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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說明本研究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羅列

研究問題，第三節解釋本研究主要的專有名詞，第四節闡述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當前的社會潮流正朝向自由、民主、開放及多元的方向發展，而整體教

育環境順應著潮流不斷的進步與更新，同時也帶來不小的衝擊與新的思索方

向，促使教育改革的呼聲正風起雲湧、方興未艾；在課程改革上，首重九年

一貫課程在國民中小學的實質推展，其強調課程統整、教師協同教學及培養

學童十大基本能力，課程內容分為七大學習領域，並融入資訊、環境、兩性、

人權、生涯發展和家政教育六大議題。美國 Bush總統在 2002年 1月 8日簽

署了「把每個孩子帶上來」（No Child Left Behind）的法案；這新法案代表

其教育改革計畫，且對中小學教育最勢如破竹的興革，包含 4項基礎的改革

方針：1.對結果確保是有責任的；2.增加彈性及對地方的控管；3.以研究為

基礎的改革，有可被證明的方法與結果；4.擴大家長的選擇權，並給孩子希

望（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2002）；此理念與我國教育改革「帶好每

位學生」的方向不謀而合；而教育改革的理念落實在健康與體育領域時，應

培養學生擁有良好適能，生活在健康的環境中，同時擁有支持的法規與人

群。鼓勵學生藉著健康行為的養成、運動行為的培養與鍛鍊改善自己的健

康，同時在與別人互動中影響他人、社區與環境，以達到全人健康的目的（教

育部，民 92）；且應培育「健全的國民」，使學童能在身體、情緒、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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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化等五個方向均能在安適狀態，並透過健康與體育手段來達成目

的；體育的教學不再以運動技能的習得為主，而是在培養學童的運動行為，

養成主動積極參與運動的習慣，藉此達到健康生活的目的（許義雄等，民

89）。運動場地設備在九年一貫「健康與體育」課程中將配合實施大單元教

學、跨領域教學活動，勢必需求更多元、更新式之運動場地及設備，因而興

建及充實基本之運動場地及設備更是刻不容緩（陳漢志，民 90）。因此，教

師應培養學童樂於運動、勤於運動、善於運動的好習慣，把每位學生都帶上

來，而運動場地的良窳對好習慣的養成與否具有莫大影響，應規劃良善的運

動場地供學童運動遊戲，養成健康愉快的身心，讓孩子的未來充滿希望。 

運動場地是教室的延伸，是學童最熱愛的地方，總是與歡樂和新的挑戰

相關聯（臺灣省政府教育廳，民 80；Taylor & Vlastos,1975;Warrell,1988），

是學校體育教學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也是學童戶外學習的重要場所，除可

供集會、上課之用外，也能讓學童盡情的奔跑、跳躍、活動、遊戲、競賽。

相關研究指出學校運動場地設施是有問題的，特別是場地設施的不足，其充

實與否，是決定能否有效進行「教」與「學」的關鍵所在，體育學習活動必

須在有特定的場所及充分設備器材支援下，方可成立和進行（邱金松，民

65；葉憲清，民 78；Bruya＆Langendorger,in press;Warrell,1988）。若學校的

運動場地空間不足，則體育教學就無法每節課都有需要的運動場地可用，而

必須採排表循環上課的方式實施教學；特別是空間密度小、場地設施不足的

學校，不只對教師的教學產生困擾，更影響到學童的學習成效。學校在規劃

運動場地時，若能提供足夠的運動場地設施讓師生使用，且考慮場地種類、

開放情形、場地配置、場地密度、教師的課程設計、學校的排課及師生的看

法與需求等因素，則教師在安排課程上將更為便利與彈性，學童在上、下課

時間有充分的活動空間可運用，促進其身心健全發展。因此，了解學校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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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的規劃現況、問題與學童使用情形，以探討其需要增加或改進的部分便

成為本研究動機之一。 

Herlein 指出如果想要為學童實現最佳的成果，室外環境就如同室內環

境一樣都需要規劃（引自 Brewer，2001）。所以教育的理念除了落實於教室

內的教學、班級活動、課程設計等，也應擴充到室外的教育情境中。學童能

夠運用室外的環境進行學習，尤其是「體育」和「群育」的培養，非賴運動

場的砥礪無以竟其功；而學生更可藉運動場的奔馳、競技，以紓解情緒、調

劑身心、強健體魄，並培養「勝不驕、敗不餒」、「再接再厲」奮勇向前，力

爭上游的精神與毅力（湯志民，民 89a）。在學校裡，年紀較小的學童，通

常是玩在一起，男女生在運動方面的差異甚小，性別上的區隔較不明顯，當

他們慢慢長大以後，就開始分開玩，在小學的運動場地中，籃球場、田徑場

大多是男生在使用，躲避球場在外場攻擊的往往是男生，而女生大多是在場

中害怕的躲來躲去，尖叫四起，甚至是乾脆不玩，在樹下或遊戲器材邊聊天

嬉戲。畢恆達（民 89）認為現今校園運動空間的規劃乃是以發育良好的男

生為參考樣本，規劃往往以大肌肉的訓練優先，小肌肉與優美線條的練習場

所不是過於擁擠，就是付之闕如，學校有跑道、籃球場、可以打棒球或躲避

球的大操場，但是羽球場、桌球場、撞球場等空間重疊，律動教室更是少見。

因此，為了顧及男女生差異的平衡，學校在運動場地的規劃上，應從性別的

角度來考量，滿足男女生的個別需求，使得男女生均有所需要且喜愛的運動

場地可用。楊宗憲（民 85）指出從兒童年齡的發展來看學校室外空間的規

劃，國小各年級間兒童的體能和興趣差異很大，學校空間如果不夠大，把大

大小小的兒童放在一起遊戲，難免會發生以大欺小的現象。小學低、中、高

年級的學童在運動場地的需求與看法上也不盡相同，低年級的學童喜愛在遊

戲場玩耍，在沙坑堆沙遊戲，中、高年級的學童喜歡在操場追逐嬉戲、踢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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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在球場打籃球、躲避球、羽球等。黃庭鈺（民 91）針對臺北市 12所國

民小學 1007名學生（男生 531人，女生 476人）的調查研究顯示，不同年

級學童下課時間在學校室外空間的場地選擇有所差異，低年級學童是遊戲

場，中年級學童為操場，而高年級學童則為球場。運動場地會因年級的不同，

使得在需求與使用上有所差別，因此場地設施的規劃需考慮年級的因素，例

如：可將遊戲設備與器材設在低年級教室附近，以節省其上下課往返的時

間。人在一生當中，一般行為的差異，絕大多數是受年齡和性別的影響，勝

過於個人其他因素（Johnson,Christie& Yawkey，1987）。Tennis和 Dabbs研

究年齡、性別和情境等對個人空間選擇的影響，其結果顯示，年紀大的受試

者所保持的空間比年紀小的受試者大；男性所保持的空間又比女性的大（引

自 Heimstra & McFarling ,1978）。運動場地會因性別、年級的不同，使得在

意見、滿意度、期望上有所差別。賴協志（民 91）就臺北縣國小學童 258

人（男生 123人，女生 135人；低年級 89人，中年級 85人，高年級 84人）

進行調查分析，發現學童下課時間對活動場地選擇會因不同性別、年級而有

所差異；在性別方面，男生下課時間最喜歡去的區域是「球場」和「遊戲場」，

女生是「教室」和「遊戲場」；在年級方面，二年級學童下課時間最喜歡去

的區域是「遊戲場」和「教室」，四年級學童是「走廊」和「遊戲場」，六年

級學童是「教室」和「球場」。因此，探討國小學童因性別、年級不同，對

運動場地的意見、滿意度、期望是否有所差異及其差異何在，便成為本研究

研究動機之一。 

Earthman（2000）在「規劃下一世紀的教育設施」（Planning Education  

Facilities for the Next Century）一文中即指出：「學校設施是有價值的團體資

源，必須在任何時刻維持最佳狀態。適當的評估（proper evalualuation）將

提供需要的資料幫助學校人員完成這項任務」（p.81）；因此，為了能保持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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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場地設施的良好，做好評估工作，確有其必要性。Jerry(1995)指出當學童

進駐新校舍大約三個月之後，即可進行對成品（product）的用後評估，以決

定是否有任何的缺失，另外，亦可進行過程（process）的用後評估；一年之

後應該再進行一次，不管是何種評估，其結果均應予以建檔，以備日後查考；

如果經過好幾年後還能進行長期性（longitudinal）的用後評估會更好。可見

用後評估對校地校舍的重要性，除了對施工過程、完工後的評估外，也應在

一年，甚至多年後進行長期性的用後評估，以維持堪用、能用且耐用的狀態。

運動場地是校地的一部分，在經過規劃、設計、施工、使用後，評估步驟之

完整性容易被忽略，師生安全相對地受到威脅，運動場地在完工後學童的使

用情形是否如先前規劃設計的預期，學童在使用後對運動場地是否感到滿

意，校方是否做好完整的評估工作，都是值得探討的議題。 

貳、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六： 

一、了解臺北市國民小學運動場地的規劃現況與問題。 

二、探討用後評估的方法與準則，並與臺北市國民小學運動場地規劃情形作

比較。 

三、探究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童對運動場地規劃的意見、滿意度、期望及其差

異性。 

四、探析臺北市國民小學不同的運動場地規劃變項中，學童對運動場地滿意

度的差異性。 

五、研究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童在運動場地上的使用情形。 

六、根據本研究結果，提出對臺北市國民小學運動場地規劃與用後評估的相 

關建議，俾供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學校及未來相關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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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 

依據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將探討下列問題： 

一、臺北市國民小學運動場地的規劃現況為何？ 

二、臺北市國民小學運動場地規劃上所面臨的問題為何？ 

三、用後評估包含哪些方法與準則？ 

四、臺北市國民小學運動場地規劃情形與部定設備基準的規定是否有

差異？ 

五、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童對運動場地規劃的意見（場地選擇、活動選

擇、使用頻率、友伴人數、興趣高低）為何？ 

六、不同性別之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童對運動場地規劃的意見是否一

致？  

七、不同年級之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童對運動場地規劃的意見是否一

致？  

八、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童對運動場地規劃的滿意度為何？  

九、不同性別之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童對運動場地規劃的滿意度有何差

異？  

十、不同年級之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童對運動場地規劃的滿意度有何差

異？  

十一、不同運動場地規劃變項（開放情形、學校規模、場地配置、場地

密度）之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童對運動場地規劃的滿意度有何差異？  

十二、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童對運動場地規劃的期望為何？  

十三、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童在運動場地上的使用情形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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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重要名詞釋義 

壹、臺北市國民小學 

本研究所稱的「臺北市國民小學」係指辦理 6至 12歲國民教育，以臺

北市 12大行政區的公立國民小學為範圍，共計 140所。 

貳、運動場地 

本研究所稱的運動場地係指在國民小學中，提供學童運動遊戲的場地，

以該場地及其附屬設施為主的活動場所，包含田徑場、室外球場、遊戲場、

體育館（或室內球場）、游泳池等場地；「田徑場」係指以跑道、跑道內側的

草坪、田賽場地（跳高、跳遠、擲部場地）等為主的室外運動場地；「室外

球場」係指上下課時間提供學童進行球類運動的室外場地，具備該項球類的

場地與設施；「遊戲場」係指在室外永久裝置（含可移動）的無動力兒童遊

戲設備之場地，包含遊戲空間、遊戲設備和附屬設施（湯志民，民 91a）；「體

育館（或室內球場）」係指提供師生進行體育教學、集會、打球、從事競賽

活動等之用的室內場所；「游泳池」係指提供師生進行體育教學、游泳、玩

水、從事競賽活動等用途的場所，可分為室內與室外兩種。 

參、運動場地規劃 

所謂運動場地規劃乃是指對運動場地的場地種類、開放情形、場地配置

及場地密度等因素加以考慮後，作最適當的計畫與安排之歷程；運動場地種

類包含田徑場、室外球場、遊戲場、體育館（或室內球場）、游泳池等場地；

開放情形係指校方在放學後、假日或寒暑假時，開放提供學童或社區人士進

入學校運動場地遊戲或運動的使用情形；場地配置係指在一所學校中，其田

徑場與校舍間的配置情形，本研究依據噪音干擾程度的原則，將場地配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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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三類（如圖 1）；場地密度係指學校運動場地面積除以普通班學生人數的

數值。 

 

第一類型場地配置 第二類型場地配置 第三類型場地配置 

 

 

 

 

 

 

 

圖 1  國民小學運動場地主要配置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肆、用後評估 

用後評估（post-occupancy evaluation，簡稱 POE）是對已建成的建築空

間及其設施進行有系統、精確且合法的評估方式，讓使用者從實質的運作中

發掘問題所在，並提出因應之道的歷程。 

POE 係對建成後的建築物之使用情形進行整體的評估、檢測，從公正

客觀的角度，運用適切的方法，對過去所完成的建築設計方案進行檢討省

思，以做為改正的借鏡，並且將原先的規劃設計構想和使用者需求相互比

較，用來檢視建築物的現存問題，並提出具體的建議，以作為日後進行規劃

設計策略修正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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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依據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本研究的研究範圍如下： 

一、在研究對象上 

依據不同方法有不同對象。 

（一）普查：以臺北市 140所公立國民小學為對象，主要在了解學校運動場

地的規劃現況和規劃變項（包括場地種類、開放情形）。 

（二）基本資料分析：以臺北市 140所公立國民小學為對象，了解學校運動

場地的規劃變項（包括學校規模、場地配置及場地密度）。 

（三）問卷調查：採分層隨機取樣的方式，自 6所國民小學中抽取二、四、

六年級各 2班的學童，共計 36班，分別代表低、中、高年級的學童，

以作為本研究問卷調查的對象，用以了解學童對運動場地的意見及使

用後的滿意度與期望。  

（四）實地觀察：就抽取的 6所國民小學的學童為對象，在各校分別利用上

午上體育課及下課時間觀察學童在田徑場、室外球場、遊戲場、體育

館（或室內球場）及游泳池中運動遊戲的約略人數，並了解其在運動

場地上的使用情形。 

（五）訪談調查：依據觀察對象的 6所國民小學，分別訪問各校 5人，包括

校長或總務主任 1人、體育組長或體育科任教師 1人及學童 3人，總

計訪談調查的對象共 30人，以了解學校運動場地的規劃理念、意見

與建議。 

二、在研究內容上 

本研究內容主要在了解學校運動場地的規劃現況和規劃變項，在規劃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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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方面，包括跑道、田賽場地、室外球場、傳統遊戲場、現代遊戲場、體育

館內的運動場地及室內外游泳池的設置情形、夜間照明設備的裝置與否及開

放使用狀況等，將普查的資料加以彙整說明，並與用後評估標準之一教育部

（民 91）編印的「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中的相關規定作比較；在規劃變

項方面，學校運動場地規劃所涉及的變項甚多，本研究根據文獻探討結果，

以場地種類、開放情形、學校規模、場地配置及場地密度為主要內容；在學

童使用學校運動場地後的意見方面，分別探討上課時間的場地與活動選擇、

下課時間的場地與活動選擇、下課時間運動場地的使用頻率、友伴人數、興

趣高低；而在學童對學校運動場地的用後評估方面，以其滿意度與期望為主

要研究內容；在實地觀察方面，主要在探討學童上、下課時間在學校運動場

地上的使用情形；在訪談內容方面，主要在了解學校運動場地的規劃理念、

意見與建議；此外，並分別探析不同性別、年級的學童對學校運動場地使用

後的意見與滿意度的差異，以及不同學校運動場地規劃變項中，學童對學校

運動場地滿意度的差異。 

三、在研究方法上 

教育研究的類型大抵上可分為三大類：歷史研究、敘述研究和實驗研究

（Best,1977）。本研究以敘述研究中的調查法為主要研究方法。調查法可分

為訪談調查及自我實施調查兩種，其中訪談調查又可分為面對面訪談調查及

電話訪談調查兩種，自我實施調查又可分為團體現場調查及郵寄調查兩種

（周文欽，民 91）。本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以郵寄調查、團體現場調查及面對

面訪談調查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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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限制 

依據研究目的、研究問題與研究範圍，本研究有下列研究限制： 

一、就研究對象而言 

臺北市公立、私立及國立國民小學共計 152所，本研究限於人力、時

間及資料收集的便利性，僅以臺北市 140所公立國民小學為普查及基本資

料分析對象，同時受限於經費、人力、物力、時間，採分層隨機取樣方式，

抽取 6 所學校運動場地五類俱全的國民小學為問卷調查、觀察及訪談對

象，故研究結果有其地域推論上的限制。 

二、就研究內容而言 

為了解 6所國民小學學童在學校運動場地上的使用情形，利用上午上體

育課及下課時間進行觀察，限於人力及時間，僅採取每節上、下課定點觀察

方式，會有無法兼顧同時間其他場地使用情形的缺失。 

三、就研究方法而言 

    在進行實地觀察時，由於下課時間短暫，運動場地範圍廣大，運動遊戲

的學童人數眾多且流動性高，研究者受限於人力及時間，在觀察記錄學童運

動遊戲的人數及使用情形時，可能會出現疏漏與誤差。此外，在進行訪談時，

研究者受限於人力及時間，僅訪談校長或總務主任 1人、體育組長或體育科

任教師 1人及學童 3人，無法了解學校其他成員對學校運動場地的看法與意

見，因此研究結果可能會有誤差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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