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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公文附件：說明調查內容以及調查實施方式 

 

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學校建築規劃現況實地調查內容和調查方式 

 

壹、學校建築規畫現況調查內容 

一、建築年代：除活動中心外，學校所有建築的平均年齡。 

二、建築維護：以校舍牆壁、廁所以及有無漏水為調查重點。 

三、校舍形式：開放或封閉。 

四、校舍聽覺環境： 

（1）動靜規劃：球場與校舍的配置情形。  

（2）地理位置：學校是否位於鐵道、主要交通幹道或飛機航道下。 

  （3）普通教室噪音測量。 

五、校舍照明環境： 

普通教室照度測量，包括黑板面以及桌面照度。 

六、校舍通風環境：以普通教室為調查對象 

（1） 冷氣設施：有冷氣的普通教室間數。 

（2） 風扇設施：有風扇的普通教室間數。 

七、校園景觀：整體校園的綠化、造景以及教育性。 
 
八、學生社經地位： 

九十一學年度三年級學生中，屬低收入家庭學生占該學年度全部三年級 

學生的比例為       ﹪。（此項資料主要作為控制學生社經地位對學生學業 

成就的影響，僅作為學術用途。對於學校所填答的數據，絕對保密並且不會

出現於論文中，請學校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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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校建築規劃現況調查進行方式： 

在不干擾學校教學情形下，由研究者進行學校建築規劃現況的實地調查工作。 

主要的調查工作之進行方式說明如下： 

一、校舍噪音測量： 

（1）測量地點：以普通教室所在的中間樓層為主要的測量對象，針對

該樓層走廊，取其兩側以及中心位置三點，進行噪音度的測量。 

（2）測量工具：數位式噪音計MODEL：SL-4010。 

二、校舍照度測量： 

  （1）測量地點：以非上課中的普通教室作為測量對象，原則上，三個

年級各選一間教室，進行黑板及學生桌面的照度測量。在教室燈光

全開的情形下，取黑板左右兩側以及中間共三點測量值，以其平均

值為黑板照度；學生桌面照度的測量分前、中、後三排，各取三點，

共取九點測量值，以其平均值為桌面照度。 

  （2）測量工具：掌上型照度計MODEL：LM-81LX 

 三、其餘調查事項的進行方式： 

以參觀校園方式，繞行全校，瞭解學校校舍方位、校舍形式以及校園景觀等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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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指導教授致調查學校問候函 

校長勛鑑：敬維 

公私迪吉，百務順遂為頌。本所研究生黃玉英同學刻正進行「臺

北市國民中學學校建築規劃現況與學生學業成就之相關研究」，

擬以  貴校學校建築為研究對象，進行學校建築規劃之實地調查

工作，以蒐集相關研究資料。特函請 

貴校撥冗協助黃生，以利研究之進行，黃生完成研究後，當致贈

論文乙冊，以示謝忱。有勞費神，無任感禱！耑此   

敬頌 

勛祺 

湯志民    敬啟 

九十三年三月三日 

 

 

 

 

 

 265



附錄四  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學校建築規劃現況調查表 

壹、基本資料 

一、學校名稱：          國民中學 

二、調查時間：93年    月    日    時    分 ∼     時    分 

三、學生社經地位： 
九十一學年度三年級學生中，屬低收入家庭的學生數          。 

貳、學校建築規劃現況調查內容 

一、建築結構規劃現況部分 

（一）建築年代：除活動中心外，學校所有建築的平均年齡為      年。 

（二）校舍形式： 

 

 

（三）校舍方位：（以普通教室所在的建築方位為主） 

□ A型      □ B型     □ C型        □ D型         

□皆為南北向 □1/2以上為南北向 □1/2以下為南北向 □皆非 

（四）動靜規劃：運動場與校舍配置（註明球場位置） 

 

 

 

 

 

 

□ A型      □ B型    □ C型    □ D型       □ E型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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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地理位置： 

A.鐵道 □有  □無    B.飛機航道下 □是  □非 

C.主要交通幹道 □有  □無 

（六）校舍噪音測量： 

地  點 測 量 值 地  點 測 量 值 

    

    

    

   

（七）建築漏水：□有，       處    □無 

（八）普通教室冷氣設施： 

全部普通教室     間；有冷氣的普通教室     間。 

（九）普通教室燈光照度測量： 

A.一年   班：黑板           ；桌面                            

B.二年   班：黑板           ；桌面                            

C.三年   班：黑板           ；桌面                             

二、建築外觀規劃現況部分 

（一）牆壁油漆：□新  □舊，其他                                  

（二）牆壁剝落：□有（幾處：           ）  □無 

（三）廁所維護：□髒  □乾淨；  □臭  □無異味；  □濕  □乾爽； 

□無損壞  □有損壞                                

（四）校園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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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學校建築規劃現況各項資料登錄表 

學校

代號 

建築

年代 

校舍

形式 

校舍

方位 

動靜

規劃 

地理

位置 

噪音

值 

建築

漏水

教室

冷氣

燈光 

照明 

校地配置 

 

牆壁

油漆

牆壁

剝落

廁所

維護 

校園

景觀 

學校

規模 

學生

數 

低收

入 

         黑板 桌面 校舍 運動 校園 比例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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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學校建築規劃現況評量表 

學校名稱：                   整體建築規劃現況總分：          

 

一、建築結構規劃現況部分：        分 

1.建築年代：□10年以內－4分    □10-19年－3分   

□20-29年－2分     □30年以上－1分 

2.學校規模：□普通班在24至48班以內－2分     

□普通班低於24班或高於48班－1分 

3.校地配置：□校舍面積不超過總面積的3/10－2分  

□校舍面積超過總面積的3/10－1分 

4.校舍形式：□ A型－4分   □ B型－3分   □ C型－2分   □ D型－1分 

5.校舍方位：□皆為南北向－4分        □超過1/2為南北向－3分    

□未達1/2為南北向－2分  □皆非南北向－1分 

6.動靜規劃：□無接連處－4分          □有一邊接連處－3分       

□有兩邊接連處－2分      □有三或三邊以上的接連處－1分 

7.地理位置：□未位於鐵道、主要交通幹道（包括高架道路）或飛機航道下－4分   

□位於其中一項或僅一邊道路屬主要幹道－3分   

□位於其中兩項或有兩邊道路為主要幹道－2分    

□位於三項或有三邊道路屬主要幹道－1分 

8.噪音值： □50至54分貝間－4分    □55至59分貝間－3分 

 □60至64分貝間－2分    □65分貝以上－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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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建築漏水：□無漏水－4分         □1至2處－3分      

□3至4處－2分       □5處及其以上－1分 

10.教室冷氣： □全部普通教室皆有冷氣－4分   □2/3有冷氣－3分  

□1/3有冷氣－2分   □皆無或少數但未達1/3教室有冷氣－1分 

11.燈光照明： □黑板面照度不低於500Lux且桌面照度不低於350Lux－4分 

□黑板面照度不低於500Lux，但桌面照度低於350Lux－3分 

□黑板面照度低於500Lux，但桌面照度不低於350Lux－2分 

□黑板面照度低於500Lux且桌面照度也低於350Lux－1分 

 

二、建築外觀規劃現況部分：       分 

12.牆壁油漆： □3/4以上的牆壁為新且乾淨－4分     

□2/4以上但未達3/4牆壁屬新且乾淨者－3分  

□1/4以上但未達2/4牆壁屬新且乾淨者－2分  

□1/4以下牆壁為新且乾淨者－1分 

13.牆壁剝落： □無剝落－4分             □1至5處剝落－3分    

□6至10處剝落－2分      □11及其以上－1分 

14.廁所維護： □全部符合－4分           □符合三項－3分       

□符合兩項－2分           □符合一項或皆不符－1分 

15.校園景觀： □校園景觀優美並富教育性達3/4以上－4分    

□達3/4－2/4間－3分    

□達2/4－1/4－2分        

□未達1/4－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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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學校建築規劃現況評量分數彙整表 

學

校 

建築

年代 

學校

規模 

校地

配置 

校舍

形式 

校舍

方位 

動靜

規畫

地理

位置

噪音

值 

建築

漏水

冷氣 燈光

照明

結構

總分

牆壁

油漆

牆壁

剝落

廁所

維護 

校園

景觀 

外觀

總分 

現況

總分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