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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學校運動場地是學童上下課運動遊戲的場所，能讓學童盡情的奔跑、跳

躍、活動、遊戲、競賽，使校園充滿歡樂與活潑的氣氛；學校在規劃運動場

地時，若能符合安全性、教育性、整體性、實用性、多樣性、舒適性、經濟

性、啟發性、適切性、前瞻性的要求，且考量場地設施的充實、教師的課程

設計、學校的排課及師生的看法與需求等因素，相信教師在課程安排上將更

為便利與彈性，學童也能充分運用此空間學習與成長。本研究主要目的在了

解臺北市國民小學運動場地的規劃現況與問題，探討用後評估的方法與準

則，並與學校運動場地規劃情形作比較，探究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童對運動場

地規劃的意見、滿意度、期望及其差異性，探析不同的運動場地規劃變項中，

學童對運動場地滿意度的差異性，研究學童在運動場地上的使用情形，最後

並提出對國民小學運動場地規劃與用後評估的相關建議，俾供相關單位、人

員及未來相關研究之參考。 

本研究方法主要分為四部分：（1）普查及基本資料分析以臺北市 140所

公立國民小學為對象，了解其運動場地的規劃現況及規劃變項；（2）問卷調

查以 6所國民小學的學童為對象（有效樣本 1015人；女生 490人，男生 525

人；二年級 343人，四年級 319人，六年級 353人），主要在探究學童對運動

場地規劃的意見、滿意度、期望及其差異性；（3）觀察以 6所國民小學的學

童為對象（共計約 4534人次，上體育課時間約為 1732人次，下課時間約為

2802 人次），主要觀察其上午上體育課時間及下課時間在學校運動場地上的

人數及使用情形；（4）訪談以 6所國民小學的校長或總務主任 1人、體育組

長或體育科任教師 1人、學童 3人為對象，主要在了解其對運動場地規劃的

理念、意見與建議。在資料分析上，主要採用描述性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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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數分析等

方法。本章根據第四章的結果做成結論，並提供若干建議以供學校運動場地

相關研究及實際規劃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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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結論 

綜合研究問題、研究結果與討論，將研究結論臚列於下：  

壹、臺北市國民小學運動場地的規劃現況 

一、臺北市國民小學九成以上有設置室外球場、遊戲場和田徑場，近六成有

體育館（或室內球場），而僅三成有游泳池。 

臺北市國小運動場地設置比例由高到低依序是室外球場（137 校，

97.9%）、遊戲場（135 校，96.4%）、田徑場（132 校，94.3%）、體育館（或

室內球場）（83校，59.3%）、游泳池（42校，30.0%）；田徑場跑道長度以介

在 100m-200m 之間最多，跑道道數是以 6 道為主，多數學校的跑道材質是

PU跑道，田賽場地以跳遠沙坑最多；室外球場種類最多的是籃球場和綜合球

場，多數學校的田徑場和室外球場有裝置夜間照明設備；遊戲器材最多的是

滑梯、爬竿，組合遊具以設置 1組為主，而多數學校遊戲場地設施未依低中

高年級分開設置；體育館（或室內球場）的球場種類以羽球場、綜合球場為

主，多數學校有夜間照明設備和冷氣空調；游泳池以設在室外的學校最多，

水道長度大多是 25m以上，寬度則是 15m以上，水道道數以 6道為主，大多

設有更衣室和沐浴室，且游泳池多數有劃分深淺區。 

二、田徑場、室外球場及遊戲場的開放情形以對外免費開放最多，體育館（或

室內球場）以對外租借最多，而游泳池多數未開放。 

田徑場（107校， 81.1%）、室外球場（101校， 73.7%）及遊戲場（112

校， 83.0%）以對外免費開放為最多，體育館（或室內球場）以對外租借（54

校，65.1%）為最多，而游泳池以未開放（18校，42.9%）為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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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北市國民小學的學校規模有六成多屬中小型，場地配置類型以田徑場

被校舍所包的最多，而運動場地密度多數偏高。 

臺北市 140所公立國民小學中，屬大規模學校（普通班班級數 50班以上）

有 46所，中規模學校（普通班班級數 35至 49班）有 47所，小規模學校（普

通班班級數 34班以下）有 47所，其中班級數超過 100班的有 5所，本研究

未將特殊班、附設幼稚園的班級數計算進去，故學校規模大的校數實際上可

能更多，而低於 10班以下的學校有 8所，多集中在北投區；場地配置以第三

類型（田徑場被校舍所包，校舍呈ㄇ、ㄩ、H或口字型）的學校（54校，38.57%）

居多，其次是第一類型（田徑場與校舍分開並列，呈東西或南北並列）的學

校（47 校，33.57%），最少的是第二類型（田徑場被校舍半包，校舍呈 L、

＝或倒 L型）的學校（39校，27.86%）；場地密度高（每生享有的運動場地

面積在 6 ㎡/人以下）的學校（92 校，67.65%）占多數，場地密度低（每生

享有的運動場地面積在 6㎡/人以上）的學校（44校，32.35%）居少數。 

貳、臺北市國民小學運動場地規劃上所面臨的問題 

一、學校運動場地的維護檢修工作應再加強。 

依據訪談結果，校長或總務主任指出應加強運動場地設施的維護檢修，

其提出的意見與建議包括：（1）維護管理及修繕權責需釐清，並對管理人員

施以考核；（2）加強宣導學童正確合宜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項；（3）校內每

個月應進行運動器材的檢核，做好維護管理工作；（4）使用單位應扮演維護

管理的角色，共同使用，共同維護；體育組長或體育科任教師表示希望校方

在運動場地維護管理方面，能增加人手，使場地設施能定期的檢修，學童的

運動遊戲安全將更有保障；而學童亦希望校方能隨時注意場地設施的安全並

定期維護保養；由此可知，學校運動場地的維護檢修工作應再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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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運動場地開放後，造成環境維護及管理上嚴重的問題。 

依據訪談結果，校長或總務主任指出學校運動場地開放後，場地設施遭

破壞、垃圾隨地亂丟影響環境整潔等問題急需解決，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撥

補充足經費、人員，並訂定有效辦法來進行維護管理，而學校是教育的場所，

應加強宣導工作，辦理相關研習，讓使用者能建立正確使用及維護的觀念，

使場地開放的理念能真正落實。 

三、學校運動場地有密度過高、面積太小、設施老舊等問題。 

本研究結果顯示，臺北市國民小學有六成多的學校每生所占平均運動場

面積在 6㎡以下，運動場地密度偏高；依據觀察發現，校舍圍繞著田徑場（操

場）型態的學校，學童活動空間狹小擁擠，尤其一到下課，場地擠滿了人，

顯現出運動遊戲空間不足、場地密度過高的問題；而在訪談結果上，校長或

總務主任認為臺北市國小運動場地面積太小、場地不敷使用、設施老舊等問

題應加以解決，建議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新設學校或增建分校，並撥補更多

的經費來更新運動遊戲設施。  

參、用後評估的方法與準則 

一、用後評估的研究方法趨向多元化，以文獻查詢、問卷調查為主。 

整理相關研究後發現，用後評估的研究方法趨向多元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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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用後評估準則以相關設備標準、規劃及設計相關資料、規劃理念及設計

手法為主。 

POE準則是使評估結果具有公正性和客觀性的重要指標，而設定評估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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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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相關文獻後發現，POE準則以多樣化居多，包括相關設備標準、規劃及

設計相關資料、規劃理念及設計手法等。 

肆、運動場地規劃情形與部定設備基準的比較結果 

一、田徑場、室外球場和游泳池的規劃情形多數符合部定設備基準規定。 

有高達 9成以上的臺北市國民小學有設置田徑場跑道，多數符合標準中

的規定；室外球場種類最多的是籃球場和綜合球場，其中有近六成學校將室

外球場規劃為綜合球場，使場地的使用能更彈性、更多樣化，多數符合標準

之規定；田徑場和室外球場有八成以上開放供社區民眾使用，多數符合標準

之規定；游泳池水道長度是 25m的比例高達九成多，附屬設施中的過濾系統、

池底吸塵器、水道繩、更衣室、沐浴室等的設置率均在八成以上，多數符合

標準中的規定，然而水道道數僅 1校（8道）符合標準規定，且有四成多的

游泳池未開放使用，此情況有待改善。 

二、遊戲場和體育館（或室內球場）的規劃情形部分未符部定設備基準規定。 

遊戲場和體育館（或室內球場）有八成以上開放供社區民眾使用，符合

標準規定；然而有半數以上國小遊戲器材未依年級高低分開設置；體育館（或

室內球場）設置更衣室及沐浴室的比例均未過半數，未符標準之規定。 

伍、學童對運動場地規劃的意見 

一、上體育課時，學童最喜歡在室外球場打球，在游泳池游泳戲水。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發現，有半數以上的學童上體育課最喜歡使用的運動

場地是室外球場和游泳池，有近七成的學童認為上體育課時，最喜歡的體育

課程內容是打躲避球、游泳、打籃球、打羽毛球；觀察結果同樣發現，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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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場是學童使用人數最多的運動場地，而其使用情形也以打躲避球、打籃球、

打羽球為主，然而研究期間正值 SARS盛行之際，大多數學校游泳池未開放

使用；在進行訪談時，有部分學童表示教師平常上體育課較少使用游泳池，

希望可以多使用該場地；由此可知，學童上體育課時，最喜歡在室外球場打

球，在游泳池游泳戲水。 

二、上體育課時，教師最常使用的運動場地是室外球場和田徑場。 

本研究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有七成多的學童認為上體育課時，老師最常

使用的運動場地是「室外球場」及「田徑場」；在觀察結果方面，有六成多的

學童上體育課時使用田徑場和室外球場；由此可知，教師上體育課時最常使

用的運動場地是室外球場和田徑場。 

三、學童下課時間在離開教室後，最喜歡到遊戲場和室外球場。 

依據問卷調查結果，有四成多的學童（481人，47.4%）下課時間在離開

教室後，最喜歡到遊戲場和室外球場，其最喜歡從事的動態活動是打躲避球

（151人，14.9%）、到遊戲場玩（140人，13.8%）、追逐嬉戲（134人，13.2%）

和打籃球（123人，12.1%）；觀察結果亦顯示，有七成以上的學童（1976人，

70.5%）下課時間在離開教室後，最喜歡到室外球場打球，到遊戲場玩遊戲

器材，由此可知，學童下課時間在離開教室後，最喜歡到遊戲場和室外球場。 

四、不同性別、年級學童下課時間喜歡的場地和活動項目有差異。 

依據觀察及訪談結果得知，男生傾向動態的運動遊戲類型，如打躲避球、

打籃球、追逐嬉戲等，女生則傾向靜態的運動遊戲類型，如打羽球、跳繩、

踢毽子等；低年級學童偏向到遊戲場玩遊戲器材，高年級學童喜歡到室外球

場打球，較不喜歡玩遊戲設施；而問卷調查結果發現，在下課時間的場地選

擇上，過半數的男生最喜歡的活動地點是室外球場和遊戲場，過半數的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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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喜歡待在遊戲場及教室，而低、中年級學童最喜歡的是遊戲場，高年級學

童最喜歡的是室外球場，依性別、年級的不同而有差異；在下課時間的活動

選擇上，有過半數的男生下課時間最喜歡從事的活動是打躲避球、打籃球、

追逐嬉戲，有六成多的女生喜歡和同學聊天、到遊戲場玩、追逐嬉戲，在性

別的差異上，男生較偏向動態的活動，女生則包含動態與靜態的活動，而五

成多的低年級學童最喜歡到遊戲場玩、追逐嬉戲、和同學聊天，六成多的中

年級學童最喜歡和同學聊天、打躲避球、到遊戲場玩，七成多的高年級學童

最喜歡打籃球、和同學聊天、打躲避球；可見低年級學童下課時間喜歡從事

的活動與高年級差異較大，隨著年齡的增加，學童下課時間在離開教室後，

逐漸喜歡從事球類運動，在遊戲器材上遊戲玩耍的比例逐漸減少；由此可知，

不同性別、年級學童下課時間喜歡的活動項目及對運動場地的意見有差異。 

五、下課時間有近四成的學童經常到學校運動場地上玩，有八成五的學童喜

歡團體運動遊戲方式，有五成多的學童覺得運動場地好玩。 

有近四成的學童下課時間經常到學校運動場地打球嬉戲；有八成五的學

童下課喜歡跟大團體（跟一群人一起玩）及小團體（跟二至三個同學玩）一

起運動遊戲；有五成多的學童覺得下課時間學校運動場地是好玩或非常好玩。 

六、下課時間學童在學校運動場地的使用頻率、友伴人數、興趣高低上，因

性別、年級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一）在下課時間的使用頻率上，男生選擇「常常去玩」的人數顯著多於女

生，女生選擇「很少去玩」的人數顯著多於男生；低年級學童選擇「每

節下課都去玩」的人數顯著多於中、高年級學童，而高年級學童選擇「很

少去玩」的人數顯著多於中、低年級學童。 

（二）在下課時間的友伴人數上，選擇「跟一群人一起玩」的男生人數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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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於女生，選擇「跟二至三個同學玩」的女生人數顯著比男生多；而低

年級學童選擇「自己玩」的人數顯著多於中、高年級學童。 

（三）在下課時間的興趣高低上，男生選擇「非常好玩」（132 人，25.1%）

的人數顯著多於女生（96人，19.6%）；低年級學童下課時間認為學校運

動場地「非常好玩」的人數顯著高於中、高年級學童，而高年級學童選

擇「普通」的人數顯著高於低年級學童。 

陸、學童對運動場地規劃的滿意度 

一、學童對運動場地規劃的滿意度傾向滿意。 

就學校運動場地各部分滿意度來看，田徑場規劃滿意度平均數是 3.63

分，室外球場規劃滿意度平均數是 3.46分，遊戲場規劃滿意度平均數是 3.40

分，體育館規劃滿意度平均數是 3.45 分，游泳池規劃滿意度平均數是 3.62

分；各部分的滿意度由高至低依序為「田徑場規劃」、「游泳池規劃」、「室外

球場規劃」、「體育館規劃」、「遊戲場規劃」；就整體滿意度來看，場地種類五

類俱全的 6 所國小中之 1015 位學童對學校運動場地整體滿意度的平均數為

3.55分，屬於滿意。 

二、低年級、小規模、田徑場與校舍配置屬於分開並列或半包的類型、場地

密度低的國小學童對運動場地滿意度較高。 

本研究結果顯示不同的年級、學校規模、場地配置、場地密度的國小學

童，對學校運動場地滿意度各變項之平均數有顯著差異，並且發現：（1）低

年級學童在「田徑場規劃」、「室外球場規劃」、「遊戲場規劃」、「體育館規劃」、

「游泳池規劃」和「整體感受」六方面都比高年級學童滿意；低年級學童在

「遊戲場規劃」、「體育館規劃」、「游泳池規劃」和「整體感受」四方面比中

年級學童滿意；中年級學童在「田徑場規劃」、「室外球場規劃」、「體育館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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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游泳池規劃」四方面比高年級學童滿意；（2） 學校規模屬於小規模的

國小學童在「室外球場規劃」、「遊戲場規劃」、「體育館規劃」、「游泳池規劃」

和「整體感受」五方面比中規模的國小學童滿意；學校規模屬於小規模的國

小學童在「室外球場規劃」和「體育館規劃」二方面比大規模的國小學童滿

意；（3）場地配置屬於第一類型的國小學童在「田徑場規劃」、「室外球場規

劃」、「遊戲場規劃」、「體育館規劃」、「游泳池規劃」和「整體感受」六方面

都比第三類型的國小學童滿意；場地配置屬於第二類型的國小學童在「田徑

場規劃」、「室外球場規劃」、「遊戲場規劃」、「體育館規劃」、「游泳池規劃」

和「整體感受」六方面都比第三類型的國小學童滿意；（4）場地密度屬於密

度低的國小學童在「室外球場規劃」、「遊戲場規劃」、「體育館規劃」、「游泳

池規劃」和「整體感受」五方面比密度高的國小學童滿意。 

柒、學童對運動場地規劃的期望 

一、希望學校能再增設鞦韆、溜冰場、棒（壘）球場、滑水道等。 

學童希望學校運動場地增加的場地設施前 10項，依序是鞦韆（151人）、

溜冰場（147人）、棒（壘）球場（115人）、滑水道（103人）、足球場（81

人）、躲避球場（80人）、羽球場（65人）、溜滑梯（60人）、籃球場（59人）、

蹺蹺板（46人）、腳踏車專用場地（39人）。 

二、希望學校運動場地能多種花草樹木，且場地變得更大，設施種類更多。 

學童對學校運動場地規劃與運用的意見前 10項，依序是多種花草樹木

（61人）、遊樂設施變多（57人）、運動場地變大（43人）、運動設施要更好

玩（37人）、增加游泳池（32人）、運動設施變多（25人）、游泳池變大（22

人）、增加遊戲場地（16人）、增加室外球場（14人）、定期維護保養（10人）、

球場變大（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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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學童在運動場地上的使用情形 

一、學童下課時間使用運動場地時，常出現不同活動聚集在同一場地的情形。 

學童下課時間在同一個運動場地運動遊戲時，常出現不同的活動方式，

如跑道可用來追逐嬉戲、打躲避球、打羽球、傳球、聊天、散步、扯鈴、跳

繩、玩呼拉圈、踢毽子等，球場可用來打籃球、打躲避球、踢足球、追逐嬉

戲、跳繩、玩遙控飛機等，遊戲場可以聊天嬉戲、攀爬玩耍、追逐嬉鬧等，

只要是可以運動遊戲的空間，學童就會在場地上盡情地玩喜愛的活動項目。 

二、上體育課和下課時間，跑道的使用效益不盡理想。 

上體育課和下課時間，學童在跑道上打躲避球、傳球、追逐嬉戲、跳繩、

扯鈴、進行團體遊戲等，實際用來跑步、競賽的情形很少，使用效益不盡理

想。 

三、下雨天，教師會使用體育館（或室內球場）上體育課，而下課時間有的

學童會利用雨勢稍緩之際，到運動場地上運動遊戲。 

下雨天，教師會使用體育館（或室內球場）上體育課，讓學童打羽球、

籃球或追逐嬉戲，下課時間若遇雨勢稍緩，有的學童仍會到學校運動場地上

運動遊戲，可見其喜愛運動遊戲的程度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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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以下根據文獻探討及本研究結論，提出若干建議，以供教育行政機構、

學校行政人員、教師及未來相關研究之參考。 

壹、對教育行政機關及學校建議 

以下提出幾點對教育行政機關及學校建議，期望對國民小學在運動場地

規劃上能有幫助。 

一、撥補適當經費，增建游泳池，增設室外球場及遊戲場的設施。 

學童上體育課最喜歡在室外球場打躲避球、籃球和羽球，在游泳池游泳

戲水，而下課時間在離開教室後，最喜歡到遊戲場遊戲玩耍，到室外球場打

球運動；由此可知，相關單位應該了解各校運動場地設施現況，撥補適當經

費，增建游泳池，並增設室外球場及遊戲場的設施；在臺北市 140所公立國

民小學的運動場地中，僅 42所學校（30.0%）有游泳池，其他學校可再增建，

另外，多設置滑水道等設施，並將冷水游泳池改建為室內溫水游泳池，讓學

童及社區民眾能常年使用，而設置比例最高且是學童喜愛的室外球場和遊戲

場，在設施上應再增加，例如：新奇好玩的鞦韆、蹺蹺板、組合遊具、籃球

架、運動場邊有隨時可取拿的球具等，若空間許可，可規劃溜冰場、棒（壘）

球場、腳踏車專用場地等場地讓學童使用。 

二、國小田徑場跑道設置率頗高，然使用效益不盡理想，規劃時可作更彈性

的考量。 

本研究調查發現，臺北市國小田徑場跑道的設置率頗高，高達 9成以上；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多數學童上體育課喜歡使用室外球場和游泳池，下課時

間在離開教室後，最喜歡到遊戲場遊戲玩耍，到室外球場打球運動；觀察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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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發現，上下課時間跑道被學童用來追逐嬉戲、打躲避球、打羽球、傳球、

聊天、散步、扯鈴、跳繩、玩呼拉圈、踢毽子等，實際用來跑步、競賽的情

形很少；而部分學校的校長或總務主任表示田徑場如不辦正式田徑賽，可考

慮不設置，或是由於跑道使用率低，可打破傳統，去除跑道設計，改為棧道

或其他設計，提供教師教學、學童及社區民眾活動休憩的場所；據此，可考

慮在基地較大的學校設置一座標準跑道或在社區中規劃運動公園，供附近的

學校或社區使用，也可考慮將跑道長度縮短，其餘空間規劃學童喜愛的室外

球場、遊戲場和草坪，或將跑道改為棧道、林間步道的設計。 

三、遊戲器材應依年級高低分開設置，增設體育館（或室內球場）中的更衣

室、沐浴室等設施及游泳池水道道數，並改善國小游泳池開放供社區民眾

使用的情形。 

學校運動場地的規劃現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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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相關規定比較後發現，多數學校符合標準規定的項

目包括：田徑場跑道的設置率；室外球場規劃為綜合球場，以發揮多功能用

途；游泳池水道長度及其附屬設施的設置率；田徑場、室外球場、遊戲場及

體育館（或室內球場）開放供社區民眾的使用情形等；而未符標準規定的情

形包括：半數以上的學校（68校，50.4%）遊戲器材未依年級高低分開設置；

體育館（或室內球場）設置更衣室（42.2%）及沐浴室（32.5%）的比例均未

過半數；游泳池水道道數僅 1 校（8 道）符合標準規定；未開放使用的國小

游泳池有四成多；由此可知，遊戲器材應依年級高低分開設置，增設體育館

（或室內球場）中的更衣室、沐浴室等設施及游泳池水道道數，並改善國小

游泳池開放供社區民眾使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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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師上體育課時，可考慮多使用學童喜歡的室外球場與游泳池。 

本研究發現室外球場是學童上體育課最喜歡的運動場地，也是教師上體

育課最常使用的場地，然而，學童選擇為第二位的游泳池，在教師使用的運

動場地中，卻居於最後一位，取而代之的是學校的田徑場，造成這現象可能

的原因包括：研究期間正值 SARS盛行之際，大多數學校游泳池未開放使用，

或是平常上體育課時，教師較常使用田徑場，很少使用游泳池上課；因此，

在課程內容安排上，除了使用室外球場讓學童打球運動外，可盡量給予學童

上游泳課的機會，讓他們學會游泳的技巧，在游泳戲水中建立良善的人際關

係，獲得身心的調劑。 

五、學校運動場地的規劃可考量不同性別、不同年級學童的需求與意見。 

學校運動場地是學童上下課時，在離開教室後最喜歡去的活動空間；從

性別角度而言，本研究結果顯示男女生在學校運動場地的使用頻率、友伴人

數、興趣高低有顯著的不同，且喜愛的場地與活動亦有差異，例如：有過半

數的男生（286人，54.5%）下課時間最喜歡從事的活動是打躲避球、打籃球、

追逐嬉戲，而有六成多的女生（299人，60.9%）喜歡和同學聊天、到遊戲場

玩、追逐嬉戲，在性別的差異上，男生較偏向動態的活動，女生則包含動態

與靜態的活動；從年級的角度而言，各個年級的學童對運動遊戲的興趣與身

心發展階段不盡相同，例如：低年級與中年級學童下課時間最喜歡到遊戲場

嬉戲玩耍，高年級學童最喜歡到室外球場打球；因此若在規劃時能參酌不同

性別、不同年級學童的需求與意見，合理分配學童的運動遊戲空間，相信能

建構一符合兩性平等教育理念與兒童身心發展的學校運動場地。 

六、降低學校規模、學生人數與運動場地密度。 

當前臺北市國民小學有班級數、學生人數過多的現象，且有六成多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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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屬於場地密度高（每生享有的運動場地面積在 6㎡/人以下）的學校，造成

活動空間的擁擠，學童爭執、攻擊行為發生的機率較高，本研究結果顯示學

校規模屬於小規模的國小學童在「室外球場規劃」、「遊戲場規劃」、「體育館

規劃」、「游泳池規劃」和「整體感受」五方面比中規模的國小學童滿意；學

校規模屬於小規模的國小學童在「室外球場規劃」和「體育館規劃」二方面

比大規模的國小學童滿意；場地密度屬於密度低的國小學童在「室外球場規

劃」、「遊戲場規劃」、「體育館規劃」、「游泳池規劃」和「整體感受」五方面

比密度高的國小學童滿意；因此，建議教育行政機關，在學校規模、班級人

數幾近飽和之際，應協助學校設立新校區或是增建分校，以舒緩班級數、學

生數持續增加的壓力，解決空間擁擠的情形，降低運動場地密度，讓學童有

寬敞舒適的空間可以運動遊戲。 

七、國小校舍與運動場地應該分開設置。 

臺北市國民小學場地配置以第三類型（田徑場被校舍所包，校舍呈ㄇ、

ㄩ、H或口字型）的學校居多，產生噪音干擾教學區，活動空間不足的情形，

本研究結果顯示場地配置屬於第一類型、第二類型的國小學童在「田徑場規

劃」、「室外球場規劃」、「遊戲場規劃」、「體育館規劃」、「游泳池規劃」和「整

體感受」六方面都比第三類型的國小學童滿意；因此，建議教育行政機關，

在規劃運動場地時，應改變以往校舍圍繞著田徑場（操場）的型態，學校校

舍與運動場地分開設置，降低噪音干擾，提昇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 

八、學校運動場地應適當區隔。 

學童使用運動場地時，常出現不同的活動聚集在同一場地的情形，只要

是可以運動遊戲的空間，學童就會在場地上盡情地玩喜愛的活動項目，使得

跑道上、球場中或是遊戲場裡常出現不同的活動類型，如此易發生碰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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擠、受傷之情況；為顧及學童運動遊戲的安全，減低爭吵、受傷的發生，屬

性不同的運動場地設施應該有所區隔，設計上能保持安全距離，例如：球場

和田徑場分開設置、躲避球場和籃球場分區規劃等。 

九、規劃學校運動場地時應符合使用者參與設計的理念。 

理想的學校運動場地規劃需集眾人之智慧，並有充分的物力、財力支援，

加上時空背景的配合方能完成，而學童是學校運動場地的主要使用者，實有

參與規劃設計的必要，如此不但可滿足學童的需求，也可增加學童對學校的

認同感與向心力；本研究發現學童對學校運動場地的規劃設計甚具創造力，

且充分表達其意見與期望，例如：游泳池水道在球場周圍，兩邊有滑水道可

以當溜滑梯玩耍；運動場地要像森林一樣，有好多的樹木可以乘涼；羽球場

旁能有羽球拍和羽球，隨時可以打球；遊樂設施變多；運動場地變大等，許

多想法是成年人所無法想像的，因此，學校及相關單位應尊重學童的看法，

參採其意見來規劃學校運動場地。 

十、加強學校運動場地的定期檢修，並有專人管理，以維護使用者的安全。 

國民小學運動場地的維護時程、管理人員及檢修巡察無明確的標準，造

成維護檢修上認定的困難，有關單位應建立一套完善的維修標準，撥補適當

而合理的維持費與管理費，落實定期且有專人負責的維護保養工作，確保使

用者在學校運動場地活動時的安全。 

十一、學校運動場地應開放供社區民眾使用，並加強維護清潔的工作。 

校方及相關單位在規劃學校運動場地時，應該讓教學空間與運動場地有

所區隔，避免彼此的干擾，並開放供社區民眾使用，共同維護管理，共享學

校與社區資源；學校是教育的場所，應宣導正確使用與維護的觀念，如此學

校運動場地設施在開放後，將不會遭到蓄意破壞，且能保持環境的衛生整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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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貳、對未來相關研究的建議 

一、研究對象方面 

（一）臺北市國民中學在環境背景、學校運動場地規劃與用後評估的標準上，

與國民小學有許多相同之處，在未來研究上，可嘗試以國中生為研究對

象來探討。 

（二）本研究以國小學童為主要研究對象，未包含學校教師、社區人士等使

用者的意見，在未來研究上，可嘗試以不同角度、不同觀點切入，融入

其他使用者的想法與意見，使研究內容更臻完善。 

二、研究內容方面 

（一）本研究在用後評估的內容上，較著重行為層面的探討，即學童的使用

情形及使用後的滿意度，在技術及功能層面的研究著墨較少，例如：噪

音分貝、照明採光、水溫高低等，未來研究可針對深入探討上述層面。 

（二）本研究在觀察過程中曾遇到下雨天，發現若遇雨勢稍緩，有的學童仍

會到學校運動場地上運動遊戲，可見其喜愛運動遊戲的程度頗高，但使

用情形及活動內容會有所變化，在未來研究上，可比較學童晴天和雨天

在運動場地上的使用情形、場地及活動選擇等的差異。 

三、研究方法方面 

（一）POE的研究方法愈多元，且兼顧質化與量化的方法，資料收集之完整

性也愈精準；本研究將 POE相關研究整理後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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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未來研究者除了善用文獻查詢、標準調查問卷、

觀察、訪談、檔案記錄等方法外，也可使用追蹤及模擬的方式進行研究。 

（二）可採用個案研究法，以 1或 2所學校為研究對象，進行長期觀察，以

深入了解運動場地設施規劃及使用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