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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申請規劃篇】 
許煥秋

1
、陳信宏

2
 

1
教育部體育署更衣淋浴間遴選輔導小組 

2
中華民國景觀學會 

緣起 

學校辦理硬體工程建設，大略可分為擬定計畫、申請經費、工程設計、

發包作業、施工監造等階段。在執行時，各階段看似各自獨立作業，但在實務

上卻是前一階段一直牽制著後一階段的進行。換言之，計畫完整性決定經費取

得與工程項目，工程設計完善與否決定施工品質與未來的使用。所以學校相關

人員，要慎重體認「一個良好的工程建設案，從計畫提出到竣工驗收，是同等

重要」。 

學校在辦理大型建設工程，會投入較多的專業人力，努力完成，以展現

成果。更衣淋浴間工程建設，在規模上並不算大，但這是一個創造人性化與溫

馨校園的政策；也是一個小創意、大大改變校園氣氛的機會。因此我們希望盡

可能提供一些簡單有效的資料，協助學校承辦人員辦理本案，使能發揮更大成

果。 

本篇包含學校辦理更衣淋浴間規劃階段之注意事項。希望有助於有意提出

申請計畫之學校能”化繁為簡”進而對申請更衣淋浴間計畫補助時更有概念

與信心。後續之工程設計篇則擬提醒各校總務人員將來實施更衣淋浴間工程

時，有一套大致可依循的方法及適時提醒各位應該注意的事項，避免遺漏某些

重要的環節，造成完工後在使用上不便，使用率低形成另一個蚊子館…等缺

失，浪費了國家資源。 

本文是想從實務的角度出發，從開始規劃到提出申請期間，設想各位所會

遇到的問題來做提示及說明，本文在分為七個要點如下： 

一、101年度學校更衣淋浴間計畫規劃申請案自我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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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置地點的選擇 

三、工程基礎項目    

四、設備安置規劃 

五、安全維護措施 

六、設計單位的選用 

七、申請經費編列參考案及經費預算參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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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更衣淋浴間計畫規劃申請案自我檢核表 
表1-1 學校更衣淋浴間計畫規劃申請案自我檢核表 

學校更衣淋浴間計畫規劃申請案自我檢核表 
縣（市）名稱：                校名：                

項次 檢視項目 學校自行評估 
直轄市、
縣(市)政
府評估

審查
意見

一、

基本

資料 

1、設置面積符合規定 符合  不符合 
符 合

不符合 
 

2、男、女分設更衣淋浴間 符合  不符合 
符 合

不符合 

3、附件一之基本資料表填寫完

整 
完整  不完整 

符 合

不符合 

4、設置地點之佐證資料 
（如：校舍平面圖標示設置
地點尺寸及附現況照片） 

完整  不完整，原因：        
符 合

不符合 

5、規劃內容 
（請參酌本計畫之參考手
冊） 

具體可行  須加強 
符 合

不符合 

6、執行進度 具體可行  須加強 
符 合

不符合 

7、預期效益 具體可行  須加強 
符 合

不符合 

8、經費概算格式符合本計畫實

施要點規定（如附件二) 
符合 不符合 

符 合

不符合 

二、 

設置

地點

選擇 

1、安全性高，閒雜人等不易到

達 
安全 須注意  加強管理 

符 合

不符合 
 

2、位置適當隱蔽，不會輕易被

偷窺 
良好 須注意  加強管理 

符 合

不符合 

3、人員出入動線順暢 順暢 路途稍遠 出入不易 
符 合

不符合 

4、行政人員便於照顧、管理 方便 須注意  加強管理 
符 合

不符合 

5、汙水便於排放到既有汙水系

統 
方便 管線稍遠 須專案處理 

符 合

不符合 

注意！本表應填寫完整並納入申請更衣淋浴間設施計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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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自然採光通風良好 良好 補充設施 須整體改善 
符 合

不符合 

7、使用穩定性高，短期內不會

被移用 
穩定 5 年內不變 另有計畫 

符 合

不符合 

三、 

基礎

施工

項目

檢討 

1、拆除與重新隔間 

原有格局整修 原有空間重新

規劃 須擴大拆除範圍或改變既

有結構 

符 合

不符合 

2、地面排水 

已有排水系統、洩水坡度易於調

整 

須重做   

重做工程費用高 (如需墊高地

坪… 

符 合

不符合 

 

3、地坪處理 
原有地面防水層與磁磚尚可續用 

須修補  須新作 

符 合

不符合 

4、牆面處理 
原有磁磚尚可續用 

須修補      須新作 

符 合

不符合 

5、配冷熱水管 

利用原有管路  

新配管，但熱水管路未過長 

新配管，但熱水管超過 30 公尺 

符 合

不符合 

6、配電氣管路 

可使用既有電氣系統 

舊電氣管線須更新 

必須增設電源或及另配電氣管線 

符 合

不符合 

7、汙水處理 

利用原有汙水設備(或化糞池) 

利用原有設備，但汙水管線須另

配 

自然排放、無汙水處理 

符 合

不符合 

8、天花板 

不作天花板或利用原有天花板 

施作透氣型天花板 

施作密閉型天花板 

符 合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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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設備

安置

規劃 

1、熱水設備 

使用既有熱水器  電熱個人單

機  電熱大型儲水式   

太陽能熱水器  瓦斯熱水器  

符 合

不符合 

 

2、蓮蓬頭 

安裝位置 
符合  不符合 符 合

不符合 

冷熱水開關 
符合  不符合 符 合

不符合 

3、洗臉台 

安裝位置 
符合  不符合 符 合

不符合 

材質 

符合  不符合 
符 合

不符合 

4、置衣櫃 
倚靠牆面  兼做隔間牆   

其他地點：(             

符 合

不符合 

5、等候區 
空間足有座椅  空間尚可 

無 

符 合

不符合 

6、鏡子 
洗臉檯前  吹風機前 

其他地點：(               

符 合

不符合 

7、吹風機 掛壁式   手拿式  無 
符 合

不符合 

8、照明燈具 

使用既有燈具  

部分區域補充(如等候區、盥洗區 

須另新設 

符 合

不符合 

9、通風設備 自然通風 原有設備 須增設 
符 合

不符合 
 

五、 

安全

維護 

1、緊急求救鈴 
接入學校既有系統 

須另增設          無 

符 合

不符合 
 

2、人員出入管制(如入口監視

器) 

接入學校既有系統 

須另增設          無 

符 合

不符合 

3、門窗安裝之安全性與耐用性

能阻絕外界視線、材質堅固 

輕隔間門扇、固定五金零件須加

強 

入口門窗或通廊安全性維護不易 

符 合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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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緊急事故處理原則 

處理原則     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電話    

張貼於更衣淋浴間內之明顯位置 

符 合

不符合 

5、營運管理辦法 
擬訂辦法 

張貼於更衣淋浴間出入口 

符 合

不符合 

填表人：            單位主管：               校長：  

資料來源：教育部體育署更衣淋浴間遴選輔導小組許煥秋委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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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置地點的選擇 
選擇更衣淋浴間設置地點會決定更衣淋浴間的使用頻率與成功性，請以下

列要點評估： 

（一）更衣淋浴間選在安全性高的地方 

更衣淋浴間之距離與求援系統不宜太遠，避免有危險事情發生時，無

法立即尋求援助，更要注意安全警鈴響起時，警示鈴聲是否有涵蓋支

援系統的範圍。 

（二）更衣淋浴間地點不宜過於偏僻： 

更衣淋浴間之位置應鄰近主要動線，及維護人員方便照顧的地方。不

宜設置在偏僻的地點，以尋求使用者心理上較多的安全感，畢竟淋浴、

更衣的行為與上廁所的行為差異較大，故需有較大心理上的安全感。 

（三）男女更衣淋浴間的安全層次 

更衣淋浴間以集中設置，較容易管理與安全維護。但男女更衣間仍應

有所區隔。在安全上，女更衣淋浴間應為優先考量，包含鄰邊大樓有

無高處俯瞰、窺視的問題，而男女更衣淋浴間如果在同一個空間分成

兩處時，男女更衣淋浴間中隔間牆需砌高至天花板，可降低及阻礙兩

邊聲音的傳遞避免造成使用時的"尷尬” 情景發生，又可增加並保障

個人隱私及安全。 

（四）更衣淋浴間必須考量汙水排放問題 

更衣淋浴之後產生的汙水，不宜直接排入地面水溝，以免影響校

園觀瞻，也會汙染校園環境。更衣淋浴汙水如果能夠利用既有的汙水

處理系統最佳；其次，納入學校廁所汙水系統，也是節省經費的方式

之一。 

學校的廁所在興建之時，通常已考慮其便利性、安全性與隱私性…

等因素，所以更衣淋浴間設置在比鄰廁所或是利用多餘的洗手間改設

是可行的選項。但原有洗手間地點如果不理想，仍應不予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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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更衣淋浴間設置應不更動建築物原有安全結構 

更衣淋浴間以利用學校空餘建築物之空間改設為前提。其中最重要的

考量因素之一乃為不希望破壞學校建築物結構，也避免必須變更建築

物使用執照，導致計畫執行進度受阻。 

（六）更衣淋浴間應融入環保概念 

在更衣淋浴間室內，儘量避免過度倚賴耗能設備。如多利用自然採光

與空氣的流通，除了能解決陰暗、幽閉及潮濕的問題，更會增加更衣

淋浴間使用的意願。避免設計封閉性高的門扇，除了會阻礙空氣流通

外在危險發生時會阻礙逃離的時間及呼救的機會，降低更衣淋浴間的

安全性考量。 

（七）新設更衣淋浴間要能具有穩定性 

即將被拆除或另有其他用途的地方，應避免設置，以免浪費公帑。在

規劃更衣淋浴間時要有完工後五年或者是十年以上的使用期。預估更

衣淋浴間的隔間數，要考慮學校未來每班人數的增減趨勢，預估過多

造成閒置，規劃過少會不敷使用。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圖 1-1 男女更衣淋浴間中間隔牆應有防偷窺及隔音效果，以免聲音傳遞造成尷尬，並

保障個人隱私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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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基礎項目  

在擬訂學校更衣淋浴間設置計畫時，下列項目必須預作評估，以作為申請

補助工程經費之參考： 

（一）內部空間之重塑 

1、原有設備是否需要拆除：如原有隔間牆是否保留或必須拆除重作？是

否會擴大拆除到樓板、牆、柱等結構體?會否涉及申請執照問題？ 

2、空間功能規劃：如更衣淋浴間配置、乾濕分離區、衣櫃、等候區、出

入口等，須預先有腹案。 

（二）地坪處理與地面排水 

1、原有地坪是否堪用？地面高程是否適當？地面洩水坡度、排水方向是

否須重新調整？地坪有無墊高或降低需要？ 

2、更衣淋浴間距離原有排水系統遠近為何？既有下水道或汙水系統是否

能提供給本案更衣淋浴間之汙水接管排放？ 

（三）牆面處理 

1、牆壁及隔間牆材質攸關牆面處理；如磚牆或混凝土牆隔間，牆面須作

粉刷、貼磁磚(或油漆)。輕隔間牆材質(如俗稱之康貝特版)則無須再貼

面磚或油漆。 

2、牆面磁磚選用：磁磚材質雖有不同，但通常情形，假若其防水效果大

同小異，價格卻往往差異性甚大。選用時宜多比較。 

（四）配冷熱水管 

更衣淋浴間之自來水源與熱水器安裝位置會影響到配冷熱水管長度與

施工困難度。況且熱水管路越長，越不利熱水輸送，有浪費能源之虞。

而不銹鋼管越長，費用也會越高。尤其以普通教室改設之淋浴間更須

特別注意。 

（五）電氣管路 

包括有使用電熱水器之耐高功率線路與低壓之照明、吹風機、排氣機、

緊急求救、安全維護、自動控制等電路，配明管或埋暗管？須預為思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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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汙水處理 

更衣淋浴或洗滌所產生之汙水，不宜直接排入雨水排水溝，以免影響

觀瞻，且有汙染環境之虞。工程規劃時，宜將此類汙水導入學校既有

之汙水系統。 

（七）天花板 

更衣淋浴間為大量用水之場所，若施作天花板，造成內部不通風，恐

會將潮濕的水氣積聚在天花板內，對於屋頂混凝土強度有不利影響。

故建議以不作天花板為原則。若為了遮蔽屋頂管線，則建議須考量利

於透氣之方式。 

四、設備安置規劃 

（一）熱水設備：學校常用的有太陽能、電能、瓦斯熱水器等。 

1、太陽能熱水器：須考量日照效能、日照日數、熱水儲水量與使用量之

合理關係。例如台灣北部、東北部冬天為陰雨綿綿季節，若使用太陽

能熱水器，須慎重評估其效能。 

2、電能熱水器：有儲熱型與即熱型(個人單機)可供選擇。儲熱型有大型儲

水桶，可供多人同時使用，但熱水用完後，須再等候一段時間加熱，

才有下一桶熱水。即熱型為隨時有熱水，但多人同時使用，耗電量也

大，配電源線時，必須預為設計，且冬天氣溫低，出水溫度是否也會

較低，必須預先了解。 

3、瓦斯熱水器：安裝位置首重安全，以避免一氧化碳中毒。若使用桶裝

瓦斯，必須要有預防瓦斯斷氣、漏氣之設計。 

（二）蓮蓬頭 

手拿式蓮蓬頭，使用自主性高、靈活，但連結導管耗損率高。固定於

牆面之蓮蓬頭則無導管但使用較呆板不靈活。 

（三）洗臉台 

有以砌磚或混凝土現場施作，及使用人造石、陶瓷、不銹鋼、塑化預

鑄型等多種選擇。但選用重點在於安全、堅固、耐用、支撐力足、造

價合理、美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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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置衣櫃 

有木質、塑化材質，現場施作或半成品套件、附門及鎖等。規劃時以

選用堅固、耐用、容易清潔維護之材質。若使用率高的置衣櫃，門絞

鏈容易壞，鎖匙容易遺失。 

（五）等候區(儀容整理區) 

如果空間足夠，可以在等候區(儀容整理區)設置座椅，置物平台。 

（六）鏡子 

設置費用不高，但實用性高。 

（七）吹風機 

手拿活動式吹風機，容易遺失，且電線容易絞線造成危險。選用宜謹

慎。固定式吹風機使用上雖較不方便，但安全性較高。 

（八）照明燈具 

燈具以式樣簡單、照度足為原則。高單價、過於花俏，或燈具數過多，

都會造成將來維修的困擾。如過於花俏燈具，易沾灰塵，但不容易清

洗。 

（九）通風設備 

更衣淋浴間以能自然通風為最上策。其次輔以有效之通風設備，以避

免空間濕度過大，易滋生異味及細菌。 

 

五、安全維護措施 

（一）緊急求救鈴 

為必須設置之安全設備。 

（二）人員出入管制(如入口監視器) 

為視需要再選配之項目。 

（三）門窗安裝之安全性與耐用性 

為無須另增費用，但在擬定計畫時須預為妥善規劃之項目。包括外界

視線的阻絕之策略、輕隔間能否阻絕偷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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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無障礙設施 

依法設置。 

（五）緊急事故處理原則 

為必須張貼於更衣淋浴間內之處理原則。包括：處理程序、緊急聯絡

人、聯絡電話等。 

（六）更衣淋浴間設施使用規定(參考案) 

請參見附錄。 

六、設計單位的選用 

工程設計者是工程專業人員，他能以專業知能，秉持學校的願景，為學校

辦理營繕工程之設計及後續監造事宜。學校工程主辦人員如能善於利用，對於

提升工成品質，將有及大助益。以下提出經驗談，提供校方人員參考： 

（一）尊重設計人員的想法 

尊重專業設計人員的想法，畢竟專業設計人員受過一定的專業訓練具

有專業知識往往能很快的掌握設計的主軸，提出各類合理的動線配置

及設計方案參考，所以尊重設計人員更能激發出設計人員的設計動力

與信心。 

（二）確實記錄在會議上決議的事項 

在每次會議後留下確認在會議上決議的事項並詳細的紀錄，在下次會

議上有所疑慮時，可以有參考的依據，不會讓設計人員總覺得反反覆

覆，無所適從。 

（三）最直接且快速的方式做溝通 

以最直接且快速的方式，以圖片或文字向校方或設計人員提出想法，

讓雙方可以充分的理解，避免溝通不良造成雙方在理解上有所偏差，

導致設計一改再改曠日費時，且會打擊到專業設計人員的士氣。 

（四）觀摩優良的設計案例 

觀摩優良的設計案例與尚可的設計案例是最有用的方式，在觀摩現場

能充分感受到設計完成後的質感與美感的表現外，更可以就現場的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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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提出改善方案，最重要的是能激發出設計人員在創作上靈感與對作

品的求勝心，所以這是一個直接且有用的方法，但是觀摩的地點不宜

太遠以免設計單位設計參與觀摩的意願降低。 

（五）避免選用不常被使用的建材 

在選擇建材時，要避免選用到不常被使用的建材，可避免有綁標行為

外，也可減少日後在維修方面的問題及承包商投標意願降低及投標後

有可能產生的工程糾紛，提前預防也是協助工程順利執行的方式之ㄧ。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圖 1-2 更衣淋浴間要有良好自然通風與採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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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設計施工篇】 

陳信宏
1
、許煥秋

2
 

1
中華民國景觀學會 

2
教育部體育署更衣淋浴間遴選輔導小組 

緣起 

學校辦理工程建設案，除了委託建築師、專業技師依據相關規範進行工程

規劃設計外，另一個要注意的是「如何以主辦單位及使用者的立場」控管工程

品質，期能達到預期的功能。 

以本計畫「更衣淋浴間」為例，工程品質應該要能達到堅固、耐用、完整、

省經費、美觀等原則。在使用功能上要能達到安全、方便、環保(省能源、少

汙染)、保養簡單、維護容易等要求。 

為了協助受補助學校能在最有效的時間內，妥善完成「更衣淋浴間」工程

規劃設計，我們參酌一些案例，彙整這一篇「學校更衣淋浴間工程設計篇」。

本篇內容有別於一般工程的施工規範。因為施工規範及各工程單項的檢(試)

驗方式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的網站上已提供許多，上網查詢即可獲得所需

資訊。所以本文將從實務的角度出發，介紹工程設計與施工階段可能遭遇到的

問題，建議學校承辦同仁須要預先設想、加以關注，期能協助各校在有限的執

行期間內，達成預定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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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更衣淋浴間計畫工程設計預算書圖檢視表 

表2-1 學校更衣淋浴間計畫工程設計預算書圖檢視表 

學校更衣淋浴間計畫工程設計預算書圖檢視表 

縣（市）名稱：                校名：                

項次 檢視項目 設計者評估 
審查

意見

一、 
設 計

經 費

與 項

目 檢

討 

1、 經費執行 
設計預算未超出核定補助金額   
設計預算超出核定金額，學校自籌  
設計預算超出，學校無法自籌 

 

2、 設計項目 
設計項目符合原核定計畫 
有減項設計，但不影響功能 
變動幅度大，與原計畫有大差異 

3、 設計空間、地點有無變更 依原計畫  增大  調整縮小 
4、 無障礙設施 原有  新增  無須附設 
5、 附設廁所 原有  新增  無須附設 
6、   
7、   

二、 
主 要

項 目

數 量

檢 討 

1、地面防滑磁磚 室內面積    ㎡   設計面積    ㎡ 

2 請參考設計預算書項目自行填入   

3  

  
  

三、 
主 要

項 目

單 價

檢 討 

1、請參考設計預算書項目自行填入 設計單價：      
工程會單價

或市場行情：  

2、 設計單價：      
工程會單價

或市場行情： 

3、 設計單價：      
工程會單價

或市場行情： 

4、 設計單價：      
工程會單價

或市場行情： 

四、 
材 料

合 理

性 檢

討 

1、有無指定廠牌 
無指定廠牌 
如下項目有指定廠牌：   

 

2、選用耐久性材料(如固定式蓮蓬

頭、吹風機、無附門置物櫃….. 

 

3、選用容易取得材料，便於維修更

換(如選用本國貨、多家廠商均有製

造品 

 

4、費用分配符合比例原則，(如無特

殊性，非主要材料費用，無用過高比

例)   
 

 
工程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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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設 計

圖 說 

1、應繪製之位置圖、現況圖、平面

圖、立面圖、剖面圖是否具備 

位置圖(P  、現況圖(P  、平面圖

(P    )、立面圖(P   P   P      ) 
剖面圖(P   P   P        ) 

 

2、應由設計者提供之施工詳圖 

地面防水與洩水坡度：頁次(P   )   

地坪與牆面磁磚：頁次(P   )  

乾濕分離介面圖：頁次(P   )  

天花板：頁次(P   )  

洗臉台及拖布盆：頁次(P    )  

馬桶、小便斗及隔屏：(P    )  

冷熱給水(P   )、排水(P   ) 
汙水管線(P   ) 

 

配電圖、電器安裝圖  

隔間板組裝圖  

置物櫃  

等候區坐椅  

鏡子、告示牌  

其他：  

3、主要材料設備規範 
包括：規格、功能、效益、施工注意

事項或步驟 

地磚：頁次：P   
磁磚：頁次：P   
隔間材(P   )、門扇(P   ) 
五金零件(P   )P 
電熱水器：(P   ) 
天花板：(P   ) 
照明燈具(P   )、吹風機(P   ) 
監視器(P   ) 
求救警報器(P   ) 
水龍頭(P   )、蓮蓬頭(P   )、 
馬桶(P   )、自動沖水器(P   ) 
掛衣鉤(P   )、置物架(P   ) 
衛生紙架(P   )、扶手(P   ) 
其他： 

 

註 1：本表所列項目，僅為提示性質，填報學校應參酌設計預算書圖之項目，詳實填寫。 
註 2：設計預算書圖如有遺漏必要項目，應請設計者補充，以避免工程發包後發生爭議。 
 
填表人：            單位主管：             校長：  
 

資料來源：教育部體育署更衣淋浴間遴選輔導小組許煥秋委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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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設計注意事項 

（一）設計經費與項目檢討 

1、經費分配與執行，要符合原計畫：已獲得核定補助之計畫案，其總工

程費之編列應在原核定額度內辦理。所稱總工程費，原則上應包含直

接工程費、與間接費用(如建築師服務費、工程管理費、保險、稅捐….

等)。但所核定計畫如有特別規定時，則從其規定。 

2、設計工程項目要完整：工程設計應力求完整，原核定補助之項目、與

本工程有關之附屬項目，均應在設計預算書圖中詳實敘明。並且應透

過嚴謹的審查程序，審慎檢討，避免遺漏必要工項，或漏列經費。 

3、設計空間與施作地點要適當：更衣淋浴間的設置地點、空間規劃基本

構想，在學校提報計畫時已審慎評估；又經補助機關核定有案，顯見

原計畫內容具備嚴謹性。故在計畫核定後，學校不宜擅自變更設置地

點與空間規劃構想，以免因思慮不周，產生更多問題。除非有新事由

發生，會影響到原計畫之執行，但也須先報准後再據以修正。 

4、必要之附屬項目不遺漏：如無障礙設施、附設廁所….等。 

（二）主要項目數量檢討 

工程設計在數量計算時，負責任的設計單位與做事敷衍的設計單

位，往往會發生很大差異。尤其以「量化」為計算單位的工項，差異

最明顯。例如一間標準教室面積約為 67 平方公尺，但設計鋪設地磚面

積高達 100 平方公尺，明顯出現很大誤差值。或有的設計者草率以「一

式」編列，造成數量計算失真。(註：所稱量化單位：如公尺、平方公

尺、立方公尺、式．．．）。 

工程數量若有計算錯誤，發包後施工單位必定會發現。但通常情

形是：短少的部份會要求加價。多付出的部份，施工單位不會主動退

回，學校若再不察只好吃悶虧，不可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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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項目單價檢討 

工程單價與施工材料品質的關係密切。高單價材料，代表的是高品質

應該有助於提昇工程品質。但是若稍有不慎，用高單價採購到劣質品，

也時有所聞。比較簡單的方式，是要求設計單位必須提供各工程項目

單價比較資料以及參考依據，如公共工程委員會所公布的工程價格，

或合理的市場行情。 

（四）使用材料合理性檢討 

影響工程品質及經費運用的另一因素為「使用材料的合理性」。可分為

下列類型： 

1、使用材質或所定品牌不合理：例如洗臉台捨棄國產製品或現場施做，

改採用進口一體成型高價位產品。 

2、使用功能不合理：例如設置太陽能熱水器，本體內已經有熱水儲水桶

及電能自動加熱器，但工程設計又增設電熱水爐及保溫儲水桶，形成

設備重覆。 

3、使用效益不合理：如一間67平方公尺更衣淋浴間，安裝20盞照明燈，

明顯過量。 

（五）設計圖說 

一件完整的工程設計圖說除了預算書外，在圖說部分至少應包括圖說

目錄、使用材料設備規格總表、工程位置圖、現況圖、平面圖、立面

圖、剖面圖；比較重要工程位置應另繪細部施工詳圖。詳細項目與審

查內容請參考附表：學校更衣淋浴間工程設計預算書圖檢視表。 

三、細部設計注意事項 

（一）設計原則 

1、安全： 

（1）施工安全：如工地安全措施、安全圍籬…等。 

（2）使用安全：如穿透性視野、地板防滑、防漏電設計及洗手台面圓

角設計…等。 

（3）管理維護安全：如人員進出安全、隱私保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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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2、堅固： 

（1）結構體：基礎要扎實、用料合標準、乾濕分區隔材穩固能防水。 

（2）表面裝修：如無死角、無銳角、無突出障礙物。 

（3）設備安裝：平整、牢固。 

（4）抗震與防颱：要有不易鬆脫、不易龜裂、不易變形的品質。 

3、耐用： 

（1） 固定設施耐用：如牆面地面要有防水層、防滑石英地磚比塑膠

地磚耐用…等。 

（2）非消耗品耐用：如置衣櫃附門，須注意門絞鏈的耐用性，避免門

扇鬆脫…等。 

4、完整： 

（1）主要項目完整：包括空間區隔、地坪、牆面……詳細請參閱「規

劃篇」。 

（2）配套項目完整：如汙水引入收集池(汙水處理系統)、安全求救鈴

是否併入警衛室等。 

（3）功能完整：如更衣淋浴間內有蓮蓬頭、冷熱水、置衣架、肥皂架

(沐浴乳架)…等。 

5、省經費： 

（1）儘量使用市場容易取得之優良產品。 

（2）避免用特殊規格品，預防綁標。 

（3）避免用高單價品：高單價品、功能不一定等值提升。 

（4）材料用量要合理、避免高估數量。 

圖 2-1 設計原則：”安全”範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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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使用方便： 

（1）人員進出方便。 

（2）設備使用方便：如水龍頭一開熱水即來、乾濕區域使用互不干擾。 

7、環保(省能源、少汙染)： 

（1）儘量利用自然採光、通風。 

（2）熱水輸送減少熱能損耗能。 

（3）汙水要收集、不任意放流。 

8、清潔、保養簡單： 

（1）無插電自動化：如地面有洩水坡度則不易積水、自動關門器增強

更衣淋浴間整齊效果等。 

（2）容易清理：如洗手台內槽磨石子優於貼磁磚，抿石子又不如貼磁

磚容易清洗。  

（3）減少故障：如地面排水口離排水立管越短，排水管就不容易堵塞。 

9、維修、維護容易： 

（1）刪減不必要之附屬設備：如屋內平頂刷防水漆無天花板，則勝於

裝天花板、若必須裝天花板則隔柵天花板比密閉天花板易於維

護。 

（2）儘量使用校方人員可以自行簡單維修之設備，避免使用過於依賴

專業人員之設備：如置衣櫃是否一定要使用卡片鎖、照明燈具是

否要有藝術燈。 

10、美觀、學校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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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細部設計注意事項 

1、牆面、地坪及天花板設計 

(1) 牆面及地坪 

A、磁磚的選用： 

磁磚及腰帶飾條選擇式樣繁多，磁磚尺寸大小會影響工程造

價。較大塊的磁磚接縫少可降低日後牆面滲水的可能性，完成後

也較大方美觀，也較能呈現完整的效果，但尺寸愈大的磁磚，造

價就愈貴。如以較經濟的選項尚有45×45㎝、30×30㎝、20×20㎝、

4.5×4.5cm及2.1×2.1cm的磁磚可供設計挑選，端視設計人員想要

呈現的效果。 

若是經費不足建議選用30×30㎝止滑地磚，此種規格目前仍

為台灣民間使用較多的尺寸，所以會有較多的樣式及花色可供挑

選，挑選時不要把壁面磚當成止滑地磚〈一般民間稱作透心磚，

係止內層與表面層材質及顏色均為一樣〉來使用。 

至於磁磚的止滑效果除了可參考各磁磚廠的規格說明外，標

檢局也制定CNS 3299-12 標準，適合量測潮濕地板陶瓷面磚的防

滑係數，而止滑係數與止滑效果可上標準局網站查詢，就會有大

致的了解了。 

如經費許可，建議在牆面磁磚單項中預留（約為該單頂總數

量的5%）以小部份經費購置設計的牆面磁磚，用以當成備用品以

防日後修繕或損傷時使用。   

   
圖2-2 選用不同尺寸之壁磚，可呈現不同的效果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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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地磚的顏色，影響使用者心情： 

地板顏色可選取深色系或大地色系，不但可減輕清潔人員清掃

時的負擔，對於整體空間會有穩定效果也會較符合自古以來「天

清地濁」的傳統印象，亦可避免打掃完之後，使用者一進入就

印下鞋印或是腳印的窘境。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圖2-3 深色系或大地色系的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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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地面排水： 

地面排水，建議使用單邊排水即可，依經驗而言地面排水以單

邊排水配合牆邊淺溝或多設排水孔是較好的方法，此種方法在

施工方式讓施工者既容易施作，也大大的減少日後產生積水的

問題。 

  

 

    

   
圖2-4 地面排水使用單邊排水，牆角設導溝，可加速排水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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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地面的飾材要能抗污水： 

常用的地板表面的飾材有洗石子、抿石子、貼防滑地磚…等。

洗石子、抿石子工法要施作到很好的水準不容易，而且此種工

法損壞時只能全面整修才能維持整體美觀，很難做局部修繕。

更由於抿石子或洗石子的地面會存留一些水泥砂漿的細孔縫會

造成吸水率提高，不容易保持乾燥，尤其是部分的汙水遭吸入

造成氣味殘留在空間之中，打掃時的酸性清潔劑往往會侵蝕水

泥砂漿的細縫造成石子脫落損壞地面，損傷後亦很難修補及維

護。 

   

 

（2）磚牆築立：牆面的設計關係到整體美觀與否。關於牆面設計的注

意事項如下， 

A、新砌磚牆需注意磚牆的穩定性： 

新砌磚牆高度及長度過大時，需補強磚牆的穩定性，如需另砌

磚牆已達到小隔間或視線阻礙的效果，1B 磚牆的高度超過 350

㎝需加補強樑，長度超過 450 ㎝以上需加補強柱；1/2B 磚牆高

度超過 300 ㎝時需加補強樑，長度超過 300 ㎝以上時需加補強

柱，以上不論是 1B 磚牆或著是 1/2B 磚牆與原本結構物體接觸

的地面或牆面均需要鋼筋以植筋的方式補強磚牆的穩定性。 

 

 

 

圖2-5 抿石子或洗石子地板，會使吸入汙水，損傷後很難修補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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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在牆面開門或開窗，頂部加 R.C 楣樑： 

在牆面上門窗開口寬度 70 ㎝以上時，開口頂部需加 R.C 楣樑，

楣樑需插入頂部開口兩側各 15 ㎝以上。至於入口處需不需設置

門扇，則是見仁見智，入口門扇的設置除了阻礙通風性外對於

安全性並無大幫助，反而有違在愈危險時阻礙快速逃離的安全

原則。 

（3）管線預先埋設：在牆面或地面飾材未施作時，預埋冷熱水管、電

路空管、排水管等是容易的事。假若暫時不用到水電，只需將管

線暫時封閉，待將來有需要時，安裝相關器材就方便了，對於將

來的空間使用上也具有彈性。 

圖2-6 鋼筋以植筋的方式，補強磚牆的穩定

性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圖2-7 牆面上方開口頂部需加R.C楣梁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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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防水層： 

牆面的防水處理應在原有牆面磁磚打除且清掃完畢後，先以

1：3水泥砂漿粉平後，再以專用防水劑〈樹脂+硬化劑〉，使用

滾輪塗佈專用防水劑兩次以上，塗佈的高度為120㎝以上。 

   

 

 

原有地面磁磚打除且清掃完畢後，以專用防水劑〈樹脂+硬

化劑〉使用滾輪粉刷防水劑兩次以上後，以1：3水泥砂漿調整排

水坡度及高程兼為防水層的保護層。 

圖2-8 在牆面上門窗開口頂部需加R.C楣梁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圖2-9 打除且清掃後，先用1：3水泥砂漿粉平，再塗佈防

水劑(兩次以上)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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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窗戶：較低的窗戶可以設置上掀式外推窗戶當雨庇使用，在廁所

的窗戶開關方式建議在較低的窗戶〈不靠走廊側〉設置上掀式窗

戶，可在雨天時當雨庇使用，以解決陰雨天時雨水潑入及橫拉窗

緊閉時所帶來的不通風及潮濕感。 

   

 

   

 

 

 

 

 

圖2-11 在較低的窗戶設置上掀式外推窗戶，在下雨時可當

雨庇使用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圖2-10 地面打除且清掃後，先上專用防水劑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圖2-12 錯誤的案例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

景觀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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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收邊： 

A、外轉角： 

在牆面轉角及收邊時，應注意以弧邊代替直角的方式處理，可

減少學童推擠、碰撞時所產生的危險。 

  

 

   

 

圖2-13 較不建議的收邊方式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圖2-14 建議的轉角收邊方式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39



B、地面與牆面交接觸，以不同材質收邊： 

地面磁磚與牆面磁磚不對縫，是會有影響美觀的問題，但是侷

限於磁磚對不對縫的設計不但在會限制選用磁磚的範圍，更是

會增加施工的難度！建議可以地面邊及牆面底各以 10~12 ㎝的

瓷磚收邊即可簡單又美觀，也可以增加牆面及地面磁磚選樣種

類及尺寸。 

 

 

  

 

（7）天花板： 

地面、牆面及天花板是更衣淋浴間視覺所及之三大空間。其中又

以天花板的可視面積是佔最大的，所以天花板的處理，在整體設

計上是不能忽略的，關於天花板設計有如下概念： 

A、無天花板：平頂刷防水漆、透氣、明亮、無壓迫感，免保養。 

B、穿透型天花板： 

可提高安全性也可使空間簡潔化與擴大空間感。如果為了

遮掩屋頂管線，必須設置天花板，則設計成可讓視線穿透的格

圖2-16 在地面邊及牆面底各以10~12㎝的磁磚收邊施作方式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圖2-15 在地面邊及牆面磁磚傳統對縫施

作方式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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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梁或百頁板，有助於日常就可觀察到樑柱結構在地震後是否

有損傷及排洩水管是否完好有無漏水，並且方便維修及補強施

工，提高安全性及美觀，若再搭配淺色的油漆，很容易就可以

營造明亮感。 

有視線穿透性的天花板有利於擴大空間感、增加通風效果

及降低壓迫感，並可以隱蔽通風風扇，可使空間整體更加簡潔。 

 

    

    

 

C、密閉型天花板： 

與一般辦公室常見的式樣相同。式樣有以木角材為骨架之固定

式與用輕鋼架吊掛之可掀式等。其缺點為點內部不透氣，內部

牆壁、屋頂板潮濕、漏水，不易早期發現。要等到漏水嚴重，

天花板滲水才會引起注意。 

D、天花板材料選用： 

天花板材料以質輕、防火、耐銹蝕、抗黴菌為優先考量。若經

圖2-17 有視線穿透性天花板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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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不夠，最好只做防水粉刷、不做天花板。若非做不可，一般

木夾板貼皮染色塗佈耐燃二級油性透明防火漆也是一種較經濟

的施工方法，此種工法具有較大的變化性，亦能使設計人員有

較大的設計能力展現。如經費許可選用用鋁製烤漆懸吊隔柵天

花板，重量輕、不易銹蝕並且防火耐久性佳，烤漆顏色也多種

成品可配合內裝的顏色。 

   

 

 

 
 
 
 
  

 

2、基本設施 

（1）掃具存放間：可以收納清潔工具，使淋浴間外觀整潔，若經過詳

細的規劃設計，將會使呈現出較為美觀的空間，設計注意事項如

下： 

A、掃具間之外觀應與更衣淋浴間有區別： 

掃具間外觀或尺寸應有別於一般的隔間，減少誤入的機會，也

可保持更衣淋浴間的美觀，其高度要可完全遮掩各類掃具放入

時的高度才不會有一種藏頭不藏尾的感覺。 

圖2-18 木製天花板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圖2-19 鋁製天花板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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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掃具間可設置在視線的隱蔽處： 

掃具間設置位置要有隱蔽性，最好遠離入口處。不一定要設置

門扇，不僅可以節省空間，也容易保持乾燥，且可減少日後維

修的機會。  

圖2-21 掃具間之外觀及位置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圖2-20 不良的案例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圖2-22 掃具間之高度要可遮掩放入的掃具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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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掃具間內應設置獨立排水口，保持乾燥： 

掃具間內應設置獨立排水口並可加大排水管管徑，可避免積水

或阻塞，以保持掃具間內的乾燥。 

   

 

 

（2）內部隔間與配件 

更衣淋浴間及廁所隔間的材質有：磚牆、磨石子搗擺、鋁、玻璃、

塑合板、蜂巢板、塑鋼板、康貝特板（熱固性強化樹脂板）…等。 

 

 

入口

圖2-24 獨立排水口 
3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圖2-23 掃具間設置在視線的隱蔽處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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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磚牆隔間：磚牆間固耐用，但須做表面裝修…等。 

B、輕隔間牆要堅固： 

使用材料有鋁板、塑合板、蜂巢板、塑鋼板、康貝特板（熱

固性強化樹脂板）…等，各有不同的特性。 

一般較常用的為熱固性強化樹脂板(俗稱康貝特板)。厚度

10 ㎜～25mm 均有，顏色也多可供選擇。材料單價以厚度為

13mm 為例，大約是每間 1 萬元~1.2 萬元。這種材質防水佳、

堅固、不易破裂損傷。 

   

 
圖2-26康貝特板較其他隔間材質適合在校園更衣淋浴

間使用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圖2-25各類隔板的材質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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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建議使用金屬類鎖扣： 

安裝隔間之五金零件，如門鎖、鉸鏈、隔間板固定等，使

用螺栓固定效果較好。若使用螺釘固定，日久容易鬆脫或生鏽，

必須要有防生鏽及防螺絲脫落的設計(如改螺絲為螺栓)。 

   

 

一般隔間，門扇使用強化塑膠類鎖扣，不當或是不小心使

用中容易損壞，尤其學生在嬉鬧拉扯門扇時，強化塑膠類鎖扣

較易毀損，造成不能使用的狀態，所以建議應加裝兩個金屬鎖

扣（雙重保險），以提高使用者安全感及堅固性。 

    

 

 

圖2-28 金屬鎖扣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圖2-27 金屬五金配件固定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

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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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隔間的高度要適中： 

隔間的高度建議在 200 ㎝~210 ㎝之間，高度過高除了會讓整空

間顯得狹小外還會使採光變差；隔間板底部距離地面之高度建

議在 10 ㎝以內，除增加隱私及安全性外，高度越小可避免內部

更衣淋浴時的水濺出到走道地面，對於保持地面乾燥有很大的

幫助；隔間板的長寬最好能在 110 ㎝~120 ㎝之間，創造舒適空

間尺度不要小，以免狹窄的侷促感造成不便。 

   

 

 

（3）盥洗台 

盥洗台一般也是做洗手台使用，是否具有人性化設計，好使用、

好維護，與人體工學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設計時的注意事項： 

A、材質與施工法的選用： 

通常之公共盥洗台，有現場施工的磚造、鋼筋混凝土造；

也有工廠製成品如陶瓷製、不銹鋼製、人造石…等，式樣多、

色彩豐富。選用時要參酌使用需求及工地現場而定。 

如磚造、鋼筋混凝土造能適應現場尺寸，不會產生死角，

但施工品質較不穩定。選用陶瓷製、不銹鋼製、人造石…等成

品，因為在各大廠牌出廠時，已經嚴格品管，不易有瑕疵品，

但成本較高。而其造型多樣化，能使設計者掌握設計概念，也

能使完成後的空間更具美感。 

 

圖2-29 隔間的顏色建議使用清爽明亮的色澤會令人有愉悅感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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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工廠製盥洗台成品： 

選用工廠製成品盥洗台，有獨立式與平台式之分。平台式盥洗

台面積大，容易被放置雜物或使用過程中水濺至檯面形成髒亂

與潮濕，不易保持整潔。獨立式盥洗台則要注意安裝的平整與

線條的美感。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圖2-30 獨立式成品之盥洗台 

圖2-31 平檯式之盥洗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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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C 材質之盥洗台造價低： 

使用 R.C 之盥洗台在經費方面較成品之盥洗台低，在表面

的顏色及材質方面也可以有較多的變化，一般建議 R.C 做洗滌

槽在內槽表面及邊緣處以磨石子處理，內槽表面及邊緣處不建

議以面貼磁磚的處理方式，因為日後磁磚脫落的機會較大，也

不容易修復。 

另外使用不鏽鋼材質製作的盥洗台，在經費方面來說比成

品之盥洗台要高上許多，但好的不銹鋼材質之盥洗台，在實用

性及美觀上皆不會輸給 R.C 盥洗台及成品盥洗台。 

   

 

 
圖2-32 R.C材質之盥洗台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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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盥洗台須設置存水灣： 

在洗滌槽下方須設置存水灣，其功能可阻礙、隔離排水管內的

惡臭及蚊蟲、蒼蠅等有害物質經由排水管進入室內。 

   

 

E、使用省水龍頭： 

盥洗台水龍頭建議使用省水水龍頭，拖布盆使用一般水龍頭方

便清潔時使用，而省水水龍頭的配置應配合使用者的身高的高

低，適度調整 2~3 種不同的高度以方便使用，尤其是小學生的

年齡從 7~12 歲，身高的差異較大，故在設計上更需花心思。 

 

圖2-34 存水灣示意圖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圖2-33 不鏽鋼材質材質之盥洗台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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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拖布盆建議以磚砌或 R.C 結構方式構築： 

一般拖布槽成品之釉面損傷會使美觀會大打折扣，建議以磚砌

或 R.C 結構方式構築，而表面的飾材建議內側及邊緣使用磨石

子工法外側面加貼小口磁磚，較不建議使用抿石子或洗石子工

法，因為此種功法的施工品質很難掌控成果，二則此種工法損

壞時只能全面整修才能維持整體美觀，很難做局部修繕。 

 

  

 

  

圖2-36 磚砌或R.C結構之拖布盆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圖2-35 水龍頭有高低差可讓低年級學童更易使用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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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更衣淋浴間 

（1）室內環境及入口 

在更衣淋浴間室內，講究視野安全的穿透性及重視個人隱私性，

使用大量的自然採光與空氣的流通，除了能解決陰暗、幽閉及潮

濕的問題，更會增加更衣淋浴間使用的意願；而室外與廊道之間

的關係首重視線的隱蔽及阻隔，建議可設計具通風性及穿透性的

隔屏以保持空氣流通，避免設計封閉性高的門扇，除了會阻礙空

氣流通外在危險發生時會阻礙逃離時間及呼救機會，降低更衣淋

浴間的安全性考量。 

A、室內：室內應有良好的自然採光與空氣流通，可增加淋浴、更

衣間使用的意願。 

   

 

 

 

 

圖2-37 成品之拖布盆在學生不當使用下極易形成刮傷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圖2-38 應多利用自然採光與空氣的流通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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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入口：室外與室內交接之入口應重視其隱私性。 

   

 

 

（2）隔間 

A、更衣淋浴間舒適尺度空間營造：寧可少不要小 

可以在舒適性方面加強，在滿足基本間數的需求及使用率下，

擴大隔間尺寸增加內部友善設施，更貼近使用者需求，提高使

用率減少推行此政策的障礙。 

     

 

B、隔間的高度要適中 

隔間高度建議在 200 ㎝~210 ㎝之間，高度過高除了會讓整空間

顯得狹小外還會使採光變差；隔間板底部距離地面之高度建議

在 10 ㎝以內，除增加隱私及安全性外，高度越小可避免內部更

衣淋浴時的水濺出到走道地面，對於保持地面乾燥有很大的幫

助；隔間板的長寬最好能在 110 ㎝~120 ㎝之間，創造舒適空間

尺度不要小，以免狹窄的侷促感造成不便。 

圖 2-39 入口應重視其隱私性且避免設計封閉性高

的門扇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圖 2-40 隔間尺度空間示意圖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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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更衣淋浴間牆面避免過多突出物： 

更衣淋浴間設備牆面儘量平整，管線預埋不外露，洗浴設備建

議只設計蓮蓬頭及冷熱開關。在人身體可碰觸之牆面，凸出物

越少越好，以避免在更衣淋浴時滑倒而產生碰撞。 

    

 

D、門扇安裝及金屬零件使用請參見輕隔間    

（3）更衣淋浴間內地坪高程要低於外部地坪，以加速排水： 

更衣淋浴間內側之地坪高程較外側地坪高程降低1~3㎝以提高更

衣淋浴間內之排水效率。 

  

圖 2-42 建議不必另行設置冷熱水龍頭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圖 2-43 更衣淋浴間內外高程差 1~3 ㎝以加速排水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圖 2-41 隔間高度示意圖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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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個更衣淋浴間地面要有獨立排水，避免漫流： 

各個更衣淋浴間產生之汙水應避免漫流到其他更衣淋浴間地

板，造成全部地面濕滑，及隔鄰使用者感覺不舒服。 

   

 

  

 

 

（5）更衣淋浴間置物架應防被水淋濕： 

更衣淋浴間需放置換洗衣物，如果裝設位置不當，在使用蓮蓬頭

時，很容易被水淋溼，所以必須預為規劃；如加裝防水蓋板、或

設在較高處。    

 

 

圖 2-44 各個淋浴間需要有獨立的排水系統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圖 2-45 地面排水使用單邊排水即可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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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廁所 

（1）馬桶的設置： 

在更衣淋浴間設計規劃中，將廁所包含在內是人性化設計，若更

衣間人多時，還可兼做更衣間使用，增加同一時間的使用量，其

設計注意事項如下： 

A、應保留 1/4~1/5 左右的間數為坐式馬桶： 

如果可以最好蹲式、坐式馬桶都有，以適應不同習慣或需求者

使用。 

B、蹲式馬桶的可選用較大型器具： 

近年來學童平均身高、體重均有向上攀升的趨勢，在使用蹲式

馬桶儘可能選用較長型的馬桶符合使用者需求。 

      

 

中心點中心點

   

 

 

 

圖 2-46 一般蹲式馬桶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

宏景觀師提供 

圖 2-47 加大型蹲式馬桶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

提供 

圖 2-48 一般的蹲式馬桶與加大型兩者為例寬度

相差 14cm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型號：和成 C108N 

      凱薩 C1230 

      電光 C5125 

型號：和成 C106NAdb 

      凱薩 C1280 

      電光 C5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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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馬桶的擺放位置不宜背對隔間門，建議側向隔間門為宜： 

馬桶的擺放位置，基本上使用者都不宜背對隔間門，坐式馬桶

可面對或側向，蹲式馬桶建議以側向隔間門為宜，放置點不宜

居中放置，可在入口側及前側加大，合乎使用者之人體工學的

需求。 

     

       

 

D、蹲式廁所的階梯級高建議為 15~18 ㎝之間，級深為 25~30 ㎝之

間： 

蹲式廁所因為要容納排糞管，往往需要墊高地坪，形成高台。

其高台階級不宜太高，較適合學童尺寸約之級高可在 15~18 ㎝

之間，級深可在 25~30 ㎝之間。此外建議階梯面與地坪顏色應

有明顯的差異，方便識別與警示，避免學生不小心踩空受傷。

如果廁所樓板下方有空間，可以穿樓板吊掛排糞管，則設法將

廁所地面整平，排糞管安裝到下一層樓的頂板下，對於廁所使

用之方便性與安全性則更有利。 

圖2-49 馬桶的擺放位置不宜背對或面對隔間門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圖2-50 馬桶的擺放位置建議側向隔間門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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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廁所隔間 

A、淋浴間及廁所隔間舒適尺度空間營造：寧可少不要小： 

廁所隔間的長、寬、高可參考更衣淋浴間的大小，因更衣淋浴

間的使用行為均為站立，而如廁行為均為蹲式或坐式更需有較

大的空間。 

 

 

圖2-51 建議階梯級高為15~18㎝之

間，級深為25~30㎝之間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

師提供 

圖2-52 建議階梯面與地坪顏色應有明顯的差異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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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隔間的高度、寬度與零件、配件的使用，請參考更衣淋浴間。 

 

 

（3）小便斗及小便斗隔屏 

小便斗在更衣淋浴間有其方便性及必要性，在更衣淋浴間設計時

注意事項如下： 

A、應設置不同高度的小便斗，方便各年級學生使用： 

不同高度的小便斗，讓不同身高的學生與成人使用更為舒適，

小便斗的懸掛高度在國小可以低、中、高之各年級分成 2~3 種

不同高度。 

圖2-53 廁所隔間能大不要小可增進使用時的舒適感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圖2-54 自我防衛機制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

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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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小便斗選用較小型掛壁式，營造大空間： 

選用較小型掛壁式便斗會使整體空間感覺較大，而且掛壁式小

便斗會使男性較準確的使用，較易保持空間的整潔。落地型便

斗雖有其通用，但是落地型接地兩側地面牆角很容易造成積水。 

  

  
圖2-57 建議掛壁式小便斗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圖2-56 昔時小便斗實用又可愛外形也不大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圖2-55 設置不同高低的小便斗，方便各年級學生使用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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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小便斗隔屏只需遮擋重點位置即可： 

小便斗隔屏設計只需遮擋重點位置即可，且可在小便斗隔屏上

作多樣性的設計，可豐富空間色彩。 

若減少隔板尺寸

以隔板尺寸上作暗示

讓人向前跨設計

小便行為最小尺寸

隔板只暗示

遮住此位置

小便向前跨點滴不外落30~45cm

若減少隔板尺寸

以隔板尺寸上作暗示

讓人向前跨設計

小便行為最小尺寸

隔板只暗示

遮住此位置

小便向前跨點滴不外落30~45cm30~45cm  

  

 

 

圖2-58 落地型便斗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落地型缺點： 

1.在空間中佔較大的體積 

2.周圍施工不好易有積水 

3.周圍不易保持清潔 

4.小便時容易濺出 

 

圖2-59 小便隔板設計概念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圖2-60 小便隔板多樣性的設計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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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在靠近入口處或使用頻繁的小便斗裝置自動沖水器： 

通常入口處的小便斗使用率較高，越裡面使用率就越低，全面

安裝自動沖水器可能有一些會閒置。若在經費有限的情況下，

建議在靠近入口處或使用頻繁的位置裝置自動沖水器，在距離

入口較遠處或使用頻率較低處裝置手動式沖水器即可，不僅可

減少工程經費並可減輕在日後的修護及水電支出費用。 

 

 

5、友善設施空間營造 

友善設施的加入可以提高使用者對空間的親切感，感受設計者的用心

與巧思，發展各校的特色標示，使小小的更衣淋浴間變成令人注目與

愉快的空間體驗。 

（1）等候椅：供等待的人，有一個休憩的地方，就像一個小型的等候

區。 

  

 

 

 

 

圖2-61 使用頻繁的位置或入口處可裝置自動

沖水器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圖2-62 等候椅之範例圖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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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鏡子：傾斜的鏡子，依據傾斜的角度不同，可供不同的人使用。 

  

 

  

 

 

供座輪椅的人使用 供站立的人使用 

供孩童使用 

圖2-63 鏡子之範例圖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大面積的鏡子，可供多人同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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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置物架：在如廁時有可放置物品的地方，不用擔心東西沒地方

放，方便使用者使用。 

      

   

 

（4）扶手：供行動不便的人、膝蓋受傷…等（非殘障人士），有一

個可以借力的支撐點。 

   

 

圖2-64 置物架之範例圖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圖2-65 扶手之範例圖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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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垃圾桶架：使清潔時不需移動垃圾桶增加清潔時的效率，也可

使垃圾桶保持乾燥。 

  

 

 

（6）廁所的美化： 

A、牆面藝術：讓廁所的牆面，展現特有的文化藝術特色。 

  

 

圖2-66 垃圾桶架之範例圖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圖2-67牆面藝術之範例圖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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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綠化植栽：美化廁所的環境，並增加廁所內清新自然的空氣。 

  

 

 

（7）等候點：有一個可以供人等候時參考的位置，也是教導禮節的

一種方式，讓使用者有一定的使用順序。 

 

   

  

 

圖2-68 綠化植栽之範例圖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圖2-69 等候點範例圖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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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空間趣味：在如廁時可有很多的驚奇和發現，讓如廁時不再是

一個無趣的行為，它也可以是很趣味。 

 

                              

 

 

隔間門通常都是正正方方的長方

形，如果在門片上做一些小小的變

化，使單調的廁所增加一些趣味。 

在小便斗內的瞄準點，讓如廁時

就像是一種遊戲時間，增加生活

趣味。 

圖2-70 空間趣味之範例圖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

信宏景觀師提供 

67



（9）其他：  

                              

  

                              

 

在更衣淋浴間放置洗衣機或是

脫水機，可讓更衣時溼答答的衣

物可有及時且快速的處理。 

在更衣淋浴間內有一個

高於更衣淋浴間內地板

的木平台，讓淋浴完後有

一個乾淨的站立點。 

在牆面上突出的櫃子將

其邊緣以弧角處裡，使推

擠、滑倒時，使傷害可以

降到最低。 

將衛生紙的放置架加

大，同時放置兩捲，可

減少衛生紙不夠用時的

圖2-71 友善設施空間營造：”
其他”之範例圖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

宏景觀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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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減少文字藝術的氾濫： 

更衣淋浴間施工完成啟用後，建議不要張貼任何文字，人在更

衣淋浴間只是短暫的停留，張貼這麼多文字時，大多數的人也

只是看看而以不會照做。不要讓台灣成為一個充滿文字氾濫的

地方，請留給使用者一個清爽、輕鬆的空間。 

   

   

 

  

 

圖 2-72 建議留給使用者一個清爽、輕鬆的空間不要再處處亂張貼各類文

字警語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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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施工過程注意事項 

（一）施工前承包廠商就所需送樣之材料樣本送樣： 

施工前承包廠商應提出樣式供校方及設計單位選擇，一般作法會先

委託由設計單位與廠商至磁磚材料處先行篩選再由校方做最後的定

奪，此時空間已大致成型，並且有了日後完工後清楚的輪廓印象。 

  

（二）確立檢驗停止點： 

設計監造單位及校方是幫助施工廠商順利完成工程避免做錯，故而

重複施作而影響施工進度及施工成本，所以一開始施工前可先與施

工承包商講明檢驗停止點，一般而言其施作過程檢驗點有以下事項： 

1、拆除後放樣確認尺寸。 

2、給排水系統、電力系統及衛生器材完成後位置確認。 

3、牆面及地面磁磚黏貼前，確認磁磚排列、分辨樣式及排洩水方向。 

4、天花板飾材及隔間板安裝前確認走向、排列方式及材料是否正確。 

（三）設計監造單位應勤走施工現場： 

勤走施工現場適時說明工程疑義，掌握工程進度，協助及行政支援

施工廠商順利完成工程，是設計監造單位與校方應有的認知。 

圖 2-73 材料樣本及選樣 
資料來源：由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陳信宏景觀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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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營運管理篇】 

古博文、許煥秋、陳俐蓉 

教育部體育署更衣淋浴間遴選輔導小組 

緣起 

依據本計畫工作小組針對99學年度獲教育部補助建置更衣淋浴間的國

中小所做的調查（如圖3-1至3-4），高達9成的學校表示學生喜歡使用更衣

淋浴間。同時也表達：設置更衣淋浴間，確實有助於學生在體育課的學習意

願；改善運動團隊的訓練績效；以及培養學生養成良好衛生習慣。這些師生

的意見，高度呼應了本計畫期盼透過更衣淋浴間，養成學生體育課後的自主

健康管理，落實身體衛生及運動禮儀，與營造舒適與健康之校園運動環境的

目的。 

任何一項工作，「慎於始」是最重要的。因此，本參考手冊的「申請規

劃篇」是學校在開始申請本項計畫時，最需參考與用心審酌的。使更衣淋浴

間的硬體設計，不僅貼近使用者的實際需求，也符合校園安全與與永續營運

的理念。只要計劃開始時，主事者能規劃得當，後續「設計施工」便會順利

許多。 

硬體建置完成後，學校將面臨營運管理等實際問題。更衣淋浴間在營運

上，有不同的內外部關係人（如圖3-5）。在校內，行政人員、教師以及學

生是重要的內部關係人。而在校外，負責保固及後續維護的協力廠商、社區

家長以及不同的借用團體等，則是重要的外部關係人。因此思考面向必須適

度涵蓋這些對象，方能有效達成經營管理。以下分為「一、經營管理」、「二、

設施維護」、「三、效益評估」等部分，提供建議供設置更衣淋浴間的學校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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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更衣淋浴間與學生體育課程的學習 
資料來源：古博文、王宗進、陳俐蓉等（2012） 

 
圖3-2  更衣淋浴間與學生養成良好衛生習慣 
資料來源：古博文、王宗進、陳俐蓉等（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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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  更衣淋浴間與學校運動團隊(或體育班)的訓練 

資料來源：古博文、王宗進、陳俐蓉等（2012） 

 
圖3-4  更衣淋浴間與學生使用滿意度 
資料來源：古博文、王宗進、陳俐蓉等（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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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 更衣淋浴間之內外部關係圖 

 

ㄧ、經營管理 

（一）軟體配套：完善的硬體設備，必須有適切的軟體配套工作，方能相輔

相成（如圖3-6）： 

1、辦理說明會：以全校教職員生為對象，說明更衣淋浴間設置目的、使

用對象、如何使用，安排實地參觀與試用。透過實際試用與演練(更

衣淋浴的正確方法)，引導學生養成每日身體清潔衛生習慣(攜帶備

用衣物與淋浴用品)。 

2、納入相關課程宣導：將使用更衣淋浴間的重要性、禮儀及注意事項，

如：自主健康管理、尊重隱私權、、、等，融入「健康與體育」領

域及其他適合的教育課程中，以利學生了解。 

74



3、建立更衣淋浴間屬於隱蔽校園空間的觀念：許多校園的體育運動空

間，特別是在更衣淋浴室、廁所、游泳池、器材室、操場、體育館

以及遊戲場等環境，因為其具有隱蔽性，因此較容易成為校園犯罪

或不當行為發生的溫床。抽煙、毆打、勒索、霸凌、性攻擊或是性

騷擾等行為，都是學校在營運管理及訓輔措施規劃上必須加以關注

與預防的。 

4、強化性別平等教育：根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條及『校園性侵

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第八條之規定，學校應建立友善的性別環境。

也就是說給予學校教職員工（尤其是體育教師）明確的方向以及義

務了解和推動性別平等教育，消弭性別歧視（亦在課堂上運用言語

上的暴力與肢體上的歧視等），讓學生可以在友善的環境下平等的

學習全人教育。尤其在體育課程環境以及更衣淋浴間配置與使用

上，教師更是需要特別的注意與防治。 

5、建置安全系統：裝設緊急電話或緊急求救鈴在更衣淋浴間中，以利

急難求救。設置保全監視系統於更衣淋浴間出入口，並配合警衛或

負責師長密集的巡邏；此外，師生可共同繪製運動空間危險地圖並

標示出恐懼、不安或發生過危險事件的位置，以提供學校或教師作

為進一步改善的參考與優先規劃順序之空間。 

6、加強親職教育宣導：養成學童於學校實施體育課或其他活動課程時，

攜帶換洗衣物、淋浴用品到校使用，以建立運動後更衣淋浴的良好

習慣。 

7、爭取家長會支持：過去接受教育部補助的設置案例中，不少學校於

規劃過程，即已加強與家長會之溝通。正式營運前甚至安排家長委

員參觀更衣淋浴間設施，以爭取家長會於學校在後續營運提供支援。 

8、注意節約水電：水電等相關的節能環保議題，在規劃設計階段即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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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加以思考以及納入相關設施（備）中。然而，使用者的良好使用

習慣仍是學校永續營運的重要支柱。因此，在上述宣導配套、情境

佈置，乃至使用管理要點之訂定上， 必須不斷提醒使用者愛惜資源。 

9、體育教學配套措施：如依據動靜態上課類型，適當排定課表與活動

作息時間，以提升更衣淋浴間的使用效率。如透過上下課作息調整，

延長體育課後課間時間，以利學童進行更衣與淋浴。 

 

 

圖3-6 規劃學校更衣淋浴間的概念架構 

資料來源：古博文、王宗進、陳俐蓉等（2012） 

（二）訂定使用管理要點等相關規定 

1、訂立使用管理要點：工作小組參考已設置學校之案例，訂立「學校

更衣淋浴間使用管理要點」及相關附件（參考版，如附錄3），供各

校參考與使用。使用管理要點必須張貼於更衣淋浴間外之門口處，

以便公告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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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校外使用者付費制度：依據所屬主管機關訂立的管理收支辦理，

訂定合理的收費標準，以充實更衣淋浴間後續的營運財源（如附錄

4：宜蘭縣員山國民小學之案例） 

 

3、針對緊急事件研訂處理程序：為利使用者在更衣淋浴間內突臨緊急

意外事故，不致慌亂無法及時處理。工作小組參考已設置學校之案

例，研訂「更衣淋浴間緊急處理事故程序圖」參考版（如附錄5），

供各校參考使用。各校訂定之更衣淋浴間緊急處理事故程序圖必須

張貼於更衣淋浴間內部之明顯處，以利事故發生時，使用者能即時

遵循辦理。 

 

二、設施維護 

本階段之管理維護分為三級責任制 

（一）初級維護： 

1、更衣淋浴間使用者 

利用更衣淋浴間使用說明會及相關課程宣導之機會，指導使用者進

入更衣淋浴間時能主動以目視檢查，如有發現異狀而無法主動排除

者，得以直接向相關指導老師反映。檢查項目包括：水龍頭有無漏

水、地面是否積水、設施有無鬆脫、電燈是否閃爍、排水口堵塞……

等。 

2、更衣淋浴間清掃者 

  學校更衣淋浴間之打掃清潔工作者，通常有如下三種：列為學

生打掃校園清潔責任區之一部分、或由學校志工負責打掃、或委請

清潔公司打掃。但不論負責清潔工作者為誰，其責任除了打掃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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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設施維護上之主要任務有： 

（1）主動進行維護事項：包括設備、設施之歸位，如門窗關妥、手

拿式吹風機電線順平掛妥、手拿式蓮蓬頭導管整理，電燈、電

扇、通風機等電器設備關妥電源等。   

 

（2）通知學校管理單位之事項：設施如有損壞而無法自行排除事

項，如地面、牆面、洗臉台等之磁磚破損，設施鬆脫，水管漏

水、地面排水管堵塞等。 

  為了落實更衣淋浴間之清掃維護工作，學校應建立一套考核制

度，設置清潔管理記錄表(請參考附錄6)，定期稽查考核。必要時列

為獎懲事項之一部分。 

（二）中級維修： 

學校設備管理人或維修者，主要任務包括： 

1、定期檢查：如開學前檢查設備的安全與妥適性。學期末檢查設備是

否需要維修或收藏保管。 

2、不定期檢查：學期中藉由抽查考核之機會，做不定期檢查，主動發

現問題。 

3、基本故障排除：以學校工友、技工、志工、老師能力所能為之基本

故障排除，如水龍頭漏水維修、燈管更換、壁掛物重新固定……等。 

（三）專業級修繕： 

   更衣淋浴間設施、設備之損壞，如果必須藉由專業廠商維修，其

情形有如下兩種： 

1、保固期內之維修：當學校發現有設施故障、損壞時(不屬於人為故意

破壞、或消耗品損壞)，應即依據工程契約規定，通知原工程承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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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限定期日內到校進行免費維修保固。廠商如有故意推辭或延宕維

修時效，工程契約大都有嚴格的處理規定，如處以懲罰性違約金，

學校得動用廠商之保固金代為維修，必要時並得依據政府採購法規

定懲處。此類維修事項如磁磚脫落、門扇鬆脫、水管破裂、壁掛型

吹風機故障、電器漏電……等。   

註：一般工程慣例，在規定新作的土木工程保固期大都不少於3年。為

了維護工程品質，及保障更衣淋浴間有一段較佳之使用期，建議學校

辦理工程招標訂定工程保固期，應援例不少於3年。 

2、保固期滿後之維修：保固期滿後之設施、設備維修，屬於應付費之

修繕工作，所以學校應先妥籌經費，再洽請專業廠商辦理。所稱的

專業廠商可以為厡承包商，或各該維修項目之專業廠商(如磁磚工程

找土木工程包商、電氣設備找水電廠商)。選用廠商原則首先要注意

政府採購法之招標規定，其次為廠商之服務品質與效率。 

三、效益評估 

  「鑑往以知來」。良好的評估制度，除有助於設置學校了解自身的營運

績效，以利自我改善外，更有利於評估本項政策對於受補助之學校是否發揮

其預訂的政策效益。以下謹提供使用效益調查表(請參考附錄7)，供各校使

用，並請各校於每年2月底及8月底前，各填寫ㄧ次。除請學校自存一份外，

並請E-mail一份至school.shower@gmail.com，以利本計畫工作小組彙整後送

教育部辦理。 

 

參考文獻： 

古博文、王宗進、陳俐蓉（2012）。學校更衣淋浴間計畫- 辦理成果之績效

評估。2012 年12 月9 日，取自 

學校更衣淋浴間資訊網，http://www.school-shower.org.tw/resul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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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本手冊附錄一提供之工程項目單價，與目前公共工程委

員會定期調整之參考單價恐有出入。各校實際填列以下經費預算表

時，建議仍應以最新一期「公共工程價格資料庫」之參考單價為準。 

附錄1： 申請經費編列參考格式案 
 ▓申請表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核定表 

申請單位：○○○學校 計畫名稱：○○○年度補助○○學校設
置更衣淋浴間設施實施計畫

計畫期程：○○○年○○月○○日至○○○年 12 月 31 日
計畫經費總額：140 萬元，申請金額：140 萬元，自籌款：0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無□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教育部體育署：140 萬元，補助項目及金額：○○○年度補助○○學校設置更衣淋浴
間設施實施計畫，140 萬元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教育部體育署核定計
畫經費（申請單位請

勿填寫） 
單價

（元） 數量 總價
(元) 說明 金額（元） 說明

設 
備 
及 
投 
資 

男女淋浴更衣室（各 7*9m），合計總面積：126 m2 
注意 1：計畫申請
階段，學校人員尚
無法自行估算工程
細項經費。建議以
主要工項作為經費
概算的基礎。 
 
注意 2：工程細項
經費的計算在完成
委託專業人員設計
時，再明列於設計
預算書內。本階段
如果估算過於瑣
碎，恐怕在計畫核
定後，變成設計單
位的阻礙。無法發
揮專業設計。 
 
注意 3：計畫規劃
申請階段，間接費
用均先內含於工程
概算中，俟委託專
業設計監造者編製
設計預算書圖時，
再由其按規定比率
提列。 

直接施工費項目 

1. 牆面、地面、天
花板打除及廢棄物
運棄 

 2 座 

含必要運棄證
明，男女更衣淋浴
間2座施作總面積
為 180m2 

2. 地坪整理及貼
地磚  2 座 

含防水粉刷，男女
更衣淋浴間2座施
作總面積為    
m2 

3.砌磚牆 1/2B 磚 
  或隔間牆  2 座或

間 

男女更衣淋浴間 2
座施作總面積為  
m2 

3.1 貼壁磚  2 座或
間 

含防水粉刷，男女
更衣淋浴間2座施
作總面積為    
m2 

4.天花板  2 座 
男女更衣淋浴間 2
座施作總面積為
63 m2 

5.燈具  2 座 
男女更衣淋浴間 2
座 

6.洗手台  2 組 
含配管路、水龍頭及
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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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表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核定表 
申請單位：○○○學校 計畫名稱：○○○年度補助○○學校設

置更衣淋浴間設施實施計畫
計畫期程：○○○年○○月○○日至○○○年 12 月 31 日
計畫經費總額：140 萬元，申請金額：140 萬元，自籌款：0 元 

7.通風扇  4 組 

8.即熱式電熱水器  9 組 

9.水電工程  1 式 
含配管線、開關、漏
電段路器及安全措施 

10.明鏡(安全玻璃)  面 含按裝

11.安全警鈴  1 式 含按裝

12.出入口視線阻
擋佈置  1 式 

13.監視器  1 套 含按裝

14.男女置物櫃  2 座 每座 12 格

14.蹲式馬桶（含水
箱）  2 組 

16. 廁所內不銹鋼
扶手（身心障礙廁
間） 

 2 組 

17.更衣淋浴間內
部設備  2 座 

男女更衣淋浴間 2
座，每座含 6 組蓮
蓬頭冷熱水龍頭組、
掛衣架。 

18.其他附屬項目  1 式 
等候區座椅、拖把
架、掛壁式吹風機…
等 

 

合  計 1,400,000  

承辦        會計        機關長官
單位        單位        或負責人 

教育部    教育部
體育署    體育署 
承辦人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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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表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核定表 
申請單位：○○○學校 計畫名稱：○○○年度補助○○學校設

置更衣淋浴間設施實施計畫
計畫期程：○○○年○○月○○日至○○○年 12 月 31 日
計畫經費總額：140 萬元，申請金額：140 萬元，自籌款：0 元 
備註： 
 
1.本案補助經費為資本門預算，除得用於淋浴場地整理修繕與設

施購置設備外，不得編列人事費、業務費、雜支等其他項目。

2.為符合資本門預算執行之規定，上述編列之經費項目，其單價

均須超過 1 萬元以上。 

補助方式：  
□全額補助 
□
部分補助【補助比率     ％
】 
□酌予補助
餘款繳回方式：
□依核撥結報作業要
點辦理 

（□繳回    □不繳
回） 

 
□其他（請備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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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更衣淋浴間工程主要項目設計預算單價參考表 

更衣淋浴間工程主要項目設計預算單價參考表 

資料來源：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工程價格資料庫(101 年 3 月 15 日第 44 期)

項次 工 程 項 目 
單 

位 
單     價 說                    明 

0 拆除運棄   

原有天花板、牆面、窗、地面飾材、

衛浴設施、櫃体及各類雜物等拆除

及運棄 

1 牆面整修  

1.1 砌紅磚 m2 

北部 477、506(一等品)、
1566(清水磚)元

中部 487、506(一等品)、
1566(清水磚)元

南部 408、506(一等品)、
1566(清水磚)元

東部 398、506(一等品)、
1566(清水磚)元

1/2B 

1.2 防水水泥砂漿粉刷 m2 
 292 元 1:2 水泥砂漿，第 1 型水泥，防水

劑，地坪 

1.3 貼面磚 m2 758 元
陶磚、壁磚、200*200mm、內裝用、

一級品 

1.4 瓷磚 m2 815 元 100*100mm 

1.5 洗石子 m2 811 元宜蘭石 3mm 

1.6 水性水泥漆 ㎡ 168 元  

1.7 不銹鋼門扇及門樘 樘 19072 元 W900*H21000mm 

2 地面整修  

2.1 鋪石質地磚 m2 573 元 300*300mm，一級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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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石材磚舖貼，花崗

石地磚 
㎡ 2696 元 1cm 

3 內部隔間  

3.1 浴廁隔間板 ㎡ 3213 元
強化美耐板，懸吊式(CeilingHung)，

隔間，隔板厚度 9mm 

3.2 木門 樘 3060 元門扇寬 700*高 1700mm 

3.3 鋁窗 樘 

北部 2231 元

中部 2192 元

南部 2192 元

東部 2151 元

橫拉式，普通窗，抗風壓 240kgf/m2，

陽極氧化皮膜 20μm，強化玻璃，氣

密性 8 等級 

3.4 塑鋼窗 樘 

北部 1858 元

中部 1819 元

南部 1819 元

東部 1782 元

W80*H60cm，橫拉式，普通平板玻璃

抗風壓 160Kgf/ m2， 氣密性 8 等級 

4 天花板  

4.1 天花板 m2 397 元岩棉、礦纖，12mm 

4.2 玻纖天花板 m2 765 元明架，15mm 

5 明鏡 m2 1170 元 t=5mm 

6 電機接線盒及蓋板 只 13 元金屬盒 

說明： 

1、本表為摘錄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網站「公共工程價格資料庫」，目的在協助

學校以透明化的資訊，審核更衣淋浴間工程設計經費的合理使用。 
2、本表未列之工項，學校亦可自查詢，或請設計單位提供合理的市場行情資訊，

以供參考。 
3、各使用者於參考公共工程價格資料庫時，仍需考量工程規模、性質、施工品

質要求、施工地點差異、工期長短與購買數量等因素，並配合市場情況予以

核實調整。公共工程委員會網站如有更新，請自行配合修正。 
4、本表可作為「學校更衣淋浴間工程設計預算書圖檢視表」填表參考。 
5、本表未含工程間接費用，如工程管理費、保險費……等，在編列工程設計預

算書圖時，再另按比率提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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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學校更衣淋浴間使用管理要點(參考版) 

學校更衣淋浴間使用管理要點(參考版) 

一、為有效使用本校更衣淋浴間之設施，養成學生身體衛生習慣，營造健康 

    校園環境，特訂本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之更衣淋浴間 (以下簡稱淋浴間) 其設施，包括淋浴間、更 

    衣室、洗手台及其附屬設備。 

三、更衣淋浴間除供本校教職員生使用外，得視需求提供校內外單位舉辦活

動使用；其使用對象優先順序如下： 

（一）本校體育課班級學生 

（二）本校運動代表隊學生 

（三）本校社團活動學生 

（四）本校全體教職員工 

（五）經學校核可之單位 

四、校內外單位或團體借用本設施，須經本校相關單位核可，並依本要點相

關規定辦理。 

五、淋浴間使用規定事項如下： 

(一)體育課程全程開放時段：週一至週五 08:30—16:00 止。 

(二)課後使用時段：週一至週五 16:00—18:00 止。 

(三)其他假期使用時段：經辦理借用手續完成後，即可使用。 

(四)男女淋浴間，應依性別標示使用，嚴禁非同性別進入。 

(五)淋浴間內不得飲食、奔跑、嬉戲及大聲喧嘩。 

(六)禁止攜帶電子物品（如：手機、相機、攝影器材）進入。 

(七)淋浴間內設施及器材，未經同意不得隨意搬動。 

(八)嚴禁偷窺、攝影、照相等行為。 

(九)相關設備器材，使用者須善盡保管之責，若有損壞、遺失，應負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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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責任。 

 (十)任課老師須指導學生愛惜使用器材設備，並保持環境整潔。 

六、淋浴間之管理由訓導處(學務處)協同總務處辦理之；其權責： 

   (一)訓導處負責本設施使用時間調配與督導管制(含借用簽核)。 

(二)總務處負責本設施附屬設備之修繕維護、定期清潔及受理校內、外

單位申請借用收費(由總務處訂定收費標準)事宜，並知會訓導處已

完成手續。 

七、淋浴間之各項設備，使用單位應依正常程序使用並善加維護，若有損毀

或傷害他人之情事者，使用單位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八、本校因公務需要，得隨時停止借用淋浴間，借用單位不得異議。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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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4、宜蘭縣員山國民小學之案例 

宜蘭縣員山國小更衣淋浴間設施使用管理辦法 

一、宗旨：為有效管理使用本校淋浴更衣間，養成課後清潔健康自主管理習

慣，實身體衛生及運動禮儀，營造舒適與健康的校園運動環境，訂本辦法。 

二、使用對象：體育教學班級學生、本校運動團隊、校內社團活動學生、本

校全體教職員工、校外人士、經申請核准使用之團體。 

三、開放時間： 

(一)上課期間開放時段：週一至週五 08：00~15：50 止。 

(二)假日或活動經（管理單位）核可後使用。 

四、更衣淋浴設施收費方式 

(一)屬學校教學活動免費 

(二)非屬學校教學活動每人每次收取50元水電清潔費。 

五、團體申請使用手續：請於使用前一週至一個月內向總務處辦理申請手

續，使用時段應與本校重要活動錯開，並以夜間、星期假日、國定假日及寒

暑假舉辦活動為主。使用手續如下： 

(一)申請場地：請先至總務處填表申請，經核定後辦理繳費及使用手續。 

(二)場地保證金：為維護場地及設施，使用單位應於繳費時，同時繳

交場地保證金3,000元，如未繳清則以放棄使用處理。請使用單位

愛惜場地設施，如造成損壞，使用單位應負責照價賠償，賠償費

自場地保證金中扣除，若保證金不足支付時，則使用單位亦須補

足。 

六、使用規定： 

(一)更衣淋浴間未經申請允許不得擅自進入使用。 

(二)更衣淋浴間內不得飲食、喧嘩、奔跑、嬉鬧。 

(三)任課教師須指導學生(禁止單獨使用)愛惜公務，保持環境整潔。 

(四)男女更衣淋浴分間使用，嚴禁非同性別進入更衣淋浴室。 

(五)更衣淋浴間內設施、物品，使用者應善盡保管責任，未經同意不

得更動；若有破壞之行為發生，經調查屬實，必須照價賠償。 

(六)嚴禁偷窺或攝影等妨害他人隱私之行為，違反者，視情節輕重依

校規議處，必要時得送警政單位查察。 

(七)本更衣淋浴間所有修繕事項，報請總務處進行維修並定期紀錄維

護情形。 

(八)在使用時如發現有任何硬體損壞或可能導致傷害之情形時，應立

刻暫停使用，並向總務處回報。 

七、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八、本使用規定由行政會議討論通過，簽請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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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學校更衣淋浴間使用登記表 
 

借用單位：  

使用人 借用日期時間 歸還時間

借用項目 

備註 男生更衣

淋浴間 

女生更衣 

淋浴間 

○○○ 1010323/1600 1800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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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5、學校更衣淋浴間緊急事故處理程序圖 

學校更衣淋浴間緊急事故處理程序圖 

 

事故發生 

 

1.按緊急求救鈴（連線至○○處室） 

2.請鄰近學生協助通報鄰近師長 

 

(○○處室)或現場師長   

 

意外傷害 

如：滑倒、跌(撞)傷、觸電等

處理單位：學務處(保健室) 

電話：○○○○ 

其他事故 

如：偷窺、性騷擾、霸凌等

處理單位：學務處 

電話：○○○○ 

 

普通傷害 重大傷害 

 

通知導師 

通知家長 

通知導師 

通知家長 

送醫 

 
通知導師 

通知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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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6、學校更衣淋浴間每日清潔檢查表 

學校更衣淋浴間每日清潔檢查表  （   年   月） 
   項

目 
日 
期 

照明設

備使用

正常 

更衣淋

浴門使

用正常 

鏡子保

持乾淨 

沖水設

備正常 

洗手設

備使用

正常 

地板清

潔乾燥

周邊環

境保持

乾淨 

垃圾桶

保持乾

淨 

通風良

好、無

異味 

綠化

美觀 

清潔人

員簽章 

檢查人

員簽章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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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更衣淋浴間設備維修登記表 

申請日期 報修項目與內容 申請人 維修者 處理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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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學校更衣淋浴間計畫使用效益調查表 

學年度：       學期:        縣（市）:          學校名稱：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項   目 指 標 成    果 備 註 

體育教學 平均每週使用班級數 班  

校隊訓練 平均每週學生使用人次 人次  

課間(餘)時間 平均每週學生使用人次 人次  

週末、例假日及寒

暑假活動時間 

平均每月使用人次 人次 

 

平日非上班時間 

平均每週教職員使用人次 人次  

平均每週社區民眾使用人次 人次  

使用者 

整體滿意度 

使用更衣淋浴間之滿意度（%）

滿意比率：      

中等比率：      

待加強比率：    

 

水費 本學期水費約為           元。 
 

電費 本學期電費約為           元。 
 

維修費 每學期更衣淋浴間相關維修費 元 

 

借用收費 每學期更衣淋浴間借用收費 元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請將本表寄回工作小組電子信箱：shower.shower@gmail.com，以利彙整

附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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