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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方法主要採用問卷調查、實地觀察等方法。以臺北市公立

國民小學為研究範圍，作為研究樣本。此外，運用觀察表，針對樣本

學校的校園空間進行實地觀察研究工作。以下即針對本研究的研究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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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配合文獻探討，主要以問卷調查、實地觀察法為主，利用

問卷調查國小六年級學生對校園空間的看法與使用想法，再以實地觀

察方式觀察學生運用校園空間的情形，透過相互驗證、比較後，找出

不同性別學生使用校園空間的差異情形。本研究將分別探討臺北市國

民小學六年級學生在課餘時間使用校園空間的看法（使用者性別印

象、主要使用活動空間、異性是否影響空間使用意願、空間距離遠近

是否影響空間使用意願）、對於廁所空間及附屬設備設置的看法（馬

桶形式間、隔間方式、廁所附屬設備、廁所便利性、舒適性、安全性）、

對於校園危險空間的看法（校園危險空間的類型、造成空間不安全的

因素）。本研究的自變項以學生性別為主，學校學區及規模為輔；依

變項包括學生在課餘時間使用校園空間的看法、對於廁所及附屬設備

設置的看法、及對於校園不安全空間的看法，本研究架構如圖 6 所

示，分別說明如下： 

 

一、以「性別」為自變項，以「學生在課餘時間使用校園空間

的看法」為依變項，探討男、女學生對校園空間使用者性別印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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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用活動空間、異性及空間距離遠近是否影響空間使用意願的看法

是否有差異。 

二、以「性別」為自變項，以「廁所及附屬設備設置的看法」

為依變項，探討男、女學生對馬桶形式、隔間方式、廁所附屬設備、

廁所便利性、舒適性、安全性的看法是否有差異。 

三、以「環境變項」為自變項，以「廁所及附屬設備設置的看

法」為依變項，探討不同學區、規模的學生對馬桶形式、隔間方式、

廁所附屬設備、廁所便利性、舒適性、安全性的看法是否有差異。 

四、以「性別」為自變項，以「對於校園危險空間的看法」為

依變項，探討男、女學生對校園不安全空間的類型、造成空間不安全

因素之看法是否有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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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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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係以臺北市 143 所公立國民小學（不含私立國民小學）六

年級學生為研究對象，並輔以校園空間使用觀察記錄表，以期獲得深

入而完整的資料，以下分別對問卷調查、實地觀察對象做描述。 

 

壹、問卷調查對象 

 

一、學校學區 

 

臺北市共有 12 個行政區，本研究所指的學區即為行政區，有中

正區、萬華區、中山區、大同區、松山區、信義區、大安區、文山區、

南港區、內湖區、士林區、北投區共 12 個行政區。依隨機抽樣原則，

由各區抽取 1/3 的國民小學做為施測與觀察對象。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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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所公立

國民小學劃分為大、中、小規模學校三類；大規模學校是指 49 班以

上，中規模學校是指 25～48 班；小規模學校是指 24 班以下的學校。

各規模學校的取得，採隨機取樣原則。 

 

三、問卷調查對象 

 

透過文獻探討可發現，兒童對自我的性別認知在六歲至到七歲時

達到性別恆常階段，而兩性化的特質在學生四年級時逐漸顯現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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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學生邁入高年級階段，尤其是六年級時，因兩性生理特徵的發

育，使男女學生不論在生理、心理的發展均產生了變化，此時其對兩

性的認知、性別的意識型態也臻於成熟，對兩性的相處、性別議題討

論都有自己獨特的見解，因此本研究所選擇的研究對象即為臺北市國

民小學六年級學生。選樣方式是從臺北市 12 行政區中，各抽取 1/3

的學校數，再從被抽取的學校中，隨機抽取一班六年級作為問卷施測

對象，做為本研究的研究樣本。各行政區所選出的學校如表 5所示： 

 

表 4  選取之臺北市立國民小學名單 

學校名稱 

行政區 
學    校    名    稱 

抽取學

校數 

中正區 市立教大附小、瑩橋實小、河堤國小 3 

萬華區 萬大國小、西門國小、大理國小、新和國小 4 

中山區 大佳國小、長安國小、五常國小、長春國小 4 

大同區 蓬萊國小、延平國小、大龍國小、明倫國小 4 

松山區 健康國小、敦化國小、西松國小 3 

信義區 興雅國小、博愛國小、光復國小 3 

大安區 龍安國小、幸安國小、建安國小、公館國小 4 

文山區 博嘉國小、武功國小、木柵國小、力行國小、

萬芳國小、景興國小、景美國小 

7 

南港區 玉成國小、南港國小、胡適國小 3 

內湖區 東湖國小、麗湖國小、新湖國小、潭美國小、

明湖國小 

5 

士林區 蘭雅國小、三玉國小、陽明山國小、天母國

小、溪山國小、百齡國小、雨聲國小 

7 

北投區 義方國小、文林國小、石牌國小、湖田國小 4 

總   計 51 

 

學生部分以分層隨機抽樣方式選取，從六年級中抽取一班，則

51 所小學共計 51 個班級，學生問卷共發出 1,35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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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學生問卷回收情形統計表 

回收（份） 項目 發放問卷數 

（份） 有效問卷 無效問卷 小計 

回收率 

學生 1,350 1,345 5 1345 99.6% 

 

貳、觀察對象 

 

為彌補問卷之不足，乃就所抽取的 51 所學校中，每兩個行政區

合併為一個單位（中正萬華、中山大同、松山信義、大安文山、內湖

南港、士林北投）共合併成六個行政單位，再從各單位中，以隨機抽

樣方式，抽取出一間學校作為觀察對象，共六所學校，並以電話聯絡

方式，徵詢六所學校校長或教務主任之同意，觀察對象如表 7。主要

觀察重點為國小學生在課餘時間使用學校空間的情形、廁所空間配

置、廁所面積及便間大小、馬桶數量與形式及附屬設備設置的情況及

校園危險空間的空間類型及造成不安全空間的因素。在觀察過程中，

使用「臺北市國民小學校園空間觀察表—以性別使用觀點」、數位相

機、攝影機及筆記等進行資料的蒐集。 

 

表 6  臺北市立國民小學觀察名單 

學校所在區位 校         名 

中正萬華區 萬大國小 

中山大同區 長春國小 

松山信義區 健康國小 

大安文山區 公館國小 

內湖南港區 麗湖國小 

士林北投區 陽明山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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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每一種研究方法均有其功能及限制，為了求得研究的完整性和準

確性，希望能同時兼具量化與質化之優點，以深入探求各種現象與問

題，本研究所採行之研究方法為問卷調查法及實地觀察法。問卷調查

法主要是用以調查臺北市市立國民小學六年級學生對於課餘時間使

用學校空間的情形、學校廁所附屬設備設置的狀況及校園危險空間的

類型及造成不安全空間的因素；實地觀察法主要是用以觀察學校既有

的空間規劃及學生使用的情形。以下分別就各研究工具進行說明： 

 

壹、問卷調查表 

 

一、問卷內容 

 

研究者參考相關文獻資料及改編張淑瑜 2004年「臺北市國民中

學性別與空間規劃學生調查問卷」，而形成本研究所使用之問卷調查

表。主要探討不同性別的國小六年級學生在課餘時間使用學校空間的

情形、學校廁所空間及附屬設備設置的狀況及校園危險空間的情況與

因素。問卷除了基本資料與填答說明之外，問題內容共分為三部分，

第一部份調查六年級學生對於在課餘時間使用學校空間使用者的性

別印象（第一部份第一題），學生主要使用的活動空間（第一部份第

二題），場地中異性的人數較多或空間距離教室太遠等因素是否會影

響空間使用意願（第一部份第三題、第四題）。國小學生在學校中的

生活作息，有一套制式的模式，該上什麼課程，在哪上課，均是學校

所規劃安排，非學生意願所能自由選擇。因此，本研究主要選擇學生

課餘時間（包含下課、午間靜習、放學等時間），在此時段裡，學生



                                                     第三章  研究方法 

 113

可依照自己的興趣自由選擇喜歡的校園空間，而這也較能看出不同性

別對校園空間選擇、使用的差異。另外，廁所是每個學校均會設置且

強烈區辨性別的校園空間，也是每個學生幾乎都會使用到的地方，是

故本研究第二部份調查的是六年級學生對於廁所及附屬設備的看

法，包括馬桶形式（第二部份第一題）、廁所隔間方式（第二部分第

二題）、廁所附屬設備需求（第二部分第三題）、廁所便利性（第二部

分第四題第 1、10、11 選項）、廁所舒適性（第二部分第四題第 2、3、

4、5選項）、廁所安全性（第二部分第四題第 6、7、8、9選項）；第

三部分則在調查六年級學生對於校園危險空間看法與意見，包括校園

危險空間的種類及令人覺得不安全的因素，詳細問卷內容請見附錄

二。 

 

二、問卷編制過程 

 

依據研究目的及文獻探討初步擬定問卷初稿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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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北市國民小學校園空間之研究—以性別使用觀點調查專家審查問

卷」，並委請具有學術研究素養，且在學校建築、性別研究、教育實

務領域學有專精的學者專家（如表 8），進行問卷的審查（專家審查

推薦函如附錄三所示，專家審查問卷如附錄四所示），針對問卷內容

的妥適性進行審查並給予修正意見，以求問卷題目的設計能較周全，

最後根據學者專家所提供的意見來修正問卷題目。 

 

此外，將依據學者專家所修正後的問卷，委請國小六年級的老師

及六年級學生針對問卷題目的意思、字句與回答形式進行審閱並提供

研究者修正意見，以確保問卷的題目能切合國小六年級學生程度，使

問卷的功能可以發揮，能調查到想要了解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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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問卷審查專家學者一覽表 

專家姓名 職                 稱 

王慧珠 臺北市立長春國民小學校長 

吳清山 臺北市立教育大學國民教育研究所教授 

林山太 臺北縣光仁中學校長 

周瑞雲 臺北市博愛國民小學校長 

洪天乙 臺北市麗湖國民小學校長 

徐建華 臺北市洲美國民小學校長 

陳木金 國立政治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楊宗憲 臺北市仁愛國民小學校長 

廖文靜 臺北市政大附中秘書 

鄭崇趁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教育政策與管理研究所所長 

劉兆文 臺北市政大實小校長 

劉春榮 臺北市立教育大學教育行政與評鑑研究所所長 

 

貳、校園空間觀察記錄表 

 

為更深入了解臺北市國民小學學生對於課餘時間使用學校空間

的情形、學校廁所空間及附屬設備設置的狀況及校園危險空間的情況

與因素，乃設計「臺北市國民小學校園空間觀察表—以性別使用觀點」

（如附錄五），以彌補問卷調查資料之不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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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表的內容主要分為二個部分： 

 

一、基本資料：包括學校名稱、學校基本資料（行政區、班級數、男

女學生數、校齡）、觀察時間、觀察者 

 

二、觀察內容分為三部分： 

 

（一）下課時間學生在校園空間使用的情形：選定六所學校之

後，分別各利用一天上午或下午的 1、2、3下課時間進行觀察，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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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包括運動場（操場）、跑道、室內、外籃球場、遊戲場、庭園廣

場、圖書館與教室走廊等學生常使用的空間情形。 

 

（二）廁所及附屬設備使用情形：觀察男女廁所下課時間的使用

情形；另外，利用上課時間了解廁所的位置、廁所的間數、便間大小、

隔間方式、馬桶形式與數量、盥洗間或更衣間的有無及其它附屬設備

與廁所的便利性、舒適性、安全性。 

 

（三）校園危險空間的類型及造成不安全空間的因素：觀察校園

中可能讓人覺得危險空間與探討造成不安全空間的因素。 

 

在進行各校實地觀察前，事先將觀察使用的觀察表寄發一份給各

校的校長與觀察時主要聯絡的主任，請其協助將觀察時所該注意的事

項或不適合觀察的地點告知研究者，本研究之實地觀察採取尊重、不

干擾學校正常作息為前提下進行。因此，只要有學校校長、主任不建

議參觀之地點，研究者則不會進行該地之觀察，但事後仍會詢問該地

點不適合觀察之原因並加以記錄。在此次觀察中，六校的校長及主

任，均建議研究者不要進行班級教室內觀察，以免干擾教師與學生之

正常作息，因此，在本研究的觀察記錄表中，將「班級教室內」此項

目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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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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問卷調查與進行觀察」、「資料整理分析」及「研究報告結

論撰寫」五個階段，並說明如下： 

 

壹、確立研究計畫與架構 

 

一、擬定研究計畫 

至 2005年 7 月確定研究方向後，便開始蒐集國內外相關資料及

文獻，進行初步的文獻閱讀工作，並與指導教授討論，確認研究題目。 

 

二、探討相關文獻 

在確立研究方向之後，於 2005年 7 月即開始蒐集國內外與本研

究相關的各類文獻，並加以整理及比較分析，以作為研究理論、研究

架構、編製問卷及觀察校園空間記錄表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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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年 10 月初擬研究計畫與架構，請師長就研究計畫的內容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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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與指導教授討論並委請專家學者審查及六年級教師與學生

討論後，編製一份預試問卷與觀察表，並於 2006年 2 月以臺北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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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區中正國小、萬華區龍山國小、大同區大橋國小三個學校之六年級

學生做為預試樣本進行預試問卷調查，以了解國小六年級學生對本問

卷用詞、語句的了解情形。 

 

參、實施問卷調查與進行觀察 

根據預試結果再次與指導教授修正問卷內容及用語後，在 2006

年 2 月隨機抽取臺北市各行政區各 1/3 的學校，並徵詢校長、教務主

任、輔導主任、學務主任、輔導組長等參加本研究的意願與聯絡相關

事宜，並於 2006年 3 月上旬寄發問卷。 

 

問卷回收後，在 2006 年 3 月中旬開始到六所國民小學進行實地

觀察，在各校分別利用上午、下午下課時間進行觀察，每節下課時間

分配大致為上午第一節下課 10 分鐘，第二節下課 15 分鐘、第三節下

課 10 分鐘。每次下課選擇一個適合的觀察點，觀察 2 至 6 個校園空

間，觀察使用各個空間的不同性別學生人數與使用情形。 

  

肆、資料處理與分析 

在 2006年 4 月下旬依據文獻探討資料、問卷調查資料、觀察記錄、

照片、影片等，分別作資料整理、分析與討論。 

 

伍、撰寫研究論文 

從 2006年 5 月上旬開始，陸續根據文獻探討、問卷調查、實地觀

察的結果進行統整工作，在 2006年 5 月下旬提出結論與建議，並於

2006年 6 月上旬擬定研究論文初稿，經指導教授指導修正後，於 2006

年 6 月下旬提交正式的碩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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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研究流程圖 

建立研究計畫與架構 

確立研究方向 探討相關文獻 擬定研究計畫與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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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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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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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研究工具 

臺北市國民小學校園空

間之研究—以性別使用

觀點調查問卷 

臺北市國民小學校園空間

觀察表—以性別使用觀點 

 

進行問卷調查與觀察 

資料整理分析 

撰寫研究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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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料處理 
 

在資料處理上，問卷調查的結果主要以次數百分比統計、卡分考

驗、Spearman 等級相關、Cochran Q 考驗、t-test 考驗、MANOVA（多

變量變異數）分析進行整理分析；觀察部分則採描述性的方法加以記

錄。 

 

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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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可靠性，

以目視逐一檢視每份問卷的填答情形，若問卷的勾選題及圈選題

部分有下列情形都視為無效問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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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填亂答，答案成規

則或一致性者。 

 

二、編碼及登錄：將有效問卷依序予以編碼，並登錄於 SPSS for 

Window 11.0 統計軟體，使問卷調查資料成為有系統的數據。 

 

三、缺失資料的處理：對於部分遺漏資料(missing data)採用部分捨

棄方式(pairwise)，亦即在分析資料時，受試者的缺失變項不進

行統計分析，也不以其他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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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資料統計分析： 

（一）次數與百分比統計：用以分析第一部份至第三部分每一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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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卡分考驗：用以分析第一部份第一題；第二部分第一題第 1、

2、3選項。 

 

（三）Spearman 等級相關：用以回答第二部分第一題第 3選項。 

 

（四）Cochran Q 考驗：用以分析第一部份第二題、第三題、第四題

的第 4、5、6 選項與第三部分，並在達到顯著差

異後，進行 McNemar 事後比較，進一步了解哪些

選項彼此之間有差異。 

 

(五)t-test 考驗：用以分析第一部份第二題、第三題、第四題的第

1、2、3選項與第二部分第二題。 

 

（六）MANOVA（多變量變異數）分析：用以回答第二部份第二題。 

 

貳、觀察記錄處理 

 

統計觀察到的各校園空間之男女學生使用人數、廁所間數、馬桶

形式與數量、廁所隔間方式與附屬設備、校園危險空間與造成不安全

空間的因素等，並描述使用者行為，最後再依據課餘時間學生使用校

園空間、廁所及附屬設備設置情形、校園危險空間等三部分予以分類

記錄，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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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對照探討各校空間使用

的情形（觀察記錄見附錄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