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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配合文獻探討，以普查、基本資料分析與問卷調查為主，並輔以

結構性非參與式觀察與訪談調查，以期獲取較周延的資料。以下即針對研究

架構、研究對象、研究工具、實施程序及資料處理加以說明。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將分別探討臺北市各國民小學運動場地的規劃現況（包括跑道、

田賽場地、室外球場、傳統遊戲場、現代遊戲場、體育館內的場地設施及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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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

變項（包括場地種類、開放情形、學校規模、場地配置及場地密度）、學童在

運動場地上的使用情形（包括使用人數及使用情形）、學童對運動場地的意見

（包括場地選擇、活動選擇、使用頻率、友伴人數及興趣高低）、用後評估（滿

意情形）與場地期望；並探析上述變項間的關係，分別闡明如下（研究架構

如圖 17所示）： 

一、以「規劃現況」為自變項，分別以「場地使用」、「場地期望」、「用

後評估」為依變項，探討學童在田徑場、室外球場、遊戲場、體育館（或室

內球場）、游泳池的使用人數及使用情形，對學校運動場地的期望，並對照用

後評估準則中的相關規定。 

二、以「規劃變項」為自變項，以「用後評估」為依變項，分別探討不

同的學校運動場地規劃變項中，學童對運動場地的滿意情形是否有差異。 

三、以「性別」為自變項，分別以「場地意見」、「用後評估」為依變項，

探討男、女學童在使用學校運動場地後，對場地選擇、活動選擇、使用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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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伴人數、興趣高低及滿意情形是否有差異。 

四、以「年級」為自變項，分別以「場地意見」、「用後評估」為依變項，

探討低、中、高年級學童在使用學校運動場地後，對場地選擇、活動選擇、

使用頻率、友伴人數、興趣高低及滿意情形是否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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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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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其運動場地的規劃現況及規劃變項，而運動場地包括五大種類，即田徑場、

室外球場、遊戲場、體育館（或室內球場）及游泳池，為了探析臺北市國民

小學學童在運動場地上使用的情形、使用的意見、使用後的滿意情形與期望，

因此依據普查的結果，找出五大種類俱全學校及其場地開放情形，並從中抽

取大規模學校 2所、中規模學校 2所、小規模學校 2所，共計 6所學校為本

研究的研究對象，並透過電話徵詢此 6所學校參與本研究的意願，在取得同

意後，以公文（如附錄一）聯繫方式行文至各校，並附上指導教授致施測學

校問候函（如附錄二）及致施測學校說明函（如附錄三），就所抽取的學校，

探討運動場地種類五類俱全的國民小學學童對運動場地的整體滿意情形，並

且探析不同的開放情形、學校規模、場地配置及場地密度等變項中，學童對

運動場地滿意度的差異。本研究係以臺北市 140所公立國民小學運動場地規

劃現況的普查、基本資料分析及分層隨機取樣的 6所國民小學學童問卷調查

為主，並輔以學童使用情形的結構性非參與式觀察及分別進行校長或總務主

任、體育組長或體育科任教師及學童對運動場地規劃理念、意見與建議的訪

談調查，以期能獲取較完整且深入的相關資料，以下分別對普查、基本資料

分析、問卷調查、結構性非參與式觀察及訪談調查對象做描述。 

壹、普查對象 

本研究以臺北市 140所公立國民小學為普查對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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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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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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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如下 2項： 

一、場地種類 

本研究所指的學校運動場地包括五大種類，即田徑場、室外球場、遊戲

場、體育館（或室內球場）及游泳池，根據普查結果，找出學校運動場地五

類俱全的國小。 

二、開放情形 

根據普查結果，了解田徑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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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開放使用情形；接著將上述 35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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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基本資料分析對象 

本研究以臺北市 140所公立國民小學為基本資料分析的對象，主要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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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從 35 所運動場地五類俱全的國小中，依據基本資料分析的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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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是

本研究進行問卷調查及觀察的樣本學校）；接著了解學校的場地配置、場地密

度等變項的規劃情形，並將相關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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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探討不同的學校

規模、場地配置及場地密度等規劃變項中，學童對運動場地用後評估的滿意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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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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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算結果包含如下：大規模學校是指 50班以上，共計 46所，中規模學校是指

35至 49班，共計 47所，小規模學校指 34班以下，共計 47所。 

二、場地配置 

本研究將運動場地配置分為三種類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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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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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類型場地配置為「田徑場被校舍所包，校舍呈

ㄇ、ㄩ、H或口字型」。 

三、場地密度 

本研究將場地密度（學校運動場地面積除以普通班學生人數的數值）的

標準訂為 6㎡/人，高於 6㎡/人稱為場地密度低的學校，低於 6㎡/人稱為場

地密度高的學校。 

    依上述規劃變項所抽取的 6所臺北市國民小學（如表 6），分別是文山區 

表 6   6所國民小學之運動場地規劃情形 

學校 場地種類 開放情形 學校規模 場地配置 場地密度 

甲校 五類俱全 場地不完全開放 39班（中） 第二類型 7.36㎡/人（低）

乙校 五類俱全 場地不完全開放 75班（大） 第一類型 3.20㎡/人（高）

丙校 五類俱全 場地不完全開放 64班（大） 第三類型 3.46㎡/人（高）

丁校 五類俱全 場地完全開放 31班（小） 第二類型 12.96㎡/人（低）

戊校 五類俱全 場地完全開放 37班（中） 第三類型 5.83㎡/人（高）

己校 五類俱全 場地完全開放 21班（小） 第一類型 14.99㎡/人（低）

註：（括號）中的文字表示其分類的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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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芳國民小學（簡稱甲校）、松山區民權國民小學（簡稱乙校）、大安區龍安

國民小學（簡稱丙校）、南港區玉成國民小學（簡稱丁校）、中正區螢橋國民

小學（簡稱戊校）、萬華區福星國民小學（簡稱己校）。 

參、問卷調查對象 

為了解學童對運動場地的意見及使用後的滿意度與期望，於是採分層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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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計共發出問卷 1080份，回收 1053份，回收率達 97.5%（如表 7）；勾選題有

效問卷為 1015 份（其中女生 490 人，男生 525 人；二年級 343 人，四年級

319人，六年級 353人）；問答題有效問卷為 881份（其中女生 421人，男生

460人；二年級 299人，四年級 273人，六年級 309人）；問卷調查對象人數

分配如表 8所示。 

表 7  學童問卷回收情形統計表 

項目 發放問卷數 

（份） 

回收（份） 

有效問卷   無效問卷   小計 

回收率（％） 

學童 1080 1015 38 1053 97.5 

表 8  問卷調查對象人數統計表 

項目 不同性別 

女生   男生   

不同年級 

二年級   四年級    六年級 

總數 

勾選題有效問卷 

問答題有效問卷 

490    525    

421    460 

343 

299 

319 

273 

353 

309 

1015 

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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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觀察對象 

為了解學童在運動場地上的使用情形，乃就分層隨機取樣的 6所國民小

學學童為觀察對象，觀察其上午上體育課時間及下課時間在田徑場、室外球

場、遊戲場、體育館（或室內球場）、游泳池運動遊戲的約略人數及使用情形；

在觀察過程中，使用「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童運動場地使用情形觀察表」、數位

相機、攝影機及筆記等進行資料的蒐集。 

伍、訪談調查對象 

依據觀察對象的 6所國民小學，分別訪問各校 5人（如表 9），包括校長

或總務主任及體育組長或體育科任教師各 1人、學童 3人，總計訪談調查的

對象共 30人；在訪談過程中使用錄音機和筆記作為記錄工具。 

表 9   6所國民小學訪談調查對象基本資料表 

項目 校長或總務主任 體育組長或體育科任教師 學童 

甲校 男 男 一年級女生、四年級女生、六年級男生

乙校 男 男 二年級男生、四年級女生、五年級女生

丙校 男 男 二年級男生、三年級男生、六年級女生

丁校 男 男 一年級女生、三年級男生、六年級男生

戊校 女 男 一年級男生、四年級女生、五年級男生

己校 男 男 二年級女生、三年級男生、五年級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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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用以蒐集資料的工具共有五種：第一種是「臺北市國民小學運動

場地設施調查表」，用以普查臺北市 140所公立國民小學運動場地規劃現況和

規劃變項之相關資料；第二種是「臺北市國民小學運動場地規劃基本資料分

析表」，用以了解臺北市 140所公立國民小學運動場地規劃變項之相關資料；

第三種是「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童運動場地規劃意見與用後評估調查問卷」，透

過問卷調查，以蒐集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童對運動場地的意見及使用後的滿意

情形與期望之相關資料；第四種是「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童運動場地使用情形

觀察表」，用以觀察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童上體育課及下課時間使用學校運動場

地的情形；第五種是「臺北市國民小學運動場地規劃理念、看法與意見訪談

大綱」，經由訪談國小校長或總務主任、體育組長或體育科任教師、學童，以

明瞭學校運動場地的規劃理念、上課時間使用各運動場地的節數多寡及使用

學校運動場地後的看法與意見等。以下針對研究工具進一步加以說明： 

壹、臺北市國民小學運動場地設施調查表 

本研究使用此自編調查表以蒐集臺北市 140所公立國民小學運動場地

規劃現況和規劃變項之相關資料；在初步編寫完成，並與指導教授經過多次

討論修正後，確定本研究的調查表（詳見附錄四），本調查表由各國民小學總

務主任填寫，其內容分為二個部分： 

一、基本資料：包括學校名稱及填寫時間。 

二、運動場地設施現況調查內容：（一）田徑場：包括跑道的設置與否、長度、

道數、材質、田賽場地的設置與否、種類、夜間照明設備的裝置與否及

開放使用狀況等；（二）室外球場：包括其設置與否、種類、夜間照明設

備的裝置與否及開放使用狀況等；（三）遊戲場：包括其設置與否、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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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現代遊戲場的遊戲設備與器材的種類、是否考量年級因素分開設置及

開放使用狀況等；（四）體育館（或室內球場）：包括其設置與否、場地

種類、場地設施及開放使用的狀況等；（五）游泳池：包括其設置與否、

位置、水道數、長度、寬度、場地設施、劃分深淺區與否及開放使用的

狀況等。 
 

貳、臺北市國民小學運動場地規劃基本資料分析表 

基本資料分析表的內容（詳見附錄五）主要是列出臺北市 140所公立國

民小學，並且分別分析及整理各校運動場地規劃變項之相關基本資料，包括

學校規模、場地配置及場地密度；資料來源包含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九十

一學年度基本資料表、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統計室國民小學運動場面積資料等

政府統計數據。 

 

參、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童運動場地規劃意見與用後評估調查問卷 

為了解學童對運動場地的意見（包括場地選擇、活動選擇、使用頻率、

友伴人數及興趣高低）與使用後的滿意情形及場地期望，乃設計本問卷（詳

見附錄六），以進行相關資料的調查，茲就問卷內容及編製過程說明如下： 

一、問卷內容 

    本問卷分為「基本資料」、「填答說明」和「填答題目」三方面，在「基

本資料」方面，包含學童的性別與年級；在「填答說明」方面，乃是以圖例

和文字說明的方式來定義學校田徑場、室外球場、遊戲場、體育館（或室內

球場）和游泳池，讓學童能清楚了解該場地的範圍；在「填答題目」方面，

共有 32個題目，包含勾選題 29題及問答題 3題，主要分為三大部分：（一）

學童使用學校運動場地後的意見：以勾選題的題型請學童在□內勾選一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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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適當的答案，包含上體育課時的場地與課程內容選擇（第 1、2、3題）、下課

時間的場地與活動選擇（第 4、5題）、下課時間運動場地的使用頻率（第 6

題）、下課時間運動遊戲的友伴人數（第 7題）、下課時間運動遊戲的興趣高

低（第 8題）；（二）學童使用學校運動場地後的滿意度：同樣以勾選題的題

型請學童在□內勾選一個最適當的答案，包含對開放情形（第 9題）、場地配

置（第 10題）、面積大小（第 11題）的滿意度，對田徑場在學校設立的位置

（第 12題）、跑道長度（第 13題）、道數（第 14題）及整體（第 15題）的

滿意度，對室外球場在學校設立的位置（第 16題）、場地數量（第 17題）及

整體（第 18題）的滿意度，對遊戲場在學校設立的位置（第 19題）、設備器

材數量（第 20題）及整體（第 21題）的滿意度，對體育館（或室內球場）

在學校設立的位置（第 22題）、設施數量（第 23題）及整體（第 24題）的

滿意度，對游泳池在學校設立的位置（第 25題）、水道長度（第 26題）、道

數（第 27題）及整體（第 28題）的滿意度，以及對學校運動場地的整體滿

意度（第 29題）；（三）學童對學校運動場地的期望：以問答題的題型請學童

寫出或畫出對運動場地的期望，包括希望增加的場地設施（第 1題）、心目中

理想學校運動場地的樣子（第 2題）、對學校運動場地規劃與運用的意見與看

法（第 3題）。 

二、編製過程 

依據研究目的及文獻探討初步編製問卷後，經多次與指導教授討論，增

補遺漏的題目，以及刪除或修正不適當題目，編製成「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童

運動場地規劃意見與用後評估調查問卷」，並委請具有學術研究素養，且在學

校建築、運動場地規劃或用後評估領域學有專精的學者專家（如表 10）進行

問卷的審查（專家審查推薦函如附錄七所示，專家審查問卷如附錄八所示），

以求問卷題目的設計能較周全，最後根據學者專家給的意見來修正問卷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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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問卷審查專家學者一覽表 

專家姓名 職稱 

井敏珠 

田文政 

呂宏進 

吳國基 

林天祐 

林明地 

林塗生 

林寶城 

周瑞雲 

秦夢群 

陳順和 

張益仁 

曾文錄 

劉春榮 

鄭志富 

謝文全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主任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體育室副教授 

臺北縣立板橋體育場場長 

臺北市立民權國民小學校長 

臺北市立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所長 

臺北市立南港國民小學校長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運動科學所所長 

臺北市立博愛國民小學校長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臺北市立健康國民小學校長 

臺北縣立坪林國民小學校長 

臺北市立明湖國民小學校長 

臺北市立師範學院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所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務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註：依姓名筆畫排序 

本問卷經由學者專家修正後，抽取臺北市中正國小二、四、六年級各 2

個班級的學童進行預試（共計 160人；女生 87人，男生 73人；二年級 51

人，四年級 55人，六年級 54人），了解問卷的語句及題意是否適合國小學童

閱讀，並依預試結果進行項目分析，項目分析時針對五等量表的題目，且根

據相關理論將題目分成 6個向度，對每個向度的題目進行項目分析，分別求

出各題目的臨界比（critical ratio，CR），再將鑑別力較小的臨界比未達 3.00

之題目先予剔除，經由項目分析結果，發現問卷題目之臨界值全部大於 3.00，

故所有題目都保留下來；項目分析結果如表 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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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童運動場地規劃意見與用後評估調查問卷」題目
項目分析表   

項別 問卷題目 臨界比 
（CR值）

整體部分 1.對放學後、假日或寒暑假學校運動場地開放情形的
滿意度 

2.從上課時間運動場地對教室產生噪音干擾的觀點
而言，對運動場地在學校設立位置的滿意度 

3.對學校運動場地面積大小的滿意度 
4.對學校運動場地整體的滿意度 

7.881 
 
4.815 
 
8.326 
12.430 

田徑場部分 1.對田徑場在學校設立位置的滿意度 
2.對學校田徑場跑道長度的滿意度 
3.對學校田徑場跑道道數的滿意度 
4.對學校田徑場整體的滿意度 

8.576 
8.784 
9.263 
13.708 

室外球場部分 1.對室外球場在學校設立位置的滿意度 
2.對學校室外球場數量的滿意度 
3.對學校室外球場整體的滿意度 

10.544 
8.483 
6.939 

遊戲場部分 1.對遊戲場在學校設立位置的滿意度 
2.對學校遊戲場設備器材數量的滿意度 
3.對學校遊戲場整體的滿意度 

7.757 
6.299 
8.246 

體育館（或室

內球場）部分 
1.對體育館（或室內球場）在學校設立位置的滿意度 
2.對學校體育館（或室內球場）設施數量的滿意度 
3.對學校體育館（或室內球場）整體的滿意度 

10.464 
6.477 
11.817 

游泳池部分 1.對游泳池在學校設立位置的滿意度 
2.對學校游泳池水道長度的滿意度 
3.對學校游泳池水道道數的滿意度 
4.對學校游泳池整體的滿意度 

9.011 
8.629 
9.294 
7.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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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度分析 

依據預試資料分別求出學童的「整體部分」、「田徑場部分」、「室外球場

部分」、「遊戲場部分」、「體育館部分」、「游泳池部分」等六個向度的 Cronbach’s 

α分別為.6458、.7572、.7179、.7015、.7537、.8483；而總量表的α係數為.9235，

代表此量表的信度頗佳。 

 

肆、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童運動場地使用情形觀察表 

為了解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童上體育課及下課時間使用學校運動場地的情

形，乃設計了「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童運動場地使用情形觀察表」，作為進行實

地觀察時的研究工具，在觀察過程中，使用數位照相機及攝影機等進行資料

的蒐集，並以「學校平面圖」作為輔助工具，分別觀察學童在田徑場、室外

球場、遊戲場、體育館（或室內球場）、游泳池運動遊戲的約略人數及使用情

形；觀察表編製完成後，與指導教授進行討論修正，並抽取臺北市雙園國小

學童為預試對象，利用一天的上午上體育課時間及下課時間進行預試，以作

為進一步修正的參考依據。觀察表的內容主要分為二個部分（詳見附錄九）： 

一、基本資料：包含學校名稱、觀察時間及觀察者 

二、觀察內容：分為三部分：（一）場地類型：每節上、下課分別勾選一種學

校運動場地類型，包括田徑場、室外球場、遊戲場、體育館（或室內球

場）及游泳池；（二）使用場地的學童人數：分別觀察學童使用田徑場、

室外球場、遊戲場、體育館（或室內球場）、游泳池運動遊戲的約略人數

（三）使用情形：分別觀察學童在田徑場、室外球場、遊戲場、體育館

（或室內球場）、游泳池的運動遊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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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臺北市國民小學運動場地規劃理念、看法與意見訪談大綱 

本研究的訪談大綱是以開放式的問題訪談校長或總務主任、體育組長或

體育科任教師、學童，以更深入了解 6所國民小學運動場地的規劃理念、維

護管理情形、上課時間使用各運動場地的節數多寡及使用學校運動場地後的

看法與意見等。訪談表分為校長或總務主任、體育組長或體育科任教師、學

童三個版本，在校長或總務主任方面，基本資料包括學校名稱、性別、訪談

時間，訪談內容主要是該校運動場地的規劃理念、維護管理情形及在規劃、

維護及使用上的相關建議及意見等；在體育組長或體育科任教師方面，基本

資料包括學校名稱、性別、訪談時間，訪談內容主要是按照其一週課表，訪

談其上體育課時間使用各運動場地的節數多寡，學童最喜歡的課程內容，並

提出在進行體育教學過程中，學校運動場地需改善的地方等；在學童方面，

基本資料包括學校名稱、性別、年級、訪談時間，訪談內容主要是未來希望

增加的運動場地設施、使用學校運動場地後的看法與意見（詳見附錄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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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實施程序 

本研究的實施程序可分為「確立研究計畫與架構」、「編製研究工具」、

「進行普查、調查、觀察與訪談」、「資料整理分析」及「撰寫研究論文」

五個階段，將研究流程整理如圖 18所示，並說明如下： 

壹、確立研究計畫與架構 

一、確立研究方向 

民國 91年 8月確立研究方向，便開始蒐集並整理國內外相關的研究及文

獻資料，並向師長、學長姐請教，經由其指導，於民國 91年 9月確立研究題

目，並初擬研究動機、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二、探討相關文獻 

在確立研究方向之後，於民國 91年 10月初至 92年 2月底蒐集國內外相

關文獻，加以整理、比較及分析。 

三、擬定研究計畫與架構 

根據文獻分析、研究目的、研究問題、研究範圍、研究方法等，於民國

92年 3月初擬研究計畫與架構，請師長、學長姐就研究計畫的內容給予指正，

並以此作為進一步研究的參考依據。 

貳、編製研究工具 

依據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問題、文獻探討，並參酌相關研究問卷，

於民國 92年 4月擬定「臺北市國民小學運動場地設施調查表」、「臺北市國民

小學運動場地規劃基本資料分析表」、「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童運動場地規劃意

見與用後評估調查問卷」、「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童運動場地使用情形觀察表」

及「臺北市國民小學運動場地規劃理念、看法與意見訪談大綱」。並於 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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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初邀請專家學者就問卷的內容及用語進行審查，以作為修正之參考依

據，並建立問卷專家效度；問卷修正後實施預試，以了解學童對問卷的語句

及題意的閱讀理解情形，並依預試結果進行項目分析、因素分析；同時並實

施觀察表預試，以作為正式觀察表修改之參考依據。 

參、進行普查、調查、觀察與訪談 

一、進行普查 

民國 92年 5月初將自編的「臺北市國民小學運動場地設施調查表」發送

給臺北市 140所公立國民小學的總務主任，並請於 5月底前擲回，6月底前

加以整理完成，以獲得學校運動場地規劃現況和規劃變項（包括場地種類、

開放情形）之相關資料。 

二、蒐集政府統計資料 

民國 92年 5月中旬，向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第三科索取「臺北市公私立國

民小學九十一學年度基本資料表」，藉此了解各校運動場地之學校規模、場地

配置等資料；並向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統計室索取臺北市公立國民小學運動場

面積，藉此了解各校運動場地密度。  

三、實施問卷調查 

根據上述普查及資料分析結果，並考量各校運動場地規劃的條件，於民

國 92年 5月底，採分層隨機取樣方式，抽取臺北市 6所公立國民小學，並徵

詢其參加研究的意願以作為本研究之研究對象，並向此 6所國民小學校長或

教務主任洽談問卷調查、觀察及訪談事宜。於民國 92年 6月初寄發問卷，委

託受試學校幫忙問卷填答與說明，並於寄發後兩週催收問卷，於 6月底將問

卷全部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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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進行實地觀察 

民國 92年 6月至 6所國民小學進行實地觀察，在各校分別利用上午上體

育課及下課時間進行觀察，上午第 1、2、3節上體育課的時間，每節上課時

間為 40分鐘，而下課時間的分配大致上為上午第 1節下課 10分鐘，第 2節

下課 15分鐘（或 20分鐘）、第 3節下課 10分鐘。每節上體育課或下課時間

各觀察 1至 2個運動場地，觀察使用場地設施的學童人數與使用情形，為求

觀察時間的一致性，並扣除學童上下課的緩衝時間及變更觀察場地時間，各

場地的觀察時間上體育課約以 15分鐘為原則，下課約以 5分鐘為原則。 

五、進行實地訪談 

民國 92年 6月至 6所學校進行實地訪談（基本上與實地觀察同一天），

利用觀察時間外的上午第 4節上課時間及下午時間分別訪談校長或總務主

任、體育組長或體育科任教師及學童對運動場地的規劃理念、意見與建議。 

肆、資料整理分析 

民國 92年 7月至 9月，就本研究所蒐集的普查資料、政府統計資料、問

卷調查資料、觀察資料、訪談資料、數位相機拍攝的照片、數位攝影機拍攝

的錄影帶、訪談錄音帶等，分別進行資料整理及統計分析。 

伍、撰寫研究論文 

民國 92年 10月至 11月依據文獻探討、普查資料分析、政府統計資料分

析、問卷調查、實地觀察及訪談的結果進行統整工作，於民國 92年 12月提

出結論與建議，並於民國 92年 12月中旬至民國 93年 1月底擬定研究論文初

稿，經指導教授指導修正後，於民國 93年 2月提交正式的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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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撰寫研究論文 

資料整理分析 

確立研究方向 

學校運動場地

規劃的理念 

用後評估理論

的探討 

國小運動場地

規劃的內涵 

進行實

地觀察

進行 

普查 

擬定研究計畫與架構 探討相關文獻

進行普查、調查、觀察與訪談

編製研究工具 

確立研究計畫與架構 

臺北市國民小學

運動場地設施調

查表 

臺北市國民小學運動

場地規劃理念、看法

與意見訪談大綱 

臺北市國民小學

學童運動場地使

用情形觀察表 

臺北市國民小學運

動場地規劃基本資

料分析表 

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童

運動場地規劃意見與

用後評估調查問卷 

   圖18   研究流程圖 

蒐集政府

統計資料 

實施問

卷調查

進行實

地訪談



                                                               第三章  研究方法 

 141

第五節   資料處理 

    在資料處理上，普查及政府統計資料收齊後，整理臺北市公立國民小學

規劃現況與規劃變項的數據；問卷調查的結果主要以次數百分比統計、

Spearman等級相關、肯德爾和諧係數、卡方考驗和MANOVA變異數分析進

行整理分析；而觀察和訪談主要用描述性方式加以記錄。 

壹、資料整理 

一、普查資料整理 

    先將進行普查後的調查表編號，並針對普查所得的資料整理出各國民小

學運動場地規劃現況和規劃變項（包括場地種類、開放情形）之相關資料。 

二、政府統計資料整理 

    索取相關政府統計資料後，依據本研究所定義的公式計算，並整理出各

國民小學運動場地規劃變項（包括學校規模、場地配置、場地密度）之相關

資料。 

三、問卷資料處理 

（一）剔除無效問卷：問卷回收後，為保持問卷資料的完整性和可靠性，勾

選題部分有下列情形者都視為無效問卷，先予以剔除：1.資料殘缺不全：

缺答或錯誤填答率在 50％以上者；2.胡亂填答：答案呈規則性或一致性

者。問答題部分若有如下三種情形之一者，亦視為無效問卷予以剔除：1.

沒有填答；2.答非所問；3.文字或圖案難以辨識。 

（二）編碼及登錄：剔除無效問卷後，將填答資料編碼，並登錄於 SPSS軟

體中。 

（三）檢核資料：運用 SPSS的 Frequencies程式計算各變項的次數分配和極

大值、極小值，檢核及修正錯誤的輸入資料，再進行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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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缺失資料的處理：由於無效問卷均已剔除，對部分遺漏資料（missing 

data）採用部分捨棄方式（pairwise）處理，也就是在分析資料時，受

試者的缺失變項不進行統計分析，也不以其他方式（例如該變項的平

均數）來代替缺失資料，但其他變項則照常列入統計分析，至於缺失

資料則以 SPSS的遺漏值（missing value）來界定。 

四、觀察資料的處理 

進行實地觀察後，將觀察表的記錄結果配合學校平面圖，輔以研究者拍

攝的相關照片或影片，作一描述性的整理與分析。 

五、訪談資料的整理 

進行實地訪談後，以逐字稿方式，配合各校規劃及設計相關資料，分別

整理國小校長或總務主任、體育組長或體育科任教師及學童對學校運動場地

的規劃理念、意見與建議。 

貳、問卷資料統計分析 

本研究所使用的統計分析方法包括次數百分比統計、斯皮爾曼等級相關、

肯德爾和諧係數、卡方考驗和MANOVA變異數分析，統計過程運用SPSS 10.0 

For Windows軟體作分析，茲說明如下： 

一、次數百分比統計：用以回答研究問題第 1至 29題。 

二、斯皮爾曼等級相關：用以回答問題第 1、2、3、4、5題。 

三、肯德爾和諧係數：用以回答問題第 1、2、3、4、5題。 

四、卡方考驗：用以回答問題第 6、7、8題。 

五、MANOVA（多變量變異數）分析：用以回答問題第 9至 29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