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論 

本章將針對本研究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問題、專有名詞以及研究範

圍與限制等四個部分，作一說明。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有一群小朋友很可憐，上課的時候都要戴著安全帽，他們是嘉

義縣水上鄉柳林國小學生。因為九二一地震後，校舍破舊不堪，

又沒經費整建，只好戴著安全帽上課，以免被水泥塊砸到頭、、、」 

－TVBS辜士陞 嘉義報導 

 

放下手邊的事，望著那既怪異又有些悲情的畫面，我愣住了！心想這什

麼時代，怎會有這種事啊！柳林國小正是我就讀的第二所小學。記得轉學到

柳林國小的那天，最感新奇的是大大的操場、福利社、樂隊、位在二樓的教

室、以及一班有60多位學生等等。對於一個平日沒有什麼機會爬樓梯的鄉

下小孩而言，每天爬樓梯進教室時，心理總懷著一股莫名的興奮。而我就讀

的第一所小學是位在農村的一所小學校，其實那是一間分校。而這問題一直

到我小學三年級時才解開。之前，心中總有個疑問，為何一入學就是一年四

班，升上二年級時，還是四班，一、二、三班都到哪去了呢？原來她只是一

間分校，而學校建築設施也只有分校等級。扣掉一間辦公室，全校只有六間

教室、幾件遊戲器材點綴其中的操場、以及少少的、有點暗的廁所，有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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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長年封住無法使用。而不知從哪時起，那間廁所鬧鬼的傳聞開始在同學間

流傳開來，上廁所成為同學間最痛苦的一件事。 

對學生而言，學校就像是第二個家般的關係密切。而除了家以外，就屬

在學校的時間最長。因此當學校建築的基本生活機能無法滿足時，很合理的

推測是：學生的生心理一定受到影響，連帶地可能對學習產生不利的作用。

許多專家學者亦持相同的看法，認為學校建築環境（或教育設施、學校物理

環境）會影響學生身心健康、行為、態度、情緒，甚至是學習成就（Castaldi, 

1994；Gifford, 1997；吳清山，民79；林萬義，民75a；湯志民，民80；

蔡保田，民73）。國內學者林清江（民76）認為：「學校的建築是會講話的，

其影響若與老師上課講話之影響相比較，它說的話並不小於老師說話的聲

音」（p. 245）。Halpern主張「環境不只是磚塊和水泥而已」（引自Cassidy, 

1997, p. 240）。同樣地，學校建築也非只是磚塊和水泥的堆砌而已。規劃

設計得宜的學校建築不僅能提供師生一個理想的、舒適的物理環境，它更能

提升教學與學習的效率。Taylor（1995）將學校建築喻為一本「三面立體的

教科書」，認為學校建築是一個具備功能性的藝術外形、一個美的場所、以

及一個能引發學習的刺激中心。她更進一步地表示，透過對設計或自然環境

的認識，教育家能夠為學生將所謂的「用具」（things）轉變成「思想」

（thoughts）。Castaldi（1994）也表示「優質的學校設施以及具奉獻精神

的教師是一個好的教育計畫的基本要素」（p. 3）。不可否認，任何的場所都

有可能進行學習活動。但是，在規劃完善以及維護得當的學校建築裡，學生

是不是學得比較好？而這問題正是我們所關切的。 

有關學校建築對學校的影響的研究，以美國為例，從1958年創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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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設施實驗室」（Educational Facilities Laboratory, EFL）至1970年代

末期，在這20年間最為興盛。後因開放教室運動的停止，有關學校建築的

研究亦大量減少。至1980年代，因提倡回歸基本能力的改革運動，使得這

方面的研究又再度受到重視。而這段期間，主要研究焦點在於分析物理環境

與師生行為和態度間的關係（Lackney, 1994）。但是在學校物理環境與學生

學業成就間的關係方面，則未有明確或是較有力的證據來支持兩者的關係。

就如同Weinstein（1979）以教室物理環境對學生的行為、態度和成就的影

響為主題，對144篇研究進行文獻分析後，所獲得的結果：在學生學術成就

上，並未發現有顯著的影響。但是她發現教室的物理環境會對學生的行為和

態度，產生影響。她指出，這影響有可能進一步影響學生的學業成就。 

但是，再經過20年後的今日，有關學校建築對學生學習的影響，已因

大量的實證研究文獻的出現，而獲得證實。這些研究無論是從整體的學校建

築狀況（Al-Enezi, 2002；Earthman, Cash, ＆ Van Berkum, 1995；Edwards, 

1991；Hines,1996；LanhamⅢ, 1999；Lewis, 2000；O’Neill, 2000）或

是整體的規劃設計（Yarbrough, 2001）、亦或是從單一角度為出發點，如建

築新舊（Bowers ＆ Burkett, 1987；Chan, 1979, 1982；Duke, Griesdorn, 

Gillespie, ＆ Tuttle, 1998；Maxwell, 1999）、校舍照明與色彩（Hathaway, 

Hargreaves, Thompson, ＆ Novitsky, 1992；Heschong Mahone Group, 

1999；Nicklas ＆ Bailey, 1996；Wohlfarth, 1986）、噪音（Evans, Hygge, 

＆ Bullinger, 1995；Evans ＆ Maxwell, 1997；Federal Interagency 

Committee on Aviation Noise, 2000；Green, Pasternack, ＆ Shore, 

1982；Haines, Stansfeld, ＆ Head, 2002）、溫度和空氣品質（Earthm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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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masters, 1996, 1997, 1998；Earthman, 1998；Hines, 1996；Jago ＆

Tanner, 1999；LanhamⅢ,1999；Lemasters, 1997；McGuffey, 1982；

Schneider, 2002）、以及學校規模（Cotton, 1996, 2001；Fowler ＆ Walberg, 

1991；Fowler, 1995；Friedkin ＆ Necochea, 1988；Howley, 1995, 1996；

Howley ＆ Bickel, 2000；Huang ＆ Howley, 1993；Johnson, Fowler, ＆ 

Fowler, 2002；Lee ＆ Smith, 1997）等方面，皆證實了學校建築會影響學

生學習成果的假設。 

    在國內方面，於民國57年成立「中國學校建築研究社」之後，對於學

校建築的研究亦逐漸受到重視（蔡保田，民69）。早期有關學校建築的研究，

以學校建築的實況調查、基本問題的探討以及空間的規劃設計為研究主題

（湯志民，民80）。近年來，有轉以研究學校建築與行為或學校效能關係的

趨勢（林毓婷，民91；康碧賢，民92；黃庭鈺，民91；邱華玉，民91；湯

志民，民80；薛方杰，民92）。但是，直接以學校建築與學生學業成就為題

的研究，則較少見到。再者，由於國內為配合教育部所推動的「高級中學多

元入學」方案，實施「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對全國國中三年級學

生施測，以其成績作為入學的參考依據。由於「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

為一標準化測驗，其具可比較特性的測驗分數，正好可作為學生學業成就的

一項客觀指標（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無日期）。因

此，引發研究者探討學校建築規劃與學生學業成就間的可能關係的動機。 

另外，影響學生學業成就的因素相當複雜，例如學生智力、學習動機、

家庭社經背景、教學型態、課程內容等等。這些因素有些常是教育行政當局

或學校較無法施力的，但是學校的建築設施卻是我們可以著力之處。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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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對學校建築與學生學業成就的關係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即可說服政府機

關以及納稅人，編列足夠的經費，作為改善學校建築環境的有力理由。此為

本研究的另一個動機。 

世界各國皆將教育視為提升國力的重要方法。對個體而言，學校教育對

其一生的發展來說，也有著極為關鍵的位置。而對於學校教育實施的場所（或

環境）－學校建築，我們卻常忽略了她的重要性以及她的潛在功能。因此，

希望藉由瞭解學校建築對學生學習的影響，喚起大眾對學校建築的關心，並

且吸引更多的人才投入學校建築此一領域。芝加哥公立學校教育長Cozette 

Buckney曾說過：「我們瞭解到，對於教育，我們實在稱不上有何進步之處，

除非我們能同時對學生學習以及教師教學的環境進行一些改革」

（Neighborhood Capital Budget Group, 1999, p.10）。 

 

貳、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有以下三點： 

一、瞭解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學校建築規劃現況。 

二、探討臺北市國民中學學校建築規劃現況對學生學業成就的可能關係。 

三、藉由研究結果，供日後作為新建或更新學校建築時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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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 

依據前述之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欲探討之主要問題如下： 

一、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學校建築規劃現況為何？ 

二、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學校建築規劃現況與學生學業成就的相關性為何？ 

三、不同等級之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學校建築規劃現況（包括：整體建築規

劃現況、建築結構規劃現況和建築外觀規劃現況），其學生學業成就是

否有差異？ 

四、不同等級之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的個別學校建築規劃變項（包括：建築

年代、學校規模、校地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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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壁油漆、牆壁剝落、

廁所維護、以及校園景觀等十五項），其學生學業成就是否有差異？ 

五、哪些學校建築規劃變項，能夠有效預測學生學業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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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重要名詞釋義 

一、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 

指位於臺北市，以實施第二階段國民教育，即國民中學教育的公立學校

而言。本研究不包括公立完全中學的國中部以及所有私立學校。至民國92

年12月（九十一學年度），臺北市總計有57所公立國民中學。本研究採分

層隨機方式，依臺北市十二個行政區，各抽取半數學校，共28所學校，作

為研究樣本。 

 

二、學校建築規劃現況 

學校建築規劃指依據教育理念、學校環境和建築條件，妥善運用經費以

及各項資源，針對校舍、運動場、校園和附屬設施進行配置設計，以創造符

合使用者所需的學習環境，以達成教育目標。而本研究以政府文獻資料以及

實地測量和觀察樣本學校的建築現況，蒐集相關資料，並據以決定各校建築

規劃現況的優良與否。本研究採用Cash（引自Hines, 1996）、Al-Enezi

（2003）、Hines（1996）對學校建築現況的分類方式，針對欲分析之學校建

築規劃現況內容分為兩大類，即「建築結構規劃現況」以及「建築外觀規劃

現況」兩部份，共計有十五項。有關各建築變項的定義，分述如下： 

（一）建築結構規劃現況部份：主要指建築年代、學校規模、校地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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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光照明等十一項。 

1.建築年代：除活動中心外，以學校全部校舍的平均完工年代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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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校規模：以各校於九十一學年度的全校普通班級數為代表。 

3.校地配置：以校舍所占全部校地面積的比例為指標。 

4.校舍形式：依學校全部校舍所構成的形式，分為四種形式。 

5.校舍方位：以普通教室所在的建築的方位為判斷依據。 

6.動靜規劃：指校舍與運動場的位置配置，主要是以運動場及球場與普通

教室建築的接連處多寡為評判準則。 

7.地理位置：以學校是否位於鐵道、主要交通幹道或飛機航道下為評量依

據。 

8.噪音值：以實地測得的噪音量大小為依據。 

9.建築漏水：以校舍漏水處多寡為評量依據。 

10.教室冷氣：以普通教室是否有冷氣設備為評量準則。 

11.燈光照明：以普通教室內黑板面與學生桌面的實地測量值作為評判標

準。 

（二）建築外觀規劃現況部份：包括牆壁油漆、牆壁剝落、廁所維護、以及

校園景觀等四項。 

1.牆壁油漆：以校舍牆壁油漆新舊為評量依據。 

2.牆壁剝落：以校舍牆壁剝落處多寡為評判準則。 

3.廁所維護：以廁所的乾淨、有無異味、乾濕以及有無損壞為評量依據。 

  4.校園景觀：以校園綠化、美化等造景及是否富含教育性為評量依據。 

 

三、學生學業成就  

以臺北市28所公立國民中學三年級學生於九十一學年度參加「國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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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的成績，隨機抽取學校一半的學生的測驗成績，並且

經過線性轉換後的各校平均分數，作為學生學業成就的代表。測驗項目包含

六項成績，分別為國文、英文、數學、社會、自然以及總分。 

 

四、學生社經地位 

本研究以九十一學年度，樣本學校三年級學生中，屬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列冊之低收入戶家庭的學生數占該校全部三年級學生的比例為代表，作為調

整學生學業成就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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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一、就研究對象而言 

以分層隨機方式抽取臺北市28所公立國民中學的學校建築，以及這些

學校於九十一學年度參加「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的三年級學生為研

究對象。 

 

二、就研究內容而言 

在研究內容的範圍方面，分學校建築以及學生學業成就兩項作說明： 

（一）學校建築方面：由於學校建築規劃所涵蓋的變項相當廣，本研究僅以 

兩類建築規劃變項為研究內容，探討學校建築規劃與學生學業成就兩 

者間的關係。使用的建築規劃變項為：（1）學校建築結構規劃變項： 

包含學校建築年代、學校規模、校地配置、校舍形式、校舍方位、動 

靜規劃、地理位置、噪音值、建築漏水、教室冷氣以及燈光照明；（2） 

學校建築外觀規劃變項：包括牆壁油漆、牆壁剝落、廁所維護和校園 

景觀。 

（二）學生學業成就方面：本研究以國三學生參加「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 

測驗」的成績為代表。 

 

三、就研究方法而言 

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以文獻資料分析以及調查研究法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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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限制 

一、在研究對象方面 

由於以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的學校建築以及這些學校的三年級學生為

研究對象，因此，研究結果只能瞭解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學校建築與三年級

學生學業成就之間的關係，較不適用於其他縣市或其他階段學校上。 

 

二、在研究內容方面 

在學校建築方面，由於受人、物、時、經費等因素的限制，本研究只以

兩類學校建築規劃變項作為評判優劣的依據，使得建築規劃良窳的判斷可能

存有偏誤。另外，在學生學業成就方面，本研究只以「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

力測驗」的成績作為學業成就的代表，無法涵蓋學生平時的學業表現。因此，

較無法呈現學生真正的學業成就。導因於這兩個限制，皆可能使得研究結果

受影響。 

 

三、在研究方法方面 

研究方法的限制方面，有以下兩點： 

（一）因影響學生學業成就的因素眾多，本研究無法完全控制干擾因素，導

致研究結果在因果解釋上的困難。 

（二）在狀況調查方面，由於自然天候以及時間等因素的限制，可能使得測

得的數據較無法呈現實際狀況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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