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用質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為主，從研究的本質來

看，本研究以湯志民（1999a，1999b，2000a）實證研究資料歸納「校

園創意設計」的六項原則為基礎，首先採用文獻分析法和文件分析法蒐

集整理創意理論、創意方法及校園創意設計原則等資料為理念，其次分

別建構各原則的特徵指標作為觀察依據，再以實地觀察法，分別對研究

對象進行觀察，以特徵指標分析歸類，最後輔以半結構性訪談調查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等獲得資料，了解其理念和願景、維修情形

及師生的使用情形和感受等，統計分析彙整後，作為研究者重要的參考

和詮釋。 
 

基於此，本研究在「創意的研究取向」上採用產品（product）模式，
主要的研究目的，在瞭解目前臺中縣市各校校園創意設計的表現情形。

本章共分五節，主要在說明本研究的設計，包含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

研究對象、研究工具、研究程序及資料處理等，茲分節加以敘述。 
 

第一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以「文件分析法」、「實地觀察法」與「訪問調查法」

進行研究，本節分別就各種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作整理，並加以詳細說

明。 
 
壹、研究方法 
 
一、文件分析 
 
  利用國家圖書館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博碩士

論文系統、國立政治大學博碩士論文全文影像系統和教育資料庫及

Google搜尋網站等蒐集國內外文獻，作為立論基礎、發展校園創意設計

的特徵指標及資料分析的依據。 
 

另外，透過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及各研究學校網站、刊物及出版品等

蒐集資料，瞭解各校歷史背景、規劃特色與現況，作為有關問題分析之

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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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地觀察 
 

以普查方式透過數位相機（SONY DSC-828 800萬像素）實地拍攝
各校設施，運用校園創意設計的特徵指標，將符合校園創意設計的設施

分為「求新（樣式新穎）、求變（功能改變）、求精（品質提升）、求進

（內容增加）、求絕（本質逆轉）、求妙（絕處逢生）」等六類，依校園

分類方式（校舍、庭園、運動場、附屬設施）進行相關的問題分析。 
 
（一）學校背景分類方式 
 

１以學校所在地區來分，有「臺中市」和「臺中縣」兩類。 
２以學校的屬性來分，有「國立高中」和「私立高中」兩類。 

 
（二）各類學校的數量 
 

１國立高中部分：臺中市計4所、臺中縣計4所，合計共8所。 
２私立高中部分：臺中市計7所、臺中縣計13所，合計共20所。 

 
實地觀察蒐集臺中縣市高中各校校園創意設計的現況，運用校園創

意設計的特徵指標，統計分析具有校園創意設計之校舍、庭園、運動場

及附屬設施的數量並統計百分比率等，俾作為結論分析與評估的依據。 
 
三、訪問調查 
 

以實地訪問調查臺中縣市28所高中的行政人員及師生；透過訪談調

查來瞭解校園創意設計的理念來源、維修情形、師生的使用情形和感受

等；集中重點訪談「行政人員」（校長及總務主任），瞭解其理念來源及

設施維護管理情形等。並且訪問每所學校教師及學生各二名，瞭解師生

使用校園創意設計設施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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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構架 
 
  本研究架構說明如下，經文獻、文件分析，以「校園創意設計的六

個原則」與「創意設計的技巧和方法」，先行建構校園創意設計的特徵

指標，再以此為工具，進行實地觀察，發現臺中縣市高中校園創意設計

的設施或空間，並輔以訪談行政人員和師生，了解其對校園創意設計的

看法、使用情形等；本研究主要以實地觀察為主，訪談調查為輔，統計

分析整理，得出研究結果。 
 

本研究架構圖如下（參見圖18）： 
 

使用人員 
１教  師 

２學  生 

校園創意設計的原則 
１求新（樣式新穎） 

２求變（功能改變） 

３求精（品質提升） 

４求進（內容增加） 

５求絕（本質逆轉） 

６求妙（絕處逢生） 

校園創意設計的特徵指標 
１求新（樣式新穎）方面：設施或空間在造型、色彩、材料上與傳統不同（３項） 

２求變（功能改變）方面：設施或空間多功能、局部改變、轉作其他功能（３項） 

３求精（品質提升）方面：古蹟文物、歷史建築、學校史蹟文物（３項） 

４求進（內容增加）方面：串聯設施具有立體、平面、線狀、焦點的教學功能（４項）

５求絕（本質逆轉）方面：廢物再利用、將設施或空間的劣勢轉為優勢（２項） 

６求妙（絕處逢生）方面：設施或空間的功能無中生有、功能與價值提升（２項） 

臺中縣市高級中學 
校園創意設計的設施或空間

發 現 

建   構

設計 行政人員
１校  長

２總務主任

創意的技巧和方法 
１技巧：轉換、逆向、轉向、延伸、 

合併、減向 

２方法：（１）六Ｗ檢討法 

（２）屬性列舉法 

（３）腦力激盪法 

（４）分合法⋯⋯等 

圖 18：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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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對象為臺中縣市之國立及私立高中，茲就研究的目的設計

研究方法，藉由文件分析、訪談調查及實地觀察，對研究對象進行研究。

文件分析部分，使用教育部中部辦公室的網站及刊物資料，利用上網

（http://www.tpde.edu.tw/index.htm）方式取得；另研究學校的網站及資
料，使用電話訪問及上網取得；輔以蒐集各校招生簡章及刊物補充。本

節就觀察對象及訪談對象，分述如下： 
 
壹、觀察對象 
 
一、臺中縣高中 
 

含國立大甲高級中學、國立大里高級中學、國立清水高級中學、國

立豐原高級中學、私立大明高級中學、私立弘文高級中學、私立玉山高

級中學、私立立人高級中學、私立明台高級中學、私立明道高級中學、

私立青年高級中學、私立致用高級中學、私立常春藤高級中學、私立華

盛頓高級中學、私立慈明高級中學、私立僑泰高級中學及私立嘉陽高級

中學，共計17所高級中學。 
 
二、臺中市高中 
 

含國立文華高級中學、國立臺中第一高級中學、國立臺中第二高級

中學、國立臺中女子高級中學、私立宜寧高級中學、私立明德女子高級

中學、私立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學、私立新民高級中學、私立衛道高級

中學、私立曉明女子高級中學及私立嶺東高級中學，共計11所高級中學。 
 
  以區域來分，臺中縣高中分佈情況：豐原市一所、大里市五所、太

平市二所、清水鎮二所、大甲鎮二所、東勢鎮一所、潭子鄉二所霧峰鄉

一所、烏日鄉一所；而臺中市高中分佈情況：西區一所、西屯區二所、

南區二所、南屯區一所、北區四所、北屯區一所。各高中分佈不均勻，

相當集中。 
 

由上可知，高中分佈情形集中在某區或某市鎮，大部分集中在臺中

市周邊三十公里的範圍內；各所在區域如表４所示，以下使用學校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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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簡稱為○○高中、女中或附中等）。 
 
表４ 臺中縣市高中分佈情形一覽表 
序 臺中縣高中簡稱 鄉鎮市 序 臺中市高中簡稱 鄉鎮市 
A1 大甲高中 大甲鎮 B1 文華高中 西屯區 
A2 大里高中 大里市 B2 臺中一中 北 區 
A3 清水高中 清水鎮 B3 臺中二中 北 區 
A4 豐原高中 豐原市 B4 臺中女中 西 區 
A5 大明高中 大里市 B5 宜寧高中 南 區 
A6 弘文高中 潭子鄉 B6 明德女中 南 區 
A7 玉山高中 東勢鎮 B7 東海大學附中 西屯區 
A8 立人高中 大里市 B8 新民高中 北 區 
A9 明台高中 霧峰鄉 B9 衛道高中 北屯區 
AA 明道高中 烏日鄉 BA曉明女中 北 區 
AB 青年高中 大里市 BB 嶺東高中 南屯區 
AC 致用高中 大甲鎮 － － － 
AD 常春藤高中 潭子鄉 － － － 
AE 華盛頓高中 太平市 － － － 
AF 慈明高中 太平市 － － － 
AG 僑泰高中 大里市 － － － 
AH 嘉陽高中 清水鎮 － － － 
 
貳、訪談對象 
 

本研究訪問對象，計分「行政人員」、「教師」及「學生」等三類，

行政人員：有校長及總務主任；教師部分：男教師、女教師；學生部分：

男女合校訪談男生和女生；男校或女校以學校性質決定。 
 
一、行政人員意見訪談 
 

訪問各校校長及總務主任，每校 2位，共 28校，共計 56位。 
 
二、師生意見訪談 
 
（一）教師 
 

臺中縣市國立及私立高中，委請該校校長室幫忙，每校訪問二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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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以歷史科教師及美術科教師為主，若無美術科教師改以訪談國文科

或自然科教師，每校 2位，共 28校，總計 56位教師，進行訪談。 
 
（二）學生 
 

請各校學生事務處安排該校學生會（班聯會、自治會或社團負責人

等）的正、副會長或高二普通科（學術學程）前後兩班的班長為訪問的

對象，每校 2位學生，共 28校，總計 56位學生。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採用四項研究工具，為：土地面積和基本資

料表、學校建築現況觀察表、校園創意設計行政人員意見訪談大綱、校

園創意設計師生意見訪談大綱，茲分段加以敘述。 
 
壹、土地面積和基本資料表 
 
  搜尋教育部中部辦公室（http://www.tpde.edu.tw/index.htm）網頁，
分析並計算各校資料，整理項目分欄位列表，有學校簡稱、學校班級數、

學生人數、土地總面積、每位學生平均使用面積等，詳如「臺中縣市高

中土地面積和基本資料表」，請參見附錄一。 
 
貳、校園創意設計現況觀察表 
 
  本研究採普查方式，於九十四年三月初至五月中旬，利用各校上課

日，以請休假方式或安排課餘時間，逐步依照既定行程進行實地觀察和

拍照之工作，「行程安排一覽表」請參見表５，依參訪日期逐校觀察與

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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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實地觀察行程安排一覽表 
縣市別 序 學校簡稱 學校住址 觀察日期

臺中縣 A1 大甲高中 437臺中縣大甲鎮中山路一段 720號 94/03/31 
臺中縣 A2 大里高中 412臺中縣大里市東榮路 369號 94/03/25 
臺中縣 A3 清水高中 436臺中縣清水鎮中山路 90號 94/03/10 
臺中縣 A4 豐原高中 420臺中縣豐原市水源路 150號 94/03/18 
臺中縣 A5 大明高中 412臺中縣大里市新仁路三段 210號 94/04/25 
臺中縣 A6 弘文高中 427臺中縣潭子鄉中山路三段 221巷 96號 94/04/07 
臺中縣 A7 玉山高中 423臺中縣東勢鎮東崎街 125之 5號 94/04/11 
臺中縣 A8 立人高中 412臺中縣大里市中興路二段 380號 94/04/25 
臺中縣 A9 明台高中 413臺中縣霧峰鄉萊園路 91號 94/04/21 
臺中縣 AA 明道高中 414臺中縣烏日鄉中山路一段 497號 94/04/21 
臺中縣 AB 青年高中 412臺中縣大里市中興路一段 173號 94/04/26 
臺中縣 AC 致用高中 437臺中縣大甲鎮東陽新村 71號 94/03/31 
臺中縣 AD 常春藤高中 427臺中縣潭子鄉潭興路一段 165巷 320號 94/04/07 
臺中縣 AE 華盛頓高中 411臺中縣太平市廍仔坑路 64號 94/04/14 
臺中縣 AF 慈明高中 411臺中縣太平市光德路 388號 94/04/14 
臺中縣 AG 僑泰高中 412臺中縣大里市樹王路 342號 93/04/26 
臺中縣 AH 嘉陽高中 436臺中縣清水鎮中清路 1號 94/03/17 
臺中市 B1 文華高中 403臺中市西屯區寧夏路 240號 94/05/03 
臺中市 B2 臺中一中 404臺中市北區育才街 2號 94/05/05 
臺中市 B3 臺中二中 404臺中市北區英士路 109號 94/05/12 
臺中市 B4 臺中女中 403臺中市西區自由路一段 95號 94/05/12 
臺中市 B5 宜寧高中 402臺中市南區復興路二段 45號 94/05/10 
臺中市 B6 明德女中 402臺中市南區明德街 84號 94/04/26 
臺中市 B7 東海大學附中 407臺中市西屯區臺中港路三段 181號 94/05/06 
臺中市 B8 新民高中 404臺中市北區三民路三段 289號 94/05/05 
臺中市 B9 衛道高中 406臺中市北屯區四平路 161號 94/05/05 
臺中市 BA 曉明女中 404臺中市北區大雅路 452號 94/05/03 
臺中市 BB 嶺東高中 408臺中市南屯區春社里嶺東路 2號 94/05/06 
 

實地觀察的研究工具為研究者自編之「校園創意設計現況觀察表」

（請參見附錄二），以下謹就其編製過程與內容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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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編製過程 
 

本觀察表之編製過程共分為五個步驟：擬定觀察表架構、設計觀察

表的欄位、與指導教授討論、進行實地觀察、修正定稿。分別說明如下： 
（一）擬定觀察表架構：根據研究目的及文獻分析結果，擬定觀察表的

基本架構，能夠進行觀察各校設施或空間符合校園創意設計的現

況為主。 
（二）設計觀察表的欄位：根據觀察表的基本架構，決定欄位、形式，

編擬修訂欄位，完成觀察表初稿。 
（三）與指導教授討論：針對觀察表初稿內容提出指正後完成。 
（四）進行實地觀察：實地進行學校觀察，蒐集意見。 
（五）修正定稿：根據三位指導教授之相關意見修改，再經指導教授審

核，定稿完成。 
 
二、編製內容 
 

「校園創意設計現況觀察表」的內涵除基本資料、名詞定義與觀察

說明外，主要包含五個欄位，「原則」欄有「新、變、精、進、絕、妙」

六個選項；「特徵指標」欄有十七個選項，分別隸屬於各原則；「設施或

空間名稱」欄書寫其稱謂；「特色分析意見說明」欄，將原因或特徵簡

要說明。觀察各校校園創意設計時，每校的情況不同，設計時皆使用空

白欄，將其代碼填入或用圈選的方式。除評估校園設施或空間的內容符

合與否外，並提供「特色分析意見說明」欄書寫的位置；另設「備註」

欄可圖示，說明觀察內容中較不易理解之處或位於校園的位置，以收「望

圖生義」之效。 
 
參、行政人員意見與師生意見訪談大綱 
 

為了更深入瞭解校園創意設計的相關情形，針對不同訪談者編製二

份訪問大綱，一份作為和校長及總務主任訪談的依據，另一份作為教師

與學生訪談的依據。本研究訪談大綱的編製係根據研究目的、研究問題

和文獻探討內容，並就實地觀察後創意的設施或空間，了解其使用情形

和感受來進行訪談，就「行政人員意見訪談大綱」及「師生意見訪談大

綱」，加以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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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行政人員意見訪談大綱 
 
（一）貴校中有許多具有創意設計的空間或設施，例如⋯⋯是否您設計

的？基於什麼動機與想法？ 
 
（二）貴校有許多具有創意設計的空間或設施，例如⋯⋯其特色為何？

您認為最大的功用為何？ 
 
（三）這些具有校園創意設計的空間或設施，規畫參與的過程為何？（由

個人、教職員工、群體創作或建築師等設計創意⋯⋯） 

 
（四）貴校具有創意設計的空間或設施，最令您滿意的為何？為什麼？  
 
（五）這些具有校園創意設計的空間或設施當中，您覺得學生喜不喜

歡？ 
 
（六）貴校在維護管理校園創意設計的設施或空間，是否有維修或拆除

新建的兩難？決策的機制為何？ 
 
（七）對於貴校現有的校園創意設計之外，未來有何計畫或建議？ 
 
二、師生意見訪談大綱 
 
（一）貴校有許多具有創意設計的空間或設施，例如⋯⋯請問您最喜歡

的設施有那些（至多二項設施或空間）？為什麼？ 
 
（二）在我的觀察中貴校還有⋯⋯（有圖片可選）校園創意設計的空間

或設施，您是否喜歡？ 
 
（三）貴校具有創意設計的空間或設施，平常使用的情形為何？是否用

過？如何使用？（教學、戶外活動、聊天⋯⋯等情形） 
 
（四）您使用上述創意設計的空間或設施的感覺（收穫）為何？您覺得

是否需要調整和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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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除了這些建築或設施外，您覺得學校還有那建築或設施具有創意

設計？ 
 
  本研究訪談有關「臺中縣市高中校園創意設計行政人員意見訪談記

錄表」請參閱附錄三，「臺中縣市高中校園創意設計師生意見訪談記錄

表」，請參閱附錄四。 
 
肆、研究工具與研究問題的關係 
 

本研究所使用的訪談大綱包含「行政人員意見訪談大綱」及「師生

意見訪談大綱」兩種，茲就訪談大綱各問題與研究問題的關係，說明如

下： 
 
一、行政人員意見訪談大綱 
 

問題（一）：用以分析研究問題三。 
問題（二）：用以分析研究問題二、三。 
問題（三）：用以分析研究問題二、三。 
問題（四）：用以分析研究問題二、三、五。 
問題（五）：用以分析研究問題五。 
問題（六）：用以分析研究問題四。 
問題（七）：用以分析研究問題三。 

 
二、師生意見訪談大綱 
 

問題（一）：用以分析研究問題五。 
問題（二）：用以分析研究問題五。 
問題（三）：用以分析研究問題五。 
問題（四）：用以分析研究問題五。 
問題（五）：用以分析研究問題二、五。 

 
  綜合上述，「土地面積和基本資料表」和「學校建築現況觀察表」

可有效發現各校校園創意設計的設施或空間，能夠用以分析及發現研究

問題二。「行政人員意見訪談大綱」和「師生意見訪談大綱」能夠有效

用以分析研究問題二、三、四、五；可交叉分析研究問題，並使用皮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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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相關係數檢驗其相互間的關係。 
 
 
 
 

第四節 實施程序 
 

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的實施分為「觀察程序」及「訪談程序」兩

類，茲分述如下： 
 
壹、觀察程序 
 
一、觀察前的準備工作 
 
（一）蒐集參考文獻，首先，從學校建築理論著手，旁徵博引創意設計

的基本理念、特徵及規畫的重點；其次，閱讀國內外學校建築的

書籍及期刊雜誌，並加以分類，以作為研究工具的參考或理論依

據；其三，利用網路蒐集各校基本資料，建立及提升本研究觀察

的效度。 
 
（二）綜合參考文獻資料，擬定校園創意設計的特徵指標，投稿增加校

園創意設計的特徵指標的文獻，並修改及參照指導教授的意見訂

定觀察表，完成觀察前準備。 
 
（三）聯繫並預定觀察及訪談的學校日程，透過電話事先敲定後，以傳

真或委託或親送「觀察及訪談委託信函」，並隨函附上本研究目

的及研究內容的簡要說明。 
 
二、觀察的進行 
 
（一）依日程準時前往各校觀察，請各校總務主任提供意見，作為觀察

準據進行實景拍攝，以數位相機存檔，並燒錄光碟，以求資料之

客觀與完整。 
 
（二）先行了解各校情況，歸納整理觀察資料並進行分類，作為訪談調

查的書面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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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訪談程序 
 
一、訪談前的準備工作 
 
（一）將研究的主題、範圍、對象、內容、架構及程序確定後，與指導

教授討論，並參照指導教授的意見修訂後，確定正式的訪談稿。 
 
（二）經實際觀察蒐集資料後再訪談，視各校狀況調整訪談的順序，並

事先說明本研究簡要的內容、研究目的、資料的使用與處理原則。 
 
（三）普查方式逐校進行訪談，事先連繫並備妥記錄及錄音設備。 
 
二、訪談的進行 
 
（一）訪談行政人員部分 
 

訪談各校校長及總務主任，每一位受訪者以三十分鐘時間為原則，

訪談名單參見表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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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研究學校校長及總務主任訪談名單 
序 學校簡稱 建校時間 校長姓名 到職日期 總務主任 
A1 大甲高中 民國 29 年 廖鳳枝 93/08 吳泉湧 
A2 大里高中 民國 90 年 黃義虎 90/07 劉正宏 
A3 清水高中 民國 35 年 陳木柱 94/02 李定蒼 
A4 豐原高中 民國 57 年 曾英三* 91/08 蔡明蒼 
A5 大明高中 民國 53 年 劉慶生* 92/08 王世智 
A6 弘文高中 民國 60 年 吳冠輝 87/05 蕭芳銘 
A7 玉山高中 民國 62 年 李文雄* 88/08 黃明福 
A8 立人高中 民國 60 年 陳時宗 93/08 蔡運洪 
A9 明台高中 民國 35 年 林垂益 76/08 莊明志 
AA 明道高中 民國 58 年 汪大久* 88/08 黃心英 
AB 青年高中 民國 60 年 賴建成 91/05 鄭文典 
AC 致用高中 民國 52 年 陳添旺 79/02 張明洲 
AD 常春藤高中 民國 89 年 陳若慧 90/02 羅桂玉 
AE 華盛頓高中 民國 59 年 趙志平* 92/09 莊孟珠 
AF 慈明高中 民國 61 年 楊叔夏 93/08 陳文魁 
AG 僑泰高中 民國 59 年 廖玉明 84/08 蔡俊鵬 
AH 嘉陽高中 民國 56 年 李世文* 76/09 陳漢隆 
B1 文華高中 民國 78 年 吳寶珍* 93/08 黃進亨 
B2 臺中一中 民國 04 年 蔡炳坤 89/08 陳金龍 
B3 臺中二中 民國 11 年 薛光豐 93/02 楊壬泰 
B4 臺中女中 民國 08 年 廖福榮* 88/08 楊海提 
B5 宜寧高中 民國 37 年 葉麗君* 93/08 黃仙賀 
B6 明德女中 民國 43 年 林義雄 69/04 劉淵洽 
B7 東海大學附中 民國 47 年 溫水柳 89/08 陳浩津 
B8 新民高中 民國 25 年 莊弘雄 90/08 江進文 
B9 衛道高中 民國 44 年 李政全 94/02 梁德勝 
BA 曉明女中 民國 52 年 劉瑞瓊 84/08 黃淑貞 
BB 嶺東高中 民國 60 年 王學財* 78/12 張明臺 
註：有*者，以電話方式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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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訪談教師與學生部分 
 

１教師：請該校校長室事先安排，每校 2位受訪者。 
２學生：請該校學生事務處安排，每校 2位受訪者。 
 
茲將教師與學生的訪談名單列表，請參見表７。 

 
（三）訪談時間與注意事項 
 

訪問校長、總務主任或資深教師進行時，儘量取得受訪者的同意將

訪談過程全部錄音，在訪談時間方面：約三十分鐘，至多以六十分鐘為

限；在訪談教師、學生方面的時間約三至十分鐘，以速記勾選方式記錄

摘要。 
 

大部分訪談以面對面進行，因部分學校校長業務繁忙外出或因故請

假，研究者先觀察及訪談其他，事後再以電話方式訪談；研究者以積極

聆聽與不干擾的方式，盡可能使訪談在祥和的氣氛中進行，而問題的次

序亦依個別訪談情境彈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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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研究學校教師及學生訪談名單 

序 學校簡稱 教師一 教師二 學生一 學生二 時間 

A1 大甲高中 林老師♀ 林老師♂ 胡同學♂ 蔡同學♀ 94/03/31

A2 大里高中 廖老師♀ 陳老師♂ 曾同學♂ 李同學♀ 94/03/25

A3 清水高中 楊老師♂ 柯老師♀ 徐同學♂ 王同學♂ 94/03/10

A4 豐原高中 林老師♂ 朱老師♀ 林同學♂ 黃同學♂ 94/03/18

A5 大明高中 張老師♂ 張老師♀ 李同學♂ 蔡同學♀ 94/04/25

A6 弘文高中 林老師♀ 陳老師♂ 黃同學♀ 林同學♂ 94/04/07

A7 玉山高中 陳老師♀ 林老師♂ 劉同學♂ 謝同學♀ 94/04/11

A8 立人高中 柳老師♀ 詹老師♂ 李同學♂ 陳同學♀ 94/04/25

A9 明台高中 張老師♂ 李老師♀ 陳同學♀ 吳同學♂ 94/04/21

AA 明道高中 陳老師♀ 賴老師♂ 賴同學♂ 王同學♀ 94/04/21

AB 青年高中 陳老師♂ 林老師♀ 李同學♂ 陳同學♀ 94/04/26

AC 致用高中 楊老師♀ 郭老師♂ 林同學♀ 蔡同學♂ 94/03/31

AD 常春藤高中 陳老師♀ 黃老師♂ 林同學♂ 王同學♀ 94/04/07

AE 華盛頓高中 朱老師♀ 王老師♂ 黃同學♀ 林同學♂ 94/04/14

AF 慈明高中 王老師♀ 張老師♂ 劉同學♀ 張同學♂ 94/04/14

AG 僑泰高中 溫老師♂ 張老師♀ 連同學♀ 余同學♂ 93/04/26

AH 嘉陽高中 蔡老師♂ 許老師♀ 楊同學♀ 蔡同學♂ 94/03/17

B1 文華高中 黃老師♀ 許老師♂ 王同學♀ 柯同學♂ 94/05/03

B2 臺中一中 許老師♂ 邱老師♀ 黃同學♂ 熊同學♂ 94/05/05

B3 臺中二中 張老師♂ 林老師♀ 王同學♂ 洪同學♀ 94/05/12

B4 臺中女中 陳老師♀ 劉老師♂ 吳同學♀ 張同學♀ 94/05/12

B5 宜寧高中 李老師♀ 張老師♂ 鄭同學♀ 徐同學♂ 94/05/10

B6 明德女中 陳老師♀ 陳老師♂ 劉同學♀ 嚴同學♀ 94/04/26

B7 東海大學附中 王老師♂ 林老師♀ 黃同學♂ 陳同學♀ 94/05/06

B8 新民高中 許老師♂ 陳老師♀ 陳同學♀ 林同學♂ 94/05/05

B9 衛道高中 廖老師♀ 陳老師♂ 陳同學♀ 孫同學♂ 94/05/05

BA 曉明女中 劉老師♀ 吳老師♂ 陳同學♀ 蔡同學♀ 94/05/03

BB 嶺東高中 羅老師♀ 黃老師♂ 李同學♂ 林同學♀ 94/05/06

註：♂指男生；♀指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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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實施程序參見圖 19。 

 
 觀察表及訪談大綱初稿 

（民國 93年 3～12 月） 
 

觀察表及訪談大綱修訂 

（民國 93年 7～12 月）

觀察表及訪談大綱定稿、實地觀察 

（民國 94年 3 月～民國 94年 5 月）

 
 
 
 
 
 
 

進行校長及總務主任訪談

及彙整資料（普查） 

（民國 94年 3～5 月） 

進行教師及學生訪談 

及彙整資料 

（民國 94年 3～5 月） 

 
 
 
 

分析與檢討 

（民國 94年 3～6 月）

資料處理 

（民國 94年 3～6 月）

討論、結論與建議 

（民國 94年 3～6 月）

 
 
 
 
 
 
 
 
 
 
 
 
 

圖 19：研究實施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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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料處理 
 
壹、資料整理 
 
一、實地觀察與訪問調查表整理 
 

利用數位相機實地拍攝方式進行，並存入電腦，建立各校的相片檔

案，並分成校舍、校園、運動場及附屬設施等四個部分，配合文字說明

之用；統計各校達成校園創設計六個原則特徵指標的項數。 
 
二、訪談資料分類整理 
 

將訪談錄音資料整理，以訪談大綱的重點提示方式陳列，並依其順

序撰寫；也就是將訪談資料依其性質進行歸類，再進行分析、比較與歸

納。訪談內容進行編碼，各符號代表意義如下： 
 

舉例來說：訪A1-1所代表意義。 
 
（一）前兩碼 
 

A1代表校別，從A1到AH代表臺中縣各高中，從B1到BB代表臺中
市各高中。 
 
（二）後一碼 
 

1：表示為校長 
2：為總務主任 
3和4：為教師 
5和6：代表學生。 
全：代表有共識的訪談。 

 
三、歸納整理 
 
  將訪談資料意義相近者歸納合併，彙整成概念，依據研究主題聚

焦，綜合整理後再加以分析討論，主要分為校舍、庭園、運動場、附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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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驗證校園創意設計相關理論並提出研究發展。 
 
貳、統計分析 
 
  實地觀察的數據資料，以電腦套裝統計軟體SPSS 8.0 for Window進
行描述性分析、次數、百分比率等。校園創意設計可分六項原則，共有

十七項特徵指標；校園可分為校舍、庭園、運動場、附屬設施，為統計

方便編碼，本段先說明編碼方式，第二，敘述次數、百分比率、皮爾森

相關係數（Pearso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等的統計方式。 
 
一、特徵指標分類編碼方式 
 

以英文字母Ａ到Ｑ來編碼，各項特徵指標分述如下： 
 
（一）求新原則 

Ａ設施或空間在造型上與傳統不同 
Ｂ設施或空間在色彩上與傳統不同 
Ｃ設施或空間在材料上與傳統不同 

（二）求變原則 
Ｄ設施或空間具有多項功能使用 
Ｅ設施或空間局部改變具有其他功能 
Ｆ設施或空間轉作其他功能使用 

 
（三）求精原則 

Ｇ符合政府規定的古蹟或文物 
Ｈ由政府列管的歷史建築或文物 
Ｉ與學校相關的史蹟文物或設施 

 
（四）求進原則 

Ｊ串聯設施或空間，由平面擴展延伸為立體，具有教化或

輔助教學功能 
Ｋ串聯設施或空間，由線狀擴展延伸為平面，具有教化或

輔助教學功能 
Ｌ串聯設施或空間，由點連成線狀，具有教化或輔助教學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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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設施或空間具有教化或輔助教學功能，成為校園的焦點

設施或教材園 
 
（五）求絕原則 

Ｎ廢物再利用 
Ｏ將設施或空間的劣勢轉為優勢 

 
（六）求妙原則 

Ｐ設施或空間的功能無中生有 
Ｑ設施或空間的功能與價值提升 

 
二、次數 
 

用特徵指標分類，統計各校校園創意設計的數量，分成校舍、庭園、

運動場及附屬設施等四項，統計各校各類的次數。 
 
三、百分比率 
 
  用以統計臺中縣、臺中市、國立高中及私立高中，在校園創意設計

的百分比率，其四者之間的百分比率，若校數不同，以其加權平均數計

算其百分比率。 
 
  各類高中的次數和百分比率的計算，有如下不同的背景：（一）臺

中縣國立高中比臺中市國立高中、（二）臺中縣私立高中比臺中市私立

高中、（三）臺中縣國立高中比臺中縣私立高中、（四）臺中市國立高

中比臺中市私立高中、（五）臺中縣高中比臺中市高中、（六）臺中縣

市國立高中比臺中縣市私立高中，共計六類（請參見表８）。 
 
  校數不同，以加權百分比率計算，計算的方式為總項數除以不同背

景的校數，再以比值換算為百分比率；例如，臺中縣高中有17所，臺中
市高中有11所，若臺中縣高中的創意設計有206項，而臺中市高中的創
意設計有237項，則計算其加權百分比率的步驟為： 
（一）先計算：（臺中縣高中）比（臺中市高中）＝（206÷17）：（237÷11） 

≒（12.12）：（21.55）≒（36.00）：（64.00） 
（二）再換算為百分比率；若計算總項數的百分比率，則計算至小數點

後第二位；若為單項的特徵指標，則計算至整數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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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不同背景的各類高中校數一覽表 
類別 前  項 校數  後  項 校數

（一） 臺中縣國立高中 4  臺中市國立高中 4
（二） 臺中縣私立高中 13  臺中市私立高中 7
（三） 臺中縣國立高中 4  臺中縣私立高中 13
（四） 臺中市國立高中 4  臺中市私立高中 7
（五） 臺中縣高中 17  臺中市高中 11
（六） 臺中縣市國立高中 8  臺中縣市私立高中 20
 
四、皮爾森相關係數（Pearso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本研究皆以母群體為對象，利用統計作相關分析有其必要；迴歸分

析是統計分析中，常用來分析兩個或兩個以上變數的關係，可看出其相

互變化的統計方法；本研究僅使用皮爾森相關係數，因其適用於兩個變

數都是等距或比率變數的資料；統計其值，用以解釋校園創意設計的項

數在總計、校舍、庭園、運動場、附屬設施、校地、校齡等，彼此間的

相關；另外，統計校園創意設計的項數在總計、求新、求變、求精、求

進、求絕、求妙、校地、校齡等，彼此間的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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