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研究旨在探究「新竹縣國民中學校園公共藝術設置」的執行現況、執行程

序、困難及用後評估，並分析影響用後評估的可能因素及其結果作用，最後依實

證結果，擬建構出合理之研究架構。 

首先，研究者蒐集國內外相關研究報告及資料，研究方法以文獻探討與半結

構性實際案例調查訪談、及問卷調查法為主。為達本研究目的，在分析與歸納相

關文獻之後，依據研究設計及實施過程，將本章分成「研究架構」、「研究對象」、

「研究工具」、「實施程序」、「資料處理」等五部分。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為探究「新竹縣國民中學校園公共藝術設置」的執行現況、執行程序、

困難及用後評估，在文獻探討方面，首先釐清校園文化藝術環境與校園公共藝術

的理念、意涵及兩者關係，確實掌握校園公共藝術設置的意義；復廣泛蒐集有關

校園公共藝術設置的相關理論及研究做分析整理，加上校園公共藝術現況資料收

集、實際案例探討，依據文獻探討、實例探究復參考相關研究之調查問卷，歸納

整理成「新竹縣國民中學校園公共藝術設置之研究調查問卷」初稿及「新竹縣國

民中學校園公共藝術設置之研究意見訪談表」。 

延請專家學者、教育行政人員等，對「新竹縣國民中學校園公共藝術設置之

研究調查問卷」及「新竹縣國民中學校園公共藝術設置之研究意見訪談表」初稿

的層面、內容、及語意增刪修正，據以作成正式問卷及訪談表。依據修正後的正

式問卷，針對新竹縣國民中學校園已設置公共藝術的兩所學校—竹北國中及鳳岡

國中進行隨機抽樣調查，問卷調查對象為規劃設置人員或使用這些空間師生及社

區家長。 

為便於統計分析，類別變項分成六層，分別是學校別、性別、職稱、年齡、

教師在本校服務年資、學生在學年級等，區人士等人數約為 1000人，據以暸解
他們對校園設置公共藝術的看法及用後滿意度調查，並分析不同背景、職務的

人，對公共藝術設置的看法差異及調查使用滿意度情形。 

本研究依據統計分析結果，作為中小學校園設置公共藝術的重要參考，同時

回答研究問題，同時對文建會等行政體系、學校行政人員等提出相關研究建議。 

研究架構如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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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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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為探究「新竹縣國民中學校園公共藝術設置」的執行現況，執行程序、

困難及用後評估，研究對象含「問卷預試」與「正式問卷調查」、「意見訪談」三

部分，說明如下： 

一、 問卷預試（以專家審查替代） 

本研究根據文獻探討及實例探究，經與指導教授討論，經過適度調整，擬定

意見訪談表及問卷調查表，並以專家審查取代問卷預試。在通過論文計畫口試

後，延請專家學者、教育行政人員（縣市文化局視覺藝術課長）等共十人（如表

14），針對「新竹縣國民中學校園公共藝術設置之研究調查問卷」及「新竹縣國
民中學校園公共藝術設置之研究意見訪談表」初稿的層面、內容、及語意增刪修

正，據以作成正式問卷及訪談表。 

表 14 新竹縣國民中學公共藝術設置問卷及訪談表專家效度審查名單 
姓名 職稱 工作單位 備註 
劉春榮 所長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教育評鑑所 學校建築重要學者 
葉俊顯 教授 新竹教育大學美勞教育研究所 身兼新竹縣公共藝術審

議委員 
蕭銘芚 系主任 國立藝術大學工業設計學系 指導新竹師院美勞所相

關論文 
范國銓 主任 新竹縣政府計畫室 曾任新竹縣文化局局長

曾煥鵬 局長 新竹縣文化局局長  
鄭  飄 局長 新竹縣政府教育局 曾擔任竹北及鳳岡國中校長

為公共藝術之主要計畫者 

葉于正 課長 新竹縣教育局社教課 曾任文化局藝術管理課

參與兩校公共藝術設置

范光順 校長 新竹縣光明國小 藝術家、規畫兩所新校

陳梅芳 校長 新竹縣博愛國中 設置時擔任竹北國中校長

盧雲珍 校長 新竹縣瑞興國小 新竹師院美勞所碩士 

二、 問卷調查 

    正式問卷研究對象以新竹縣國民中學有校園公共藝術設置之學校--竹北國

中、鳳岡國中為母群體，依據各校師生員額比例，竹北國中近 1495名師生抽取
1/2計 735人，鳳岡國中 335名師生，抽取 1/2計 171人，並針對兩校家長及鄰

近社區人士共 99人進行問卷調查。抽樣調查分別以校長、主任、組長、教師、

學生、家長為對象，以簡單隨機抽樣，發出調查問卷共 1005份。 
    其中問卷回收部份鳳岡國中總共發出 210份，收回 209份，剔除無效及說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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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疑似問卷，有效問卷共 172份；竹北國中發出問卷共 795份，收回 775份，有
效問卷 666份。合計兩校有效問卷為 838份。 

    本研究有效問卷調查抽樣人數詳如表 15 

表 15  新竹縣國民中學校園公共藝術設置問卷調查抽樣人數一覽表 
    類別 
  人數 
學校別 

師生

人數 
師生

抽樣

人數 

家長

社區

人數 

家長

社區

抽樣 

發出

份數

總計 

回收 
份數 

回收

率 
有效 
問卷

份數 

鳳岡國中  
335 171 580 39 210 209

 
99.9% 172

竹北國中  
1495 735 2560 60 795 775

 
97.5% 666

合  計 1940 906 3140 99 1005 984 97.9% 838

三、意見訪談 

訪談對象以曾經參與設置工程之兩校校長、總務主任、教職員、學生、藝術

家或家長社區人士，親自實施深度訪談，各校 3~5人，兩校共 8人（如表 16）
進行訪談。 

表 16 新竹縣國民中學校園公共藝術設置意見訪談人員一覽表 

姓名 職稱 服務（或就學）

單位 
受訪日期 文中代

號 
備註 

李龍泉 藝術家 自宅自由創作 94.3.18 李老師 
竹北及鳳岡國中

公共藝術創作者

黃增新 校長 竹北國中 94.5.4，6.30 黃校長 現任竹北國中校長 

曾日昇 總務主任 竹北國中 94.4.13 曾主任 推動竹北國中設

置案 
常業宏 美術教師 國立新竹女中 94.8.6 常組長 在竹北國中美術組

長任內參與設置案 

朱兆朋 總務主任 鳳岡國中 94.3.22 朱主任 規畫推動鳳岡國

中設置案 
方淑華 美術老師 鳳岡國中 94.3.26 方老師 規劃參與鳳岡國

中設置案 
陳星佑 學生（畢

業校友） 
國立新竹高中 94.3.20 陳同學 鳳岡國中畢業校

友曾參與設置案

賀俊翰 學生（畢
業校友） 

國立新竹高中 94.3.20 賀同學 鳳岡國中畢業校

友曾參與設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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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為了求得研究的完整和準確性，希望兼顧質性與量化方法的優點，以深入了

解各種現象與問題，本研究採用訪談法及問卷調查法。本研究蒐集資料所採用之

研究工具有兩種：第一種是研究者自編的「新竹縣國民中學校園公共藝術設置之

研究意見訪談表」（如附錄2），第二種是「新竹縣國民中學校園公共藝術設置之
研究調查問卷」（如附錄1）。其編製過程如下： 

ㄧ、文獻探討資料分析 

    蒐集公共藝術相關資料，如國內外政府民間出版品、期刊、圖書、研究論文

及報告、研討會資料、相關法規、坊間相關翻譯書籍等，進行分析與彙整；復參

考周逸傑（民 92）「公共藝術作品在校園開放空間設計之研究」「校園公共藝術

作品使用者問卷調查表」、葉依菁（民 92）「從公共藝術形式探討人、作品、環

境之互動關係—以台北地區為例」之「公共藝術認知調查」，及本校研究生詹紹

威所研擬之「校園創意設計研究」之意見訪談問卷，彙整成本研究使用之調查問

卷及訪談問卷初稿。 

二、編制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文獻分析及實證研究方式，有關實證研究工具包括兩種：即「新竹

縣國民中學校園公共藝術設置之研究問卷調查表（如附錄一）及新竹縣國民中學

校園公共藝術設置之研究意見訪談表」（如附錄二）。以上問卷及訪談表均為研究

者依研究需要，根據文獻分析、相關理論，並參考相關研究之問卷編制而成。 

    本研究參考之問卷計有周逸傑（民 92）「公共藝術作品在校園開放空間設計

之研究」之「校園公共藝術作品使用者問卷調查表」，葉依菁（民 92）「從公共

藝術形式探討人、作品、環境之互動關係—以台北地區為例」之「公共藝術認知

調查」，及本校研究生詹紹威所研擬之「校園創意設計研究」之「校園創意設計

研究意見訪談問卷」，彙整成本研究使用之調查問卷及意見訪談表初稿。 

三、預試問卷採專家效度 

    為使正式施測的問卷具廣泛接受度更爲徵求專家學者意見，讓問卷更具實質

意義，除了論文計畫口試時（94.1.22）徵求三位口試委員意見，更於 94.2.3~2.27

期間徵詢專家學者共十人（如表 14）意見，以為正式問卷的修訂依據，經與指

導教授討論後即確定正式問卷。 

四、問卷信度 

    問卷測試資料以 spss  for  windows 10.0 版套裝軟體，以 Cronbach α「信度

分析」檢測問卷各題目內部一致性，得信度α為 0.8965 確立問卷的信度，由信

度值接近 0.9代表題目內部一致性相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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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節  實施程序 

    本研究的實施程序共分綜合文獻探討、專家意見審查與問卷調查等方法，實

施程序如下： 

ㄧ、擬定研究計畫 

    依據研究者教育現場經驗感受，參考相關文獻後，發覺對學校建築的濃厚興

趣，同時服務學校正進行校門修建「公共藝術工程」，期藉研究與工作結合，釐

清對校園公共藝術設置的諸多疑慮，並有效提高學校工程品質。同時研究者指導

教授湯志民教授為國內學校建築專家泰斗，經參考當前教育發展趨勢，盱衡現實

情勢，經與指導教授多次研究後，於 93年 1 月訂定題目，2月初擬研究問題與

研究目的，93年 6 月確定研究內容及方法。 

二、蒐集文獻資料 

    依據研究題目及研究方法進行公共藝術相關資料蒐集，如國內外政府民間出

版品、期刊、圖書、研究論文及報告、研討會資料、研討會紀錄、相關法規、坊

間相關翻譯書籍等都是本研究資料來源。 

    廣泛運用網路搜尋國內外相關的議題，研究期間多次前往新竹縣立圖書館，

蒐尋相關資訊；因新竹縣立圖書館藏書不豐，缺乏論文資料，故多次前往國家圖

書館影印相關學位論文及期刊；並利用政大中正圖書館借出相關期刊、文章、書

籍、研討會紀錄等；也前往新竹市立圖書館借閱文建會所出版系列報導書籍，同

時也運用網路搜尋國內外相關的電子論文，作為研究的基礎背景及後續論述分析

之題材。 

三、分析摘述文獻 

    透過政府發行之相關書報期刊雜誌，針對台灣地區國民中小學，經由「文化

藝術獎助條例」所設置的校園公共藝術，作為主要資料蒐集方向。並將蒐集資料

概分統整，概略分析近年台灣校園公共藝術趨勢，尤其是中小學校園公共藝術設

置，並對新竹縣的國中小有關校園公共藝術之設置案例詳加探討。 

    將搜集的文獻資料依據研究目的與研究架構需求，進行資料摘述與分析，以

釐清本研究有關公共藝術設置之理念、意涵、法令規章、及設置過程相關問題探

討。 

四、公共藝術現況調查 

    透過政府發行之相關書報期刊雜誌，針對台灣地區國民中小學，經由「文化

藝術獎助條例」所設置的校園公共藝術，作為主要資料蒐集方向。並將蒐集資料

概分統整，概略分析近年台灣校園公共藝術趨勢，分成中小學及大學專科技職院

校，其中特別針對新竹縣兩所設置公共藝術的國民中學---竹北國中及鳳岡國中，

有關校園公共藝術之設置案例過程之會議記錄、研討會或是工程進行中的重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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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件，詳加研究探討。 

    研究者曾自民國 90 年在竹北國中服務兩年，於民國 92 年分派鳳岡國中擔任

校長，雖未及參與兩校校園公共藝術案件的初步規劃、討論及申請，但鳳岡國中

自獲選後的案件推動、執行及接受輔導委員督導及參與兩次公共藝術設置說明

會，到學校調整實施計畫以順應委員及教育部要求，與藝術家李龍泉老師一再對

談（92.11.7後兩次電話訪談，92.12.22及 93.1.10、93.2.18、93.2.、93.3.15、93.3.22
設置會議），掌握整個規劃案及融入本校課程教學，藉教育的導引與啟發引領學

生進入公共藝術的領域，透過共同參與公共藝術的設置，期藉助學校建物的潛移

默化，型塑無形的校園精神標的與創造全體師生共同記憶。 

五、編制修訂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文獻分析及實證研究方式，有關實證研究工具包括兩種：即新竹縣

國民中學校園公共藝術設置之研究意見訪談表」及「新竹縣國民中學校園公共藝

術設置之研究問卷調查表」，問卷及訪談表如附錄一、二。問卷及訪談表均為研

究者依研究需要，根據理論、文獻分析，並參考周逸傑（民 92）「公共藝術作品

在校園開放空間設計之研究」「校園公共藝術作品使用者問卷調查表」，葉依菁（民

92）「從公共藝術形式探討人、作品、環境之互動關係—以台北地區為例」之「公

共藝術認知調查」及同學詹紹威所研擬之「校園創意設計研究」之意見訪談問卷，

彙整成本研究使用之調查問卷及訪談表初稿。初稿經指導教授修訂及專家學者進

行意見審查及修訂，名單如表 16，問卷及訪談表經過修訂並通過審查後再予以
施測。 

六、實地訪談及問卷調查 

    為徵求社區及使用者意見，及統計使用者的滿意度，針對教師兼行政人員（含

職員）、教師、學生、家長及鄰近社區人士實施問卷調查，並針對兩校之校長、

總務主任、參與設置工程之教師及學生、負責之公共藝術家實施意見訪談，並對

教育主管代表（新竹縣社教課課長）做兩次電話訪談。其中問卷調查部份竹北國

中及鳳岡國中之上述人員共 1005 人參與，8人做意見訪談調查。 

  表 17  實施問卷調查與訪談調查時間配當表 

學校 對象 問卷施測時間 訪談調查時間 備註 

教師 94.4.2~4.15 94.4.13~6.30  

學生 94.4.2~4.15 93.6.20~6.30  

竹北國中 

社區家長 94.4.2~4.15   

教職員 94.3.18~3.29 94.3.22~4.7  

學生 94.3.18~3.29 94.3.20  

鳳岡國中 

社區家長 94.3.18~3.29   

藝術家  94.3.18  其他 

教育主管代表  94.4.1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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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測後，即於一週後（94年 3 月 30 日）開始執行第一次催收追蹤，隔 10
天（94年 4 月 10 日）做第二次催收，因竹北國中資料遺漏，故於 4月 15日執行

第三次追蹤，收齊問卷剔除無效或不完整問卷隨即進行編碼及資料的輸入。 

七、資料處理與分析 

    採行描述性量化統計，將問卷資料以 spss for windows 10.0 版套裝軟體，進行

統計分析，以回答相關研究問題。 

八、撰寫研究論文 

    依據問卷資料的統計分析結果，撰寫研究報告，提出研究建議等。 

研究流程，詳如圖 8 

 

 

 

 

 

 

 

 

 

 

 

 

 

 

 

 

  

圖 8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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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料處理 

    本小節資料處理擬於問卷及訪談表收集後，先過濾問卷將有效問卷以 PC編

碼登錄，並使用 spss for windows 10.0 版套裝統計程式進行資料分析，各項統計考

驗之顯著水準定為 0.05。 

    本研究所採取的統計方法包括描述性統計「次數分配表、交叉表」，比較平

均數法「平均數、獨立樣本 T檢定、卡方檢定、單因子變數分析 ANOVA、」及

複選題分析「次數分配表、交叉表」。進行平均數、百分比、標準差、獨立樣本

t 考驗、F考驗、多因子變異數分析、Pearson 積差相關等，探討師生家長及社區

人士對校園公共藝術的認知及滿意度，同時探討不同學校、年齡、人員的看法差

異情形。再將問卷資料結果以並對訪談表進行質性分析。根據問卷及訪談表分析

結果，回答相關研究問題，俱以作成結論及建議。其處理分三方面敘述： 

一、文件分析法資料的處理 

    實施現況調查，蒐集兩校公共藝術設置期間各項會議資料、研討會、師生及

民眾參與紀錄等進行文獻分析與整理，歸納統整與研究問題相關的資料與看法。 

二、問卷調查資料的處理 

    調查問卷回收後，剔除無效問卷、編碼及登錄於 spss for windows 10.0 版套裝

軟體進行統計分析，主要使用百分比、變異數分析等統計方法來進行資料描述性

統計與差異性比較分析。 

三、訪談資料的整理 

    配合訪談題綱當場訪談，配合訪談錄音，做逐字稿，並針對訪談記錄分析與

整理，歸納統整，並將重要意見紀錄於論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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