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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基本資料 

一、 學校基本資料 

所屬縣市 苗栗縣 

學校名稱 苗栗縣立通霄國民中學 

學生人數 552 

學生班級數 22 

廁所整修棟名 東棟大樓東南廁所 

廁所整修屋齡 一樓、二樓：43年；三樓：23年 

廁所所屬建築是否有使用執照 是 

廁所所屬建築是否已經校舍耐震補強改善 是 

廁所所屬建築是否符合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否 

廁所整修間數 

（有牆壁區隔視為一間） 
四間 

 

二、 各間廁所整修資料 

序號 樓/男女廁 整修面積 各間改善廁所距離 50m 內使用人數 

1 1樓男廁 45.09 ㎡ 男 163人 女人 

2 2樓女廁 45.09 ㎡ 男人 女 129 人 

3 3樓男廁 45.09 ㎡ 男 163 人 女人 

4 3樓女廁 45.09 ㎡ 男人 女 12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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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廁所整修配置圖（請務必加上指北針示意） 

請附上校園及樓層配置圖 

綠色區塊標示廁所位置，   紅色區 塊標示欲改善廁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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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經費說明 

總計 

核定金額 

補助金額 1,780,000 元（ 90%） 

自籌款金額 197,778 元（10 %）（縣市政府配合款） 

其他自籌款金額 0 元（無則免填） 

發包費用金額 1,950,000 元 

標餘款金額 27,778 元 

 

五、 聯繫資訊 

聯

繫

方

式 

學

校

單

位 

業務承辦人 李隆華 

職稱 總務主任 

聯絡電話 037-752002轉 46 

E-MAIL tsjh04@webmail.mlc.edu.tw 

規

劃

設

計

團

隊 

規劃設計團

隊名稱 
張薰和建築師事務所 

聯絡人 張薰和 

聯絡電話 037-263019 

E-MAIL a327664@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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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施工大樣圖 

一、廁所整修現況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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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廁所整修後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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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廁所整修後剖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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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廁所整修與改善記錄 

 
一、 改善項目：改善牆面及磁磚 

改善前（現況說明） 改善中（整修情況） 改善後（完成說明） 

   

說明：既有磁磚破損及

汙舊 
說明：磁磚重新整理 

說明：以止滑地磚，以

鮮豔馬賽克壁磚搭配改
善 

   

說明：原有洗手台為抿

石子 

說明：全面拆除，設置

造型，並貼馬賽克磁磚 

說明：洗手台以在地文

化意象，增加美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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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改善項目：通風採光改善 

改善前（現況說明） 改善中（整修情況） 改善後（完成說明） 

   

說明：原外牆為磚造牆

面，通風不良 

說明：改善時，打開廁

所門線增加採光及通
風。 

說明：改善後，除了加

大開口亦美化環境，使
其親切自然。 

   

說明：原有照明設備不

足 

說明：改為吊燈，並更

換為 LED 燈 

說明：前方感應式電
燈，並改善為吊燈增加

照度，節能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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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改善項目：空間及設備重新設置 

改善前（現況說明） 改善中（整修情況） 改善後（完成說明） 

   

說明：男廁小便斗過

多，空間狹小 
說明：空間重新分配 說明：改裝後空間寬敞 

   

說明：門板及隔牆老舊 說明：拆除重新配置 
說明：使用新板美觀又
容易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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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改善項目：無障礙改善 

改善前（現況說明） 改善中（整修情況） 改善後（完成說明） 

   

說明：小便斗及廁所間

地板墊高，有高低差 

說明：全面敲除，降板

施作 

說明：全室無障礙，安

裝時配合學生身高配置 

   

說明：廁所入口處有高
低落差 

說明：地面全面敲除 
說明：消除高低差，以
維護師生如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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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改善項目：設施省水功能改善 

改善前（現況說明） 改善中（整修情況） 改善後（完成說明） 

   

說明：原有洗手台並無

省水功能 

說明：改善時設備及管

線更新。 

說明：改善後皆使用有

省水標章之設備，達到
省水功能。 

   

說明：廁所間便器無省

水 

說明：便器更換皆規劃

設置省水設施 

說明：便器更換皆裝設

省水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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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改善項目：改善漏水情況 

改善前（現況說明） 改善中（整修情況） 改善後（完成說明） 

   

說明：天花板因漏水造

成油漆剝落，影響學生
如廁意願及安全 

說明：管線重新配置並

配合防水施作 

說明：管線以明管方式

施作，解決漏水問題，
美觀易維修。 

 

七、 改善項目：意外求救警鈴設施改善 

改善前（現況說明） 改善中（整修情況） 改善後（完成說明） 

   

說明：廁所內原無緊急
求救裝置 

說明：每間廁所皆規劃
設置緊急求救鈴 

說明：每間廁所皆裝設
緊急求救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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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廁所美學推動與執行成果 

於學校網頁中，刊登校園廁所整修成果 1 式 

填寫計畫問卷人數 50 人 

辦理學校師生或公民家長參與廁所整修計

畫活動會議 

2  場 

總計 36 人次參與會議 

將廁所美學教育融入教學課程中 
3 堂課/場 

總計 100 人次參與 

一、 刊登校園廁所整修成果 

 

 

說明： 

在學校網頁中，刊

登學校廁所改善

工程計畫及成果。 

 

二、 辦理廁所整修計畫會議 

  

說明：利用行政會報凝聚對老舊廁所

改善工程意見 

說明：利用朝會集會時間辦理向全校

師生參與廁所整修計畫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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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開工會議(105.12.29) 說明：工程協調會議(106.03.13) 

 

 

三、 廁所美學教育融入課程 

 

說明： 

以配合學校課程

融入廁所美學重

工程，建立學校特

色風格，讓學生在

日常學習中，能夠

培養廁所美學藝

術觀觀念。 

 



 

 17 

 

說明： 

以配合學校課程

融入廁所美學重

工程，建立學校特

色風格，讓學生在

日常學習中，能夠

培養廁所美學藝

術觀觀念。 

 

四、 創意推廣作為 

 

說明： 

將在地文化意象

表徵融入美學工

程，並結合學校老

師及學生在藝文

領域的卓越創作 

，在「文學分享

區」，共同分享給

全校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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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點介紹 

本校透過美感教育融入這一次整修老舊廁所的實施過程當中，雖

然幾經波折才得以招標出去，然足見本計畫在規劃設計階段即注

入了不同的美感元素，而富涵深層意義與價值的美學特色。譬如：

日據時期遺留神社藝術的鳥居造形洗手台以符應本校計畫「道在

屎溺」的規劃理念、融入本校實施美感教育師生作品的藝術牆面

等等。雖然這些元素增加了工程施作上的挑戰性，讓一般承包商

有所卻步，但也吸引了深具藝術眼光與施作功力的專家進場，而

讓工程品質具有一定水準。 

以下從幾個面向說明： 

一、規劃設計階段：透過本校教學研究會、課發會和親師座談 

會議討論、溝通廁所整修的概念與方向，並邀請建築師、 

設計師向全校進行簡報，說明設計理念、元素安排與整體 

考量，並且依據討論結果修正檢討。 

二、工程發包階段：設計單位與教師行政團隊持續溝通、修正， 

並且依據流標原因檢討再修正，讓計畫更具有可行性。 

三、工程施作階段：不斷與施作單位、監造單位教師行政團隊 

現場勘查，譬如：結合藝文領域、國文領域教學研究會讓 

教師們現場討論，思考如何融入師生教學成果，讓美感教 

育呈現在這個整修的「大作品」當中。 

四、工程完工驗收階段：安排設計監造團隊向全校師生講解廁 

所各個結構單位的功能、特性，以及廁所整體的環境美感 

教育特色。另外，也邀請全校師生共同體驗「如何驗收」 

這些廁所，安排一週詴用期間，讓大家知道如何正確地使 

用，以及，如何培養自己的深層美感來看待這些廁所。同 

時，這些過程也讓大家一起「找毛病」，提供即時修正，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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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師生共同完成的「大作品」更趨完善。 

總結地說，本次整修工程大致上能符合計畫翻轉過去老舊廁

所髒亂、通風不良、維修困難、積水難退和蚊蠅孳生等不良的刻

版印象。其實，這也讓師生們開始去思考《莊子・知北遊》提示：

「道在屎溺」的深層美感的意義與價值，不只理解如何破除了既

有封閉、固著的僵化思維，更提供了豐富教育與生活內涵的多元

體驗的學習場所。感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公立國民

中小學老舊廁所整修工程計畫」所帶給全校師生們以及社區共享

本計畫所開啟的種種美好。 

 

文字說明： 

入口處營造在地文化意

象風格，讓學生改變對過

去廁所老舊及氣味不佳

的印象。 
 

 

文字說明： 

透過自然學科的流動力

學，增強對流效果，增加

通風及採光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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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說明： 

透過藝文領域的美學的

觀點，促進厠所是可塑

性，並增強厠所的美感 

 

文字說明： 

設置廁所文學分享學習

角，營造多元創意、創

新思維與自由想像的美

學空間，進而培養學生

藝術的素質。 

 

文字說明： 

不同色彩形式，增加廁所

的風貌，牆面以馬賽克磁

磚地面鋪面以止滑磁磚

為主，兼具美觀耐用及方

便清潔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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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說明： 

天花板管線外露，在加上

造型式的日式吊燈，透過

簡單的色彩點綴，讓廁所

空間生動明亮，並且方便

日後的維修。 

 

文字說明： 

加大如廁空間，並搭配環

境教育議題，選用兩段式

沖水凡而，節省用水，並

且，隨間配置「緊急求救

鈴」，增添如廁的安全

感。 

 

文字說明： 

廁所設施的設計融入環

境教育、節約能源的議

題，例如：省水水龍頭，

落實節約用水，達到環境

永續經營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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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討論與建議 

依據學校實況及具體執行計畫內容綜整說明，可包含改善情形、執行實況與遭遇困

難及解決方針、計畫發揮之效益、計畫推動之期許、計畫推動之建議等……。 

一、 廁所整修後之效益評估 

1.通風佳、採光足、排水順暢 

  將原有入口牆面全面敲除，以全面通風方式，增加廁所空氣流通，並增 

  置更換節能燈具，使得採光更加明亮，讓學生自然感受到如廁環境的舒 

  適感。 

2.排水管線順暢，簡易維修 

  將原本老舊、破損亦發出惡臭管線重置配管，並利用明管方式讓後續損 

  壞維修更加容易，並解決漏水造成廁所惡臭問題。 

3.利用在地意象融入美學工程，透過藝文領域的美學創作及學生作品製作 

  成，建立廁所文學分享學習角，發展學校藝文發展特色。 

4.結合健康促進及環境教育議題，讓學生了解如廁健康知識、落實節約用 

  水，達到環境永續經營的理念。 

二、 學校執行計畫面臨之困難 

1.本次廁所改善工程，在發包工程部份因核定經費拮据及本縣財政現況需 

  配合辦理融資，造成廠商參與標案意願低，造成多次流標，使得原先的 

  規劃必頇刪減修改，增加時間，造成進度落後。 

2.有關本案廁所馬桶便間，因原先為有一階及二階的高度再加上樓地板層 

  較薄，為避免因便器傷及樓板結構，以些微增高地坪及便器為改善方式 

  。礙於既有現況與環境之限制，以不傷及既有結構及防水為優先考量， 

  故改為一階施工，以利管線的順暢及避免漏水問題。 

3.本案主要針對廁所及管道間整修工程，礙於經費因素，既有側面、背面 

  外牆受雨面滲水情形及前方女兒牆面老舊破損，還有頂樓地板防水問題 

  未一併解決，容易造成廁所外牆壁及頂樓易滲水，因此在風災及大雨來 

  臨時是新改造的美學廁所一大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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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後續計畫執行建議 

1.經由簡易週全的設計規劃，減少後續維修是最好的節能，避免資源浪費： 

  廁所環境維修的資金與耗能是最驚人的，廁所常見的是管道的維修和重 

  新配置，因此在管線設計時以明管方式為目標，不需多餘的裝飾，若有 

  任何損壞問題能在第一時間發現，避免問題日益擴大；另外，所有設施 

  在規劃討論時把該棟建築物的特性及現有設施規劃納入，避免後續延伸 

  施做，例如本校廁所牆面後續的防漏工程。 

2.多使用自然的空調方式及燈光設備： 

  原有廁所的空間較為密閉，空氣流通、採光較不良，地面較為陰濕，常 

  需要開燈，或使用電風扇吹乾地面，浪費許多能源，因此通風採光的因 

  素特別要納入規劃考量，在規劃設計期間，除了原有的通風窗保留加設 

  紗窗外，並將原先入口處牆面全部敲除增加通風空間，讓廁間臭氧排出 

  效率高，增加空氣對流，採光部份也因前方牆面敲除，大大增加免費的 

  光源，並採用節能燈具，真是一舉兩得。 

3.學校是學生生活教育重要環境，廁所更是每個學生、老師每天必用的設 

  施，廁所的乾淨更代表學校品德教育生活習慣的實踐，因此本次教育部 

  補助經費，提供本校能有打造優質的美學廁所環境，增加培養學生欣賞 

  藝術的氛圍，成為藝文課程落實日常生活中，也讓廁所環境富有教育意 

  義(例如：節能減碳、環境教育)，讓每個人在如廁的同時也能有所啟發。 

  也因此次廁所改善成效顯著，後續規劃能繼續申請本計畫經費，以改善 

  本校其他建築物的廁所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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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資料使用同意書 

105 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立國民中小學

老舊廁所整修工程計畫」資料使用同意書 

 

為配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並確保您的權益，請詳細閱讀下列 105 年度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立國民中小學老舊廁所整修工程計畫」之資料

使用內容，並請於閱讀完畢後，簽名表示同意所載內容。 

------------------------------------------------------------------------------------------------- 

1. 本校所檢附的資料：學校名稱、所屬縣市、校長（代表人）、業務承辦

人、聯絡人及聯絡資料，僅供本計畫相關活動使用、公開及寄送相關評

審結果資料、進行後續篩選、追蹤、輔導，並得轉授權予第三人供學術

研究使用。除經本校同意或法律另有規定外，教育部不得向第三人揭露

或用於上述目的以外之用途。 

2. 本校所提供之資料，勿有冒用、盜用其他個人資料、資料不實等情事。 

 

聲明欄 

本校確已詳閱本同意書所列之個資使用同意書內容，並同意遵守各項規

定事項，謹此聲明。 

 

學校名稱：苗栗縣立通霄國民中學 

報告書名稱：苗栗縣立通霄國民中學-成果報告 

校長（代表人）簽名： 

學校機關用印：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0 6 月 0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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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著作權授權同意書 

105 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立國民中小學

老舊廁所整修工程計畫」著作權授權同意書 

一、授權內容： 

(一) 立授權書學校參與 105 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立

國民中小學老舊廁所整修工程計畫」，以下簽名立書 

本校報告書名稱：苗栗縣立通霄國民中學-成果報告 

無償授權主辦單位教育部得基於非營利之目的，不限時間與地域，

進行紙本印刷、宣傳、展覽、書籍發表、數位化、重製等加值流

程後收錄於資料庫，並以電子形式透過單機、網際網路、無線網

路或其他公開傳輸方式，提供進行檢索、瀏覽、下載、傳輸、列

印等。 

(二) 得公開運用於「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立國民中小學老

舊廁所整修工程計畫」活動期間所拍攝影像及影音紀錄等。 

二、著作權聲明： 

本授權書為非專屬授權，著作者仍擁有上述著作之著作權。立書之學

校及著作者擔保本著作之原創性著作，有權依本授權書內容進行各項授權，

且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 

此致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學校名稱：苗栗縣立通霄國民中學 

報告書名稱：苗栗縣通霄國民中學-成果報告 

校長（代表人）簽名： 

學校機關用印：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0 6 月 0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