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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針對國內外相關文獻作分析與探討，全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是

學校運動場地規劃的理念；第二節是國民小學運動場地規劃的內涵；第三節

是用後評估理論的探討。 

第一節     學校運動場地規劃的理念 

國家體育政策發展的成敗，學校體育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而學校運動

場地規劃良窳深深地影響學校體育的發展。陳漢志（民 90）認為學校體育的

推展上可影響國家體育政策的發展，下可規劃至體育課程教材內容，故而得

知學校體育在體育發展上所佔極重要的階段。翁志成（民 88）認為學校體育

包含基礎的體育、教育的體育、多元的體育、課程的體育、實踐的體育、群

體的體育。學校體育的重要性與價值性在於能促進學生身心發展，培養運動

的能力與興趣，並且發展其社會行為；Roberton和 Halverson（1984）認為活

動的形式很多，最明顯的要屬肢體的活動，兒童都需要伸展肌肉和骨骼，肢

體的活動對他們的發育很有幫助，此外，經由感覺和運動的協調也能獲得滿

足和喜悅感。透過運動場地的良善規劃，讓兒童能在運動場地上自由的奔馳

跳躍，自在的遊戲運動，快樂的學習成長就顯得格外重要。其規劃的理念包

含如下： 

 壹、充實運動場地設施，重視整體規劃 

都市校地發展困境頗多，例如：1、校園綠地空間銳減，運動場地嚴重不

足，兒童沒有戶外活動場所；2、各年級兒童經常共同使用活動空間，混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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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方式導致低年級學生受傷害或產生挫折感，而中高年級學生也無法有效利

用活動空間；3、校園規劃被迫將戶外空間集中為運動操場，而校舍分佈於校

地四周邊界的核心配置模式，無法創造建築群體空間的層次感與變化性（黃

耀榮，民 82）。根據湯志民（民 80）的研究顯示，臺北市國民小學大多數的

學童在下課時間多停留在教室或走廊上，遊戲場也擠滿了人，顯示出室外空

間活動場地與設施的不足。運動場地設置自大專院校、高中（職）、國中至國

小有「逐級下降」的趨勢，且運動場地設施率普遍不足，場地未符合標準的

情形，也以中小學最高（鄭志富等人，民 87）。所以如何在有限的活動空間

中，規劃出符合教育理念，創造出充足且適當分區的運動場地，將是整體規

劃上的一項重要課題。 

運動場地設施的充實與否影響體育教學活動的推展。徐元民（民 73）認

為充實學校運動場地設備，首應重視整體規劃，必須根據部頒課程標準，參

照部頒設備標準，符合學校特殊型態，配合全校學生數，計算所需之場地，

空間與設備器材數量，以充分供應教學所需；考慮天候季節變化因素及順應

學區傳統特色。邱金松（民 65）認為學校運動場地、設備的充實與否，是決

定體育課程中所訂定的教材能否有效進行教學的關鍵所在。劉田修（民 75）

認為運動場地器材的不足或缺乏，則無法達到運動應有的效果，學生的運動

需求亦無法獲得滿足。葉憲清（民 78）強調體育教學的七大要素：學生、教

材、教師、學習分組、教學計畫、場地設備、教學目標，當學生和體育教材

發生關係而連結在一起時，就產生所謂的體育學習活動，可是體育學習活動

務必在特定的場所，以及充分設備器材支援下，才可以成立和進行。由此可

知，運動場地規劃良善與設施的充實與否攸關體育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

效。陳張榮（民 85）對於運動場地的配置要以整體的發展計畫為依據，考慮

實用、安全、經濟、美觀、創新等原則，以發揮其使用價值。蔡長啟（民 72）



                                                              第二章  文獻探討 

 15 

指出對於學校運動場地設備的整體規劃，應考慮的因素包括種類、數量、空

間比例及配置等，首先是種類，包括各級學校課程標準及設備標準的規定、

課外活動所需設備的種類；其次是數量，要顧及學校將來發展飽和量，中小

學均分學區設校，社區人口增加情形不難推估，學生人數亦得以掌握，學生

人數及班級數決定後即可依照體育課正課、課外活動以及其他體育活動的需

要，決定場地設備數量；接著是空間比例，我國各級學校體育場用地佔學校

全部用地的比例不高，尤以都市學校為最，甚至有普遍嫌低之嫌，而在位置

編配上應妥善安排，與校舍分開設置，保持「方便而不干擾」的原則。在規

劃國小運動場地時，需重視整體的規劃，以能達成體育教學目標為原則，在

設計上不必將條件設得過份嚴苛或需完全符合國際競賽標準，但有必要將全

校集合、運動會、上體育課、課間操及特殊課外活動時，所需的場地大小考

量下去，以期提供全校師生足夠的活動空間。臺灣省政府教育廳（民 80）指

出運動場地設置應注意的事項包括：（一）針對實際需要而規劃；（二）依照

地形條件而設計；（三）依照動靜分區配置；（四）需符合安全要求；（五）排

水要通暢。因此，從整體綜合性來考量，在國民中小學方面，除了根據實際

需要，提供足夠的運動場地設施讓全校師生使用外，也應依照校地特性（如：

地形地勢、地質種類及場地配置等）來設計，注意排水系統通暢與否，並且

避免噪音干擾靜態教學區。  

貳、強調學童安全 

Warrell（1988）在「建立學校運動場地安全的系統」（A System to Establish 

Playground Safety in the School）一文中指出：「如果我們要有維護鄰近地區國

小運動場地的概念，關於安全原則與實踐的大眾意識（public awareness）顯

然是需要提昇的。提昇意外發生原因的知識與提高行動設計來減少意外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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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頻率，主要關係著能透過運動以教育在運動場上活動的學童」（p.139）；並

表示為了改善運動場地上的安全問題，應該喚起分享責任的觀念，使學童在

遊戲活動期間能保護安全並小心的做決定；錯誤的安全觀念可能發生在教師

身上，是指經由教師的控制和嚴密管制，以為可以讓學童能安全的遊戲，然

可信賴的運動遊戲行為不應該如此（如圖 2）；教師應該多充實自己，教導學

童時時刻刻重視自身的安全，特別是離開教師視線範圍時更應該提高警覺，

並且嘗試發展成責任的觀念，讓兒童能安全的運動遊戲。 

 

 

 

圖 2  培養學童安全運動遊戲的責任觀念 

資料來源：A System to Establish Playground Safety in the School, 

Warrell,1988, p.140. 

  

在體育活動與課程之中，應當結合學校的所有課程，能近乎完美（almost 

perfectly）的讓學童在運動場地上安全的學習，列出以下幾點意見（Gabbard, 

Lablanc & Lowy,1987;Kirchner,Cunningham & Warrell,1970;Warrell,1988）： 

1.在運動場地上課時，讓學童去尋找他們可以玩的，極有可能的到每

一項設施去活動。 

老師控制 

嚴密管制 

加強秩序 可信賴的安全運動遊戲 不 鼓 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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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討論每一項設施，並決定哪些是安全的，哪些是會導致傷害的發生。 

3.在體育館內提供關於空間運用的安全訓練。 

4.提供關於安全翻滾（safety roll）的使用訓練。 

5.提供在運動場地設施上技能項目的教學。 

小學安全委員會（safety council）的設立是強調學校運動場地安全的一

項技術，成員是由學童選出，具備四項優點：能讓安全概念永保創新；提供

學習民主程序的機會；控制與所有權屬於學童，教師提供輔導；消除訴訟的

教育程序，並以保護學童為主（Bruya & Beckwith,1985;Warrell,1988）。這是

小學在規劃安全的運動場地時可以參考運用的。 

為了維護校園安全，防止危險及傷害的產生，校長、行政人員、教師、

學校同仁、學童、家長及社區人士都應該盡一份心力，共同負起責任。校園

內容易發生危險的地方，一為硬體設施所造成的傷害，二為人為攻擊（畢恆

達，民 83）。在運動場地上，一方面應重視施工的品質，以及定期的保養維

護，例如：施工時能加強監工、遊戲器材的定期維護保養、籃球架的檢修等，

並能有專責單位來負責管理；另一方面教師應教導學童如何安全的運動遊

戲，使其免於受到傷害，建立起分享責任的觀念，且校方應該規劃具連貫性

的動線，學校人員透過編組定時的巡視，並於暗處加裝監視系統、照明設備

及求救警鈴，增加各角落的視覺可及性、穿透性，也可組織小學安全委員會，

以維護學童的安全。在學校中，學生使用運動場的機會很多，包含集會、上

體育課、下課打球遊戲及聊天玩耍等，若是運動場地及設施未能顧及安全原

則來加以規劃，將對學童產生極大的威脅，一旦發生危險一切將成為空談，

就是所謂「安全第一」和「安全至上」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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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兼顧兩性平等教育理念與兒童身心發展 

從性別的角度來考量，學校的運動場地規劃應依男女不同的身心發展與

體能狀態來加以安排，大多數男生較傾向大肌肉的運動型態，女生則偏向小

肌肉與優美線條的運動類型。從年級的觀點來考量，由於不同年齡層的兒童

在身心發展上會有所差異，因此運動場地的規劃需依兒童的年齡大小做分區

規劃，讓兒童均有適合其身心發展的活動空間，例如：讓低年級兒童所使用

的室外遊戲空間鄰近教室以節省其來回往返時間，同時也可避免高年級兒童

有佔用較大活動空間的情形，況且低、中、高年級兒童的運動量不同，應盡

量在活動空間上做適當的規劃，以免產生危險（李政隆編譯，民 71；李政隆

譯，民 71；吳旭專，民 89；林萬義，民 75；畢恆達，民 83；黃庭鈺，民 91；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民 80）。國小室外空間規劃的基本理念，應從適齡、適

性、適量和適用在最大原則的掌握，使兒童的行為和身心能獲致最健康的發

展（湯志民，民 89a）。學校運動場地設備的規劃若條件許可，男女合校宜專

設一部分女生使用的運動場，小學低年級與高年級使用的運動場設法分開，

以維護女生及低年級學童的使用權利（蔡長啟，民 72）。在運動場地的規劃

上若能兼顧兩性平等與學童身心發展狀況，相信將能規劃出「具人味兒」、「人

人皆各得其所、各取所需」的運動空間。 

一、落實兩性平等教育於國小運動場地設施 

檢視當今學校的環境、教科書、教材、教學資源與課堂師生互動，發現

其中充滿性別角色刻板印象的情形，不但讓學生失去許多合理應有的學習機

會與環境，更會讓學習過程中所傳遞性別偏見的錯誤訊息，誤導學生的性別

角色與性向發展(李元貞，民 77；莊明貞，民 87；黃政傑，民 77；謝臥龍，

民 86a、86b；Brophy & Good,1986; Harvey & Hergert,1986; Holt,1990; Sadker & 

Sadker,1982; Sanders,1997)。在談到落實兩性平等教育理念於學校環境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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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認為是從女性的角度來思索，是為了爭取女性權益，打破長久以來女性

受到不公平待遇的迷思，既然是談平等，就應分別從兩性的角度來考量，消

除性別刻板印象，例如：男主外、女主內；男生被要求勇敢堅毅然，男兒有

淚不輕彈，而女生則被要求溫柔婉約、柔情似水。Klein(1985)以雙刃的劍

(two-edged sword)來形容性別偏見教育，其意義是指在缺乏性別平等的教育

結構與制度中，不只是女性受害，而是所有受教的男女學生都是受害者。兩

性平等教育不是單為女性而努力，其實只要細想，男性在以往不也遭受不同

的壓迫與「不平等」的對待：男生需要堅強不可流淚、需要賺錢養家、不可

太情緒化...等等社會壓力（楊美雪，民 89）。畢恆達（民 83）認為性別差異

往往是在教育過程中，經由學習、被對待的態度、行為與空間活動範圍的限

制，一點一滴養成，學童總是被告知，因為你是男的，所以...，因為妳是女

的，所以...，這些價值觀無形中強化了生理成長與心理發展的差異，也就是

說，男性女性分別有不同方面的能力沒有得到開發，因為不受鼓勵，也沒有

學習的機會。兩性的差異一方面來自生理與心理因素影響外，另一方面也包

括重要他人的教養態度、社會價值觀所帶給學生的觀念；除了教育的過程外，

學校的空間規劃也常出現性別差別對待的情形，當然也包括運動場地設施。

湯志民（民 89b）認為未來學校空間革新的七大方向（如圖 3）包括：(1)形

塑文化藝術的學校環境；(2)規劃人性化生活休憩空間；(3)建構教學中心的學

校空間；(4)建立兩性平權的校園空間；(5)設置現代化科技資訊設備；(6)加強

無障礙校園環境設施；(7)推展學校與社區融合；在建立兩性平權的校園空間

方面，其強調應重視兩性平等，讓學校的「男性」和「女性」，在「不定時」

和「定時」時間中，能符應兩性不同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其建構思考以「尊

重的」、「平權的」和「體貼的」為核心概念，並從專屬的女性空間、運動設

施的規劃、學校廁所的設計和更衣式的設置著手，讓學校空間具備兩性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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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  頭：表示學校空間革新應轉向不同界面人的平衡需求  
淺色區：表示學校空間規劃較重視的需求區域 

深色區：表示學校空間規劃較忽視的需求區域 

  使用者(人)              時間樣態         空間需求          行為內涵 

    (user)               (time)            (space)            (behavior) 

在校師生─校友         現在─過去       文化藝術的環境      精神流傳 

同儕團體─私密友伴        同時─隨時       人性化生活空間      交流互動 

教師─學生         上課─下課       教學中心的學校      教學活動 

男性─女性         定時─不定時      兩性平等的校園      兩性需求 

組織─個人         永久─瞬間       現代化科技資訊      效能效率 

行動無礙者─行動不便者   暫時─全時        無障礙校園環境      行動順暢 

教職員生─社區人士       上學─放學         學校與社區融合      資源共享 

圖 3：學校空間革新的「人-境」互動思維 

資料來源：學校空間革新的思維－「人-境」互動，湯志民，民 89b，第 2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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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念，並學習彼此尊重，和諧相處。陳美華（民 91）認為友善的環境包括：

友善的空間與氣氛，運動場館應該明亮沒有死角，或是方便的衛廁及更衣室，

可使女性更安心的運動，且不管球技如何，每個人都享有公平的運動機會。

賴協志（民 91）認為落實兩性平等教育於運動場地設施規劃應注意的要點包

括：1. 規劃時依據男女師生的人數比例，參酌其意見與需求，並且考量場地

種類、面積大小、設施數量等面向；2.重視男女學童在室外運動場地設施的

安全性；3.破除刻板印象，在運動能力上能有公平發展的機會；4.運動場地規

劃能考慮使用者的異質性與共用性，剛柔並濟。因此，在規劃運動場地時，

需將性別因素考慮進去，以落實兩性平等教育的理念於學校運動空間。 

二、從兒童發展觀點論學校運動場地的規劃 

Beckwith（1988）認為運動遊戲環境設計的成功與否，在於能否滿足兒

童發展需求。Bukatko和 Daehler（1992）認為兒童發展的範圍包括語言的習

得、友伴的人際關係、運動的技能、對自我價值的認識等；Johnson（1986）

整理相關研究後，提出文化、環境因素和兒童遊戲活動、兒童發展的關係，

將影響兒童遊戲活動、兒童發展的因素分為「遠側因素」、「觀念性因素」及

「環境因素」；所謂遠側因素是指間接影響遊戲活動及發展的因素，包括「文

化」、「社會階層」、「家庭結構」等；「觀念性因素」包括「成人的經歷和人格」、

「對兒童發展的觀念」、「對學校或工作的信念」、「對養育孩童的態度」及「對

遊戲活動的態度」等；而「環境因素」（鄰近區位）包括「成人的行為」、「大

眾傳播媒體的影響」、「兄弟姊妹和友伴」、「玩具和物件」及「生態因素」等，

在兒童發展方面，則是由「人格和情感表達」、「行為和發展」、「遊戲活動」

及「認知和社會能力」緊密互動而成。從兒童發展的觀點論述國小運動場地，

其內容大體可從身體與動作發展、認知發展、道德發展、社會發展及情緒發

展這五個方面來探討（王鍾和編譯，民 75；吳木星，民 74、76；幸曼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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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湯志民，民 89a），茲分別析述如下： 

（一）身體與動作發展 

身體與動作發展是個體發展的一部分，會直接或間接地對人格發展、個

體行為及社會適應產生影響。在直接影響方面，身體與動作發展的良窳會影

響兒童對事物的選擇與決定，如果身體發展情形良好，在運動場地上，可以

和同伴在運動和遊戲中獲得公平競爭的機會，相反的，若發展狀態不良，則

除了在活動上有所困難，無法與同伴一起運動與遊戲外，甚至遭到同伴排擠，

影響其人際關係；在間接影響方面，其會對自我以及他人的評價產生影響，

例如：一個兒童因太過肥胖或動作遲緩而遭到同伴譏笑或排擠時，會心生煩

惱而產生自卑感。因此，我們應明瞭兒童身體與動作的發展情形，進而規劃

適當的運動場地讓他們可以和同伴一起快樂的遊戲、運動、學習、進步與成

長，從中促進其人際關係良善的發展，並且獲得友誼與自信心。 

國民小學學童在身高、體重和動作發展上，因年級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張春興（民 90）指出臺灣地區 6-12 歲學齡兒童的身高與體重均隨年齡增長

而有所增加，並依據教育部體育司（民 79）的統計結果，表示 1977-1988年

的 11 年之間，小學各年齡組兒童身高的平均增加值，均在 2 公分以上，而

12歲時更增加高達 5公分，體重亦是普遍呈現增加的趨勢，這與臺灣地區近

年來經濟繁榮物質生活改善有關。江界山等人（民 87）整理自臺閩地區中小

學學生體能檢測資料處理－常模研究中顯示，7-12 歲的男生身高平均值在

122.1-150.2cm，體重在 24.9-44.3kg，女生身高平均值在 121.0-151.4cm，體重

在 23.7-44.2kg，且女生身高平均值在 10-12 歲時高於男生。動作發展上面，

其原理可歸納為五點，包括：（一）動作發展端視神經及肌肉發展的成熟；（二）

學習的發生須在成熟之後，方能收事半功倍之效；（三）動作之發展有規律性

存在；（四）為動作發展建立常模是可能的；（五）動作發展速率上有個別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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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存在（王鍾和編譯，民 75）。依據上述，國小運動場地的規劃設計（包括

球場、遊戲場、游泳池等），應依照人體工學原理來規劃，運動場地及其設施

更要重視學生的安全，防範意外事件的產生；而游泳池能夠依學童的年級、

身高劃分深淺區，除了考量游泳戲水安全、有利體育教學外，也避免大欺小

的攻擊行為出現，且遊戲場也需依中低年級及高年級的不同分開設置，以避

免高年級兒童侵占中低年級的活動區域與遊戲機會，且應距離教室近一些，

以方便兒童下課時間使用。 

（二）認知發展 

認知發展的學派頗多，如：Piaget的認知發展論、Bruner的表徵系統論、

Vygotsky的認知發展論、訊息處理論等；但到目前為止，似乎沒有任何一個

學派主導認知發展的領域（Ceci,1993）；在探討認知歷程方面， 1960年代晚

期的訊息處理論吸引許多發展心理學家的注意，大多以嚴謹的方法探討人類

傳遞訊息的歷程；到了 1980年代，後設認知（metacognition）的研究受到關

注，是指個人對自己認知歷程的認知；訊息傳遞理論在探討個體認知發展理

論上並不完整，除了此理論外，還有以朝向結構主義方向發展者，以皮亞傑

（Piaget）學派及類皮亞傑（neopiagtian）學派的學者為主，他們接受 Piaget

的基本假設，並以 Piaget的研究材料作為題材，更精確地探討兒童在各階段

的表現，甚至嘗試找出認知發展的次階段；在情境對建構知識的影響方面，

情境認知（situated cognition）和認知學徒制（cognition apprenticeship）是另

一個研究方向，情境認知所抱持的觀點為知識是蘊藏在情境當中的，情境並

無客觀的知識存在，必須透過個體既有的認知結構，主動地建構知識，除此

之外，引導性的參與也是其要素之一，由於個體認知的結構不同，建構的知

識也不相同，個人建構知識的歷程受到既有的知識結構所限，而有所謂的認

知限制（cognitive constraints），如可透過團體中其他成員的參與協助，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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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個體建立更高層次的知識；而認知學徒制是仿效傳統工藝的教學方式，

師父帶徒弟，透過觀摩見習的方式，使學習者透過專家或教師的示範解決方

法，實際在情境中解決產生的問題，在耳濡目染中成功的學習（幸曼玲，民

84；張春興，民 90；Case,1985; Ceci,1993; Keil,1990; Rogoff,1990; Saxe, 

1991; Siegler,1983）。以運動場地中的遊戲場而言，兒童在認知發展及人際關

係發展的範疇中，理想的遊戲場應包括適合兒童發展階段的空間、材料、設

施和活動，例如兒童要發展肢體運動，嬰兒期的遊樂設施就和學齡孩童的遊

樂設施不一樣（Frost,1988）。國小兒童的認知發展在低年級和中年級大致處

在 Piaget所言的具體運思期（7-11歲），此時期兒童的思維是循邏輯法則來推

理，但只限於眼見的具體情境或熟悉的經驗，到了高年級，則漸漸進入形式

運思期（11 歲以上），此階段兒童在面對問題情境時能夠從事抽象的邏輯思

維（王文科，民 78；張春興，民 90）。Piaget 認為遊戲是認知的工具，也就

是說，從遊戲的過程中，可以看出兒童的認知發展，智力就是從人們不斷適

應的行為中累積而成的，而適應是個體和環境互動的過程，因此 Piaget認為

提供孩子和實物互動的機會對孩子的發展非常重要（Frost,1988）。因此，運

動場地的規劃設計，應以呈現具體事物為主，讓兒童在與實體情境的互動中，

使學習成效更加提昇，生活經驗更為豐富。例如：在游泳池畔的公佈欄可張

貼場地使用注意事項，或在牆上畫出游泳的步驟圖等具體的情境布置；在球

場中，教師親自講解躲避球、籃球規則，並示範打球的技巧；在體育教學過

程中，要讓學童有具體操作的機會。  

（三）道德發展 

    Piaget的道德認知的理論，係以其「發展認識論」（Genetic Epistemology）

為基礎，其 1932年所出版的「兒童的道德判斷」（The Mord Judge of Child）

一書，將兒童道德判斷的發展劃分為「無律」（anomy）、「他律」（heter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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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autonomy）三階段；無律階段是指兒童從出生到五歲，其行為只

是一種感官動作的反應，而無道德意識可言；他律階段係指五至七、八歲的

兒童，其注重行為的後果而不顧行為的動機與意向，片面尊重成人權威，不

能做自主的道德判斷；自律階段是指八、九歲以後的兒童，其對於學校或社

會的各種規範，已能重新估計並作合理的修正，有選擇地接受，並從行為的

動機來判斷行為的好壞，且以相對的關係作平等互惠的道德推理，而不盲從

權威，步入了道德規範的「自為立法、自為執行與自為審判」的成熟階段（引

自伍振鷟，民 88）。就國民小學階段而論，低年級和中年級學童（6-10歲）

處於 Piaget所言的「他律階段」（heteronomous stage），而高年級學童（10-11

歲），則是處於 Piaget 所言的「自律階段」（autonomous stage）（引自

Shaffer,1999）。Kohlberg以 Piaget的認知發展觀點為基礎，採大樣本，包含

許多種族、不同性別等對象，進行橫向與縱貫的研究，將道德認知階段分為

三時期六階段；Kohlberg（1969）指出 9 歲以下是屬於前習俗道德期

（preconventional level of morality），此時期的學童在面對道德兩難情境時，

其道德推理判斷尚略帶自我中心傾向，凡事均先考量行為後果是否能滿足自

我的需求，而無法顧及是否符合社會習俗或社會規範，可分為避罰服從取向

（punishment-obedience orientation）和相對功利取向（instrumental-relativist 

orientation）兩階段；而 10-20 歲則屬於習俗道德期（conventional level of 

morality），此時期的學童在面對道德兩難情境時，其道德推理判斷通常是遵

守世俗或社會規範，又可分為乖男巧女取向（good boy/nice girl orientation）

和遵守法規取向（law and order orientation）兩階段。中低年級的國小學童正

值前習俗道德期，而中高年級的國小學童則正值習俗道德期。根據上述，規

劃國小運動場地時，應以學童為主體，從人性化的觀點來考量，開放學校運

動場地，讓學童能有更多時間，自由自在地使用學校更寬敞的運動空間，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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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能由他律階段邁向自律階段，由前習俗道德期順利進入習俗道德期。例

如：運動場地的設計，讓學童能安全且自由的進出，包括體育館、游泳池等；

田徑場的草坪在規劃步道時，可讓學童先踩踏一段時間，自然地踩出步道時，

再來做適當的設計與鋪設，不要讓太多的規定束縛了兒童的行動與發展；此

外，關於運動場地的運用與使用規則，可由學童組成的「自治市」來訂定，

以養成其自治自律、認真負責的精神與態度。 

（四）社會發展 

    社會發展（social development）係指個體在成長階段（自嬰幼兒到青少

年），由於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使其在對待自己與對待別人的一切行為，

隨年齡增長而逐漸產生改變的歷程（張春興，民 90）。近年來，在社會發展

方面的研究屢見不鮮，且貢獻良多（Baron, Graziano & Stangor, 1991; Campbell 

& Frost, 1985; Gibbs, 2002; Sondell, 2002）。馬信行（民 91）指出學生如未能

培養社會技巧以處理社會情境的問題，則可能導致人際關係差、長期適應不

良、影響心理健康，甚至犯罪。因此，讓學生在成長過程中能獲得健全的社

會發展是不可或缺的。Bandura（1986）強調兒童的態度、社會行為、價值觀

等的發展，是經由學習模仿和獎懲的強化與制約交互作用之下所建構而成。

社會學習論闡釋人類會在社會情境中學得各式各樣複雜的行為，並將行為視

為是「個人變項」和「環境變項」的共同產物，其學習論包含環境、個體和

行為三種因素，因此又稱為三元學習論；並且認為觀察是學習的基礎，觀察

學習是由學習者在情境中，非機械式反應的藉由觀察別人行為表現方式，以

及行為後果而間接學習的歷程，此歷程稱為模仿（modeling），模仿的對象

則為楷模（model）。在國民小學的教育環境中，教師往往是學生觀察學習的

對象，包括穿著、言談、與學生的互動等，其身教、言教及境教均深深地影

響著學生。除了學校的環境與教師的教導外，學生的社會行為也會從與同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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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動中學習而來，其人際關係的好壞會影響對事物看法與群性發展。Berg

和 Landreth（1998）認為在隸屬感的形成上，學童可能嘗試使用新的人際交

往技巧在真實生活中，經由如此試誤學習的過程，學習到與人建立關係更有

效的方法，團體因而成為學童每天生活的縮影；在如此的環境中，學童有機

會從同儕的立即性反應獲得替代性的學習；學童同時也發展對他人的敏銳觀

察，經由對他人的幫助，其自我概念也高度提昇。據此，運動場地的規劃首

先應提供學童足夠的運動空間和充分的運動設施，讓學童能在此互動空間中

學會合作互助、敬業樂群、人際相處之道；其次，在場地設施的設計上增加

學童相互接觸的機會，例如：遊戲場可增設組合遊具，且融入更多的遊戲器

材，讓學童能在遊戲中認識更多朋友，並使其社會行為能獲得充分且自然的

發展；此外，由於學童甚具模仿力，對先賢古聖、英雄群芳或對於社會、學

校等有特殊貢獻者，可在運動場地的一處設立其雕像，或是雕塑具意義的圖

像，讓學童能學習其中所蘊含的精神，以收見賢思齊及切磋砥礪之效。 

（五）情緒發展 

    情緒（emotion）係指個體受到某種刺激所產生的一種身心激動狀態（張

春興，民 80）。換言之，情緒乃是指個體受到內外在情境的刺激後所產生的

反應，基本的情緒可分為愉悅喜樂、憤怒生氣、悲傷難過、恐懼害怕和煩躁

焦慮等五類，而產生兒童各類情緒反應的內外在情境包含如下： 

1.在愉悅喜樂方面：雨後天晴、微風輕拂讓人神清氣爽；與同儕一起運

動揮汗、嬉戲玩耍；個人學業成就突飛猛進；即將放假時的興奮心情

等。  

2.在憤怒生氣方面：夏天豔陽高照讓人心浮氣躁，同學間為小事爭執，

吵得面紅耳赤；遭受同儕惡意中傷，深覺委屈滿腹。  

3.在哀傷難過方面：憶起感傷的往事讓人淚眼婆娑；打籃球碰撞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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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傷流血時；與同窗好友即將分離，心中充滿依依不捨之情。 

4.在恐懼害怕方面：受年齡較長或體格較魁梧的學童脅迫欺負；身心長

期受到家庭暴力的威脅；考試將屆，覺得準備甚不充分，害怕考得不

理想。 

5.在煩躁焦慮方面：吵雜不堪、噪音干擾的環境讓人心神不寧；寒暑假

即將結束，教師交代的作業未完成。 

根據上述，在規劃運動場地時，應該考量內外在情境的刺激對學童所產

生的影響，讓學童的情緒獲得最適當的抒發。例如：充實學校的運動場地設

施，讓學童能在更寬闊的活動空間中，快樂自在的跑、跳、玩耍，並透過運

動遊戲，拋開惱人的思緒；其次，在規劃設計運動場地時，可參酌學童的意

見，並考量性別與年級的差異，讓每位學童都有喜愛的場地設施可用，讓他

們從喜歡使用開始，進而常常使用，以讓其情緒能有最充分的開展；最後，

應該加強運動場地的綠化美化工作，在田徑場地的中央或兩側種植草地，在

其四周栽植花草樹木，在游泳池畔的周圍牆壁塗鴉上色，在遊戲器材的造形

上變化巧思等，美好和諧的環境可豐富學童的感官經驗，並且讓學童在學校

的每一天都能有愉快舒暢的心情。 

肆、規劃運動場地的開放 

Zellner（2002）指出在學習環境實驗室（the Laboratory for Learning 

Environments）中的成員協同工作，研究和傳播有效能的學校設計，其中包

含夜間或週末社區能使用學校設備，在非上課時間多元使用學校設備乃是新

的潮流。美國前副總統 Gore曾說：「在接下來的十年裡，我們需要興建或重

整數以百計的學校，全國的社區可以跨越世代與差異等不同方式來設計學

校。這些建築不只對學生有深遠的影響，更會擴及整個鄰里社區。」（引自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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巽綠，民 90）。當前國民小學與社區資源共享情形普遍，頻率頗高，校園開

放即是做法之一，在社區使用國小資源方面，最常使用的「人的資源」為學

校行政人員、「事的資源」為運動會、「物的資源」為操場（張碩玲，民 90）。

社區民眾使用學校運動場地時，以綜合球場和田徑場為主，其使用目的在促

進身體健康和讓心情愉快，且希望能增建多元化的運動場地（劉芳遠，民

90）。學校建築規劃應與社區發展相互配合，而學校運動場地的開放，有助於

推展全民運動，並促進學校與社區的聯繫和結合。許多研究顯示臺灣各社區

的運動場地設施普遍不足，因此學校場地成為社區居民運動最可利用的場

所，校園內的運動場地設施的開放，是能否落實全民運動的重要關鍵因素；

從另一角度來看，學校既負有社區教育的時代責任，開放學校運動場地設施

顯然是責無旁貸的責任，也是「學校社區化」的首要工作（林清山，民 76；

洪嘉文，民 91）。多數學校人員贊成校園開放，學校推行校園開放政策時，

應注意校園髒亂、資源受損、校園安全和經費撥補等問題，且在不影響學校

運作的原則下開放（張碩玲，民 90）。各級學校運動場地設施，除校內使用

外，對外開放的管理營運情形普遍不佳，國中、小之開放率明顯不如大專院

校，且甚至有一半以上學校未能訂定開放及管理規定，可見促使各級學校運

動場地設施「制度化」與「法制化」是為重要課題（鄭志富等人，民 87）。

透過政策法令的宣導，要求各級學校在不影響教學、訓練、生活管理及校園

安全的原則下，開放學校運動場地，供社區民眾使用；例如民國 71年所公布

的「國民體育法」第七條及民國 89年修正通過的國民體育法第七條中都明定

開放學校運動場所原則，而民國 91年教育部體育司公布實施的「國立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運動場地設施開放及管理辦法」第四條規定：「學校運動場地設施

在不影響教學及生活管理為原則下應配合開放，提供社區民眾體育活動使

用，並予適當之輔導。前項教學包含運動代表隊訓練；生活管理包含校園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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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因此，學校運動場地設施的開放，除了有其實際的考量外，更具有法

源依據。謝光復（民 90）研究指出要讓校園開放管理系統有效運作，除了政

府補助經費充實軟硬體設施，並以國防替代役的人力來協助學校外，學校經

營者應當更用心經營學校與社區的良好互動關係，強化「我們的學校」之共

同理念，共同維護、愛護的心，整合社區的資源以彌補學校人力、財力之不

足，讓學校不但不易遭破壞，且更能由於全面的參與而更茁壯。周惠如（無

日期）認為開放學校運動場地設施是學校教育與社區教育互利雙贏的工作，

有些運動場地設施在建築或購置時耗資昂貴，日後維護經費負擔也不輕，如

不善加利用使其發揮最大經濟效益，實為教育資源的浪費；而社區教育如缺

乏適當場地設施，則雖有優良師資、完善課程等軟體規劃，亦不免事倍功半，

因此開放學校運動場地設施是使學校與社區供需調和互利互惠之舉。開放學

校運動場地設施，使社區民眾走入校園，規劃他們喜歡使用的體育設施，期

盼學校與社區相結合，資源彼此互惠共享，讓學校的運動場地不僅能供師生

使用，亦能開放給社區，以落實全民體育的推展，達成所謂社區總體營造，

彼此是生命共同體的理念。 

伍、考量未來發展及前瞻性  

吳清山（民 86）指出未來校園環境需考慮：（1）塑造優美的教育學習環

境；（2）發展開放彈性的學校空間；（3）富有人文氣息的學校建築；（4）學

校設施與社區設施共享；（5）迎合時代所需學校的資訊設備。湯志民（民 91b）

認為所謂優質學校環境係指學校建築所建構的校園環境，具有優良的整體特

質，其各設施能夠符應或超越使用者的教育、生活和學習的需求，其定義的

內涵有：1.在規劃範疇上，包括校舍、校園、運動場及其附屬設施；2.在規劃

原則上，應掌握適切性、舒適性、效率性和安全性，學校環境的適切性可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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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數量、空間配置、教室形式和空間大小等方向來思考，舒適性可從設施

適用、環境衛生、美感舒適和環境氛圍等方向來思考，效率性可從樽節經費、

益增功能、運作效率和環保節能等方向來思考，安全性可從工程品質、安全

維護和消防避難等方向來思考；3.在規劃面向上，可從心理、生理、哲理、

管理、物理和地理環境面向來思考；優質學校的心理環境規劃，可思考的界

面有激勵、親和、互動和安全環境，生理環境包含的界面有有飲食、衛生、

保健和休憩環境，哲理環境包含的界面有教育、生活和科技環境，管理環境

包含的界面有安維、知管、物流和辨識環境，物理環境包含的界面有視覺、

聽覺和熱覺環境，地理環境包含的界面有地質、氣候和社區環境；其中對運

動場地的問題與省思，包含小學跑道的設置是否需要、室外游泳池的維護與

是否加蓋改為室內溫水游泳池等。學校運動場地的規劃若要符合未來的發

展，可以規劃設計優良的運動場地為參考範疇，作為本身的借鏡，甚至加以

創新，使運動場地成為優質學校環境的一部分。 

黃金柱（民 82）指出如何以前瞻性的眼光，兼顧目前的需要和預估未來

的需求，規劃興建事宜，乃是運動場地設備規劃最為重要的環節。鄭志富等

人（民 87）認為未來學校運動場地設施經營管理方向，應該在時間規劃上加

以多元化開發，在不背離學校的教學主體目標下，使運動場地及設施有最大

的使用效能。因此，在規劃學校運動場地時，不僅要提供足夠的活動空間與

設施，考量學校現況、師生需求與安全、場地開放等因素外，也需重視學校

未來發展願景，方能符合規劃理念。 

綜上所述，所謂營造優質的運動場地（如圖 4）係指從教育愛觀點出發，

用心地做好整體規劃，以滿足生活化、人性化、多元化需求，並建立一個能

展現活動力的優良運動空間之歷程；其應具備安全、適切、效率及舒適等特

性；並符合充實場地設施、強調學童安全、兼顧性別年級、規劃場地開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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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未來發展的理念，並將此理念由校內逐漸擴散到學校以外的地區；若能

夠營造優質的運動空間，一方面可讓教師在教學上充分運用，讓學童在上下

課時間愉快的運動遊戲；另一方面透過運動場地的開放，提供社區人士使用，

以促進學校與社區的良好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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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心 ：表示應抱持如 Spranger所言的教育愛，用心地規劃學校運動場地，讓使用者能

展現出活動力。 
雙箭頭：表示學校運動場地的開放使用應與社區相結合，建立社區與學校的良好互動關

係。  
虛線由細到粗：表示規劃理念由校內逐漸擴散到學校以外的地區，營造優質的學校運動場地。  
 

圖 4  營造優質的學校運動場地 

資料來源：營造優質學校運動場地的規劃理念，賴協志，民 92，第 1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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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民小學運動場地規劃的內涵 

本節首先闡明國小運動場地的規劃變項，接著將學校運動場地規劃的相

關研究加以歸納整理，茲分別敘述如下：  

壹、國民小學運動場地的規劃變項  

Duke、Griesdorn、Gillespie和 Tuttle（1998）研究學校設施與學生學習、

教師教學的關係，影響因素包括學校空間大小、設施新舊、經費問題等。

Earthman和 Lemasters（1998）指出學校設施中的建築年代、顏色、維修、教

室結構、氣候、空間密度、噪音、光線等因素會影響學生的學習成就。鄭志

富等人（民 87）在「全國各級學校運動場地設施調查研究」中，將其內涵分

為現況調查、開放使用情形及維護管理三層面。湯志民（民 80）在其博士論

文「臺北市國民小學學校建築規劃、環境知覺與學生行為之相關研究」中，

以臺北市 62所市立國民小學 2330名六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調查學校建築

規劃概況，主要變項包括班級數、學生人數、學校密度、建築經費、建校時

間、建築年代、活動空間、校園面積、運動場面積、校舍樓層、動靜規劃、

學校設施、建築位置、佈置設計，並探究其對環境知覺與學生行為的影響。

國民小學運動場地的規劃變項有很多，本研究參酌上述學者的看法，並考量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將規劃變項歸納為五項，包括：一、場地種類；二、開

放情形；三、學校規模；四、場地配置；五、場地密度；探討不同的規劃變

項中，學童對學校運動場地滿意情形的差異。 

一、場地種類 

學校運動場地是學童上下課的活動場所，能夠活動筋骨、嬉戲玩耍及促

進身、心、靈健康的地方。邱金松（民 65）認為所謂的運動場地是專供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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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活動使用，佔有面積的平面而言，如田徑場、籃球場等。蔡長啟（民 72）

認為體育場的種類及型態甚多，依照建築空間，可以分為室內體育設備及室

外體育設備，室內體育設備包括體育館、體操館、健身房、技擊館、室內游

泳池等；而室外體育設備包括室外遊戲場、各種球類運動場、田徑場、室外

游泳池、海濱浴場、露營地等。林萬義（民 75）指出國小室外運動場地應包

括運動場（含田徑活動）、遊戲場、球類場地及游泳池等。田文政、康世平、

蕭美珠和陳立宇（民 80）在運動場地規劃與管理的研究中，認為運動場地是

提供運動使用的場所，它可以是室外的，也可以是室內的，包括體育館、游

泳池，以及室外所有能提供運動之用的場所。臺灣省政府教育廳（民 80）認

為運動遊戲場地有室內室外之分，室外運動場包含田徑場、各類球場、游泳

池、遊戲場等，而室內的如各類體育館、室內遊戲場等。鄭志富等（民 87）

所進行的全國各級學校運動場地設施調查研究中，將運動場地的種類劃分為

田徑場、體操場地、韻律房、體育館、風雨操場、室內游泳池、室外游泳池、

室外專用場地、重量訓練室及遊戲場共十類。湯志民（民 89a）認為學校運

動場的種類主要可分為：（1）田徑場－包括跑道、跳高、跳遠和擲遠場；（2）

球場－包括躲避球場、籃球場、排球場、羽球場、棒（壘）球場、足球場、

手球場；（3）遊戲場－包括低年級遊戲場、中高年級遊戲場和屋頂遊戲場；（4）

體育館和風雨操場；（5）游泳池。民國 91年教育部體育司公布實施的「國立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運動場地設施開放及管理辦法」第三條規定：「學校運動設

施，其範圍包括體育館、田徑場、游泳池及其他室內外運動場館及設施。」

參酌上述的觀點，再加上吾人的淺見，本研究所稱的運動場地係指提供國民

小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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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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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

析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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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田徑場 

    田徑場是一般學校通稱的操場或運動場，通常包括跑道及田賽場地（跳

高、跳遠、擲部場地）等設施（王保進，民 77；湯志民，民 89a；臺灣省政

府教育廳，民 80）。本研究所稱的田徑場係指以跑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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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分別探析田

徑場的環境評估及其場地規劃注意事項。 

  1.田徑場的環境評估 

田文政等人（民 80）認為環境評估是現代建築的第一要務，依環境評估

的價值擬訂建築結構的設計、需求，以及可行的方案。從多準則評估

（multicriteria evalution）觀點來看，闢建學校田徑場（一般指操場），除了跑

道、田賽場地的設置外，是否還有其他的用途？例如：提供師生打躲避球、

籃球或排球等球類運動的使用，做為朝會、運動會、演講、跳健康操等之用

或是供兒童遊戲玩耍的場地，標準跑道或田賽場地設置的需求性是否符合學

校體育運動的發展目標與方向？這些多用途的功能及使用目標都應列入評估

範圍之中，也應列為評估的必要程序。另外也須評估其影響層面，田徑場的

跑道或田賽場地對體育教學的效果如何？田徑場中間應該植草或是闢建球

場？其成效為何？對師生的影響有多少？從成本效益分析觀點來看，由於田

徑場面積占校地面積的比例很大，是否能充分被全校師生使用？所花費的經

費與使用效益間是否相稱？學校是否需要標準的跑道？而本身可用的預算有

多少？依據規劃的目標、內容及校地面積多寡做結構概算，這些場地設施是

否可以長久使用？對教學的進行是否有很大的助益？以及其維護保養成本如

何？ 上述這些都是在規劃田徑場時所必須加以審慎考慮的，若是能做好運動

場地的環境評估，相信能闢建出優質且良善的田徑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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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田徑場規劃注意事項 

學校在規劃田徑場時，首先應注意方位選擇及場地位置，需考量太陽照

射的光線、風向的影響、出入、使用者的近便性及視野等因素；朱文明建築

師事務所（民 91）認為田徑場地規劃首重方位及座向，以避免運動或司令臺

之逆眩光干擾。教育部（民 91）編印的「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中規定跑道

直道以南北向為主，以避免逆光跑步。由於我國校園環境冬天受東北季風吹

襲的影響，田徑場的位置以設在西北方最適宜，而國內都市型學校的田徑場

有很多是設在學校的中央，四周是校舍及室內運動場地，如此會產生「風效

應」，影響體育教學的進行，且亦對教室的教學與活動產生干擾（田文政等人，

民 80）。 

在設計上應考慮設備標準規定、當地氣候、校地環境、場地形狀、面積

大小、體育教學特色、師生的需求等因素，以決定跑道的材質、長度、道數、

擲部場地的種類及設置的必要性。依據「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之規定，田

徑場以 400公尺跑道之田徑場為理想標準，至少需有 200公尺以上跑道，如

地形上之限制，以設置一條直線跑道為優先；跳部場地宜設置於田徑場外；

擲部場地，如鉛球、鐵餅和壘球擲遠，應視教學需要設置（教育部，民 91）。

跑道設計應依地形地勢、面積大小、土質等因素選擇適當的材質，如 PU、

PP或紅磚土，並且要定期維護保養，以延長其壽命，確保師生活動的安全。

田賽場地方面，在不影響師生使用原則下，應多種植草皮綠化，以利學生運

動、遊戲，並且可達到防風、防塵、綠化美化等功用。國民小學大多有環形

跑道，且以 200公尺的場地最為普遍（教育部體育司，民 74；鄭志富等人，

民 87）。當前國小跑道的使用效益不盡理想，體育課教學使用率低、學生休

憩活動實際運用少，且田徑選手培養的成效有限，與其所佔的校地比例及學

校經費投資間並不相稱（湯志民，民 89a）。在我們的經驗中，校園裡有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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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場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事，舖上 PU 的環形跑道成為標準配備，小學生玩沙

子、打躲避球、跳繩、踢毽子、在草地上奔馳、丟飛盤，快快樂樂地遊戲，

不是很好，為何不論是舊校修改或新設學校必有跑道的設計，我們真的需要

一個偌大的操場嗎？如果跑道改採設置較有彈性的草坪、林蔭空間或自然地

景，或者成為兒童的冒險樂園，學生是否更樂於操練自己的身體呢？學校畢

竟不是訓練短跑選手的場所（畢恆達，民 83；教育部，民 90；劉柏宏，民

86）。在國小運動場地上，是否真的需要標準田徑跑道及其他的場地設施，可

參酌各校師生的需求來規劃，或是讓運動場地的配置多元化，改變以往校舍

圍繞著田徑場（操場）的型態。美國高中、大學大多會設運動場跑道，初中

和小學則以大片草坪、各式球場和遊戲場為主，難得見到運動場跑道，值得

借鏡（湯志民，民 91c）。南投 921災後重建學校中，也有許多學校並沒有跑

道的設計，如：南光國小、育英國小、富功國小、土牛國小、廣英國小等，

或是改變傳統的配置，如：營盤國小採取 60公尺跑道，設寮國小以 80公尺

跑道貫穿操場、延平國小的植草磚等（教育部，民 90；許碧蕙，民 91），若

是要舉行一年一度的運動會及競賽，則可至該社區、學區或鄰近國、高中所

設置的田徑場借用，這是學校田徑場地規劃上可以參考的案例。 

重視田徑場的水土保持，具備良好的排水系統，使地面在下雨過後能避

免積水現象的產生，尤其是位置在山坡地上的學校更需特別注意。教育部（民

91）指出田徑場地應有良好排水澆水系統。田文政等人（民 80）認為田徑運

動場主體工程部分應依照設計標準施工，確實做好整地與填土、植草、暗管

的埋設、跑道及其周圍的排水及滲水工程等，否則排水不良造成積水，排水

不勻造成凹凸不平的地表，甚至因填料不勻造成土方流失、排水不良等現象。

同時應構築良好的灑水系統，可保養場地的草皮，在其周圍多種植樹木，以

達到遮蔭、防塵、防風、淨化空氣、綠化及美化的效果，全面落實綠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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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校園的理念，並且成為國小學童經常使用的活動空間。 

（二）室外球場 

室外球場意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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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教育部體育司（民 74）的調查，臺閩地區各級學校

普遍有的球類場地包括：籃球場、排球場、羽球場、桌球場等，較少有的場

地包括曲棍球場、棒壘球場等。鄭志富等人（民 87）將室外專用場地劃分為

綜合球場、籃球場、排球場、躲避球場、棒壘球場、網球場、手球場、木球

場、槌球場、足球場、合球場、高爾夫練習場及其他共十三種，整體而言，

在目前國民小學的室外專用場地中，設置比例最高的前五種場地分別為籃球

場（64.4％）、綜合球場（53.4％）、躲避球場（44.8％）、排球場（34.8％）及

網球場（23.9％）。根據湯志民（民 80）就臺北市 62所國小 2330名六年級學

生（男生 1171人，女生 1159人），調查分析結果顯示，男女學童最喜歡的球

類運動有性別上的差異，男生最喜歡的球類運動，前四項依序為「躲避球」、

「棒（壘）壘球」、「籃球」和「排球」，女生最喜歡的球類運動，前四項依序

為「羽球」、「躲避球」、「籃球」和「排球」，就全體兒童共同喜好來看，國小

球場應以「躲避球」、「籃球」、「羽球」為最優先。賴協志（民 91）的研究結

果顯示男女學童最喜歡的球類運動有性別及年級上的差異；在性別差異上，

女生認為最需要的球場，依序為「躲避球場」、「羽球場」、「籃球場」、「排球

場」、「網球場」及「足球場」，而男生認為最需要的球場，依序為「躲避球場」

「足球場」、「籃球場」、「棒壘球場」、「羽球場」；在年級差異上，二年級兒童

認為最需要的球場，依序為「躲避球場」、「籃球場」、「羽球場」、「足球場」、

「排球場」，四年級兒童認為最需要的球場，依序為「躲避球場」、「足球場」、

「羽球場」、「排球場」、「曲棍球場」，六年級兒童認為最需要的球場，依序為

「足球場」、「籃球場」、「躲避球場」、「棒壘球場」、「羽球場」；整體兒童對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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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的需求依序為「躲避球場」、「足球場」、「籃球場」、「羽球場」及「棒壘球

場」。湯志民（民 91b）認為運動不以跑步為限，但以跑道為主的體育設施，

卻占滿學校大部分空間，大人、小孩都比較喜歡的球場，如籃球場、排球場、

羽球場或躲避球場等，可否多予考量？因此，可從當前現況、性別、年級、

使用者需求等因素來規劃設計球場。各類室外球場基本設置原則包含如下（教

育部，民 91；湯志民，民 89a；蔡長啟，民 72；臺灣省政府教育廳，民 80）： 

1.室外球場的設置應考慮適當的位置及方向，位置應考量地形、土質及

地下水位，方向應考慮陽光和風向，以南北為縱，東西為橫，避免日

光直射，影響師生在球場的活動。 

2.室外球場應裝置夜間照明設備，提供社區人士活動之用，促進學校與

社區的共同發展。 

3.應與教學區有所區隔，配置於運動場地內。籃球場地不足的學校，應

在球場的四周可用之處多設置籃框架，以增加學生活動機會；而棒壘

球場宜設置在離校舍最遠之處，以免損壞建築物及其他設備。 

4.應與校區整體取得和諧，可在球場四周栽種花草樹木，以提供休憩、

乘涼、隔離、防風及美觀等功能。 

5.可將籃球、排球、羽球、網球和躲避球等球場規劃為綜合球場，以發

揮球場多功能用途，提高球場的使用率，且避免空間的浪費。 

6.各類球場的興建規格應依其設置要求而規劃設計，並且經常性的維護

與檢修。 

7.球場的設置應以學生的需求和興趣為取向。 

8.國民小學躲避球場、簡易籃球場在 6班以下應各設置 1面，在 7-24班

應各設置 1-2面，在 25-48班應各設置 2-3面，在 49班以上應各設置

2-4 面；在球場面積上，正方形躲避球場長寬均為 7-8m；雙圓躲避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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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內場半徑 5m，外場半徑 7m；往返躲避球場長 18-20m，寬 9-10m；

長方形躲避球場（如圖 5）長 24-26m，寬 12-13m（五年級用）或長

26-28m，寬 13-14m（六年級用）；混合躲避球場內場半徑 8m，外場半

徑 10m；而簡易籃球場（如圖 6）長為 21-26m，寬 12-24m。 

 

  

圖 5  國民小學長方形躲避球場 

資料來源：國民小學設備標準，教育部國民教育司，民 70，第 633頁。 

 

 

 
 

圖 6  國民小學簡易籃球場 
 

資料來源：國民小學設備標準，教育部國民教育司，民 70，第 6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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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遊戲場 

遊戲是由內在動機引起，並因其本身而持續的一種自由自發、自行參與

的愉快活動（湯志民，民 91a）。學童通常不會等到某一個特定的時間玩遊戲，

只要有機會，學童就會玩，遊戲是學童經驗和發掘世界的重要媒介（Bowers, 

1988）。在遊戲過程中，應了解學童及其遊戲夥伴的身心發展狀態，與學童建

立平等的關係（egalitarian relationship），多給予鼓勵，並且幫助學童獲得對

事情的洞察力（Kottman, 2003）。從治療的角度上來看， Klein指出遊戲可以

克服恐懼，Sutton-Smith認為遊戲有助於認知發展， Isaac發現遊戲能夠促進

探索、語言和理解等能力（引自 Frost,1988）。遊戲的目的在促進智能發展、

身體發展、社會和情緒發展(Brewer, 2001)。傳統遊戲場的規劃設計和兒童身

體發展是相關的，而現代遊戲場的規劃設計應能支持兒童的身體、認知和社

會情緒的發展（White & Coleman,2000）。根據賴協志（民 91）的研究顯示兒

童下課時間，在離開教室後，最喜歡去的室外場地為遊戲場和球場，在年級

的差異上，二年級的兒童最喜歡去遊戲場玩，四年級兒童選擇「遊戲場」的

排序是第二位，此研究結果和湯志民（民 80）及吳旭專（民 89）的研究結果

一致，低、中年級的兒童比較喜歡去遊戲場玩，而高年級的兒童較喜歡待在

「球場」，遊戲場排序是第四位，顯然和低、中年級的兒童有很大的不同。遊

戲場可說是低、中年級兒童下課嬉戲玩耍、休憩活動的場所。 

1.遊戲場的類型 

1886 年在美國波士頓成立的第一座遊戲場,就只是照著柏林的沙石公園

設計了一些沙丘而已,當時的戶外遊戲場被稱為戶外體育場（Frost,1988）。本

研究所稱的遊戲場是指在室外永久設置（含可移動）的無動力兒童遊戲設備

之場地，包括遊戲空間、遊戲設備和附屬設施（湯志民，民 91a）。遊戲場的

類型可分為傳統遊戲場、現代遊戲場、冒險遊戲場和創造遊戲場四種（湯志



                                                              第二章  文獻探討 

 43 

民，民 87、91a ; Frost,1978、1988、1992），茲敘述如下： 

（1）傳統遊戲場 

只要一個有草、有樹、有沙、有水的地方,孩子就可以玩得起來,但隨著都

市化,高樓大廈、停車場佔據了我們生活的空間,大自然的遊戲場也由公園、校

園和家裡的後院所取代,於是才開始有了鞦韆、蹺蹺板和旋轉木馬等遊戲設施

的產生（Bowers,1988）。傳統遊戲場是一種正式的遊戲場，由金屬或鋼具結

構的設備所組成，並零星的散布或成排的固定在水泥或柏油平脊地上，較單

調而無趣，典型的設備包括：鞦韆、滑梯、蹺蹺板、攀登架、立體方格鐵架

（jungle gym）和旋轉裝置（merry-go-round），皆為運動遊戲（exercise play）

和大肌肉遊戲（gross-motor play）而設計，基本上是有限制或單一功能（湯

志民，民 87、91a）。 

隨著人們對遊戲的認識加深,遊戲場的設計也開始受到關注,但是過去數

十年來,大部分的遊戲場卻流於危險性,對兒童的發展也沒有幫助,源於二十世

紀初的傳統遊戲場,其遊樂設施總是在堅硬的地面上架起厚重又固定的綱骨,

即使到目前為止 ,這種綱架模式的遊樂設施仍是小學校園的主流

（Frost,1988）。Campbell, Frost, Hayward和 Strickland 指出傳統遊戲場適合運

動和比賽的遊戲，然而在遊具都已經定型的傳統遊戲場中,孩子只能靠想像和

模擬情境來玩角色扮演，無論從安全和兒童發展的觀點來看,傳統遊戲場均有

其不足之處,在使用率方面,傳統遊戲場還不如隨便的一塊空地或是馬路,當然

傳統遊戲場的使用情況也不能跟創造遊戲場和冒險遊戲場相提並論（引自

Frost, 1988、1992）。 

（2）現代遊戲場 

現代遊戲場是一種正式遊戲場，也稱之為設計者遊戲場（the designer’s 

playground），由專業建築師或設計者運用製造業者的設備所創作的，強調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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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具有高度美感品質，並配有多樣化功能的設備和連結的遊戲區（linked play 

zones），其設備是由昂貴的木具、金屬器械和橫木（如鐵軌枕木）所組成；

這些遊戲設施都是集中擺設，包含有：輪胎鞦韆、平衡木、木造攀爬臺、圍

起來供扮演遊戲的場地、架梯、輪胎陣、吊橋、滑輪纜繩、隧道、滑梯等；

其優點在於該遊戲設施能提供多樣化的遊戲經驗，缺點為造價較高（湯志民，

民 87、91a）。 

（3）冒險遊戲場 

冒險遊戲場源自丹麥，Sorensen在 1943年於丹麥的因得阿鎮（Emdrup）

建立了第一座所謂「廢棄物遊戲場」（waste material playground），從此開啟

遊戲場的新頁（Allen,1968）。倫敦冒險遊戲場協會（London Adventure 

Playground Association）對冒險遊戲場的界定如下（引自 Frost,1988）： 

冒險遊戲場是一塊孩子可以自由從事許多活動的區域 ,冒險遊戲場的規模不限 ,

小至 1/3英畝，大至 2.5英畝不等，在這裡有房子、畜欄（dens）、攀爬的設施

（climbing structures）,孩子可以玩水、玩沙、烹煮、挖洞、捏土，做各式各樣

的活動；有兩位全職的遊戲領導人，他們是孩子的朋友，負責幫助他們玩遊戲，

除了戶外的設施，冒險遊戲場還有一個大型的木屋，在這裡備有畫畫等室內的

遊戲，當天候不佳時，孩子就到這個木屋從事一些遊戲活動。（p.15）  

冒險遊戲場是一種高級的非正式遊戲場，運用一個圍籬區，以自然的環

境及各式各樣的廢棄建材（scrap building material）規劃而成。兒童在受過訓

練的遊戲指導員（playleaders）督導和協助下，運用原始器材建構和重建他們

自己的遊戲世界；除了儲物架或儲藏室之外，設施都是臨時性的（湯志民，

民 87、91a）。 

Frost（1988）認為冒險遊戲場的理念符合 Dewey 的兒童從經驗中學

習 ;Piaget 的兒童從操弄實物經驗中學習 ;Keats 的除非經驗否則毫無意

義;Whitehead 的兒童教育從發現的喜悅開始;Schiller 的遊戲就如藝術一般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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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全然的自由；很可惜這種源自歐洲的冒險遊戲場並未被美國接受,其原因可

能是嫌冒險遊戲場不夠乾淨整齊，對遊戲本質不夠重視及安全性的考量。 

（4）創造遊戲場 

    創造遊戲場是一種半正式的遊戲場，介於高級正式遊戲場和破爛物或冒

險遊戲場之間，結合其他類型遊戲場的特色，以符應特定的社區或學校的需

求，其設施是運用革新的建材，廣泛採用手工設備、閒置器材，例如：輪胎、

破家具、電線桿、鐵軌枕木、電纜線軸、廢棄水管等，由家長、教師和兒童

來規劃建造，並有遊戲場專家協助（湯志民，民 87、91a）。表演和建構的遊

戲見長於創造遊戲場（Campbell & Frost,1985）；在一堆可供拆卸和組裝的玩

具中,創造遊戲場能讓兒童在遊戲中透過操作盡情地做角色扮演（Strickland, 

1979）。  

陳文錦和凌德麟（民 88）曾對臺北市 137所公立國小遊戲場進行調查研

究顯示遊戲場以傳統式最多，現代式次之，而二者都有的則較少。湯志民（民

87、91a）認為國內小學以傳統遊戲場最為普遍，現代遊戲場及創造遊戲場正

在起步當中，冒險遊戲場在國內相當少見，因此建議國小將冒險遊戲場設置

的精神、內涵與現有的簡易現代遊戲天地相結合，作更為整體性規劃的擴充，

以豐富兒童的遊戲天地。 

遊戲場意謂在室外永久裝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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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採的遊戲

場設施種類，乃是依據上述的分類方式，然而由於國內少有冒險遊戲場及創

造遊戲場的設施，所以本研究將遊戲場分類為傳統遊戲場及現代遊戲場，其

設施包括：滑梯、鞦韆、雲梯、梅花樁、垂直跳躍架、浪木、踏臺、肋木、

迴轉椅、輪胎活動場、繩橋、爬竿、弔球、攀登架、蹺蹺板、組合遊具及其

他等十七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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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遊戲場規劃設計的準則 

  遊戲場的規劃往往未能給予兒童足夠的空間、多樣的設施和適當的位

置，相對地限制了兒童整體的發展。陳文錦、凌德麟（民 88）研究發現當前

臺北市國小的遊戲設施，大部分僅是在校園中劃出一區以隨便設置一些固定

設施或套裝遊具，常沒有良好的規劃與設計。Bowers（1988）認為兒童天生

的遊戲本能是一種探索、創造和控制的本能,這種在本質上就和傳統遊戲設施

本身的侷限性衡突,那種一次只能容納一位兒童、以一種方式玩的遊戲設施嚴

重限制了兒童想像的樂趣。Frost（1988）認為很多小學在遊戲場所的設計上

仍未顧及兒童發展的需要,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很多人還認為遊戲是浪

費時間的行為,另外也是因為很多人輕忽了遊戲的好處,其實已經有愈來愈多

的研究顯示遊戲對個體發展上有多種優點。由此可知，我們應該重視遊戲場

的規劃設計，使其發揮正向的功能，促進兒童身心健全的發展。適合學童發

展的遊戲場和傳統美國小學的遊戲場截然不同 ,美國國家小學遊戲場設施調

查（the National Elementary School Playground Equipment Survey）顯示前十項

最常見的遊戲設施為：單槓（chinning bars）占 16%,鞦韆（swings）占 13%，

爬梯（overhead ladders）占 10%，滑梯（flat slides）占 9%,爬竿（fireman’s pole）

占 9%，平衡木（balance beams）占 8%，木樁（monkey bars）占 8%，蹺蹺

板（see-saws）占 6%，雙槓（parallel bars）占 5%，測地學的圓屋頂（geodesic 

domes）占 3.5%，玩沙的遊戲（sand play）只占 1.3%，玩水的遊戲（water play）

也只有 1%（引自 Frost,1988）。依據「國民小學設備標準」之規定，我國國

民小學遊戲場之遊戲設備與器材應包含：滑梯、鞦韆、雲梯、梅花樁、垂直

跳躍架、浪木、踏臺、肋木、迴轉椅、輪胎活動場、繩橋、爬竿、弔球、攀

登架、蹺蹺板等十五種（教育部國民教育司，民 70）。根據鄭志富等人（民

87）的研究發現國民小學遊戲場的設置率高達 90.2%，其中最常見的設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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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梯（88.9%）、鞦韆（73.4%）、爬竿（70.7%）、蹺蹺版（56.8%）、攀登架（51.7%）、

輪胎（33.0%）、雲梯（31.4%），其餘設施之設置率則在 3成以下。由此顯示

出國民小學遊戲場設施有待更加充實的必要性。湯志民（民 89a）認為目前

國內國民小學單調直線式或分離式的遊戲場設計，缺乏整體的規劃概念及獨

特精神，這值得我們探究並尋求改進的重要問題。Bowers（1988）指出只要

孩子天生的探索行為被固定單一設計的遊戲設施所桎梏,就很難避免危險發

生；除了建材的要求,施作的過程也要通過嚴格的品管,例如不能有尖銳的邊

緣、不能有斷裂的殘片、不能有缺口、不能有突起的螺絲釘,孩子的精力旺盛,

遊樂設施要足以負荷孩子激烈的使用,才不會發生危險。遊戲設施的安全性可

從二個層面來探討，一是就設計者的觀點而言，乃是將累積在設計上及使用

上的經驗用於防範或評估新設計之設施的危險性上；另一是就使用者的觀點

而論，乃是透過使用者的行為能力或對意外傷害的反應能力來評估遊戲設施

的安全性（林風南，民 77；林惠清和林惠雅譯，民 78；侯錦雄，民 74、75；

侯錦雄和林鈺專，民 82; Bruya,1985,1988）。美國愛荷華大學 1973 年在防止

遊戲場意外發生的報告中指出 ,不到一半的遊戲場意外肇因於遊戲設施建造

或維護不良,其餘的全都是因為不當使用所導致的傷害,但是所謂不當使用究

竟是孩子的錯,還是遊戲設施本身的設計就不能符合孩子天生對遊戲的需要

（引自 Bowers,1988）。根據 Bowers (1977)所作的研究顯示，在兼顧機會均等

且安全無虞的情形下,有障礙的孩子所選擇的遊戲和無障礙的孩子類似。

Bowers（1988）指出目前美國有七百萬學齡兒童因骨骼、肌肉或神經發育不

全而被認定為身體、智力或情緒障礙的兒童，如果要滿足所有孩子的遊戲需

要,勢必這些人工的遊戲設施要能適合所有年齡層的孩子。因此遊戲場應當具

備多樣化的設施，採多元的規劃設計，以符合兒童對事物的好奇、探索與創

造的能力，且應重視遊戲場的近便性與安全性，讓所有的兒童除了能夠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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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使用遊戲設施外，更能在遊戲場中安全、自在、快樂的遊戲。 

Bowers（1988）根據孩子的發展和遊戲需要，擬定七點遊戲設施設計的

準則。包含如下： 

（1）所有孩子都可以玩 

  遊戲場應設在適合孩子玩耍的社區,遊樂設施應兼顧安全和使用方便,並

且可以讓孩子獨自操作,不但尚在學步的小小孩可以玩,比小小孩稍大一點兒

的小孩也可以玩,同時這樣的遊樂設施還要能夠帶點兒挑戰性,讓即使肢體發

展比較快的孩子也會覺得很好玩。 

  因為孩子在肢體、智能的發展上不盡相同,不同年齡的孩子需求也不一樣,

因此遊樂設施必須要有精心的設計,例如緩慢傾斜的坡道、帶有扶手的階梯和

通往高地的休息平臺。 

（2）高低落差的安全距離 

  Bowers (1977)的研究指出孩子喜歡爬，爬得愈高愈好，但也因此很容易

發生危險，在表面鋪上軟墊或許可以降低危險，除此之外，遊戲設施緊鄰的

高低階不超過 18英吋對學齡前的孩童也是合理的設計。 

（3）斜坡設計的多樣性 

  斜坡的坡度要平滑,最高角度不超過 45度,依此原則去變化各種角度,讓孩

子在其中可以滾、可以爬,此外,斜坡的坡度要寬到足夠讓一個以上的孩子同時

滑下。 

（4）半隱蔽空間 

  孩子都喜歡在有點隱密的空間玩,但是在半隱蔽空間玩還是要注意方便

性及安全性,所謂半隱蔽空間應該是遮蔽的、安靜的空間,可以讓孩子恣意的在

其中玩各種想像的遊戲或做角色扮演,因此它的設計很抽象 ,而不是任何具體

特定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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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複雜性和刺激性 

  Fowler 認為好的遊樂設施是能夠讓孩子玩到樂此不疲且不厭倦,因此遊

樂設施本身功能的複雜性與否可以決定孩子的使用率（引自 Bowers,1988）,

比如在結構上改變大小和形狀或者在材料上改變顏色和質地都是能夠刺激孩

子興趣的例子,而如果遊樂設施本身可以拆卸重組的話,更可以不斷營造新的

遊戲環境。 

  Nicholson的鬆散組件理論（Theory of Loose Parts）強調活動式玩具的重

要性,他認為那種軟軟的、鮮豔的、輕輕的玩具,配合各種不同的形狀和質料,

以及大自然本來的沙和水 ,都是增加孩子遊戲經驗的好玩具（引自

Bowers,1988）。 

（6）互為相連的遊戲網 

  在互為相連的遊戲網中,孩子可以很容易地從這個遊樂設施到另一個遊

樂設施,也就是在這個遊戲場中,各個遊樂設施靠著彼此相連的「通道」互為連

接,例如滑坡、斜道和階梯。 

  Shaw 將以上這種遊戲網稱為「合一的遊戲架構」,在他一項名為創造學

習的計畫中,他發現合一的遊戲架構較之分散的遊戲架構更能呈現多元的遊

戲方式（引自 Bowers,1988）。 

（7）堅固的材料、品質的施作 

  堅固的材料係指無毒、耐用及適合遊戲的氛圍,亦即遊樂設施除了在設計

上必須符合孩子當下且自然的遊戲特質外,還要配合高規格的建材要求。 

遊戲場基本設置原則包括以下幾點（陳文錦和凌德麟，民 88；湯志民，

民 87、89a、91a；臺灣省政府教育廳，民 80）： 

（1）遊戲器材可集中或分區設置，惟離使用者教室不宜太遠，以免降低使用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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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設施的配置，應依課程規定，顧及兒童之喜好，應用具親和力之遊具材

料，並配合地形、面積逐步進行。 

（3）場地規劃符合統整且具創意的設計，使活動主體成為四周最複雜部分的

中心。 

（4）遊戲場應力求平坦、鋪設草皮，並避免置放尖銳設施，以維護師生安全；

加強維護管理，兼顧安全及耐用的基本原則。 

（5）遊戲器材之設置，首應考量其安全性，舉凡器材之設計、材質、空間、

位置等，應有安全防護設施，俾對學生之活動作必要的保護。 

（6）遊戲器材的選擇，須配合學生生理年齡、心理需求、性別、身高等因素。 

（7）設施的性質種類上，應選置「刺激而又多樣」的現代化體能設施，可多

設一些新穎、益智的遊戲器材，以滿足學童活動慾望，更激發其創造思

考能力。 

（8）中高年級使用之遊戲器材，可結合體能訓練，建構成為體育循環教學區。 

（9）每種遊戲器材，應標示正確使用方法，並訂定使用規則；能符合 CNS

國家標準之嚴格要求；遊具的製造商應善盡其責任與義務。 

（10）不適用的器材與場地應予封閉，張貼警告標示，並儘速修復或拆除。 

（11）各種器材、設備、活動場地，應採定期和不定期檢查，作成紀錄，以

利檢討和改善。 

兒童遊戲場的規劃需考量的因素相當多，應當兼具普遍性，讓所有兒童

都能玩；個殊性，依據兒童的性別、年齡、身心發展狀況及個別差異做最適

當的規劃；統整性，考慮場地的配置，與四周環境的相容與否，器材設備的

連結等因素，規劃適當的動線，以建構互為連接的遊戲網；複雜性及刺激性，

滿足兒童遊戲的慾望與興趣；安全性，重視遊戲場的施工品質，加強遊戲設

施的安全穩固，設置專則單位定期保養維護，且校方、教師應宣導並教導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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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安全遊戲的方法；多樣性，考慮場地、器材設備的多樣與否，增加遊戲場

的吸引力及趣味性，鼓勵兒童探索並豐富其感官經驗；近便性，讓所有的兒

童，包括行動不便的兒童，能夠親近，方便使用遊戲設施；創造性，能善用

巧思、使造形新奇並具多功能，以滿足兒童好奇心，激發兒童的想像空間和

創造本能。 

（四）體育館（或室內球場） 

Cohen（2001）指出體育館的建築結構是能夠提供遮風避雨的場所

（shelter），必須具備多種用途、多目標的運用，並且能保護設施，延長設施

的使用期限及效用。學童在體育館內活動，除了不受風雨的影響外，又能免

除酷熱夏季陽光的曝曬及凜冽寒冬寒氣的侵襲。體育館是室內體育場所，或

稱為室內體育教室（indoor physical education room），又可稱為「風雨操場」

（湯志民，民 89a；臺灣省政府教育廳，民 80）。國小室內大型集會場所的設

置可歸納為四類，包括：禮堂式、活動中心式、附設於校舍大樓的類型及巨

蛋中庭式（臺北市永安國小屬於此種類型），其中又以活動中心式的設計最多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第三科，民 90、91）。最完善的體育館應包括籃球場、

排球場、網球場、游泳池、舞蹈室、桌球室、體能訓練場等，惟因限於應費，

如能附設籃球場、排球場、羽毛球場以及桌球室，即已相當不錯了（臺灣省

政府教育廳，民 80）。體育館（或室內球場）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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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規劃如同大樓、校舍的興築，

比興建田徑場、室外球場、游泳池都要來得複雜繁瑣許多。Gyure（2001）認

為禮堂和體育館能提高學校建築物的角色而成為社交和文化的中心。田文政

等人（民 80）認為體育館為永久之建築物，其興建除了工程費時外，整體結

構、防水避震等都應考量，從測量、鑽探地質、規劃至施工完成，必須耗時

短則兩年，多則三、五年，可以想見其中的工程是何等的艱鉅，其規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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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須審慎周詳；而其規劃設計的基本理念應本於前瞻性、歷史性、國際性及

未來性的發展目標。Huddleston（2001）指出體育館應小心地注意到設計與

維護，加強設施的型態，包括置物間有無氣味、地板的選擇、通風良好與否

及清潔之道。Steinbach（2001）認為體育館應多目標發展，例如：評估其各

表面地板的利益，應探究地板的耐久性（durability）、伸縮性（flexibility）及

裝置的舒適感（ease of installation）。 Rittner-Heir（2001）認為學校的體育館

和禮堂的高處應注意清潔工作的技術與設備。以下分別說明國小體育館（或

室內球場）設置時應注意的事項（教育部，民 91；湯志民，民 89a；臺灣省

政府教育廳，民 80）： 

1.體育館的方位宜採南北向，避免東西向。窗戶宜採高窗式，且要寬大，

使館內光線充足、空氣流通。體育館為眾多師生聚集活動的場所，亟

需良好之通風規劃，如自然通風不足，尚可增設機械通風裝置。 

2.體育館的設置，以能連接田徑場，設置於動態區為原則。為方便社區

人士的使用，應鄰近馬路，靠近停車場，並有道路方便直接出入，或

與側門相聯繫，以利校外人士進出和校園安全的維護管理。 

3.體育館建築首重安全性，因此無論設計、建材與施工，務期達到絕對

安全的要求。 

4.目前體育館的建築，應考慮使用的多功能性、多樣性及變化性。在多

目標設計上，如校地有限或基於建築的多目標用途，可將體育館、禮

堂、游泳池合併設計為活動中心，以增加其使用效益。 

5.體育館多為長方形、橢圓形。如面積許可，可加設舞臺，其位置應在

不影響體育活動又利觀賞之處。 

6.在附屬設施上，體育館可附設器材室、更衣室、淋浴設備、飲水機、

體能訓練室、看臺、廁所等，以利體育教學活動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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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體育館內有設置觀眾席的，也有不加設觀眾席的。所設置的觀眾席，

又可分為活動的及固定的二種。無論何種，均須注意其堅固性及安全

性，以避免發生任何意外。 

8.體育館供作球類活動，且常須懸掛吊繩、吊環、單槓、雙槓等體操運

動設備，是以天花板必須有適當的高度。過低，無法實施球類活動，

過高，則影響採光。 

9.牆壁宜平直光潔，切忌凸出凹入或尖面，以免運動碰撞發生危險。牆

壁及天花板，應裝設隔音及吸音設備，以減低噪音及回聲。 

10.在結構建材上，應避免使用力霸鋼架。地板應堅硬而有彈性，並能防

腐。其材料以硬木、糖楓木最佳，其次為洋松、柳安、檜木。如限於

經費，也可採用水泥鋪面、水磨石子及塑膠地板或其他材料。 

11.在管場面積上，體育館的面積，至少要能容納一座標準籃球場，以國

小為例，其長度為 26~32m，寬度為 18~22m。 

12.體育館除大門可內開外，其他出入口應以外開為宜，採滑輪式推門亦

可。通常側門可設六至八個，另側門中應有一門需有 2.5 公尺以上寬

度，以利搬動大型器具出入。 

（五）游泳池 

游泳是一項大眾化運動，適合各年齡層參與，從幼童到中老年人都可以

從事游泳運動，進而享受運動所帶來的樂趣，且具有強身、健美、社交、醫

療、競技、休閒等功能，極富實用價值（詹俊成，民 91）。孩童時期的模仿

能力強，浮力較好，從小學開始學習游泳是最好的選擇，且愛水玩水是孩子

們的天性，從小開始培養學生的游泳能力，以養成自衛的能力，甚至更深一

步還可以自救救人，所以在中小學打好游泳的基礎是游泳運動發展的基石（陳

和睦，民 91）。本研究所稱的游泳池係指提供師生進行體育教學、游泳、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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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從事競賽活動等用途的場所，可分為室內與室外兩種。根據教育部（民

89）的調查，全國各級學校總計 4018所，而有游泳池學校（含溫水 112所、

普通 269 所）只有 381 所，約 9.48%，所占的比例甚低，這是極大的隱憂，

因此各級學校普設游泳池，充實改善學校游泳池設施，應是我國日後推展全

民體育的目標。Ephron和 Bishop（2001）指出學校游泳池應該提昇其品質，

減少維護成本，並且讓設施能更安全的被使用，在較老舊的游泳池中，必須

具備三種更優良的技術，包括：循環流通（recirculation）、過濾（filtration）

和除濕（dehumidification）。透過小心的規劃設計，讓游泳池的活動空間和水

質保持良好，防止意外的產生，讓學童能安全且健康的在池裡遊戲運動

（Fawcett, 2000 ; Ishmael, Begleiter, & Butler, 2002）。以下分別說明國小游泳池設

置時應注意的事項（吳永祿，民 85；教育部，民 91；臺灣省政府教育廳，民

80）： 

1.游泳池之使用以教學為主，競賽為輔，並依使用者游泳能力、性別、

年級等因素妥為設計。 

2.游泳池分為室內與室外兩種。如設於室內，較不受天候限制，四季均

可使用，應儘量避免設於地下室，以設置於一樓較理想；如設於室外，

以地面式較佳，然會受下雨及冬季天冷影響，而減少開放使用機會。 

3.應設於校園的動態區，需與田徑場及馬路間有適當之間隔距離，以免

遭受風沙及灰塵的污染，或於泳池四周設置隔牆、種植樹木加以阻隔；

為便於管理與維護安全，四周宜環設圍欄。 

4.國小游泳池的建造，首在不漏水，採用高品質的建材及正確的施工，

可避免發生龜裂的漏水現象，此外還應避免地下水及雨水侵入池內；。  

5.游泳池的形狀應以長方形為最佳，若校地不足，亦可考量利用畸零地

規劃興建非長方形游泳池。 

6.游泳池在設計上應注意將乾溼區予以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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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國小游泳池的水深標準原則：最淺處為 0.8公尺，最深處為 1.2公尺；

以 25 公尺、8 水道的規格設計為原則，若條件允許，亦得設置 50 公

尺、8水道之游泳池。 

8.在主體設施上，泳池的池底，宜有一端淺，一端深。池底也應有適當

的傾斜，形成淺水區與深水區，俾有利於練習、比賽及跳水；又池底

也應設置明顯的分隔線，原則以黑色為宜，以便比賽時分隔水道用； 

目前國小游泳池看臺使用率低可考量不予設置，如確需設置看臺時，

則以設於游泳池長邊較為理想；池底型式宜採用「V」型較為理想；

池邊的溢水槽應儘量設於距池邊約 10cm處之地面上，並應加水槽蓋；

入池扶梯應考量在深、淺水區均設並應儘量設於池壁內；出發臺在目

前使用偏低，不需設置，如需設置時儘量以活動式設施為宜；池邊活

動區的大小最少應以可容納二個班級同時進行活動為宜；為提供小學

生合理游泳教學環境，應設置遮陽蓬，並儘量採以活動式設置。 

9.在附屬設施上，每校每池均應設置衛生服務設施，且應考慮至少容納

二個以上班級學生同時上課使用之需；應設置水質過濾與消毒機電設

備，使池水經常保持清潔；應定期換水，並經常清理池底及浮在水中

的污物，以保持潔淨的水質；排水口應有適當高度，以能自然排出為

宜，避免動用抽水設施；其四周應有適當燈光照明設備，以作夜間游

泳之用；應設管理室、更衣室、盥洗室、廁所及男女有別的出入口，

尚可設置鎖櫃室，以便存放游泳者衣物；洗腳池應設於進入游泳池周

圍活動區之前；行政支援設施除機械室、器材室應予設置，其他如管

理員室可與醫護室合併規劃。 

10.國小游泳池的池底池壁及四周牆壁在色彩上應可考量突破以往單一

顏色，給予多樣的色彩選擇；牆壁及池底宜鋪設白色磁磚或築不銹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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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壁，既便於清洗，且便游泳池清澈見底，以利救生員進行救護行動。 

11.室內游泳池可透過熱水加入法、循環通過熱氣管法、噴水蒸汽法或其

他方式，設計成溫水游泳池，使泳池整年均可使用；每校均以設置溫

水游泳池為長期計畫，以分區或擇校設置為手段，逐年發展設置。 

本研究為了探析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童在運動場地上的使用情形、使用的

意見及使用後的滿意情形與期望，所以要找出運動場地中五類俱全的學校，

即具有田徑場、室外球場、遊戲場、體育館（或室內球場）及游泳池的國民

小學；因此，將場地種類分為兩大種類，一種是五類俱全的學校，另一種則

是缺一類以上的學校。 

二、開放情形 

    鄭志富等人（民 87）在全國各級學校運動場地設施調查問卷中，將運動

場地的開放使用狀況畫分為四類，包括：對外免費開放、對外租借、會員制

收費及部分收費（單次收費）。本研究參酌上述分類，再考量當前臺北市公立

國民小學的現況，在自編的「臺北市國民小學運動場地設施調查表」中，先

分別調查田徑場、室外球場、遊戲場、體育館（或室內球場）及游泳池的開

放情形，分為未開放、對外免費開放、對外租借、會員制收費及部分收費（單

次收費）五種，以了解臺北市公立國民小學運動場地當前開放使用情形；接

著將上述運動場地五大種類俱全學校的開放情形分為兩類，一類是場地完全

開放，係指運動場地五大種類皆開放給學校及社區人士使用，另一類則是場

地不完全開放，係指運動場地有一種以上未開放供學校及社區人士使用，以

探討學校運動場地不同的開放情形中，學童對學校運動場地整體的滿意度，

最後，以自編的「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童運動場地規劃意見與滿意度調查問卷」

調查學童對學校在放學後、假日或寒暑假時，進入學校運動場地遊戲或運動

的開放情形滿意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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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規模 

學校規模（school size）通常是就學校班級數或學生人數多寡而言，在學

術研究上，歐美國家大致以學生人數作為指標，日本和我國則以學校班級數

為指標（湯志民，民 89a）。本研究所稱的學校規模係指國民小學普通班的班

級數。吳清山（民 78）對臺灣地區 190所公立國民小學所作的研究結果顯示：

學校規模在 13-24 班左右的國民小學是最具學校效能的。關於「每生享有樓

地板面積」規劃基準的分析結果，臺北市可以全部統一採用學校班級規模分

為四類方式，建議規劃基準包括：學校規模 24 班以下者（21 校）為 22 ㎡/

生；學校規模 25-48班者（37校）為 18㎡/生；學校規模 49-72班者（34校）

為 14㎡/生；學校規模 73班以上者（20校）為 10㎡/生（黃世孟、高忠敬、

陳燕菁和林明志，民 87）；在日本方面，由於其國內的小學，學校總班級數

的規模大於 24班以上的甚少，係以 2-5班的班距劃分，與其相較，我國「24

班」的範圍中忽略了許多的個別差異性與變化性（黃世孟和蔡世祿，民 90）。

本研究以國民小學普通班的班級數為基礎，將臺北市 140 所公立國民小學劃

分為大、中、小規模學校三類，並使此三類學校的校數能平均分配，從運動

場地五類俱全學校中，分別找出大、中、小規模學校各 2所，共計 6所學校

為本研究的研究對象，以探討不同的學校規模中，學童對學校運動場地整體

的滿意度。 

 四、場地配置 

運動場地配置係採平面的規劃設計，指在一所學校中，其田徑場與校舍

間的配置情形。湯志民（民 89a）認為操場（運動場）與校舍是學校建築規

劃配置的二大主體結構。蔡長啟（民 72）曾對學校體育設備的場地配置做一

歸納（如圖 7），其指出體育設備的位置，在學校建校的整體規劃時即應妥善

安排，原則上體育場宜與校舍分開設置，兩者在配置上應維持良好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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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編配 配置圖 體育設備與校舍距離的關係 

校舍在北，體育
場在南 

 
校舍在北不敷
使用，延伸至東
或西邊 

 
校舍與體育場
之間種樹 

 
體育場在西或
東，校舍在東或
西 

 

 

 

 

圖 7  學校體育設備的場地配置與位置排列 

資料來源：體育建築設備，蔡長啟，民 72，第 15-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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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設在北面，體育場設在南面，不僅可以讓體育場得到良好的光線，且可 

以減少噪音或風沙流進教室。另為防止或減少運動場所產生的音、像以及其

他因素對教室之干擾，校舍與體育場之間，可以種植樹木以便隔離。假如校

舍與體育場在地形上有高低之分，而體育場設在低段，各種干擾更能減低。

若地理不許可做南北之區分，即有東西區分或其他方向的區分疑問，究竟校

舍在東或體育場在東，則須由風向、光線強弱等因素來決定；而各種體育設

備在位置排列方面有一定的原則，若無其他特殊理由，個人使用的固定設備

(如體操設備或小學低年級使用的遊戲設備)應近於校舍的位置設置；其次為

游泳池；再次為健身房、技擊館、韻律教室或體育館之類的室內體育設備；

更遠的地方設置球場；田徑場及棒球場距離校舍最遠。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民 80）曾將運動場地與校舍的方位配置劃分為五大

類（如圖 8），包括：（一）校舍在北，運動場在南；（二）運動場在北，校舍

在南；（三）運動場與校舍東西並列；（四）校舍環繞運動場；（五）其他配置

方式；其中，第一類與第二類的配置因分別受夏季季風與冬天北風吹襲的影

響，運動場上塵土飛揚，易使課室蒙上較多的灰塵，威脅到師生的健康，而

且運動場上的吵雜聲也容易干擾到課室內的教學；若限於地形等因素而無法

避免時，應於規劃前設法將兩者間的距離拉大；或以高低差方式配置，或設

置阻隔用的裝飾建築物如荷花池、公佈欄，或栽種樹木、草皮以改善之。第

四類的配置，運動場的噪音干擾上課，校舍易受球類或運動器具襲擊遭致毀

損，影響師生安全。第三類的配置是相當理想的配置方式，不僅運動場與校

舍間的干擾較少，且不易因季風吹拂造成灰塵直揚校舍的困擾，更由於方位、

風向的關係，運動場上吵雜聲對校舍干擾小，不致妨害課室內的教學。各校

應依實際情形來規劃，做最適當的選擇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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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位配置 配置圖 

校舍在北，運動場在南 

 

    運動場在北，校舍在南 

 

    運動場與校舍東西並列 

   

    校舍環繞運動場 

 

    其他配置方式 

 

圖 8  運動場與校舍的方位配置 

資料來源：國民中小學校園規劃，臺灣省政府教育廳，民 80，第 20-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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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木星（民 74）認為學校建築常是一組建築群所集成，受教育目標、教

學功能的要求、時代背景、校地形態、大小和地形的影響，以及設計者的手

法，而有不同的形式；當時臺北市市屬國民小學計 122 所，分別座落於 16

個行政區中，建築配置經其歸納後，依相同之處分成八類（如圖 9），圖中的

第一、二、三、七類是屬於比較舊式的配置，建築物沿著基地的邊緣排列；

若學校規模較大，教室建築物把基地的四周排滿，中間被圍成一個大廣場，

這個廣場被當作運動場或遊戲場所，所有教室的出入口都朝向這個廣場，這

就是第一類的大的口字形配置。第二類型少一邊，而形成大的 U字形。第三

類、第七類依次減少而形成大的 L字形與一字型。第四類型的配置是屬比較

新式的配置方法，由於遵循動態與靜態教學空間分開觀念，而把教室群與運

動場分開來配置。這些教室群採取小的 L型或小的口字型為組合單元，逐次

發展成第九類型的日、月、王、田等字形的平面，並於教室與教室之間圍成

若干個小中庭。第五、六類型是新式與舊式兩者的綜合體。第八類型的特點

是校地面積狹小，沒有運動場，僅安排校舍和校園而已。屬第一類型的學校

包括東門國小等 33所，屬第二類型的學校包括大直國小等 22所，屬第三類

型的學校包括南門國小和濱江國小 2 所，屬第四類型的學校包括萬芳國小等

36 所，屬第五類型的學校包括金華國小等 11 所，屬第六類型的學校包括雙

蓮國小等 6所，屬第七類型的學校包括公館國小等 4所，屬第八類型的學校

包括忠孝國小等 8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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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型 第二類型 第三類型 

   

第四類型 第五類型 第六類型 

   

第七類型 第八類型 第九類型 

 
 

       

圖 9  臺北市國民小學建築配置類型 

資料來源：從兒童發展的觀點探討都市小學建築空間，吳木星，民 74，第 130

頁。 

陳文錦和凌德麟（民 88）曾將臺北市 137國民小學的校園類型分為四大

類（如圖 10），並從學童遊戲場的遊戲器材配置區位來分析，四種校園類型

分別為：（一）建物配置封閉、包被運動場；（二）校園分成建物群與開放空

間兩部分；（三）建物群三面包被運動場；（四）其他，亦即類型不屬於以上

三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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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配置類型 圖例 所屬學校 百分比 

一、建物配置封
閉、包被運動場 

 

永樂國小等 37 所
學校 

27% 

二、校園分成建物
群與開放空間兩部
分  

民族國小等 64 所
學校 

46% 

三、建物群三面包
被運動場 

 

志清國小等 16 所
學校 

12% 

四、其他（類型不
屬於以上三類者） 

（無） 松山國小等 20 所
學校 

15% 

圖 10  校園配置類型 

資料來源：臺北市國小遊戲場之設施準則，陳文錦和凌德麟，民 88，第 86

頁。 

 

    黃庭鈺（民 91）依據校舍與室外空間之間的近便程度，將國小室外空間

配置分為三類（如圖 11）：第一類型為「校舍與室外空間並列」，乃是指以操

場或大型場地為主的室外空間有一邊緊鄰校舍，亦即其與校舍呈東西並列或

南北並列的配置，就兒童下課離開教室至室外空間的動線而言，理論上此類

型較不近便；第二類型為「校舍半包室外空間」，係指以操場或大型場地為主

的室外空間有二邊緊鄰校舍；第三類型為「校舍圍繞室外空間」，是指以操場

或大型場地為主的室外空間有三邊或四邊緊鄰校舍，其動線最為近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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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室外空間配置分類 相似的配置 

第一類型： 

校舍與室外空間並列 
  

第二類型： 

校舍半包室外空間 
 

 

第三類型： 

校舍圍繞室外空間 

  

圖 11  國小室外空間配置 

資料來源：臺北市國小室外空間規劃與兒童社會遊戲行為之研究，黃庭鈺，

民 91，第 27頁。 

    徐淵靜等人（民 74）以校舍型態及其與運動場間之關係，將學校配置分

為六型（如圖 12），研究發現從校舍型態與噪音值來分析，第一類型室內平

均噪音值最低（59.76），其次依序為第三類型（61.54）、第二類型（62.03）、

第六類型（63.55），第五類型（64.76）及第四類型（64.78）最高；臺北市

各校在校地有限及面臨學生人數增加的壓力下，學校發展似有由開放之「一」

字型轉成封閉式的「口」，甚至「田」型校舍的趨勢，對學校的噪音環境將

轉趨不利；校舍建築愈封閉，則易受鄰近教室上課聲音所干擾，尤其下課時

間的喧嘩聲往往形成共鳴，其響度值甚高，為避免共鳴回音，封閉型的配置

應該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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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型 

      

其他 

衍生型 
  

 

  

 

 

學校組數 4 18 43 32 39 48 10 

室內平均
噪音值 

59.76 62.03 61.54 64.78 64.76 63.55 60.60 

標準差 5.63 4.97 5.95 5.20 4.13 4.99 3.05 

圖 12  校舍型態與運動場地的空間配置 

資料來源：臺北市中小學校園噪音防制對策之研究，徐淵靜等人，民 74，第

35頁。 

Lyons（2002）指出學校設施的物理條件與設計會形成兒童的學習經驗，

而噪音問題是其中之一，對學童的學習會產生影響。Deutsch和 Newell（2001）

研究發現減少噪音的干擾，將使兒童在運動表現（motor performance）上隨

年紀的關係而改善。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民 79）認為運動場地和教室內

的噪音在學校噪音來源中是屬於自發性噪音，對於學童的生理、心理、思考

作業及學習等均具有潛在性影響，而影響校內噪音的主要因素應為校舍型

態，校舍的配置是口字型、ㄇ字型或 L字型等均會影響外界噪音之傳入與校

內噪音之擴散；而為了達到改善噪音環境的目的，減少噪音對師生產生的影

響，噪音的防制有三種途徑：（1）音源本身之改良與管制；（2）傳音路徑的

改變；（3）受音者自我防護或活動行為的改變。在經濟條件許可下，應規劃

適當的環境，將校舍配置因素考慮進去，減少噪音的危害，讓學生能在不受

噪音干擾的情況下學習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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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參酌蔡長啟（民 72）、臺灣省政府教育廳（民 80）、吳木星（民

74）、陳文錦和凌德麟（民 88）、黃庭鈺（民 91）、徐淵靜等人（民 74）

對運動場與校舍配置方式的分類，及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第三科（民 91）編印

「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九十一學年度基本資料表」的各校平面圖，並依據

田徑場與校舍的配置及校舍與田徑場間噪音的干擾程度，將場地配置分為三

種類型（如圖 13）：第一類型場地配置為「田徑場與校舍分開，呈東西或南

北並列」，此類型噪音干擾程度最小；從方位上來考量，田徑場在東，校舍

在西，或是校舍在東，田徑場在西的配置方式是相當理想的，不僅兩者間的

干擾較少，不致妨害教室內教學的進行，且不易受季風吹進風沙直揚校舍的

影響，若是田徑場的直線跑道能呈南北走向，防止因日曬干擾視線，影響活

動的進行會更好，至於應該是田徑場或校舍在東，需考慮日照、風向、光線

強弱等因素；校舍在北，田徑場在南，或是校舍在南，田徑場在北的配置方

式可使田徑場有良好的光線，然分別受夏季季風與冬季北風吹拂的影響，田

徑場產生塵土飛揚的現象，影響師生的健康；第二類型場地配置為「田徑場

被校舍半包，校舍呈 L、＝或倒 L型」，此種配置方式係指田徑場有兩邊緊鄰

校舍，此類型的方位配置使田徑場與校舍兩者間所產生的噪音干擾較第一類

型高，然較第三類型低；第三類型為「田徑場被校舍所包，校舍呈ㄇ、ㄩ、

H或口字型」的配置方式，係指田徑場有三邊或四邊緊鄰校舍，此類型校舍

與田徑場彼此間噪音相互干擾，影響教學的品質，且易受球類或運動器材襲

擊，遭致門窗毀損，影響師生安全；從學校物理環境中的噪音干擾程度來看，

以第一類型干擾最低，其次是第二類型，第三類型干擾最嚴重。 

 

 

 



                                                              第二章  文獻探討 

 67 

國小運動場地配置分類 相似的場地配置 

第一類型 
田徑場與校舍分

開，呈東西或南

北並列。 
           

第二類型 
田徑場被校舍半

包，校舍呈 L、＝

或倒 L型。 

     

 
                

第三類型 
田徑場被校舍所

包，校舍呈ㄇ、

ㄩ、H或口字型。 

 

 

 

                   

          

註： 為田徑場，       為校舍 

圖 13  國民小學運動場地配置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場地密度 

Smith 研究學童在運動場地的行為，發現運動場地較寬敞時，學童較傾

向於大肢體的運動項目，例如：跑、跳、滑動等；場地擁擠的地方，學童較

傾向安靜的遊戲項目（引自 Pillari,1988），可見運動場地密度高低會影響學童

在運動場地的活動。Altman（1975）認為密度是每一單位空間人或動物的數

量。Gifford（1987）亦認為密度是每一單位區域的個體數。經由團體或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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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的改變，可把密度（density）劃分為兩類：（一）社會密度：係指不同大

小的團體在相同的空間；（二）空間密度：是指相同大小的團體在不同大小的

空間；在數學上，此二種程序所得的密度一樣，然而在心理學上，所得的結

果則不一樣（Gifford,1987; Weinstein,1979）。本研究所指的場地密度意謂學校

運動場地面積除以普通班學生人數的數值，與空間密度的概念較相近。依據

「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之規定，國小每生所占平均運動場面積以 6 ㎡以上

為原則（教育部，民 91）；因此，本研究以此數據作為運動場地密度高低的

判斷標準，高於此數值者為密度低的學校，低於此數值者為密度高的學校。 

貳、學校運動場地規劃的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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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分為五類，包括田徑場、室外球

場、遊戲場、體育館（或室內球場）及游泳池；國內外關於運動場地規劃的

相關研究不少，以下針對與本研究相關的「運動場地規劃」文獻加以整理，

說明如下： 

一、吳永祿之研究 

吳永祿（民 85）在「臺北市國民小學游泳規劃設計之調查研究」中，以

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研究，其研究結果包括：1.臺北市立各國民小學游泳池

的現況情形；2.各校游泳池的問題與困難計有缺乏專業人才、經費與空間均

不足、附屬設施不完善、改置溫水設施、水處理系統不良、未設置遮陽蓬等

項目；3.不同職務受試者對游泳池規劃設計的認知差異情形；4.提出對國民小

學游泳池在空間配置部分、規格形式部分、主體設施部分、附屬設施部分及

物理環境部分較理想的規劃設計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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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陳張榮之研究 

陳張榮（民85）在「高雄市國民小學運動場地設備調查研究」中，以問

卷調查的方式進行研究，其研究結果指出高雄市國民小學運動場地現況，包

括：1.室外運動場地數量和面積比室內運動場地多，室外運動場地以遊戲場

最多，面積以田徑場最大，室內運動場地以專用桌球室最多，面積以風雨操

場最大，高品質的體育館與游泳池場地，極端缺乏；2.運動場地面積與校地

面積比率，雖符合標準，但每生使用運動面積僅有 5.01㎡，明顯不足；3.運

動場地地面素材以水泥地最多。 

三、廖尹華之研究 

廖尹華（民86）在「臺灣地區大專院校運動場地設施開放與經營管理考

量因素之研究」中，以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研究，其研究結果包括：1.大專

院校運動場地設施之開放使用現況比率甚低，顯示仍有極大的開發營運空

間；2.各校對於開放與經營管理考量因素之優先順序依序為: (1)運動設施規劃

及服務; (2)經費管理策略; (3)管理制度策略; (4)安全管理策略; (5)運動行銷策

略; (6)資源開發應用; (7)體育活動推廣策略; (8)人力資源運用策略。 

四、王凱立之研究 

王凱立（民 89）在「民間機構經營學校運動設施之可行性研究－以臺北

市市立國民中學學校游泳池設施為例」中，以問卷調查、訪談的方式進行研

究，其研究結果包括：1.臺北市市立高中職以下的學校游泳池，數量普遍不

足且分佈不均，溫水游泳池的數目更只有 13.6%，急需新建學校游泳池設施；

2.目前國民中學的學校游泳池，在開放經營時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人力短缺與

經費不足；3.大部分的民營業者均認為民間機構來興辦學校游泳池設施是可

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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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王凱立之研究 

王凱立（民 90）在「臺北市市立國民中學學校游泳池設施經營模式之研

究」中，以問卷調查、訪談、德懷術的方式進行研究，其研究結果指出最適

經營模式下的準則，以設施有效使用最為重要，其次為學生學以致用，再其

次才是吸引民間營利機構投入資源，最後為校務基金挹注。評估結果，則以

民間營利機構主導模式與營利性中介機構主導模式的整體表現最好。 

六、陳漢志之研究 

    陳漢志（民90）在「苗栗縣國民小學運動場地設備調查研究」中，以普

查的方式進行研究，其研究結果指出苗栗縣國民小學運動場地現況：1.苗栗

縣運動場地的種類共有 17種，室內運動場地有 6種，室外運動場地有 12種，

室內外皆有的運動場地有 1 種；2.苗栗縣縣立國民小學運動場地的數量共有

17種 312處，以綜合球場數量最多；3.苗栗縣國民小學運動場地面積大小，

以田徑場兼球場最大；4.苗栗縣國民小學運動場地面層素材以水泥面層最多。 

七、劉芳遠之研究 

劉芳遠（民90）在「社區民眾使用學校運動場地之參與、需求和阻礙因

素調查研究－以新竹市南寮社區為例」中，以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研究，其

研究結果包括：1.社區民眾的參與頻率偏低，並且使用意願受到天候因素的

影響；2.場地的主要使用者是兒童和青少年，並且使用者隨著個人所得的增

加，而呈現使用遞減之趨勢；3.使用者絕大多數皆為當地居民；4. 在使用時

間上則傾向選擇假日的時間到學校運動，參與次數是以每週 1-2 次和 3-4 次

為主要的選擇；5.兒童和青少年多數選擇同學為運動的同伴，而成人期之民

眾則多數選擇家人為運動的同伴；6.週一至週五之使用時段是以傍晚為主要

的選擇，而例假日則是以下午為主要的選擇；7.以綜合球場和田徑場為主要

使用場地的類型；8.社區民眾希望所收取的費用，能使用在場地設備的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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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購新的運動器材和夜間照明設備等方面；9.社區民眾希望學校能增建多元

化的運動場地。 

八、高士國之研究 

高士國（民 91）在「臺北市公立國民小學學童使用運動場地現況及安全

之研究」中，以文獻分析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研究，其研究結果包括：1.臺

北市公立國民小學校地面積、運動場地面積、運動場地佔校地面積比例、游

泳池設置率等分配情形並不平均；2.不同性別、不同年級的學童對於學校運

動場地的看法有不一致的意見，愈高年級的學童愈不滿意學校運動場地現

況；3.寬敞的運動空間、完善的設備以及正確的使用方法為運動場地安全的

關鍵原因；4.學童獲知運動安全觀念的方式相當一致。 

九、陳建佑之研究 

陳建佑（民 91）在「南投縣國民小學 921地震前後運動場地設備器材調

查研究」中，以普查的方式進行研究，其研究結果包括：1.調查運動場地現

況，包括：跑道規劃、種類、數量及地面材質；2.調查不同規模運動場地現

況，包括：大、中、小型學校種類、平均數量及地面材質；3.調查運動設備

現況，研究發現設置率、達成率由高而低依序為舞蹈類、其他類、球類、體

操類、田徑類、遊戲類；4.調查運動場地的需求，研究發現體育館是最被需

求的種類，地面材質方面以木質地板為最需求，其次為 PU。 

十、黃庭鈺之研究 

黃庭鈺（民 91）在「臺北市國小室外空間規劃與兒童社會遊戲行為之研

究」中，以文獻分析、實地調查、觀察、問卷調查等方式進行研究，其研究

結果包括：1.兒童下課時的場地選擇以遊戲場最受歡迎，其次是操場，再次

是球場，比例最低的是庭園；2. 兒童對學校室外空間規劃的滿意度：整體而

言，女生的滿意度較男生為高，高年級兒童的滿意度普遍比低、中年級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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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低；3.兒童希望球場、遊戲場及庭園等室外空間變大，設施種類或數量變

多。 

十一、黃聖惠之研究 

黃聖惠（民 91）在「臺北市中等學校運動場地設施對外開放影響因素之

探討」中，以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研究，其研究結果包括：1.設施的設置情

形普遍偏低；2.運動場地室內及室外設施開放百分比偏低；3.學校運動場地設

施對外開放影響因素的重要程度依序為：安全因素、人力因素、制度因素、

經費因素、管理因素、物力因素、主管因素等。 

十二、Laverdure之研究 

Laverdure（1991）在「室內游泳池設施與健康有關的環境因素之調查」

的研究中，以實地調查的方式，在三個不同的游泳池場地對環境因素的評估，

研究顧客及全體員工在遇到健康問題時所扮演的角色、發生頻率及其程度。

研究發現在一些池水中呈現甲醛和乙醛的反應，標準值分別超過 3mg/L 和

0.8mg/L。應該保持游泳池的通風，並去除不良的環境因素，以維護使用者的

健康。  

十三、Lindholm之研究 

Lindholm（1995）在「地方資產對學校室外活動的重要性」的研究中，

以問卷調查、觀察的方式進行研究，其研究結果指出良好的學校環境能引發

更多的室外活動，且具備多功能用途的地方能平均分配於校園內。 

十四、Barbour 之研究 

Barbour（1999）在「遊戲場設計對不同體能程度學童遊戲行為的影響」

的研究中，以個案研究、觀察、訪談的方式進行研究，其研究結果發現遊戲

時，體能佳的學童較體能差的學童主動且進行多樣化的遊戲；遊戲場的設計

會影響學童的遊戲行為、方法及同儕間的互動；每個遊戲場都能促使學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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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投入，並使不同體能程度的同儕間產生互動。 

十五、Kun-Te之研究 

Kun-Te（2000）在「臺灣的大學生對學校運動設施與運動設備的滿意度」

的研究中，以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研究，其研究結果發現受試者對學校運動

休閒設施的數量與品質感到中度滿意；在使用者付費使學校有更好的休閒運

動設施方面，大部分受試者並未表達強烈的意見；他們表明學校中應該有游

泳池的需求，並希望學校能提供水上運動課程；雖然他們大部分一星期有從

事水上運動一次，但對於水上安全知識卻未具備高的水準；男生參與水上運

動顯著高於女生。 

十六、Rosandich之研究 

Rosandich（2000）在「室內多用途運動設施的操作與維護」的研究中，

以實地調查的方式進行研究，其研究結果指出牽涉維護能力的運動特殊區域

包括地板表面、游泳池、照明、置物間及活動設備；維護經費應該分配其中

的 80%在預防性維護保養的工作上，另外的 20%在破損的維修服務及特殊事

件的支援上；並且應該有技術工人專責管理及清潔維護，每人負責 15000 平

方英呎。 

十七、Lundberg之研究 

Lundberg（2002）在「田徑場的沙土地及當地土壤上，透過訓練，有耐

心的栽種草地並測量其成效」的研究中，以實驗法、實地測量的方式進行研

究，其研究結果發現所操弄的變項包括在田徑場地上的施肥、割草、耕種，

並以其色彩、品質、數量、密度、修剪力量及表面硬度來評估其成效，發現

經過處理的沙土地，其成效較好，例如：每週兩次的施肥增加草地覆蓋面積，

而當地的土壤則差異較小，歸因於乾旱，在夏天，草地有時是停止生長的，

潛在的也抑制了其實驗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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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Ramirez之研究 

Ramirez（2002）在「與學校中受傷有關的多種層級因素，以能力具備與

否的學童做比較」的研究中，以問卷調查、觀察的方式進行研究，其研究結

果包括：1.在 4452 位學童中，受傷且被證實的共 4580 次，具備能力的男生

比女生的傷害危機高出一倍，造成受傷危機的人數隨年紀而增加；2.學童受

傷的主要原因是在遊戲場與田徑場中活動時，其他學童的攻擊或跌倒所導

致；3.幫助學校管理者能確認產生傷害的高危險群、外在因素及傷害類型，

並提供預防的策略。 

綜上所述，研究主題包括運動場地整體規劃設計、現況調查、經營與開

放情形，田徑場的場地安全維護、植草、排水，使用室外球場後的看法、意

見，遊戲場的設計與學童遊戲行為的關係，體育館（或室內球場）的多目標

用途、維護管理，游泳池的健康與安全的維護管理、規劃情形等，其中又以

場地現況調查為最多，而研究方法則多採用問卷調查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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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用後評估理論的探討 

過去的生產程序是從規劃開始，經由設計、施工，再到使用階段，現今

則改為六階段，乃是先從計畫、規劃著手，再經過設計、施工、使用階段，

進而加以評估（Preiser,Rabinowitz & White,1988）。現今的生產程序增加評估

階段，且為循環模式，改變了傳統單一直線式的程序。評估（assessment）與

評量（measurement）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限制流程之一，其問題在人們如何

判斷新方法是否有效？人們的期望與觀察影響到他們的評估，新的方法會導

致傳統評估方式大大改變，而其中某些評估方式的改變，將必然使先導群

（pilot group）的表現看起來很差（李芳齡譯，民 90）。由此可見現今的評估

方式與傳統的評估方式兩者間有很大的差別。 

Zeisel在 1975年提出設計圈模式（a model of the design cycle），並在 1981

年加以修正，該模式包括五個步驟（如圖 14）：規劃（programming）、設計

(design)、建造(construction)、使用(use)和評鑑(evaluation)，其中，評鑑是該

模式的起點和終點，每一個新方案都由此重複上述的五個步驟。 

 

 

 

 

 圖 14  設計圈模式 
資料來源：Inquiry by Design：Tools for Environment-Behavior Research , J. Zeisel,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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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人類和環境系統的交互作用，會因為物理環境的變化和人際方面的

改變而使環境功能產生轉移，造成建築對人類生活機能的關係也有所移動，

為了把握建築環境變遷的概念，盡量消除人類在適應上的負面因素，而用後

評估則是能找出改善構築環境的方法。當我們使用用後評估理論來評價建築

時，必須深入了解環境是和何轉移變遷，並經過先前設計研究(pre design 

research)、設計過程研究 (design process research)與用後評估(post occupancy 

evaluation，簡稱 POE)的設計程序，才能真正達到改善建築環境的目標（高

橋鷹志，民 80）。 

在過去的數十年間 POE理論成功被大量的探討，但用後評估的重要性雖

然廣泛地為人所知，卻很少實際付諸實行，目前仍是建築規劃中最迫切，卻

也是最缺乏的實務(Doidge, 2001)。Sanoff, H. (n. d.)認為 POE能廣泛地應用在

各種型態的學校環境當中，學校環境反應了學生和教師健康、工作、休閒、

情緒、空間感和歸屬感。當學校環境的功能運作良好時，教育表現成果也會

相對地提高，當學校環境傾向支持學生的個別需求時，去深入了解學生不同

需求以及他們對實質環境的滿意度就顯得格外重要。 

壹、用後評估的意義  

POE名稱的由來，得自於建築物完成後，必須根據建築法規及條例來進

行檢查驗收，評核為安全後始發給使用執照（Bechtel,1980）。最早有關 POE

的著名例子始於 1960年代中期，某些精神病院和監獄建築，因外在環境因素

所產生的嚴重問題，而對使用者所產生有關健康、安全和心理因素的影響所

做的評估，主要在探究人類行為與建築設計間關係的研究（Osmond,1966 ; 

Preiser et al,1988）。日本通稱為「使用方式調查」（黃世孟，民 77）。而國內

有 POE一詞的出現，可見於李婉婉譯（民 72）的「建築物用後評估簡介」（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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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er on Postoccupancy Evaluation），所謂的用後評估係指對經過設計後供人

使用的環境作一診斷性工作，POE所收集來的數據資料為建築物使用者對實

際問題反應的意見，而非評估者對建築物使用的單方面看法，傾向以使用者

的角度來評量建築物的實際效能，評判標準較客觀，調查數據的過程所可能

產生的偏差也較少。 

陳格理（民 80）認為 POE係專指對已開始使用的建築部份(空間或設施)

做各種有關功能方面的研究，即對使用中的建築物或建築環境進行建成後的

調查，提供整體建築計畫工作有再次檢視的機會。 

許碧蕙（民 91）指出 POE 是一種對建成環境的評估方式，以使用者為

主，強調計畫、規劃、設計、施工、使用等階段後的評估工作，其目的在於

使用明確的準則，以有系統的、準確的調查方式來檢視建成環境的問題，並

為日後相關設計上的參考。 

Duerk認為 POE是設計過程的正常延伸，由企畫書、草圖設計、設計發

展、營建文件、招標、興建和遷入到 POE；其評估的主題包括生命週期的成

本、使用者對建物特定方面所知覺的滿意情形、建物對活動的支持、相關於

已有報告的舒適程度的機械系統績效、安全的需求、在此建物下使用者的行

為以及特定設計議題的結果（引自曾漢珍，民 83）。 

Sanoff ( n. d.)指出評估是有系統的評量與環境層面相關的專業表現，以進

一步釐清客體及需求間的關係，整個過程其實就是讓擁有者、管理者和生活

其中的人們，有機會對於環境滿意度提供一個檢視的途徑；而 POE的模式則

是將彈性時間、資料來源與重要深度知識的功能應用在各種需要的情況。 

White（1986）認為 POE 是一組程序和工具，可用來發掘、分析、報導

正在使用中設施的優缺點。 

Preiser 等人（1988）認為 POE 是建築物經過計畫、規劃、設計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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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評估階段；經由系統、精確的評估方式，將焦點放在建築使用者及其需

求上；從過去建築的設計決定到使用表現，作為提供經驗的基礎，使未來設

計更好。 

Rabinowitz將 POE評定為能改善，並幫助說明建築環境表現的一個過程

(引自Mason, 1999)。 

Tarricone（1999）指出 POE為一個評量的工具，提供測量設施的方式，

可用以了解使用者對工作環境的滿意情形；POE 必須具備一個可比較的基

準，了解使用前後的改變情形，並且重視改變狀況。 

Doidge( 2001)指出 POE的結果可以界定為三種類型：（1）紀錄實際建築

報告（factual building report）的面積與支出情況，以和原先初步計畫做比較

所作的基本測量；（2）聚焦於可測量變數（measurable parameters）的研究，

如面積、活力、目標任務與使用者滿意度等等，這些在學校和建築物使用研

究中常被提及；（3）基於非指責的討論點出發（non-recriminatory forums），

以繼續發展並引領研究方向。因此如果沒有 POE，許多的專業也同樣會消失

殆盡。 

Zimring 和 Fuller（2001）認為 POE是有系統的評估已經完成的建築物

計畫及讓現住者（occupants）有機會能安居（settle in）在他們環境中，POE

是兼具效能及效率的從財產暫時管理者（stakeholders）、參與的現住者與經營

者對建築物各種的遠近配置中來評估建築物。 

Enright（2002）認為 POE是最後使用者能對建築物在技術上、社會上及

管理上的實際運作提出問題並提供解答。 

綜上所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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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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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用後評估的特性與功能 

POE是以「空間性能」出發，主要在發覺、感覺空間與活動行為之對應

關係間所發生的矛盾現象，了解使用者對設計案的反應，以有系統的方法來

評判建物是否滿足使用者的需求，或滿足了多少；POE對建築物評估的貢獻，

在於能使我們及早檢視現有建築物的問題，不儘能對設計有所助益，還能修

正建築計畫的內容，做些機動性的調整，對原先設計不良的原因加以探究，

做為以後設計案的參考，將調查資料審慎比較分析，使業主及使用者建立一

個社會性資料庫，幫助未來更理性地設計（李婉婉譯，民 72）。    

陳格理（民 82）認為 POE的特性包括：（1）強調使用嚴謹而清楚的研

究方法，唯有利用合理而有系統的研究方法才能得到較有效和可信賴的研究

結果；（2）研究的主題包括了與建築環境相關的科技性議題（新材料、新設

備、新施工法與能源問題等）、社會性的議題（人的感覺、行為反應和法規等）

或經濟性的議題（財務、投資和管理等）；（3）強調評估準則的重要，唯有根

據著較客觀合理的評估準則才能使評估工作做的較具公信力；（4）強調它的

應用性，也就是它的研究目標多以分析和解決問題為主，而以能直接利用到

研究結果者為主要的讀者；陳格理同時認為 POE功能如下：（1）檢查建築物

的使用功能；（2）評量建築設計的品質；（3）檢討建築規劃的內容；（4）確

認經濟利益和使用實效間的關係；（5）對新構想實現後的檢視；（6）建築物

使用性的調整；（7）對潛在性問題的發掘；（8）對新需求的認定；（9）資料

的回饋；（10）增補或修訂設計準則。 

曾漢珍（民 83）認為 POE具有下列的益處：（1）在建築方面，POE促

成更成功的學校設施與管理經營；（2）在教育方面，建築的評估幫助學校設

施的提供能夠支持並強化其教與學過程；（3）在政治方面，POE強化了學校

組織在其整個政治涵構中的價值；（4）在個人方面，評估工作使我們自己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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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價值，同時使我們的學校組織更有效率，也加速我們對營建經驗的獲得。    

黃富祥（民 84）認為 POE 的效用即在檢視建築物或建成環境的使用功

能，補足設計者對於建築規劃上所欠缺的資料，並藉此成為設計的規範與準

則，有了這些設計規範與準則，亦可以使設計者避免做出錯誤的設計或決策；

透過 POE的運作，設計者便能在規劃時注意到使用者的特性，將教室以外的

空間與校園作適度的連接，並設計出兼具學習與活動的合理空間；POE的研

究不僅有助於讓設計者做出正確的決策，亦能讓學生的使用特性在空間中得

到適度的發揮，有助於學習效果的達成。 

Zimiring 和 Reizenstein （1980）認為 POE主要是用以了解使用者對設

計方案的反應，並且主張：（1）經由早期的評估，發現建築物缺點；（2）調

整建築使用方式，立即解決問題；（3）提供建築物更新及改進資訊；（4）判

斷設計是否符合科技及功能層面。 

Kosecoff和 Fink（1982）認為 POE有下列作用：（1）協助評估者了解評

估工作會產生怎麼樣的結果；（2）協助評估者和委託人了解評估工作的貢獻

及其影響力；（3）協助評估者建立更公正、客觀和可信賴的評估立場；（4）

協助評估者確立研究資料和結論的價值性；（5）協助評估者篩選並去掉不必

要的事物，特別是一些刻意安排加入以影響評估結果的資料。 

White（1986）指出 POE 試著去學習將良善的設計理念使用在實際建築

的運作中，讓未來的建築物規劃能夠在更能掌握的方式下做成決策。 

POE最主要的功能在於對人與環境產生正面影響，從時間軸來看，其應

用效益有近程、中程與遠程效益的分別（Preiser et al,1988）： 

（一）近程效益： 

1.確認並解答設施上的問題 

2.迅速的經由設施管理者的回應以了解建築使用後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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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改善空間功能並回饋到建築績效上 

4.經由評估的有效過程以改善建築使用者的態度 

5.了解建築績效表現及其改善情形以節省經費 

6.提供決策資訊並對設計成果有更佳的了解 

（二）中程效益： 

1. 隨時間改善設施的效能，並使組織能有所興革與成長，同時能回饋於

新的建築設施中。 

2. 在建築流程及生命週期中，能顯著地節省經費，減少開支 

3. 表現出建築設計者及所有者對建築的績效責任 

（三）遠程效益： 

1. 改善長期的建築使用績效 

2. 改善建築設計的資料庫、標準、準則及規劃書 

3. 經由量化測量方式改善建築使用績效 

Barrett（1995）指出 POE的焦點主要是在於滿足使用者需求，了解使用

者對設計案的反應，檢視建築在完工使用後不符合使用者需求的地方，並檢

驗設計的正確性；而且其所產生的評估資料除可運用於現有建築之改善，更

可作為未來新建築規劃設計之參考。 

Mason(1999)指出 POE 對人們從過去可能所犯的錯誤來說，是個強而有

力的診斷工具，能避免人們一再重蹈覆轍，幫助我們了解建築物如何能在維

持或減少既有支出下，增加使用滿意度、舒適感、專業表現及對組織的回饋，

因此我們可以藉此了解為何有些建築物就是比其他建築物來得吸引人，運作

起來也更有效率，評估結果可以發展成一系列的計畫，應用在未來建築物的

革新和現有建物的改善。 

Jeffery (2000)認為 POE對建築物設備機能的成功與否，能給予決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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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了解教師與學生如何使用空間，教育過程在理論設計結果下如何被影

響及改變，評估結果能促進教育建築的改善。 

Andersson（2001）認為 POE能夠確認學校設施的長處與缺點，並且也

說明了設計學校時的一些影響因素及是否滿足使用者的特別需求。 

Zimring和 Fuller（2001）針對美國加州公共服務署的數百位職員所做的

調查統計顯示，POE的效益依序為：（1）有系統的建立建築物表現資料；（2）

經由顧客回饋及科技評估，獲得表現分數；（3）解釋結果；（4）建立中心化

組織裝置；（5）擴大電腦化形式資料；（6）創造組織管控，並帶來改善。 

Enright（2002）指出 POE在改善任何建築物的使用以創造革新上具有顯

著的影響，其運用兩種方式：（1）是提供教訓及回饋給建築物、建築工程，

使建築物的設計獲得改善，影響並改變建築計畫中專業人員的角色，發現在

設計上的瑕疵或使建築工程不會重複發生錯誤；（2）授權給最後的使用者，

在建築物上提供基準及大量的研究，以顯示出最後的結果（建築物的設計與

管理）如何與顧客的需求相結合；Enright 同時認為 POE可以被清楚的使用

來：（1）在實施良好、專業技術普及、有自我評估能力的基礎下，提出文化

回饋、社區服務及持續不斷的改善，如此能避免對抗及錯誤文化的產生；（2）

確定經費計畫及成本效益的價值，並且證明金錢被運用在良好的用途上；（3）

採用適當的紀錄管理，專業的資訊，並給全體職員支持及專業訓練；（4）確

定能改善建築物服務、控制的需求，並且評估執行的爭論所在，像是空間效

能，功能達成及環境、能力的表現，對未來能允許去調整或學習相關課程；（5）

關於基本的舒適、健康、安全的問題，能幫助現住者說出不滿、抱怨，就像

噪音（全體職員及使用者）能使他們了解更多關於建築物的操作與管理；（6）

能迅速評估目前的居住狀態，並能預先改造、整修或刷新建築物。 

POE係以有系統、精確且合法的程序對於建成後的建築物之使用情形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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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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用後評估內容 

Zimring和 Reizenstein (1980)認為用後評估的內容可依三個向度，而有不

同的變化；第一個向度是在結果的「通則（generality）」中變化，許多 POE

是針對某一類型的建築物而設計的，其結果只能在相同建築物中獲得知識與

經驗，不同類型與用途的建築物必須進行不同的評估調查；第二個向度是在

「焦點範圍（breadth of focus）」中變化，也就是說，有些評估是針對建築使

用上的特色而加以研究的，例如噪音、空間、隱密性、光線等，在這些研究

項目中，研究者將擇取一或兩項有關使用上的問題予以研究，使其成為這一

方面的重要參考資料；第三個向度是在「適用時間（application timing）」中

變化，有些用後評估的目的是為了預定在最近提供有用的資訊給翻新的建築

物，另外有些則不確定何時才能運用，僅具有研究資料的累積作用。 

Preiser 等人（1988）指出關於 POE 在被測量、評估及使用來改善建物

表現性能上，包含如下三個要素： 

（一）技術上的要素（technical elements）：主要是評估維繫基本生活的物理

條件，如消防安全(fire safety)、建物結構（structure）、衛生和通風設

備(sanitation and ventilation)、電力(electrical)、外牆(exterior walls) 、

屋頂(roofs)、內部裝修(interior finishes)、音環境（acoustics）、照明

(illumination)、和環境控制系統（environmental control systems）等。 

（二）功能上的要素（functional elements）：主要評估建物效率、效能、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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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流暢性、及組織性等，包括建築安全(building security)、空間容量

(spatial capacity)、出入通道（access/egress）、個人私密性(personal 

security)、停車(parking)、實用性(utilities)、溝通(communications)、循

環流動性(circulation)、改變/成長(change/growth)、及設備(equipment)

等。 

（三）行為上的要素（behavioral elements）：主要在研究人與環境之間的互動

關係，強調使用者的心理層面因素，包括建築的表徵(symbolism)、社

交互動情形(social interaction)、人口密度(density)、區域性(territoriality) 

等。 

Jerry(1995)提出 POE的過程評估（process evaluation）應包括：（1）決

定取得建地／新建校舍的必要；（2）決定付款的方式；（3）舉行納稅人投票；

（4）拍賣公債問題；（5）聘僱建築師／建築公司；（6）和建築師／建築公司

討論合約問題；（7）詳述教育需求；（8）詳述建築需求；（9）設計招標文件；

（10）舉行招標；（11）聘僱承包商；（12）聯繫供應商；（13）聯繫政府相關

部門；（14）監督工程各個階段；（15）掌控工程可能變更的計畫；（16）執行

付款和驗收工程；（17）舉行啟用典禮；（18）進駐新的校舍校地；Jerry同時

提出長期性的 POE在評估校舍校地時，應著眼於以下問題：（1）是否足以有

效安頓各種教學活動？（2）是否提供了一個舒適和安全的教學和讀書環境？

（3）能源設計是否在合理又有效的範圍內？（4）維護工作是否能負荷其使

用的人數和時間？（5）空調、通風是否適當？（6）隔音設備是否妥當？（７）

電力設備是否足以負荷資訊科技的需求？（8）設施是否予以強化，足以抵抗

長期的風吹日曬和人為的磨損？（9）校舍屋頂是否維護良好？ 

POE係針對使用者本身、建築物、社會與歷史涵構、設計過程及鄰里關

係五方面來做為評估問題的核心（李琬琬譯，民 72）。建築環境的 POE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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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利用在研究機構、學校教育機構、專業公會組織以及政府機構四個不同的

單位（陳格理，民 80）。而 POE與其他一般建築評論具有差異性與相同點（如

表 1），差異性可分別從研究目標、研究主體、研究方法、評估重點與特色來

評述；而其相同點在於兩者都重視建築的歷史涵構，且同樣強調人與環境的

互動關係。 

表 1  POE與其他一般建築評論的差異 

項目   類別  POE 一般建築評論 

研究目標  研究目的較清楚，以分析和解決問題  

為主，強調評估準則的重要性，並以客觀  

公正的評估準則增加評估工作的公信力。  

常在研究之前未有清晰、明確的

研究目標，重視的是建築物的設計品

質，及其在建築史的地位。  

研究主體  重視使用者的意見，往往是以學術性  

的探討或是對實際問題的研究為主，包括  

了與建築環境相關的材料、設備、施工與  

能源的科技性議題，或探討像人的行為反  

應的社會性議題與財務、投資和管理等經  

濟性議題，屬客觀的真實調查紀錄。  

較屬主觀的評判，偏向建築物本

身的絕對標準  

研究方法  使用嚴謹、清楚且有系統的研究方法  

，重視研究結果的信度與效度。  

未強調研究色彩的學術性。  

評估重點  重視完整精確的資料蒐集，強調建築  

環境的應用性，以使用者的角度來評估建  

築物的實效能，需建立一套評估規準的準  

則。  

重視構思創意、美學審辨、意象

營造、視覺形象以及空間動線流暢，

評估規準常為設計元素的探討與配

置。  

特色  探討架構清礎明確，重視質和量的標  

準數據，以社會的觀點出發，著眼於對過  

去的評估與現在的實際改善。  

重點在於哲理的啟發、創意的激

辨，以美學觀點取勝，放眼於未來的

技巧突破。  

相同點  1.都重視建築的歷史涵構。  

2.同樣強調人與環境的互動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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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學童是學校運動設施、設備的主要使用者（Kun-Te, 2000）；

而運動場地是學童運動遊戲、奔馳跳躍的場所，對其身心發展具有潛移默化

的影響，因此以 POE 來檢驗學童上下課時間在運動場地的使用情形是必須

的，發現運動空間的使用行為所產生的一些學童不能適應的問題，進而提出

改善運動空間使用的方法。 

肆、用後評估的進行模式、階段與步驟 

一、用後評估的進行模式 

    Preiser 等人（1988）認為當 POE成為有系統而正式的處理方式時，可

以有不同程度的成果，例如：以同一建築物而言，可以分為經一、二天或一、

二個月甚至為期好幾個月的評估方式；進行模式取決的二個主要面向為評估

的程度和 POE主要的實施步驟；POE可適用於任何建物，且可以系統化、正

規化做不同程度的評估；以下有三種層級的 POE進行模式： 

（一）敘述型（indicative）POE 

    對一建築物在完成並使用後的成功和失敗明確指出，通常是以很短的時

間完成，從二、三個小時到一、二天不等，以下四種蒐集資料的法則是其典

範： 

1.檔案和文獻評估 

如果可行的話，要取得評估物的建築草圖（設計圖），此外，空間規

劃、安全記錄、事故報告、再製模式、修補記錄、其他的史料或檔案記

錄的相關資料，都可以作為評估分析的參考依據。 

2.性能、成果的表現 

建物評估的常見問題是由評估者以委託人（client）為第一考量下所

列出，通常是用設施或建物經理人、管理委員會來回應這些問題，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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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空間規劃、建物使用功能、外在環境因素外，另外也包含功能的適切

性（例如：足夠的空間、健康、安全等）和使用者行為或心理因素考量

（例如：對建物的形象良好與否），對這些問題所做的回應不僅可呈現出

經營管理知識的問題，也代表了該建物的成功特色。 

3.通盤實地評估 

        經由以上兩種評估後，通盤實地的評估是必行的，此外，評估者還

需採用直接觀察的方式，如果許可的話，拍照並保存評估記錄的地方，

經過這幾小時的實測會有很好的效果。 

4.訪談 

        挑選一些與建物有責任關係、熟悉該建物的人和前述回答問題的管

理委員。最後，建物設施評估做出成功與否特點的簡報，都是要呈給委

託人（client）做最後的確認和再核定。 

（二）調查型（investigative）POE 

    這種類型的用後評估比敘述型用後評估更費時、更複雜，所需的資料更

多，通常是在敘述型用後評估證實在建物設施功能和業主的回應方面需要更

進一步的查驗時使用。敘述型用後評估的分析結果強調主要問題所在，並仰

賴評估者或評估團隊的經驗；而調查型用後評估則可提供更詳實和更可靠的

依據，且必須靠經研究分析的資料，這些資料都是客觀而明確的記述呈現，

通常每人需要 160-240時，另外再加上支援服務的時間。 

（三）診斷型（diagnostic）POE 

診斷型用後評估是更具深度的調查研究，是更高層級的實施，通常以更

多方法、策略而行，包括：問卷、調查報告、觀察、實測，對建物做各方面

的交叉評估和比較。可能費時好幾個月、一年或是更久，而做出的結果是長

期適用的，目的不僅在改善一個特有的建物，也在於適用其他建物，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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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非常類似傳統的，著力於使用科學派典的研究；通常是屬於大規模的計畫，

涵蓋許多層面，因此，在資料蒐集和技術分析方面都比敘述型和調查型兩種

POE要複雜；其重要部分是在研究，主要目標是連結物理的、環境的及使用

者行為表現的測量評估，以提供作為各種相當重要的履行標準（performance 

criteria），且對建物完善功能提出相當準確的預測，經由設計的改善和文獻的

參閱，能增進對建物所具有的藝術性的認知。 

上述的敘述型、調查型與診斷型 POE都需要考慮到研究的執行和符合邏

輯性。 

二、用後評估的階段和步驟 

    Preiser 等人（1988）以概括性的通則來描述 POE的計畫、實施與應用

三階段（如圖 15），且讓我們對 POE每個階段中所含步驟的目的、證據、活

動、資源和結果有一個基本的了解，以下分別敘述各階段及其步驟： 

 

 

圖 15  POE的計畫、實施與應用三階段 

資料來源：Post-Occupancy Evaluation , Preiser et al.,1988, p.58. 

 

（一）計畫 POE 

在著手計畫 POE時，有幾項先備工作必須先進行，必須在蒐集實地資料

之前先做好，而對所有的 POE而言，事前聯絡委託人（client）是非常重要

實施 計畫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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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須對他們做簡報，包括：POE的特性、活動內容、所需的資源以及委

託人所需負的責任，必須對進行哪種類型的 POE達成協議。歷史性和其他背

景資料對 POE計畫的擬定和使用團體的協調是有助益的。 

實施評估所需的資源是有組織性、事先規劃的，且有事先預備的計畫表

（preliminary schedule）；工作計畫、預算、負責工作團隊和責任歸屬都經過

精心設計；先決定好適當的研究方法和技術分析，且評估資料來源的標準是

被認同的。第一階段包含勘察和可行性、資源計畫、研究計畫三個步驟，茲

敘述如下：  

1.勘察和可行性 

（1）目的： 

著手 POE計畫，按照委託人的期望建立實際的變數（parameter），決

定計畫活動的範圍和所需經費以訂定合約。 

（2）驗證： 

深切的了解實施過程、所需資料、委託人所需負的責任，如此可激

發委託人和評估者的合作精神。有關建物本身和使用者的資料、過去發

生的事件，委託人的目標和組織結構，相關主要人物的經驗等，都對一

個有效 POE的著手進行和組織有很大的幫助。 

（3）活動： 

�與委託人聯繫 

�討論不同但可行的 POE類型 

�選擇適合的 POE 

�確認聯絡人（liaison individuals） 

�再確認委託人的組織結構 

�勘察受評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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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可用且有效的建物證明 

�確認建物重要的變更和修補處 

�訪問兩三個關鍵人物 

�發展及認可受委託的 POE 

�執行合約 

（4）資源 

    �進行 POE時文件和幻燈片的呈現 

    �有效的先例，如 POE在特殊建築類型的案例研究 

    �在 POE中，評估者的經驗和建物類型 

    �使用中的建物 

    �組織結構 

    �有效的關鍵人物 

    �建立文件資料 

    �POE的合約 

（5）結果 

�計畫的提供 

�POE合約的協議 

�開始進行資源計畫 

2.資源計畫 

（1）目的： 

組織計畫必須的資源，以便有效執行 POE，包括：提報告、適用結 

果、取得委託人的合作和支持。 

（2）驗證： 

管理計畫，包括參與者、時間、花費，以確保計畫順利按時完成，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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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找對聯絡人，並能確保得到委託人的支持和合作，並對實際上的目標能

達成共識。 

（3）活動： 

�取得委託人參與的同意書 

�確保計畫的範圍 

�工作計畫、時間表預算的擬定 

�形成 POE計畫團隊 

�擬定最終報告先備工作之概要 

（4）資源 

�建築類型的 POE檔案 

�建物的文件、計畫和設計說明書 

�生活歷程（life-cycle）的文件：革新翻修、意外報告等 

�委託代理人/有遠見的被訪問者 

�委託人組織的管理步驟 

�承包商過去的 POE檔案或報告 

�計畫的人事 

�POE方法和使用儀器 

�相關文獻的回顧 

（5）結果 

�POE計畫團隊的工作計畫 

�預算的分配 

�最終報告的初步概述 

�對以人為主題的認可 

�開始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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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計畫 

（1）目的： 

�擬定研究計畫，以確保適合的、可靠的 POE結果的取得 

�用以建立建物功能得資料 

�確認合適的資料收集和分析方法 

�擬定合適的工具 

�分配特定研究工作的責任 

�找出品質控制的程序 

（2）驗證： 

        研究計畫提供計畫資源，POE實施結果的品質和有效期限間的連

結，發展建物性能元素的資料，對建物實際性能的測量和其必要條件及

建物性能的資料的比較是非常重要的。先備勘察資料用於發展出全部的

研究計畫，包括：資料收集、取樣和分析方法。 

（3）活動： 

�確認委託人的組織文件的檔案來源 

�確認有遠見的參與者或響應者  

�和負責任的委託人組織間取得聯繫 

�被授權拍照和調查 

�向委託人提報研究計畫概要 

�查察建物 

�分派工作給可行之人 

�定下研究計畫時間表及人員 

�研究工具的發展 

�後續評估報告概要的發展 



                                                              第二章  文獻探討 

 93 

�對建物性能評估資料的分類與發展 

（4）資源： 

�以電腦為基礎的資料來源 

�設計相關政府單位及大型建物組織之導引大綱及標準 

�資料收集和分析的工具及方法 

�顧問群，如研究方法上的 

�POE計畫的現行檔案 

�能對該建物負責和熟悉建物的可行人選 

�與委託人相關的檔案文件 

（5）結果： 

�建物的歷史及有關的描述 

�建物及房間的設計圖表 

�錄製資料的設備 

�技術、功能、行為表現標準 

�錄製資料的表單 

�在委託人組織中的響應者名單 

�實地勘查資料收集的先備工作表 

�計畫執行人的工作分派 

�結束研究計畫 

�分析方法的確定 

�建物類型的性能資料 

�著手實地評估 

（二）實施 POE 

    實施 POE所牽涉的活動、資料來源、結論都是本於第一階段的計畫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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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作發展，其主要工作是收集與分析資料，為確保其品質，諸多相關工作

的協調和持續與委託人保持聯絡是這一階段的主要目標。第二階段包含實地

勘測的資料收集、監督管理資料、分析資料三個步驟，茲敘述如下：  

1.實地勘測的資料收集 

（1）目的： 

�為參與實地勘查活動之評估人員和委託人做準備 

�協調好 POE活動的時間和地點，以使委託人的協助支持的中斷最小化 

（2）驗證： 

    POE的施行包括兩方面：? 

�POE點的定位 

�與參與委託人的聯繫，平順的轉換有助於評估者和委託人的協調溝通 

（3）活動 

�建築物管理者和使用者的協調 

�POE團隊的建立 

�施行收集資料的步驟 

�和觀察者所收集的資料相檢驗 

�建立建築物中 POE團隊的範圍  

�準備將收集的資料分類 

�準備收集資料的設備與工具 

（4）資源 

�如影片、錄影帶、紙張等材料 

�相關設備和工具 

�收集資料的影印和其他列印的資料 

�電話、圖例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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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建築物中響應者的認同 

（5）結果 

�符合邏輯的 

�對收集資料計畫和步驟的最後修正 

�最後 POE的任務 

�建築物現住者對當地資料收集的報告 

�開始進行當地資料的收集 

2.監管資料收集的程序 

（1）目的： 

確定收集資料的可用性和可靠性 

（2）驗證： 

實地建物性能測量資料的有用性和可靠性，大半仰賴於小心收集與

記錄；研究計畫雖然很重要，卻不能預期減少困難，因此，持續不斷的

監控收集來的資料是必要的。 

（3）活動： 

�保持與委託人聯絡 

�傳播資料收集的工具，如評估型式 

�資料記錄表單之收集與整理校對 

�收集程序的監控 

�POE施行的文件證明 

（4）資源：  

�建立維護人員 

�委託人的負責人員代表 

�資料監控程序和實行過程之再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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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方法、資料收集形式和資料 

�研究人員 

�顧問群 

（5）結果： 

未經處理的資料（建物性能的測量） 

3.分析資料 

（1）目的： 

分析資料，監控資料分析的活動，以確保結果的可靠性。 

（2）驗證： 

儘管已預先小心謹慎收集資料，對某些資料的可行性仍難免有些疑

問，但資料分析完成後，主要的工作即為將結果解釋，整合所有發現為

有用的模式，並從所有受檢過的因素中指出其相互關係。 

（3）活動：  

�再查證未處理資料的可靠性 

�資料的記錄及集合 

�資料處理 

�再查驗資料分析的結果 

�資料的解讀 

�資料的新發現 

�結果的建構 

�資料分析完成 

（4）資源： 

�資料分析程序、軟體、設備性質及標準 

�資料分析顧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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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人員 

�資料解讀的協助－圖表分類及圖表計畫等 

（5）結果： 

�資料分析 

�新發現 

�資料解讀 

�應用階段的開始著手進行 

（三）應用 POE 

應用 POE對於新發現要提出報告並下結論，做出建議，最後付諸行動

並檢驗。第三階段包含報告發現、提出行動上建議、反思評估結果三個步

驟，茲敘述如下： 

1.報告發現 

（1）目的： 

就 POE的新發現做出報告並做結論，乃是就委託人的需求和期望，

提供清楚而正確的資料支持佐證新發現並提供建議。 

（2）驗證： 

    為使委託人能了解評估結果，就評估的發現提出報告，並適當的呈

現是很重要的，這也促使委託人和其他相關組織和專業使用所提的資料

相佐證。 

（3）活動： 

�和委託人事先討論新發現 

�擬定公式的呈現 

�組織報告內容和其他呈現 

�文件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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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委託人正式確認驗證新發現 

�報告的宣傳      

（4）資源： 

�委託人和聯絡人 

�現行的 POE計畫檔案 

�先前的 POE檔案和報告 

�研究人員 

�圖表設計的設備和供給 

�編輯和圖表的顧問 

（5）結果： 

�POE的文獻資訊 

�認同委託人的報告 

�印製最終的報告 

�宣傳最終的報告 

�完成推薦建議 

2.提出行動上建議 

（1）目的： 

�提建議以便有回饋 

�以 POE施行後的結論和發現為基礎來激發行動 

（2）驗證： 

    與委託人充分不斷的討論和分析，提出適切的建議；不同而可行的

策略，每一項開支和益處都必須被檢驗，這項步驟足以確保能為委託人

提供最佳的行動措施。 

（3）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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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再審查計畫的發現和委託人的需求 

�策略分析 

�適切的建議 

�將建議付諸行動 

（4）資源： 

�委託人組織的設施、運作和經營管理 

�分析這建議所需的技術 

�研究人員 

�最終的研究報告 

（5）結果： 

�認同先前的策略和建議 

�建議行動 

�確認某主題範圍的的額外研究（additional research） 

3.反思評估結果 

（1）目的： 

監管生活歷程（life-cycle）中這些建議的完成。 

（2）驗證： 

POE的結果必須要對評估物做成改善措施，其措施須以該評估為

準，監管評估物的性能，驗證整個評估過程，確認委託人的直接利益。 

（3）活動： 

�與委託人的組織聯絡 

�持續的行動，並且監管施行的建議 

�對評估物及其措施的改變結果提出報告 

（4）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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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委託人的聯絡 

�現行的 POE計畫檔案 

�POE最終的報告 

�工具和調查表 

（5）結果： 

�完成的計畫檔案 

�對委託人或組織、設計的專家、擁有者及一般設施管理者來說，將以

POE為基礎來設計的結果印製出來。 

上述的敘述型、調查型與診斷型 POE三層級，加上計畫、執行與應用三

個階段，形成 POE的過程模式（如圖 16），可適用於不同類型與規模的建築。 

 

圖 16  POE的過程模式 

資料來源：Post-Occupancy Evaluation , Preiser et al.,1988, 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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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落實 POE的同時，可以針對目的與需求，選擇不同的評估層級，並依

據計畫、實施、應用三階段及其步驟（如表 2），擬定評估計畫書，並按部就

班的來進行，以獲取完整而精確的資料。 

當開始著手一個 POE計畫時，由開始、計畫、執行至使用結果階段，定

義整個任務需求為何是相當重要的。為了使 POE的實施更具體完備，Baird

等人將 POE的步驟定義為以下的過程(Sanoff, n. d.)：（1）評估過程中最根本

的需求者為何？（2）評估背後的動機為何？（3）誰授權來評估？（4）關鍵

議題為何？（5）可能的預期成效為何？（6）哪些訊息是必要的？（7）誰能

負責整個評估過程的管理活動？（8）評估的重點為何？（9）能使用何種方

法？（10）其中有何限制？（11）評估過程需要哪些資源？（12）評估計畫

是否受到認同？（13）需要用哪些方法來蒐集資料？（14）哪些資料是必須

具備的？（15）在資料分析中可以得到哪些訊息？（16）從中所得到的訊息

是否能解答關鍵問題？（17）這些結果應如何才能真實傳達？（18）評估的

結果應如何溝通討論？（19）誰能授權予以行動？（20）有哪些行動需要被

授權實施？這些皆是 POE在真正實行時需要被仔細考量的細節。在整個環境

評估過程中，使用者(the user)即是我們所認為的專家(experts)，因為他們是最

懂得使用這些設備的人，因此使用者的意見也最重要。 

Zimring和 Reinstein則強調 POE有五個步驟：（1）進入最初的資料蒐集；

（2）設定研究目標（包括選擇與設計研究方法）；（3）蒐集進一步資料；（4）

分析資料；（5）呈現資料分析的結果(引自Mason, 1999)。 

Zimring和 Fuller（2001）為加州公共服務署（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General Services, 簡稱 DGS）所訂定之 POE計畫策略方案，包括以下幾個階

段：（1）POE第一階段：持續進行建築表現績效的回饋性調查，並針對未來

程序上作更經濟有效的建檔工作與評估 DGS其他建築物；（2）POE第二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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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POE的進行模式、階段與步驟 

步驟的內涵 進行  

模式  

階段  步驟  

目的  驗證  活動  資源  結果  

勘察和可行性  P P P P P 

資源計畫  P P P P P 

計畫  

研究計畫  P P P P P 

實地勘測的資料收集  P P P P P 

監督管理資料  P P P P P 

實施  

分析資料  P P P P P 

報告發現  P P P P P 

提出行動上建議  P P P P P 

敘述型  

POE 

應用  

反思評估結果  P P P P P 

勘察和可行性  P P P P P 

資源計畫  P P P P P 

計畫  

研究計畫  P P P P P 

實地勘測的資料收集  P P P P P 

監督管理資料  P P P P P 

實施  

分析資料  P P P P P 

報告發現  P P P P P 

提出行動上建議  P P P P P 

調查型  

POE 

應用  

反思評估結果  P P P P P 

勘察和可行性  P P P P P 

資源計畫  P P P P P 

計畫  

研究計畫  P P P P P 

實地勘測的資料收集  P P P P P 

監督管理資料  P P P P P 

實施  

分析資料  P P P P P 

報告發現  P P P P P 

提出行動上建議  P P P P P 

診斷型  

POE 

應用  

反思評估結果  P P P P P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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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進行個案研究，經由建築表現、設計、功能分化到經營，去了解為何建

築設施表現如此；（3）POE第三階段：針對特殊性議題對 DGS或委託人進

行更深的個案研究；（4）建立設計指標：基於研究的結果，仔細地設計指標

能建立基礎性目標、議題及原則，並使規劃和設計更加簡單、更少爭議性，

也能確保創造力和精確的解決之道；（5）POE計畫資料建檔並上網：透過計

畫資料的建檔，使得評估資訊容易從網路上取得，是整個 POE計畫的重心。

上述五個步驟後，再來就是方案執行，一般而言，較佳的方式為整體計畫團

隊持續進行為期三年的改善計畫，或至少有一人負責實際執行上的協調。 

伍、用後評估的方法  

Sanoff( n. d. )認為 POE 是一種能找出主要成功點和缺失處的短期過

程，POE的成功與否決定於研究者選擇的研究方法和使用資料蒐集的方法，

其主要任務在於資料處理與分析；蒐集資料的方法包括調查法、觀察法和焦

點訪談，通常由學校組織的委員會來主導；調查法聚焦於和專業表現、空間

足夠性與願景的相關議題，觀察法係憑藉直接觀察對整個學校設施的評估，

以確認由調查法引申而來的結果，訪談和摘要成果則是幫助整個過程做結論。 

Friedman、Zimring和 Zube則將 POE蒐集資料的方法分成：（1）直接觀

察法（direct observation）：研究者以觀察紀錄平常真實生活中所可能的各種

偶發行為；2.訪談法（interview）：這是用來了解人們對實質情況反應最常使

用的調查工具，有結構或無結構的訪談均可，端看研究者如何設計（3）模擬

（simulation）：由人們對描述性的情況給予看法與評論，這些方法均需要學

生和教師直接或間接地的參與才能達成(引自 Sanoff, n. d.)，每一種評估方式

都有其優點及限制，研究者須依據研究目的比較分析後再審慎取決。 

Bechtel和 Srivastava指出 POE常用的方法共有 14種，包括：（1）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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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式（interviews,openended）；(2)訪談，結構式（interviews,structured）；（3）

認知圖；（4）行為圖；（5）日記；（6）直接觀察；（7）參與觀察；（8）縮時

照相照片（ timelapse photography）；（ 9）連續照片（ motion-picture 

photography）；（10）問卷；（11）心理測驗；（12）形容詞檢核表；（13）檔案

資料（archival data）；（14）人口統計資料（引自湯志民，民 80）。 

Barrett（1995）認為要確保收集到完整的資料，得到更佳的答案，應該

使用多種研究方法（如表 3），且要兼顧現況及未來發展的可能性，在 POE

的方法中，應該將焦點放在使用者滿意度，並指出 POE資料收集方法有：標

準調查問卷（standardized questionnaires）、焦點訪談（focused interviews）、

結構性觀察（structured observation）、追蹤（tracing）、文獻查詢（literature 

search）、研究訪問（study visit）、檔案記錄（archival records）、模擬（simulation）

等，茲敘述如下： 

（一）標準調查問卷 

調查問卷是一種傳統的資料獲得方式，通常經由較相同的問題組合而被

用來發現團體中人們的規則性，經由調查表中的表、圖等，能提供精密的數

值分析資料。 

調查問卷在編製前，研究者應該先進行初步的前測，例如：將訪談的焦

點集中於明確的問題上，人們始終仍不是願意等待的；調查內容必須標準化

且利於編輯；每一次的調查寫作，應該了解有多少人填答，調查問卷應考量

影響作答的任何外部可能變數，使得那些忙碌的員工願意花時間作答，而非

浪費他們的時間。因此，調查問卷應盡可能保持簡短和簡單，使其能獲得更

多的可能性。在調查問卷的開始處要概要的說明調查目的，這將有助於更圓

滿的回答。 

調查資料的獲得雖有助於制訂方向，但不足以深入發現事情發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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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須再合併使用觀察方式和焦點訪談，提出對事物輪廓的描述，才有助

於進行中的研究。 

表 3  POE資料收集方法 
     優缺點 
方法 

優點 缺點 

標準調查問卷 1.能產生定量的資料 
2.能迅速的遍及區域內的成員 

3.能分析統計學上的子群 

1.難以探查反應 
2.難以了解複雜非統計關係 

3.難於過程中產生良善關係與信心 

焦點訪談 1.探查反應 
2.營造良善關係 

3.了解複雜關係 

1.不利發展出定量的資料 
2.難以迅速普及到成員 

3.需要大量的時間及經費 

結構性觀察 1.能在調查及訪談中查核資訊 
2.（若能系統化）產生定量的資料 

3.經由觀察跡象以幫助訪談和調查 
4.獲得成員難以用言語表達的問題 

1.難以了解事件發生的原因 
2.不易產生良善關係，除非加上面

談 

追蹤 1.不需多費唇舌 

2.屬於廉價的資料蒐集方式 

難以了解事件發生的原因 

 

文獻查詢 1.參考相關的建築案例 
2.刺激想像力 

1.難以了解建築功能良好的原因 
2.花費較長的時間 

研究訪問 1.了解現有建物的情形 
2.刺激想像力 

1.背景研究時間較長 
2.難以了解複雜的關係 

檔案紀錄 1.不需多費唇舌 

2.屬於廉價的資料蒐集方式 
3.檢查其他資訊的來源 

1.難以了解事件發生的原因 

2.難以詳細的關注問題 
3.缺乏準確的數據說明 

模擬 1.探究各種可能性 

2.引發新的設計或計畫構想 
3.消除對有些事物將要發生的猜疑 
4.避免錯誤所造成的昂貴代價 

5.刺激想像 
6.產生熱情及激勵因素 

難以獲得完全實際的反應 

 

資料來源：Facilities Management-Towards Best Practice, Barrett, 1995,p111. 

 

 



臺北市國民小學運動場地規劃與用後評估之研究                                                      

 106 

（二）焦點訪談 

焦點訪談能用於深度了解個人或團體的特別想法。 

進行訪談前，研究者應該要完成一些基礎的準備工作，例如將主題集中，

避免焦點過度分散，研究者可採用「引導訪談法」，將特別關切的問題鋪陳於

訪談脈絡情境中。 

某些主題可能要隱含於訪談過程中，研究者可從中引導出更多的問題並

嘗試擴大詢問的面向，使焦點更為清晰。然而，這個訪問者應確保不會影響

任何回答的方式，且要使訪談過程保持流暢而不影響之。 

（三）結構性觀察 

有人將結構性觀察稱為直接觀測，然而這兩種都是有名的「系統化的」

和「定量的」行為觀察方法。這個方法是用來觀察環境行為，觀察者在特殊

的環境背景中，記錄某一地點或時間所出現的某一行為；觀察者可在一天、

一週或一個月的時間內建立起行為圖，以明瞭在建築的區域中，是何類的人

們在哪一特定的時間或地點，以哪一特定的方式在使用。例如：走廊尾端是

很少人在那兒散步的，相較於一個中央的通道路徑，觀察者應以更多其他的

事務來詢問這個位置上的問題。 

（四）追蹤 

追蹤是不費唇舌的觀察法，是觀察實質痕跡的方法，可以發現之前活動

的狀況，提供研究者作為判斷之用，分為四類（如表 4），包括：副產品的使

用、改變使用模式、展示自己和公眾的訊息。 

蹤跡可以在不知覺的狀況下被遺留下來，例如：穿越區域的捷徑；或者

是一些故意改變環境的行為，例如：在出入口上吊掛門簾，透過這類的追蹤

觀察，研究者可以探知人們在工作或生活上是如何真正的使用這些環境。設

施管理者應該經由此種調查方式去探知其工作環境有多少改變，並且依據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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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物質的蹤跡 

副產品的使用       有助於設施管理者明瞭人們使用空間的方式與原始的設計有什麼不同 

侵蝕               藉由觀察環境中部分零件的遺失，了解目前使用量比原先設計還大，或

設計考量欠周詳。如草皮上新的穿越路徑象徵著原始設計並未考量到動

線的各種所需途徑。  

殘留物             這些物質可能象徵人們如何使用空間環境。如遺留在洗手間的煙蒂，可

能象徵著此處需要一個專用的吸煙室，殘留物能幫助了解哪些地方已經

發生計畫中的活動，哪些地方已經發生未計畫中的活動。  

缺憾追蹤           一個缺憾或是侵蝕，可能可以幫助辨識那個空間未被充分使用。如咖啡

休息區內無任何空杯或雜誌等物品，可能象徵著設施管理者應該將這個

空間作更妥善的運用。  

改變使用模式       當人們發現環境不允許讓他們去做想做的事時，他們變成設計師來改變

所處的環境。對於使用，能適應改變的蹤跡，正向設施管理者與設計師

暗示人們願意與他們討論如何選擇環境。  

小道具             環境中新小道具的增加常是被允許的，也許這是基於房間功能的改變，

或是某一活動太過昂貴導致在原始設計中未被允許。舒適的椅子和茶几

也許有助於某人辦公室中的非正式會議，而非佔用整間正式的會議室。 

分隔               改變原先一起使用的空間成為個別獨立的單元。例如：一間計畫為大

的、開放式的辦公室，經由隔間來增加隱私性。  

關係               改變疏離，增加運作效率及溝通。兩個辦公室間的門維持打開的狀態，

能使團隊持續的合作。  

展示自己           應該允許人們改變他們個別的環境，一個不允許個性化環境的結果，可

能會導致工作者的不快樂，組織應該考量哪些是對他們不利的。  

個性化             在工作環境中，人們常利用自己的空間放置個人的物品，如家人照片、

證書等。當設施管理者在考慮新設計時，應該充分的加以考量。  

識別               人們在使用他們的環境時，希望能容易被識別，例如：在個別分隔的單

元上設置能暫時放置名字的版面等。  

公眾的訊息        物質環境能被使用於傳達特殊大量的公眾訊息。  

正式的             一個組織的名字是多常出現於建築物上？對組織而言，共同的圖像有多

重要？有無防止訪客進入到私人使用範圍內的符號？  

非正式的           是否有許多非正式的導引符號分佈在建築物中？若是如此，代表正式的

導引符號是不正確的。  

資料來源：Facilities Management-Towards Best Practice, Barrett, 1995, 

p11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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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需要的次序加以排列。 

這個方法也有其缺點，例如：沒有諮詢使用者，研究者可能會做出錯誤

的假設，因此研究者應該運用其他方法來尋找其問題的關連性，並且嘗試求

證。追蹤記錄的方法包括圖表註釋、繪圖攝影和計算。 

（五）文獻查詢 

這個方法能使委託人及設計師藉由相似建築和相關組織所提供的處理方

法去獲得有用的訊息。在不同的原始建築計畫之前，設計師或許可以循此方 

法得知委託人的反應。 

（六）研究訪問 

這個方法能讓使用者、委託人及設計師從其他經驗中學習。訪問其他相

關組織和建築設計師，或許可藉由類似 POE的方法，了解其他人設計和使用

的不同途徑。研究訪問可以特別注意某一類特殊建築式樣的問題或設計上的

解答，使設計師和委託人避免重複付出類似的昂貴錯誤代價。一個建築物或

許在照片中讓人印象深刻，但對使用者而言未必具備良好的功能。顯然不太

可能去造訪太多的建築，因此可以嘗試選擇一些具有相關代表性的建築為受

訪對象。 

（七）檔案記錄 

這個方法是相當經濟的，但卻只有敘述發生什麼事情，而沒有探究發生

的原因。在檔案研究中，研究者所查詢的檔案是各組織集結而成的常態性報

告記錄，例如：醫學的檔案、人事的調動和長期的建築使用情形。假使組織

成員的調動是高於其他建築物時，舊的 HVAC系統是否能負擔？這是一項可

被使用來檢驗結果的方法。 

（八）模擬 

這個方法不是為了蒐集原始的數據，但它可能是一種能應用建議於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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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有用工具。模擬的方法包括：照片、模型、圖畫、電腦模擬、活潑的動

畫遊戲製作等，這些方法的選擇將依據現成可取得的資源而定。然而應該充

分考量這些模擬的成本，以免產生錯誤。一個依照比例設置的工作站模型似

乎是昂貴的，但卻使得錯誤修正後能回饋到階段中，以符合使用者的條件。     

陸、用後評估的研究  

Preiser 等人（1988）認為早期 POE的研究偏重於大學宿舍（college 

dormitory）的評估，主要是因為對大學研究者和大多數住宿者而言較為方便；

而在 1960年代，相關研究提出了驚人的發現（Van der Ryn & Silverstein,1967 ; 

Hsia,1967 ; Preiser,1969），例如：建物的設計和使用者間顯現出沒有效率和不

合適，更甚者，建物外觀和社群關係間的連結不恰當。大多數 1960年代晚期

的研究成果在 1970年代早期印行於世，特別是在醫院設計方面，結合建築和

醫療專業的合作成果之報告出爐，例如：Field 等人主持 Tufts大學醫學中心

的建物評估，包含工作人員往返建物的時間性、醫院功能、往返於病床的時

間、工作人員的需求與效率，而最早做有系統建物評估的是 1960年代晚期蘇

格蘭的Markus和其同僚，他們提出了以成本為基礎的建物評估模式系統，是

在描述建物交互作用的因素系統、環境系統、活動系統並完成擁有者和使用

者在建物表現上的最終目的（引自 Preiser et al,1988）。Cooper（1970, 1975）

提出住屋的許多特別設計觀點，並舉住屋計畫評估成敗的例子，例如：景觀

的運用、行人專用區、住屋樓層設計的功能性和彈性、建物結構的品質、儲

藏空間的充足性、建物的顏色等。Rabinowitz（1975）評估 Columbus 和 Indiana

四所全國知名的學校建築，其在深度和廣度上都有創新之舉，且鉅細靡遺地

在技術、功能和人類行為方面加以檢驗。Goodrich（1976）主導一項後設計

評估（post-design evaluation），這是用來檢驗一個擁有 600名員工的公司，在

新開放使用辦公大樓的員工對開放空間設計和激發創新工作的反應，運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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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和有組織的測量方法，對員工辦公環境滿意度提列評估標準。Friedman , 

Zimring和 Zube（1978）所設計的以社會科學為本的研究方法，提供非常廣

度的展望，這項 POE架構包括顧客設定、最近的環境背景、設計過程、社會

及歷史背景，評估本身則包含因設計而產生較大展望的定義、評量方法的選

擇、結果分析、評估焦點的定義、將評估訊息納入對建築過程的回饋。到了

1980年代，POE自成一套定律、標準化的項目，開業者（practitioners）和研

究者間的聯動網路已然形成，重大的複式建築指標也被放進 POE中使用，並

且產生許多先進的 POE理論策略和應用方法，Marans和 Spreckelmeyer（1981）

指出外在物理環境和工作點配置影響工作人員的觀念和行為，他們的構想方

式和客觀環境相關聯，歸因於使用者觀念和工作，此兩者都受到使用者行為

和全體滿意度影響，同時顯示出個人對建物的滿意度即代表對建物在物理和

組織結構方面的評價。美國建築研究部門（Building Research Board）指出當

POE概念趨於成熟，在建築合約中開始將 POE納為合約的一部分，正如將規

劃活動納為建築流程中預先設計的重要步驟之一（引自 Preiser et al,1988）。

Dilanthi 和 David（1988）的研究指出高等教育教學空間的設施與環境的關

係，並透過評估方法來發現問題，設計研究，並提出改正的建議。從 1990

年代迄今，POE仍是研究學校建築空間與使用者行為間的重要研究方法之

一，而國內外相關研究也愈來愈多，以下針對與用後評估相關之文獻加以整

理，說明如下： 

一、陸雄之研究 

    陸雄（民 80）在「國民小學廁所建築用後評估研究」中，以教師、學生

及建築師為對象，採用文獻分析、問卷調查、觀察、訪談等方式，以相關法

令及規定為評估標準來進行研究，其研究內容主要在了解國小廁所的使用者

在生理與心理方面的需求、意見和態度，並且指出設計時應考量特殊使用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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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需求，增設各種功能廁所。 

二、陳嘉基等之研究， 

    陳嘉基等（民 81）在「大專女生宿舍室內空間使用後評估」的研究中，

以 21棟女生宿舍的住宿學生為對象，採用文獻分析、問卷調查、訪談、實地

測量等方式，以規劃報告書、空間平面圖為評估標準來進行研究，其研究結

果發現女生宿舍空間過於擁擠，且儲藏空間不足。 

三、黃世孟之研究 

    黃世孟（民 81）在「彰化縣員林國小校舍使用後評估之調查研究」中，

以教師及學生為對象，採用文獻分析、問卷調查、觀察、訪談等方式，以相

關設備標準為評估標準來進行研究，其研究內容主要在探討國小普通教室的

使用實況，同時指出其功能需再界定清楚；透過研究對普通教室未來的空間

轉型提出建議及想法。 

四、陳格理之研究 

陳格理（民 82）在「大學圖書館建築用後評估研究」中，以中原大學圖

書館的館員及學生為對象，採用文獻分析、問卷調查、觀察、訪談等方式，

以相關設備標準、興建計畫書、設計者的理念及圖書管管理章則為評估標準

來進行研究，其研究內容以大學圖書館的建築空間與設施為研究主題，以使

用者的行為、反應與意見為研究重點，並指出使用者對圖書館的環境及外觀

感到滿意，但其通風、噪音及桌椅私密性則感到不滿意。 

五、黃富祥之研究 

黃富祥（民 84）在「以「用後評估」探討國中校園空間之規劃設計—以

臺北市百齡國中為例」的研究中，以校長、建築師、學生為對象，採用文獻

分析、問卷調查、觀察、訪談等方式，以相關設備標準、規劃及設計報告書、

規劃理念及設計手法為評估標準來進行研究，其研究結果顯示下課休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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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短，影響學生到戶外空間活動的意願。 

六、吳再欽之研究 

吳再欽（民 86）在「中華工學院校舍空間設施調整後用後評估研究」中，

以教職員、學生為對象，採用文獻分析、問卷調查等方式，以中原大學校舍

空間調整搬遷計畫之流程及密西根大學空間設施調整研究評估指標為評估標

準來進行研究，其研究結果發現校舍空間設施調整後滿意度高，然使用者參

與度偏低。 

七、楊捷安之研究 

楊捷安（民 87）在「國民中學活動中心實質環境使用管理之調查研究—

以臺中市為例」的研究中，以校長、總務主任（或庶務組長）、建築師為對象，

採用文獻分析、問卷調查、訪談等方式，以國民中學設備標準及資料調查為

評估標準來進行研究，其研究結果發現臺中市 17所國民中學活動中心的使用

滿意度不高，需解決大型集會需求、維護管理、噪音及停車位等問題。 

八、許文傑之研究 

許文傑（民 89）在「臺灣縣市立棒球場用後評估－觀眾使用部分」的研

究中，以文獻分析、問卷調查、實地調查、訪談的方式進行研究，其研究結

果包括：1.觀眾對於四座球場的滿意度，以澄清湖球場最好，其次為新莊球

場、嘉義縣球場、嘉義市球場。2.針對國內之棒球場觀眾使用部分（空間、

設施、環境）進行現況的調查，發現其個別之優缺點並做球場要點之擬議，

以作為日後舊球場改建、新球場新建之參考。 

九、陳崑玉之研究 

    陳崑玉（民 90）在「學校建築用後評估— 以樟樹國中為例」的研究中，

以教師、學生為對象，採用文獻分析、問卷調查等方式，以相關文獻及第一

期校舍的規劃書為評估標準來進行研究，其研究結果發現學校師生對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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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建築各方面大致滿意，而設計上應更符合使用者實際的需求。 

十、徐仁斌之研究 

徐仁斌（民 90）在「用後評估在校園設施規劃應用之研究」中，以 4所

國民小學校園環境與設施為對象，採用文獻分析、實地觀察等方式，以用後

評估的相關理念與文獻整理為評估標準來進行研究，其研究結果指出應創建

本土化的評估準則；評估方式宜多元化。 

十一、林亭廷之研究 

林亭廷（民 90）在「國民小學班群教室空間規劃設計之用後評估」的研

究中，以建築師、校長、教師、學生為對象，採用文獻分析、資料調查、問

卷調查、觀察記錄、儀器測量、深入訪談等方式，以相關文獻分析、資料調

查及以國小教室設備標準為評估基礎來進行研究，其研究結果指出 5所國民

小學班群教室多用途學習空間之佈置狀況與使用方式有密切關係；班級規模

以 2至 4班空間組合為宜；宜善用活動板、調整課程內容與教學方式，減低

班群教室中千擾的產生；學校應定期自我進行評估診斷作業。 

十二、游春生之研究 

游春生（民90）在「校園更新規劃設計過程中使用者用後評估之探討－

以頭城國中為例」的研究中，以教職員、學生為對象，採用文獻分析、問卷

調查、觀察、訪談等方式，以相關文獻分析及資料調查為評估標準來進行研

究，其研究結果發現教職員及學生對校園更新狀況整體性是「滿意」；教職

員及學生對校園各種設施使用上沒有「不滿意」；教職員及學生對學校的地

理位置認為是「尚可」。 

十三、韓鴻恩之研究 

韓鴻恩（民 90）在「運動公園用後評估之研究－以竹南運動公園為例」

的研究中，以文獻分析、問卷調查、訪談的方式進行研究，其研究結果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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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南運動公園中的草坪滿意度最高；而游泳池雖最受歡迎，但滿意度卻最低；

整體而言，對於竹南運動公園的滿意度超過半數表達正面立場。 

十四、邱華玉之研究 

    邱華玉（民 91）在「學科教室群教學空間規劃與使用之研究－以臺北市

麗山高中為例」的研究中，以教師、學生為對象，採用文獻分析、問卷調查、

觀察、訪談等方式，以相關文獻分析及資料調查為評估標準來進行研究，其

研究結果指出麗山高中與美國學校類型相似，而與國內高中傳統高中有極大

差異，學科教室群空間大體適用於麗山高中，可能可以嘗試推廣至其他高中。 

十五、吳易凌之研究 

吳易凌（民 91）在「從新校園運動探討教學空間規劃與環境教學之研究—

以臺中縣土牛國小為例」的研究中，以教師、學生為對象，採用文獻分析、

觀察、訪談等方式，以相關文獻分析為評估標準來進行研究，其研究結果指

出參與式的校園規劃能夠促進師生對學校的歸屬感與認同感；教育改革的最

大教具— 學校建築：新校園中將過去的封閉型教室開放設計成班群教室、協

同教學空間，促成教學活動的改變，並以建築技術使校園內的空間、自然資

源被充分利用進行教學，而學校本身就是豐富的教具。 

十六、吳琇瑩之研究 

吳琇瑩（民 91）在「幼稚園建築防災安全評估及規劃設計準則之研究」

中，以臺北市各種不同類型之幼稚園為對象，採用文獻分析、問卷調查、現

況調查等方式，以相關法令及資料調查為評估標準來進行研究，其研究內容

主要在分析現在幼稚園於安全防災上之問題，擬訂評估基準及解決對策，根

據相關資料研訂幼稚園防災安全規劃設計準則，建立設置幼稚園建築安全防

災之設置標準及其環境之安全通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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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李述藺之研究 

李述藺（民 91）在「南投縣國民中學校園重建用後評估之研究」中，以

15所學校之師生（含校長）為問卷調查對象，校長為訪談對象，採用文獻分

析、問卷調查、深入訪談等方式，以相關文獻分析及資料調查為評估標準來

進行研究，其研究結果發現南投縣全校拆除重建之 15所國民中學重建後之校

園因係整體規劃，因此在綜合感覺、校舍、校園、運動場及其他附屬設施各

個面向，均已展現優良的重建成果；大致符合現階段實際使用之需求，且有

相當程度與教育革新理念相結合。 

十八、宋佩容之研究 

宋佩容（民 91）在「大學校園水景空間認知與使用行為之研究」中，以

逢甲大學的三個水景空間及其使用者為對象，採用文獻分析、問卷調查、觀

察等方式，以相關文獻分析及資料調查為評估標準來進行研究，其研究結果

指出使用者的使用行為會因環境特性的不同而產生差異；使用者的水景空間

認知會因水景空間類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水景空間認知因素，可能會因使

用者特性的不同而產生差異；使用者的水景空間認知可能與使用行為有關；

使用者的使用行為會因水景空間類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十九、洪慧珊之研究 

    洪慧珊（民 91）在「校園開放空間使用者滿意度研究－以東華大學校園

核心區為例」的研究中，以東華大學教學核心區的使用者為對象，採用文獻

分析、問卷調查、實地調查、觀察等方式，以相關文獻分析及資料調查為評

估標準來進行研究，其研究結果指出目前校園核心區當中總滿意程度多正面

評價，而其原因在於「視覺景觀」大項的滿意程度高，然「活動及設施」大

項的滿意程度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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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許碧蕙之研究 

    許碧蕙（民 91）在「校園規劃「用後評估」之研究— 以南投縣九二一震

災重建國小為例」的研究中，以教職員和五、六年級學生為對象，採用文獻

分析、資料調查、問卷調查、觀察、訪談等方式，以校園規劃報告書、設備

標準、教育及空間設計理念為評估標準來進行研究，其研究結果指出南投縣

25所全部重建的國小運動場、遊戲場規劃未盡完善；噪音千擾為教室較嚴重

問題，教室內學生活動空間不足；學校設施使用問題在於設備不足及維護管

理不易。 

二十一、許嘉惠之研究 

許嘉惠（民 91）在「探討空間型態與使用行為對室內環境品質影響之研

究－以雲林科技大學教學空間為例」的研究中，以學生為對象，採用文獻分

析、現場測定、問卷調查等方式，以空間平面圖、資料調查為評估標準來進

行研究，其研究結果發現影響室內環境滿意度的因子包括：噪音、光線、空

調、空間型態、CO2平均濃度等。 

二十二、陳怡然之研究 

    陳怡然（民 91）在「學校建築中綜合教學大樓用後評估之探討以逢甲大

學商學大樓為例」的研究中，以行政人員、教授、研究生及大學生為對象，

採用文獻分析、問卷調查、觀察、訪談等方式，以空間平面圖、相關文獻分

析及資料調查為評估標準來進行研究，其研究結果發現受試者對共同使用空

間、教學空間、行政空間大多表示滿意，而影響滿意度的因子包括：噪音、

光線、通風、空間大小、設備、色彩與材料質感等。 

二十三、趙益祥之研究 

趙益祥（民 91）在「九二一地震後南投新建小學之研究」中，以 53 所

南投重建小學為對象，採用文獻分析、訪談等方式，以相關案例分析為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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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來進行研究，其研究結果指出此次校園建築重建規劃反映了以地方的風

土特色，以及以使用者參與為主的規劃作業程序。 

二十四、林澤民之研究 

林澤民（民 92）在「校園空間發展與用後評估之研究－以彰化師大附工

為例」的研究中，以學生為對象，採用文獻分析、問卷調查等方式，以相關

文獻分析及規劃興建計畫為評估標準來進行研究，其研究內容是從用後評估

角度，來探討校園空間使用情況，進一步探討學生對校園空間與設施之使用

意見，並從硬體設備之充實、校園景觀之美化、其他設施之改善等三部分，

提出統整規劃之建議。 

二十五、Pittillo之研究 

Pittillo（1990）在「中等學校用後評估」的研究中，以校長、教師為對

象，採用文獻分析、問卷調查等方式，以相關設備標準及資料調查為評估標

準來進行研究，其研究結果發現 3 所不同型態中等學校的教師對空間的大

小、舒適度及美觀感到不滿意。 

二十六、Bassetti之研究 

Bassetti（1994）在「Martha Lake小學用後評估」的研究中，以教師、學

生為對象，採用文獻分析、問卷調查、觀察、訪談等方式，以使用者行為用

後評估表為評估準則來進行研究，其研究結果發現師生對學校整體環境大致

感到滿意。 

二十七、James和 Stewart之研究 

James和 Stewart（1995）在「以用後評估方法分析圖書館設計」的研究

中，以圖書館員、畢業生、教職員及學生為對象，採用文獻分析、問卷調查

等方式，以相關文獻分析及資料調查為評估準則來進行研究，其研究結果指

出 Alabama大學的科學和工程圖書館的使用者對其照明與個人安全方面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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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高，對空間內部的噪音干擾感到不滿意。 

二十八、Ornstein之研究 

Ornstein（1997）在「巴西聖保羅中小學之用後評估研究－ 學校環境使

用者及其品質觀點」的研究中，以校長、教師、學生、工程師、主管機關為

對象，採用文獻分析、問卷調查、訪談等方式，以相關設備標準及資料調查

為評估準則來進行研究，其研究結果指出 24所公立中小學的使用情形和當初

的設計有一段落差。 

二十九、Andersson之研究 

Andersson（2001）在「設計觀點－對瑞典農業科學大學庭園建築結構部

門的用後評估」的研究中，以教授、行政人員、學生為對象，採用文獻分析、

問卷調查、實地調查等方式，以空間平面圖及資料調查為評估準則來進行研

究，其研究結果指出空間的設計應能容納全體教職員，符合其需要的功能，

並能依據影響現住者滿意度的因素來設計。 

綜上所述，研究的學校建築物從幼稚園、國民小學、國民中學、高中職

到大專院校都有，另外尚有縣市立棒球場、運動公園等，研究對象以普遍化

居多；評估準則以多樣化居多，包括設備標準、規劃報告書、空間平面圖、

相關文獻、相關法令等，評估方法（如表 5）趨向於多元化，能兼顧質化與

量化的方法，最常使用的方法是文獻查詢、標準調查問卷，其次是觀察、訪

談及檔案記錄，較少使用的方法是追蹤、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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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用後評估相關研究之研究方法整理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Doidge (2001)提到 POE最大的研究障礙在於專業人員總為了堅守他們

的聲譽並避免訴訟問題，因此所有的「錯誤」最後都只變成積極的建言，導

致往往在 POE之後仍然缺乏實察改善的行動。陳格理（民 80）認為由於國

內政府未充份支持研究工作，未能藉著對用後評估的研究，使 POE經驗有效

傳承，導致財務資源的浪費，難以提昇建築規劃與設計中人力、物力和時間

的品質，是國內在發展 POE時最大的問題。因此，除了政府及相關單位戮力

支持 POE的研究外，在進行 POE的研究時，應該珍惜資源並提昇品質，且

在研究後，將經驗有效傳承，並針對研究結果來進行實察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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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本研究用後評估準則  

POE準則基本上必須和建築物的特性、機能、使用者的類型與群性有關

（Preiser et al.,1988）。評估準則是使評估結果具有公正性和客觀性的重要因

素之一，而設定評估準則的目的在藉以決定評估結果上，什麼樣的資料可以

提供令人信服的觀點；一般而言，評估準則具有下列幾項主要的作用

（Kosecoff & Fink,1982）：（1）幫助評估者了解評估工作會產生什麼樣的結

果：（2）幫助評估者和委託人了解評估工作所能產生的貢獻和影響力；（3）

幫助評估者建立更公正、客觀和可信賴的評估立場；（4）幫助評估者確立研

究資料和結論的價值；（5）幫助評估者篩除不必要的東西，特別是一些刻意

加入以影響評估結果的資料。POE準則多半具有精確性、完整性、穩定性、

爭辦性和反駁性的性質，其組成亦須合乎下列條件（陳格理，民 82）：（1）

必須根據研究目標和研究內容來決定；（2）必須和評估對象的使用現狀有關；

（3）必須包括建築最初的使用計畫，如建築規劃書；（4）必須包括對評估主

體在類型和本質上的說明；（5）必須包括業主所擬定的管理計畫或方式；（6）

可以包括研究者對此類研究主體所提出的重要觀點或要求。 

由於評估準則和技術使用的不同，將 POE分成部分使用者參與、完全使

用者參以及用後評估的管理三種形式（Barrett,1995）：（1）部分使用者參與係

指邀請使用者參與評估過程，重視專家為主的評估方式；（2）完全使用者參

與係指強調使用者對整個評估過程的參與，但不涉入結果判斷，過程中包括

座談會、瀏覽及回顧，人員包括參與評估團隊、設施管理者及經營者；（3）

用後評估的管理係指著重 POE對建築管理的效用，尤其是 POE對改善建議

的提出和執行。 

本研究主要在了解臺北市國民小學運動場地的規劃現況，並與相關之

POE準則作比較，且以學童為評估對象，以敘述型 POE的層級來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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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能了解學童使用學校運動場地後的評價，找出其中的優缺點，發現問題，

提供相關資訊，並對規劃設計結果有更多的了解，獲得確認並解答學校運動

場地上的問題。本研究將以下列資料作為評估準則： 

一、相關的設備標準 

一般而言，能成為評估準則的相關設備標準必須具有下列幾項基本性質

（陳格理，民 82）：（1）以清楚的文字說明經公開方式訂立的條文；（2）有

被遵守的必要性和實踐的可能性；（3）具有可調整性；（4）可用於測試的結

果或評量工作上；（5）對基本性質有原則性的描述，對未來發展亦有簡要的

說明。 

本研究以臺北市 140 所公立國民小學為普查及基本資料分析對象，主要

在了解學校運動場地的規劃現況和規劃變項，將研究資料加以彙整說明，並

與教育部於民國 91年編印的「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中的相關規定作比較，

說明其符合與未符合標準之處。 

二、規劃及設計相關資料 

目前國民中、小學的興建係採取整體規劃的方式進行，在徵選建築設計

作品前，由各籌備校長邀集相關學者共同訂定興建計畫書，並以公開競圖方

式徵選建築師作整體規劃（黃富祥，民 84）。本研究參酌 6 所國民小學的規

劃及設計相關資料作為評估準則，其內容大致可概分為五部分：（1）規劃設

計目標與原則；（2）學校規模的研擬；（3）現行法規的限制；（4）基地環境

分析；（5）規劃設計構想與內容等。 

本研究進行 POE 的要項是以學校運動場地的規劃現況與規劃變項為

主，並調查國民小學學童在學校運動場地的使用情形、意見與滿意度，因此，

規劃及設計相關資料的內容便成為本研究評估準則的重要資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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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規劃理念及設計手法 

學校運動場地的規劃成果含有校長、總務主任、建築師等人的規劃理念，

這些潛在的因素影響了運動空間的具體呈現，但非規劃報告書中可用文字清

楚表達說明，因此在規劃設計呈現方面，本研究將以訪談方式探求行政人員

的設計理念，了解各運動空間的形成原因及考量要點，整理成本研究評估準

則的參考資料，並針對運動空間的管理維護及經營方式訪談，以探知活動的

形成原因和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