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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文獻探討、問卷調查、實地觀察、訪談法，歸納分析臺北

縣五所國高中校園公共藝術的規劃與學校師生對校園公共藝術的認知與

意見。校園公共藝術的規劃部分，採實地觀察與學校教職員訪談方式進

行，學校師生對校園公共藝術規劃的認知與意見，以問卷調查方式得知。

本研究以實地觀察、訪談、問卷調查方式，進行研究，達成研究目的。本

章分成五節，依序為：「研究架構」、「研究對象」、「研究工具」、「研究程

序」、「資料處理」。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為探討臺北縣校園公共藝術規劃，學校師生對校園公共藝術的

認知與意見。在文獻探討中，先就校園公共藝術規劃理念，即校園公共藝

術規劃的意義與校園公共藝術規劃原則，進行研析。再彙整臺灣公共藝術

的發展，探索台灣公共藝術的演進、緣由、現況以奠定本研究基礎；在現

況部分，針對校園公共藝術的設置辦法、規劃程序、臺灣校園公共藝術的

形式及臺北縣校園公共藝術規劃概況進行瞭解、分析、歸納成「臺北縣校

園公共藝術規劃之研究調查問卷」初稿及「臺北縣校園公共藝術規劃意見

訪談大綱」。 

經指導教授與學者專家、行政專業人員審查修改「臺北縣校園公共藝

術規劃之研究調查問卷」初稿，及「臺北縣校園公共藝術規劃意見訪談大

綱」後，製成正式問卷及訪談表。再針對臺北縣已規劃校園公共藝術五所

縣立國高中師生，進行立意分層隨機抽樣調查。 

本研究環境變項，為學校規模與創校歷史，人口變項為身分、性別、

年齡、級別，共分六層；據以瞭解校園公共藝術規劃問題及學校師生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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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公共藝術之類型、材料、認知、色彩、地點、觀賞路線之意見。其中教

職員對校園公共藝術規劃的認知，以各校規劃緣起、規劃構想、規劃方式、

規劃原則、規劃程序、執行困難、解決策略、對校園公共藝術規劃的滿意

度為研究內容。 

根據研究目的、研究問題及文獻探討之結果，臺北縣校園公共藝術規

劃之研究，以實地訪談方式，訪問學校教職員，探討各校校園公共藝術的

規劃緣起、構想、方式、原則、程序、執行困難、解決策略及對校園公共

藝術規劃的滿意度，為校園公共藝術規劃研究內容；再以問卷調查方式，

研析學校師生對校園公共藝術規劃之認知與意見。研究問卷架構如圖1所

示： 

 

 

校園公共藝術規劃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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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用實地觀察、訪談調查、問卷調查方式，針對下列不同對象

進行研究，期能確實瞭解各校公共藝術的規劃與學校師生對校園公共藝術

規劃的認知與意見。 

 

壹、學校、人員背景說明如下： 

一、環境變項 

(一)學校規模 

本研究所指學校規模，係以本研究對象臺北縣A校等，五所國高中班

級組距為基準分類，共分成以下三類： 

1. 30班以下、2. 31-50班、3. 51班以上。 

(二)創校歷史 

本研究所指創校歷史，係以本研究對象臺北縣A校等五所學校創校歷

史差距為基準，共分成以下三類： 

1. 10年以下、2. 30-50年、3. 51年以上。 

二、人口變項 

(一)性別：1. 男性、2. 女性。 

(二)身分：1. 教師(含兼行政)、2. 職員、3. 學生 

(三)年齡：指教職員年齡，分為四類。 

1. 30歲以下、2. 31-40歲、3. 41-50歲、4. 51歲以上。 

(四)級別：指學生年級別，分成三類。 

1.七年級、2.八年級、3.九年級。 

「身分」，係指學校人員為教職員或學生；「教職員」依其目前在校擔

任的職務分成教師與職員兩類，「教師」含專任教師及兼任行政或導師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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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地觀察對象 

本研究對臺北縣已規劃校園公共藝術的縣立五所國高中：A校、B校、

C校、D校、E校，各以一天的時間，進行實地拍照、觀察學校人員觀賞公

共藝術情形，了解各校校園公共藝術設置地點與師生觀賞公共藝術的動

線，並以數位相機拍攝上下課時間，師生觀賞校園公共藝術的情形。 

 

叁、訪談調查對象 

本研究訪問已規劃公共藝術的臺北縣立國高中(含完全中學國中部、

國中小國中部)的校長或總務主任、教職員；每校兩人，總計10位受訪者；

針對各校公共藝術規劃緣起、規劃構想、規劃方式、規劃原則、規劃程序、

執行困難、解決策略、規劃後的滿意度等進行訪談。 

研究所採用的「訪談」，即吳明清(1991)所謂的「口語式問卷」(oral 

questionnaire)。以錄音、重點摘錄方式進行訪談。本研究依訪談內容與訪

談大綱進行半結構性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訪談一部分採用標準

化題目，一部分由受訪者自由暢談。 

 

肆、問卷調查對象與填答樣本之選取 

本研究採立意抽樣方式，針對已設置校園公共藝術臺北縣立A校等五

所國高中的師生為抽樣母群。分成教職員與學生兩組，有效抽樣數為母體

總數的20%。為了樣本的代表性，教職員採分層隨機抽樣方式，依據各校

男女比例分配，隨機抽樣男女教職員數之20%，共抽取男教職員38人，女

教職員113人(A校男教職員7人，女教職員24人；C校男教職員10人，女教

職員33人；D校男教職員3人，女教職員13人；B校男教職員7人，女教職

員23人；E校男教職員7人，女教職員14人)。 

學生填答人數依年級分層隨機取樣，以班級(每班取至37號)為單位，

抽取各校20%之班級學生為調查對象，每班抽取八名學生(每隔五號抽一

名學生)為填答樣本。A校七、八、九年級每年級隨機各抽取四班，共取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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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學生填答﹔C校年七年級隨機抽取四班，八、九年級各抽取六班，計取

128名學生填答﹔D校小國中部每年級隨機抽取兩班，計48名學生填答﹔B

校每年級取四班，96名學生填答﹔E校每年級取三班為調查對象，共取72

名學生填答。 

本研究填答樣本共計抽取學校教職員141名，學生440名。本研究有效

調查抽樣人數為581人，詳如表3。 

 

表3 臺北縣校園公共藝術規劃研究問卷調查抽樣人數表  
教職員 

抽樣數 

學生抽樣母體人數 

(每班以 37 人計) 

學生 

抽樣數

學 

校 

代 

稱 

班

級

數 

教 

職 

員 

母 

體 

總 

數 

 

 

(男,女) 

 
 
 
男 

 
 
女 

 
 
 
計 七

年

級 

八 
年 
級 

九 
年 
級 

小 
計 

總 
計 

A 校 51 155 以任

教國中部

教師為主 
(35,120) 

7 24 31 人 4 班 4 班 4 班 444 人 96 人

B 校 53 152 
(36,116) 

7 23 30 人 4 班 4 班 4 班 444 人 96 人

C 校 89 216 
(52,164) 

10 33 43 人 4 班 6 班 6 班 684 人 128 人 

D 校 23 69 
(15,54) 

3 13 16 人 2 班 2 班 2 班 222 人 48 人

E 校 47 118 
(38,80) 

7 14 21 人 3 班 3 班 3 班 333 人 72 人

各校 
填答 
人數 
總計 

710 人 34 
 人 

107 
 人 

141
人 

 4254 人 440 人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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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依據研究目的，本研究採取調查研究法、實地觀察、訪談法。為達成

研究目的，研究者自編「臺北縣校園公共藝術規劃之研究調查問卷」、「臺

北縣校園公共藝術規劃實地觀察紀錄」、「臺北縣校園公共藝術規劃意見

訪談表」三種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編製情形說明如下： 

 

壹、臺北縣校園公共藝術規劃之研究調查問卷 

 

一、問卷編製過程 

問卷調查表編製過程為：(一)擬定問卷架構；(二)設計問卷題目；(三)

進行專家效度訂正；(四)請指導教授審核；(五)修正定稿。茲分述如下： 

 

(一)擬定問卷架構﹕根據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擬定問卷的基本架

構，內容含學校人員的基本資料、公共藝術規劃相關問題說明、各校公共

藝術圖片，問卷的選擇題用以瞭解學校師生對該校校園公共藝術的認知，

勾選題內容含學校師生對該校校園公共藝術規劃的認知與意見。 

 

(二)設計問卷題目：根據本研究的問卷架構，編擬問卷題目，並與學

校總務人員討論，聽取相關意見，同時與指導教授討論，修訂題目完成初

稿。為評定個人對事物的同意平均數；本研究以「非常同意」「同意」「不

同意」「非常不同意」四種填答資料，了解學校師生對該校校園公共藝術

的認知與意見，藉以解答研究問題第三題、第四題、第五題。 

 

(三)進行專家效度訂正：為確認問卷的效度，請八位專家學者(如表

4) ，針對問卷初稿提出意見、指正，據以修正問卷題目。 

 

(四)請指導教授審核：根據指導教授審核結果，修正不當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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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修正定稿：根據專家意見，修改不當題目、潤飾詞語後，再請指

導教授審訂，完成問卷。 

 

表4   臺北縣校園公共藝術規劃，問卷調查專家效度審查名單 

姓   名 職   稱 工  作  單  位 

吳清山 教授 臺北市立教育大學 

林天祐 教授 臺北市立教育大學 

林萬義 教授 國立政治大學 

林山太 校長 私立光仁高中 

陳木金 教授 國立政治大學 

劉春榮 所長 臺北市立教育大學 

張輝政 校長 國立板橋高中 

謝鳳香 校長 新竹縣鳳岡國中 

 
 

貳、臺北縣校園公共藝術規劃實地觀察紀錄 

 

本研究對臺北縣已規劃校園公共藝術的縣立中學A校、B校、C校、D

校、E校，各進行兩個半天實地拍照，觀察學校師生在校園公共藝術旁活

動情形，研究各校公共藝術實際設置地點是否為師生活動頻繁地點，了解

學校師生接近校園公共藝術動線的順暢程度，師生接近校園公共藝術情形

等。 

 

叁、臺北縣校園公共藝術規劃意見訪談表 

校園公共藝術規劃意見訪談表內容，分別為學校基本資料、校園公共

藝術規劃情況、學校人員對公共藝術規劃之滿意度，訪談結果用以分析本

研究問題第一題、第二題、第六題、第七題、第八題： 

一、學校基本資料： 

學校基本資料，含學校地點、創校歷史、班級數、師生數，同時瞭解

下列有關校園公共藝術規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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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園公共藝術規劃與最初的構想很吻合、(二)校園公共藝術符合學生

需求、(三)校園公共藝術符合教學需求、(四)師生參與校園公共藝術的規

劃、(五) 校園公共藝術對學校有正面的影響、(六) 校園公共藝術的維修

情況、(七) 校園公共藝術規劃構想的宣導、(八) 校園公共藝術的功能 

、(九)校園公共藝術的規劃原則、(十)校園公共藝術的規劃程序、(十一)

規劃執行時所遭遇的困難與解決策略、(十二)校園公共藝術規劃完成後的

宣導活動。 

 

二、校園公共藝術的規劃情形： 

本研究採現地訪問法(Interviews)，對學校教職員進行訪問。探析各校

校園公共藝術規劃之緣起、構想、規劃方式、規劃原則、規劃程序，並瞭

解各校執行規劃時的困難與解決策略、教職員對規劃的滿意度。 

 

第四節 實施程序 
 

本研究之進行，分成七個階段，先從事「文獻探討」，決定研究範圍；

經「訪查」後，擬定「研究計畫與架構」；蒐集資料、提出研究問題後，

編製「研究工具」，選取樣本，進行「問卷調查與實地觀察、訪談」；再

進行「資料處理分析」；最後綜合研究發現，撰寫「研究論文」，茲說明

如下： 

壹、文獻探討 

研究者決定研究主題後，民國九十三年八月至民國九十三年十月，進

行蒐集公共藝術相關文獻資料，國內外公私立機構出版品、法規、圖書、

期刊、會議資料、相關研究論文報告及各報刊、網站報導之訊息，瞭解台

灣公共藝術的規劃如下﹕ 

民國八十七年起，行政院文建會每年出版公共藝術年鑑，整理公部門

公共藝術政策、報章、期刊，編成文章索引；並詳列公共藝術的設置案例、

各地區公共藝術紀事。公共藝術年鑑的專論，報導國外公共藝術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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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國外公共藝術作品；光碟、書籍與報告類專文；案例圖片、國外公共

藝術網站、公共藝術作品；統計各地公共藝術類型、材質與主題、風格，

歸納與分析公共藝術成品，公共藝術設置法規、國內公共藝術相關諮詢單

位之電話網址(傅惠英主編，2000)。 

行政院文建會委託臺北市藝術家雜誌社出版有關國內外公共藝術設

置系列叢書；「公民美學．公共藝術系列」叢書，介紹捷運、社區、醫院、

校園等場所中媒材、探討臺灣及全球公共藝術的多樣性，以及為改造環境

帶來的可能性。中華民國學校建築研究學會多年來也有許多關於校園建築

規劃的論文，可做公共藝術規劃之參考。 

臺北市藝術家雜誌與財團法人開放空間文教基金會，出版系列有關國

內外公共藝術的報導、公共藝術簡訊等，報導國內外有關公共藝術規劃設

置的活動。 

 

貳、訪查 

民國九十三年十月至民國九十四年三月，研究者利用休假日與寒假，

參訪臺中美術館、花蓮石頭公園、南投手工藝品中心、臺北縣十三行博物

館等地點，瞭解各區學校文化藝術環境的設置；對臺北縣學校公共藝術，

進行實地訪查，了解國內校園公共藝術作品的規劃概況。訪問公私立機

關，如文建會、文化局、臺北縣工務局等單位，以便深入瞭解規劃公共藝

術的現況與問題。 

分析資料，請教專家學者與創作者，瞭解公共藝術創作與規劃理念。

並訪問學校校長或總主任、教職員，了解公共藝術的規劃理念、規劃現況。

再實地觀察，訪問學校人員，了解各校人員對校園公共藝術的觀感等相關

問題。 

叁、擬定研究計畫與架構 

一、擬定研究計畫 

確立研究主題進行相關文獻探討與訪查後，蒐集國內外相關資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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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整理分析；同時確定研究題目，擬定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二、擬定研究架構 

根據文獻探討、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問題、研究範圍方法等，

於民國九十四年五月至民國九十四年七月，擬定研究架構，依學校規模、

學校歷史、教職員現職、性別、年齡及學生年級、性別，為研究背景，以

校園公共藝術規劃、學校教職員生對公共藝術規劃的認知與意見為研究內

容，探討臺北縣校園公共藝術規劃。 

 

肆、編製研究工具 

民國九十四年九月至民國九十四年十二月，依據研究目的、研究問題

與文獻探討，擬定「臺北縣校園公共藝術規劃之研究調查問卷」、「臺北

縣校園公共藝術規劃實地觀察紀錄表」、「臺北縣校園公共藝術意見訪談

表」。 

 

伍、進行問卷調查與實地觀察訪談 

一、進行問卷調查與實地觀察 

民國九十五年一月至民國九十五年三月，赴五所國高中進行問卷調查

與實地觀察，以數位相機與錄音機、筆記本為紀錄工具。先瞭解公共藝術

的規劃情形，再觀察公共藝術的規劃地點與動線，進行教師和學生上課時

間與下課時間的使用情形觀察，並在校長與主任的同意下，利用時間進行

問卷調查。 

本研究為立意抽樣，範圍為臺北縣五所國高中，含A(國中部)、B、C、

D、E五校，研究對象為學校教職員生，研究者赴各校進行學校實地觀察、

與教職員訪談、教職員生問卷調查工作。 

本研究問卷調查的實施，先對研究抽樣學校分層，將各年級班級數編

碼後，隨意抽取各年段20%班級數，在抽樣各班班長協助下，由各班座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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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15、20、25、30、35號共八名學生填寫問卷。 

教職員部分，按各校教職員男女性比例，各抽取其中20%人員填答問

卷，委託各校總務主任轉交該校教職員，按抽樣比例實施調查工作，填答

者不記名。 

本調查問卷於民國九十五年三月二十日，臺北縣各國高中第一次段考

前，將問卷發放各校人員填答，並於民國九十五年三月卅一日前，完成回

收。總計發出問卷學生440份，教師141份，問卷回收份數為學生437份，

教師139份，師生問卷回收率99%，問卷可用率98%。 

表5  研究問卷統計表 

發出卷數 回收卷數 學校 

代號 

學校

規模 學生 教師 學生 教師

作廢

卷數

可用 

卷數 

A 
51班

以上
96 31 96 31 0 127 

B 
51班

以上
128 43 126 43 1 168 

C 
51班

以上
96 30 96 30 1 125 

D 
31-50

班 
72 21 71 20 1 90 

E 
30班

以下
48 16 48 15 1 62 

440 141  437  139 

581 576 
4 572 

合計 

 回收率99% 可用率98% 

本研究問卷回收後，開始進行問卷整理工作；剔除填答不完整問卷

後，將有效問卷資料編碼登錄，再利用SPSS 統計套裝程式進行資料分析。 

二、訪談 

在實地觀察之後，於民國九十五年一月起，以每校兩位教職員為受訪

者，進行訪談。訪談時間每人一小時。瞭解各校校園公共藝術的規劃緣起、

構想、原則、程序，以速記、勾選方式教職員對規劃的滿意度，摘要紀錄

各校在規劃進行時的執行困境與解決策略，並請教職員依其規劃經驗，提

出規劃建議；訪談時以數位相機、錄音機與筆記為紀錄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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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資料處理分析 

民國九十五年四月起，整理、分析所蒐集的基本資料、實地觀察紀錄

表、訪談資料，照片、錄音帶進行整理；並對回收問卷做統計分析。 

 

柒、撰寫研究論文 

民國九十五年五月，依文獻探討內容、實地觀察過程、訪談紀錄、問

卷分析研究結果，進行資料統整；民國九十五年六月至七月，作出結論與

建議，完成論文研究，結束研究工作，呈交論文。 

研究流程，如圖2： 

 

  

 

 

 

 

       

 

                                  

 

 

 

 

        

 

圖2  研究流程圖 

文獻探討   93.8~93.10 

  訪查    93.10~94.3 

擬定研究計畫與架構 94.5~94.7

編製研究工具 94.9~94.12 

 進行問卷調查與實地觀察訪談 95.1~95.3

資料處理分析 95.4~95.5 

編寫研究論文 95.6~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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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料處理與分析 
 

本節主要說明研究資料的處理與分析，包括資料處理的步驟與統計分

析的方法。在資料分析上，實地觀察與訪談，以描述性紀錄為主；問卷調

查的結果以次數百分比統計、獨立樣本t考驗、單因子變異數分析、Scheffe′ 

Method   事後比較法，進行分析。 

壹、 資料處理 

一、問卷資料的處理 

本研究所發放的問卷回收之後，淘汰無效問卷後，予以編碼處理，利

用統計套裝軟體 SPSS 10.01版進行統計分析，以了解本研究問題。發放

問卷調查後，採取下列步驟彙整回收資料： 

(一)資料檢核 

逐一檢視回收問卷的填答情況，資料殘缺不齊、勾選答案呈現過度規

律者或未填答率在50%者，予以剔除。 

(二)資料編碼 

針對回收有效問卷進行編碼，電腦建檔儲存每一筆資料，提供資料分

析之參考依據。 

(三)資料確認 

完成問卷編碼後，運用SPSS計算程式檢核每筆資料，核對問卷資料，

修正人為誤植資料後，進行統計分析。 

 

二、實地觀察資料的處理 

將實地觀察紀錄過程，配合研究者拍攝的各校公共藝術作品照片，進

行學校師生對校園公共藝術規劃之認知與意見分析。 

 

三、訪談資料的整理 

採錄音、重點摘錄方式進行訪談，配合各校基本資料，依據研究問題，

分析學校師生對校園公共藝術的認知與意見、勾選受訪者的滿意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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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問卷資料統計分析 

本研究問卷所得資料運用的統計分析法有：描述性統計、t考驗、單

因子變異數分析(one-way ANOVA)與、Scheffe′ Method   事後比較法，茲

說明如下： 

ㄧ、描述性統計： 

以次數分配、百分比分析、平均數，分析受訪者各項基本資料。 

 

二、獨立樣本t考驗 

t考驗適用於比較兩組沒有關聯性的母群體，平均數有無顯著差異。

本研究用來考驗各校學校人員不同性別師生，對公共藝術規劃之認知與意

見，有無顯著差異。 

 

三、單因子變異數分析(one-way ANOVA)與Scheffe′ Method   事後比

較法 

單因子變異數分析(one-way ANOVA)法，用在一個自變項之下，考驗

幾個平均數之間差異顯著性，本研究用來考驗不同背景屬性(學校規模、

創校歷史、教職員年齡、身分、學生年級)間有無顯著差異，有差異則以

雪費法(Scheffe′ Method)   進行事後考驗，以了解各組平均數之間的差異。 

問卷勾選題第二部分，以二十四個題項，針對類型、材料、認知、色

彩、地點、觀賞動線六層面，師生自評對各校校園公共藝術規劃的意見；

研析學校師生在問卷六個層面廿十四個題項上的認知與意見。 

受訪師生填答問卷時，勾選「非常同意」選項得四分，勾選「同意」選項得三分，

勾選「不同意」選項得二分，勾選「非常不同意」選項得一分。計算平均數後，以次

數分配方式統計各題勾選情形，再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one-way ANOVA)與

Scheffe′ Method   事後比較法、t考驗等方法，瞭解不同身分學校人員對公共藝術規劃

認知與意見的差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