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  論 

    本章分為四節，第一節說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論述研究問題，

第三節為重要名詞釋義，第四節闡述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學校是實施教育的場所，其建築、設施及校園環境應均富有教育意

義、反映教育理念，使學生能在學校環境中受潛移默化的力量而變化氣

質，提高學習興趣（湯志民，2006）。學校建築空間由古至今有非常戲劇

性的變化，早期沒有所謂的教育設施，也沒有教室和課桌椅，只要是教師

所在之處即為「學校」(Wherever the teacher was, there was the “school.”) 教

學的物質環境並不受重視(Castaldi, 1994)。但二十世紀中期開始，隨著教育

需求增加，接受學校教育的人口比率增加，且年限也逐漸延長，人們逐漸

開始重視教育實施的主要場所－學校。學校生活是現代人人生必經的階

段，也是最重要的一段，學校環境與建築的優劣不僅直接影響教學與學習

效果，而且對學生的身心健康及品格陶冶都有深遠影響，可見學校環境與

建築之規劃對教育的重要性（蔡保田，1986）。 

在學校建築中，教室是學生最主要的學習及生活場所，因此教室的空

間規劃及營運形式深深影響學生的學校生活。過去幾十年來，國內中小學

一直以行政管理立場出發，偏重對學生的管教及輔導，因此主要採行特別

教室型（usual & variation type, UV 型）空間營運方式，一般課程（如：國

文、英語、數學、社會等）在普通教室上課，特別課程（如：理化、音樂、

美術、家政等）到專科教室上課，由於一般課程節數較多，學生大多時間

都待在班級教室上課，因此較有利於導師之管理及輔導。近年來，臺灣的

教育改革運動強調學生學習權之保障與教師之專業自主權，因此未來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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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空間時應該從學校教育的主要活動出發，以教學與學習為中心，更重

視教學空間的規劃、研究空間的設置、學習資源的提供及教學情境的佈置

（湯志民，2001）。因應此種趨勢，目前國內有越來越多小學開始採用班

群教室的教室空間規劃方式，目的即為靈活運用學校有限的教室空間，讓

每一間普通教室都成為各領域的教學與學習百寶箱（邱華玉，2002）。然

而由於國、高中課程分科較細，難以同時在一間教室中備齊所有學科之教

學資源，若教師希望運用教具或補充教學內容，通常必須自行帶到教室才

能使用，由於攜帶太多教具會增加移動時的負擔，因此降低教師應用額外

教學資源之意願。雖然「九年一貫課程總綱」明確地表示出應該將資訊科

技融入各學習領域教學，但普通教室資訊設備未必充足，教師若想運用資

訊融入教學，則必須耗費下課時間去借用及安裝教學設備，甚至常耽誤上

課時間，因此在時間精力有限的情況下，教師仍然以教科書、黑板板書及

口頭講授的上課模式為主，使得學生教室學習的資訊來源只限於平面文字

和教師的講課。相對於以班級為主的特別教室型設計，湯志民（2002）指

出美國中學均採學科型教室（variation type, V 型）空間營運方式，教室屬

於教師，由學生換教室上課。由於教師對教學空間的掌握性較強，因此可

事先準備好教學設備及教學資源，也可靈活運用教室空間佈置教學情境，

使學生到教室後較容易進入學科學習氣氛，使「教師好教，學生好學」。

由於臺灣中學實施班級導師制，需要班級活動空間，且學科型教室空間營

運模式下，學生沒有專屬課桌椅，需要個人儲物空間，也需要空間轉換時

之停等場所。因應國內中學班級教學之傳統，學科型教室空間營運模式在

學科教室之外應該搭配何種空間，其空間及附屬設施應該以何種理念規劃

及配置，較能符合國內中學生學習活動需求？此為本研究之動機一。 

學科型教室營運方式有利於教師經營教學空間，可將教學所需學科相

關設備、教具及參考資料（如：辭典、地圖、書籍、視聽資料等）集中在

學科教室內，讓教師教學時能就近取用，也較可能進行豐富之教學情境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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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提供學生多種學習刺激。由於國內國、高中教師均已習慣移動至各教

室之上課模式，且對教學空間掌握有限，即使是導師也不大可能隨教學單

元變換教學情境佈置，更不用談在教室內放教具或參考資料。因此即使採

用學科型教室空間營運模式，在實施初期教師也需要時間準備適合的教

具、教學參考資料或進行教學情境佈置。再者，因為國內學生已習慣特別

教室型只在特別課程換教室上課的模式，對學科型教室空間之使用也必須

重新學習及適應。學生使用學校空間情況可反映其是否符合學生之學校生

活需求，而使用滿意度則與學生的適應程度有高度相關，因此兩者均為學

科型教室評估之重點。因此，在使用一學期之後，政大附中學科教室之使

用現況如何？學生對學科教室之滿意度如何？對教室情境佈置之感受如

何？到學科教室上課是否更容易進入學科學習氣氛？學生使用教室以外

之學科型教室空間之現況如何？此為本研究之動機二。 

國內應用學科型教室設計之中學尚為少數，目前已正式推行學科型教

室營運模式者僅有臺北市麗山高級中學（以下簡稱麗山高中）、臺北市濱

江國民中學（以下簡稱濱江國中）及國立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以下簡

稱政大附中）三校，其中以麗山高中運行時間較長。邱華玉（2002）研究

麗山高中之結果顯示，學科教室空間確實提高了教師運用資訊科技及教具

輔助教學之頻率，且大部分教師都會做教學情境佈置。吳正己與吳秀宜

（2001）研究也指出資訊融入教學有助於學生理解教學內容，且教學情境

佈置有助於學生在潛意識中吸收學科相關資訊。在學科型教室營運方式

下，教師可事先完成課前準備，教學時間較充裕，且學生至學科教室上課

感受到學科相關的教學資源及情境豐富，是否因此感受到學習更有效率？

由於學習自我效能是中介學生學習動機、學習行為及學業成就的重要變項

之一，且研究顯示教室學習環境與學習自我效能之間有所關連，因此本研

究試圖探討政大附中學生對學科教室及學科型教室營運方式之使用感

受，與其學習自我效能之間是否確有關連？以上為本研究之動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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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本研究希望由實務層面切入，探討學科型教室的空間使用

現況及實際使用的相關問題。由於臺灣對學科型教室的研究不多，希望能

以本研究收拋磚引玉之效，讓更多人關心學校教室空間的規劃及營運模

式，進而使學校建築空間規劃更符合教育需求。 

 

貳、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之目的分述如下： 

一、瞭解政大附中學科型教室之規劃理念。 

二、觀察政大附中學科型教室之國中部學生空間使用現況。 

三、探討政大附中學科型教室之國中部學生滿意度與使用感受。 

四、調查政大附中國中部學生之學習自我效能。 

五、探究政大附中國中部學生學科型教室滿意度及使用感受與學習自我效

能之關係。 

六、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對學科型教室規劃與使用之建議，俾便做為未來推

行學科型教室之學校參考。 

第二節 研究問題 

依據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將探討以下問題： 

一、政大附中學科型教室之規劃理念為何？ 

二、政大附中學科型教室之國中部學生空間使用現況、移動情形以及學科

教室之設備與教學佈置現況如何？ 

三、政大附中不同性別之國中部學生，對學科型教室滿意度與使用感受是

否有差異？  

四、政大附中不同性別之國中部學生，其學習自我效能是否有差異？ 

五、政大附中國中部學生之學科教室滿意度與使用感受與其學習自我效能

間之關係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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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壹、學科型教室 

    學科型教室（variation type, V 型）乃是學校校舍營運的模式之ㄧ，與

其他校舍營運模式並列時也可以「學科教室型」模式稱之。在此模式下所

有的課程都在該科目所專屬的學科教室中上課，學生按照課表移動至各教

室上課。政大附中之學科型教室設計以「學科教室」為主要教學空間，另

亦包含「班級基地」、「教學研究室」及「討論室」。教師可利用學科教室

及教學研究室準備教材、佈置教學情境、與同科教師分享教學心得、召開

會議、輔導學生等。學生則運用班級基地之個人置物櫃作為儲物空間，並

可以班級基地與討論室作為空間轉換時之停等及人際交流空間。 

貳、學習自我效能 

學習自我效能（academic self-efficacy）為學生評估自己學習能力後對

特定學習任務的信心，其信心程度受個人及情境因素影響，會隨學習活動

的結果有所變化。 

本研究採用梁茂森（1998）編製之「國中生學習自我效能量表」，學

生學習自我效能即為其在「國中生學習自我效能量表」上之得分。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主要以文件分析法、訪談法、觀察法與問卷調查法進行研究，

首先蒐集國內外相關文獻予以分析探討，據以擬定觀察紀錄表、訪談指南

與問卷以進行研究，茲就研究方法與步驟分別說明如下： 

壹、研究方法 

一、文件分析法 

  本研究蒐集的文件主要包括政大附中學校資料介紹、校舍平面圖與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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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規劃構想等三部分，以對政大附中學科型教室規劃理念有較全面的瞭 

解，作為與使用現況對照之基礎。 

二、訪談法 

  本研究分別以秘書及學生為訪談對象。訪談秘書是為了進一步瞭解政

大附中籌設背景以及學科型教室之構想來源，以與文件分析所得資料互相

補充檢證。訪談學生則是深入瞭解學生之實際使用情形、使用感受與建議。 

三、觀察法 

  本研究採取結構性觀察法，進入現場直接觀察學科教室之佈置現況、

國中部學生上下課之活動與移動情形，以及在學科型教室四類空間中活動

之學生。 

四、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所使用之「學科型教室與學習自我效能之研究調查問卷」，其

中學科型教室部分為研究者依文獻分析結果自行編製，學習自我效能部分

則採用梁茂森編製之「國中生學習自我效能量表」，以瞭解學生在學科型

教室空間設備之使用現況、使用滿意度、使用感受及其學習自我效能。 

貳、研究步驟 

本研究首先基於研究題目與動機界定研究範圍，並蒐集國內外期刊論

文、網路資訊及碩博士論文進行閱讀，釐清相關概念，整理及分析相關資

料作為研究計畫之基礎。依研究方法分別擬定訪談指南、觀察紀錄表及「學

科型教室與學習自我效能之研究調查問卷」中學科型教室部分內容後，將

初步完成之問卷郵寄予專家進行審查，根據專家意見對問卷進行適當之增

補，修正語意不清等不盡完善部分，即實施觀察、訪談與問卷調查。最後

根據文獻探討及觀察、訪談與問卷調查結果加以分析討論，歸納結論，並

據以提出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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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研究步驟如圖 1，分為確立研究題目、編製研究工具、進行

文件分析、訪談、觀察與問卷調查、資料處理分析以及撰寫研究論文五階

段，說明如下：                             

一、確立研究題目 

2005 年 10 月決定研究方向並瀏覽國內外學校建築相關文獻，於 2005

年 12 月確立研究題目、蒐集相關文獻加以分析並初擬研究目的與研究問

題，依據文獻分析、研究目的、研究範圍及研究方法，於 2006 年 1 月初

擬研究架構。  

二、編製研究工具 

    於 2006 年 2 月依研究目的、研究問題、研究方法及文獻探討研擬「學

科型教室空間活動觀察表」、「政大附中學科型教室訪談指南」以及「學科

型教室與學習自我效能之研究調查問卷」。 

三、進行文件分析、訪談、觀察與問卷調查 

2006 年 3 月開始蒐集政大附中規劃相關文件作分析，並訪談秘書，4

月實地觀察政大附中學生與進行學生訪談，5 月發放調查問卷。 

四、資料處理分析 

2006 年 5 至 6 月彙整文件分析結果、訪談逐字稿與觀察紀錄所得資

料，並進行問卷資料整理及其分析工作。 

五、撰寫研究論文 

    2006 年 6 至 7 月依文獻探討、問卷調查、訪談及實地觀察所得結果進

行分析討論，提出結論與建議，並撰寫成研究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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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立研究題目

界定研究範圍 蒐集相關文獻 擬定研究計畫 

編製研究工具

專家審查問卷 觀察紀錄表 訪談指南 

進行文件分析、訪談、觀察與問卷調查

資料處理分析

撰寫研究論文

圖 1 研究步驟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目前在臺灣應用學科型教室設計之中學尚為少數，目前已正式推行學

科型教室營運模式者僅有麗山高中、政大附中及濱江國中三校。由於三校

之校舍配置模式有所差異，而政大附中將同學年課程需求之不同學科教室

配置於同一層樓，並將個人置物櫃集中地之班級基地配置於相對之建築

棟，兩者以空中迴廊連接，此種配置模式及其學科型教室的使用經驗值得

未來欲推行學科型教室之學校參考，因此本研究以政大附中為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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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研究對象方面 

    政大附中從民國 87 年開始籌備，至 94 學年度才正式招生。目前國中 

部有七年級五班，高中部有一年級六班，無論是教師或是學生，都仍處於

陸續擴編的狀態。目前國中部學生在進入政大附中就讀前皆有在國小就讀

的經驗，由於我國國小多採特別教室型（UV 型）設計，因此國中部學生

更能夠感受特別教室型與學科型教室兩種校舍營運模式在使用上之差

異，本研究的問卷調查發放對象為國中部 170 位學生，目的在於瞭解國中

部學生對學科型教室空間的滿意度及使用感受，並進一步分析學科型教室

與學生學習自我效能之間的關係。 

二、在研究內容方面 

    根據研究目的，首先釐清政大附中學科型教室的規劃理念，並綜合文

獻探討所得的學科型教室相關概念，以訪談法深入瞭解學生對學科型教室

的感受，以觀察法瞭解學生在學科型教室的使用現況是否符合規劃理念，

並以問卷調查法瞭解學生對學科型教室的滿意度、使用感受及學習自我效

能，最後探究學生學科型教室滿意度及使用感受與學習自我效能之關係。 

貳、研究限制 

一、研究對象的限制 

    採學科型教室空間營運方式的學校在國內目前只有麗山高中、政大附

中及濱江國中三校已經正式招生，因此國內有關學科型教室規劃及使用的

相關文獻十分有限，而上述三所學校之空間規劃方式各有特色，難以直接

比較，因此選擇政大附中之學科型教室為研究對象。 

    由於國中部學生對學科教室使用感受差異應特別明顯，因此以政大附

中全校國中部學生為研究對象，而目前國中部在籍學生數共 170 名，因此

有效問卷最多為 17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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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空間使用部分，由於政大附中為第一年招生，目前學生人數較少，

因此在學校空間的使用上相當充裕，可能影響部分空間（如：討論室）的

使用需求，且學生入學至今僅半年多，因此在學科型教室空間的使用也尚

在適應期間，與全校六個年級學生全部入駐後之使用情形及感受勢必有所

差異。再者，學生的學習自我效能同時受教師、同儕及教室物質環境影響，

但本研究以學科教室物質環境的影響為主要探討方向，未探討教師及學生

同儕之影響，因此對學習之影響探討僅限於物質環境。 

二、研究結論推廣的限制 

    學校空間規劃運用模式的影響因素相當複雜，且本研究屬僅研究單一

學校，以政大附中之學科型教室及國中部學生為研究對象，研究所得資料

有可能為學校與學生各項背景因素交互影響的結果，因此研究結果僅限於

九十四學年度政大附中國中部七年級學生，不宜推論至其他學校或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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