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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旨在建立校園閒置空間永續發展評估指標架構及權重體系，主

要研究方法是先經由文獻探討後，採用模糊德爾菲問卷調查法和層級分析

問卷調查法。文獻探討分析主要在探討相關理論與相關研究成果，作為本

研究初擬評估指標架構之學理基礎；利用模糊德爾菲篩選評估因子，確立

評估指標架構；評估指標架構確認後進行層級分析法問卷，其結果能了解

各層面、指標和評估因子間的權重分配，掌握其相對重要性。 

資料統計處理係根據模糊德爾菲問卷的雙三角模糊數值，進行灰色地

帶檢定，分析專家群體的意見是否達到收斂，若有達收斂，進行門檻值的

篩選；若未達收斂，則刪除之。最後利用Expert Choice 2000軟體的分析，

得到評估指標架構之相對和整體的權重分配與排序。 

茲將本章分為五節，第一節研究架構，第二節研究對象，第三節研究

工具，第四節實施程序，第五節資料處理，分別加以說明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首先蒐集國內有關閒置空間再利用、永續發展和校園閒置空間

再利用等的相關文獻，從文獻中了解與本研究主題相關之理論基礎與原理

原則，並以相關研究結果為基礎，歸納彙整出評估指標架構之層面和指

標，並根據層面和指標擬出初步的評估因子，形成暫定之「校園閒置空間

永續發展評估指標架構」。故本研究將評估指標架構分為三個層面：環境、

社會和經濟等三個層面，其下又分為環境規劃、健康環境、自然保育、永

續經營、周圍地區發展、宣導與教育、資源管理與綠色消費等八個指標和

各指標所含的共三十二個評估因子，其架構如圖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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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層面 

    2-1 永續經營 

    2-2 周圍地區發展 

   2-3 宣導與教育

一、環境層面 

    1-1 環境規劃 

    1-2 健康環境 

   1-3 自然保育

三、經濟層面 

    3-1 資源管理 

    3-2 綠色消費 

校園閒置

空間永續

發展相關

文獻探討 

 

圖 3-1  研究架構圖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用模糊德爾菲研究法，其實施是以具代表性的專家學者作為

調查對象。根據 Reza 和 Vassilis（1988）的意見，德爾菲法樣本數以 10 到

15 個意見參與者即已足夠（引自吳政達，1999）。本研究選取模糊德爾菲

小組成員的人數共 22 位，已符合樣本數的要求。 

    模糊德爾菲是以專家學者為調查對象，本研究參酌校園閒置空間永續

發展評估的性質，採取立意抽樣方式，針對研究主題需求來選取研究樣

本，先界定研究的母群範圍與樣本的取樣原則，然後再進行取樣，將同意

參與研究的樣本組成模糊德爾菲專家小組。 

一、母群範圍 

    本研究模糊德爾菲專家小組的母群範圍，包含熟悉學校建築空間規劃

學理基礎之學者教授、中華民國學校建築學會理監事成員及推行校園閒置

空間再利用計畫之相關教育行政人員和學校行政人員（包括國小校長或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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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取樣原則 

    模糊德爾菲的成敗繫於專家群們是否提供具建設性的意見，所以隨機

取樣的方法並不列入考量，而採依一定標準之立意抽樣（吳雅玲，2001）。

模糊德爾菲調查是要獲得對校園閒置空間永續發展評估指標項目適切性

的共識，因此，本研究以母群範圍，作為參與模糊德爾菲意見徵詢的專家

樣本。模糊德爾菲專家的遴選原則如下： 

 （一）專家學者代表部分 

 1、曾任職中華民國學校建築學會理監事者 

 2、具有參與學校建築研究的熱忱與興趣 

 （二） 行政人員代表部分 

 1、推行校園閒置空間再利用績效卓越者 

 2、有經驗、有興趣，並具有參與熱忱者 

 3、學者推薦，具備豐富學校建築素養理論或實務經驗者 

三、取樣結果 

    依據上述原則確認模糊德爾菲專家小組成員總共有 22 位：專家問卷

審題有 11 位（見表 3-1），正式問卷再增加 11 位（見表 3-2）。其中，熟稔

學校建築空間規劃的教授 6 位、教育行政人員 5 位、學校行政人員：國小

校長 5 位、國小主任 6 位。 

表 3-1  德爾菲專家審題小組委員名單 

審查專家 服務單位 
井敏珠 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副教授 
林海清 中臺科技大學教授 
林建棕 臺北縣環教中心主任 
邱錦昌 育達商業技術學院教授 
洪啟昌 臺北縣教育局副局長 
陳木金 政治大學教授 
陳桂蘭 臺北縣國光國小主任 
張奕華 政治大學副教授 
賴連功 臺北縣文德國小校長 
劉春榮 臺北市立教育大學教授 
潘明福 屏東縣後庄國小校長 

註：按姓氏筆劃排列 

 81



表 3-2  德爾菲專家正式問卷增加的委員名單 

審查專家 服務單位 
王碧禎 桃園縣瑞埔國小主任 
朱大維 臺北縣江翠國小主任 
李光榮 臺南縣內角國小校長 
李明生 臺北縣海山國小校長 
邱乾國 教育部國教司專門委員 
施能杰 臺北市大佳國小校長 
翁素敏 臺北縣青潭國小主任 
張子超 教育部環保小組執行秘書 
陳卓薰 高雄縣五甲國小主任 
康燕玉 臺北市萬福國小主任 
鄭來長 教育部國教司副司長 

註：按姓氏筆劃排列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研究架構、研究問題及文獻探討為基礎，自編所需的研究工

具「國民小學校園閒置空間永續發展評估指標之模糊德爾菲問卷」及「國

民小學校園閒置空間永續發展評估指標之層級分析法問卷」。茲將各研究

工具發展的過程說明如下： 

壹、國民小學校園閒置空間永續發展評估指標之模糊德爾菲問卷 

    本研究基於校園閒置空間永續發展概念層次及類別較不被熟悉，且其

判斷具有不明確性、多樣複雜性、選擇較具主觀性及模糊性等問題，故適

用模糊德爾菲研究法。此方法利用每位專家的偏好判斷來建構每位專家個

人的模糊偏好關係，進而求得專家團體的偏好關係，並利用專家團體的偏

好關係進行最佳評估因子的選擇。該方法利用雙三角模糊數解決傳統德爾

菲需要三輪以上問卷調查才能得到結果的複雜程序問題，也使得研究進行

更有效率。 

    首先初擬專家審題問卷，以建立具有專家效度之自編模糊德爾菲問

卷。根據回收後的專家審題問卷，將專家的意見彙整後進行各指標和評估

因子的修正或刪除不適合的題目，並做語句的修正後，形成模糊德爾菲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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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茲從專家審題問卷到模糊德爾菲問卷的過程說明如下： 

一、專家審題問卷之編製與內容 

    專家審題問卷初稿係依第二章文獻探討之結果，編擬成三大層面，其

下共八個指標。在確定評估指標之架構後，亦隨即展開三十二個評估因

子，有關各層面、指標與評估因子的內容，見附錄一。 

    問卷在填答的設計上包括「適切性評定」和「增（刪）修建議」二個

部分，說明如下： 

 （一）適切性評定 

    每一指標下包含數個校園閒置空間永續發展評估因子，每一評估因

子均有「適切性」之圈選欄，「適切性」是指該評估因子在校園閒置空

間永續發展中的適切程度。問卷在建構項目上分「適合」、「不適合」

及「修正後適合」三個選項，參考每一層面其指標下的評估因子，評定

評估因子是否適用，並依個人所認為合適程度的選項欄中打「V」。 

 （二）增（刪）修建議 

    在增（刪）修建議的部分採取開放的方式，專家小組成員可於各評

估因子之後，針對「不適合」及「修正後適合」的情形提供意見與想法，

以作為研究者修改或參考之依據。 

二、專家審題問卷之結果 

專家審題問卷係用以確定模糊德爾菲問卷內容是否具有代表性及適

切性，判別上依據專家學者在「適合」、「不適合」、「修正後適合」和「增

（刪）修建議」等選項的填答結果，修正問卷初稿，作為下一階段模糊德

爾菲問卷之基礎。 

    本次專家審題問卷共發出 11 份，回收 11 份，回收率 100%。經過專

家審查，對於問卷內容所提出的修正意見可歸結四類，分述如下： 

（一）名稱修改部分：1-3、2-1、2-2、2-3、3-1、1-1-1、1-1-4、1-1-5、1-3-1、 

1-3-2、1-3-3、2-1-4、2-1-5、2-1-6、2-1-7、2-2-2、2-3-3、3-2-2、

3-2-3、3-2-4 

（二）增刪文辭使意義更為明確部分：1-1-1、1-1-4、1-1-5、1-2-2、2-1-1、    

2-1-3、2-1-4、2-1-5、2-1-6、2-3-1、3-1-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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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刪除評估因子部分：1-1-3 

（四）題目分類和適用性部分：2-2 

    彙整專家學者的意見後，大部分的專家原則上是認可這些題目，大部

分的意見以名稱的修改和增刪修正說明內容為主，究其原因乃是研究者從

整理相關文獻過程中，名稱選取上不夠貼切實務現場的用法，加上部分說

明的語意不是很清楚所導致。因此，根據上述專家學者意見修改指標和評

估因子內容，將「自然保育」指標名稱修改為「生態保育」；將「周圍地

區發展」指標名稱修改為「社區發展」；將「宣導與教育」指標名稱修改

為「社會教育的功能」；將「資源管理」指標名稱修改為「價值效益」。原

32 項評估因子增加為 33 項，3 大層面全數保留。另外為使評估因子敘述

更加明確，有利於理解，乃在不影響各評估因子原本含意的原則下，依專

家建議修改各評估因子之敘述方式，並將修改的具體結果整理如表 3-3、

表 3-4、表 3-5 和表 3-6： 

表 3-3  專家審題問卷結果與指標內容修改對照表 

評估指標 專家建議 指標內容修改 
1-3 自然保育 修改指標名稱為生態保育 照案修改 
2-1 永續經營 修改指標名稱為永續發展 維持原名稱，因要凸

顯評估空間再利用

的經營方式對永續

發展的重要性 
2-2 周圍地區發展 1、建議歸在環境面 

2、修改指標名稱為社區發展 
1、指標名稱修改為

   社區發展，故仍

   歸在社會面 
2、照案修改 

2-3 宣導與教育 修改指標名稱為社會教育的功

能 
照案修改 

3-1 資源管理 修改指標名稱為成本效益或價

值效益 
照案修改 

 
表 3-4  專家審題問卷結果與環境面評估因子內容修改對照表 

評估因子 專家學者 評估因子內容修改 
1-1-1 基地類型 1、修改評估因子名稱為基地類

   形及比例，較能符合有多重

   空間之改造案 
2、建議說明中將史建築改為歷

   史建築 

1、維持原名稱，但將

   說明修改，避免與

   1-1-3 開放空間面  
   積指標有所重複 
2、照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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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續）  

評估因子 專家學者 評估因子內容修改 
1-1-3 開放空間面積 與 1-1-1 重複可刪  維持原名稱，但將說明

加以修改，使與 1-1-1
基地類型有所區別 

1-1-4 基地干擾及衝擊 1、建議評估因子說明包括符合

   舒適環境基地需求之改善或

   開發，除負面的避免之外，

   可考量正向改善原空間之不

   足 
2、修改評估因子名稱為基地開

   發之干擾及衝擊，較為明確

1、將此說明納入至健

   康環境指標下，故

   仍維持原說明 
2、照案修改 

1-1-5 基地微氣候環境 
     對應 

1、建議將「對應」兩字改為「影

   響」，較易理解與貼切  
2、建議說明中的陽光角度建議

   改為日照  

1、照案修改 
2、照案修改 

1-2-2 室內物理環境 室內物理環境通常包含音、光、

熱、氣 
照案修改 

1-3-1 保存生物多樣性 刪除「保存」兩字，因若原空間

缺乏多樣性時可創造之 
照案修改 

1-3-2 生態綠化技術 建議說明中增加本土性 照案修改 

1-3-3 保水設施 建議說明中加入「預留足夠的間

距（伸縮縫）」 
照案修改 

註：健康環境指標增加評估因子  
 
 
表 3-5  專家審題問卷結果與社會面評估因子內容修改對照表 

評估因子 專家學者 評估因子內容修改 
2-1-1 完整的設計與評估 建議說明中須優先考量短中長

期學生數之增減對空間需求的

影響 

照案修改 

2-1-3 採用專家諮詢與指 
     導 

建議說明稍加修改，與 2-1-1 完

整的設計與評估內涵有所區別 
照案修改 

2-1-4 空間再利用開發經 
     營方式 

1、修改評估因子名稱為開發經

   營方式 
2、閒置的空間不一定代表教育

   空間需求已滿足，有時因缺

   人、經費或有效經營而閒置

   、降低教育效能，所以應先

   滿足學校教育空間需求，再

   做其他考量 
3、經營方式可再簡化 

1、照案修改 
2、此觀點已加入至 
   2-1-1 完整的設計

   與評估指標中。 
3、照案修改 

 85



表 3-5（續）  

評估因子 專家學者 評估因子內容修改 
2-1-5 經費的來源 1、建議改為政府經費編列 

2、宜再另列折衷方式，如政府
   與民間合作 

1、照案修改 
2、照案修改 

2-1-6 學校組織架構 1、修改評估因子名稱為學校負
   責的單位 
2、建議說明中增加「或委員會
   參與規劃，以及」 

1、照案修改 
2、照案修改 

2-1-7 公部門配合程度 建議將「程度」兩字改為「事
項」，較易評估與陳述事實 

照案修改 

2-2-2 地方產業特色 地方產業特色好似與學校改造
無關，建議改為「地方產業結合」
較能強調與改造案間的關聯  

照案修改 

2-3-1 師生及社區民眾參 
     與程度 

1、建議師生與社區民眾分開不
   同概念與宣導措施 
2、建議說明中增加「社區規劃
   師」 

1、維持原名稱，因評
   估因子主要強調相
   關利害者的參與 
2、照案修改 

2-3-3 作為教育課程與活
動設計 

修改評估因子名稱為教學課程
與活動設計，較易瞭解 

照案修改 

註： 
1、社會面建議用管理面似乎較接近定義內涵 
2、周圍地區發展指標增加評估因子，建議可加列觀光產  
   業潛力、交通開發程度等 

 

 

表 3-6  專家審題問卷結果與經濟面評估因子內容修改對照表 

評估因子 專家學者 評估因子內容修改 
3-1-1 校舍文化價值 建議說明中補充「有」字：建築

物本體所擁「有」的條件  
照案修改 

3-1-3 校舍構造型式 建議說明中防火性能改為「消防
安檢」 

照案修改 

3-2-2 簡約裝修材料 修改評估因子名稱為裝修必要
性，藉由陳述方式說明為何進行
裝修較合理 

照案修改 

3-2-3 易拆解再利用設計 修改評估因子名稱為多用途的
設計 

照案修改 

3-2-4 廢棄物減量 修改評估因子名稱為廢棄物數
量，因在題幹中不宜出現有多寡
的概念 

照案修改 

註： 
1、除了過程綠色消費，再利用之用途也能結合綠色產業
2、建議將節能減碳觀點放入到適合的文字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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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糊德爾菲問卷之內容與填答說明 

    依據專家審題問卷的結果，模糊德爾菲問卷之內容可分為三大層面、

八個指標和三十三個評估因子，見附錄二。問卷內容之設計分為三個部

分，包括研究邀請說明、填答說明和填答步驟等，茲將問卷所包含之三個

部分說明如下： 

 （一）研究邀請說明 

    研究邀請說明旨在與專家小組委員們溝通本研究的相關事宜，目的

在引起專家參與研究興趣及瞭解本研究工具。內容包括：本研究目的和

重要性，研究進度與程序、實施日期、問卷填答期限、聯絡方式和感謝

用語等。 

 （二）填答說明 

    填答說明主要是針對問卷結構、填寫方式、計分方式、重要名詞釋

義以及相關事宜加以說明，以便讓專家小組成員更能掌握及配合問卷調

查工作之進行。在填答的設計上採「量尺分數線段」的設計，係在每個

評估因子旁都附有 0~1 的量尺線段，依此評估指標系統對校園閒置空間

永續發展之重要性為判斷標準，衡量相對重要性程度，由低（0）到高

（1）分別在量尺上劃出感覺重要性的區間範圍，並勾選（V）認為此

區間範圍內最重要的數值。 

 （三）填答步驟 

    填答步驟分為兩步驟： 

    1、請在所認為可能的重要區間範圍劃上線段。 

    2、在此線段範圍內圈選重要程度可能性最高者，以「v」示之。例如：

若您認為「環境面」用來評估國民小學校園閒置空間永續發展，其重

要程度區間範圍在（.2-.6）之間，以其中0.4的重要程度可能性最高，

則圖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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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民小學校園閒置空間永續發展評估指標之層級分析法問卷 

    本問卷係由模糊德爾菲問卷之調查結果編製而成層級分析法問卷，見

附錄三。問卷的設計採用層級分析法之理論概念，以成對比較方式評估指

標的重要性，並以九點量表形式進行因子間的兩兩成對比較，其評定尺度

區分為「絕強」、「極強」、「頗強」、「稍強」、「相等」等共區分為九個等級。

問卷內容之設計分為三個部分，包括研究邀請說明、填答說明、填答範例

等，茲將問卷所包含之三個部分說明如下： 

 （一）研究邀請說明 

    研究邀請說明旨在與專家小組委員們溝通本研究的相關事宜，內容

包括：本研究目的和重要性、研究進度、實施日期、問卷填答期限、聯

絡方式和感謝語等。 

 （二）填答說明 

    填答說明主要是針對層級分析法主要目的先說明，並附上評估指標

架構體系圖，以便讓專家小組成員更能掌握及配合問卷調查工作之進行。  

 （三）填答範例  

    假設一場賣座電影成功的主要因素有「劇情內容」、「演員陣容」、

「廣告手法」。您認為電影賣座成功，三種因素兩兩相比之下的重要程

度為何，有關的圖示與說明如下： 

    1、第一行情形：若左邊指標「劇情內容」重要性＞右邊指標重要性

「演員陣容」，左邊重要性稍強3倍右邊，則在（3：1）打勾。 

    2、第二行情形：若左邊指標「劇情內容」重要性＝右邊指標重要性

「廣告手法」，兩邊重要性相等，則在（1：1）打勾。 

    3、第三行情形：若左邊指標「演員陣容」重要性＜右邊指標重要性

「廣告手法」，右邊重要性極強 7 倍左邊，則在（1：7）打勾。 

左邊指標重要性＞右邊指標重要性
指
標 左邊指標重要性＜右邊指標重要性 

絕

強 
 極

強 
 頗

強 
 稍

強

 同

等

 稍

強

 頗

強

 極

強 
 絕

強 

左邊 
指標 

9：1 8：1 7：1 6：1 5：1 4：1 3：1 2：1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右邊
指標

劇情
內容 

      v           演員
陣容 

劇情
內容 

        v         廣告
手法 

演員
陣容 

              v   廣告
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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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實施程序 

本研究之實施程序主要可分為五個階段，包括研究工具初步的建構、

德爾菲專家小組的形成、評估指標架構之建立、評估指標架構權重之分

析、評估指標架構的完成，茲分別說明如下： 

一、研究工具初步的建構 

    本研究所欲建構之「國民小學校園閒置空間永續發展評估指標」，國

內研究尚屬起步階段，相關研究文獻與資料篇幅尚不多，因此研究者在指

標和評估因子選取的過程中難免有疏漏不周之處，須借重專家學者們的意

見來加以充實，因此在模糊德爾菲問卷前先進行專家審題問卷，確定問卷

是否具有專家效度，以提高研究工具的可靠性，並彙整專家學者們的意見

進行指標和評估因子的修正，形成正式模糊德爾菲問卷。  

二、德爾菲專家小組的形成 

    德爾菲的實施是以具代表性的專家學者做為調查對象，因此本研究乃

對學校建築空間規劃理念的專家學者和實務精熟的實務工作者做為小組

委員。在透過電話連繫後，徵得參與之意願，將同意參與本研究的專家學

者組成「德爾菲專家小組」。本研究選取的德爾菲專家小組委員總共有 22

位：熟稔學校建築空間規劃的教授 6 位、教育行政人員 5 位、學校行政人

員：國小校長 5 位、國小主任 6 位。  

三、評估指標架構之建立 

    此階段本研究共計實施一次專家審題問卷、一次模糊德爾菲問卷調

查，於 98 年 3 月開始。以下先就問卷調查的實施過程分別加以說明： 

 （一）專家審題問卷調查 

    專家審題問卷之目的在依據專家學者的專業知識及對國民小學校園

閒置空間的瞭解，判斷國民小學校園閒置空間評估指標的適切性，並提

出修改、合併或增刪其他相關的評估因子的意見。 

    審題問卷於 98 年 3 月初以郵寄方式送達德爾菲專家小組成員，並請

委員於收到後一星期內回覆。問卷回收完畢後，研究者開始進行問卷之

統計分析、意見整理、修正問卷及編製正式模糊德爾菲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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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模糊德爾菲問卷調查 

    模糊德爾菲問卷之目的在於確立評估指標架構，除了審題問卷的專

家外，並增加 11 位專家小組成員，廣徵對國民小學校園閒置空間永續發

展評估指標的看法，使得評估指標架構能夠更具完整與周延性。專家小

組成員們在量尺分數線段上表達出個人對評估因子的適用程度範圍，而

範圍所代表的數值經由模糊理論轉換後判別專家們意見是否有所不同。 

    正式問卷於 98 年 4 月初以郵寄方式送達德爾菲專家小組成員。問卷

回收完畢後，研究者開始進行問卷之統計分析、篩選評估因子，並確立

國民小學校園閒置空間永續發展評估指標架構。 

四、評估指標架構權重之分析 

    以前者為基礎編製「國民小學校園閒置空間永續發展評估指標層級分

析法問卷」，再次邀請上述學者專家們填寫問卷，並將蒐集之資料以層級

分析法進行分析，以求得國民小學校園閒置空間永續發展評估指標架構之

權重體系。     

    層級分析法問卷於 98 年 5 月初以郵寄方式送達德爾菲專家小組成

員。問卷回收完畢後，研究者開始進行問卷之統計分析，並得出評估指標

架構的整體和相對的權重值。 

五、評估指標架構的完成 

    於 6 月初得到最後階段的全部問卷所得結果後，進行質與量的資料分

析，並對研究結果加以進行討論，同時根據研究結果，撰寫研究結論與提

出建議。 

    綜上所述，本研究之實施程序流程圖，如圖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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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校園閒置空間永續發展評

估指標之初步建構 

德爾菲專家小組的形成 

模糊德爾菲專家審題問卷 
和正式問卷實施 

評估因子篩選完成 

層級分析法問卷實施 

計算各評估指標和因子權重值 

結論與建議 

相關文獻蒐集與分析 

圖 3-2  實施流程圖 

 

第五節  資料處理 

    本研究所使用工具為「國民小學校園閒置空間永續發展評估指標之模

糊德爾菲問卷」及「國民小學校園閒置空間永續發展評估指標層級分析法

問卷」，因此本節分這兩部分來說明資料之處理與分析。 

一、國民小學校園閒置空間永續發展評估指標之模糊德爾菲問卷 

評估指標建構先以專家審題問卷確立專家內容效度，之後進行模糊德

爾菲問卷，依問卷的不同性質，將之分為質化部分與量化部分加以討論，

茲分述如下： 

 （一）質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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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專家小組成員對專家審題問卷有關各題項的增刪除建議的意見

陳述，加以彙整和分析，將同質性較高的意見加以整合，對於不同的看

法則予以分類歸納，並分析其意涵與見解，以作為刪除或增列指標之參

考。 

 （二）量化部分 

    模糊德爾菲問卷主要是運用模糊德爾菲技術來建構國民小學校園閒

置空間永續發展的評估指標。因指標建構過程中通常都可能含有部分不

確定的因素存在，為解決此問題，集合了不同領域專家學者進行問卷調

查，即包含了「專家群體決策」與「模糊評量函數」的概念，故採用結

合模糊理論，並利用改良之「雙三角模糊數」之模糊德爾菲作為評估指

標建立之研究方法，以瞭解研究待答問題二。    

    本研究問卷調查資料回收後，經逐一檢視、刪除無效樣本後，將有

效問卷資料整理編碼，輸入電腦、儲存建檔。分析軟體採用 Excel 2003

進行雙三角模糊數的計算，並參考參考王志華（2005）所用「灰色地帶

檢定法」來檢驗專家認知是否已達收斂，進而節省問卷重覆調查的次

數，其檢定方法步驟如下： 

 步驟一： 

依所需評估調查項目設計模糊問卷，藉由適當的專家學者，針對各

評估因子，給予一定的區間數值。此區間數值之「最小值」表示此專家

對該評估因子量化分數的「最保守認知值」，而此區間數值之「最大值」

則表示此專家對該評估因子量化分數的「最樂觀認知值」。 

 步驟二： 

對每一項評估因子 i ，分別統計全體專家所給予之「最保守認知值」

與「最樂觀認知值」，並將落於「兩倍標準差」以外之極端值予以剔除，

再分別計算出未被剔除而剩餘之「最保守認知值」中的最小值 、幾何

平均值 、最大值 ，以及「最樂觀認知值」中的最小值 、幾何平

均值 、最大值 。 

i
LC

i
MC i

UC i
LO

i
MO i

UO

 步驟三： 

建立分別由步驟二所計算出的每一個評估因子 i 之「最保守認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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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角模糊數 ( )i
U

i
M

i
L

i CCCC ,,= ，及「最樂觀認知值」三角模糊數        

( )i
U

i
M

i
L

i OOOO ,,= ，其如圖 3-3 所示：  

 

 

圖 3-3  雙三角模糊數函數座標圖 

 步驟四： 

檢驗專家之意見是否達共識，其可藉由下述之方式判斷： 

（1）若兩三角模糊數無重疊現象，亦即 ( )i
L

i
U OC ≤ ，則表示各專家之意見

區間值具有共識區段，且意見趨於共識區段範圍內。因此，令此評

估因子 i 之「共識重要程度值」 等於 與 之算數平均值，則

表示為

iG i
MC i

MO

2)( i
M

i
M

i OCG += 。 

（2）若兩三角模糊數有重疊現象，亦即 ( )i
L

i
U OC > ，且模糊關係之灰色地

帶 小於專家對該評估因子「樂觀認知的幾何平均值」

與「保守認知的幾何平均值」之區間範圍 ，則表示各

專家之意見區間值雖無共識區段，但給予極端值意見的兩位專家

（樂觀認知中的最保守及保守認知中的最樂觀），而其並沒有與其

他專家之意見相差過大而導致意見分歧發散。因此，令此評估因子

i 之「共識重要程度值」 等於對兩三角模糊數之模糊關係做交集

（min）運算所得之模糊集合，再求出該模糊集合最大量化分數。 

i
L

i
U

i OCZ −=
i
M

i
M

i COM −=

iG

( ) ( ) ( )( )[ ]{ }∫=
x iOiCOC

i dxxxG ~~~~ ,minmax, μμμμ  

（3）若兩三角模糊數有重疊現象，亦即 ( )i
L

i
U OC > ，且模糊關係之灰色地

帶 大於專家對該評估因子「樂觀認知的幾何平均值」

與「保守認知的幾何平均值」之區間範圍 ，則表示各

專家之意見區間值無共識區段，給予極端值意見的兩位專家（樂觀

認知中的最保守及保守認知中的最樂觀），與其他專家之意見相差

i
L

i
U

i OCZ −=
i
M

i
M

i 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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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大而導致意見分歧發散。因此，將這些意見未收斂之評估因子提

供給專家參考，並重複步驟一至四，進行下一次的問卷，直至所有

評估因子皆達到收斂，以求出共識重要程度值 為止。 iG

   此一模糊德爾菲法所採用雙三角模糊數所具有的優點如下（張志向，

1997）： 

1、雙三角模糊數所求取專家共識重要程度值 ，比一般單三角模糊數

求取幾何平均值之模糊德爾菲更為客觀且合理，主要原因為雙三角模

糊數須透過「灰色地帶檢定法」來檢驗專家的意見是否達到共識方能

收斂。 

iG

2、應用「可能性範圍的最大值與最小值」觀念，取代了Ishikawa（1993） 

等人之模糊德法模式中「最有可能」與「最不可能」的觀念，將可提

升模糊德爾菲法模式之實用性。 

3、此研究所建立之模糊德爾菲法模式，在大多數情況下只需進行一次問

卷調查，可避免傳統德爾菲法及部份模糊德爾菲法模式需要進行多次

問卷調查，導致耗時、費力且徒增成本。 

 

二、國民小學校園閒置空間永續發展評估指標之層級分析法問卷 

    本階段問卷的分析係應用 Expert Choice 2000 軟體來進行，目的在分

析國民小學校園閒置空間永續發展評估指標架構中，各層面、指標和評估

因子間相對和整體權重值，以瞭解研究待答問題三，其應用步驟為： 

 （一）繪製層級結構 

    首先依每一層級的特性加以分類，分成多個層級，理論上層級結構

的階層數以及同一階層之元素個數，可依據系統之需求定之，不過 Saaty

建議為了避免決策者對準則之相對重要性之判斷產生偏差，同一階層之

元素數最好不超過七個。本研究同一階層的元素最多為六個。 

 （二）建立各層級之成對比較矩陣 

    在問卷之中，針對每個元素屬性設計，以兩兩相比的方式，在1-9

尺度下讓專家學者們填寫，問卷回收後，根據其所填答的結果輸入至軟

體中，將對兩兩準則間之相對重要性進行成對比較，並由成對比較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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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特徵向量，來求取準則間之相對權重。亦即某一層級的要素，以上

一層級某一要素作為評估基準下，進行要素間的成對比較。因此，有n

個評估因子時，則需進行n（n-1）/2個成對比較，將n個評估因子比較

結果的衡量，置於成對比較矩陣A的上三角形部分（主對角線為要素本

身的比較，故均為1），而下三角形部分相對位置數値的倒數，即

a1n=1/a1n，依此可可建立各層級之成對比較矩陣A。 

 （三）計算特徵向量及特徵值，求取各層級要素間相對權重 

    將取得的成對比較矩陣A，採用特徵向量的理論，來計算特徵向量

與特徵值，以求得要素間的相對權重。矩陣 A 的最大特徵值λmax之求

法，由 ( ) 0max =− wIA λ 求算出來，所得之最大特徵向量，即為各準則之

權重。 

 （四）一致性檢定 

    在此理論之基礎假設上，假設 A 為符合一致性的矩陣，但是由於

填卷者主觀之判斷，使其矩陣 A 可能不符合一致性，但評估的結果要

能通過一性檢定，方能顯示填卷者的判斷前後一致，否則視為無效的問

卷。因此Saaty 建議以一致性指標(Consistence Index,C.I.)與一致性比例

(Consistence Ratio,C.R.)來檢定成對比較矩陣的一致性。 

    1、一致性指標(C.I.) 

    一致性指標由特徵向量法中求得之λmax與n (矩陣維數)兩者的差異

程度可作為判斷一致性程度高低的衡量基準。 

1
.. max

−
−

=
n

nIC λ                                                

當C.I. =0 表示前後判斷完全具一致性。 

而C.I. >0 則表示前後判斷不一致。 

Saaty認為C.I. < 0.1為可容許的偏誤。 

    2、一致性比例(C.R.) 

    從評估尺度1-9所產生的正倒值矩陣，在不同的階數下所產生的一

致性指標稱為隨機性指標(Random Index; R.I.)，見表3-7。在相同階數的

矩陣，其C.I.值與R.I.值的比率，稱為一致性比率C.R.(Consis-tency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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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

....
IR
ICRC =                                                 

    若 C.R.<0.1 時，則矩陣的一致性程度使人滿意。 

表3-7 隨機指標表 
階數 1 2 3 4 5 6 7 8 
R.I. 0.00 0.00 0.58 0.90 1.12 1.24 1.32 1.41 
階數 9 10 11 12 13 14 15 - 
R.I. 1.45 1.49 1.51 1.48 1.56 1.57 1.58 - 

     

    上述步驟三和步驟四，經由 Expert Choice 2000 軟體的設計，只須從不

一致性判斷 I.R（inconsistency ration index, I.R.）值與全體階層不一致判斷

O.I.I（o-verall inconsistency ration index, O.I.I.）值小於 0.1，就可評比判斷

符合邏輯一致性的要求，若超過 0.1 的問卷則予以剔除。通過一致性檢定

後，再依專家學者之評定選擇判斷各層面、指標和評估因子權重分配及排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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