種植只須翻土並加入有機肥，

就可再度使用。移植袋無與塑膠劑殘留問題，也無花盆土外流的問題，日後

移除也能輕易維持水泥地面的原貌。 

二、蚓菜共生系統的原設計有管耕、水耕、土耕三區，經過水循環的改造，以土

耕的效果最佳。 

蚓菜共生系統的「土耕區」同時也是「廚餘堆肥區」，蚯蚓穿梭其間土壤

易形成團土，團土具有通氣性、排水性、保水性、保肥性四大功能，經由水

循環提供水中營養物質，種植期間不必再額外施肥。種植爬藤類作物最佳，

會形成「上土、下水」兩層根系，有加速植物快速生長的功效。 

蚓菜共生系統的「管耕區」時常阻塞，拔管有難度並不能交待小學學生

清除。當工作落在教師身上，清理為數眾多的連接管是耗時的。 

蚓菜共生系統的「水耕區」隨著抽水馬達抽水或停水，水位有上下高低

落差，低水位使作物的根裸露於空氣中，晴天太陽下，幼苗經常枯死。此區

無水生植被，作物根系入水，易受藻類附著，生長態勢不良。 

三、田耕費時費力，不適合在小學階段推行。 

田耕是傳統農作施作法，人力、時間，投入大，田耕每回施作都要翻土、

分畦，體力消耗大，面積小也不適合購買翻土機。田耕並不適合教師帶領學

生實作，為了不影響教學、備課時間，只能以例假日時間去從事。土耕區舖

設黑色不織布，具有抑制雜草生長、土不沾鞋底、雨水滲透性高的特性。雖

然價格較高，但可減輕除草工作，另外，不織布重覆使用性比起塑膠布的一

次性更具環保功能。 

第二節 建議 

一、移植袋種植比田地耕作更容易推行食農教育農耕實作，但土壤保濕度不如田

地，澆水次數偏高。 

移植袋的水量補充以葉面觀察為指標，當開始缺水時玉米的葉子會捲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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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內微翻，接下來高度內翻，嚴重時葉面呈現淡綠色，葉緣兩側合捲在一起。

混合土雖然改善乾燥後的培養土再次吸水的效能，一旦混合土全然脫水，晴

天早晚澆水仍然無法讓土壤充分吸飽水分。原因在乾燥的混合土其體積會縮

小，與移植袋不織布之間形成一縫隙，澆水時會從縫隙快速排水，看似水從

移植袋滲出，其實移植袋的內部的土壤並沒有濕透。若土壤全乾時，不是一

次補水，而是來回的澆水，水由表面滲流進入內部土壤達到全濕。 

當高麗菜葉面大於移植袋的寬度時，因為高麗菜的葉表具有隔水的功能，

澆水時會直接排到地面。雖然可以從正中間澆入，部分水會透過層層葉子下

滲到土壤，翻開底層葉會發現土壤只有表層濕並沒有濕透。一旦水在葉凹處

積水，葉面隔水的功能將喪失，常期積水不處理葉面會泛黃，甚至出現白色

糜爛的病斑。建議翻開底層葉，直接澆入移植袋中。 

二、有機種植必然有蟲害，建議教師一週至少帶領學生巡視一次菜園。 

一週都未巡視菜園，必定失敗收手。高麗菜初期防毛蟲，玉米後期防蚜

蟲。玉米與高麗菜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這兩種蟲，常巡田甚至不用蘇力菌、

窄域油防治。蛾蝶的卵孵化後，蟲小食量少，蟲大食量驚人；有小洞就找毛

蟲，有糞便便是大蟲了，高麗菜葉成網球拍，證明施作者不抓蟲也不噴蘇力

菌。抓蟲也能學生訓練眼力、專注力，到戶外走走看看綠色植物也有益眼睛。

蚜蟲是無性生殖，繁殖力也驚人，一小隻變一大群。螞蟻是觀察指標，在玉

米株上看見螞蟻來回奔波，就表示有蚜蟲了，找出牠消滅牠，變多就趕快噴

窄域油除蟲。 

三、實作要以收成為出發點，以收成為目標可增進學生投入的意願。 

作物成長到收成是長時間的實作，過程即是體驗學習，是多方面的學習。

一人一袋一株有個操作的危險點，實作不慎時使作物死亡，那將大大減低學

生學習意願。明明有澆水、有照顧，偏偏幼苗被蝸牛咬斷了，過程中都有不

可預期的問題發生。抓蟲沒有那麼確實時，教師及小志工必須要私下幫忙中、

低年級作物的照顧工作。高年級行動力高，可協助低、中年級。每班增加五

至十袋作物，讓認真的學生負責維護，一部分可作為獎勵選換備品植栽，一

部分作為栽培中、後期的死亡替補，避免學生的作物死亡而停止學習。 

四、兩種作物輪替，形成年復一年的學習模式，內化成為素養。 

以移植袋施作四年的經驗，高麗菜及玉米兩作物無連作障礙。首次投入

經費、人力，創造出可種植的移植袋，第二次作業已經沒有無耕地、除草的

問題。經驗是實作而來，學生有再次耕作的機會即可克服前次的問題，週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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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始，經驗不斷累積、內化形成能力，這是學生必須學會的學習模式—問題、

思考、嘗試、解決。相信從實作過程中，學生可以達成食農教育體驗學習的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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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研究發展績優作品 

佳   作 
 

 

 

 

淺談會計人員的角色及職能-- 

從除弊到興利的作為（以基隆市為例） 

 

 

 

 

 

 

 

 

 

                           

研究單位：稅務局 

研究人員：李淑芬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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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緣起 

 

會計人員是機關內的一份子，自當與機關的全體同仁打成一片，為機關整

體利益與共同目標努力，但部分會計人員，在執行經費審核工作時，常遭致機

關人員或外界人士有所批評，被當做麻煩製造者，不同的會計人員存有不同的

審核標準，常給人的感覺是故意給同仁找麻煩或審核標準過分嚴謹，給人刁難，

甚至有「主計治國」等言論於網路上轉載，加深不良印象，也打擊會計人員的

士氣，畢竟還是有很多在崗位上盡心盡力協助業務單位，努力扭轉大家對會計

人員的刻板印象。「除弊興利」雖是政府各部門的共同責任和目標，而非僅是會

計人員的責任，惟會計人員若不同步與時俱進，一味要求依歷史慣例規定審核，

不思變通，防弊過了頭，也會阻礙機關業務的推動，所以會計人員心態要調整，

要導入興利的思維觀念，以服務為導向協助機關推展各項施政，發揮支援決策

功能，提升對機關組織貢獻價值，是當前會計人員共同面臨的重要挑戰與課題。 

 

第二節  研究動機及目的 

 

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以下簡稱管理條例)第 29條，各級主辦人員對

各該管上級機關主辦人員負責，並依法受所在機關長官之指揮。政府單位之會

計人員在組織管理上採一條鞭，指揮體系上採「雙首長制」的主計制度。在此

制度下除肩負上級主計機關所賦予之任務，負責駐在機關財務之審核監督外，

又必須扮演好機關首長之財務幕僚角色，積極協助機關業務推動，襄助機關達

成組織目標，兼具雙重的角色任務，如果上級機關或駐在機關其他單位對會計

人員的角色職能期望與其個人價值觀或自我期望有所不同，就會使會計人員產

生角色衝突，常造成會計人員的壓力。 

此外，會計人員在機關除傳統的經費審核及統計數據的提供等角色外，亦

需積極協助機關業務推動，以正向主動的工作態度發揮績效，成為機關業務推

動之重要助力。 

因此，會計人員如何扮演幕僚與財務審核的角色，順利達成主計、行政兩

種不同指揮制度的任務目標，以及如何在執行財務審核強調所謂的防弊，改以

興利為著眼協助機關業務發展，二者之間在工作過程中如何取得平衡點，此為

本研究之動機及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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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 

本研究除探討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會計人員角色職能與主要業務-內部審

核相互之關聯性研究外，尚透過業務單位承辦員與會計人員互動之情形以問卷

方式蒐集分析，問卷的內容分二部份，一是針對業務單位與會計人員的互動中的

各項具體業務滿意情形，另一部份是為瞭解會計人員於執行內部審核過程中，是

否過於著重防弊而有不合理之退件情形；可藉由以上問題之發掘，繼而採行各種

教育訓練或遷調機制，以輔導、加強及改善會計人員對本職工作之專業度及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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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會計人員之員額規劃 

一般泛指之會計人員究與法規上所謂主計人員有何不同；主計人員一詞係

管理條例中予以定義，指辦理歲計、會計、統計業務之人員。惟因考量機關業

務規模及特性，有設置主計處者始較明確分類為會計及統計人員，其餘設會計

室者大都屬會計人員並兼辦統計工作，即一般泛指之會計人員。 

主計員額包括會計職系、統計職系人員與各級主計機構為應業務需要選用

之一般行政、法制、經建行政、資訊處理及有關工程職系人員，其員額設置標準，

視其機關（構）業務性質及工作範圍，依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機構及公立

學校之類別分別辦理。 

依據主計機構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以下簡稱編制標準)，縣(市)政府設主

計處，所屬一級機關設會計室，二級機關得設會計室，縣(市)議會設會計室，縣

（市）立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中、小學得設會計室；各機關會計人員配置情形亦

各有不同的標準，需依預（決）算及會計事務種類、年度預算經常門金額、最近

五年度預算資本門金額平均數、統計調查樣本單位（或樣本受訪）數、公務統計

蒐集及製表數、編製統計書刊數、統計服務及運用、所屬機關（構）數、所在機

關（構）總員額、所屬機關（構）主計員額等等內容計算配置；公立學校主計員

額則依班級數或教職員工數配置。 

 

第二節  本市各機關學校會計人員設置情形 

一、本市依編制標準設置情形 

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及市議會共計 80 個單位(不含 3 所幼兒園)，其中設有

主計機構者計 63個及其主計人員(會計、統計)編制情形如下： 

   (ㄧ)本市市議會設會計室，置主任 1人、科員 1人，共 2人；均為會計人員。 

   (二)本府設主計處，分別置處長、副處長、4位科長、專員 1人、科員 12人

及辦事員 4人，共 23人；細分為會計人員 18人、統計人員 5人。 

   (三)一級機關如警察局、消防局、稅務局、文化局、環保局及衛生局等 6局

均設會計室，分置主任 6人、2位股長(警察局)、科員 17人及辦事員 5

人，共 30人；細分為會計人員 27人、統計人員 3人。 

(四)二級機關如 7區公所均設會計室，分置主任 7人；均為會計人員。 

   (五)二級機關如公車處、市立醫院、中正戶政所、地政所等均設會計室，分

置主任 4 人及佐理員 4 人，共 8 人；細分為會計人員 7 人、統計人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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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六)二級機關如仁愛之家(截至 110 年 3 月 31 日止裁撤進行中)未設室，設

會計員 1人；為會計人員。 

   (七)高級中學如中山、安樂、暖暖及八斗等 4 所均設會計室，分置為主任 4

人及佐理員 4人，共 8人；均為會計人員。 

   (八)國中計 11 所，均設會計室，分置主任 11 人、佐理員 2 人(僅銘傳及建

德設置)，共 13人；均為會計人員。 

   (九)國小計 30 所，其中 27 所設會計室，分置主任 27 人，另 3 所分置會計

員 3人，共 30人；均為會計人員。 

 

以上合計編制 122人，分為會計人員 113人、統計人員 9人；惟人員異動遷

調頻繁，實際現有人數為 116人(截至 110年 3月 31止)，且其中僅有 63個機關

學校設置專任會計人員，另外 17 個機關、學校因未達設置會計室(員)之標準改

由其他機關學校之會計人員兼任，亦即有 17人需負責 2個機關學校的會計業務；

且復因各機關學校業務規模、特性及班級數等條件之下，有 49個機關學校 僅設

置 1名會計人員亦即主辦會計人員，占設有主計機構者之比例達 75.38%。 

(註：依主計條例所訂，主計人員分為主辦人員及佐理人員。故會〈主〉計單位

之主管為主辦會計人員) 

 

二、背景分析 

就本市現有實際人數116人中，主辦人員(如處長及主任)有63人占54.31%，

佐理人員 53人占 45.69%，依項目別分析如下： 

(註：截至 110年 3月 31日止，南榮國中及仁愛之家等 2名主辦人員均代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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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本市主計人員現況按職等分： 

 

細項 
主計 

人員 

百分比

(%) 

以主辦別分 

主辦  

(處長及主任) 

百分比

(%) 

非主辦

(佐理人員) 

百分比

(%) 

簡任第 10

職等以上 
2 1.72 2 1.72 - - 

薦任第 6至

第 9職等 
95 81.90 60 51.73 35 30.17 

委任第 1至

第 5職等 
19 16.38 1 0.86 18 15.52 

小計 116 100 

63 54.31 53 45.69 

116 100 

     資料來源：研究者資料整理。 

 

從表 2-1可知，簡任第十職等以上 2人佔 1.72%，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九職等

95人佔比高達 81.9%，以主辦別分，擔任主辦者 60人佔 51.73%，委任第一職等

至第五職等 19人佔 1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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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本市主計人員現況按年齡分： 

 

 

 

 

 

 

 

 

 

 

 

 

 

 

 

 

   

資料來源：研究者資料整理。 

 

從表 2-2 分析，29 歲以下 11 人佔 9.48%，30 至 39 歲 20 人佔 17.25%，40

至 49歲 24人佔 20.69%，50至 59歲 53人佔 45.69%，60歲以上 8人佔 6.89%，

顯見本市主計人員年齡在 50 歲以上者 61 人佔所有人數一半以上達 52.58%，其

中擔任主辦者有 47人佔 40.52%。 

  

細項 
主計 

人員 

百分比

(%) 

以主辦別分 

主辦   

(處長及主任) 

百分比

(%) 

非主辦

(佐理人員) 

百分比

(%) 

29歲以下 11 9.48 - - 11 9.48 

30-39歲 20 17.25 3 2.59 17 14.66 

40-49歲 24 20.69 13 11.21 11 9.48 

50-59歲 53 45.69 41 35.34 12 10.35 

60歲以上 8 6.89 6 5.17 2 1.72 

小計 116 100 

63 54.31 53 45.69 

11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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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本市主計人員現況按學歷分： 

 

 

 

 

 

 

 

 

 

 

 

 

 

 

 

 

     資料來源：研究者資料整理。 

 

從表 2-3 分析，研究所 18 人佔 15.52%，大學 74 人佔 63.79%，專科 23 人

佔 19.83%，高中 1人佔 0.86%，其中大學以上學歷且擔任主辦者 46人佔 39.65%。 

  

細項 
主計 

人員 

百分比

(%) 

以主辦別分 

主辦   

(處長及主任) 

百分比

(%) 

非主辦

(佐理人員) 

百分比

(%) 

研究所 18 15.52 12 10.35 6 5.17 

大學 74 63.79 34 29.30 40 34.49 

專科 23 19.83 17 14.66 6 5.17 

高中 1 0.86 - - 1 0.86 

小計 116 100 

63 54.31 53 45.69 

11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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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本市主計人員現況按考試類別分： 

 

 

 

 

 

 

 

 

 

 

 

 

 

 

 

 

 

 

 

 

 

 

 

 

     資料來源：研究者資料整理。 

 

從表 2-4分析，具高等考試資格者 34人佔 29.31%，普通考試 2人佔 1.72%，

初等考試 1人佔 0.86%，特種考試 43人佔 37.08%，升等考試 28人佔 24.14，其

它如參加訓練取得資格者 18人占 6.9%。 

  

細項 
主計 

人員 

百分比

(%) 

以主辦別分 

主辦   

(處長及主任) 

百分比

(%) 

非主辦

(佐理人員) 

百分比

(%) 

高等  

考試 
34 29.31 19 16.38 15 12.93 

普通  

考試 
2 1.72 - - 2 1.72 

初等  

考試 
1 0.86 - - 1 0.86 

特種  

考試 
43 37.08 18 15.52 25 21.56 

升等  

考試 
28 24.14 19 16.38 9 7.76 

其他 

(訓練) 
8 6.89 7 6.03 1 0.86 

小計 116 100 

63 54.31 53 45.69 

11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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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本市主計人員現況按性別分： 

 

 

 

 

 

 

 

 

 

 

 

 

 

 

 

        資料來源：研究者資料整理。 

 

從表 2-5 分析，本市主計人員為男性者僅 23 人佔 19.83%，女性 93 人佔

80.17%，男女比例為 1:4，在行政部門方面，會計工作仍是以女性為主，其中

擔任主辦之男女比例為 1:5。 

 

綜上各表分析，各機關學校主辦會計人員因需肩負各機關學校財務責任，

除主計處處長及議會會計室主任為簡任級主辦外，其餘編制多為薦任第 6職等

至第 9職等主辦，亦較ㄧ般行政人員之職務列等稍高，屬中階主管級；另因年

金改革影響導致退休意願降低，使得會計人員之人力新陳代謝、世代交替情形

減緩，故主辦年齡偏高，尚且需透過各種在職教育訓練及經驗分享，得以加強

創新思維及對新世代的傳承。 

 

第三節  會計人員角色職能 

 

主計機構是政府機關重要的輔助單位，在特殊的時代背景，防弊興利的超

然主計制度儼然成形，於此主計制度下之會計人員應如何扮演從初始設置以防

弊為目的，到當前法規鬆綁之興利主張為考量的角色，以此作為探討，俾求協

助政府財政效能之提升。 

細項 
主計 

人員 

百分比

(%) 

以主辦別分 

主辦   

(處長及主任) 

百分比

(%) 

非主辦

(佐理人員) 

百分比

(%) 

男 23 19.83 11 9.48 12 10.35 

女 93 80.17 52 44.83 41 35.34 

小計 116 100 

63 54.31 53 45.69 

11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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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法規規定及實務現況，財務行政始於預算，會計人員首要工作為協助預

算之編製，而預算的編製、審議到執行等需先有縝密考量的計畫及有效資源的

運用，而計畫的擬定也由重視短期、個別計畫轉為長期、整體計畫，因社會結

構改變、民主開放、人民需求不斷膨脹、加重政府財政負擔及危機，此時會計

人員應負之任務就非僅以文書作業完成預算彙編，而應積極運用資訊提供給決

策者，以確認計畫推動是否有其必要及對未能成功之相關重大風險加以掌控，

進而就整體財務能力，提供妥善之規劃建議。 

其次，會計人員之職責為辦理會計帳務處理，從最開始之記帳，過帳到調

整、結帳及編製報表等例行工作，在過往，人工作業因耗時費力僅以報表之產

製為帳務工作之結束，現階段均以資訊化處理，所產生之數據均可在短時間獲

得，相關數據藉由分析比較亦可提供給決策者瞭解經費運用之情形，繼而瞭解

計畫執行進度，以發揮輔助決策之功能。 

其三，依據會計法規定，會計人員需負責內部審核之職責，此項工作亦為

會計人員最主要的核心業務，由於政府各項收支均屬公款，其收入及支用應遵

循一定法度，會計人員執行內部審核工作，係為確保各項財務收支的合規性，

以維持政府財政穩健運作。亦即會計人員在機關內部施政管理過程中扮演著重

要的經費把關者角色，另一方面藉由對業務、財務等法規的瞭解，在審核過程

中發揮協助提醒之角色。因此會計人員在執行內部審核工作時，需隨時注意審

核規定是否不合時宜、核銷檢附資料過於繁複及審核標準寬嚴不同，精進內部

審核效率，減少業務單位困擾，以提升行政效能。 

其四，則是監辦採購之相關事務，依照政府採購法等規定，會計人員所需

負責的主要工作重點為程序性之監督，惟因財務責任有關善盡善良管理人之責

任並非僅指程序而已，對於實質無效能或浪費之支出，會計人員亦需本於專業

能力加以注意，故其工作與前述內部審核之職責密切相關，相輔相成。 

第四節  會計人員之管理 

政府單位之會計人員在組織管理上採一條鞭，目的是要確保獨立行使職權，

不為外力左右，扮演公正中立的角色，以執行監督並維持主計工作內容的品質，

故其設置及管理均依管理條例之規定辦理。 

其中有關管理層面之重點工作即建立職期輪調制度；職務輪調係工作再設

計的方法之一，是 1960年代企業界所興起的一種工作策略，其目的在解決因工

作重複性過高所產生的厭倦感，是可以讓員工透過跨部門、跨領域交流的管道，

增加職務之挑戰性，俾使學習更多技能或增加歷練機會，組織人力資源管理效率

亦得以提升。職務遷調原係消極為改善員工對重複性工作的倦怠情形，而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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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員工及組織的積極功能，然不當的遷調將產生反效果，有害員工及組織發展；

對公部門而言優點為增加業務歷練、減少本位主義並增加人員配置的彈性、亦可

避免職位權力腐化或職務互動障礙，缺點係造成個人壓力、影響工作及穩定性之

不足導致業務銜接問題、降低工作效率等，故實施遷調需謹慎評估其影響程度，

方能創造個人及組織雙贏的局面。  

依公務人員陞遷法第 13條規定，各機關對職務列等及職務相當之所屬人員

應配合職務性質及業務需要，實施各種遷調，此係為現行公務人員實施職務遷調

之依據。政府部門主辦會計人員因其業務性質特殊，具獨立的人事管理規範及運

作體制，主計總處亦於主計機構編制訂定及人員任免遷調辦法(以下間稱任免遷

調辦法)第 5章明定有關職務遷調之相關規範，並訂定主計人員遷調規定，以落

實推動主計人員之職務遷調制度，其中，訂有對於各級主辦會計人員之職期，定

為 4年，期滿應予檢討遷調之原則性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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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分析及研究結果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在運用問卷方式來瞭解本府及所屬會計人員在各個單位所扮演的角

色及所發揮的職責與業務部門的同仁間互動的情形及產生結果的回應，究係以

防弊為主興利為輔，抑業已提升會計專業服務方向協助各單位推動業務為主要

目的，藉以將來對會計人員所辦理的教育訓練內容著重方向的擬訂。 

本次研究之受查者，均為本府各處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與會計人員互動密切

的人員，惟不限職位，受查者變項僅包含三項，分述如下： 

ㄧ、研究對象的性別：「男性」、「女性」。 

二、研究對象的職稱：「主管」、「非主管」、「其他」。 

三、研究對象於機關服務年資：「3年以下」、「3-5年」、「5-10」、「11-20年」、 

「20年以上」。 

 

第二節  問卷設計 

本問卷為能從業務單位之角度以較具體的結果來呈現各會計人員之專業度

及服務態度，設計內容分二部份，一為針對各業務分「一般案件審核專業知識」、

「採購案件審核專業知識」、「會辦公文之效率」、「對經費報支相關問題能協助解

決」、「款項皆能如期撥付」、「工作態度積極及配合度」、「能展現和善親切之態度」

服務及「整體而言，處理問題的過程讓我滿意」等 8項具體感受的內容；另一部

份為對會計人員於執行內部審核過程中，因其專業度及服務態度導致有不合理

之退件情形，為使瞭解問題發生之時間及原因，以為判斷是否可當下立即解決或

作為後續教育訓練之題材內容，而請提供佐證資料。 

問卷發送對象分本府各處(不含主計處)，每處各 4份,府外局各 3份，二級

機關及學校各 2份，共 80個機關、學校數，93個單位，合計共發出 219份，採

隨機方式瑱送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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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內容 

一、個人基本資料 

  1.性別 

    □女 

    □男 

  2.職稱  

    □主管(科長、課長、主任、隊長、組長等) 

    □非主管(職員、教師、技工、工友等) 

    □其他：            (非上列者請敘明) 

  3.於機關服務年資 

    □3年以下 

    □3-5年 

    □5-10年 

    □11-20年 

    □20年以上 

 

二、對所服務單位之主(會)計人員在各項具體業務上的滿意情形調查 

1.一般案件審核專業知識(例如:預算法、會計法、決算法等相關法規)之熟

悉度。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普通 

    □滿意 

    □非常滿意 

    □未接觸 

2.採購案件審核專業知識(例如:採購法等相關法規)之熟悉度。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普通 

    □滿意 

    □非常滿意 

    □未接觸 

3.會辦公文之效率(以不超過 3天為基準)。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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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 

    □滿意 

    □非常滿意 

    □未接觸 

4.對經費報支相關問題能協助解決。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普通 

    □滿意 

    □非常滿意 

    □未接觸 

5.款項皆能如期撥付(如薪資、廠商貨款等)。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普通 

    □滿意 

    □非常滿意 

    □未接觸 

6.工作態度積極及配合度。*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普通 

    □滿意 

    □非常滿意 

    □未接觸 

7.能展現和善親切之服務態度。*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普通 

    □滿意 

    □非常滿意 

    □未接觸 

8.整體而言，處理問題的過程讓我滿意。*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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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 

    □滿意 

    □非常滿意 

    □未接觸 

 

三、會計人員於執行內部審核過程中，是否有不合理之退件情形? 

    若您方便的話，如有相關佐證資料(如簽呈影本等)，請寄至 

     (機關單位窗口) ○○○@mail.klcg.gov.tw 

     (學校單位窗口) ○○○@mail.klcg.gov.tw 

   1.會計人員對於業務單位辦理經費報支時，是否有不合理之要求? 

     □是，請詳細敍明案件類型及內容，如有相關佐證資料(如簽呈影本

等)，請寄至 

       (機關單位窗口) ○○○@mail.klcg.gov.tw 

       (學校單位窗口) ○○○@mail.klcg.gov.tw。 

     □否 

 

   2.會計人員於退件時，是否未敍明退件理由，造成經費報支有無所適從之

情形?您的回答： 

     □是，請詳細敍明案件類型及內容，若您方便的話，如有相關佐證資料

(如簽呈影本等)，請寄至 

       (機關單位窗口) ○○○@mail.klcg.gov.tw 

       (學校單位窗口) ○○○@mail.klcg.gov.tw。 

     □否 

 

   3.會計人員是否能耐心傾聽意見，做到有效溝通?  

     □是 

     □否，請詳細敍明案件類型及內容，若您方便的話，如有相關佐證資料

(如簽呈影本等)，請寄至 

       (機關單位窗口) ○○○@mail.klcg.gov.tw 

       (學校單位窗口) ○○○@mail.klcg.gov.tw。 

 

   4.會計人員是否在經費報支上有故意刁難之情事? 

     □是，請詳細敍明案件類型及內容，若您方便的話，如有相關佐證資料

(如簽呈影本等)，請寄至 

       (機關單位窗口) ○○○@mail.klc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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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單位窗口) ○○○@mail.klcg.gov.tw。 

     □否 

 

   5.辦理經費報支是否有前、後任會計人員審核標準不一致之情形?  

     □是，請詳細敍明案件類型及內容，若您方便的話，如有相關佐證資料

(如簽呈影本等)，請寄至 

       (機關單位窗口) ○○○@mail.klcg.gov.tw 

       (學校單位窗口) ○○○@mail.klcg.gov.tw。 

     □否 

 

   6.其他想說的話。 

     您的回答： 

 

 

   7.您對本次問卷的看法(或期望)。 

     您的回答：1. 

               2.建議加強哪類教育訓練及輔導 

                 □內部審核方面 

                 □溝通技巧 

                 □其它，舉例                    

 

   8.您願意提供所服務單位有上列情況之會計人員姓名，以利深入了解問題

核心，並適時給予輔導。  

     您的回答： 

 

 

  

327

mailto:kl926@mail.klcg.gov.tw
mailto:kl926@mail.klcg.gov.tw
mailto:kl926@mail.klcg.gov.tw


第三節  資料分析結果 

 

一、本研究受查者背景分析 

 

本小節內容旨在分析有效樣本中受查者的背景變項，以利後面的研究結果

分析與討論，分別為性別、擔任職務及服務年資，其各項內容整理如表 3-1。 

 

表 3-1本研究受查者背景分析 

   資料來源：研究者資料整理。 

 

從表 3-1，於隨機抽樣數中有效樣本 204份中，分析後可知男女性別分別佔

35.78%及 64.22%，比例約 1：2；以擔任職務分，擔任主管，如科長、課長、主

任、隊長及組長等佔 63.24%，非主管，如職員、教師、技工及工友等佔 23.53%，

其他，如臨時人員及約僱人員佔 13.23%；以服務年資分，3 年以下佔 14.71%、

3-5年佔 10.29%、5-10年佔 21.57%、11-20年佔 24.51%、20年以上佔 28.92%。 

 

  

 背景變項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73 35.78 

 女 131 64.22 

擔任職務    

 主管 129 63.24 

 非主管 48 23.53 

 其他 27 13.23 

服務年資    

 3年以下   30 14.71 

 3-5年 21 10.29 

 5-10年 44 21.57 

 11-20年 50 24.51 

 20年以上 59 2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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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所服務單位之主(會)計人員在各項具體業務上的滿意情形分析與討論 

 

本小節內容主要探討各業務單位對於所服務單位之主(會)計人員在各項具

體業務上滿意程度的看法，根據問卷調查回收之樣本數以滿意(或不滿意)程度

分類，其各項內容整理如表 3-2。 

 

表 3-2對所服務單位之主（會）計人員在各項具體業務上的滿意度分析 

 

項目 滿意程度 百分比(%) 

1.一般案件審核專業 

知識之熟悉度 

非常不滿意 0 

不滿意 0.49 

普通 7.77 

滿意 31.07 

非常滿意 58.25 

未接觸 2.42 

2.採購案件審核專業 

知識之熟悉度 

非常不滿意 0.49 

不滿意 1.46 

普通 8.25 

滿意 28.16 

非常滿意 53.88 

未接觸 7.76 

3.會辦公文之效率 非常不滿意 0.49 

不滿意 2.91 

普通 4.37 

滿意 32.52 

非常滿意 59.71 

未接觸   0 

4.對經費報支相關問

題能協助解決 

非常不滿意 0.97 

不滿意 0.97 

普通 4.37 

滿意 27.18 

非常滿意 65.54 

未接觸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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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滿意程度 百分比(%) 

5.款項皆能如期撥付 非常不滿意 0 

不滿意 0.97 

 普通 2.43 

滿意 27.18 

非常滿意 68.93 

未接觸 0.49 

6.工作態度積極及配

合度 

非常不滿意 0 

不滿意 1.94 

普通 6.80 

滿意 20.87 

非常滿意 70.39 

未接觸 0 

7.能展現和善親切之 

服務態度 

非常不滿意 0.49 

不滿意 2.43 

普通 9.22 

滿意 20.39 

非常滿意 67.47 

未接觸 0 

8.整體而言，處理問

題的過程讓我滿意 

非常不滿意 0.49 

不滿意 1.94 

普通 9.22 

滿意 23.79 

非常滿意 64.56 

未接觸 0 

     資料來源：研究者資料整理。 

 

由表 3-2 可以呈現各業務單位對於所服務單位之主(會)計人員 在各項具體

業務上滿意程度的看法，對於一般案件審核專業知識(例如：預算法、會計法、

決算法等相關法規)之熟悉度項目，滿意程度 89.32%；對於採購案件審核專業

知識(例如:採購法等相關法規)之熟悉度項目，滿意程度 82.04%；對於會辦公

文之效率(以不超過 3 天為基準)項目，滿意程度 92.23%；對於對經費報支相關

問題能協助解決項目，滿意程度 92.72%，對於款項皆能如期撥付(如薪資、廠商

貨款等)，滿意程度 96.11%；對於工作態度積極及配合度，滿意程度 91.26%；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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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能展現和善親切之服務態度，滿意程度 87.86%；就整體而言，處理問題的過

程滿意程度 88.35%，分析結果，各會計人員在業務方面大都能秉持積極的服務

態度戮力完成會計工作，相較之下對於採購案件相關專業知識就需再進行教育

訓練以加強其審核能力。 

 

三、業務單位對會計人員的回饋內容 

 

本次問卷除就會計人員的專業度及服務態度滿意程度的調查外，尚請提供

具體文字回饋，計有 68個單位提供，其中大多為鼓勵、讚許及肯定會計人員的

付出，亦有埋怨及建言(以●標註)，茲摘述如下： 

 

●應由業務單位自行審認經費報知是否合乎業務性質，非拘泥於字眼專業。建

議應以業務單位角度審核案件，俾利推展相關事項。 

◎本機關會計人員工作效率高，可溝通。 

◎都很專業，應適時給會計人員鼓勵。 

◎感謝會計人員的辛勞及指導。 

◎本所會計主任非常優秀。  

◎會計人員都很用心協助機關經費核銷事宜。 

◎因非所專業，常會犯一些低級錯誤或是問些白目問題，但主計夥伴(不論哪一

科室)都很有耐心解釋和教導，真心感謝謝謝您們的幫忙、協助，大推○○○、

○○、○○超優秀的會計人員！！很多位都非常 nice，就不臚列，謝謝大家。 

●主計人員異動率高，業務單位需重新適應，並一再調整主計人員規範。 

◎現任會計人員積極認真。 

◎會計的業務負擔沉重，但仍排除困難為同仁解決問題，專業又服務態度良好，

是我們的好榜樣，對會計應多獎勵。○主任能力佳專業強為本局注入專業服務

的活力。 

◎感謝會計人員提供專業建議。 

◎感謝會計人員協助督導會計核銷案件，以補足可能有缺漏或疏失的地方。 

◎業務單位如有系統操作問題或其他會計上需要協助問題，能找到人詢問及協

助，而不是自己摸索，錯了就一直改，核章也是一直重新呈核，謝謝！！ 

◎會計人員應以協助控管經費科目的合理性，而非干預計畫經費使用。 

◎嚴格審核才不會造成承辦人僥倖心理，亦不會預算經費浪費。 

◎本單位會計人員均依法行政並於業務人員文件疏漏時熱心指正，謝謝！ 

◎會計主任○○○，常適時給予協助，讓我收穫良多。 

◎本局會計人員均有專業及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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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辛苦！ 

◎○○國小○○○主任總是能以專業知能協助學校辦理採購業務，並給予校內

同仁專業建議及法規知能。 

◎非常喜歡現任會計，教導我很多專業知識。 

◎本人所遇到最好的會計主任，願意提供專業意見解決問題。 

◎很謝謝主計主任在我執行業務遇到經費相關疑問或困難時，能耐心提供方法

或教導。  

◎○○○主任，謝謝給予鼓勵。 

◎非常感謝會計室親切耐心又專業的協助。 

◎學校會計人員表現優良。 

◎本校會計主任認真負責，值得嘉許。 

◎可獎勵優秀人員並增加人力，避免業務過重。 

◎會計具備專業與熱忱，如報核案件有問題，皆能細心說明。 

◎建議獎勵優秀的會計人員。 

◎目前接觸到的會計人員，專業及態度皆良好。 

◎謝謝會計人員協助校務。 

◎本校會計人員，展現親切服務態度，並能發揮專業，指導行政經費案之行政

人員專業不足之處，謝謝您們！ 

◎非常感謝會計主任為經費審核費心、用心、耐心把關。 

◎謝謝您。 

◎本校很幸運，一直有「貴人」相助。 

◎擔任本職務期間，會計人員接給予業務相當多的協助與指導。謹予感謝。 

◎親切、專業、有效率的主任。 

◎我遇過的會計主任兼具專業與服務熱忱。 

◎○○國小○○○主任有親切力，每天笑笑的，脾氣好，有疑問時，她都會不

厭其煩回答，棒！ 

◎本校會計主任認真盡職，協助良多。 

◎會計主任能任勞任怨辛苦了！ 

◎能耐心溝通，有效解決問題並積極鑽研法令。 

◎希望每年或每 2 年都做(或設計)問卷供業務單位填寫(反饋)。 

◎本校會計人員十分協助同仁業務。○○主任專業度很夠，○○○工作認真，

非常配合同仁。值得嘉許。 

◎感謝協助並給於專業說明。 

●希望會計主任是協助學校行政人員圓滿解決核銷事宜，而不是要主任、組長

看會計主任心情做事，讓人覺得是主計治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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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會計人員是難得的專業人員，除待人處事圓融外，效率及審查堪稱一流。 

●學校由教師兼任行政人員，對會計經費請撥核支等事項無專業可言。會計人

員若以協助學校立場會是好事，若以找缺點或增加老師負擔為其工作標準，

為難不專業的老師，實在是刁難老師。 

●請了解學校人力、能力狀況不易配合專業的會計人員的要求。 

●會計人員是以「服務」或「辦事」心態來到學校，遇過 4 位會計人員要求不

一，學校單位與公家單位不應有不同的服務標準。 

◎本校會計對學校盡心盡力，助益良多。 

◎主計對於相關法規之熟悉度極高，且以極高效率處理經費請示、核銷的工作

對於○○中心之協助，十分重要。 

●本校雖為○班小校，但需協助○○中心的經費核銷案，業務量相當於 4 處室

的學校，希望以後到本校任職的主計主任不用到其他校支援。 

◎感恩有您專業指導！ 

◎會計主管及同仁均很好。 

◎本校會計主任相當盡責且配合良好，是會計人員之典範。 

◎本校會計主任積極負責，遇不懂之事請教總是以耐心、和善之態度協助處理

問題。 

◎業務專精、態度熱心。  

◎感謝會計人員協助經費核銷相關事宜。 

◎本校會計主任樂於指導新手兼任行政教師經費審核銷程序，不符項目皆說明

清楚請承辦人補正。 

◎謝謝主計人員得專業服務。 

◎本校會計人員人很好，很有耐心協助解決問題。 

●希望主計可以加強主計處及教育處溝通，不要讓單位同仁當主要雙邊溝通

者，因同仁不具會計背景溝通常會聽不懂專有名詞，中間會很無力。 

●希望會計人員亦能取得採購證照以利討論相關採購案件是否合法辦理。 

 

藉由各單位回饋整理後，大致了解本市各會計人員多具有高度的服務熱忱

及良好的工作態度，在各個工作崗位上，盡心盡力，協助業務之推動，其中仍有

少數人員因職務歷練有限，對於內部審核、採購法等相關法令熟悉度之不足，往

往會依歷史慣例進行審核及審核標準前後任觀點之不同，造成業務單位不知所

措；另外，各單位業務承辦人員異動頻繁，尤以學校單位更甚，新任者多不諳公

文流程及經費核銷程序，導致退件頻率增加，間接亦造成會計人員負擔及壓力，

如再加上雙方溝通不良，就會有不耐煩及口氣不佳之情形發生。 

 

333



掌管本府所屬會計人員之主計處為提升專業能力，於往常之教育訓練僅以

加強會計專業方面為主要內容，現為擴大各會計人員視野、提升創新思惟之能

力及增進會計業務交流與增加職務歷練，已陸續進行之計畫有，除於原有教育

訓練仍加強專業課程外，採部份講師改由本府主計處或所屬會計人員擔任，分

享在機關內部協助推動業務案例、內部審核或採購案例等之工作情形及實務經

驗提供參考，亦可藉由擔任講師之方式以訓練膽識，增強自信心及溝通能力；

另外亦鼓勵多參加本府各單位舉辦之非會計專業課程訓練級研習，以瞭解各項

施政計畫目標之推動情形，加強對機關的向心力及擴大視野，俾利提供審核方

面之協助；及為增加職務歷練，定期或不定期調用所屬會計人員分赴本府主計

處或其他主計機構學習，吸取他機關工作經歷、改變思惟方式以增強內部審核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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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值得本市參採或建議之興利作為 

 
第一節  中央及其他一級主計機構值得本市參採之作為 

一、行政院主計總處之興利作為 

(一)精進內部審核之作為、提升行政效能 

面對資訊化時代及經社環境快速變遷，內部審核需配合外部環境及

機關業務推動等實務運作需要，與時俱進檢討，以提升政府行政效能，

行政院主計總處(以下簡稱主計總處)於 103 年 10 月間成立內部審核研

究小組，導入興利思維，積極推動各項策進作為，首先檢討鬆綁內部審

核原則，配合財政部推動電子發票及因應網路交易衍生支出憑證處理、

出納管理手冊之修正及公款支付實現及處理應行注意事項停止適用等

等需求，於 105 及 107 年間陸續修正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最近修正

為 110年 1月間)，簡化會計人員執行內部審核之作業程序。 

鑑於部分受補助對象反應提出支用單據不易或不符成本，主計總處

檢修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對於支出

憑證取得確有困難或不符效益等特殊情事，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定，改以

其他佐證資料結報以賦予經費核銷彈性。 

為利政府對於行動支付、電子發票及電子化報支行動等政策推動，

鼓勵機關同仁使用信用卡，主計總處於 108年修正相關信用卡支付款項

處理原則，放寬除專任採購人員及經常辦理採購業務人員維持不得以個

人信用卡支付外，其餘人員除機關另有規定外，因公務需要得使用個人

信用卡支付。 

相關修正內容另編製支出標準及審核作業手冊，供各會計人員於日

常擔任內部審核所需之基礎資料及應行注意之事項，以避免有審核規定

不合時宜、核銷檢附資料過於繁複等制度面問題及防弊心態過重、審核

標準寬嚴不同等執行面問題之情形發生，有效提升及確保政府會計工作

之品質。 

(二)推動簡化核銷政策、落實簡政便民措施 

憑證審核為會計人員執行經費核銷作業之主要工作，審計法修正後

各機關面臨憑證免送審，大量的憑證需自行覓妥倉儲保管，減少核銷單

據就成為主計總處推動簡化核銷政策之重點工作；目前已於 109年 6月

間完成檢修共同性經費結報檢附憑證及其他單據表之內容及項目，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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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經費結報常見疑義問答集之彙編，並通知各機關主計機構參考運用；

於 110年 1月間訂定各機關取得紙本支出憑證辦理電子化處理之存管原

則，以減省各機關取得紙本支出憑證原件之行政作業，提高推動支出會

計憑證電子化處理意願。 

 

(三)推動電子化報支、提高報支效率 

因應數位化時代來臨，無實體憑證將日益普遍，主計總處於 105年

訂定政府支出會計憑證電子化處理要點，供各機關作為辦理電子化報支

相關作業之依據，另於 106年逐步建置共用性經費結報系統，透過介接

機關前端行政管理系統(差勤、薪資等系統)及後端歲計會計資訊系統，

以電子簽章取代紙本簽核，首先完成國內差旅費、短程車資及水電費等

3項；107年完成 5項人事費結報項目，包括薪資、加班費、未休假加班

費、超過 14 天休假補助費、年終工作獎金、考績獎金及子女教育補助

費；108年建置完成小額採購、油料、退休撫卹經費、保險費、婚喪生育

補助費等 5項；109年則賡續建置出席費、兼職費、講座鐘點費、稿費、

員工健康檢查、通訊費及退休離職儲金等 7項，並持續推進整體經費結

報電子化及無紙化的目標，以縮短報支時間，加速經費核銷流程並落實

節能減碳政策。 

二、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創編工具書供各機關參考學習並精進其簡化措施 

該府為兼顧興利與防弊，積極簡化經費報支程序，提升行政效率並

縮短公款支付時效，精進檢討各機關對於經費報支作業，因機關業務特

性不一，該處統整提出共通性簡化措施，創編「新北市推動友善經費報

支環境下相關內部審核之簡化作為」工具書，其中參與機關計有工務局、

農業局、交通局、社會局及教育局等，就不同業務特性之機關研訂簡化

措施及其成效分述如下： 

1.工務局：建立自主檢核、標準化報支資料；成效為工程案件請款至付

款期程縮短 60天。 

2.農業局：內部流程再造；成效為請款至付款期程縮短 60天。 

3.交通局：透過廠商扣款比例歷史資料，建立預付機制；成效為有效紓

解廠商資金壓力。 

4.社會局：利用專業醫療團隊、輔具廠商及資訊系統協助民眾；成效為

民眾申請輔具流程及作業時間縮短 50至 56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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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育局：標準化補助學校經費之核撥動支及賸餘款繳回作業；成效為

大幅減輕學校經費報支成本。 

第二節  本市精進作法 

一、配合簡化核銷、逐年滾動式檢討改進 

(ㄧ)本府於 104 年間為提升政府服務效能，改善外界對本府付款延遲之觀感， 

特參酌政府採購法及本府內部行政規定暨其他相關法規，制訂「工程、財物、 

勞務付款注意事項」，並函知所屬機關學校，且配合採購法等相關法規之修 

正而隨時更新，除可供會計同仁內部審核時之參考外，更可提供業務承辦單 

位於申請經費核銷時先行自主檢查，減少錯誤或疏漏退件情事，縮短付款期 

程，進而增進廠商財務資金之運用，提升本府形象。 

(二)近年來本府屢接獲各界反應政府補助經費核銷作業程序繁瑣，及適時配合 

中央推動行政機關經費核銷簡化政策，積極研擬具體改善作為，其中先就 

104年間所訂的「工程、勞務及財物付款注意事項」重新檢討，修訂為「採 

購案件經費結報檢核表」，另各依工程、勞務及財物類分別列表，於 110年 

1月正式實施，其中精進有關單據、流程之部分，建立明確規範、強調權責 

分明，期透過單據減少、流程簡化之方式，進而減少退件之情形，以縮短支 

付時程，並提升行政效率。 

(三)目前已就主計總處所提供之共同性經費結報檢附憑證及其他單據表之內容 

及項目、經費結報常見疑義問答集之彙編等資訊，通知各機關會計單位參考

運用，並追蹤列管執行成效，以落實政策之推動。 

二、加強內部審核之品質 

為加強督導各所屬機關學校內部審核實施情形，每年均實地派員至所屬

機關學校進行抽查，有關查核結果發現之缺失，立即提供具體改進意見及後

續追蹤輔導改善，另歸納整理各缺失態樣列入案例，供各所屬機關學校注意

參考，以提升內部審核品質；持續辦理內部審核課程等教育訓練，並鼓勵會

計人員參加各種採購法相關之課程 (如政風處辦理之精進採購稽核監督業

務講習)，加強審核專業度，以協助各機關業務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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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建議 

ㄧ、建立內部審核流程表供業務單位查閱，以降低資訊不完備 

為使機關業務推動順暢、經費核銷縮短流程，內部審核的簡化及資訊

透明化相對重要，各會計單位針對各機關特性將內部審核常用規定予以簡

化，製作簡易流程提供給機關內部業務單位瞭解，可有效避免因業務人員

異動頻繁、交接空窗，因資訊不完整產生認知上的落差，或因溝通不良而產

生誤解。 

二、推廣共同性經費結報系統、提高報支效率 

因應數位經濟政策、無紙化潮流趨勢，財政部已於 107 年底完成電子

發票整合服務平台，且主計總處秉持興利、簡政、便民之原則亦建置共同性

經費結報系統，目前已完成 20過經費報支規範之簡化，減少機關同仁辦理

經費結報之人力、時間，達成提升行政效率及節能減碳的目的。 

三、成立工作圈，加速會計業務訊息傳遞及經驗傳承 

政府施政要因應時代和社會的變遷做適時的調整，會計人員的角色職

能也要不斷與時俱進，相關配合政策及訊息亦不間斷地湧入，在數位時代，

資訊傳遞就需及時、全面且有效性，透過分組及時交流，減少訊息接收時產

生之落差造成審核標準不一；亦可藉由分組討論方式，解決執行上的疑義，

進而提出具體可行的創新或精進建議，以強化會計人員經驗傳承。 

四、推動佐理人員遷調制度，以增加職務歷練 

主辦會計人員定有職期之規定，因此，如任期屆滿即有義務進行職期

遷調；佐理人員包括職務列等及職務相當之主管、副主管及非主管之佐理

人員三類，會計人員之職務遷調，具有增加工作挑戰且完備職務歷練，提升

視野與核心職能，又可革新防弊，避免久任一職衍生工作怠惰，亦是用以培

育會計人才之重要人力資源管理策略，爰佐理人員所任職務雖無職期之限

制，但為可供本市各機關會計人力相互支援作有效運用及培訓足以擔任基

層主辦之膽識，可依各佐理人員之任職情形，於同一主計機構內或於跨所

屬主計機構間辦理職務遷調。 

五、加強溝通技巧與協調能力及擴大教育訓練範圍 

會計人員專業性之提升，除增強本職學能法令等素養，充實會計專業

知能外，尚需加強溝通技巧與協調能力。溝通及協調力亦是會計人員應必

備的專業技能，良好的溝通及協調可使機關業務推動順遂，易於達成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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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會計人員往往僅強調及過於重視法令規定之運用，常未透過溝通，忽

略進ㄧ步了解問題發生之始末，或個人溝通風格之不同，造成業務單位無

所是從，故加強溝通技巧與協調能力，以利有效維持會計人員的專業度。 

另外，因內部審核為經費報支流程中之ㄧ環，前端涉及業務單位，往往

由於業務單位人員不知如何報支而認為程序繁瑣，將報支應檢附憑證課責

於會計人員，為改善機關內部審核業務單位人員經費報支品質，除透過密

切有效的溝通外，亦可就不同經費類型及報支程序辦理教育訓練，藉由課

程傳達錯務態樣或分享實際案例，讓業務單位能清楚經費報支作業規範與

標準。 

第四節 結語 

自從擔任會計人員後瞭解到會計相關專業知識及同仁之間聯繫溝通是相輔

相成，缺ㄧ不可，傳統的會計業務辦理方式與核銷流程，似乎已跟不上時代潮

流與數位科技的進步，再加上政府服務層面日益擴張，身為會計工作者，應跳

脫本位主義之思考模式，改以支援系統角色，在自己工作崗位上默默付出、奉

獻，建立以服務為導向之內部審核方式，以協助機關預算執行人員減少財務責

任之負擔；另外，適當自我鞭策，除會計專業素養之提升、加強實務工作經驗

外，對於服務知能亦需持續不斷創新與學習，更要有不同以往之新觀念與新思

維，思維決定作為、態度決定高度，會計人員的觀念改變，溝通就變容易了，

藉由與同仁甚至機關首長間之有效溝通，使其瞭解會計人員除了扮演防弊角色

外，尚可發揮興利功能，如能獲得機關首長的支持，是協助解決問題最好的後

盾，亦可使會計專業充分發揮支援決策之綜效，最終可成為機關業務推動之重

要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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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台灣是世界排名第十八位的缺水國家，由於臺灣山坡陡峭、河川短促，致

大部分的雨水都迅速地流入海洋，且雨季集中於春、夏，水資源分配不均，近

年來更因全球氣候變遷影響，降雨型態的改變，導致乾枯季日益顯著且原來應

該下在水庫集水區的雨水，卻下在水庫下游或海上，使我們無法有效的攔截利

用，如何善用及管理水資源成為當務之急，並順應氣候加以調整水資源的經營

和管理方式。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我國飲用水管理在中央主管機關為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市)為縣(市)政府。為保障國人飲用水水質安全，環保署持續依國際管制

趨勢，持續檢討修訂飲用水管理條例相關法規，並透過政府管理，執行抽驗飲

用水中影響健康或可能影響健康物質，經由飲用水管理重點稽查管制計畫，同

時督導自來水事業等飲用水供水單位改善水質，持續經由各種施政及管制作為，

確保飲用水的安全及品質提升。隨著各行各業的興起，環境污染物質越益複雜，

然而政府資源有限，應與民間協力分工，整合民間資源，結合民眾參與，以有

效提升飲用水安全。  

 

第二節 研究目標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表示，世界人口中，約有 22億安全飲用水不足，

42億衛生設施欠缺，到 2050年，在缺水環境中生活的人口將達到 35億至 44

億，因此，關注水資源及水資源的永續利用係將刻不容緩之議題，依聯合國的

永續發展會議(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mmit)於 2015年 9月通過 2030

年永續發展議程(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以 17項永續發展

指標(SDGs)為核心。有關水相關之指標訂定於目標六：「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

水及衛生及其永續管理」如表一所示，初步檢視與飲用水管理條例相關的細項

目標為 6.3的改善水質及 6.b的支援及強化地方社區的參與，以改善水與衛生

的管理。人體中約有 70%由水所構成，為維持身體功能正常運作，一般人每

天至少要喝 2到 3公升的水，因此，提供民眾量足質佳的飲用水更顯得重要，

為確保民眾都能享有安全衛生無虞之飲用水成為重要的課題，然政府部門資源

有限，應將資源投入於較完善的管理方案，進而達成永續管理係本市之管理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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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SDGs目標六之中英對照翻譯 

示意圖 中英對照 

 

6.1  

By 2030, achieve universal and equitable access to 

safe and affordable drinking water for all 

在西元 2030年以前，讓全球的每一個人都有公平的

管道，可以取得安全且負擔的起的飲用水。 

 

6.2  

By 2030, achieve access to adequate and equitable 

sanitation and hygiene for all and end open defecation, 

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needs of women and 

girls and those in vulnerable situations 

在西元 2030年以前，讓每一個人都享有公平及妥善

的衛生，終結露天大小便，特別注意弱勢族群中婦

女的需求。 

 

6.3  

By 2030, improve water quality by reducing pollution, 

eliminating dumping and minimizing release of 

hazardous chemicals and materials, halving the 

proportion of untreated wastewater and substantially 

increasing recycling and safe reuse globally 

在西元 2030年以前，改善水質，減少污染，消除垃

圾傾倒，減少有毒物化學物質與危險材料的釋出，

將未經處理的廢水比例減少一半，將全球的回收與

安全再使用率提高。 

 

6.4  

By 2030, substantially increase water-use efficiency 

across all sectors and ensure sustainable withdrawals 

and supply of freshwater to address water scarcity and 

substantially reduce the number of people suffering 

from water scarcity 

在西元 2030年以前，大幅增加各個產業的水使用效

率，確保永續的淡水供應與回收，以解決水饑荒問

題，並大幅減少因為水計畫而受苦的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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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圖 中英對照 

 

6.5  

By 2030, implement integrate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at all levels, including through 

transboundary cooperation as appropriate 

在西元 2030 年以前，全面實施一體化的水資源管

理，包括跨界合作。 

 

6.6  

By 2020, protect and restore water-related ecosystems, 

including mountains, forests, wetlands, rivers, aquifers 

and lakes 

在西元 2020年以前，保護及恢復跟水有關的生態系

統，包括山脈、森林、沼澤、河流、含水層，以及

湖泊。 

 

6.a.  

By 2030, exp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capacity-building support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water- and sanitation-related activities and 

programmes, including water harvesting, desalination, 

water efficiency, wastewater treatment, recycling and 

reuse technologies 

在西元 2030年以前，針對開發中國家的水與衛生有

關活動與計畫，擴大國際合作與能力培養支援，包

括採水、去鹽、水效率、廢水處理、回收，以及再

使用科技。 

 

6.b.  

Support and strengthen the participation of local 

communities in improving water and sanitation 

management 

支援及強化地方社區的參與，以改善水與衛生的管

理。 

資料來源：聯合國永續發展指標(SDGs)說明，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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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現況分析 

第一節 基隆市飲用水安全管理現況 

一、飲用水水源水質管理 

臺灣用水來源近半是抽取河水處理後提供使用，當河水遭受污染，飲用

水安全就受到挑戰。以台灣自來水公司一區處新山給水廠為例，新山給水廠

是臺水一區處給水最大的給水廠，轄下共六個淨水場，暖暖淨水場、中幅淨

水場、新山淨水場、安樂淨水場、六堵淨水場、二坪淨水場。其中新山淨水

場供水量為六個淨水場之最，每日供水 20萬噸， 提供 20萬戶用水，供水

人口約50萬人，新山淨水場之原水80%來自八堵抽水站抽取基隆河水供應，

倘若基隆河河水遭受污染，淨水廠所抽取的原水即有安全衛生之疑慮。 

淨水場為提供民眾安全用水，定期採樣原水水體送實驗室檢驗。包含大

腸桿菌數與重金屬含量等多種項目。因受限於微生物培養與化學反應時間，

需較長時間得知檢驗結果，難以即時攔截受污染原水進入淨水場。因此，抽

水站已增設原水監測等設備改善，109年台灣自來水公司、經濟部中小企業

處、經濟部技術處、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攜手合作，在八堵抽水站打造

全台第一套抽水站污染監測系統，能感測水中油污、濁度、導電度數據，連

續 24 小時監測水質，結合通訊軟體群組主動推播監測異常訊息，即時阻截

污染水體進入淨水廠。 

過去管理單位只能於定時巡檢發現污染，導入智慧監測系統後，可以精

進到污染事件觸發即時通知，立即處理，確保淨水廠的安全及潔淨；一旦監

測系統水質出現異狀，將由環保局透過即時監測數據，分析可能之污染來源，

並立即派員前往現場稽查污染現況，縮短污染查證時間，有效保障民眾飲用

水安全。 

二、飲用水管制計畫 

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方面，執行基隆市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內污染源

基本管制、每季執行轄內 4座淨水廠原水採樣、每季至少針對 2處飲用水水

源水質保護區(西勢、新山水庫)及 7處取水口一定距離內地區進行巡查；另

飲用水安全管理方面，每月至少採樣 30 件次自來水供水系統、4 座淨水廠

清水出水端水質檢測，每季至少 1次、每半年配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針對淨

水廠淨水處裡藥劑進行查核、公私場所供民眾飲用之連續供水固定設備，每

月至少查核 15 處、每季查核轄區內包裝或盛裝之飲用水業者進行水源水質

採樣 1次及各級學校(含幼兒園所等)辦理夏令衛生飲用水抽驗 120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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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 

1.自來水淨水廠原水水質採樣成果 

為保障民眾飲用水健康，環保局每季至轄內 4 座淨水廠，安樂淨

水廠、新山淨水廠、六堵淨水廠、暖暖淨水廠進行源水採樣，採檢項

目包括氨氮、大腸桿菌群及化學需氧量共三項。若經檢驗認定該水源

不符合飲用水水源水質標準，將依規應處以罰鍰並禁止作為飲用水水

源，且於檢驗期間內得請自來水事業單位提出改善計畫書進行改善，

為市民用水安全把關；本市 109 年檢測結果皆符合飲用水水源水質標

準如表 2所示。 

表 2.四座淨水場原水水質查驗成果 

日期 地點 
大腸桿菌群 

(CFU/100mL) 

氨氮 

(mg/L) 

COD 

(mg/L) 

SS 

(mg/L) 

109/03/31 

安樂淨水廠 

5,500 0.17 13.6 5.2 

109/05/12 6,600 0.11 12.4 6.8 

109/08/11 8,100 0.57 13.2 12.1 

109/11/12 7,600 0.20 16.4 11.1 

109/03/31 

新山淨水廠 

6,000 0.16 14.8 4.3 

109/05/12 6,700 0.1 10.4 5.5 

109/08/11 7,800 0.63 12.8 11.1 

109/11/12 7,100 0.27 17.6 10.3 

109/03/31 

六堵淨水廠 

4,400 0.16 11.2 2.6 

109/05/12 6,900 0.11 11.2 6.8 

109/08/11 8,700 0.84 13.6 13.1 

109/11/12 6,100 0.24 14.4 13.0 

109/03/31 

暖暖淨水廠 

3,700 0.17 12.8 3 

109/05/12 8,400 0.11 16 8.3 

109/08/11 7,300 0.58 11.2 10 

109/11/12 5,500 0.28 15.2 10.2 

淨水廠原水標準 20,000 1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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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內污染源基本管制成果 

每季至少一次針對 2處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西勢、新山水庫)

及 7處取水口(友蚋、基隆河、暖暖、東勢坑、草濫、瑪陵坑、八堵取

水口)一定距離內地區進行巡查，於計劃期間已完成 4季調查結果皆未

見明顯污染情形，如表 3所示。另每季會同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一

區管理處，針對新山、西勢水庫進行藻類繁殖巡查，皆未發現明顯藻

華現象。 

表 3.2處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與 7處取水口巡查成果 

日期 巡查地點 巡查結果 

109/03/20 友蚋取水口 未見明顯污染情形 

109/03/20 基隆河取水口 未見明顯污染情形 

109/03/20 暖暖取水口 未見明顯污染情形 

109/03/20 東勢坑取水口 未見明顯污染情形 

109/03/20 草濫取水口 未見明顯污染情形 

109/03/20 瑪陵坑取水口 未見明顯污染情形 

109/03/20 八堵取水口 未見明顯污染情形 

109/03/24 新山水庫 未見明顯污染情形 

109/03/24 西勢水庫 未見明顯污染情形 

109/05/21 新山水庫 未見明顯污染情形 

109/05/21 西勢水庫 未見明顯污染情形 

109/05/22 友蚋取水口 未見明顯污染情形 

109/05/22 基隆河取水口 未見明顯污染情形 

109/05/22 暖暖取水口 未見明顯污染情形 

109/05/22 東勢坑取水口 未見明顯污染情形 

109/05/22 草濫取水口 未見明顯污染情形 

109/05/22 瑪陵坑取水口 未見明顯污染情形 

109/05/22 八堵取水口 未見明顯污染情形 

109/07/06 新山水庫 未見明顯污染情形 

109/07/06 西勢水庫 未見明顯污染情形 

109/08/21 友蚋取水口 未見明顯污染情形 

109/08/21 基隆河取水口 未見明顯污染情形 

109/08/21 暖暖取水口 未見明顯污染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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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巡查地點 巡查結果 

109/08/21 東勢坑取水口 未見明顯污染情形 

109/08/21 草濫取水口 未見明顯污染情形 

109/08/21 瑪陵坑取水口 未見明顯污染情形 

109/08/21 八堵取水口 未見明顯污染情形 

109/10/19 友蚋取水口 未見明顯污染情形 

109/10/19 基隆河取水口 未見明顯污染情形 

109/10/19 暖暖取水口 未見明顯污染情形 

109/10/19 東勢坑取水口 未見明顯污染情形 

109/10/19 草濫取水口 未見明顯污染情形 

109/10/19 瑪陵坑取水口 未見明顯污染情形 

109/10/19 八堵取水口 未見明顯污染情形 

109/10/21 新山水庫 未見明顯污染情形 

109/10/21 西勢水庫 未見明顯污染情形 

（二）飲用水安全管理 

1.自來水供水系統水質採樣採樣 

未經家戶水池、水塔之自來水直接供水點，每月需採樣至少 30件

次，並於 109年期間完成 360件次自來水供水系統水質採樣作業，檢

測結果皆符合飲用水水質標準。4 座淨水場採樣點位分析由圖 1 可見

新山淨水場為採樣最多的淨水場，共採樣 144件次(40%)，最少的是暖

暖淨水廠，採樣 36件次(10%)。 

 

圖 1.供水系統各淨水場採樣分布圖 

六堵淨水場, 

90, 25%

安樂淨水場, 

90, 25%

新山淨水場, 

144, 40%

暖暖淨水場, 

3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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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來水事業淨水廠清水出水端水質檢測 

每季需至 4座淨水場採樣至少 1次，於 109年期間完成 4季淨水

場採樣作業，檢測結果皆遠低於飲用水質標準，檢測數據如表 4。 

表 4.4座淨水場出水端水質採樣成果 

日期 地點 
大腸桿菌群 

(CFU/100mL) 

總菌落數 

(CFU/mL) 

色

度 

濁度 

(NTU) 

亞硝酸

鹽氮 

(mg/L) 

硝酸

鹽氮 

(mg/L) 

自由有

效餘氯 

(mg/L) 

pH 
溫度 

(°C) 

109/03/23 

安樂 

淨水廠 

2 6 0 0.35 <0.003 1.17 0.69 7.5 21 

109/05/12 <1 <1 0 0.119 0.0235 1.7 0.7 7.7 23 

109/08/11 <1 <1 0 0.35 <0.003 0.83 0.62 7.7 27.5 

109/11/12 <1 <1 0 0.35 <0.003 0.27 0.58 7.0 20.3 

109/03/23 

新山 

淨水廠 

2 8 0 0.3 <0.003 1.3 0.7 7.1 23.6 

109/05/12 <1 <1 0 0.109 <0.003 1.74 0.72 7 24.4 

109/08/11 <1 <1 0 0.3 <0.003 1.03 0.65 7.1 28.1 

109/11/12 <1 <1 0 0.35 <0.003 0.29 0.62 7.0 19.8 

109/03/23 

六堵 

淨水廠 

3 9 0 0.35 <0.003 1.33 0.68 7.2 22.5 

109/05/12 <1 <1 0 0.1 <0.003 1.19 0.71 6.7 23.9 

109/08/11 <1 <1 0 0.3 <0.003 0.75 0.62 7.1 29.3 

109/11/12 <1 <1 0 0.35 <0.003 0.26 0.49 7.0 19.6 

109/03/23 

暖暖 

淨水廠 

2 5 0 0.35 <0.003 1.33 0.72 6.9 20.2 

109/05/12 <1 <1 0 0.1 <0.003 1.35 0.8 7.2 23.8 

109/08/11 <1 <1 0 0.35 <0.003 0.84 0.65 7 27.9 

109/11/12 <1 <1 0 0.35 <0.003 0.29 0.63 6.8 19.2 

飲用水質標準 6.0 100 5 2 0.1 10.0 0.2~1.0 6.0~8.5 - 

3.淨水廠淨水處理藥劑之查核成果 

飲用水水質處理藥劑稽查管制，應於每年抽驗4件水質處理藥劑，

將相關藥劑送樣環檢所送驗。查核作業及採樣作業，用藥紀錄查核無

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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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連續供水固定設備之稽查採樣成果 

109年度完成 182處公私場所飲水機查核採樣作業，如表 5，不合

格處總計 6處。 

表 5.公私場所飲水機每月查核採樣數量 

月份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總計 

場所

(處) 
15 25 22 15 20 20 16 20 15 15 182 

5.包裝或盛裝之飲用水業者水源查核成果 

本市轄內包裝及盛裝飲用水業者僅有一家，每季前往查核一次，

109年完成查核 4次，現場查核無缺失，均符合飲用水水源水質標準。 

6.加強學校(含)幼兒園夏令衛生飲用水抽驗成果 

為確保本市轄內各級學校飲用水安全，109年 5月 25日至 6月 15

日已完成 252 處飲用水設備(依現場實際設置設施)水質抽驗，抽驗狀

況有 21處校園飲水機大腸桿菌群超標，已於 8月份由環保局將發文通

知檢測結果不合格之學校限時改善，各不符合飲用水標準之飲水機，

皆已完成自主檢測。 

 

第二節 國內外案例介紹 

一、國外案例介紹(中國香港) 

（一）香港食水水質監測優化計畫 

1.香港食水標準 

水務署聘任顧問，研究兩個國際組織(即世界衛生組織及歐盟)及

七個海外國家(即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新加坡、紐西蘭及日本)

訂立食水標準方面的策略、理據和做法。專家顧問檢視世衛準則所列

的 12項重金屬檢測項目，政府採用準則中的相關準則值或暫訂準則值，

作為這些重金屬檢測項目的香港食水標準。 

2.水質優化監測計畫 

監測內部供水系統 6 項金屬的潛在源頭及污染風險，重金屬銻、

鎘、鉻、銅、鉛和鎳可能出現於供水系統中，水務署已展開優化監測

計畫，以隨機方式從用戶水龍頭收集食水樣本，監測供水系統內 6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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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的潛在源頭及污染風險。此外，110 年 5 月起，在優化監測計劃

下，將從用戶水龍頭額外收集食水樣本檢測餘氯及埃希氏大腸桿菌的

含量。 

3.當發現金屬超標 

如果食水樣本發現金屬含量超標，則表示有關處所的內部供水系

統的食水可能已受金屬污染。水務署作法如下： 

(1)提供相關健康風險的資訊，詳情請參閱衞生署「有關食水含鉛的健康

須知」及「有關銻、鎘、鉻、銅及鎳的健康須知」單張；建議可行的

緩解措施： 

a. 如果兩分鐘沖水樣本的結果顯示沒有超標，經水務署通知後，用戶

每次取水用作煮食或飲用前，應先沖水至少兩分鐘。此外，如食水

受鉛污染，容易受影響的組別（即六歲以下的幼童、孕婦和餵哺母

乳的婦女）應使用其他水源，例如蒸餾水或者經過標準認證的濾水

裝置過濾的水，以提供最佳保障。 

b. 如果兩分鐘沖水樣本超標，經水務署通知後，用戶應只使用其他水

源作煮食、飲用或沖調嬰幼兒配方奶。 

上述沖水措施旨在去除內部供水系統中可能含有零散金屬微粒的

靜止水。沖水在一般情況下是有效的臨時措施，能大幅減低食水中的

金屬含量。在任何情況下，由於熱水或會令水喉物料釋出更多金屬，

用戶宜只從冷水水龍頭取水煮食或飲用，並調查超標的原因及進行必

要的內部供水系統修正工作。 

4.公布水質統計數據 

從個別處所抽取水樣本進行測試後，結果將會整理成水質統計數

據，在水務署的網頁上公布，優化監測計畫下的水質統計數據將每周

更新一次。 

（二）大廈優質供水認可計劃 --食水 

1. 制定建築物水安全計劃 

儘管水務署供應的食水可安全飲用，水質還是會受到內部水管系

統的不同因素影響，例如儲水槽未有妥善清理，或內部水管系統因水

流停滯或使用不合適的喉管物料等原因受污染。有見及此，水務署承

諾按照世衞的建議向業主/物業管理人全力推廣如何制訂及實施建築

物水安全計劃，並將優化現時的「大廈優質供水認可計劃 --食水（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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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向業主/物業管理人提供獎勵，以鼓勵他們參加該「計劃」，加

強保障其建築物的食水水質。 

在計劃下，業主或物業管理人需委任一名熟悉建築物運作的指定

人員（例如物業管理人員），在合適的輔助人員（例如負責維修內部水

管系統的技術人員）協助下，制訂及實施建築物水安全計畫。 

 

圖 2.建築物水安全計劃的運作流程圖 

資料來源: 水務署 - 提升香港食水安全行動計劃 (wsd.gov.hk) 

2.確認建築物食水安全的步驟  

(1)了解建築物的內部水管系統 

(2)評估及確認內部水管系統中有機會受污染的地方，例如貯水箱可能因

異物進入而受污染 

(3)實施及監測相應的控制措施，以預防或減低相關風險，例如定期檢查

貯水箱，確保水箱蓋已上鎖 

(4)以及定期審核，確保水安全計劃有效執行 

3.建築物食水安全優先實施對象 

水務署已先後在住宅大廈和學校完成先導計劃，並已展開為住宅

大廈而設的推廣計劃，提供一個具系統性的方法，首先通過評估及檢

查建築物的整個供水鏈，辨識內部水管系統中有機會受污染的地方，

並實施及監測相應的控制措施，以預防或減低相關風險加強食水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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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案例介紹 

（一）臺中市飲用水查核抽驗管制計畫 

1.飲用水水源水質 

(1)檢測淨水場原水，實際供水量在 2萬立方公尺以上者(轄區內共 5處淨

水場)；每處每季採樣 1件次，共計 20件次。 

(2)淨水場實際供水量在 2萬立方公尺以下者(轄區內共 20處淨水場)；每

處每半年採樣檢測 1件次，共計 40件次。 

2.自來水水質 

自來水事業所供應之自來水水質(係指依自來水法由自來水事業

以水管導引供應之公共給水，且採樣地點位於水表之前或未經家戶水

池、水塔之直接供水點)。 

(1)自來水事業淨水場之清水出水端：淨水場實際供水量在 2 萬立方公尺

以上者，每處每季採樣 1件次，計 20件次；淨水場實際供水量在 2萬

立方公尺以下者，每處每半年採樣 1件次，計 40件次，共計 60件次。 

(2)自來水供水系統直接供水點:淨水場實際供水量在 2萬立方公尺以上者，

每處每季安排採樣 1 次；淨水場實際供水量在 2 萬立方公尺以下者，

每處每半年安排採樣 1 次，共計 405 件次，其採樣地點應經自來水事

業單位共同確認過之直接供水點為主。 

(3)陸上颱風警報或豪大雨警報解除後，針對水源濁度異常之自來水淨水

場執行清水出水端或自來水直接供水點採樣，採取自來水水質樣品共

計 15件次(預估 3次，1次 5處淨水場)。 

3.簡易自來水水源水質及簡易自來水水質採樣檢驗 

指取用地面水體或地下水體，未經處理或經簡易淨水處理後供人

飲用之水，其用水人數達 500人或供水戶數達 100戶以上，且每日供

水量在 100 立方公尺以上，但不包括公私場所供公眾飲用之連續供水

固定設備、社區自設公共 給水設備、包裝或盛裝飲用水。 

(1)供飲用之簡易自來水水源水質，每半年採樣檢驗 1次，共計 80件次； 

(2)供飲用之簡易自來水水質，每半年採樣檢驗 1次，共計 80件次。 

4.飲用水設備維護管理採樣檢驗與查核輔導 

(1)檢驗臺中市境內公私場所(含各級學校、幼兒園、幼稚園，醫療場護理

機構，交通場站、量販店、百貨公司、風景遊樂區、旅館、運動場館

及托嬰中心等)設有供公眾飲用之連續供水固定設備水質及資料查核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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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製相關稽查紀錄表，共 480件次。 

(2)配合本府各機關聯合會勘、稽查及陳情案件等，執行轄區內公私場所

設有供公眾飲用之連續供水固定設備資料查核及輔導業者，並與各機

關一同前往及填製相關稽查紀錄表，共 140件次。 

5.自來水水質處理藥劑及飲用水水質抽驗計畫 

轄區內供飲用水之自來水淨水場，執行水質處理藥劑抽驗件數總

計 9件次。 

6.飲用水宣導說明會 

飲用水安全宣導說明會 1場並協助撰寫新聞稿露出。 

7.加水站基本資料及自來水場、簡易自來水場 Google Map 地圖基本資料

建立 

(1)配合本府食品藥物安全處核准設立之加水站數量，建立臺中市加水站

基本資料，其內容應包含加水站名稱、負責人、負責人聯絡電話、設

立地址及加水站水源類別等基本資料並於 110年 8月 31日前完成。 

(2)協助建立本市自來水場及簡易自水場 GoogleMap地圖基本資料，俾利

民眾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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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案例成果發現 

一、飲用水水源至淨水場出流端之管理良善 

由國內管理方式可發現，環保單位飲用水管理重點主要著重於水源端至

淨水場出流端水質管理，而由 107~109年各縣市飲用水水質檢次結果，如圖

3~5所示，全國各縣市逐月飲用水抽查結果亦幾乎呈現皆合格之情形，僅極

少數縣市因單一狀況而有零星不合格情形，顯見全國飲用水自品質管理良

好。 

(一)飲用水水源水質檢測 

針對轄內淨水廠原水及出流端之水質樣品。 

(二)飲用水水質均進行定期或不定期抽驗工作，以確保飲用水的安全。抽驗

類別分為自來水及非自來水兩部分。 

1.自來水水質： 

指依自來水法由自來水公司以水管導引供應之公共給水，且採樣

點位於水表之前或未經家戶水池、水塔之直接供水。 

2.非自來水水質： 

指自來水以外的其他飲用水，包括簡易自來水、供飲用之井水、

山泉水等。 

3.簡易自來水水質： 

指取用地面水體或地下水體，未經處理或經簡易淨水處理後供人

飲用之水，其用水人數達 500人或供水戶數達 100戶以上，且每日供

水量在 100 立方公尺以上。 

 
資料來源:環保署飲用水全球資訊網(http://dwsiot.epa.gov.tw/waterquality) 

圖 3.107年各縣市飲用水水質抽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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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環保署飲用水全球資訊網(http://dwsiot.epa.gov.tw/waterquality) 

圖 4.108年各縣市飲用水水質抽驗結果 

 
資料來源:環保署飲用水全球資訊網(http://dwsiot.epa.gov.tw/waterquality) 

圖 5.109年各縣市自來水水質抽驗結果 

二、供公眾飲用之連續供水固定設備佔 50%稽查量能 

以基隆市而言，109年公私場所飲用水稽查 182件次，學校、幼兒園夏

令衛生飲用水抽驗 252件次，共計 434件次，稽查量能 50%，詳如圖 6所示，

顯示倘能更有效管理連續供水固定設備，則能節省更多資源量能，以供其他

飲用水管理方式運用。 

 

圖 6.飲用水相關管理稽查件次百分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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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僅由公部門政府負擔飲用水安全管理 

由目前的飲用水管理方式中，大多由政府機關負擔飲用水管理之責，尚

無妥善運用民間資源，民眾僅參與飲用水安全宣導說明會，惟飲用水安全影

響社會大眾，應提倡以公私協力方式合作維持飲用水安全方面之作法。 

四、缺乏用戶端之飲用水管理方式 

處理完成的自來水進入配水系統後，水質安全由環保機關及自來水事業

共同把關，選擇配水系統直接供水點採樣檢驗，確保在配水管網中的自來水，

符合飲用水水質標準。但經過用戶蓄水池、水塔後的水質，因涉及用戶的用

戶用水設備管理，屬於用戶的私有財產，需要由用戶自行維護，有時用戶端

反映水質不佳，經自來水事業派員檢查，原因包括水池水塔設備有缺失或未

定期清洗所造成，如地下室水池龜裂使污水滲入、人孔蓋未密閉造成異物侵

入、溢排管及通氣管未裝防蟲網、沉水馬達鏽蝕滲油等二次污染情形發生，

國內政府機關並如中國香港管理單位主動管理用戶端飲用水建築物內水管

健檢之方案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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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值得本市參採建議方案 

一、飲用水水質管理平台建置 

飲用水資源資訊之掌握即需透過完整規劃，強化本市飲用水安全資訊整

合及橫向串連，以簡化資訊溝通之流程與成本，並強化飲用水安全管理之深

度與準度，進而達到確資訊即時，飲用水安全無虞之目的。 

（一）有效管控公私場所飲用水水質，由業者定期至平台申報 

控管公私場所供公眾飲用之連續供水固定設備水設備，公私場所業

者應依「飲用水管理條例」及「飲用水連續供水固定設備使用及維護管

理辦法」管理及維護，並定期將飲用水水質檢驗頻率、檢驗項目、設備

抽驗方式、維護及管理情形資料上傳至基隆市飲用水水質管理平台，以

利環保局業務人員可立即掌握本市各公私場所飲用水設備之水質及維

護情形，而非以目前僅由環保局進行飲用水設備水質及維護紀錄抽查，

更能全面性掌握全市之飲用水設備情形，提升業務執行的效率。  

(二)後台管理，重要訊息發布及揭露未申報之業者。 

後台管理模組以整合平台之前端架構為基礎，建置平台之後台管理

功能，提供彈性的前台版面管理、權限設定、系統異動紀錄，如圖 7所

示，亦提供各相關業務人員透過後台資料維護功能進行各項訊息之發布

及揭露，並透過提示儀表板了解，各公私場所、學校、補習班等機關，

是否依限上網申報、提報之水質資料是否合格等資訊，俾利環保局即時

通知，其連續供水固定設備水設備是否需停用，以維持飲用水安全無

虞。 

 

圖 7.建置飲用水水質管理整合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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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區及建築物內自來水管線檢測 

由環保局及自來水事業共同進行用戶端建築物內部管線管理，依既有之

「自來水用戶用水設備標準」及「用水設備自我檢查表」進行檢視是否均符

合規範，並了解建築物內部水管系統，未來可優先針對社區及學校建築物自

來水管線管理進行規劃，評估及確認內部水管系統中有機會受污染的地方，

例如蓄水池可能因異物進入而受污染，實施及監測相應的控制措施，以預防

或減低相關二次污染風險，並定期審核，確保用戶端之飲用水安全。 

三、定期舉辦說明會 

環保局進行公私場所及學校等機關進行連續供水固定設備水設備抽驗

時，發現許多業者仍不了解飲用水相關法規，僅委託連續供水設備商，定期

檢查，為使公私場所及學校等機關了解飲用水水質之重要性及完整維護相關

設備紀錄資料，應定期舉辦說明會，提供大眾了解飲用水相關法規和資訊，

並透過說明會，請各公私場所、學校將維護連續供水固定設備資料，定期輸

入於基隆市飲用水水質管理平台，以公私協力之方式維持本市飲用水設備之

安全衛生。 

另外，同時宣導用水或儲水設備缺乏維護或使用不當，常會導致自來水

發生二次污染，公私場所、學校等機關及公寓大廈水塔蓄水池應至少每半年

定期清理一次，辦理說明會時可分送簡易餘氯試紙供民眾自行檢測，維護水

塔蓄水池之清潔衛生，以確保用戶端之飲用水安全。 

四、增加飲用水之興新污染物調查計畫。 

隨著各行各業的興起，環境污染物質越益複雜，可參考其他先進國家或

國際組織已列管或關注，而我國飲用水水水質標準尚未列管之物質進行調查，

初步進行本市調查飲用水水源中是否含影響人體檢康或公共安全之物質，蒐

集相關資訊，彙整成資料庫，未來可供中央研擬相關飲用水水質標準時，作

為增列管制標準之數據參酌，以健全飲用水相關法規規定，確保民眾飲用水

安全。 

五、民眾參與巡守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及環境教育宣導。 

飲用水水源水質除由自來水事業公司及環保機關進行品質管理外，仍需

由民眾與政府共同合作，追求飲用水安全的質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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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動水環境巡守隊巡守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工作 

除了由公部門環保機關巡查舉發外，可結合民間力量，推動在地居

民加入水環境巡守志(義)工行列，透過志(義)工自動自發、愛鄉愛土的熱

枕，協助定期巡守保護區，遇有污染行為時，可立即通報環保局進行查

處，藉由志(義)工的巡守工作，彌補公部門人力之不足。 

（二）推動水環境巡守隊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之環境教育宣導 

透過巡守隊的深入社區及學校宣導飲用水水源保護的重要性，提升

本市民眾對於水源水質的保護意識，以維護飲用水水源保護區內之清潔

及減少非法排放之(廢)污水排放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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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本市飲用水安全管理方案，目前著重於水源水質檢測結果、稽查法規管制

標準、消毒殺菌藥劑之使用，由稽查結果及符合飲用水標準程度可得知，自來

水水質已具備足夠民眾信任飲用水之安全；然而，巡查、稽查及檢測業務需耗

費環保局大量人力及經費成本，倘能運用公私協力之方式，彌補稽查人力之不

足，並同時宣導民眾水源水質保護之重要性，由水環境巡守隊定期協助巡查飲

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遇有污染水源水質行為，即時通報環保局，將可節省部

分資源；另結合於 109 年於八堵抽水站設置之污染監測系統，即時阻攔污染源

流入淨水廠，確保飲用水水源水質安全。 

為利環保局有效控管公私場所供公眾飲用之連續供水固定設備水設備，應

先建置飲用水水質管理平台，由業者定期將飲用水水質檢驗頻率、檢驗項目、

設備抽驗方式、維護及管理情形資料上傳全面性掌握全市之飲用水設備情形，

提升業務執行的效率，以降低目前稽查量能，俾利拓展更完善之飲用水安全管

理方案計畫。 

飲用水安全管理方案，應不斷研究新興環境問題之因應，以解決飲用水安

全疑慮及危害風險因子，方案執行方向亦應不斷檢討及調整改善，才能更完善

本市之飲用水安全管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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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我國自民國 52 年臺北市福星國小及陽明國小開辦「優秀兒童實驗班」，民

國 62 年教育部開始實施第一階段資優教育實驗研究，是為我國辦理資優教育之

始，民國 73 年《特殊教育法》頒行，使資優教育發展確立法定地位，直至民國

97 年教育部頒布「資優教育白皮書」，促使我國資優教育之推動與發展有明確遵

循之方向。 

  民國 102 年頒布「教育部人才培育白皮書」之行動方案 3-2『落實菁英培訓

及資優教育銜接方案中，重視活化教學，加強推動多元智能資優教育培育，強化

各教育階段菁英人才之銜接機制（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2015），對於中小

學資優學生發掘與培育及資優教育優質發展，已成國家人才培育及適性發展之

重要政策。 

 

第一節 研究背景及動機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資優教育的目標在提供多元、彈性、適性的教育機會，以協助資優學生發展

自我潛能及成就，追求其卓越表現，依此目標，基隆市發展資優教育最早以國民

中學為主要推動階段，自 100 學年度起，開始籌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

學生分散式資源班，連續二年分別於中山區及信義區學校設立班級，提供一般智

能資賦優異學生特殊教育服務，然經四年特教服務後，資優資源班之學生國小畢

業後，是否能銜接下一階段菁英人才培育，基隆市辦理國民小學資優教育成效為

何？資優教育之課程規劃是以教師為主，抑或因學生需求而產生？是否能充分

開展其優勢智能，協助其性向發展，是為研究動機之一。 

  教育方案成效評估最快的方式即是進行訪視或評鑑，然目前除少數縣市，如：

臺北市、高雄市等直轄市政府已訂有資優教育白皮書，明定縣市資優教育之規劃

與發展方向外，多數縣市尚未訂定有關資優教育相關政策性之宣言或報告書，致

雖各縣市雖多開辦資優教育，但卻欠缺明確的資優教育政策，更遑論評鑑指標之

訂定，以基隆市而言，於 107 學年度於安樂區長樂國小再設立一般智能資賦優

異分散式資源班 1 班，以目前 40 所國小規模設立 3 所分散式資優資源班是否滿

足本市需求？本市近十年推動國小資優教育的成效為何？除定期的特教評鑑外，

364



還可透過何種方式檢核推動成果？是為研究動機之二。 

 

二、研究目的 

  國內外有關資優教育成效之相關研究文獻與研究篇數有限，可參酌之實證

研究亦不多，然為避免扭曲資優教育為「升學保證班」或因未清楚資優教育而有

所偏離教育目標，針對資優教育辦理成效進行評鑑或評估實有必要，本研究之目

的有三： 

  一、了解基隆市國民小學資優教育課程設計是否符合課程綱要所訂「情意發

展」、「領導才能」、「創造力」以及「獨立研究」的學習目標？ 

  二、了解基隆市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的學習成果如何？ 

  三、需求評估途徑了解基隆市辦理國民小學資優教育之成效為何？ 

 

第二節 待答問題與名詞釋義 

一、待答問題 

  （一）基隆市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資優資源班規劃之課程內容為

何？ 

  （二）基隆市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接受資優教育服務之學習成果為何？ 

  （三）基隆市辦理國民小學資優教育之成效為何？ 

 

二、名詞釋義 

  茲將本研究重要名詞詳細界定如下，以釐清研究概念，俾利研究結果之討

論。 

  （一）一般智能資賦優異 

     依照民國 87年教育部頒訂的「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原則鑑

定基準」，一般智能優異，指在記憶、理解、分析、綜合、推理、評鑑等

方面較同年齡具有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者；其鑑定基準如下：智力或綜合

性向測驗得分在平均數正一點五個標準差或百分等級九十三以上者；專

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家長觀察推薦，並檢附學習特質與表現等具體資料者。 

  （二）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分散式資源班 

     係指通過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之資優學生所提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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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式資源班型態的班級，一般時間除在普通班上課外，部分時間抽離至

此班級上課，接收資優教育服務。 

  （三）成效 

     成效(effect)同功效，成果，意指事物已顯現的功效（重編國語辭典

修訂本，2018）。 

  （四）需求評估 

     需求評估(needs assessment)是針對一個方案成功達成目標或有效

運作所缺乏的、所必要的條件，而進行的系統性評估，通常在描述一個未

來導向的問題，一個方案可以或應該追求何種目標、如何完成有效達成目

標。 

 

 

 

 

 

 

 

 

 

 

 

 

 

 

 

 

 

 

 

 

 

366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探討資優教育辦理內涵，尤其針對基隆市辦理資優教育現況，以

及需求評估意涵之相關研究。。 

 

第一節 基隆市國民小學實施資優教育現況 

一、資優教育課程綱要 

  「資賦優異相關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係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

程綱要總綱》之「自發、互動、共好」精神，由「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

會參與」三大面向，引導學生經由體驗、實踐、省思、探究與創新的學習活動，

促進情意發展，涵養領導與創造素養，並具備探究問題的熱情與能力。主要學習

重點如下： 

  （一）情意發展 

     資優教育不僅著重資優生的智能、技能與才能的卓越表現，更重要的

是引導學生正向發展，Dabrowski 提出資優生的情緒發展理論，具體指出

資優生具有心理動作、感官、心智、想像力與情緒等五種過度激動特質，

因此適當引導資優生對情意發展的認知，並提供適切的情境，可有效預防

適應困難之產生（林秋萍，2016）。 

     情意課程規劃「個人發展」與「環境調適」的二大主軸，以協助資優

學生了解情意發展對個體學習與生活適應的影響，從自我了解、自我悅納

進行自我認同以增進心理健康，並培養資優生環境適應的能力，創造適性

發展的機會，以充分發展潛能並達成自我實現與服務社會之理想。 

  （二）領導才能 

     我國在 2009 年修訂之特殊教育法中將領導才能優異列為資優教育對

象之一，依教育部界定領導才能資優學生之定義為「在處理團體事務上有

傑出表現，且具備計畫、組織、溝通、協調、預測、決策、評鑑等能力」。 

     領導能力應展現在團體情境中，透過「人」及「事」的處理，以解決

團體任務為目的，規劃「任務導向能力」、「關係導向能力」、「轉型導向能

力」三大部分，以訂定、執行及監控計畫完成團體任務；解決團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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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運作及革新技能；強調合作、追求卓越的領導能度。 

  （三）創造力 

     「創造力」是一種極為複雜的現象，個人的創造力可能有其限度，若

透過團體相互激盪將使創造力有加倍的展現，可激發堅毅、克服困難、獨

立自主、突破逆境面對難題的表現，故集體創意、小組創思活動也愈受重

視，將成為未來的重要趨勢。 

     四大主軸「人格特質」、「思考歷程」、「產品」、「環境」，將可培養學

生終身學習、勇於創造的生活態度；善用優勢能力、思考歷程與情境條件，

解決學習與生活各項問題，並能與他人合作，激勵創造的表現，形成創新

多元、積極分享的文化氛圍。 

  （四）獨立研究 

     學生的獨立研究可達「培養研究的興趣與精神」、「提供實際研究的經

驗」、「加強研究方法的訓練」、「培養獨立與自學的能力」、「提高問題解決

的能力」、「思考的能力」。故而獨立研究在資優教育中成為必要的教學活

動，也是資優教育與普通教育不同的地方。 

     「研究態度」、「研究概念與思考能力」、「獨立研究技能」三大主軸養

成學生探索的習慣與態度、具備研究所需創意思考、批判思考、問題解決

及自我引導學習能力，並建立發掘並釐清問題的研究方法與步驟，以發現

新的事物、理論與歸納法則。 

二、基隆市國民小學實施資優教育現況 

  基隆市自開始辦理資優教育起，著重國民中學階段之數理、美術、音樂、體

育等資賦優異學生培養，分別設置於不同行政區之學校，自 100 學年度起，開設

國民小學階段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分散式資優資源班，及 95 年 9 月 29 日基府教

特參字第 0950113743 號函頒實施辦理區域性資優方案，並於 98 年 1 月 16 日基

府教特貳字第 0980127057 號函修訂，將資優教育向下紮根至國民小學，以促進

未來公民人才培養，開發優勢能力，滿足資優生學習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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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散式資優資源班 

     基隆市設置分散式資優資源班於中山區德和國小計 1 班，信義區深

美國小 2 班，服務三至六年級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多利用早自習、午

休及星期四下午外加課程方式，以及部分時間參考學生所屬年級之國語、

數學、自然、綜合等學習領域時間，抽離至資優資源班上課，以補充部分

學習活動。 

     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以深美國小為例，考量學生個別狀況及授課內

容，獨立研究及主題研究等領域採分組方式進行，以達個別化指導目的，

並透過選修課程加強學生之間的互動，在課程內容的設計上，三年級主要

以基本研究能力的培養、書寫能力的提高、認識自我為核心概念；四年級

以實驗探究、資料統整分析、釐清資優教育精神為核心概念；五年級以資

料分析、擬訂計畫為主要學習方式；六年級學生則強化獨立研究的能力，

在課程設計上也加入了研究方法，同時並進行高年級跨學年的選修課程，

提供學生依自我興趣進行選修。 

  （二）區域性資優教育方案 

     基隆市辦理國民小學階段資優教育，初期以辦理區域性資優教育方

案為主要推動項目，各校得依據所在區域規劃辦理所屬區域之活動，或依

其辦理之活動性質邀請相關學校參與，亦可擴大辦理跨區或全市性活動。 

     辦理內容包括一般智能、學術性向、藝術才能、創造能力、領導才能、

其他特殊才能等資賦優異教育性質之課程或活動，辦理型態可分為採延

續性、系列性或進階性的「資優教育課程」，以及以研習活動、競賽活動、

展演活動、參訪活動、觀摩活動、營隊活動、研究活動、演講活動等各類

型的「資優教育活動」，提供予基隆市各國民中小學（含市立高中）之資

賦優異學生或具多元發展及特殊潛能之學生參與 

 

第二節 需求評估意涵 

一、需求評估內涵與需求觀點 

  根據教育大辭書的定義，需求評估(needs assessment)是針對一個方案成功達

成目標或有效運作所缺乏的、所必要的條件，而進行的系統性評估，通常在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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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未來導向的問題，一個方案可以或應該追求何種目標、如何完成有效達成目

標； Kaufman 與 English(1979)指出需求評估是一個有效解決問題的工具；Lee、

Altschuld 與 White(2007)認為需求評估是一種基於期望與現況的兩種狀態之間的

差異；Venable 與 Mott(1995)指出需求評估提供特殊需求、想法及需要的有用數

據（蘇錦麗，2005）。綜合上述，研究者認為是一套可以運用在各種情境來探究

問題的來源，並且透過系統性的方法來解決理想與現實中的落差。同時，需求評

估可以指出研究對象對於需求的想法，以提供研究參考價值。 

  然而，了解需求的定義是需求評估的第一步驟。Stufflebeam 認為探討需求

評估有不同的途徑，他認為「需求」有四個觀點，包括：1、矛盾觀：視需求為

一種「所意圖的表現與實際表現之間的距離或矛盾」，以及其間存在的潛在問題。

2、民主觀：需求被界定為「大多數參照團體所希望的改變或方向」。3、分析觀：

視需求為「預期能使方案改善的方向」，所以要求對現況詳加分析，包括一些對

於已出現的問題及趨勢的批判思考。4、診斷觀：需求被界定為「某些不足或缺

乏的東西」。（蘇錦麗，2005） 

  本研究定義需求採用 Stufflebeam 的診斷觀，認為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對

於接受資優教育的「需求」，而透過需求評估的途徑期望瞭解教育現場需要何種

教師角色職能，以促進教育現場師資之穩定性。 

二、需求評估的實施步驟 

Altschuld 與 kumar(2009)提出三階段需求評估模式，此模式可視為通用型模

式，同時涵蓋評估需求的所有層面（蘇錦麗，2005）。三階段需求評估模式的第

一階段為先前評估(Preassessment)，為整體需求評估的發展基礎；第二階段為蒐

集資料(Assessment)，透過系統性的方式蒐集研究相關資料，並加以分析；第三

階段為後期評估(Postassessment)，此階段根據需求擬定可行性的方案活動或計畫，

詳細說明如下： 

（一）先前評估(Preassessment)：  

先前評估為後續需求評估流程之基礎，此階段主要聚焦於需求的探討

以及找出可能的需求為何。主要目標在透過現成的資料，判斷需求是否存

在或資料是否足夠，再決定是否需要進入下一個資料蒐集的階段。 

（二）蒐集資料(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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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聚焦於蒐集研究相關資料，探討需求背後的原因為何。此階

段使用新的測量工具及策略來探究需求。資料蒐集完成後，分析質性與量

化資料，做出適當解釋，提供決策者進行需求判斷。 

（三）後期評估(Postassessment)： 

第三階段主要聚焦於發展實際行動或改善計畫，需求評估最重要的價

值在於是否能夠藉由此過程掌握實際需求所在，並根據需求發展出行動計

畫以改進組織或團體的效能。因此後期評估，探討如何有效運用評估結果，

依據需求的優先順序，發展與實施行動計畫，以增進未來成功的機會。 

綜合上述，本研究所指的需求評估途徑參照 Altschuld 與 kumar(2009)的三

階段需求評估模式：先前評估(Preassessment)、蒐集資料(Assessment)、後期評

估(Postassessment)，做為本研究方法理論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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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目的希望透過需求評估的途徑了解基隆市國民小學辦理資優教育成

效，根據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發展本研究架構如下圖所示： 

 

圖 3-1：研究架構圖 

 

 

 

 

 

 

第二節 研究對象 

  因基隆市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人數較少，為能更確實、客觀達到本研究之

目的，研究對象邀請基隆市信義區深美國小資優資源班全體學生參與，包含三年

級 7名、四年級 9名、五年級 10名、六年級 7名，問卷填寫與訪談。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運用 Altschuld 與 kumar(2009)的三階段需求評估模式做為主要研究

架構，同時採用問卷與半結構訪談等方法進行資料蒐集，評析基隆市國民小學資

優教育辦理成效。 

一、問卷 

  本問卷編修林秋萍〈國小資優教育成效指標之建構〉博士論文之成效指標，

並以李克特氏(Likert)量表編制成本研究「基隆市國民小學辦理資優教育成效問

卷」(附錄一)，問卷採「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四點量

表，填答「非常同意」給予四分、「同意」給予三分、「不同意」給予二分、「非

常不同意」給予一分，且每題平均得分在 3.5 分以上表示辦理成效屬於高等程

度；平均得分在 2.6-3.5分表示該項辦理成效屬於中等程度；平均得分在 2.6分

以下表示該項成效屬於低等程度。。問卷內容主要分為二部分，第一部分探討資

賦優異學生相關背景，第二部分探討研究對象對學習內容影響自我的成效，分為

資優教育辦理成效 

1.認知與思考 

2.動機、情意與人際 

3.創造與研究 

研究背景變項 

1.性別 

2.學習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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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與思考」、「動機、情意與人際」、「創造與研究」三個構面，問卷說明如下： 

  （一）研究對象背景資料 

     1.研究對象的性別：「女性」、「男性」。 

     2.研究對象的學習階段：分為「三年級」、「四年級」、「五年級」、「六

年級」。 

  （二）資優教育辦理成效 

     主要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接受基隆市資優教育服務後，對於自我

學習狀況、態度、能力、人際關係等進行成效評估。 

 

二、半結構訪談 

  本研究主要以問卷為主，同時輔以半結構訪談之質性資料輔助量化資料之 

不足。正式問卷回收完畢並分析過後，將針對歧異性較高之問題擬定訪談大綱。

因此，本研究的訪談對象將訪談四至六年級學生各 1人。 

 

第四節 研究程序 

  界定研究問題後，根據三階段需求評估模式設計發展出本研究之研究程序，

如下圖。第一階段為先前評估，第二階段為蒐集資料，第三階段為後期評估，詳

細說明如下： 

一、第一階段：先前評估 

  此階段主要聚焦於需求評估，找出方案真正需求為何。第一關鍵步驟即為了

解研究的主要需求為何，當設定的目標沒有辦法被滿足，中間產生的落差即為需

求。Stufflebeam 針對於需求定義提出四種觀點，而本研究採用診斷的觀點，界

定需求為「不足或缺乏的東西」。 

  了解需求的觀點後，接者要了解現況的真正需求為何，依據「資賦優異相關

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草案）主要學習重點「情意發展」、「領導才能」、「創

造力」，並考量資賦優異學生個別化差異進行課程設計並實施，以期透過學生接

受資優教育服務後，對於自我認知思考、動機情意、人際關係、創意研究是否達

顯著成效。 

二、第二階段：蒐集資料 

  此階段關鍵步驟在於蒐集不同資料，了解需求真正的原因為何。本研究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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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國民小學資優教育辦理成效」，因此設計「基隆市國民小學辦理資優教

育成效問卷」發放予接受資優教育服務之學生填寫，同時在分析完資料後使用半

結構訪談法蒐集質性資料，最後在進行資料整理與評析。 

三、第三階段：後期評估 

  此階段延續上一階段，了解真正需求的原因之後，提出具體可行的方案、課

程及教學活動解決學生需求，幫助學生有效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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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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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料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的資料處理與分析分成問卷調查與半結構訪談兩個部份。詳細說明

如下： 

一、調查問卷的處理 

  （一）描述性統計 

     根據資賦優異學生在「基隆市國民小學辦理資優教育成效問卷」問卷

上的得分求出平均數與標準差，以了解學生接受資優教育服務後，對於自

我認知思考、動機情意、人際關係、創意研究是否達顯著成效。 

二、半結構訪談的處理 

  （一）謄寫逐字稿 

     訪談結束過後，將訪談對象的意見陳述以逐字稿的方式呈現，完成初

步的整理，同時註記訪談的時間與地點。 

  （二）歸納分類 

     將整理好的逐字稿內容進行規劃與分類，並且將受訪者之意見加註

訪談代號，訪談代號說明如下表。 

  （三）分析討論 

     最後將訪談的結果與調查問卷的結果進行綜合性的分析與討論，以

作為調查問卷結果的質性意見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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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問卷透過 SPSS 20 進行統計分析，接受「基隆市國民小學辦理資優教育

成效問卷」調查者的基本資料如表 4-1，在性別方面，男女生各占 70.4%及 29.6%，

在就讀年級方面，三年級占全體 22.2%，四年級 29.6%，五年級 25.9%，六年級

22.2%。 

 

表4-1  

接受問卷調查者基本資料分析         （N=27）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性別 

男生 19 70.4 70.4 70.4 

女生 8 29.6 29.6 100.0 

總和 27 100.0 100.0  

年級 

三年級 6 22.2 22.2 22.2 

四年級 8 29.6 29.6 51.9 

五年級 7 25.9 25.9 77.8 

六年級 6 22.2 22.2 100.0 

總和 27 100.0 100.0  

 

第一節 研究結果 

一、問卷調查結果整體分析 

  本問卷參與調查人數 27 人，有效樣本計 27 份，填答「非常同意」給予四

分、「同意」給予三分、「不同意」給予二分、「非常不同意」給予一分，平均數

及標準差統計如表 4-2。 

  （一）第一構面「認知與思考」： 

      平均數皆超過 2.7 以上，顯示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對學習內容的

接受程度高，並能進行分類、統整、歸納，以及進行高層次思考，顯示

資優教育培養的的認知與思考成效顯著。 

  （二）第二構面「動機、情意與人際」： 

      學生在「我會自我增強，朝自己的目標努力，不需他人督促」、「我

善於表達自己的意見，容易被了解」、「我面對團體壓力，能肯定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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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我受到同儕的尊重與喜愛，常被選為班級或社團幹部」等表現

較不佳，顯示資優生對情意發展較有困難，尤其在班級中較不被其他同

學認同，自我也較無能力解決不被認同困擾。 

  （三）第三構面「創造與研究」： 

      多數資賦優異學生對周邊事物保持好奇，並能主動提出各種想法

與點子，積極參與發表與研究，只是較為保守，對於挑戰高於自己能力

之領域較無信心及獲得自我肯定。 

表 4-2 

基隆市國民小學辦理資優教育成效問卷平均數與標準差分析 

認知與思考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我能運用各種策略或方法，快速且完整地記憶名詞、事

實、規則和原理原則 

27 3.0370 .43690 

我對某些興趣或專長領域具有比班上同學更多的常識。 27 3.3704 .79169 

我能理解學習科目的基本概念和原則。 27 3.2593 .52569 

我能運用圖形、符號、表格等方式來理解複雜的資訊。 27 2.8889 .64051 

我能把所學的概念或原則，將之分門別類。 27 2.7407 .44658 

我能找出事物、原則及概念之相互關係。 27 2.9630 .58714 

我能將所學到的片段資訊、概念、知識、原理原則與事

實等，予以統合、創新或重組成新的整體。 

27 2.8889 .57735 

我能進行演繹、歸納、類比等思考活動。 27 2.8519 .60152 

我能依據某些標準，對各項議題作價值判斷。 27 2.9630 .75862 

我能對各種理論或命題進行高層次思考。 27 2.7778 .57735 

動機、情意與人際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我對某些領域保持濃厚興趣及學習動機，細心觀察，喜

好發問。 

27 3.3333 .55470 

我能主動加深加廣的學習，進行資料收集、加強練習等。 27 2.7037 .60858 

我會自我增強，朝自己的目標努力，不需他人督促。 27 2.5556 .57735 

我能尊重和欣賞自然界的生命，並落實愛物惜物的行

為。 

27 3.1852 .68146 

我善於表達自己的意見，容易被了解。 27 2.6667 .78446 

我與不同年齡背景的人相處，能夠調整應對的方式。 27 3.1481 .66238 

我能以理性的方式接受別人的批評，並適時融入他人的

意見，調整自己的想法或行為。 

27 2.5926 .69389 

 

我能夠清楚自己在團體中所應扮演的角色。 27 3.0370 .64935 

我面對團體壓力，能肯定自己的意見。 27 2.5185 .80242 

我具備同理心，能夠積極主動關心別人。 27 2.9630 .64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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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續) 

基隆市國民小學辦理資優教育成效問卷平均數與標準差分析 

動機、情意與人際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我樂於參與團體的討論與活動，充分展現協調和溝通能

力。 

27 2.7778 .84732 

我受到同儕的尊重與喜愛，常被選為班級或社團幹部。 27 2.4444 1.01274 

創造與研究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我對於新奇的事物勇於嘗試和探究。 27 2.8889 .69798 

我對於周遭的事物，能察覺變化或指出殊異性。 27 2.7778 .64051 

我勇於發表意見或提出異議。 27 2.9259 .87380 

我對於問題常能提出各種構想，並有獨特新奇的點子。 27 3.0370 .64935 

我投入挑戰超乎其年齡水準的題目或研究主題，獲得良

好成果。 

27 2.5926 .79707 

我能應用所學所長於其他學習領域或參與校內外相關

競賽或活動。 

27 3.0000 .78446 

我能完成學習成長檔案，呈現學習歷程的記錄與檢討。 27 2.8148 .73574 

我能依興趣或專長領域，進行學習及專題/獨立研究成果

發表。 

27 2.7778 .93370 

  再進一步將「我會自我增強，朝自己的目標努力，不需他人督促」、「我善於

表達自己的意見，容易被了解」、「我面對團體壓力，能肯定自己的意見」、「我受

到同儕的尊重與喜愛，常被選為班級或社團幹部」、「我投入挑戰超乎其年齡水準

的題目或研究主題，獲得良好成果」進行獨立樣本t檢定分析（如表4-3），發現

男、女性別無顯著差異。 

 

表4-3 

基隆市國民小學辦理資優教育成效問卷獨立樣本t檢定分析 

向  度 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差異 T值 

我會自我增強，朝自己

的目標努力，不需他人

督促 

男 19 2.5263 .61178 -.10 -.399 

女 8 2.6250 .51755 -.10 -.428 

我善於表達自己的意

見，容易被了解 

男 19 2.7368 .87191 .24 .709 

女 8 2.5000 .53452 .24 .861 

我能以理性的方式接受

別人的批評，並適時融

入他人的意見，調整自

己的想法或行為 

男 19 2.6842 .58239 .31 1.060 

女 8 2.3750 .91613 .31 .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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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續) 

基隆市國民小學辦理資優教育成效問卷獨立樣本t檢定分析 

向  度 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差異 T值 

我面對團體壓力，能肯

定自己的意見 

男 19 2.5263 .77233 .03 .076 

女 8 2.5000 .92582 .03 .071 

我受到同儕的尊重與喜

愛，常被選為班級或社

團幹部 

男 19 2.4737 1.0203 .10 .227 

女 8 2.3750 1.0607 .10 .223 

我投入挑戰超乎其年齡

水準的題目或研究主

題，獲得良好成果 

男 19 2.6316 .83070 .13 .385 

女 8 2.5000 .75593 .13 .401 

 

二、訪談內容分析 

  針對「基隆市國民小學資優教育辦理成效」問卷分析結果，選擇三至六年級

各一名學生進行訪談，以期望能深入瞭解受訪者的意見，以輔助問卷調查結果的

不足，同時考量觀點知周延性，茲將訪談內容歸納整以如下： 

  （一）你會主動參與資優班的學習，不需要師長或爸媽的催促嗎？ 

     「上六年級以後，課業變得很重，有時候會覺得很煩。」（六年級學

生） 

     「有時候上課真的很累，又要忙班級的功課，又要寫資優班的作業，

有的時候會偷懶」（五年級學生） 

     「還好，有的時候需要爸爸媽媽逼」（四年級學生） 

  二、你表達的意見，會常常被大家接受嗎？ 

     「大部分會，但有時候同學意見太多，不一定」（六年級學生） 

     「我覺得同學很煩，說一些東西我不喜歡，但他們還是一直說，不會

想理他們」（五年級學生） 

     「嗯，有吧」（四年級學生） 

  三、如果在討論的時候，別人批評你的意見，你會怎麼做？ 

     「就聽聽看，如果覺得他們講的對，我會認同」（六年級學生） 

     「我會再跟他們說看看，如果他們還是不接受，我就算了」（五年級

學生） 

     「我會很生氣，繼續跟他們說，直到他們聽我的」（四年級學生） 

380



  四、你在班上常常會被同學選上幹部嗎？你知道原因嗎？ 

     「不會，我常常不在班上，同學怎麼會選我」（六年級學生） 

     「不會，大概同學覺得我難搞吧」（五年級學生） 

     「還好，老師說要用輪的，大家都有機會可以當」（四年級學生） 

  五、如果老師出的題目很難，又要你完成，你會怎麼辦？ 

     「我會先去找資料，看看可不可以做，如果真的不會做，我也沒辦法」

（六年級學生） 

      「常常都不會做，只好去問爸爸，請他教我」（五年級學生） 

    「嗯，如果真的很難我又不會做，我會去問老師」（四年級學生） 

第二節 綜合討論 

  本研究分為問卷調查結果與訪談兩部份，結合問卷以及訪談做研究分析與

討論。 

一、資優學生仍著重認知與思考的學習 

  資優教育規劃的課程內容，係依據課程綱要規範之指標訂定，目標以培養資

優學生之「情意發展」、「領導才能」、「創造力」等能力，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

對於學習認知與思考的課程，表現程度佳，由問卷分析可知，資優學生能將接受

的資訊進行分類、歸納、統整、重組，並透過有效策略進行高層次的思考，可見

基隆市資優學生仍著重認知與思考的學習，接受程度高，資優學生容易從中獲得

自我肯定。 

二、資優學生對於情意發展差異性大 

  由問卷分析及訪談過程可知，國小資優學生的學習未必皆能自動自發，仍需

透過師長或家長的鼓勵或要求以幫助學習，另資優學生在與同儕相處仍有需要

幫助，對於意見不被認同時，如何調適及轉移目標，是規劃情意發展課程重要方

向。 

三、資優學生參與研究的程度高 

資優學生對於感興趣的議題，展現高度的參與意願，勇於嘗試、探究、發表，

並提出不同意見，因高程度的參與，大多數在校內外相關競賽，皆可展現優展的

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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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根據本研究對於各項研究問題的研究結果經由分析與訪談後，獲得以下結

論。 

一、資優教育在認知與思考層面的推動成效佳 

  基隆市國民小學資優學生對感到興趣的領域富有高度學習動機，主動參與

學習，喜好發問，能將接受的資訊進行分類、歸納、統整、重組，並透過有效策

略進行高層次的思考，在認知與思考的知識獲取展現優異的表現，因其表現在班

上同儕之間表現優異，幫助資優學生建立自信，促使其對於學科學習有正向的學

習意願與成就。 

二、資優教育在情意發展層面發展不易達顯著成效 

  基隆市國民小學資優學生在學科知識的表現佳，如一旦遇挫折或溝通困難

時，自我面對問題及解決的動機低，有時候會選擇逃避，或以處理負向的情緒

及態度處理事情，以致未能順利解決問題，無法調適及轉移目標，將影響學科

表現。 

三、資優教育在領導才能層面建構發展受限 

  基隆市國民小學資優學生在資優學生的同儕圈領導才能的學習因提供多次

機會，在資優資源班內的表現較佳，但回到原班級時，幹部的擇定因由學生民

主選舉產生，資優學生的機會較少，未能有充分機會實踐領導才能表現，如在

班級的學習學習中的小組討論，資優學生展現的領導才能程度高，但有時又顯

過於強勢，對小組內其他成員的學習幫助有限。 

四、資優教育在創造力層面尚未達高度程度成效 

  基隆市國民小學資優學生大多數在創造力的培養有學習動機及興趣，對於

喜好的議題能察覺變化及發現殊異性，並提出各種構想，甚至有獨特的想法與點

子，且願意主動參與競賽，但少數對於挑戰超乎年齡水準的題目或研究主題的意

願低，容易安於現況無法突破，卻是資優教育推動的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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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小階段資優教育推動教師的主導性強 

  基隆市資優教育的規劃與推動，皆依據教育部課程綱要指標規劃，由教師

先行設計，實施教學後再進行調整，教師主導性較強，是否能針對資優學生的

起始能力進行課程規劃需要再觀察，教師或可能引導學生依據教師專長進行探

索及研究，以致同年級的課程內容未針對個別學生進行設計，齊頭式的課程目

標，個別學習需求未能特別彰顯，未必符應學生學習需求。 

 

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報告經參酌資優資源班學生對於各項研究問題的研究結果經由分析

與訪談，以及目前本校推動資優教育現況及成效，茲以「課程教學落實」及「行

政規劃執行」面向提供建議： 

一、資優教育課程教學落實面向 

（一）資優教育應更著重資優學生社會情境的適應 

基隆市國民小學資優學生人數少，除個別化的課程內容規劃外，應營

造社會情境的學習氛圍，幫助資優學生在環境中學習，避免出現無法適應

人群或溝通障礙情形，尤其資優能力的展現，未來應擴及至「利他」層面，

而且僅滿足自我，甚至與社會脫節的情形，因此資優教育的課程規劃與執

行應幫助資優學生社會化，並在符合社會發展的脈絡中學習與展現能力。 

（二）結合外部資源推動資優教育情意發展課程成效 

     基隆市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部分學生對於挫折的容忍程度較

低，如遇無法順利推動或執行時，往往選擇消極退縮不願面對，應建立資

優教育推動的服務網絡，納入班級導師、資優資源班教學群、學校行政資

源、外部師資，並應結合校內外的資源，如：輔導人力、學習情境營造、

探究場域等，以幫助資優學生情意發展，增強其面對壓力來源時的正向適

應能力，以滿足資優學生學習。 

  （三）提供實踐學習場域幫助資優教育推動 

     資優學生與班級學生的學習需求不同，僅有資優資源班提供個別化

外加及抽離課程，對資優學生的學習幫助仍有限，應創造校內外的學習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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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幫助資優學生在領導才能、情意發展、創造力的培養與實踐，跳脫在教

室內學習的刻板印象，方能結合理論與實際，創造交流與合作的學習環境，

拓展資優教育的辦理成效。 

（四）資優資源班教師應掌握研究方法並進行跨校共備 

觀察國小六年級獨立研究的內容表現，發現學生對於研究方法的掌

握表現能力較不足，對於研究目標與後續研究結果未必能有效對應，致使

學生研究過程耗費許多期程，但研究的結果未達結構化，未能反應學生的

投入程度，對於國小階段產出的獨立研究成效未必達到目標，建議資優資

源班教師應主動繼續參加研究所課程，對於研究方法的掌握及運用更精熟，

轉化到學生身上，可促進資賦優異學生之獨立研究成果更有成效。 

  基隆市三校資優資源班教師共 8名，觀察各校資優教育課程架構各有異同，

然單一學校僅 2 名教師進行課程設計深廣度略顯不足，雖三校教師會因三校跨

校交流活動進行對話與討論，但若透過團體智慧，針對本市國小資優教育的課程

架構進行專業對話而再深化，對於本市資賦優異學生的學習表現將更有助益。 

二、資優教育行政推動面向 

（一）整合資優教育師資建立巡迴教師制度 

     分析近六年本市各國民小學資優班鑑定結果，通過鑑定學生人數有

下降趨勢，且並非通過之學生皆入班接受資優教育服務，以致各設立資優

資源班之學校學生人數皆有不足現象，對於教師進行教學，以及學生互動

模式有其明顯限制。目前基隆市多數學校學生人數未達 100 人，各校皆

有減班危機，避免學生轉出至他校就讀影響原校人數及班級數，致使並未

積極鼓勵學生參加全市資優資源班之鑑定，本市三校資優資源班之招生

資訊，往往在各校行政端即消極處理，未傳達通知二年級師生，資訊未能

順利予家長端於期限內報名，或通過鑑定之學生，學校亦未積極鼓勵至他

校資優資源班接受服務，以致三校資優資源班人數逐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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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基隆市公立國民小學 102 至 110 學年度資賦優異學生鑑定通過人數一覽表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德和國小 

(173625) 

通過鑑定
學生人數 4 4 6 4 2 3 0 6 1 

班 級 數 1 1 1 1 1 1 1 1 1 

深美國小 

(173641) 

通過鑑定
學生人數 3 8 10 9 8 4 6 4 6 

班 級 數 2 2 2 2 2 2 2 2 2 

長樂國小 

(173640) 

通過鑑定
學生人數      6 2 7 3 

班 級 數      1 1 1 1 

資料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以本市德和國小為例，該校已出現鑑定通過學生人數為 0之窘境，

分析學生來源之背景，可能因居民之社經背景或經濟條件，以及中山區

各學校規模皆小型，影響學生鑑定入班人數，為有效拓展資優教育實施

成效，服務本市非三校之資賦優異學生，建議可跳脫目前入班接受服務

情形，將德和、深美國小有資優資源班教師超額現象進行教學調整，將

資優資源班人數過少，或已出現超額之教師，調整為巡迴教師，提供未

進入三校就讀之資賦優異學生以外加課程方式，接受資優教育服務，以

滿足學生學習需求。 

  （二）基隆市國民小學資優資源班支持體系可更明確 

     本研究結果發現基隆市推動國民小學資優教育時程自 100學年度開

始迄今，各校課程規劃及推動重點仍不斷進行修正與調整內容，學生的

學習成效未臻著成，未能足以吸引資賦優異學生高意願跨校接受服務，

建議仍依觀摩外縣市成功及成熟經驗，透過典範學習及專業對話，提供

資優資源班教師釐清基隆市推動資優教育的目標與主要內容。 

     以目前基隆市三校資優資源班皆有面臨招生管道受限，以及人數不

足的困境，建議可以明確劃分三校服務之責任區範圍，如：深美國小以

信義區、中正區、暖暖區、德和國小以中山區、仁愛區、長樂國小以安

樂區、七堵區為各自服務責任區，提供該行政區之資賦優異學生教學服

務，同時各行政區之學校應協助暢通招生之管道及訊息，非行政區之學

生不得跨區報考鑑定，並適當提供行政支持等，相信對於資優資源班的

支持網絡能更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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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應鼓勵跨校規劃區域性資賦優異教育方案課程提供各行政區學生就

近參與 

     資優教育的推動，除分散式資優資源班的課程外，結合區域性資賦

優異教育方案可擴大資優教育執行面向，提供資賦優異學生多元學習及

互相觀摩的機會提供，目前本市區域性資賦優異教育方案多由單一學校

提出申請辦理，在目前各國小資優資源班學生人數較少的情形，可參考

臺北市區域資賦優異教育方案做法，結合學區附近的學校一起辦理，不

僅可發揮學校群組夥伴關係，共享資優教育資源，提供資賦優異學生多

元學習及互相觀摩的機會，以發展學生潛能，更可解決資優方案單打獨

鬥的困擾，例如：經費、師資、學生來源不足…等問題，亦可因辦理團

隊之能量增加而擴大辦理跨區或全市性活動效。 

  （四）建議本市五年內不需開設國民小學資源資源班 

     資賦優異學生係經過明確嚴謹的鑑定過程而產生，雖就近接受服務

可幫助資賦優異學生學習，但同儕人數過少亦非良好的學習模式，尤其

對於情意課程、領導力、創造力課程之規劃及實踐，人數過少不易產生

學習成效，建議後續不要比照雙語學校推動各行政區設立一所之模式推

動資優教育，五年內暫不要於其他學校開設資優資源班班級，持續建立

有效的評鑑制度，協助本市三所設有資優資源班之學校提供教育成效，

檢核課程架構及執行成效是否達成課綱及學生需求，引進專家陪伴，逐

步穩定中求精進，透過教育品質之提升，發掘及吸引本市其他學校之資

賦優異學生，接受本市資優教育服務，避免資優學生分散各校，學生人

數過少無法滿足學習需求，影響資優教育推動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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