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9

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臺灣地區之公立專設幼稚園校園創意設計的應用

情形，透過訪談瞭解園長及教師的意見，包括對於創意設計的理念與規畫

原則，及在規畫歷程中所遭遇的困難及其解決之道。運用觀察、訪談等方

式進行資料的蒐集。本章共分五節，第一節為研究架構，第二節為研究對

象，第三節為研究工具，第四節為實施程序，第五節為資料處理，以下依

次加以說明。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建立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

示，研究者以校園創意設計六大原則及 18 項特徵指標進入幼稚園觀察，

以了解各園在創意設計的表現情形，並分析園長及教師的訪談內容，整理

歸納其在實施校園創意設計時所秉持的想法及規劃過程。研究者在文獻探

討、資料蒐集及進入園所預評後，思考園所背景不同在創意設計的表現上

似乎有不同的展現方式，因此置入背景變項：歷史、規模及面積，希望比

較並了解不同背景的幼稚園是否與創意設計表現情況與方式會有不同。 

 

 

 

 

 

 

 

 

 

 

圖 3-1. 研究架構圖 

幼稚園背景變項 

1.園所歷史 

2.園所規模 

3.園所面積 

校園創意設計六大原則 

1. 求新原則(樣式新穎) 

2. 求變原則(功能改變) 

3. 求精原則(品質提升) 

4. 求進原則(內容增加) 

5. 求絕原則(本質逆轉) 

6. 求妙原則(絕處逢生) 

一、創意設計的規劃理念與原則 

二、校園創意設計的規劃歷程 

三、遭遇的困難及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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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臺灣地區之公立專設幼稚園，因考量公立專設幼

稚園園所環境是以幼兒之需求為核心來設置與利用，且為避免附設幼稚園

與國小部共用部分學習環境等區域劃分不易之限制，故研究者僅選擇公立

專設幼稚園為研究對象。由教育部（2007）統計資料中取得臺灣地區之公

立專設幼稚園名單，共計 14 所幼稚園。「臺灣地區之公立專設幼稚園基本

資料」，請參見「附錄一」。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如表 3-1 所示。 

 

  表3-1  臺灣地區之公立專設幼稚園一覽表 

資料來源：整理自公立幼稚園名錄，教育部，2007 年，2007 年 9 月 5 日取自      
          http://www.edu.tw/EDU_WEB/EDU_ MGT/STATIS  
          TICS/EDU7220001/data/school/k1.php 

            

 

 

 

序號 縣/市別 園所名稱 
1 基隆市 市立過港幼稚園 
2 基隆市 市立建德幼稚園 
3 臺北市 市立育航幼稚園 
4 臺北市 市立南海幼稚園 
5 新竹市 新竹市立幼稚園 
6 新竹縣 縣立竹東幼稚園 
7 嘉義市 市立吳鳳幼稚園 
8 嘉義市 市立復國幼稚園 
9 臺南市 市立第一幼稚園 
10 臺南市 市立第一幼稚園北門分園 
11 臺南市 市立第一幼稚園東光分園 
12 高雄市 市立裕誠幼稚園 
13 高雄市 市立前金幼稚園 
14 臺東縣 臺東市臺東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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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欲發現臺灣地區之公立專設幼稚園校園創意設計

的情形，並了解園長及教師在創意設計規劃的歷程、遭遇問題與解決方

法，及創意設計使用的情形。旨在了解現況的普遍特徵並呈現整體現象，

不涉及現況的成因，故使用調查法來探究現況與了解事實，而非原因的分

析（林生傳，2003）。而透過訪談法可以直接蒐集與研究目的有關的資訊，

補足調查法資料背後的真實意涵，進而能對研究問題作深入了解，並獲得

更具真實性的資料，讓受訪者針對議題充分表達自己的觀點，使訪談者能

進一步了解受訪者對此問題的認知、感受或意見（潘淑滿，2003）。 

    因此，本研究使用調查法與訪談法，用以蒐集資料的研究工具有二，

以下就各研究工具一一說明。 

 

一、臺灣地區之公立專設幼稚園校園創意設計現況觀察表 

（一）預先觀察，修正特徵指標 

  研究者整理文獻，並參考詹紹威（2005a）「臺中縣市高中校園創意設

計現況觀察表」，將其高中校園創意設計六大原則及 17 項特徵指標予以引

用（事前已取得該作者同意），因高中與幼稚園場域不同，故事先進入政

治大學附設實驗幼稚園、臺北市力行附幼、臺北市幸安附幼等園所進行特

徵指標的觀察與應用，事後發現前者之 17 項特徵指標可以運用於幼稚園

的校園創意設計上，而因高中的課程與幼稚園課程不同，幼稚園會因應教

學課程或主題的內容在環境加以規劃、佈置，因此研究者依幼稚園的需要

而增加 1 項特徵指標：求新原則-設施或空間的課程/主題佈置與傳統不同。 

  因此研究工具之ㄧ酌以修正為「臺灣地區之公立專設幼稚園校園創意

設計現況觀察表」，請參見「附錄二」。此觀察表主要觀察校園創意設計的

現況，觀察欄位包括：該創意設計的名稱、位置、所符合的創意設計原則

（新、變、精、進、絕、妙）、所屬的特徵指標碼（共有 18 項）、該設計

的特色分析與說明等。 

（二）預評觀察，求得研究者評分的一致性與穩定性 

   「評分者信度」意指不同評分者是否能將內容歸入相同類目中，其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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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結果的一致程度。本研究為了避免在正式進入園所，並以「臺灣地區

之公立專設幼稚園校園創意設計現況觀察表」（請見附錄二），觀察創意設

計表現的情況時，在原則與特徵指標歸類時受到評分的主觀性所影響，以

致歸類與研究結果有誤差，因此另與一位評分者事先進入兩間園所各作一

次預評，並將觀察結果求出兩位評分者的一致性信度。 

    研究者與指導教授討論後擬定「臺灣地區之公立專設幼稚園校園創意

設計現況觀察表」，在正式進入研究場域觀察之前，事先施作兩次預評，

求得研究者觀察的信度，預評過程如下（預評流程請見圖 3-2）： 

1. 選取樣本：以立意抽樣選取離參訪時間較近的臺北市立育航幼稚

園、新竹市立幼稚園兩間園所。 

2. 約請評分者：除本研究者（評分者 A）外，另約請一位政治大學幼

兒教育研究所吳姓研究生（評分者 B）共同評分（預評觀察共計兩

位評分者），該評分者具有幼教相關背景，已有一年幼教實務經驗，

兼具研究素養與研究精神。 

3. 說明研究目的、實施程序及評分方式：研究者說明該研究的目的、

實施程序與評分方式，詳細說明校園創意六大原則及特徵指標的內

涵後，並針對評分者疑問之處予以澄清、舉例說明。 

4. 第一次預評：兩位評分者進入臺北市立育航幼稚園進行校園創意設

計的觀察與評分，各自獨立完成「臺北市立育航幼稚園校園創意設

計現況觀察表」。 

5. 將各自評分的結果兩相對照，檢視兩位評分者依據原則與特徵指標

將臺北市立育航幼稚園的創意設計所做的歸類情形，共同比對與討

論後，以釐清共識。第一次預評結果，兩位評分者評分的相關係數

r＝0.802 （p=.001＜.01），達到顯著水準，為高度正相關。可知

第一次預評中兩位評分者將校園創意設計項目歸類的一致性程度

相當高。請見附錄三。 

6. 第二次預評：兩位評分者進入新竹市立幼稚園進行校園創意設計的

觀察與評分，各自獨立完成「新竹市立幼稚園校園創意設計現況觀

察表」。 

7. 第二次預評結果，兩位評分者評分的相關係數 r＝0.803（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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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達到顯著水準，為高度正相關，可知第二次預評中兩位

評分者將校園創意設計項目歸類的一致性程度相當高。請見附錄

四。 

    兩次預評結果皆得高度正相關，代表評分者評分方式極為一致，預評

結束之後，研究者即正式進入園所觀察與資料的蒐集。 

 

 

 

 

 

 

 

圖 3-2. 預評流程圖 

 

（三）正式觀察，進入研究場域進行觀察 

    本研究鎖定欲觀察之幼稚園後，每間園所用半天的時間入園觀察，包

括校園創意設計運用情形。除了以觀察表紀錄之外，並用照相機拍攝各園

所校園創意設計的情形，以便現場觀察時的分類與記錄及事後的分析與歸

納。 

 

二、園長與教師意見訪談記錄表 

    除發現幼稚園校園創意設計的情形外，並與園長及兩位教師（至少一

位目前擔任行政主任）進行訪談，園長及教師訪談名單請參見「附錄五」。

研究者期望能進一步了解整個創意設計歷程，包括園長在創意設計上規劃

的理念、運用的情形、遭遇的困難及問題、對未來設計的目標、規劃與建

議等，也了解教師在使用上的情形、感受及建議，編製「園長與教師意見

訪談記錄表」，請參見「附錄六」，就該訪談紀錄表內容如下： 

（一）貴園所有許多具創意設計的空間或設施，例如……，請問是您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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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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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的嗎？動機與想法為何？ 

（二）這些具創意設計的空間或設施，請問設計的理念與原則？ 

（三）這些具創意設計的空間或設施，您覺得哪一項可以象徵園所的特色? 

（四）這些具創意設計的空間或設施，您覺得最滿意的空間或設施？為什 

      麼？       

（五）這些具創意設計的空間或設施，參與規劃設計的人員有哪些？幼兒 

      參與的程度？ 

（六）這些具創意設計的空間或設施，教師是否配合課程使用？對教學的 

      影響？       

（七）這些具創意設計的空間或設施，在使用或維護上是否貼近當初的構 

      想？是否有使用上的問題？ 

（八）這些具創意設計的空間或設施，是否經常性的更換或維護？ 

（九）貴園所在進行校園創意設計的過程中所遭遇到的困擾？如何解決與 

      克服？       

（十）您對於貴園所現有的校園創意設計之外，對未來的目標、計畫或建 

      議？ 

       

    上述訪談問題與研究問題的關係說明如下： 

    訪談問題（一）：用以分析研究問題二、三。 

    訪談問題（二）：用以分析研究問題二。 

    訪談問題（三）：用以分析研究問題一。 

    訪談問題（四）：用以分析研究問題一、四。 

    訪談問題（五）：用以分析研究問題二、三。 

    訪談問題（六）：用以分析研究問題四。 

    訪談問題（七）：用以分析研究問題二、三、四。 

    訪談問題（八）：用以分析研究問題四、五。 

    訪談問題（九）：用以分析研究問題三、五。 

    訪談問題（十）：用以分析研究問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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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實施程序 

  本研究的實施程序如圖 3-3 所示，分為準備階段、實施階段與完成階

段，詳細內容如下所描述： 

 

一、準備階段 

（一）擬定研究計畫 

  根據研究者所感興趣的議題，有鑒於目前國內校園創意設計多研究於

國民教育以上，包括國小、國高中、大學等校園，在幼稚園校園創意設計

之研究篇幅甚少，故初步擬定研究方向之後，撰寫計劃大綱過程中多次與

指導教授討論，經多次修改並同時廣泛蒐集相關資料，逐漸將研究對象聚

焦在「臺灣地區之公立專設幼稚園校園創意設計」之上。 

（二）探討相關文獻 

    確定研究方向後，開始蒐集相關資料與文獻，包括相關的圖書、期刊，

還有教育部網站（http://www.edu.tw/index.htm）、政治大學電子資源整合

查詢系統（http://muse.lib.nccu.edu.tw:8000/muse）、英文期刊電子資料庫

（ERIC）、創造力教育入口網（http://www.creativity.edu.tw/）、全國博碩

士論文資料庫、各幼稚園及托兒所網頁……等，提取所需訊息後加以整

理、比較分析，確立研究大綱、研究目的及研究問題。 

（三）編製研究工具 

    研究者根據研究目的、研究問題與文獻探討，參酌前人的相關研究並

進入幼稚園實地觀察之後，修改為適用於幼稚園的「校園創意設計特徵指

標」，逐步與指導教授討論之後，確認「幼稚園校園創意設計特徵指標」

的項目。並編製「幼稚園校園創意設計現況觀察表」與「園長及教師意見

訪談記錄表」，作為進入現場觀察與訪談的工具。 

（四）計畫論文審查 

    計畫論文多次調整修改並底定研究初步架構，延請指導教授及口試委

員進行計畫論文之審查，並根據指導教授及口試委員之建議修改研究計畫

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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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施階段 

（一）進行實地參訪 

    研究計畫修改之後，即進入現場實地參訪。取得14所公立專設幼稚園

同意並確定觀察時間後，即進入各園所實地觀察與訪問。首先在園長陪同

之下觀察園所校園創意設計的情形，園長對該園所環境詳實的解說與介紹

讓研究者有更進一步的了解與認識；接著訪談園長及兩位教師關於校園創

意設計的相關問題。在觀察與訪談的過程中，利用錄音筆、數位相機及研

究者筆記等作為記錄的工具。 

（二）資料分析處理 

    根據文獻探討的資料、現場觀察及訪談的結果，將各個幼稚園校園創

意設計表現情形、園長及教師訪談內容做描述性的分析與歸納；並以

SPSS14.0進行次數分配了解校園創意設計的原則、特徵指標的表現情形，

以皮爾森相關係數求出校園創意設計的原則、校園分類、園所歷史、園所

規模、園所面積等變項相關的情形。 

 

三、完成階段 

（一）撰寫研究論文 

    整合文獻探討與實地觀察、訪談之分析結果，提出研究結論與具體之

建議，完成論文初稿。 

（二）學位論文審查 

    完成論文初稿後，延請指導教授與口試委員進行學位論文之審查，依

據指導教授與口試委員之建議進行學位論文內容之修正。 

（三）完成學位論文 

    逐步修正學位論文內容之後，最後潤稿校訂，完成學位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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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實施程序 

 

第五節 資料處理 

    本研究採用實地觀察、園所訪談及統計分析等方式進行研究，在觀察

與訪談的部分，事先以電話及電子郵件聯繫，詳細告知各園園長關於本研

究的動機、目的及訪談大綱。訪談過程中經受訪者同意後進行全程錄音，

尊重受訪者的情緒反應，適時覆述受訪者的回答內容，以確認解讀無誤；

過程中並隨時記錄訪談的重點，並在園長的陪同下實地拍攝空間或設施的

照片。 

    在進入園所後取得園長的同意將訪談內容及校園創意設計觀察結果

詳實呈現於本研究內容中，在分析及撰寫園所基本資料及創意設計運用情

形後，請園長過目後並修撰內容，期望將最完整、詳細的幼稚園校園創意

設計表現情況呈現出來。 

 

一、觀察記錄整理 

    幼稚園校園創意設計的現況主要以描述性的方式說明，以文字配合現

場蒐集的照片加以說明，所拍攝的各園所創意設計的運用情況的照片依校

園創意設計六大原則、18 項特徵指標等依序分類與整理，以做整體性的說

撰寫研究論文

學位論文審查

完成學位論文

完成階段 

進行實地參訪

資料分析處理

實施階段 

擬定研究計畫 

探討相關文獻 

編制研究工具 

計畫論文審查 

準備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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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與分析。 

    將「臺灣地區之公立專設幼稚園校園創意設計現況觀察表」之結果歸

納分析，發現各園所校園創意設計的運用情形，用以分析研究問題一。 

 

二、訪談記錄整理 

    幼稚園園長及教師訪談主要用描述性的方式記錄，依各個問題的回答

進行分析與歸納，以了解整個創意設計規劃的歷程與配合課程使用的情

況，驗證校園創意設計相關理論，並為往後創意設計的方向提供實用的意

見。 

     

三、統計分析 

    研究者事後將現場所蒐集的資料與數據，以電腦套裝軟體 SPSS14.0

進行描述統計及各項目的相關情形，統計方法如下說明： 

（一）次數分配 

    使用電腦軟體 SPSS14.0 統計各園各類的項目，包括校園分類（園舍、

園庭、遊戲運動場、附屬設施）中創意設計原則及特徵指標的項數總計，

了解各項數的使用情形。換言之，統計各園所創意設計的空間或設施的次

數，分別依照 1.創意設計原則，2.特徵指標，3.校園分類來探討創意設計

分布的情形。 

（二）皮爾森積差相關係數（The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皮爾森相關係數適用在兩個變數都是等距或比率變數的資料，將創意

原則、特徵指標等總計之後分別與園舍、園庭、遊戲運動場、附屬設施、

園所歷史、園所規模、園所面積等求彼此間是否有相關。 

    利用創意設計現況觀察表與訪談紀錄表之結果互相交叉檢證與了解

研究者所欲探討的研究問題，使用皮爾森積差相關係數檢驗幼稚園學校背

景變項（園所歷史、園所規模、園所面積）與校園創意設計運用情形的關

係，用以分析研究問題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