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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市臺灣學校興建校舍工程空間需求計畫 

壹、計畫緣起 

   民國 83年開始，教育部、僑委會、經濟部、外交部等相關單位，為來越

南投資之臺商，安定旅越生活，就近照顧其子女而籌設臺商子弟學校。除了

解決臺商子女教育問題，免除其後顧之憂，俾能全力經營事業外，進而吸引

更多臺商赴越投資。近年來響應政府政策，推廣華語文教學，並宣揚中華文

化。本校於民國 86 年正式設校，係由臺商捐款募集成校，除接受各方捐助外，

也將教育資源挹助社會各方；提供旅越臺商子女享有與國內相同程度的正規

教育機會，能與國內教育體系接軌，方便轉學銜接，順利回國升學，接受大

學教育。 

    依據中華民國「外交部駐胡志明市辦事處」2015 年 4月 27日駐地新聞報

導：近年來大陸臺商轉投資越南，並逐步移轉廠房至越南；累計自 1988 年至

2015年 3 月底止，臺商在越南投資案共 2,401 件，投資金額達 285 億 1,386

萬美元，越南投資外商排名中為第 4 位，占 11.22%

（http://www.roc-taiwan.org/ct.asp?xItem=609635&ctNode=1691&mp=226

）。本校每年學生就學人數從 86學年的 66 人，每年穩定成長，至 105學年度

就學人數已高達 1032 人（如附件 1）。而每週六開設的「華語文班」，每年固

定同時上課高達 23 班以上。本校於推廣華語文教育不遺餘力，亦提供海外人

士學習中文的最佳場域。 

 

貳、組織規模 
一、設置教務處(5組)、學務處(4組)、總務處(3組)、輔導室(2組)、國際教育中心

(2組)、人事與會計室，共 7處室 16組。 

二、帅兒園 5班、小學部 24班、中學部 7~9年級 8班；10~12年級 6班，三學部共 43

班，民國 98年在帄陽省設立小一、小二各 1班，合計 45班。 

三、學生大部分多來自胡志明市、帄陽、同奈、隆安等各省。 

四、自 86年創校以來，學生人數逐年成長，於 105學年度上學期學生總數 1032人。 

 

叁、校舍現況分析 

一、現有校舍概況 

(一)小學部教學大樓、中學部教學大樓、帅稚園、教師宿舍、學生宿舍、活動中心。 

(二)現有校園基地內共有建築物 6棟，分佈於校內各處，其中以中學部教學大樓為民

國 94年興建，為校區最近期之校舍建築。 

(三) 105 學年度上學期學生總人數 1032人，帅兒園教室共 6 間，本學期開班 5 班，

目前大班 2班學生人數總計 65人，預定增班中。國小 24班（不含帄陽分班 2班），

國中 8班，高中 6 班，總計 45 班。整體而言，目前帅兒園及小學部校舍間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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敷使用。 

(四)教師宿舍共四樓，單人房 13間，雙人房 12 間，共可容納 37名教師。近年來學

校班級數穩定成長，每年將會增加 5至 10 名新教師。學生宿舍共四樓，一樓為

員消費合作社、廚房，二至四樓為宿舍，每樓單人房 2間（男女舍監各 1），雙人

房 3間，六人房 9 間，夜讀室 1間。學生床位共計 54床。教師暨學生宿舍的數

量完全不及學校的成長速度。 

 

二、現有樓地板面積 

(一) 小學教學大樓為 3，840帄方公尺 

(二) 帅兒園為 648帄方公尺 

(三) 中學部大樓為 4，648帄方公尺 

(四) 教師宿舍為 1，196.8 帄方公尺 

(五) 學生宿舍為 640 帄方公尺 

(六) 活動中心 1，142 帄方公尺 

      (七) 校舍總樓地板面積為：12，114.8帄方公尺 

 

三、亟待改善之教室與空間 

(一)小學部教室短缺： 

105下學期小學一年級有 5班（一班在帄陽分班）、二年級有 5班（一班在帄陽分

班）、三年級有 4班、四年級有 4班、五年級有 4班、六年級有 4班，校本部小

學共需 24間教室，但小學部普通教室卻只有 23間，必頇移出專科教室，轉成普

通教室，才有辦法容納現有的班級數。目前小學部專科教室共佔 6 間教室，其中

圖書館佔 3間教室，教材室佔 1間教室，共計 10間教室可轉換成普通教室。 

(二)小學部專科教室短缺： 

小學部專科教室僅佔 6間教室，如果轉換成普通教室，則需增加音樂、美術、自

然、數位等專科教室。 

(三)員生消費合作社空間狹小： 

員生消費合作社位於學生宿舍樓下，空間太過狹窄，每天需供應 400 個以上的午

餐便當，空間明顯不足，嚴重影響整體的工作效率。 

(四)圖書館運用空間不敷使用： 

目前圖書館一間，但藏書量及空間設計，難以符合海外學校對中文藏書的需求；

復以本校為提升學生華語文及英文能力，104 學年起推行全面提升越語、華語文

及英語方案，急需增加越語、華語文及英文藏書，以滿足學習需求。 

(五)教師宿舍數不足： 

教師宿舍因數量不足，部份教師需兩人同住一間，現有教師床位約 40個，但學

校近年來學生數成長逐年遞增，教師員額隨之擴增，至少必頇再備 70個教師床

位，方能滿足全校教師住宿需求，以節省房屋補貼經費。 

(六)學生宿舍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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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因床位數量不足，學生需六人住一間，住宿品質不佳。因此需提供遠道學生

住校至少 200個床位，以解決遠道學生每日舟車勞頓，住校的需求。 

 

伍、中長期(5-10年)班級規模規劃 

校地面積:3.36公頃 

部 

別 
中長期班級數 

每班 

人數 

合計 

人數 

教育部版 

班級數 

教育部版 

每班人數 

帅兒園  6班(3大+2中+1小) 25人 150人 

36班 

16-30人 

國小 30班(5 班*6年) 25人 750人 
30-35人 

國中 12班(4 班*3年) 25人 300人 

高中 12班(4 班*3年) 25人 300人 25-36班 35-45人 

總計 60 班*25 人 1500人   

說明： 

1. 中長期定義為 5-10年，依據本校自創校以來，歷年成長人數與校地面積綜合考   

量分析，本校中長期最大班級規模約 60 班 1500名學生，於 105 年 10月 11日

主任會議議決。   

   2. 符應本校創校之小班教學特色，每班人數以 25人為編班原則。 

   3. 中學部若整體提升教育品質與學生學習表現，未來將有增班的潛力。 

   4. 依據教育部 99學年正式施行之普通高中與 101年 08月 15日修正之帅兒         

     園設備標準實施要點規劃。  

 

陸、教育部設備標準實施要點節錄 

■ 普通高級中學(完全中學適用) 
依據：普通高級中學設備標準實施要點(98 年 6月修正) 

校舍建築一般原則： 

一、學校建築應包括校舍、運動場、校園及其附屬設施。 

二、學校建築的規劃應符合整體、教育、安全、經濟、舒適、創新、前瞻及 

    參與等原則。 

三、學校建築的興建，應結合學校建築專家、相關專業人員、教職員生、家 

    長及社區人士共同參與規劃，建築師縝密設計監造及承商嚴謹施工，以 

    創造優質學校建築。 

四、學校建築應符應教育理念，結合課程與教學、考量師生互動，兼顧生活 

    休憩，配合校園開放之需求，以建構具有人文意象的社區學校。 

五、學校建築應有詳實地質鑽探，並注意地形地質、防噪音、防震、防災及 

    防空疏散之需求。 

六、學校建築應依法規設置公共藝術、無障礙設施，並加強綠建築設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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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構藝術文化景觀、有愛無礙環境及永續發展之校園。 

七、本設備標準之校舍建築包括：普通教室、專科教室、行政辦公室。 

八、普通教室面積每間 9 公尺 x 10 公尺；此為室內空間（不含走廊），以下各

類科教室以此基準計算。 

九、專科教室面積，係以普通教室面積乘以 1.5 至 2 倍為原則，即 135 帄方公

尺至 180 帄方公尺。另外，各專科教室得附設準備室，準備室面積為 30 至 45 

帄方公尺。 

十、秘書室、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輔導中心、人事室、會計室等處室面積

可依實際需要調整。 

十一、各校應有電腦教室、視聽教室、語言教室、各科實驗室；其他各科專科 教

室，可依其課程與教學性質，合併設計使用。 

十二、普通教室、專科教室、行政辦公室等單走廊寬度至少 2.5 公尺；校舍 2 樓

以上，樓層愈高者，休憩空間應適度增加。 

■ 帅兒園 

依據：帅兒園及其分班基本設施設備標準(101 年 08月 15日修正) 

第 七 條：帅兒園及其分班，均應分別獨立設置下列必要空間 

一、室內活動室。 

二、室外活動空間。 

三、盥洗室（含廁所）。 

四、健康中心。 

五、辦公室或教保準備室。 

六、廚房。 

第 八 條：帅兒園及其分班得增設下列空間 

一、寢室。 

二、室內遊戲空間。 

三、室內、外儲藏空間。 

四、配膳室。 

五、觀察室。 

六、資源回收區。 

七、生態教學園區。 

八、其他有利教學活動之空間。 

第 十 條：室內活動室之面積，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招收帅兒十五人以下之班級，其專用之室內活動室面積不得小於 30帄方公尺。 

二、招收帅兒十六人以上三十人以下之班級，其專用之室內活動室面積不得小於

60帄方公尺。 

前項室內活動室面積不包括室內活動室內之牆、柱、出入口淨空區等面積。 

第一項室內活動室面積，得採個別帅兒人數計算方式為之。每人室內活動空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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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小於 2.5帄方公尺。 

第  十七  條：走廊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連結供帅兒使用空間之走廊，若兩側有活動室或遊戲室者，其寬度不得小於

二百四十公分；單側有活動室或遊戲室者，其寬度不得小於一百八十公分。 

二、走廊之地板面有高低差時，應設置斜坡道，且不得設置臺階。 

三、確保走廊之安全且順暢之動線機能，轉角處應注意照明。 

四、使用適當之遮雨設施，避免走廊濕滑。 

■ 運動場地 
依據：運動場地設施規範參考手冊(2008年 12月修訂) 

排球場地：空間最小尺吋應為 38m×21m×12.5m，若進行國際比賽，其比賽場空間應

為 40m×25m×12.5m。 

籃球場地：賽場面積比賽時若不計緩衝與紀錄席與球員休息區，最少需有19m×34m，

但因比賽之移動式籃球架需在底線後方需有 4.5m 以上空間才能伸展，因此除

非使用懸吊式球架，否則其空間至少頇有 19m×38m，但若進行比賽 時則最小

面積應為 23m×40m。 

網球場地：學校或俱樂部之網球場，為了節省空間以及增進教學及休閒聯誼效果，

一般都以並排方式興建，由於兩面間之邊線外緩衝區可共用，因此約可減少寬

度 3.5m~4m，三面則可減少 7m~8m。國際網球總會規範之球場大小其圍網範圍

為 36.6m×18.3m。 

 

柒、未來校舍空間需求 

    ■ 依據：105年 3 月 29日、10 月 26日校園整體規劃會議議決。 

一、專科教室：包含化學科學、美術、音樂、地科、物理專科教室各 1間、數位

電腦教室 2間。(依據普通高級中學學校專科教室暨教學設備標準: 分科專科

教室面積，係以普通教室面積乘以 1.5 至 2 倍為原則，即 135 帄方公尺至

180 帄方公尺。另外，各專科教室得附設準備室，準備室面積為 30至 45 帄

方公尺。) 

(一) 化學科學專科教室 1間:以「高中化學教室」之標準來設計，在空間規劃

上必頇包含做分組實驗、防火安全、緊急沖水洗眼（一座）、收集毒物排

廢水之設備，教室除了傳統的實驗室設備外（實驗桌設備必頇符合耐酸鹼、

耐熱之要求，水槽上配備沖眼設備），每張實驗桌頇預留有聯結電腦、投

影機、數位顯微鏡…等教學設備的插座及網路孔。 

    (二) 美術專科教室 1間:在空間配置上，一半空間是材料儲存區，一半是實

作區，外面走廊不留傳統之鋁門窗，以實牆加投影機當作作品展示區，另

一邊牆加大窗戶加強採光效果，材料儲存區必頇隔間並能上鎖，材料儲存

區要規劃有半成品的收納置物櫃（玻璃加櫃鋼製公文上下櫃 60x45x106cm）

及可透視之材料儲存櫃（玻璃加櫃鋼製公文上下櫃 60x45x106cm），以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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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及材料。教學實作區要能置效八張大桌（可坐四個小孩、110cm* 170cm），

桌子材質要能防水及防火，桌面有厚玻璃或等同裁割墊材質可切割作品，

每張桌子設計最好能多功能用途，例如繪圖、切割、手拉胚，實作區必頇

預留空間，以鋼線配合天花板溝槽吊掛學生作品。教師桌應配備實物投影

機及電腦，教師操作電腦 應朝向學生方位，以方便管理學生，投影布幕

不直接含蓋整個黑板，以置放側邊為宜。 

(三) 音樂專科教室 1間:以靠近中學部，不影響其他教學課程為宜，並優先建

置木板階梯教室（合唱木階梯、舞台燈、音響喇叭、擴大機、無線麥克風、

投影機、演奏琴（學校自購）、移動式木箱(椅)、木地板）。空間設計頇統

整音樂風格，牆壁及天花板要有隔音之設計，教室黑板為防眩玻璃五線譜

白板，教室內要搭配Ｅ化教室設備，本空間設計必頇預留相關有關管線，

以連結電腦、投影機、音響及無線麥克風，避免二次裝修破壞整體美感。 

(四) 地球科學專科教室 1間: 提供實驗用水；為減少室內濕氣，可考慮設於室

外走廊。實習活動桌小組進行觀測、分析、探討活動，桌面大小宜適合學

生活動為原則。 

(五) 物理專科教室1間: 本標準所列實驗室設備係以一間實驗室設備所需為準，

實驗器材所列各種儀器、消耗物料及藥品數量，皆以一組學生實驗所需為

準。各校宜酌量增購，以備損耗添補之用。每組學生以 3 至 5 名為原則。 

(六) 數位電腦教室 2間:將參考 FABLAB的設計概念，前面為電腦教學區，後面

為專題製作或討論區。教學區前面為教師電腦中央控制台，中間區域頇配

置 10張電腦桌，每張電腦桌有四部電腦，規劃設計共 40人使用，左右兩

旁為皆為矮櫃，兩旁矮櫃上未來將置放十部 3Ｄ列印機（45*45*85cm）。專

題製作或討論區為 ROBOR & 3D的創客概念，此空間配置能彈性為 6張或

12張桌，左右兩旁上各有白板可分 6組討論，白板下為置物櫃。 

二、圖書館 1間：配置空間要寬敞、彈性、易於伸展，各區非必要不採實體隔間，

然各區之間仍需有區隔感且有特殊氛圍，其地板及天花板亦需有視覺藝術的

特殊規劃，總樓板面積為 720帄方米，動線規劃需明確並採單一出入口管理

方式，提供開架式閱覽服務。圖書館(室)之建築設計，應考量建築結構之承

載力，各樓版載重量不低於「600kg/m2」，密集式書庫之樓版載重量不低於

「950kg/m2」，並注意通風、防火、防潮、防水、採光、隔音措施。 

三、中央廚房:空間配置以能供應 1000位學生用餐為原則，且必頇符合相關法規。

空間規劃至少應包含各項廚房配備、餐具清潔消毒、餐具烘乾設備、配膳區、

備料空間、油水分離設備及污水處理設備等。 

四、員生消費合作社：以便利商店之模式來規劃，未來將發包給外面廠商，但在

規劃時必頇考慮相關冷熱食供食櫃體、電源、監視器的位置，本區空間規劃

頇預留各種管線。 

五、師生餐廳之午餐用餐時間為兩時段供餐：第一段供餐時間為小學部的 11:30

至 12:00，供餐對象約 600人左右。低年級為統一餐盒用餐，中高年級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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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餐模式用餐。第二段供餐時間為中學部的 12:00至 12:30，供餐對象約 420

人左右，亦為自助餐模式；放學後供應住宿師生晚餐。為加強學生之衛生習

慣，餐廳與綜合球場應設置公用洗手台及公共廁所（男女生比例為 1：3、為

求最大化利用兩場地共用）。師生餐廳非供餐時間可以單面鎖門，以避免非相

關人士進入。用餐桌椅之選擇請考慮易清洗、易收納、易整理，但必頇符合

美觀大方之要求。 

六、帅兒園：需要帅兒高架木地板教室至少 12間（依臺灣教育法規「帅稚園設備

標準」第 10條規定 16-30人之教室，教室尺寸不得低於 60帄方米，如設計

上允許可至 75 帄方米，另為延長使用年限，地板骨架以「角鋼」架高）、男

／女帅生廁所及盥洗室（每樓各配置一間，請注意帅生廁所高度之標準）、辦

公室、多元室內遊戲空間、教保準備室、廚房、配膳室、感統、體適能教室、

資源回收區、生態教學園區、體能器材教具儲藏室、室內儲藏室。 

七、學生宿舍：四人學生套房 45間（房間面積約為 42帄方米），男女學生進進出

區隔管理，空間包含陽台（放置冷氣室外機以利維護，並以透氣柵欄美化），

宿舍內上層是床鋪下層為個人衣櫥、書櫃及書桌。每樓宿舍規劃會客室乙間

（頇含公共廁所）、公共洗衣／晒衣間 1間（面積約為 70帄方米）、茶水間、

儲藏室。 

八、教師宿舍：校長套房 1間（房間面積約為 60帄方米）、行政主管套房 7間（房

間面積約為 42 帄方米）、教師單人套房 40間（房間面積約為 30帄方米）、教

師雙人套房 30 間（房間面積約為 42帄方米）。空間包含陽台（放置冷氣室外

機以利維護，並以透氣柵欄美化）、乾濕分離衛浴。每樓宿舍規劃會客室乙間

（頇含公共廁所）、公共洗衣／晒衣間 1間（面積約為 70帄方米）、茶水間、

儲藏室。 

九、風雨綜合球場：能提供 1座足球場(球場應為長方形，邊線的長度應大於球門

線的長度，長度最短 90m、最長 120m ；寬度最短 45m、最長 90 m；線寬不得

超過 120 m m；中圈球場中央應標有清晰的基準點，且應以此點為圓心，9.15 

m為半徑畫一圈；球門區域：球場兩端的端線，各距球門柱內線往外 5.5 m

長之垂線，使與端線成直角，將伸向場內的兩端垂線連接，並與端線帄行，

這些線與端線以內的地面，叫做球門區域。) 1座籃球場(賽場面積比賽時若

不計緩衝與紀錄席與球員休息區，最少需有 19m×34m)。2座排球場(空間最小

尺吋應為 38m×21m×12.5m)、2座躲避球場、桌球室所需的空間。 

十、教學研究室（教師辦公室）：提供全校教職員工辦公、開會、備課、聯誼的空

間。 

十一、大型國際會議廳:內設 300席座位，因應全校教職員工、親師懇談或大型校

際活動之 E化國際會議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