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二章主要目的在於探討與本研究相關之理論及實證研究，以釐清研究

問題以及瞭解相關的背景知識。本章一共有三節，分別是：第一節為學校建

築規劃的基本理念；第二節為學校建築環境與行為理論的探討；第三節為學

校建築規劃與學生學習的相關研究。 

 

第一節 學校建築規劃的基本理念 

傳統上，總認為學校建築在學生的教育過程中，只是一個扮演被動的角

色，而教育設施不過是個提供學習發生的場所而已（Bingler, 1995）。二次

大戰前，學校建築確實只是作為師生遮風避雨之用。而建築內，全部所謂的

「教育用具」（things of education）也只有桌子、椅子、紙筆、書本、和

一面黑板。此種情形一直持續至20世紀中葉才有所改變（Castaldi, 1994）。

而從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中，如行為心理學、認知心理學、環境心理學、社

會學、人類學、建築學等，瞭解到人類行為常於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受環境影

響。Veitch和Arkkelin（1995）更認為「人類工作效能的高低，有很大的

部分是由人造環境的限制與剝奪所決定」（p. 316）。對學校而言，亦是如此。

規劃完善的學校建築，除了能夠提供師生一個舒適的環境之外，其本身更能

成為一本豐富且吸引人的教科書，能夠激發學生的創造力以及學習的動力。

因此，學校建築的事前規劃工作，便顯得相當重要。以下即針對學校建築規

劃的意義、基本原則、規劃歷程以及有關的配置與設計等議題進行探討，作

為本研究的立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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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建築規劃的意義 

欲瞭解學校建築規劃之義，宜先對學校建築以及規劃作一說明： 

一、學校建築的意義 

學校建築一詞是由英文「school building」或「school plant」直譯

而來。與其他常見的英文用語，如「educational building」、「educational 

facilities」、「school facilities」或是環境心理學中所稱的學校物理環

境（physical environment）等，意思相同。一般而言，學校建築的意義有

廣義與狹義兩種解釋。狹義的學校建築單指校舍；廣義的學校建築則包括校

舍、運動場、校園以及附屬設施（蔡保田，民73）。其中，校舍指學校內的

各類建築而言，主要作為教學、行政以及公共服務之用；運動場則包括田徑

場、球場、體育館以及游泳池等；校園則指除了校舍和運動場以外的校地；

附屬設施則包含水、電、通訊、消防、安全監控等設施（教育部，民91；

湯志民，民89）。本研究採用廣義的學校建築定義，即包括校舍、運動場、

校園以及附屬設施。 

 

二、規劃與設計的意義 

規劃的意義，簡單地說，指一個具有目的性的活動，藉以協助完成某件

事情，並因待決之事的難易程度，而有簡單與複雜規劃之別（Earthman, 

2000）。Earthman主張規劃的目的有三點：（1）發展與修正出可接受的目標；

（2）有效地分配及運用資源；（3）任務編排並且確使所有人、物力的投入

皆為完成目標。 

在學校建築領域裡，與規劃一詞常一起出現的概念是「設計」。所謂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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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Zeisel（1984）認為物理環境的設計是一個有次序的過程，針對欲進行

改變的物理環境，以創意的方式組織特定的活動，發展出解決方案，以完成

預定的目標。他認為設計的過程猶如一個連續循環發展的螺旋，在過程中，

設計者不斷運用各種資訊，進行想像、呈現與驗證三項活動，直到發展出可

被接受的解決方案為止。 

而在建築領域的規劃和設計，兩者有何差異？黃世孟（民77）曾將建

築的規劃與設計，各分成前後兩階段，以解釋個別的意義以及兩者間的關係

（如圖2-1）。他認為從建築構想到成品的完成，其中的過程好比接力賽，

一棒接一棒。前面的跑者即為規劃，後面的跑者即屬設計。其中間銜接部分，

兩者互有重疊之處。在規劃方面，前段規劃指將建築構想置於建築社經背

景、條件以及外部社會需求的情境中，用以發展規劃報告書；後段規劃則是

根據前階段的分析結果，完成具體的規劃報告書。在設計方面，前段設計指

依據規劃報告書，從事設計條件書的發展工作；後段設計則指依據前階段的

設計條件書，進行空間造型設計以及平面、立面、剖面、施工圖等細部設計

工作。由此可知，建造一棟建築，規劃先於設計，但兩者互有重疊之處。簡

言之，規劃是將一個抽象模糊的意像，轉為稍為具體的概要圖像；而設計則

依規劃的指示，進行細部設計，具體詳細呈現建築的面貌，以利建築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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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建築之「規劃」與「

資料來源：「從建築物用後評估探討學校建築規劃與

黃世孟，民77，載於中華民國學校建

小學學校建築與設備專題研究，臺北市

 

三、學校建築規劃的意義 

根據前面專家學者對「學校建築」以及「規劃」

規劃，即是依據教育目的和教育內容，運用各種資

運動場、校園和附屬設施進行完善的配置與設計，

境，以實現教育目標。其詳細的涵義，以湯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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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研究學會主編，國民中

：臺灣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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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89）於「學校建築與



校園規劃」一書中所提出圖2-2的「學校建築規劃涵義的概念模式」作為說

明。他主張學校建築規劃的涵義包含三個層面：（1）在規劃的內涵方面，學

校建築規劃以校地的運用、校舍的設計、校園的規劃、運動場的配置以及附

屬設施的設置，作為規劃的主要範圍；（2）在規劃的基礎上而言，學校建築

規劃應以教育理念（包括：教育目標、教學方法、課程設計等）、學校環境

（包含：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和物質環境）、以及建築條件（包括：建築法

規、建築技術、建築材料等），作為規劃的基礎；（3）在規劃的向度上，以

人、空間、時間和經費，作為學校建築規劃的基本要素（p. 13-14）。 

綜上所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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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學習環境，藉以達成教育目標。 

 

 

 

 

 

 

 

 

 

 

 

 

 

 

 

 

 

 17



 
時間 

 

  

 
大 

學

學
校

理想

 

 

 

 

 

 

 

 

 

 

 

 

 

 

 

 

資料

 

貳、

（o

層樓

變成

項學

生；（

 

教
•教
育
理
念 •課程設計 

空
間

 

 
規劃方法 

‧校地的運用 

校地範圍 建
築
規
劃
效
學

•自
校
環
境 •物質環境 

‧校舍的設計 

‧校園的規劃 

‧運動場的配置 

果 
建 •建

築
條
件

校建築

來源

學校

當學

ne

學校

為一

蔡保

校建

6）
育目標 

•教學方法 
然環境 

•社會環境 
‧附屬設施的設置 
築法規 

•建築技術 
•建築材料 

規劃基礎 

圖2-

：學校建築與校

建築規劃的基

校為了適應社會

-room s發展

」（multi-

項複雜的工程，

田（民69）於

築規劃原則：（1

創新（p. 2。
基點

（教職員

大 

學校建築經

2  學校建築

園規劃（15頁），

本原則 

變遷以及教育思潮

chool）為「多間教室學校

story s

而其規劃原則也隨

「學校建築的理

）實用；（2）安全

2） 

18
使用者需求 
工、學生、社區人士）

費投資 

規劃涵義的概念模式

湯志民，民89，臺北

的需求，由「單間教

」（multi-r

chool）時，學

之改變。 

論與實際之研究」一

；（3）經濟；（4）美
 

市：五南

室學校」

oom 或「

校建築的

書中，提

化；（5
。 

school）多

規劃便從簡單的任務演

出六

）衛



曾漢珍（民83）研究分析從1964至1993年間有關學校建築發展趨勢

的相關文獻，整理出13項規劃設計的原則：（1）長程整體規劃的重要性；（2）

空間彈性與調適性的考慮；（3）節約能源的考慮與資源的有效運用；（4）地

方特性的獨特需要是形式產生的動力；（5）以氣候條件為基礎的設計；（6）

由課程目標決定設施需求；（7）創造助成溝通的行為場所；（8）學校設施安

全性的考慮；（9）社會教育之適合所有年齡層使用的考慮；（10）學校建築

的專門化；（11）參與式的規劃設計；（12）考慮學校設施對教與學過程的衝

擊；（13）建築材料形式表達學校建築的文化面相（pp. 80-81）。 

湯志民（民89）融合多位中西學者的看法後，提出八項學校建築規劃

原則：（1）整體性的規劃；（2）教育性的設計；（3）舒適性的佈置；（4）安

全性的顧慮；（5）經濟性的要求；（6）創造性的構思；（7）前瞻性的考量以

及（8）使用者的參與。 

教育部（民89）針對921災區學校的重建工程，推行「新校園運動」。

在校園環境即為教育活動的一環，以及創造活撥多樣的校園等理念之下，提

出八項具體的重建原則：（1）確保安全、健康、舒適的無障礙環境；（2）落

實高效能且符合機能的教學環境；（3）營建可供作社區終身學習及景觀地標

之核心設施；（4）依據校園整體規劃，推動校園重建工作；（5）成立校園規

劃重建小組，落實開放公共參與；（6）建立校園與學區、社區資源之整合與

共享模式；（7）確保校園重建期間，學習與生活環境品質；（8）永續發展的

綠色校園環境。 

Castaldi（1994）主張規劃教育設施時，應具備下列十一項基本概念：

（1）均衡；（2）教育效能；（3）漸進主義；（4）可逆性；（5）可縮性；（6）

 19



同一個學區內的教育機會應均等；（7）概念式學校規劃；（8）規劃功能性學

校建築；（9）透過教育塑造形象；（10）課程導向的學校規劃；（11）規劃人

性化的學校；（12）規劃能促進有效學習的學校。 

Lackney（2000）認為學校與社區皆是學生學習的關鍵環境。因此他從

學校與社區相結合的觀點，以及在所有學習環境必須是「學習者中心、具發

展性、符合年齡的、安全、舒適、便利性、彈性、均等以及經濟」（p. 2）

的前提下，提出三十三項建立「學校＆社區學習中心」（Schools ＆ 

Community Learning Centers）的設計原則。此三十三項原則分屬七大部分，

分述如下：  

1.教育設施規劃和設計過程的原則： 

‧在學校規劃和設計的過程中，使有關人員能充分合作 

‧建立一個前攝性（proactive）設施管理計畫 

‧規劃學校如同規劃鄰近的社區學習中心一般 

‧讓學習直接發生於社區中 

2.校地和建築組織的原則 

‧設計較小的學校 

    ‧設計能尊重並融入地方特色，使社區人士能夠認同 

‧以「家」作為設計學校的模範 

‧學校動線的設計要易於監督管理 

    ‧設計安全的學校 

3.主要教育空間的設計原則 

‧班群式教學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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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公共的教學資源中心 

‧設計多樣的學習小組及學習空間 

‧小班制 

‧設計資源豐富且用途明確的活動區 

‧將幼兒教育整合進社區學校中 

‧為每位學習者提供屬於他們的場所（home base） 

‧視教師為專家 

‧提供工作室以支援專題式學習 

‧分散行政部門，以利於溝通、融入及管理 

4.學校和社區共用設施的設計原則 

‧設立一個大型公共集會場所 

‧設置社區會議室 

‧設計高隱密性的小房間或諮商室 

‧融合虛擬和物理學習空間 

5.社區空間的設計原則 

‧提供建教合作的機會 

‧設立家長資訊中心，促進學校與社區的互動 

‧設立保健服務中心 

6.所有空間的設計特質的原則 

‧設計應以學生為中心 

‧以晝光（daylight）和全光譜照明設施為主 

‧設計健康的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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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理想的聽覺環境 

7.有關場地設計和戶外學習空間的原則 

‧室內及室外空間應有相互銜接的空間設計 

‧建立各式各樣的戶外學習環境 

‧學童和行人活動區域應與汽機車的動線做區隔 

Kowaski（2002）認為規劃一所現代化的學校建築，其共同的標準有：（1）

美觀；（2）適當的標識性；（3）經濟的相稱性；（4）彈性；（5）應變性；（6）

擴展性；（7）足夠的空間；（8）運作效率；（9）健康與安全；（10）耐用性

以及（11）便利性。 

而每年舉辦的「美國學校與大學雜誌設計競賽」（A S＆U Magazine 

Design Competitions）至2002年正好滿20年，該年最佳學校建築年鑑的

評審委員，提出十一項指標，作為該年度的評選依據：（1）與社區共享：學

校建築的設計能否將所有關係人的利益最大化；（2）效能：是否能以合理的

經費以及可資運用的資源，創造一個優質的學習環境；（3）未來性：學校的

設計是否具備前瞻性以及預留未來調整的空間；（4）功能性：設施的設計是

否在動線、安全、大小以及鄰近性等方面配置得宜；（5）高效能：以最經濟

的方式運用能源，並創造最舒適、安全的學習環境；（6）統整性：整合課程、

科技、空間和環境；（7）長遠性：設施易於維護及升級。（8）獨特的過程：

指獨特的「設計-發展過程」；（9）歸屬感：讓學生有家的感覺；（10）計畫

方案：能為不同年紀的設施使用者，提供一個兼具學術及其他重要功能的適

宜環境；（11）以學生為中心的設計理念（Godshall, Hightower, Loeffelman, 

Morre, ＆ Wils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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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將「綠建築」（green building）或是「永續建築」（sustainable 

building）概念應用於學校建築的「高效能學校」（high performance 

schools），在學校建築的規劃上，其特點有（Collaborative for High 

Performance Schools, 2002a）：（1）健康：講求空氣品質以及氣候上的舒

適，並且避免危害師生健康的危險因子；（2）溫度、視覺、以及聽覺上的舒

適：溫度的舒適是指讓教師、學生以及行政人員，從事教學、學習以及工作

時，不覺得冷也不覺得熱。視覺的舒適指提供高品質的光線，即以自然光線

為主，輔以人工光線。聽覺的舒適是指能有效阻絕噪音的妨礙，師生能夠輕

鬆地溝通；（3）有效運用能源：充分利用太陽、風以及雨水等資源，減少學

校在水電上的花費，並且減少對自然環境的傷害；（4）選用綠建材：選擇回

收利用、或使用較少原物料並且耐用的建築材料；（5）有效運用水資源：運

用省水系統、雨水收集利用系統等方式，減少自來水的消耗；（6）易於維護

及運作：以操作簡易、方便維護為原則，並提供教師及相關人員必要的訓練

課程；（7）嚴格監控：建造過程中不斷地進行測試、確認、及微調等系統性

確認工作，確保學校建築能達到高效能的目標；（8）環境回應地：視校地為

表現高效能學校建築特色所不可缺少的一部份。因此規劃設計的過程中秉持

著維持環境原貌的原則，保留自然景觀、修護受損區域，並且使用無害自然

環境的技術、建材等；（9）教學工具：將有效運用能源、水以及材料等概念

應用於學校建築，使學校建築本身成為一個相當豐富的教學材料；（10）安

全：透過設計，提供一個安全的學習環境，例如出入口的管控、設計自然的

監控方法、加強凝聚力等；（11）社區資源：開放學校設施，供社區使用，

吸引社區人士以及家長參與學校事務，並建立良好關係；（12）啟發性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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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能學校應能引發學校師生以及社區人士的榮譽感，並視之為社區的一項

重要資產。 

隨著社會的日益發達與複雜化，付予教育的任務也隨之多樣。因此，擔

負教育的主要場所－學校建築也從「單一教室」，發展到現今所謂的「高效

能學校」。因此，在規劃上，也由單純地接受上級指示，演進為需由不同專

業團體通力合作，才能達到目的。為了創造高效能的教學與學習環境，在規

劃原則方面，安全、實用、經濟已無法滿足現在社會的需求。從上述中外學

者的看法中，可以得知有些規劃原則對現前的社會環境而言，已是基本必備

的原則，例如：安全舒適、實用、經濟、合教育性等。但是，要符合現今多

變且充滿不確定性的社會的需求，有些規劃原則則益形重要，例如：彈性、

應變性、社區共享、以及高效能學校（綠建築）等。以下即針對這些原則，

作進一步地說明： 

 

一、應變性（adaptability）原則： 

多年來，彈性和應變性即被認為是規劃學校建築的重要概念，多位專家

學者（Castaldi, 1994；Brubaker, 1988；Herman, 1995；Kowalski, 2002；

Lackney, 1994, 2000；曾漢珍，民83；湯志民，民89）也主張彈性和應變

性是因應多變以及不確定的未來的良方。但是依據「經濟合作開發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

觀察，真正落實這兩個概念的學校建築仍為少數。主要原因在於預測未來教

育發展的困難、費用高昂、使用者尚未覺察到建築物的潛能、以及行政程序

的限制等，使得彈性及應變性難以落實在學校建築（Clynes,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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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應變性」？「經濟合作開發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1976）於1976年出版的「因應未來的變遷：

學校建築中的應變性與彈性」一書中，將學校建築的應變性定義為：指易於

調整以適應不同需求的建築品質。亦即能夠依照需求，將建築要件、設備或

建築的塗飾重新進行安置、更換、移除或添增，以符所需。所以應變性在本

質上是指，建築能夠容許不常發生但是屬於較重大的改變的能力。例如將原

本設計作為小學使用的建築，能夠改變為中學使用，或是能從普通教室改為

科學實驗教室的能力（Castaldi, 1994）。其中，以「多功能空間」

（multipurpose spaces）最為流行（Butin, 2000）。亦即在同一個空間，

能夠作不同用途的使用。例如結合禮堂與室內球場的活動中心，或是兼作禮

堂和食堂的大廳（cafetorium）等。因此，在規劃學校建築時，對於教室牆

壁、水電管線、燈光、音響、隔音等設施的設計即必須考慮將來作變動調整

的便易性。 

 

二、彈性（flexibility）原則： 

所謂「彈性」，根據「經濟合作開發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1976）的定義，是指：在不需進行大幅度

變動之下，能夠依活動、時程、班級規模以及工作方法等不同需求，而進行

微調的建築品質。基本上，彈性是指建築能夠允許常發生但是較為輕微的變

動的能力。例如能夠依不同教學方法的需要，如分組教學、協同教學、個別

化教學等，將教室的設備進行調整，以符合教學上的需求。因此，教室內的

桌椅、置物櫃、講台、電腦工作站等設施則不宜設計為無法移動，甚至是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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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也應具可移動、可重組的功能。 

由於教育理念的落實以及教學方法的成效會受學校建築的影響，而在無

法準確預測未來教育的走向之時，學校建築是否具備彈性以及應變性便顯的

格外重要。因此，參與學校建築規劃者應秉持彈性及應變性原則，廣泛收集

最新建築科技和最新的建築材料，共同創建一所能適應未來的現代學校。 

 

三、社區共享原則 

由於社會人口的高齡化以及終身學習的需求，各國莫不以發展學習社

會，作為因應。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二十一世紀國際教育委員會（UNESCO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Education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1996）於1996年以學習社會為主題，發表「學習：內在的財富」

報告書。歐盟（European Union, 1995）於1995年發表「教育與訓練白皮

書－教與學：邁向學習社會」，並且訂1996年為歐洲終身學習年。日本為推

展終身教育，於1988年設置生涯學習局，於1990年頒佈生涯學習振興法（引

自曹異美﹐民88）。美國柯林頓總統於1994年提出的教育六大目標中，亦

將終身學習列為未來發展的目標之一（引自教育部，民87）。我國教育部（民

87）亦於1998年推出「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並將該年訂為終身學習年。 

而在一片提倡終身學習的聲浪中，公立學校則普遍被視為發展學習社會

策略中，相當重要的一環。使得學校將不再只是單純地提供正規教育，其服

務對象將擴大為整個社區，功能則包含有社會的、醫療、就業以及家庭服務

等（Jilk, 1999）。「美國退休人員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 AARP）前任主席Joe Perkins即曾表示：「沒有道理讓造價昂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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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建築，一天有三分之二的時間、一年中有四分之一的日子是鎖著不用的」

（引自Sullivan, 2002）。因此，為了提昇生活品質及滿足人民接受教育的

需求，學校勢必朝社區化發展。而另一方面，由於財政緊縮，學校也必須與

社區資源作整合。再加上科技的進步，使得學習不再受限於時間和空間的影

響。亦即學校和社區皆可為學習場所，上學和下課時間皆為學習的時間。學

校和社區的關係將越來越密切，兩者的界線亦會逐漸消彌，最後融合成為一

體。依據一份針對全美20個社區學校（community schools）方案所進行的

評鑑報告，指出社區學校能夠：（1）提升學生學習成效；（2）促進家庭參與

學生學習及學校活動；（3）增進社區的活力；（4）協助學校，使其運作更有

效率（Blank, Melaville, ＆ Shah, 2003）。因此，在學校建築的規劃上，

則必須將社區和學校視為一個整體，運用合作式參與方法進行規劃，以建立

符合學區需求的學校建築。 

 

四、高效能學校 

建築設計界中，「綠建築」或是「永續建築」已是一個廣為周知的觀念，

但在教育界中，卻很少將此概念應用到學校建築裡。美國教育部便召集了教

育家和建築師，創造了「高效能學校」此一專門術語，希望將「永續」的概

念應用到教育界中（Keep,2002）。所謂「高效能學校」是指：運用最先進的

設計策略和建築科技，來規畫設計出能夠改善學習環境，又同時能節約能

源、資源和金錢的教育設施（Collaborative for High Performance Schools, 

2002a；Evans, 2000）。 

在環保意識的高漲以及建築科技的進步之下，建立一個友善、有效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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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資源，且與教育內容相結合的高效能學校建築的理想得以實現。在教育

設施規劃上，高效能學校善用各項天然資源，如蒐集雨水系統、自然採光設

計、太陽能發電等，以達節約能源和減少開銷的目的。在建築的興建方面，

盡量保持土地的原貌，修護受損地區，並且採用環保無污染物料，希望對大

自然的傷害減至最低。此外，高效能學校注重提供給師生的是一個舒適健康

的物理環境，並且能與教育內容相結合，使其成為教師在教學上，最大且最

為豐富的教學工具及教學場所。因此，在面對財政困窘、保護環境、以及提

升教育成效的壓力之下，高效能學校實是規劃未來學校建築所不可或缺的重

要原則。 

 

參、學校建築規劃的模式 

由於學校建築的規劃需要多方人員的參與、長時間的投入以及大量資金

的支援，因此如何有效讓參與人員合作無間貢獻專業、如何有效運用資金，

以完成理想的學校建築，便需要一個合適的規劃模式，作為規劃的依據，以

避免人物力及時間的浪費。Kowalski（2002）甚至認為在未有清楚的目的、

合適的規劃模式以及確定規劃的參與人員及其角色等三項事情前，不應開始

任何設施規劃的計畫。在介紹現行的規劃模式之前，先說明教育設施規劃專

家Castaldi的教育設施規劃的程序，以作為瞭解規劃模式的基礎知識。 

Castaldi（1994）在「教育設施：規劃、現代化與管理」一書中，為學

校提供一個有系統、連續的教育設施規劃的行動計畫，協助學校確認設施需

求、探索可能的解決方法以及發展合適的選擇方案。整個規劃程序包含三個

主要任務、及十五個步驟。分別為：任務一：發展長期計畫：（1）進行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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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率預測計畫；（2）進行學校建築調查；（3）選用一個長期建築計畫；（4）

採取正式行動；（5）謀求市民的參與。任務二：形成社會支持：（6）評估社

會的態度；（7）發展獲取社會支持的策略。任務三：規劃學校建築：（8）取

得規劃基金；（9）獲得專業服務；（10）選擇校地；（11）準備一份完整、全

面的教育計畫說明書；（12）初步繪圖－概要設計階段；（13）設計發展計畫；

（14）完成施工圖及計畫說明書；（15）通過施工圖及計畫說明書之後的程

序。 

本小節以Kowalski的系統規劃模式、EFL的教育設施規劃模式以及

Lackney的整合式教育設施發展模式，作為說明： 

 

一、Kowalski的系統規劃模式 

Kowalski（2002）於「學校設施規劃與管理」一書中，比較分析目前學

校行政人員最常運用的五種規劃模式，即：理性規劃、有限理性、策略規劃、

整合規劃、以及權變規劃，依其特性以及常遇到的問題，整理如表2-1和表

2-2。他認為這五種規劃模式都有其不足之處，並無法適用於所有情境。他

主張最佳的學校建築規劃模式應是建立在社區、學區、教育方案、資源以及

現有設施條件等情境變項的基礎上。因此他採用系統理論的觀點，提出「決

定適切之完全系統模式」（見圖2-3）。他認為學校設施規劃的最終目的是「適

切」（adequacy），即「能以最少的建造以及方案標準達成預先設定的目標並

且能適用於未來」（p. 36）。 

該模式包含輸入、處理以及輸出三大部分。分別說明如下： 

1.輸入：指理念和共通的標準。Kowalski認為進行設施規劃前，要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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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適當的資訊作為規劃的依據，也就是理念和標準。理念主要是融合學

區、社區以及教育人士的見解與需求而形成。由於學區或社區成員對教

育議題的見解常較為主觀，因此需求的評估應力求客觀。另外，共通的

標準指設施應具備的品質，包含的層面有：美觀、適當的標識性、經濟

的相稱性、彈性、應變性、擴展性、足夠的空間、運作效率、健康與安

全、耐用性和便利性。 

2.處理：對輸入的理念及標準進行精製化，發展詳細的計畫說明書，包括

教育計畫說明書、控制計畫說明書和建造計畫說明書等三種。用以說明

學校建築的九個系統成分，即為：空間、聽覺、視覺、溫度、服務、衛

生、安全與安心、設備及結構。 

3.輸出：達到適切。 

 

 

 

表2-1  典範特性 

特性 理性規劃 有限理性 策略規劃 整合規劃 權變規劃

執行 容易 容易 困難 困難 困難 

彈性 低 低 中度 高 高 

分析範圍 有限 有限 廣 廣 廣 

社區參與 從未 很少 很少 總是 偶而 

環境資料 

的使用 

從未 很少 總是 通常 總是 

資料來源：Planning and Managing School Facilities（p. 78）, by T. J. 

Kowalski, 2002, Westport, CT: Bergin ＆ Gra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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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與規劃典範相關的問題 

典範 常見問題 

理性規劃 1.由於未將環境變項納入考量範圍，常使得所訂定的目標無法

正確反應出真實的需求；2.忽略了誤差及主觀的影響；3.結果

較無法獲得成員或納稅人的政治支持。 

有限理性 1.由於未將環境變項納入考量範圍，常使得所訂定的目標無法

正確反應出真實的需求；2.有依賴“令人滿意”的傾向，可能

產生邊際決策。 

策略規劃 1.長期目標若沒有每年作調整，過程可能變的沒有彈性；2.市

民如果沒有參與規畫過程，對結果的政治性支持將會很低；3.

執行可能費時。 

整合規劃 1.規劃過程若缺乏適當的協調，可能變得混亂；2.可能費時及

缺乏效率；3.可能產生嚴重的衝突；4.可能產生高度主觀性且

無法反應真實需求的目標。 

權變規劃 1.假如不斷變更長期目標，則可能因缺乏實現理念的機會，而

使得規劃過程變得不具重要性；3.規劃過程困難且耗時。 

資料來源：Planning and Managing School Facilities（p. 79）, by T. J. 

Kowalski, 2002, Westport, CT: Bergin ＆ Gra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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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FL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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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 Managing School Facilities（p. 52）, by T. J. 

2002, Westport, CT: Bergin ＆ Gravey. 

：美國學校的規劃與設計」一書中，認為

，可依「教育設施研究室」（Educational 

ratory, EFL）所發展的七階段規劃歷程作為規劃之依據。

、目標、利害關係以及發展規劃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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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蒐集資訊：蒐集規劃所需之資訊應包括過去、現在以及未來的學生入學

動向、調查及評估現有設施的相關資訊等。 

3.確認需求的優先順序：不同團體或個人會有不同的需求產生，但在有限

資源之下，應確定其優先順序。 

4.清楚界定計畫所需之條件：包含兩方面工作：（1）確定物理環境上的需

求，如修繕、更換以及添購新設施；（2）進行教育計畫說明書的準備工

作。 

5.探究可能的選擇方案：尋求能達到計畫的需求，亦能同時符合社區對教

育的要求的可行方法。 

6.精製計畫：針對可行的方案，擬定詳細的實施內容。 

7.繼續：結合建築師、教育顧問、財務顧問等專家，將計畫向社區報告，

尋求同意。 

在社區同意該規劃方案之後，便可著手進行建造。Graves將主要的建

造歷程分為六階段，即：（1）前設計規劃或制訂計畫；（2）概要設計；（3）

設計發展；（4）建造文件準備；（5）投標；（6）建造。Lackney（1994）將

「教育設施研究室」的教育設施規劃七階段以及主要的建造歷程結合，製成

圖2-4。Lackney並認為此模式是現前描述教育設施規劃過程最完整的模式。  

Graves並且指出優良的學校建築，其在規劃時通常具有以下七項特點： 

1.有清楚明確的計畫。 

2.參與的專業人員皆能敞開心胸，彼此交換意見，及尋求協助。 

3.好的學校是規劃團隊花時間探索、思考及改變他們的思想的成果。因

此，不能以短時間的問題研討會方式來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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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規劃過程應有社區的參與。 

5.在新建築設施使用之前，應為使用者舉辦訓練講習會，教導如何使用新

設施。 

6.新建築在使用一學期之後，應進行用後評估。 

7.落實平日的維修工作，確保學校處於理想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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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Lackney的整合式教育設施發

Lackney（1994）EFL的

性規劃模式。它所呈現的是設施規

 

徵求社 

區同意 
室) 傳統建築建造過程（美國建築師協會）

  教育設施規劃模式 

l Facilities: The Impact and Role of the Physical 

t of the School on Teaching, Learning and 

l Outcomes（p. 63）, by J. A. Lackney, 1994,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 

展模式 

研究教育設施規劃模式後，認為此模式屬於理

劃過程應該如何，而非實際的規劃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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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此模式亦忽略外在環境對設施規劃的影響力，如政治對學校建築經費

取得的影響，以及忽視了全面參與合作的重要性以及設施發展過程應是一個

繼續不斷的過程。基於此，Lackney結合了理性模式及互動模式

（interactive model），提出圖2-5的「整合式教育設施發展模式」。該模

式重視「何謂一個好的教育環境」的價值觀，因此必須獲得相關團體的支持、

參與以及形成共識，以做為設施規劃的基礎。  

Lackney的整合式模式包括六個過程，分別為：（1）可行性；（2）規劃；

（3）編排計畫程序；（4）設計；（5）建造；（6）設施管理。他認為在學區

的目標確定之後，必須依序遵循這六個過程，以完成設施之建造。但是每個

過程皆含有理性及互動的層面。而主張規劃模式為繼續不斷的過程，是為了

能適應未來之所需。因為教育及其以外的環境是處於變動的狀態，因此教育

設施必須時時加以審視，並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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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學校建築的規劃與配置 

「高效能學校合作組織」（Collaborative for High Performance 

Schools, 2002b）在其所出版的「高效能學校最佳實行手冊2－設計篇2002

年版」（CHPS best practices manual 2002 volumeⅡ- Design）中，明確

地指出，在選擇校地與規劃校地過程中，所做的決定會回過來影響到整個學

校。意味著，籌建一所新學校時，一開始的工作－校地選擇與規劃，便成為

日後新學校能否發揮其功能的關鍵。以下即分別就校地的選擇、校地的配

置、以及校舍的規劃設計，分析其原理原則： 

 

一、校地的選擇 

雖然學校的用途已不在是單一的提供教學功能，但是教育學生仍為其最

主要的功能。所以校地的最主要目的是能提供一個有助於學生學習以及教師

教學的場所和環境（North Carolina State Dept. of Public Instruction, 

1998）。以積極面來說，一個「適當」的校地能夠促進學生身心的發展；在

消極面亦能減少或避免不良的影響（林萬義，民73）。Hawkins和Lilley

（1998）在「學校設施評鑑指南」一書中，對於校地提出這樣的看法：「校

地不僅僅是建築物的所在地。它是學校設施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也是教育過

程中最基本的教具之一。已擬定的教育經驗以及許多的社區功能將因校地的

適當與否而獲得提升或者受到限制。」（p. 7）。因此，校地的選擇便成為一

個相當重要的步驟。而有關校地的選擇，國內外學者以及政府機關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chool Facilities Planning 

Division, 2000；Castaldi, 1994；North Carolina State Dept. of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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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ction, 1998；林勤敏，民75；林萬義，民73；教育部，民91；湯

志民，民89；蔡保田，民69；蘇順發，民77）也都提出了相當具體的選擇

原則指標，茲整理為下列四項： 

（一）安全： 

校地的選擇首重安全考量，不僅要顧及身體的安全（safety），還要兼

顧師生心理上的安全（security）。因此，選擇校地時應以環境清幽、空氣

清新、日照充足以及地質適宜等為原則，並且遠離路上交通要道或飛機航道

及其他具有潛在危險的地段。我國教育部（民91）建議，若需鄰近公路幹

道，至少應保持30公尺的距離。另外，還需考量校地周圍的社會環境，應

遠離高犯罪率及幫派聚集之處。 

 

（二）最適規模： 

校地的形狀和面積會直接影響學校建築的規劃設計、教育活動的實施、

以及師生的校園生活機能等。因此在校地的形狀方面，以完整且為長方形的

土地較佳。加州教育部的學校設施規劃局（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chool Facilities Planning Division, 2000b）建議，選擇

長寬比勿超過2：1的矩形土地。北卡羅萊那州的公立教學部（North Carolina 

State Dept. of Public Instruction, 1998）也提出類似的建議，以長寬

比約為5：3的長方形土地為原則。此種校地的優點為：（1）能有效運用土

地並且適用於各階段教育；（2）能夠充分容納戶外的場地，如遊戲場、運動

場地、休閒空間，以及建築物等。 

在校地面積方面，各國對於最適校地面積的決定機制略有不同，但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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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以班級數（或學生人數）和教育方案內容為決定依據。以下即列舉我國以

及美國的情形，作為說明： 

我國於91年公佈實施的「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中規定，校地面積以

班級數多寡為計算基礎。國民中學部分，位於都市計畫區內的校地面積不得

少於25,000平方公尺，13班以上每增加一班，得增加500平方公尺，每生

平均面積應有14.3平方公尺；都市計畫區外則不得少於20,000平方公尺，

13班以上學校每增加一班，得增加875平方公尺，每生平均面積應有25平

方公尺（教育部，民91）。 

在美國方面，盛行的校地面積估算方法，最簡易的要屬「經驗法則法」

（the rule-of-thumb approach）（Castaldi, 1994）。此方法先設定各階段

教育所需最低標準的合理面積，然後依學生數多寡而增加校地。依據「美國

建築師協會的州規定調查」的結果，約有三分之一的州對於校地面積的規定

為：小學（k-6）最基本面積為10英畝、中學（7-8或7-9）為20英畝、高

中（9-12或10-12）則為30英畝。另外，每100名學生增加一英畝的校地

面積（Hawkins ＆ Lilley, 1998）。「經驗法則法」在美國盛行了半個多世

紀（20世紀前半），但是1960年代中期後，隨著都市的高度發展，在寸土

寸金的城市要取得廣大的學校用地，變得相當不易。因此，專家學者們開始

研究發展更精準的方法來估計所需的校地面積，而不採用「經驗法則法」。

加州教育部研發「功能取向法」（functional approach），以學校實行教育

方案所需的空間為推算的基礎。因此，學校的教育計畫說明書的完善與否，

便成為「功能取向法」能否準確估算出所需校地面積的關鍵（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chool Facilities Planning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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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a；Castaldi, 1994）。Herman（1995）認為校地面積的大小除了根據教

育計畫說明書的要求來規劃之外，還必須考慮土地取得的可能性，以及資金

的多寡。此外，他也提出一個原則性的建議：小學校地面積不少於10英畝、

中學20英畝、國中25英畝、高中30英畝；每100名學生，校地增加1英

畝。 

另外，在估算校地面積時，除了要符合教育計畫說明書的要求之外，還

必須考慮未來的需求。林萬義（民73）認為應訂定10年以上的學校長期發

展計畫，依計畫來選擇校地。蔡保田（民69）主張至少應考慮到20年後的

需要。谷口汎邦（李政隆譯，民71）則建議若採用國庫補助的基準面積來

決定校地面積時，應比補助的基準面積多出25-30﹪的面積。Castaldi

（1994）建議應額外規畫25﹪的校地面積，以為未來之需。我國雖然在91

年公布實施新的「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對於校地面積的規定與「國民小

學設備標準」及「國民中學設備標準」類似，且都採用班級數作為推算校地

面積的基礎。但現今的教育生態已與過去大為不同，新的教育思潮以及教育

改革的推行，例如：降低班級人數、強調個別化的學習、科技及多媒體的運

用、協同教學、多元評量、教師研究室、心理師或社工師的加入、男女平權、

家長參與校務、校園開放等等，皆直接對學校空間的需求造成影響。因此，

對於校地面積的標準應有新的思維，才能因應未來之需。 

 

（三）適中地點 

選擇學校地點的基本原則是學生能夠以快速、安全以及經濟的方式到校

為原則（North Carolina State Dept. of Public Instruction,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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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taldi（1994）主張，理想的學校地點應設於住宅區的中心位置。但無法

如願時，應以大多數學生為考量對象。我國新頒之「國民中小設備基準」亦

提出以學校為中心的學區面積，其半徑以不超過1.5公里，學生徒步通學所

需時間不超過0.5小時為原則（教育部，民91）。此外，學校地點還需兼顧

到未來的學生以及社區人士的便利性。而除交通問題之外，學校地點的鄰近

環境也應納入考量範圍。如選擇設校於圖書館、博物館、公園或者其他公共

設施附近，學校即能就地利之便與之合作。 

 

（四）合理地價 

所謂的合理地價，除了要符合或低於市場的購買價外，還需將校地在規

劃、發展、運作以及維護等方面的花費納入（North Carolina State Dept. 

of Public Instruction, 1998）。如此，才能顯示出土地的真實價格。 

 

二、校地的配置 

校地的配置可粗分為校舍、運動場及校園三大部分。這三個主要部分若

配置得宜，不僅有利於規劃設計，發揮輔助教學和學習的功能，更能創造出

宜人的環境，達到潛移默化的境教效果。依照我國「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

的建議：校舍建築用地約占十分之三、運動空間用地約占十分之三、其餘包

括：綠地、庭園、步道用地約占十分之四，並強調各校宜視校地所在區位、

地形地貌、班級規模以及發展教育特色的需要，進行合理的配置（教育部，

民91）。 

若是配置不得宜，例如為了容納過多的學生，校舍占了大部分的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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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使得校園呈現擁擠，給人窒息的感覺，甚至影響到心理的舒適感以及學習

效果。湯志民（民80）在其博士論文「臺北市國民小學學校建築規劃、環

境知覺與學生行為之相關研究」中，以臺北市125所小學2,330位學生為對

象，研究學校建築規劃與學生的環境知覺及行為間的關係。依其研究結果，

發現校地配置的完善與否會影響到學生的環境知覺，進而影響其行為。例如

校地比例規劃不理想的學校，其學生的擁擠感較高，對環境的感受愈差；而

在行為上，表現出較高的學習壓力以及較低的學習興趣。另外，在校園面積

以及運動場面積的比較上，也有類似的發現。校園和運動場面積較大的學

校，學生的擁擠感較低，對學校環境的感受愈好。在行為上，學生有較高的

學習興趣和參與行為，以及較低的學習壓力。因此，若為了容納過多的學生，

而減少了校園及運動場的面積，將會對學生的學習產生不良的影響。蔡保田

（民69）更認為「一所學校如僅有課室而無校園，即等於學店。學校一旦

變為學店，則必將完全失去教育功能」（p. 92）。 

而在校舍空間的配置方面，依據黃世孟（民89）以臺北市112所國小

為對象，將校舍總樓地板依其功能區分為行政空間、教室空間、服務教學空

間和公共服務空間等四項。在分析學校建築教學空間與附屬設施之相關因子

後，針對這四項功能區的合理配置比例提出建議：行政空間5﹪、教室空間

40﹪、服務教學空間13﹪、公共服務空間42﹪。這四項功能空間若分配不

當，不僅直接影響到行政的效能，也會影響教學的效果。另外，在校舍與運

動場的配置方面，林聰德（民74）曾將臺北市中小學的校舍型態與運動場

之配置位置歸納為六種類型（如圖2-6），以探討校舍配置與噪音的關係。

但是在研究中，他並未獲得兩者間的直接關係。而在林怡君（民82）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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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她發現普通教室緊鄰近球場的室內噪音量為最高，比鄰馬路的教室高

出10.5 dB（A）。顯示校舍與運動場，特別是球場的配置，亦是影響校內聽

覺環境因素之一。 

基本型  

 

     

衍生型   

 

 

 

    

註：運動場     ；校舍 

圖2-6  校舍型態之分類法 

資料來源：臺北市中小學校園噪音問題之研究（32頁），林聰德，民74，私

立淡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南市。 

 

三、校舍的規劃設計 

依功能區分，學校的校舍可分成四大類，即教學空間、服務教學空間、

行政空間和公共服務空間。教學空間包括有普通教室、專科教室、特殊教育

教室、資訊教室、圖書館等；服務教學空間包括：教具室、保健室、活動中

心、廚房、藝文活動中心等；行政空間包含有校長室、各行政處室、會議室、

家長室、校史室等；公共服務空間則包括廁所、儲藏室、機電設備空間等（教

育部，民91）。校舍是學校建築的主體，亦是全校師生最常使用的場所（湯

志民，89）。因此，校舍的規劃設計除了能提供所需的功能外，還需提供使

用者一個「舒適」且「便利」的空間環境（Castaldi, 1994）。而空間環境

的舒適與否，與環境的採光、通風、音響等因素有相當密切的關係。這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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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更是決定校舍是否實用以及能否發揮其功效的關鍵。以下即就校舍方位、

校舍形式、採光、噪音及通風的規劃設計，分述如下： 

 

（一）校舍的方位 

一般人購屋時，喜愛挑選座北朝南的房屋，因其具有冬暖夏涼的功能。

學校校舍的方位也以座北向南較佳，冬季時得避免東北季風直接的吹襲，夏

季時可接受西南風的吹拂，達到冬暖夏涼的功效。但是一般學校的校舍需求

常不只一棟，並且為了有效利用土地以及節省經費的前提下，有些校舍必須

採東西向方位，此時在規劃設計上可彌補其缺點的方式有：（1）東西向教室

以作為專科教室為主，減少學生日曬的機會；（2）可採雙面走廊、加裝遮陽

設備或者將校舍的設計改為逐層漸次挑出的方式，以減少日曬，達到降低溫

度以及避免強光直射的目的（湯志民，民89）。 

 

（二）校舍的形式 

校舍的形式可分為開放式和封閉式兩類。常見的開放式校舍有「I」、

「U」、「L」、「T」、「E」、「F」、「H」、「Y」等形式；封閉式則為「○」、「口」、

「日」等形式。兩類形式各有其優缺點，一般而言，封閉式校舍，其優點是

占地較小、經濟且管理上較方便，但是缺點是缺乏彈性，不利未來擴充、部

分空間的光線較差、校內產生的噪音不易擴散等缺失；開放式校舍則在採

光、通風、噪音的擴散上較佳，並且較能依未來的需要做擴充，但其缺點為

占地較廣，建築費用較高，以及聯絡不易（李德濬，民79；湯志民，民89）。

兩相比較，如能克服校地和經費的取得，仍應以開放式校舍為主。特別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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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日遷月異的社會，充滿著許多的變數與不確定性，教育環境亦然，因此具

彈性的開放式校舍較適合於現在及因應未來的需求。而目前臺灣現存的中小

學校舍形式，因學生人數的增加，逐漸由「I」、「L」、「U」等開放形式，發

展為封閉的「口」、「日」形式（湯志民，民91）。因此，此類學校應注意其

校內的噪音、採光、通風等問題。在規劃設計上，應特別注意動靜區的分隔，

有效阻絕噪音來源；加裝通風設施、增加人工採光以及選用明亮色彩，以改

善通風及光線不足的問題。 

 

（三）校舍的採光 

由於學習過程中常需要運用視力，以進行學習及教學工作。因此，校舍

的採光問題便顯的格外重要。一個設計完善的照明系統，不僅能夠維護師生

的健康，更能提升教與學的品質。而從研究中，發現高光線品質能夠提升學

生的學業成就、減少非任務行為、提高出席率等益處（Eearthman, Cash, ＆ 

Van Berkum, 1995；Hines, 1996；Jago ＆ Tanner, 1999；McGuffey, 1982；

Plympton, Conway, ＆ Epstein, 2000； Schneider, 2002；蔡  芸，民

75）。此外，適當的光線亦能維護師生的安全，避免意外的發生以及防阻非

法入侵、破壞等行為（Fleming, 2000, 2001）。 

一般而言，學校建築的採光有人工採光和自然採光二種（湯志民，民

89）。1950年代以前，大都以自然採光為主。之後，由於電力價格下降，人

工採光才漸漸普及，甚至取代了自然採光。但近年來，在永續的觀念以及科

技的進步之下，晝光（daylight或natural light）又逐漸受到重視（Benya, 

2001）。無論採用何種採光方式，適宜的照度以及照明品質是創造良好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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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的關鍵因素。 

在照度方面，常因地點以及工作的性質不同，而有不同照度的需求。我

國在「國民中小設備基準」中，對於校舍的照明值僅規定桌面照度不低於

350Lux以及黑板面照度不低於500Lux（教育部，民91）。雖然提高了教室

的照度，但是對其他不同功能的教室、活動中心、圖書館等區域的照度卻未

規定。不同場所以及不同的工作性質應有其對應的照度要求，一來不妨礙工

作的效能，二來也不浪費資源。以美國北卡羅萊納州公立學校設施指導原則

（North Carolina public schools facilities guidelines）為例，在該

設施指導原則中，即針對不同的場所提出合適的照度建議值以及適合的燈具

類型（見表2-3）（North Carolina State Dept. of Public Instruction, 

2000）。 

所謂「照明品質」，是指在一視覺環境中，有關照明分佈的衡量。用來

評估照明是否符合視功能、視覺舒適度、容易看、安全度以及富美感等的要

求條件（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電機系，無日期）。而影響照明品質的因素相當

多，例如光源、採光方式、亮度、輝度分佈均勻、演色性、昡光的控制，甚

至是室內地板、牆壁以及天花板的材質和塗料顏色等等，（Collaborative 

for High Performance Schools, 2002b；蔡  芸，民75）。另外，不同空

間場所除了對照度有不同的要求，對照明品質的要求，也有輕重之分。例如

電腦教室對照明品質的要求就比走廊的要來的高。「高效能學校合作組織」

（Collaborative for High Performance Schools, 2002b）於「高效能學

校最佳實行手冊2－設計篇2002年版」中，即針對此議題，提出表2-4「學

校特定建築空間對照明品質的不同需求」，說明特定空間與不同照明品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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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相對重要性。 

近年來，在環保意識的重視以及科技的進步之下，自然採光漸受到青

睞。Evans（2000）認為從事視覺工作時，晝光是品質最好的光線來源。一

般來說，自然採光的方式，有透過窗戶、天窗、屋頂控制器等數種方法。而

晝光再度受到重視的原因，除了環保之外，對學校的直接影響是，能夠節省

電費的支出，並且提供師生一個接近大自然的機會以及作為教學的題材。另

外，研究亦證實晝光能夠改善學生的健康並且能提升學業成就等益處

（Collaborative for High Performance Schools, 2002b；Evans, 2000；

Heschong Mahone Group, 1999；Heschong, Elzeyadi, ＆ Knecht, 2002；

Nicklas ＆ Bailey, 1996）。 

 

表2-3  北卡羅萊納州公立學校室內場所照明建議值及建議使用燈具種類 

照明建議值，單位呎燭光（勒克司Lux）
室內場所 

最低值 最高值 
建議燈具種類 

禮堂    

  座位區 10  （108） 15  （161） 日光燈（調光器或多重開關）

  講台 20  （215） 30  （323） 日光燈 

  音樂會舞台 50  （538） 75  （807） 日光燈 

  戲劇 變動的 100 （1076） 白熾燈（具調光器） 

教室    

  普通教室 50  （538） 75  （807） 日光燈 

  美術教室 50  （538） 75  （807） 日光燈或白熾燈 

  電腦教室 50  （538） 75  （807） 日光燈間接採光或拋物鏡 

  繪圖教室 75  （807） 100 （1076） 日光燈 

  研讀教室 50  （538） 75  （807） 日光燈 

  家政教室 50  （538） 75  （807） 日光燈 

  一般教室的電腦區 50  （538） 75  （807） 日光燈間接採光或拋物鏡 

  普通實驗室 50  （538） 75  （807） 日光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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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續） 

  實驗室示範區 100 （1076） 150 （1614） 日光燈（工作崗位照明）

  唇語室 100 （1076） 150 （1614） 日光燈 

  音樂教室 50  （538） 75  （807） 日光燈 

  縫紉教室 75  （807） 100 （1076） 日光燈（工作崗位照明）

  打字室 50  （538） 75  （807） 日光燈間接採光或拋物鏡 

走廊和樓梯間    

  中學 20  （215） 30  （323） 日光燈 

  小學 10  （108） 15  （161） 日光燈 

體育館    

  比賽 30  （323） 50  （538） 鹵化金屬燈 

  體育課 20  （215） 30  （323） 鹵化金屬燈 

  儲藏室及淋浴間 20  （215） 30  （323） 日光燈（適用於潮濕場所）

  小學（多用途） 20  （215） 30  （323） 鹵化金屬燈或日光燈 

媒體中心    

  閱讀室、櫃臺、索引區 50  （538） 75  （807） 日光燈 

書櫃及雜誌架區 30  （323） 50  （538） 日光燈 

  辦公區 50  （538） 75  （807） 日光燈 

  儲藏室 7.5  （81） 10  （108） 日光燈 

辦公室    

  普通辦公室 75  （807） 100 （1076） 日光燈 

  教師研究室 30（323） 50（538） 日光燈 

  會議室 30（323） 50（538） 日光燈 

游泳池 7.5（81） 10（108） 鹵化金屬燈或日光燈（適用於

潮濕場所） 

盥洗室 20（215） 30（323） 日光燈 

資料來源：North Carolina public schools facilities guidelines（pp. 

69-70）, by North Carolina State Dept. of Public Instruction, 

2000. Retrieved November 19, 2003, from 

http://www.schoolclearinghouse.org/pubs/facgui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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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學校特定建築空間對照明品質的不同需求 

 普通教室 電腦教室 多功能教室 走  廊 

直接與反射性昡光的控制 △ ☆ △ ○ 

牆壁與天花板上的光線 ☆ ☆ ☆ △ 

燈具和人的相關位置 △ ☆ △ ○ 

光線的型態－均勻vs.陰影 △ ☆ △ ○ 

自然光 △ ○ △ △ 

演色性和色溫 △ △ △ △ 

光線控制、彈性 ☆ △ ☆ ○ 

註：☆非常重要  △重要  ○有點重要 

資料來源：CHPS best practices manual 2002 volumeⅡ- Design（p. 152）, 

by Collaborative for High Performance Schools, 2002b, CA: 

CHPS.  

 

為了創造出兼具高效能以及視覺舒適的環境，在設計上應注意的事項，

有： 

1.能依不同場所的用途需求，設計照明設施。 

2.整合人工採光和自然採光。 

3.教室內材質應考慮其燈光反射值（light reflectance value, LRV）。

原則上，地板的LRV應在20-30﹪之間；傢具、設備以及門的LRV應在

40-50﹪間；天花板的LRV在90-100﹪較為理想；牆壁的LRV則以50-55

﹪之間較為適當（Brubaker, 1998）。 

4.避免昡光的產生。 

5.燈光控制應具彈性，使教師能依教學活動的需求作變化，營造教室氣

氛，豐富教學環境；另一方面能夠視天候狀況調整燈光，提供適當的照

度，以利視覺作業並達節約能源的目的。 

6.照度應力求分佈均勻，避免眼睛疲勞。基本上，視覺工作與緊鄰的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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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環境的輝度對比以不超過3：1為原則，而與較遠的周圍環境的輝度

對比以不超過10：1為原則（Collaborative for High Performance 

Schools, 2002b；New York State Education Dept., Office of 

Facilities Planning, 1998）。 

7.在燈光的演色性方面，至少要達到80的演色性指數（Collaborative 

for High Performance Schools, 2002b）。 

8.室內顏色以象牙色、淡米色或淡黃色等柔和的淡色系為主（Hawkins 

＆ Lilley, 1998）。 

 

（四）校舍的噪音 

何謂「噪音」？最簡單、最普遍的定義就是不想要的聲音 

（Bell, Greene, Fisher, ＆ Baum, 2001；Veitch ＆ Arkkelin, 1995）。

亦即會對人造成生、心理上的不適或損傷、干擾到溝通、工作、學習、休息、

或睡眠等活動的聲音，皆稱為噪音（王錦堂譯，民76）。一般而言，以大聲、

無法預測以及無法控制的噪音影響人的行為最深（Bell et al., 2001）。而

學校噪音的來源，主要來自校內與校外。校外噪音包括交通、工廠、各類活

動所產生的干擾聲響；校內噪音則指學校內部所產生的噪音，包括戶外活動

所產生的聲音、班級間的相互干擾、教室內空調系統的聲響、學生的說話聲、

桌椅移動、書本翻動聲響等等。 

噪音對健康的影響，可分為聽覺及非聽覺兩大層面。在聽覺部分，噪音

所造成的影響，有聽力受傷、耳鳴、暫時性聽力損失以及永久性聽力損失等。

非聽覺方面，則會對生心理和表現造成影響，包括血壓升高、內分泌失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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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不良、影響睡眠、易分心、易放棄、煩躁、妨礙語言理解及學術表現較

差等不良影響（American Speech-Language-Hearing Association, 1995；

Bronzaft, 2002；Canadian Centre for Occupational Health ＆ Safety, 

1999a, 1999b；Cohen ＆ Weinstein, 1981；Lemasters, 1997；Maxwell, 

1999；Sutherland ＆ Lubman, 2001；常懷生，民84）。因此，當教師每天

約花6.3小時說話（引自Smith, 2002），而教室內的學習活動有60﹪是需

要師生彼此傾聽以及參與對談時（Sutherland ＆ Lubman, 2001），一個理

想的聽覺環境對教學和學習的成效是相當重要的。Castaldi即認為「教學

功能能否有效發揮，有極大部分取決於是否有一個良好的聽覺環境」（1994, 

p.246）。 

而理想的聽覺環境的標準為何呢？聽覺環境的良劣與噪音位準、訊號-

噪音比及餘響時間三者息息相關。具有低噪音位準、較高的訊號-噪音比和

較短的餘響時間的環境，為較理想的聽覺環境，並且可提高語言的辨識度

（Crandell ＆ Smaldino, 2000；Smith, 2002；洪百薰，民74）。而此點，

對於學童而言尤為重要。因為他們的語言以及心智能力的發展尚未成熟，因

此對聽覺環境的標準需求要比成人高。我國「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中規定

均能音量（Leq）大於60分貝（dB）時，應設置隔音設施；室內說話餘響時

間應控制在0.41秒以內（教育部，民91）。美國演講語言聽力協會（American 

Speech-Language-Hearing Association）（1995）建議無人教室的噪音位準

不應超過30分貝、訊號-噪音比不應低於15分貝、餘響時間不應超過0.4

秒。為了給師生一個有益於教學與學習的聽覺環境，在規劃設計上應注意的

事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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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校地的選擇上，應盡可能遠離噪音源，如遠離路上交通要道、飛機

航道、工廠、市場等吵雜之處。 

2.校舍的配置方面，動靜區應明顯區隔。 

3.校舍的形式以開放式為主，以利校內噪音的擴散。 

4.教室內的天花板、地板、牆壁以及玻璃窗應選用具吸音效果的材質。 

5.規劃設計低噪音的HVAC系統。 

 

（五）校舍的通風問題 

校舍的通風良好與否，常與室內溫度、濕度和空氣品質有關。良好的通

風能夠適度地調節溫度及濕度，並且能維持室內的空氣品質。因此，室內的

通風問題與溫度、濕度以及空氣品質息息相關。而不良的通風和空氣品質、

不適當的溫度和濕度，不僅會引發生理上的不適，甚至會危及身體健康，進

而影響師生的表現（Chan, 1979, 1980；Earthman ＆ Lemasters, 1996, 1997, 

1998；Earthman, 1998；Hines,1996；Jago ＆Tanner, 1999；LanhamⅢ,1999；

Lemasters, 1997；McGuffey, 1982；Schneider, 2002）。根據美國環境保

護局的調查，每年有超過一千萬個學生因氣喘而無法到校上課（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2003）。而臺灣方面，雖沒有這方面的

統計資料，但是根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無日期）針對臺北市學童氣喘發生

率的調查，發現從1974年的1.30﹪發生率至1994年時，已攀升至10.79

﹪。因此，校舍的通風問題將更為重要。 

在溫度、濕度以及通風方面，我國的「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並未明確

訂定標準。依據美國供暖製冷及空調工程師協會標準55-1992（Ame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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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ty of Heating, Refrigerating, and Air-Conditioning Engineers 

Standard 55-1992）的建議，溫度與相對濕度可參照表2-5的建議值。該建

議值主要是針對個體從事坐著的活動時，有80﹪的人覺得舒適的溫度和相

對濕度（引自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2000）。而在通風

方面，美國環境保護局（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2000）

依不同場所，提出每人每分鐘所需的新鮮空氣最低量，如表2-6所示。 

 

 

表2-5  溫度與相對濕度的建議範圍值 

相對濕度 冬天華氏溫度（約攝氏） 夏天華氏溫度（約攝氏） 

37﹪ 68.5-75.5（20-24） 74.0-80.0（23-27） 

40﹪ 68.0-75.0（20-24） 73.5-80.0（23-27） 

50﹪ 68.5-74.5（20-24） 73.0-79.0（23-26） 

60﹪ 67.5-74.0（20-23） 73.0-78.5（23-26） 

資料來源：IAQ tools for schools kits – IAQ coordinator’s guide, by 

U. 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2000. Retrieved 

November 3, 2003, from 

http://www.epa.gov/iaq/schools/tfs/guidto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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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  室外空氣通風最低建議量 

場          所 每人每分鐘所需的新鮮空氣（立方呎）

教    室 15 

音樂教室 15 

圖 書 館 15 

禮    堂 15 

體育運動場所的觀眾區 15 

辦 公 室 20 

會 議 室 20 

吸 煙 室 60 

餐    廳 20 

廚    房 15 

資料來源：IAQ tools for schools kits – IAQ coordinator’s guide, by 

U. 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2000. Retrieved 

November 3, 2003, from 

http://www.epa.gov/iaq/schools/tfs/guidtoc.html 

 

而影響校舍氣候環境除了學校的地理位置外，校舍的設計以及HVAC系

統，即暖氣、通風與冷氣設備亦息息相關。因此，在校舍的規劃設計上，應

注意的事項，有： 

1.在校地的選擇上，以空氣清新、通風良好為原則，應避開四周環境封

閉壅塞或接近空氣污染源的土地。 

2.臺灣冬季盛行東北季風，夏季吹西南風，因此校舍方位以座北向南較

佳，能收冬暖夏涼之利。 

3.校舍的形式以開放式為主，以利通風。 

4.校舍應採兩面開窗，增加空氣流動，維持室內空氣品質。 

5.裝設HVAC系統、遮陽設施以及種植樹木等方式，改善室內的氣候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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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學校建築環境與行為理論的探討 

Bell、Greene、Fisher和Baum（2001）在「環境心理學」一書中，說

到：「我們的情緒和行為只有在其背景脈絡下來瞭解，才有意義。」（p. 2）

這句話說明了人與環境間關係的密切程度。無論是自然環境或是人造環境，

人類無時無刻不受其影響；同樣地，人類也無時無刻地影響著環境。對學生

而言，除了家庭以外，便以待在學校從事學習活動所花的時間最長。因此，

學校環境與其緊密程度及重要性自不待言。而環境心理學對環境與行為間的

關係的研究，特別在物理環境方面，已有豐富的研究成果。因此，本節將以

環境心理學中，有關物理環境與行為的相關理論以及從實證研究中所建立的

「學校建築現況與學生成就和行為關係」的理論模式，說明物理環境與行為

之間的關係。 

 

一、Veitch和Arkkelin－「環境－行為關係之研究模式」 

Veitch和Arkkelin（1995）認為環境心理學中常用的六個理論（情緒

激動理論、刺激負荷理論、行為強制理論、適應水準理論、環境壓力理論、

生態理論）因切入的觀點不同，使得理論的適用範圍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因此，Veitch和Arkkelin依據普通心理學、社會心理學以及新興的環境心

理學所建立的理論假設和相關資料，企圖建構一個能夠涵蓋上述理論學說的

環境－行為研究模式，即為圖2-7所示。此模式的基本論點為：環境因素會

影響個體的情緒狀態，再經由情緒的反應影響個體的外顯行為。 

Veitch和Arkkelin（1995）認為環境包含物理及社會兩個層面，而與

行為的關係是相互影響的。其中物理環境包括：噪音、污染、氣候、擁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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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建築等項目。但是環境並非直接影響個體的行為，而是透過一些調節

變項和干擾變項，進而影響行為的產生。調節變項包括兩類，一類為社會/

情境變項，有關係、活動以及工作型態；另一類為個體變項，包括個體的適

應水準、能力和人格特質。而干擾變項亦包含兩類，即認知變項（包括：期

待、目標和基模）和情緒變項（包括：愉悅水準、激奮水準和控制感）。在

正常的情況下，環境與個體行為的關係是維持在一種平衡狀態中。當面臨外

界環境的刺激時，個體會運用感覺、知覺和認知，評估該刺激是否為其能力

所能處理。假如超過所能處理的適應水平時，這時個體與環境的平衡狀態便

被打破。而個體為了回復到先前的平衡狀態，必須採取調整或適應作為因

應。當因應行為無效或者個體必須花費許多精力去維持平衡狀態時，對其而

言，此時的環境即是個病態的環境，並且會對個體的功能產生不良的影響。

若長期處於此種失衡的狀態，常會引發各種生理、心理以及行為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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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而產生。因此，Bell等人在「環境心理學」一書中，提出圖2-8的「環

境－行為關係的折衷模式」，將這六個理論的概念整合成一個模式。 

Bell等人（2001）認為客觀物理環境是獨立於個體之外，其對個體行

為的影響取決於個體對客觀物理環境的知覺，而此知覺過程又受個體本身的

特質、社會、文化等因素的影響。當個體覺得環境刺激是在理想範圍之內，

則個體與環境關係即維持在一種平衡狀態之下。如果環境刺激超出理想範

圍，則會引發心理壓力，使得個體必須採取因應措施。假如因應措施成功，

個體便會產生適應或調整行為，並且可能對個體產生一些後效作用，如挫折

容忍力降低、疲勞、自信增加、因應策略的學習等。但是，假如因應策略不

成功，便無法解除環境刺激所帶來的心理壓力。長期下來可能產生的不良後

效作用:有學得無助、心理疾病、不良的表現等等。另外，無論因應策略成

功與否，前次的經驗會對個體本身以及對未來環境的知覺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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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變化造成影響。而此影響又會回饋至環境及個人系統中，使其產生變化。

此模式之詳細內涵，說明如下： 

（一）環境系統： 

由物理環境、組織因素、人類群聚、及社會氣氛等四個主要領域所組

成。每一個領域皆能直接對教育成果產生影響，或者是透過其他的領域產

生間接的影響。四個領域所涵蓋的項目，如下： 

1.物理環境：指建築及物理的設計。Moos（1979）認為依據特定的教

育觀所設計的物理環境，會影響心理狀態和社會行為。 

2.組織因素：主要指學校規模、師生比、平均薪資水準、經費充裕與

否等。這些因素皆與學生的行為或成就有相關。 

3.人類群聚：常依環境成員的年齡、能力、社經背景、教育程度等因

素，作為定義該環境的相關特徵。 

4.社會氣氛：由前三個領域所形成的社會環境。 

（二）個人系統： 

包括年齡、性別、能力、興趣及價值觀、自我意識的強度和自尊、處

理問題的風格、態度、期望和角色等因素。瞭解個體的個人系統，將有助

於解釋個體對於環境情境的反應。亦即這些因素可以幫助我們瞭解環境對

個體的意義，從而清楚可獲得何種資源，以適應環境。 

（三）干擾因素： 

指認知評價和激化。認知評價為個體對環境的知覺。可分成二種：（1）

初級評價：指當個體與環境接觸時，評估環境是否具有潛在的危害性、有

利的、或不相關的；（2）二級評價：指個體面對環境刺激時，評估可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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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應策略。另外，激化或喚起通常發生於個體評估環境為必須反應時，

進而促使個體採取適應或因應的動作。 

（四）因應與適應： 

當所處環境有所變動時，個體便需要適應或因應變動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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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結果，希望建立一個能涵蓋心理與社會的（psycho-social）、教育學的因

素、以及物理環境因素的理論關係模式（見圖2-10），用以釐清環境與學校

表現成果間的關係，特別是物理環境對教育的影響。其中模式裡的實線代表

已有實證研究支持的關係，而虛線則為假設的關係。模式內容包含三個主要

部分，說明如下： 

（一）獨立因素：指物理環境因素（如：班級大小、學校大小、噪音等）

以及社會環境因素（如：教學經驗、教室管理等）。 

（二）干擾因素：包含有行為（如：師生互動）、態度（如：教師的士氣）

及生理上的（如：血壓）因素。物理環境除了會直接影響教育成果

之外，亦會透過干擾因素，對教育成果產生間接的影響。 

（三）教育成果：分為學習成就和利他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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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非環境因素產生交互作用，進而提升學生的學習歷程或對學習產生阻礙。

因此，Gifford在「環境心理學」一書中提出圖2-11的概念架構圖，用以

說明學習環境中人與環境互動的關係，特別是物理環境部分。在學習環境

中，Gifford認為學生的個人特徵（例如：年齡、性別、學習經驗、學習動

機、對學校的態度等）會和學習環境的物理特徵（例如：大小、噪音、設計、

溫度等）及社會組織氣氛（例如：規則、課程、教師的風格等）發生交互作

用，產生與學習相關的態度（例如：學校的滿意感、學習的欲望）和行為（從

事學習的時間、參與、持續度、表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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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1  學習環境中「人－環境」關係的概念架構圖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Principles and practice（p.244）, 

by R.Gifford, 1997, Boston: Allyn and Ba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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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Cash－「學校建築現況與學生學業成就及行為關係的研究模式」 

Cash（引自LanhamⅢ, 1999）發展出圖2-12的研究模式，用以探討學

校建築現況（包括空調設施、教室照明、溫度控制、教室顏色、科學設備、

建築年代、屋頂等）與學生學業成就及行為之間的關係。在Cash的研究模

式中，她認為學校建築的現況主要受教育當局、學校領導階層以及財政能力

的影響。因為在財政允許的情況下，如果領導階層重視教育設施，則會將學

校建築的提升或維護列為優先考量範圍，並且編列足夠的管理及維修人員。

因此，教育當局以及學校領導階層對學校建築的態度便成為影響學校建築現

況的重要因素。而學校建築現況的良劣與否會直接或間接地對學生態度產生

影響，進而影響其學業表現和行為。對學生而言，每天必須長時間待在學校，

如果學校建築陳舊、教室光線不足、通風不良時，其情緒必受影響，甚至影

響其上學的意願；對家長來說，學校建築的優良與否，除了影響其對學校的

觀感之外，更會影響其參與學校活動的意願；對學校的教職員來說，其工作

士氣及效率亦深受學校建築的影響。而這些因素便會直接或間接地對學生的

態度產生影響，最後表現在學生的學習結果以及行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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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導 維修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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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

家長態度

教職員態度

 

學生

態度 

學生成就

學生行為財政能力 

 

圖2-12  Cash的研究模式 

資料來源：引自Relating building and classroom conditions to student 

achievement in Virginia’s elementary schools（p. 37）, by 

J. W. LanhamⅢ, 1999,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 

Blacksburg, VA. Retrieved March 1, 2003, from 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 Libraries Web 

site: 

http://scholar.lib.vt.edu/theses/available/etd-041899-1

50623/ 

 

綜合以上六個有關環境與行為關係的理論模式，發現這些理論之中存在

著一個共同的觀點，即環境對行為的影響是透過數個調節變項（例如：工作

型態、關係、活動性質、個體的人格、能力等）以及干擾變項（例如：個體

的認知評價、情感等），進而影響個體的行為。雖然這六個理論模式在調節

變項和干擾變項的內容上略有出入，但是皆認為環境對人產生影響的機制在

於這些變項上。也就是說，外在環境，特別是物理環境會對個體行為產生正

向或負向的影響，取決於這兩類變項相互作用之下的結果。另外，這六個理

論模式彼此間較為相異之處，為：第一，前三個理論模式（Veitch和

Arkkelin、Bell等人以及Moos的理論）假設平衡狀態的存在，而其他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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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模式則無。Veitch和Arkkelin、Bell等人以及Moos的理論模式假設

個體與環境的關係，在正常的情況下，是維持在某種程度的平衡狀態。而當

環境有所變動，個體與環境間的平衡狀態被破壞時，即對個體產生影響。第

二，Veitch和Arkkelin、Bell等人以及Moos的理論模式比較傾向以個體

為出發點，來解釋個體行為如何受環境影響；而Moore和Lackney、Gifford

以及Cash的理論模式則從大範圍的觀點，如班級、學校、學區等，探討環

境對學生行為的影響。因此，Veitch和Arkkelin、Bell等人以及Moos的

理論模式比較適用於個體且較為深入的研究；而其餘三個則較適於從事大範

圍的研究。再者，這三個理論模式是以學校環境為理論建立的主題，較切合

本研究所需。所以本研究主要採用Moore和Lackney、Gifford以及Cash

的理論觀點，並依據相關研究文獻的分析結果（參見本章第三節），加以修

正，提出圖2-13「學校建築規劃現況與學習之研究模式」作為本研究的研

究模式。 

    從相關文獻資料的研究結果顯示，影響學生學業成就的因素眾多，約可

歸納為三大類，即物理環境、社會環境、以及學生特徵。物理環境即指學校

的建築規劃以及維護情形，包括建築年代、學校規模、密度、校地配置、校

舍噪音、照明、通風等；社會環境指教學品質、課程以及人際關係等；而學

生特徵則指學生的智能、社經地位、學習動機、年齡以及過去的學習經驗等。

此三大類因素皆會對學生的學習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以學校的物理環境

為例，學校建築規劃設計良好與否，會影響學生對學校或學習的態度（例如：

喜歡上學、學習的慾望等）和相關的學習行為（例如：學習的時間、課程的

參與度、持續度等），甚至影響學生的生理健康（例如：血壓、感覺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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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疾病的產生）。而這些與學習相關的態度和行為，以及生理的健康情形

會進而對學生的學業成就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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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學校建築規劃與學生學習的相關研究 

在學校建築規劃領域中，人造環境和使用者的成就表現之間的關係一直

是人們所關注的議題（Earthman ＆ Lemasters, 1996）。因為學校教育對一

個人的身心發展扮演著一個極為重要的角色，再加上興建學校的費用也相當

龐大，因此學校建築的良窳與學生的學習成就的關係便受到各界的重視。在

過去這六十年來，學者專家們對這項議題投入極大的心力，希望能夠瞭解學

校建築在學生的學習成果上所扮演的角色，並且期望能利用研究結果，作為

改善學校建築的依據，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果。本節擬就有關學校建築規劃

與學生學習的相關研究，分為整體學校建築、個別學校建築變項、以及學校

建築與教師的關係等三部分，進行分析及探討。 

 

一、整體學校建築與學生學業成就的相關研究 

整體學校建築與學生學業成就的研究，是指以整體學校建築作為研究單

位而言。一般來說，包含有學校建築的年代、校址、動線規劃、教育設施的

適切度、噪音、顏色、燈光、維修、氣候條件等研究變項。以下即以九篇實

證研究及四篇文獻分析研究，說明學校建築與學生成就的關係： 

 

（一）Edwards的研究－「華盛頓特區公立學校的建築現況、父母參與和學

生成就」 

Edwards（1991）以華盛頓特區52所公立中小學校為對象，研究學校建

築、父母參與及學生成就的關係。Edwards假設學校建築現況的好壞會受家

長參與程度的影響，繼之對學生的學業成就產生影響。其中學校建築現況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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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華盛頓特區公立教育委員會」於1989所進行的教育設施評鑑結果，分

為三個等級，分別為：不良、良好、優良。父母參與則以每生「親師會」預

算作為指標。學生成就以六、八、十一年級學生在1989年接受的「基本學

力綜合測驗」（Comprehensive Test of Basic Skills, CTBS）的分數為代

表。運用上述三項資料以及其他變項（包括：學校年代、人種、學區家庭平

均收入、入學率等），進行迴歸分析。 

根據分析結果，顯示學校每生親師會預算與學校建築現況成正相關，

達.07顯著水準。而學校建築現況與學生成就兩者關係成顯著正相關，達.01

顯著水準，表示學校建築狀況愈好，學生的學業成就也愈好。如以學校建築

現況來預測學生成就，當學校建築現況從「不良」提升至「良好」時，學生

學業成就分數平均提高5.455﹪；如果學校建築現況從「不良」提升至「優

良」，則可預測學生平均成就分數將增加10.9﹪。 

 

（二）Cash的研究－「建築現況與學生成就及行為」 

Cash在她的博士論文「建築現況與學生成就及行為」中，以維吉尼亞

州47所小型鄉村高中為研究對象，調查學校建築現況與學生成就和學生行

為的關係。Cash以學校建築為獨變項，以學生成就和行為為依變項，並且

依據她所發展的「學校物理環境評量」（Commonwealth Assessment of 

Physical Environment, CAPE），搜集學校建築資料。CAPE包含二十七個學

校建築項目，如：空調設施、教室照明、溫度控制、教室顏色、科學設備、

建築年代、屋頂等。並依評量結果將學校建築的現況分為三個等級：低於標

準、符合標準、高於標準。在學生成就方面，Cash以維吉尼亞州所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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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學生於1991-1992年期間參加「學術精熟測驗」（Test of Academic 

Proficiency, TAP）的分數為依變項（引自Al-Enezi, 2002；Earthman ＆ 

Lemasters, 1996）。 

經由統計控制學生的社經地位之後，進行資料分析。分析結果顯示：所

屬學校建築被評為「高於標準」的學生，在所有分測驗項目上的成績皆高於

「低於標準」的學校建築的學生，其中以科學分數及總分的差距為最大，相

差5個百分等級；其他分測驗，如閱讀、數學、資訊等也有4個百分等級的

差距。差距最少的是書寫分數，相差2個百分等級。因此證實學生的學業表

現與學校建築的關係呈正相關，即所屬學校建築現況較好的學生的學術表現

高於學校建築現況較差的學生的學業表現（引自Earthman, Cash, ＆Van 

Berkum, 1995；Earthman ＆ Lemasters, 1996；Earthman, 1998）。另外，

在各個建築變項方面，與學生成就有相關的變項有：建築年代、燈光、顏色、

冷氣、維護、置物櫃以及教室設備（引自LanhamⅢ, 1999；Lemasters, 

1997）。 

 

（三）Earthman, Cash, 和Van Berkum的研究－「學校建築現況與學生成

就及行為之全州性研究」 

Earthman, Cash,和Van Berkum（1995）運用與Cash相類似的研究法

方，以北達科他州全部199所高級中學為研究對象，調查學校建築與學生成

就及行為的關係。Earthman等人以自行發展的評鑑工具「州教育設施評量」

（State Assessment of Facilities in Education, SAFE），作為蒐集學校

建築資料的工具。SAFE內容有二十九個有關學校建築的項目，包括：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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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窗戶、地板、空調、屋頂、噪音、附屬設施等等。調查工具由校長負

責填答，一共回收120份，回收率為60﹪。並依校長所填寫的資料，將各

校的建築現況分為「高於標準」（前25﹪）、「符合標準」（中間50﹪）、以及

「低於標準」（最後25﹪）三個等級。而學生成就以1993-1994學年十一年

級學生所進行的「基本學力綜合測驗」（CTBS）的分數以及違規行為次數作

為依變項。 

以學生社經地位調整CTBS分數後，與學校建築資料進行分析。分析結

果發現：學校建築屬於「高於標準」等級的學生在CTBS的13個分測驗中，

有11個分測驗的分數高於學校建築為「低於標準」的學生的分數，差距由

1至9個百分等級。其中差距較大的分測驗項目為：拼字相差9個百分等級、

閱讀字彙和科學也相差7個百分等級。另外在總分方面，兩者的差距為5

個百分等級。因此，該研究結果亦證實了學校建築對學生成就有影響，而且

兩者呈正相關。而與學生成就有相關的建築變項，包括顏色、燈光、維護、

密度、暖氣等。 

 

（四）Hines的研究－「建築現況與學生成就及行為」 

Hines（1996）於其博士論文「建築現況與學生成就及行為」中，運用

Cash的研究方法、略修過的CAPE為資料蒐集工具，並且以1992-1993學年

維吉尼亞州十一年級學生參加TPA的成績為學生成就代表，進行研究相同的

主題—學校建築對學生成就與行為的影響。Hines和Cash的研究設計中較

不相同的是：Hines以88所大型的城市高中為樣本，而Cash則以小型鄉村

高中作為她的研究樣本。修改過的CAPE包含的項目有：建築年齡、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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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氣候控制、顏色、密度、科學實驗室品質、美觀等。調查問卷由學校

行政人員填答，收回66份，回收率為75﹪。 

Hines以學生社經地位作為共變量，將資料進行共變數分析。根據研究

結果，發現「低於標準」的學校建築的學生，在TAP的各項分測驗的分數，

皆低於「高於標準」的學校建築的學生，其中以數學分數相差17個百分等

級為最大。兩者在各項分測驗的表現相差有9到17個百分等級之多。而在

總分方面，也有14個百分等級的差距（Earthman, 1998）。顯示學校建築現

況愈好，學生的成就測驗成績也愈好。在使用的建築變項方面，較高的學生

成就與較新的建築、較多的窗戶及地毯、維護、空調設備等變項有關。 

另外，與Cash和Earthman等人的研究結果相比，Hines的研究發現要

大上許多。從表2-7可看出，分屬「高於標準」和「低於標準」學校建築的

學生，在標準測驗的總成績方面，Cash和Earthman等人的研究結果是相差

5個百分等級；而Hines的研究結果卻發現兩類學生的差距高達14個百分

等級，並且在每個分測驗的分數差距，也高於另外兩個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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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7  低於標準與高於標準學校建築的學生成就之百分等級差距表 

科目範圍 
Cash（TAP）

1993 

Earthman et al

（CTBS）1995 

Hines（TAP） 

1996 

閱讀字彙 -- ＋7 -- 

閱讀理解 ＋4 ＋1 ＋15 

數學概念 -- ＋1 -- 

數學應用 ＋4 ＋3 ＋17 

語言／書寫 ＋2 ＋4 ＋9 

資訊 ＋4 -- ＋13 

基本綜合 ＋4 -- ＋13 

拼字 -- ＋9 -- 

社會科學 ＋3 0 ＋11 

科學 ＋5 ＋7 ＋9 

總測驗 ＋5 ＋5 ＋14 

資料來源：“The impact of school building condition and student 

achievement, and behavior,”by G. I. Earthman, 1998, p 18.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441329. 

 

（五）LanhamⅢ的研究－「維吉尼亞州小學建築與教室現況與學生成就的關

係」 

LanhamⅢ（1999）在其博士論文「維吉尼亞州小學建築與教室狀況與學

生成就的關係」中，自全州989所小學中隨機抽取300所，作為研究樣本，

探討小學建築及教室現況與學生成就的關係。LanhamⅢ指出Cash（1993）

和Hines（1996）的研究已證實了維吉尼亞州鄉村和城市高中的建築品質與

學生成就有相關。而以小學為對象的研究將有助於擴大瞭解學校建築與各階

段學生成就的關係。LanhamⅢ以「維吉尼亞小學建築及教室狀況評量」（An 

Assessment of Building and Classroom Conditions in Elementary Schools 

in Virginia）作為蒐集建築、教室現況以及人口統計資料的工具。問卷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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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填答，收回197份，回收率為66﹪。學生成就則以三和五年級學生於

1998年參加全州性「學習標準評量」（Standards of Learning Assessment）

測驗的成績為主。此研究採用的科目成績，三年級以英文及數學為主，五年

級為英文、數學和科技。 

以每個科目成績為效標變項，學生社經地位（午餐減免）以及建築和教

室變項為預測變項，進行5個多元逐步迴歸分析。分析結果顯示，達.05顯

著水準的建築變項為：空調設備、學校面積、天花板、地板、維護、教室結

構（開放或封閉）、以及廣域網路。以空調變項為例，每提升一個等級，三

年級英文平均可增加4.6分、五年級數學可增加8.6分、五年級科技可提高

3.1分。另外，由於該研究未對學校建築依優劣情形分類，因此無法得知良

好學校建築與不良學校建築學校，學生成就的差異情形。 

 

（六）O’Neill的研究－「德州教育服務中心十三區中等學校的學校設施

對學生成就、行為、出席率、以及教師流動率的影響」 

O’Neill（2000）為了瞭解德州教育服務中心十三區76所中等學校設

施對學生成就、行為、出席率、以及教師流動率的影響，以自行發展的「學

習環境全面評量問卷」（Total Learning Environment Assessment, TLEA）

蒐集學校設施資料。問卷內容包括四個部分：（1）建築歷史：年代、更新、

參與設計的人員；（2）教育的適切性：學術學習空間、特殊學習空間、支持

空間、社區家長空間；（3）教育環境：包括內、外部環境、視覺增強；（4）

開放性問題。問卷採郵寄方式，由校長填答，回收率為92﹪。而學生成就

方面，以八年級於1998-1999學年參加「德州學術技能測驗」（Tex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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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of Academic Skills, TAAS）的通過率為代表。一共有：通過

閱讀、數學、科學、社會科、書寫的比率、通過所有科目的比率、通過三科

（閱讀、書寫、數學）的比率等七項。並以學生社經地位為共變量，用以調

整學生成就、行為、出席率、教師流動率。 

經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資料，發現學校設施與學生的七項成就測驗通過

率有正相關，其中達.05顯著相關的設施變項有「學術學習空間」、「外部環

境」及「建築年代」。另以T考驗，比較學校設施得分最高的25﹪與得分最

低的25﹪，兩組學校的學生成就的差異情形。研究發現，達顯著差異的成

就項目為：通過閱讀、通過數學、通過所有項目、以及通過三科（閱讀、書

寫和數學）的比率。但是通過科學的比率卻未達顯著差異，與其他研究結果

不同（Earthman＆Lemasters, 1996；Hines, 1996；Lewis, 2000）。但在學

生行為、出席率、以及教師流動率方面，並未達.05顯著差異。從上面的研

究結果，顯示學校建築狀況與學生成就之間有正相關存在，亦即學校建築愈

新或者品質愈高，其學生的成就表現也愈好。 

 

（七）Lewis的研究－「密耳瓦基市公立學校設施現況與學生表現」 

Lewis（2000）為了研究密耳瓦基市139公立小學、中學及高中的學校

設施與學生成就間的關係，採用由「建設控制公司」於1991年對139所學

校所進行的設施評鑑結果以及四、八和十年級學生分別在1996、1997及1998

年接受「威斯康辛學生評量系統」（Wisconsin Student Assessment System, 

WSAS）的成績，進行多元迴歸分析。使用的預測變項，除了學校設施現況之

外，還包括學生種族、出席率、曠課及停學率、流動率、午餐減免比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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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WSAS的閱讀成績。Lewis認為閱讀成績與學生能力有極高的相關，因此

可以增加所建立的研究模式的解釋力。而效標變項則為四、八和十年級學生

在WSAS的數學、科學、語言及社會科的成績。 

經多元迴歸分析後，發現學校設施與這三年的學生測驗成績，在36個

關係中有11項達.05顯著相關，其中科學成績還連續2年達顯著。而在控

制其他變項後，學校設施對學生成績所造成的差異解釋量約為10﹪至15

﹪。另外，較特別的是，1998年的成績與學校設施間的關係皆未達顯著。

Lewis提出兩個可能的原因：（1）學生接受測驗的時間與學校設施評量的時

間差距過長；（2）成績內部一致性問題，例如1996年採用百分等級，而1998

年卻用通過某水準的學生比例。因此，可能導致1998年的學生成就表現與

學校設施的關係皆未達顯著。不過，Lewis認為這11項達顯著的關係並非

是運氣造成的，也就是說學校設施確實會影響學生的學習成就。 

 

（八）Yarbrough的研究－「小學生的學業成就與學校設計的關係」 

Yarbrough（2001）在其博士論文「小學生的學業成就與學校設計的關

係」中，以喬治亞中西教育服務區的小學為範圍，隨機抽取24所小學作為

研究樣本，探討學校設計與學生學業成就間的關係。在研究設計上，

Yarbrough運用2000版的「小學設計評鑑量表」（Design Appraisal Scale 

Elementary），親自至每所學校進行評鑑工作。該評鑑量表內容包括：動線

型態、大型空間、建築設計、採光與視野、顏色、建築設施的相稱性、校址、

教學附屬設施、室外環境、教學實驗室（教室）、以及環境狀況（包含聽覺、

氣候控制、照明系統等）等十一大項。學生學業成就以三和五年級學生在「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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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華基本能力測驗」（ITBS）的總分為主。 

經統計控制學生社經地位、學生種族、資優生比例、教師學歷和教學經

驗後，進行多元迴歸分析。研究發現，學校設計因素可以解釋三年級總分總

變異之14.2﹪，五年級則為9.7﹪。其中對三年級學生學習有較大影響的設

計因素為：動線型態（3.5﹪）、校址（3.3﹪）、室外環境（3.2﹪）；五年級

則為：大型空間（3.1﹪）及教室（2.4﹪）。 

 

（九）Al-Enezi的研究－「科威特公立高中十二年級學生的學業成就與學

校建築現況間關係之研究」 

Al-Enezi（2002）為了探討科威特公立高中學校建築與其學生學業成就

之間的關係，選擇56所（男校、女校各半；人文、自然課程亦各半）施行

相同課程及接受標準測驗的學校作為研究對象，參與學生一共有6,096人。

學校建築資料的蒐集修改自Cash的「學校物理環境評量」問卷，並依建築

狀況之良窳分三組：上（前1/4）、中（中間2/4）、下（後1/4）。學生學業

成就以十二年級學生於2000-2001學年接受的標準測驗的成績為主。 

經統計分析，發現「自然主修學校」的建築現況與其學生學業成就間的

關係成正相關（r=.31至 .45），尤其是對「男校自然主修學校」來說，兩

者相關性更高（r=.51至 .75）；但對「人文主修學校」而言，兩者之相關

性較低。其中，女校無論是自然或人文主修學校，其學生學業成就與學校建

築的關係皆未達.05顯著水準。另外，在比較「上」、「下」兩組學校的建築

現況方面，只有「男校自然主修學校」達.05顯著差異。至於女校較不受建

築現況影響的現象，Al-Enezi針對此結果，提出兩點解釋：（1）女學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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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大學的條件較嚴格並且有人數限制；（2）女性教師只能任職於女校，並且

考核較嚴。由於這兩項因素的影響，無論女教師或女學生都必須更加努力，

因此克服了學校建築的不利影響。 

由此可知，科威特56所高中的學校建築現況對學生學術成就的影響因

學生性別以及學術主修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影響，其中以「男校自然主修

學校」的學生成就受建築品質良劣的影響最大。最後，需注意的是，研究者

因無法取得學生社經地位相關資料，所以資料分析並未納入此因素；再者，

調查工具的適用性問題，因為科威特教育部對學校建築的設備有一定的規

定，導致56所學校在窗戶、地板種類、空調、暖氣、附屬運動設施、天花

板、實驗室設備及教室燈光上的回答皆一樣，而無法納入分析，使得研究結

果可能受影響。 

 

（十）Weinstein的研究－「學校的物理環境：一個文獻評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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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變項包括座位、教室設計、密度、

隱私、噪音、窗戶以及開放空間等。藉由分析相關文獻資料，在學生學業成

就上，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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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成就（nonachievement）變項，即行為和態度，產生影響。例如較高的學生

密度會引發學生的不滿、減少社會互動、及出現較多的攻擊行為；「軟性的」

（soft）教室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出席率和教室活動的參與，並且學生對教師

和同學較易持正面的態度。Weinstein認為受教室物理環境影響而產生的行

為以及態度，有可能進一步影響學生的學業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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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McGuffey的研究－「設施」 

McGuffey（1982）對88篇有關學校設施的相關研究報告進行文獻分析，

以探討設施與學生成就、表現、和自我概念的關係。文獻探討內容分為三部

分：（1）物理環境：包括學校建築年代、溫度因素、視覺、聽覺因素、顏色

和室內油漆等；（2）建築結構：包含開放空間、空間大小、無窗設施、地下

室設施等；（3）規劃變項：指校地大小、建築運用、建築維護、特殊教學設

施、支援設施（包括禮堂、自助餐廳、體育館、圖書館、教學資源中心等）、

學校建築空間等。 

根據文獻分析結果，McGuffey做出兩項結論：（1）陳舊不合時宜的學

校設施會對學生的學習過程產生負面的影響。相反地，安全、現代和管理良

好的環境設施有助於學生的學習；（2）學校設施因年級及科目的不同，而產

生不同的影響（p. 276）。而會對學生學習以及行為產生影響的變項，有：

建築年代、溫度因素、視覺因素、顏色和室內油漆、聽覺因素、開放空間以

及特殊教學設施。另外，在空間大小、學校規模和支援設施方面，未有明顯

結論；在校地大小和建築運用上，與學生成就或行為的相關性不高。 

 

（十二）Lemasters的研究－「有關設施、學生學業成就及學生行為之研究

的綜合分析」 

Lemasters（1997）以學校設施對學生成就和學生行為的影響為題，針

對53篇於1980年之後所出版的研究報告，有系統地進行文獻分析研究。所

分析的獨變項包括：顏色、維修、校齡、教室結構、氣候情況、密度、噪音、

照明。Lemasters綜合Weinstein和McGuffey的分析結果與自己所做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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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分析，得到以下五點發現： 

1.維護良好的學校設施對學生成就有正面的影響。 

2.維護良好的學校設施對學生行為有正面的影響。 

3.學生在教室中有「隱私領域」的需求。當教室中有隱私空間的設計時，

可減少學生的焦慮和壓力。 

4.具有紫外線的全光譜日光燈對學生健康有益。 

5.非教學噪音對學習者有負面的影響。 

 

（十三）Schneider的研究－「學校設施影響學術成果嗎？」 

Schneider（2002）對133篇有關學校設施的研究報告，進行文獻分析。

並將相關研究文獻分成六個部分進行研究探討，分別是：（1）室內空氣品質、

通風和溫度舒適；（2）照明；（3）聽覺；（4）建築年代和品質；（5）學校規

模；（6）班級規模。 

在經過分析之後，Schneider做出六項結論： 

1.學校設施影響學習。尤其是在空間結構、噪音、冷熱、照明、空氣品

質等變項上，可以發現這些因素明顯地會影響學生和教師的表現。 

2.由於「建築年代」缺乏一個清楚的定義，因此不適合單獨當作影響學

生表現的學校設施指標。 

3.小學校對學生有正面的效果，特別是對低社經學生來說。 

4.班級規模對學生的影響仍無定論。 

5.有關學校設施的定義缺乏一定的標準。  

6.以設施為題所進行的研究，其中的品質差異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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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上述的研究，在學校建築品質的界定方式上採用不同的工具，以及

學生年級和學業成就測驗的差異，使得研究結果出現不一致的情形。但從這

十三篇研究，亦可獲得一些共同的結論： 

1.學校建築與學生成就有相關的假設獲得進一步的證實。並且規劃完善

以及維護良好學校建築，其學生的學術成就表現較好。 

2.數學、資訊、科學等科目與學校建築有較高的相關。因為「低於標準」

的學校建築常意味著，缺乏現代的教學設備，如科學實驗室、電腦教室、

網際網路設施等。而這些設施又與學生在數學、科學、資訊等科目的學

習效果，有相當密切的關連。因此，缺乏這些設施時，不僅讓學校開課

的種類受到限制、影響教師教學的成效之外，更會影響到學生在這些課

程上的學習效果。 

3.對學業成就表現影響較顯著的建築變項為：建築年代、空調設備、燈

光、噪音、密度、維護、教室設備等。 

4.教育機會均等問題。既然學校建築的良窳會對學生的學習產生影響，

因此對於學校建築為「低於標準」的學生而言，他們可能因設備的缺乏

或學校物理環境的不良而造成較低的學業成就。這種因學校建築的不

良，而直接危害到這些學生的受教權益，可說是教育機會不均等的一種

情形。 

 

二、個別學校建築變項與學生學業成就的相關研究 

個別學校建築變項與學生學業成就的相關研究，是指以單一個建築項目

作為研究主題的研究而言。大致上，此類研究可分為五大類，即（1）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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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年代、（2）燈光照明、（3）噪音、（4）溫度、濕度、通風和空氣品質，

以及（5）學校規模等。 

 

（一）建築年代 

學校建築的年代可說是影響學習的物理環境變項中最為關鍵的一個。因

為從學校建築的年代，常可推論其他變項的情況。比如舊式的建築可能在隔

音、採光、空調設備、實驗室等方面的品質較差或是根本沒有。此外，老式

的建築設計又常面臨無法支援新課程、新科技和新教學方法的窘境。這些因

素使得在老舊建築就讀的學生的表現不如在新式建築就讀的學生。從

McGuffey（1982）和Lemasters（1997）所做的文獻分析中也都證實學校建

築的年代與學生成就有相關。以下另以五篇有關學校建築年代的實證研究作

說明： 

1.Chan的研究－「學校建築年齡對學生成就的影響」 

Chan（1979）於1975-1976學年以喬治亞州有八年級的191所中等學校

為對象，探討新舊學校建築與八年級學生學業成就間的關係。學校建築調查

問卷由校長填答，調查內容以八年級的物理環境為主，包括空調設備、地毯、

燈光、教室顏色等。並依現代化程度，將學校分成三等級，分別為：「非現

代化老舊學校建築」、「部分現代化學校建築」、「現代化學校建築」。學生成

就以八年級學生於1975-1976學年參加「愛荷華基本學力測驗」的成績為主。 

以統計方法控制學生社經變項後，分析發現學校建築年齡與學生的總

分、字彙及數學分數達.05顯著相關。而在三組學校的比較上，發現「現代

化學校建築」的學生成就最高，再來是「部分現代化學校建築」，學生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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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的是「非現代化老舊學校建築」。另外，在各項建築變項的比較上，有

空調設備的學校，其學生的學業成就皆高於無空調學校，但只有字彙分數

達.05顯著差異。其餘建築變項則未有明顯影響效果。 

 

2.Chan的研究－「學生對新舊學校建築態度之比較研究」 

Chan（1982）採用非等組準實驗設計，以南卡羅萊納州的West Gantt

小學（建於1936年）119位二、三、四年級學生為控制組，Dunean小學（建

於1923年）96位二、三、四年級學生為實驗組，進行「學生對新舊學校建

築態度之比較研究」。實驗組在後來搬進一所較新且環境設備較好的學校。

Chan以「我們的學校建築態度調查表」（Our School Building Attitude 

Inventory）對這兩所學校學生進行前、後測。後測所得分數經前測分數調

整後，實驗組的平均比控制組高19分，達.001顯著水準。顯示在較新且設

備完善學校的學生，對學校建築持有較正面的態度。 

 

3.Bowers和Burkett的研究－「兩所特定學校的設施環境與學生成就

的關係」 

Bowers和Burkett（1987）挑選新、舊兩所屬於田納西州鄉村郡學系統

的小學，比較兩所學校學生在學習成就、出席狀況、健康及行為的差異情形。

經統計分析，發現兩所學校學生無論在學習成就、出席狀況、健康及行為上

皆達.01顯著差異。表示新學校學生在學習成就、出席狀況和健康情形都比

舊學校建築的學生理想，並且問題行為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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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uke、Griesdorn、Gillespie和Tuttle（1998）的研究－以「過度

擁擠」及「陳舊設施」對教學和學習的影響為研究焦點 

維吉尼亞州由於現存學校建築設施過於陳舊，再加上入學人數的增加，

因此面臨學校建築更新以及新設的問題。為了說服大眾以及瞭解學校設施與

學生學習和教師教學的關係，「維吉尼亞學校督學協會」便委託維吉尼亞大

學的「托馬斯傑佛遜中心」，以「過度擁擠」及「陳舊設施」對學習和教學

的影響為題，進行研究。「托馬斯傑佛遜中心」於1998年11月郵寄「學校

設施影響調查問卷」（School Facilities Impact Survey）給維吉尼亞州

133位督學。問卷回收128份，回收率為96﹪。 

根據調查研究發現，因陳舊不良的設施以及過度擁擠所造成的影響，以

下列五方面最為嚴重： 

（1）減少教學時間：有36.2﹪的學區反應，曾因學校設施問題（如：

電路系統、鍋爐、水和污水等）而必須提早放學或停課。另外，在1997

和1998這兩年間因缺乏空調設備，使得維吉尼亞州的學校短少了38

個上課天。 

（2）減少教學和學習效能：因學校空間、教室或設備的不足，導致學

校必須採取併班或增加班級人數等方式來解決這些問題，也因此使得教

學及學習效能受影響。根據調查結果，有53﹪的學區表示必須以增加 

班級人數來解決教室不足的問題。另外，有40﹪的學區表示，必須採 

取併班的方式。此外，更有高達63﹪的學區表示，為了解決空間的不 

足，而必需在非教室的地方上課，如大禮堂、餐廳、儲藏室、或教師研 

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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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減少課程的選擇：有20﹪學區表示曾因為學校空間的不足，而面

臨取消或減少課程的數目。而最常被犧牲的科目大多是職業教育課程以

及選修課程。 

（4）因學校設施不符州及聯邦政府的規定，而給學校帶來壓力。 

（5）學生健康和安全受威脅：有7﹪的學區表示，在過去這兩年裡曾

發生學生因學校設施出問題而受傷的事件。另外，也有些學區因學校通

風不良使得空氣品質變差，而導致學生過敏或氣喘。 

 

5.Maxwell的研究－「學校建築更新與學生表現：一個學區的經驗」 

Maxwell（1999）以紐約州中部的西拉庫斯學區21所社經地位相似的小

學為研究對象，研究這些學校自1984年陸續進行設施更新至1997年期間，

學生成就的表現情形。Maxwell認為學校設施升級將會有助於提升學生成就

表現。所以，根據紐約州每年五月針對三及六年級的閱讀和數學所進行的「學

生評鑑方案測驗」（Pupil Evaluation Program test）成績，與就讀「新近

更新」（指過去十年內曾進行大規模整修的學校）學校學生的比例作分析。

經研究發現，數學成就與就讀新近更新學校的學生比例呈顯著正相關，代表

隨著就讀新近更新學校的人數增加，數學成就的表現也愈好。而在閱讀表現

方面，則未發現有顯著關係存在。針對此點，Maxwell提出了三點可能原因：

（1）從1983至1997年間，此學區有大批非以英語為母語的學生遷入，使

得閱讀分數無法達顯著相關；（2）這段期間，數學的教法有改變；（3）數學

的成績較易受影響。因此，學校設施品質對數學的影響大過對閱讀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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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燈光照明 

長久以來，學校的採光問題一直是教育設施研究的焦點。因為學生在學

校中所進行的活動，幾乎都需要運用眼睛以進行學習工作。所以採光優良與

否便直接影響師生的教與學，甚至影響其生、心理（Hathaway, 1993；Lyon, 

2001）。再者，塑造一個良好的視覺環境，必須有其他設施的配合，比如校

舍的方位、門窗、室內環境的建材及顏色等。因此，採光問題即為初期設施

規劃需要納入考量的重要項目之一。 

而針對教室照明所進行的研究，大都以比較不同人工照明設施對學生學

習以及生心理的影響為主，特別是全光譜日光燈與一般日光燈的比較。此

外，在有效運用能源及永續的理念下，自然採光對學生影響的研究也有增多

趨勢。以下即略舉數篇重要的研究，說明燈光對學生的影響： 

 

1.London的研究－「全光譜教室照明與學生病假」 

London（1987）以佛蒙特州的Green Street小學為對象，比較一般日

光燈與全光譜日光燈對學童生理健康的影響。London以三個5到9歲的班

級作為實驗組，將教室燈光改為全光譜日光燈。另以三間同年級班級作為對

照組，不更動教室燈光，即使用一般的日光燈。在實驗進行前的一個學期，

兩組學生的病假日數並無差異。但是經一年後，發現實驗組學生的病假數有

明顯的減少。實驗組在九到十二月期間，平均每生每100日病假數為2.30，

而一到六月期間，則減少為2.19，約下降了5﹪。而對照組以及學校其他班

級學生的病假數則呈現增加的情形，約各上升了29﹪與23﹪。此外，該研

究中亦提到，教師們覺得全光譜日光燈較為明亮、自然、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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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rangaard的研究－「色彩與燈光對國小學生的影響」 

Grangaard（1993）在其博士論文「色彩與燈光對國小學生的影響」中，

以內華達州的一所公立小學的一班一年級學生（11位學生）作為實驗對象，

研究學生位處不同色彩及燈光設計的教室時，其生理和行為的變化情形。生

理方面以血壓為指標；行為則以「非任務行為」為主。整個實驗過程分為三

階段進行：階段一在原教室，該教室以橘、紅、黃色壁紙為主，採用標準冷

白日光燈；階段二則換至特定教室，該教室以藍色為主，採用Duro-test 

Vita-lite所生產的全光譜日光燈；最後階段再回到原教室。經過七週的實

驗研究，發現這些學生在特定教室的平均非任務行為次數比在原教室減少

22﹪，血壓也下降了約8﹪。但是當學生回原教室（第三階段）時，其血壓

和非任務行為並未回升至階段一的數據，而是與第二階段所得的數據相當。

Grangaard認為可能是受第二階段的實驗效果所致。 

 

3.加拿大亞伯達省的研究 

（1）Wohlfarth的研究－「色彩和燈光對學生成就、行為及生理的影響的

研究」 

Wohlfarth（1986）在加拿大亞伯達省教育部的贊助下，以Wetaskiwin

學區的四所小學700名學生為對象，進行燈光與色彩對學生影響的非等組之

準實驗研究。實驗研究時間從1981至1985年。以其中一所小學作為控制組，

其餘三所為實驗組。控制組學校使用冷白日光燈和傳統學校色彩，即暗棕

色、灰色、米白色和亮橘色調。三所實驗組學校接受的實驗處理分別為：（1）

只接受色彩處理：依照心理動力色彩系統（psychodynamic color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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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教室的色彩；（2）接受燈光及色彩的處理：教室色彩依照心理動力色彩

系統設計，並且使用全光譜燈光；（3）只接受燈光處理：使用全光譜燈光。

此外，另針對接受燈光處理的兩所學校的五年級教室，於全光譜燈光中增添

紫外線。 

根據研究結果，發現使用全光譜照明設施的學校，其學生在「青春前期

情緒量表」（Preadolescent Mood Scale）的調查上，比控制組學生，有較

正面的情緒表現。而在添加紫外線功能照明設施的教室裡上課的五年級學

生，其蛀牙及病假的比率顯著低於控制組學生。另外，接受燈光及色彩處理

的學校圖書館，其噪音量也比控制組低。但是在學生成就、學科態度、學生

行為、病假、眼睛問題及血壓上，並未發現明顯的因果關係。  

 

（2）Hathaway、Hargreaves、Thompson和Novitsky的研究－「燈光

對國小學童影響的研究：一個日光剝奪的案例」 

Hathaway、Hargreaves、Thompson和Novitsky（1992）為了驗證1981

－1985的研究結果，選擇五所小學並於1987年開始為期兩年的複製研究工

作。該研究主要目的在於驗證不同照明設備是否對四年級學生的學業成就、

出席狀況以及生理產生影響，生理部分包括牙齒、成長和發展、視力。該研

究使用四種照明設施，分別為：全光譜日光燈、全光譜紫外線日光燈、冷白

日光燈及高壓氣化燈。經兩年暴露於不同照明燈光下，依所獲得資料指出，

使用全光譜紫外線日光燈的學生，其蛀牙數最低，並且在出席、身高體重、

學業成就方面的表現皆為最好的。而使用高壓氣化燈的學生，在身高的增加

以及學術成就的提升速度上皆為最緩慢，且出席率亦為最低。因此，上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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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獲得進一步的支持，亦即燈光會對學生的學習以及生理健康產生影

響。但是由於過量的紫外線有致癌的疑慮，因此研究者們認為在量及地區日

照應該如何為最適宜的問題上，仍有待進一步的研究（Hathaway, 1993）。 

 

4.Nicklas和Bailey的研究－「自然採光學校的學生表現之分析研究」 

Nicklas和Bailey（1996）為了瞭解自然採光與學生表現之間的關係，

以北卡羅萊納州Johnston郡為對象，比較三所（一所小學、兩所中學）採

用晝光作為學校主要照明來源的學生成就與全郡學生成就的差異情形。分析

的學生成就資料含蓋新照明設施使用之前與之後所測得的標準測驗成績。另

外，為了避免作無效比較，Nicklas和Bailey將分析的重點擺在比較兩方

學生，其歷年成就測驗的進步比例上。經研究後發現，就讀晝光學校的學生

比就讀非晝光學校的學生，在標準測驗分數的進步比例上，高出5﹪至14

﹪。顯示採用晝光作為教室主要照明來源，有助於提升學習效果。 

 

5.Heschong Mahone Group的研究－「晝光與人的表現之關係」 

Heschong Mahone Group（1999）在「學校裡的晝光－晝光與人的表現

間的關係之調查」研究中，以三個分別位於加州、華盛頓州及科羅拉多州的

學區小學為對象，分析21,000多名二至五年級學生的閱讀及數學成績，欲

探究教室晝光與學生成就是否有相關。該研究團隊採用多變量線性迴歸分析

法，以控制其他影響學生成就的變項。個別分析三個學區的資料後，發現晝

光與學生成就間的關係，皆達顯著正相關。代表採用晝光的學校，其學生的

測驗表現較佳。以加州的Capistrano學區為例，教室接收最大量晝光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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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其學生在1997及1998年的兩次測驗中，平均閱讀和數學的進步情形，

比最少量晝光學校分別快26﹪及20﹪。研究團隊認為造成此結果的原因，

可能因為晝光的品質較人工光線佳、可提高照度、能夠改善人的情緒以及健

康等因素影響之下，使得晝光學校學生的測驗有較好的表現。 

而為了更加深入瞭解晝光對小學生的影響，以及提高研究結果的準確

度，Heschong Mahone Group重新運用Capistrano學區和西雅圖公立學校

學區學生於1997-1998學年所測得的閱讀和數學成績，進行再次的分析工

作。分析重點包括：教師誤差分析、年級分析以及出缺勤分析。再次分析研

究獲得以下四項發現（Heschong, Elzeyadi, ＆ Knecht, 2002）： 

（1）整體而言，教室有最大量晝光的學生，比最少量晝光教室的學生 

在學習速度上要快21﹪。 

（2）未發現教師分派上的誤差。 

（3）晝光對學生的作用不因年級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影響。 

（4）學生的出缺勤與教室的物理環境特徵（如晝光、窗戶、空調等）沒 

有顯著相關。 

 

綜合上述的研究結果顯示，使用全光譜日光燈的學校，其學生在身體健

康或出席狀況較佳（Hathaway, Hargreaves, Thompson, ＆ Novitsky, 

1992；London, 1987；Wohlfarth, 1986）、血壓較低、情緒表現較佳、非任

務行為較少（Grangaard, 1993）、蛀牙較少（Hathaway, Hargreaves, 

Thompson, ＆ Novitsky, 1992；Wohlfarth, 1986）、以及有較好的學業表

現（Hathaway, Hargreaves, Thompson, ＆ Novitsky, 1992）。另外，在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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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與人工光線的比較研究上，研究結果皆一致地指出使用晝光的學生，其學

術表現優於使用人工光線的學生（Heschong Mahone Group, 1999；Heschong, 

Elzeyadi, ＆ Knecht, 2002；Nicklas ＆ Bailey, 1996）。但是也有一些

研究認為全光譜日光燈只是商人的行銷手法，並未有獨特的功效。Boyce

（1994）針對一般日光燈與全光譜日光燈進行比較可視光譜、相關色溫以及

國際照明協會的一般演色性指標的分析，發現全光譜日光燈並無特殊之處，

唯一的不同是全光譜日光燈會釋放出紫外線。而對於紫外線是否有益於人

體，Boyce認為需要再深入研究。再者，Gifford（1994）以及Veitch和McColl

（1994）曾分別針對有關全光譜日光燈的相關文獻進行文獻分析，共同的發

現是：大部分的研究所使用的方法未符合科學研究的基本原則，造成歸因研

究處理效果上的困難。 

 

（三）噪音 

由於聲音是否成為噪音，常因人、時、地而異。因此，噪音與學習的關

係便顯得相當複雜。Gifford（1997）認為噪音對學生學習的影響，取決於

六個方面：聲音的物理特性、學習者的特徵、工作的性質、情境、學習對表

現、及個別差異（p. 249）。所以噪音對學習的影響可能因人、時、地以及

學習的科目而產生不同的影響效果。而有關噪音與學生學習表現之間的關係

的研究，依研究設計大致可分成兩大類：（1）實驗室研究：以人為方式控制

噪音位準，評估學生的行為或學習表現；（2）自然情境研究：以學校或住家

環境的噪音為依據，挑選長期暴露於不同噪音位準的學生為對象，進行比較

研究。以下即以數篇國內外的研究，說明噪音對學習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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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ohen、Glass和Singer（1973）－「公寓噪音、學童聽覺辨識與閱

讀能力」 

Cohen、Glass和Singer（1973）於1972年以54位居住於紐約上曼哈

頓「Bridge公寓」的小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公寓下方的高速公路噪音與

學童聽覺辨識及閱讀能力三者的關係。Cohen等人假設，學童暴露於無法控

制的噪音環境中愈久，愈會學習以「過濾」（filter）方式來處理噪音問題，

並且在不自覺中將有意義及無意義的聲音都「過濾」掉。因此，隨著暴露時

間的加長，學童對聽覺的刺激會愈形鈍化，使得聽覺辨識力的發展受影響，

最後影響到閱讀能力。而在所用的變項方面，以公寓的樓層數作為交通噪音

大小的指標；以「Wepman聽覺辨識測驗」（Wepman Auditory Discrimination 

Test）的得分作為學童聽覺辨識能力的代表；閱讀能力則以紐約市每年舉行

的「大都會成就測驗」（Metropolitan Achievement Tests）的百分等級得

分為主，包括閱讀字彙、閱讀理解、以及閱讀總成績三項。 

Cohen等人先將54位受試，依居住時間是否超過四年為分界，分成兩

組，並使用簡單相關、淨相關及逐步迴歸等統計方法進行資料分析。主要的

研究發現為：針對居住時間不到四年的學童而言，在居住樓層與聽覺辨識能

力上，兩者相關未達顯著。而居住時間超過四年以上的學童，所居住的樓層

與聽覺辨識能力達顯著正相關，並且對聽覺辨識能力有19﹪的解釋力。而

另一方面，聽覺辨識能力與閱讀能力兩變項亦達顯著正相關，且對三項閱讀

成績的解釋率分別為：閱讀字彙20﹪、閱讀理解8﹪、閱讀總成績12﹪。

但是同時將樓層與聽覺辨識能力變項納進迴歸方程式，以預測閱讀成績時，

樓層的解釋力則降為0。也就是說交通噪音是經由損害學童的聽覺辨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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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進而對學童的閱讀能力形成不良的影響。另外，亦發現居住時間越長的

學童，其聽覺辨識力越差。因此，Cohen等人所提出的研究假設獲得支持。 

 

2.Bronzaft和McCarthy的研究－「高架地鐵列車噪音對閱讀能力的影

響」 

Bronzaft和McCarthy（1975）為了能更進一步瞭解紐約市學生的閱讀

能力與地鐵所產生的噪音的關係，以及該噪音對學生所造成的干擾情形，以

「98公立學校」為研究對象。因為該校距離附近的高架地鐵線約只有220

英尺，而每天從早上9點到下午3點通過的列車數高達80列次。表示平均

每4.5分就有一列火車通過，並使得靠鐵軌的東邊教室的噪音從59db（A）

升高到89db（A）。而西邊教室因離鐵軌較遠，受影響較小。因此，Bronzaft

和 McCarthy從東西邊教室中，挑選智力、成就水準相當，並且年級和教學

方法相同的班級，作為比較對象。即以二、四和六年級161名學生，和1971

到1973年14個二、三、四年級班級在「紐約大都會成就閱讀測驗」

（Metropolitan Achievement Reading Test）的閱讀成績，作為分析資料。

依據變異數分析1974學年的閱讀成績與教室地點的關係，兩者達.01顯著

差異。顯示西邊教室學生的閱讀成績高於東邊教室的學生。另外，1971至

1973年的成績，由於只有班級的平均分數，因此只進行簡單的比較。從比

較中，也發現西邊班級的閱讀成績高於東邊的班級。位於較吵環境中的班級

（東邊），其閱讀成績平均落後較安靜班級（西邊）約三到四個月。 

Bronzaft和McCarthy（1975）對於有此結果，認為可能原因有兩點：（1）

地鐵噪音干擾教學，減少上課時間；（2）學生的住家可能位於地鐵附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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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環境吵雜，影響學童語言能力的發展。另外，需特別注意的是，該研究所

分析的閱讀成績，是學生在原教室接受測驗所得。因此，在較吵教室接受測

驗的學生，其成績有可能受影響。因此，測驗若能在相同條件的環境中進行，

應有助於提升研究結果的準確度。 

 

3.Cohen, Evans, Krantz和Stokols（1980）－「飛機噪音對學童生理、 

動機及認知的影響」 

Cohen, Evans, Krantz和Stokols（1980）欲瞭解飛機噪音對小學生的

生理、認知和動機的影響，以受洛杉磯國際機場影響最劇的小學三年級和四

年級142名聽力正常的學生，以及位處安靜地區學校120名同年級且聽力正

常的學生，作為配對組設計，進行實驗。這兩組學生的特徵除了學生種族的

組成比例相異之外，在年級、社經地位以及父母的職業和教育程度上皆相類

似。該實驗研究主要以三項認知測驗作為瞭解兩組受試在認知及動機上有無

差異的指標，即受試的閱讀和數學成就測驗以及兩項拼圖測驗。另外，以血

壓作為了解受試學生生理的指標。該研究，除了學生的成就測驗是來自學校

的紀錄之外，其餘所有的實驗皆在同一個受控制的安靜環境中進行。將其實

驗研究結果，歸納如下： 

（1）對生理的影響：來自噪音學校的學生，其收縮壓和舒張壓顯著高

於安靜學校的學生，達.03顯著差異。 

（2）對學生認知學習的影響：在成功解答的人數比率以及解題所需時

間方面，受飛機噪音影響的學生，在成功解出答案的比率上，低於來自

安靜學校環境的學生，且需較長的解題時間，而這個現象隨著學生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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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噪音的時間的增加，有逐漸拉大兩組差距的趨勢。這三項雖未達.05

顯著差異，但亦有.07的顯著水準。另外，噪音學校的學生也比較容易

放棄，兩組差異達.004顯著水準。 

（3）學生成就測驗成績方面：兩組學生的閱讀及數學成績並未達顯著

差異。Cohen等人認為可能原因在於受試來自不同學校，因此在教學方

法以及師資等因素的影響，使得研究結果與其他相類似的研究結果不

同。 

 

4.Christie和Glickman的研究－「教室噪音對學生的影響：性別差異 

的證據」 

Christie和Glickman（1980）從早期有關噪音對學童的影響的相關文

獻中，發現這些研究的重點大都著重在聽力的損傷以及聽覺的言語辨識能力

上。而且早期的研究結論認為教室噪音對學童的影響會因學童年齡之不同，

而產生不同的影響效果。亦即隨著年齡的增長，學童會發展出適宜的策略來

處理噪音問題。Christie和Glickman為了能進一步瞭解教室噪音對學童智

能上的表現的影響，以及釐清年紀較大的學童是否較有能力處理噪音問題，

便以俄亥俄州的「馬克街小學」156位一、三和五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探

討（1）不同年級學生，（2）男學生與女學生間，（3）處於不同噪音位準（70dbA、

40dbA）教室環境中，在「標準累進矩陣」（Standard Progressive Matrix）

測驗上的得分差異情形。經變異數分析後，重要發現如下： 

（1）年級的主要效果達顯著，表示學生年紀越大，在矩陣測驗上的得 

分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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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噪音與性別的交互作用達顯著。男學生在較吵的教室環境中，矩

陣測驗的得分比在安靜教室的得分高；女學生則相反。 

 

5.Green、Pasternack和Shore的研究－「飛機噪音對學齡兒童閱讀能

力的影響」 

Green、Pasternack和Shore（1982）在檢視噪音與學童閱讀能力的相

關文獻之後，發現這些研究文獻指出了居住或就學環境較為吵鬧的學童，其

閱讀成績較差。但是這些研究的對象數量不大，並且沒有深入探究不同噪音

等級是否會對學童的閱讀能力有不同的影響效果，即是否有「劑量效應」

（dose-response effect）關係的存在。有鑑於此，Green等人便以受甘迺

迪國際機場和紐約LaGuardia機場噪音影響的布魯克林和皇后兩區共362

所小學為研究對象，並依據「噪音暴露預測曲線」（Noise Exposure Forecast 

contours）將小學分成五個不同噪音等級的組別，運用多元迴歸分析，以探

究不同噪音等級對學童閱讀能力的影響。所使用的變項有：（1）效標變項：

以在國家標準閱讀測驗中，低於年級標準一年或更多的學生比率為效標變

項。資料分析年度從1972-1976年，共為五個年度，且包含二至六年級；（2）

預測變項：噪音位準、學生種族比率、午餐減免比率、缺席率、學生流動率、

師生比、教師學歷等。 

Green等人將五年資料合併後，運用淨相關排除學生種族、午餐減免等

變項對閱讀成績的解釋力後，發現噪音位準的淨相關係數皆為正值，並且

18個迴歸當中有15個達.05顯著相關。顯示暴露於噪音之下的學校，其學

生的閱讀能力低於年級標準的比率愈高。若以噪音位準預測學生閱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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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噪音位準升高一級時，學生閱讀能力低於年級標準一年或更多的比率將增

加0.62﹪。亦即隨著噪音等級的增加，閱讀能力不符年級標準的學生比率

也隨之提高。因此，證實了飛機噪音與學童閱讀能力之間有「劑量效應」的

關係。 

 

6.Evans、Hygge和Bullinger（1995）－「慢性噪音與心理壓力」 

Evans、Hygge和Bullinger（1995）在「慢性噪音與心理壓力」一文中

的研究目的，在於探究長期受慕尼黑國際機場噪音影響的社區與安靜社區，

兩社區的學童在生心理、認知、動機以及情緒上的差異情形。研究對象共有

135名聽力正常的三、四年級學生，且兩組學生在社經地位、父母教育程度、

職業、家庭大小方面皆無顯著差異。在檢測項目上包括：（1）生心理：血壓、

神經內分泌（腎上腺素、正腎上腺素、考的索）；（2）認知：注意力、記憶

和閱讀測驗；（3）動機、煩躁及生活品質的測量。 

根據兩天實驗所得資料，進行分析。歸納研究結果，如下： 

（1）生心理方面：居住於長期受飛機噪音影響的社區的學生，其腎上 

腺素以及正腎上腺素的分泌顯著高於居住於安靜社區的學生。另外，處 

於噪音干擾的環境時，居住於吵鬧社區的學生，其收縮壓顯著低於另一 

組學生；舒張壓則無顯著差異。 

（2）認知方面：在注意力上，兩組學生無顯著差異；在一項長期記憶 

測驗上，來自較吵環境的學生的表現顯著低於安靜社區的學生；而在德 

國標準閱讀測驗（German standardized reading test）的表現上，來 

自安靜社區的學生，顯著優於吵鬧社區的學生，特別是在難度較高的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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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上。 

（3）動機、煩躁以及生活品質方面：居住於吵鬧社區的學生，在一項 

無解拼圖測驗上，其持續度顯著較差，並且對其社區的噪音有較高的煩 

躁表現。在生活品質問卷的調查結果，安靜社區的學生在「心理層面」 

上的評價顯著高於另一組學生，但是在「社會層面」以及「功能層面」 

的調查結果，兩組學生並無顯著差異。 

另外，從研究過程中，Evans等人亦發現來自受飛機噪音干擾社區的學

生，對實驗情境中的噪音的敏感度較差。顯示這些學生在面對噪音時，以「關

掉」（tune out）聽覺刺激策略來處理噪音問題。因此，對學童的閱讀、問

題解決以及高層次理解力的發展較為不利。特別是對兒童來說，噪音易阻礙

語言能力的發展，並且容易習得不當的方式來處理噪音，進而影響日後的學

習。 

 

7.Evans和Maxwell的研究－「慢性暴露性噪音與閱讀能力不足：語言 

習得的中介效應」 

Evans和Maxwell（1997）認為慢性暴露性噪音之所以影響學童的閱讀

能力表現，主要原因在於噪音會阻礙學童語言的習得，而語言的習得已經語

言心理學家證實是發展閱讀技巧的關鍵。因此，Evans和Maxwell提出噪音

經由影響學童的語言習得，進而對其閱讀能力造成損傷的假設，如圖2-14

所示。為了驗證該假設，以及確認學童閱讀能力的不足是由慢性暴露性噪音

所引起，而非突發性噪音，Evans和Maxwell挑選紐約市兩所小學（一所位

於機場航道下、另一所位於安靜的市區內），以116名一、二年級聽力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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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以英語為其母語的學生為對象，在控制的安靜環境中進行測驗工作。在學

生閱讀能力方面，以學生在「Woodcock閱讀精熟測驗」（Woodcock Reading 

Mastery Test）的得分為主；在語言習得過程方面，以「語言理解」、「聲音

理解」及「音素辨識測驗」分數為主。 

經由統計控制學生的母親的教育程度之後，進行資料分析。其結果顯

示：學校噪音程度較高，其學生的閱讀能力以及語言理解力較差，並且噪音

對閱讀分數的解釋力，有一部分是由「語言理解」所造成，亦即噪音影響語

言理解，接著影響學童的閱讀能力。所以，Evans和Maxwell所提的假設獲

得支持。但是在聲音理解以及音素辨識力方面，與噪音及閱讀能力則無顯著

相關存在。另外，由於施測地點為一標準化且為控制良好的安靜環境，因此

可以肯定學生閱讀能力不足是由慢性暴露性噪音所導致，而非是在施測過程

中，由突發性噪音所造成的。 

噪音 語言習得 閱讀 
 

 

圖2-14  語言習得的中介假設之概要圖 

資料來源：“Chronic Noise Exposure and Reading Deficits：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Language Acquisition,”by G. W. Evans, ＆ L. 

Maxwell, 1997,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29（5）, p. 640. 

 

8.加州大學的國際機場噪音研討會 

「聯邦跨部會飛機噪音委員會」（Federal Interagency Committee on 

Aviation Noise, FICAN）於2000年2月在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辦理一場

「飛機噪音對學童學習的影響」的研討會。由於無法取得完整研究報告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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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只能依據FICAN於2000年9月針對該研討會所發表的摘要報告，簡述

數篇研究結果（引自Federal Interagency Committee on Aviation Noise, 

2000）： 

（1）Staffan Hygge的研究－「教室噪音的研究」及「慕尼黑機場的 

研究」 

A.教室噪音的研究：Hygge以1,500名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受試

處於三種不同交通噪音（飛機、火車、高速公路）環境，但相同噪

音位準（Lmax76dBA, Leq66dBA）時，其長期記憶能力的表現情形。

根據研究結果，發現受試暴露於飛機和高速公路噪音環境時，學生

的長期記憶能力顯著較差。而火車噪音則未對學生的記憶力造成顯

著的影響。 

B.慕尼黑機場的研究：Hygge利用舊慕尼黑機場關閉與新機場營運

之前後，挑選位於這兩個機場附近的學校，共350名九歲學生進行

研究。測驗項目包括認知能力和記憶力。研究發現：在舊機場未關

閉前，學校位於舊機場附近的學生的表現較差，但隨著機場的關

閉，情形獲得改善；相反的，新機場營運之後，位於其附近學生的

認知程度有逐漸下降的趨勢。 

（2）Stephen Stansfeld和Mary Haines的研究－「慢性暴露性噪音

對學童健康及認知的影響之研究」 

Stansfeld和Haines選擇八所學生社經地位相似的小學做為研究範

圍，其中四所受希斯洛機場噪音影響較大，另外四所小學受機場噪音的影響

較小。以八到十一歲學生為主要研究對象，分別於1996年及1997年於原教

 101



室中接受閱讀理解測驗和煩躁度的調查。Stansfeld和Haine以1996年的

資料作為比較的基準線，經比較分析後發現：處於高噪音的學生，其閱讀理

解能力的發展比同年齡學生約遲緩六個月，並且進步的速度較緩慢。在煩躁

度調查方面，處於高噪音環境的學生，其煩躁度也比較高；但在實際壓力事

件的調查方面，高噪音組學生並沒有出現較多的實際壓力事件。Stansfeld

和Haines推測這現象可能是「學得無助」所造成。 

 

9.Haines、Stansfeld和Head的研究－「倫敦希斯洛機場噪音與附近

學校成就表現之多層次模式研究」 

Haines、Stansfeld和Head（2002）於「倫敦希斯洛機場噪音與附近學

校成就表現之多層次模式研究」中，主要目的為：在顧及學生社經地位以及

學校特性因素之下，探討（1）飛機噪音與學生學習表現之間是否具有「劑

量效應」關係；（2）飛機噪音對不同科目的影響情形。Haines等人以三個

鄰近倫敦希斯洛機場的行政區的123所小學（包含公立學校、津貼學校及教

會學校）為範圍，研究對象則以六年級學生為主，約有11,000名學生。以

這些學生於1996年和1997年參加「關鍵階段2」（Key Stage 2）的「國家

標準考試」的分數（National Standardised Scores, SATs），作為分析依

據。SATs包含有英文（拼字、書寫、創造寫作、閱讀）、數學以及科學分數。

噪音方面，依「1994民航局的飛機噪音曲線圖」，將123所學校分成八個不

同噪音等級的組別，編號由1到8，數字愈大代表所受噪音影響愈強大。 

Haines、Stansfeld和Head（2002）使用兩種模式探討飛機噪音與學生

SATs的關係。模式1，排除性別、測驗年度、以及學校類型等變項對S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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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力；模式2，除了上述變項之外，再排除學生午餐減免的比例（社經

地位）對SATs的影響力。經統計分析之後，獲得四項發現： 

（1）閱讀成績與長期暴露於飛機噪音環境之中有顯著相關，且噪音程 

度每提高一層，閱讀分數將減少0.42分。 

（2）數學分數與飛機噪音的關係亦達顯著相關。當噪音程度每提高一

層，數學分數將減少0.73分。 

（3）但在排除學生社經地位對閱讀及數學分數的影響力之後，兩者與

噪音之間的關係並未達顯著 

（4）飛機噪音與閱讀和數學成績具有「劑量效應」關係，而這層關係

亦受學生社經地位因素的影響。 

 

10.洪百薰的研究－「噪音與個人特質對國中生聽取效果之影響研究」 

洪百薰（民74）在其碩士論文「噪音與個人特質對國中生聽取效果之 

影響研究」中，以師大附中國中部152名（男96、女56）聽力及智力正常

的一年級學生為受試，探討學生對交通噪音的「感受性」和「容忍度」、以

及在四種不同噪音位準及「訊號－噪音比」情境中，聽取效果的差異情形。

四種情境分別為：（1）噪音65分貝、語音65分貝，訊號－噪音比為0；（2）

噪音65分貝、語音70分貝，訊號－噪音比為5；（3）噪音75分貝、語音

75分貝，訊號－噪音比為0；（4）噪音75分貝，語音80分貝，訊號－噪音

比為5。而學生的聽取效果則以接受「中國語音均衡字彙表」測驗的得分為

指標。主要研究發現有以下三點：  

（1）男女學生對噪音的「感受性」並無顯著差異，但是在「容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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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男學生的容忍度顯著高於女學生。 

（2）無論男學生或女學生在訊號－噪音比為5的情境中，其聽取效果

較佳。最佳聽取效果情境為噪音65分貝、語音70分貝，訊號－噪音比

為5。顯示在實際教室中，教師的聲音需要比背景噪音高，學生才能聽

清楚教學的內容。 

（3）提高訊號－噪音比雖有助於學生的聽取效果，但是噪音位準若超

過學生的感受性範圍，則易使學生產生煩躁現象，反而無助於學習。 

 

11.林聰德的研究－「臺北市中小學校園噪音問題之研究」 

林聰德（民74）為了瞭解臺北市中小學校園環境噪音的狀況及其對師

生身心的影響，對全市194所學校進行實地噪音調查及問卷調查。實地調查

部分，採普查方式，包括國小122校、國中58校、高中職14校，合計194

所。而問卷調查對象則以校長、總務主任及受造音影響較嚴重班級的導師填

答為主，每校五份，總計發出970份，回收率達100﹪。另外，學生問卷部

分，抽出17所學校47個班級進行問卷調查，收回有效問卷1,045份。所得

資料經SPSS進行次數分析和交互相關分析後，發現： 

（1）臺北市校園噪音組成以交通因素為主，占58﹪，其中又以汽機車

行駛和喇叭聲（32﹪）及公車站公車啟動聲（14﹪）占大多數 

（2）對噪音現況的看法：整體而言，教師認為校園噪音偏向較不嚴重。

但是認為校園噪音「非常嚴重」的教師有16.4﹪。另外，有26.1的教

師認為現況有迫切改善的需要；學生的反應則偏向「有點嚴重」 

（3）對教學的影響：大致而言，教師認為不嚴重。但師生均表示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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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影響閱讀、思考和聽取。並且教師必須大聲說話，才聽的清楚。在受 

影響科目上，教師認為最易受影響的科目為：文科（24.6﹪）、理科（20.4 

﹪）。 

（4）高分貝區內的學生對於「容忍力」、「聽課影響」、「閱讀與思考影

響」、「聽力影響」的反應較為強烈，顯示學生之感受與噪音位準之高

低有相關。 

 

12.喻台生的研究－「機場噪音對校園環境影響之評估研究」 

喻台生（民75）以中正機場周圍12所中小學為對象（國小10所、國

中1所、高中1所），進行實地測試和問卷調查，作為探究中正機場噪音對

鄰近學校師生所造成之心理和教學的影響之依據。問卷調查分教師和學生兩

種問卷。教師部分，以所有教師為對象，共計發出283份問卷，回收277

份，回收率達97.7﹪。學生部分，國小以六年級生為主，國中及高中以三

年級學生為對象，共計發出527份問卷，回收率為100﹪。經統計分析後發

現： 

（1）教師問卷部分：約有六成的教師表示飛機噪音嚴重干擾教學活動

的進行，並且認為噪音已嚴重影響學生的學習。而當飛機通過時，最常

採取的因應措施有：停止講課和提高音量。此外，約有三成教師表示有

調校之意願。 

（2）學生問卷部分：約有六成的學生表示飛機噪音已嚴重影響聽課的

品質及上課的專心度。另有四成學生反應閱讀及思考受噪音干擾程度達

「頗受干擾」及「深受干擾」程度。而受噪音影響最深的科目為理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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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此外，在生心理的影響層面上，25﹪的學生表示在飛機通過後，

感到「耳鳴」、21﹪的學生感覺「暫時聽不見」、26﹪的學生表示會感到

「心情焦慮」。 

 

13.陳雪玉的研究－「臺北市立國民中學聽覺環境之調查研究」 

陳雪玉（民77）為瞭解臺北市立國民中學學校噪音的現況和噪音對教

學的干擾情形，以及師生對學校建築配置、設計與噪音的關係的感受，以自

編之「臺北市國民中學聽覺環境概況問卷調查」及「臺北市國民中學聽覺環

境調查問卷」作為研究工具。聽覺環境概況問卷調查採普查方式，發出61

份，收回51份，回收率達88.52﹪；聽覺環境調查問卷（分教師用和學生

用兩種）：依行政區群集隨機抽取18所國中為對象。教師部分發出360份，

收回294份，收回率81.67﹪；學生部分以18所國中最為噪音的困擾的班

級為對象，發出360份問卷，收回357份，收回率達99.17﹪。經統計分析，

發現： 

（1）臺北市國中的噪音主要來自校外，其中又以交通噪音（汽機車）

為最。而校內噪音部分主要來源為運動場活動聲、隔壁教室及樓上班級

傳來聲音。因此，受訪師生一致認為教學是否受噪音干擾，學校所在位

置是其關鍵。另外，教師也表示校舍形狀、運動場位置及各棟樓間的距

離亦是影響校園聽覺環境的因素 

（2）對教學的影響：有66﹪的教師認為教學受學校噪音影響，63﹪的

教師反應必須大聲說話才能上課。而學生也有63﹪表示教師大聲說話

才聽的清楚。另外有58﹪的學生表示其閱讀及思考頗受噪音干擾，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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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干擾嚴重的科目依序為：國文和英文（25.7﹪）、數學（24.2﹪）。 

（3）面對噪音所採取的行動：教師方面以拉開嗓門、關門窗、暫停講

課為主；學生則以關門窗、抱怨、暫時以手遮耳作為因應。 

（4）對學生心理的影響：師生表示最常出現的不適症狀為心煩、頭痛、

無法專心等。 

 

綜合以上十三篇研究報告結果，顯示無論住家或是學校環境，噪音皆對

學生造成廣泛的影響。從實證研究中發現，就讀學校或居家環境屬於高噪音

區時，其學生的閱讀能力較差（Bronzaft ＆ McCarthy, 1975；Cohen, Glass, 

＆ Singer, 1973；Evans, Hygge, ＆ Bullinger, 1995；Evans ＆ Maxwell, 

1997；引自Federal Interagency Committee on Aviation Noise, 2000；

Green, Pasternack ＆ Shore,1982；Haines, Stansfeld, ＆ Head, 

2002）。並且噪音對閱讀能力的影響具「劑量效應」，表示隨著噪音量的增加，

學生的閱讀成績也愈差（Green, Pasternack ＆ Shore,1982；Haines, 

Stansfeld, ＆ Head, 2002）。此外，在其他認知學習（如：拼圖測驗、長

期記憶力）上也較不理想（Cohen, Glass, ＆ Singer, 1973；引自Federal 

Interagency Committee on Aviation Noise, 2000）。在學習動機方面，受

噪音干擾的學生，顯得較易放棄（Cohen, Evans, Krantz, ＆ 

Stokols,1980；Evans, Hygge, ＆ Bullinger, 1995；引自Federal 

Interagency Committee on Aviation Noise, 2000）。另外，在生理方面，

發現受噪音影響的學生，其血壓偏高（Cohen, Evans, Krantz, ＆ 

Stokols,1980）以及腎上腺素和正腎上腺素的分泌也比較高（Evans, Hyg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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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llinger, 1995）。而其他層面的影響方面，噪音所造成的不良影響包

括：干擾教學、減少教學時間、易煩躁、焦慮、頭痛等（Bronzaft ＆ McCarthy, 

1975；Evans, Hygge, ＆ Bullinger, 1995；林聰德，民74；洪百薰，民

74；喻台生，民75；陳雪玉，民77） 

 

（四）溫度、濕度、通風和空氣品質 

一般而言，室內環境的溫度、濕度、空氣流動以及空氣品質與人類的行

為及表現的關係，由於個體的差異（適應水準、文化背景等）、衣物、活動

或工作的型態、暴露的時間、周圍環境，再加上室內的溫度、濕度以及空氣

的流動和品質之間互有關連等因素之下，使得研究複雜化，而所得結果也出

現不一致的情形（Bell et al., 2001；Gifford, 1997；Veitch ＆ Arkkelin, 

1995）。但是這並非表示個體不會受其影響。Gifford在「環境心理學」一

書中，一開頭即明確地指出「室內環境－溫度、濕度和空氣流動－毫無疑問

地會影響學習」（1997, p. 256）。而根據多篇文獻分析研究的結論，也證實

學校的室內環境會對教師和學生產生影響（Earthman ＆ Lemasters, 1996, 

1997, 1998；Earthman, 1998；Jago ＆Tanner, 1999；Lemasters, 1997；

McGuffey, 1982；Schneider, 2002）。影響的層面包括了師生的生理、心理

以及健康。因此學校是否具有暖氣、通風與冷氣設備，即HVAC系統，以調

節不適宜的室內環境，便顯的相當重要。 

Chan（1979, 1980）於1975-76學年，研究喬治亞州八年級學生成就與

建築新舊的關係，發現有空調設施的學校，其學生在「愛荷華基本學力測驗」

的分數皆高於無空調的學校。並且在字彙分數上，兩者更達.05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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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nes（1996）研究維吉尼亞88所高中學校建築現況與十一年級學生成就的

關係，發現教室窗戶數較多以及有空調設備的學校，其學生在「學術精熟測

驗」上的分數較高。但是，以北達科他州全部199所高中為對象的研究，

Earthman等人（1995）卻發現，在空調設施變項上，「低於標準」的學校學

生的平均總分高於「高於標準」的學校學生的情形。LanhamⅢ（1999）以維

吉尼亞州小學三和五年級學生於1998年參加「學習標準評量測驗」的成績，

研究學校建築及教室物理環境與學生成就的關係。經迴歸分析，發現空調設

備與學生成績達.05顯著相關。以五年級為例，當學校的空調設施提升一個

等級，數學成績可增加8.6分，而科技成績則可提升3.1分。Harner分析

有關最適溫度的相關文獻，發現溫度超過華氏74度（約攝氏23度）時，便

會對閱讀和數學技巧表現產生不良的影響（引自Lackney, 1997）。 

另外，在空氣品質方面，在美國，有超過50﹪對室內空氣品質的抱怨

都跟通風不良有關（Crawford, 1998）。而學校的環境因教室內的人口密度

高、學生對空氣的呼吸量又比成人大，所以當教室通風不良，溫度、濕度不

適時，便易引發健康問題（Moore, 1998；Torres, 2000）。根據美國環境保

護局（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2000）的研究，不良的空

氣品質易引發的問題，有：（1）增加罹患短期或長期的健康問題，如咳嗽、

眼睛發炎、頭痛、氣喘、過敏等；（2）傳播空氣傳染的疾病；（3）加重氣喘

及呼吸道疾病患者的病情；（4）造成令人不舒服的學習環境；（5）因不適、

生病或請假而減少教學和學習的功效；（6）易使某些物理設施受損；（7）易

引起家長與學校的緊張關係，甚至損及學校形象等不良影響。此外，環境保

護局更表示因慢性疾病而缺席的學生，以罹患氣喘為最多。每年有超過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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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個學生因氣喘而不能到校上課（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2003）。一份以歐洲8所學校800為學生為對象的研究，探討教室二氧化碳

含量與學生健康和注意力的關係。經研究發現，當教室二氧化碳含量增加

時，學生在注意力測驗以及健康症狀調查的結果皆較差，並達顯著相關（引

自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2003）。此外，Haverinen等

人（1999）以芬蘭的一個學校中心為對象，探究空氣品質與學生健康關係。

該中心有三棟不同建材的建築，並由不同年級學生所使用。中學學生使用A

（石造）和C棟（木造）建築，小學則使用B棟（磚造）。研究者蒐集建築

的相關資料（包括：製圖、結構設計、維修記錄等）、學生健康史、以及三

棟建築裡的濕度、空氣中霉菌、微生物以及其他污染物的含量等，作為分析

的依據。經調查後發現，以C棟的空氣品質最糟。而學生健康方面，在調整

學生性別、年齡、抽煙以及遺傳性過敏等因素後，發現中學學生有鼻塞、鼻

炎、聲音嘶啞以及疲勞等健康問題的比例顯著高於小學。在罹患長期及重複

性流行性感冒、咳嗽、眼睛問題以及氣喘方面，中學學生也比小學高。而其

氣喘的比例（13﹪）甚至高出芬蘭其他地區同年齡學生（4-7﹪）一倍多。 

Overbaugh（1990）以46位榮獲「1988年度州教師」的中小學教師為

對象研究物理環境對教師專業的影響。受訪教師認為，能夠讓他們發揮專業

的環境特點之一是一個有著宜人溫度並且能夠由教師來控制空調設施的教

學環境。Schneider（2002）以芝加哥和華盛頓特區公立學校教師為研究對

象探討學校設施與教學及學生成就的關係。研究發現，在有關學校設施問題

方面，以不良空氣品質被提到的次數最高，接著為噪音、電器插座不足以及

溫度舒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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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的研究文獻，得知學生和教師的身心深受教室內環境的影響。不

適宜的溫度、濕度、空氣品質，除了讓人產生不適感，降低注意力之外，還

會危及身體健康，導致生病缺席。無論是教師或是學生缺席，對教育成果都

是一種損傷。 

 

（五）學校規模 

一般來說，學校規模通常指學校班級數或學生人數的多寡而言。而在學

術研究領域中，我國常以班級數作為計算單位，西方則較常以學生人數為計

算單位（湯志民，民80）。由於學校規模與教育觀、教育資源以及教育方法

有密切的關係（牟中原，民84），因此常出現不同的觀點。支持大規模學校

者認為大學校才符合經濟規模、資源多能提供較多樣的課程及各種服務、以

及吸引優秀教師等優勢。而贊同小規模學校者，則認為小學校能夠營造良好

的師生關係與學校氣氛、顧及弱勢學生等優點，進而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表

現。但隨著愈來愈多的研究文獻的出現，其結果似乎較傾向於小學校。但是，

小學校是指多小呢？有無最適規模呢？對各階段學校而言，標準是否相同

呢？對不同社經背景的學生而言，學校規模對他們又有何影響呢？ 

以下即就專家學者的建議或研究結果，闡明有關學校的最適規模以及學

校規模與學生學業成就兩者間的關係：  

學校的最適規模為何呢？Lee和Smith（1997）以高中學校規模與學生

學習成就的關係為題所進行的研究，發現高中規模在600至900人的學校，

學生的學習效果最佳。Meier（引自Irmsher, 1997）主張300至400人的

學校運作最佳，其理由有七點：便於溝通管理、師生彼此能夠熟識，相互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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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行政簡化單純、安全、家長參與意願高、教師對社會的責任、以及歸屬

感。而在國內的研究方面，楊錫安（引自湯志民，民80）從教學、社會成

本、經濟學和對國內現況的檢討等角度出發，建議國中小的班級數應在24

至36班之間。蔡保田、李政隆、林萬義、湯志民與謝明旺（民77）在考量

國內都市高度發展的結果，造成校地取得不易的情形下，建議學校規模以

24至60班較為理想。吳清山（民78）以臺灣地區公立國民小學為對象，研

究學校管理模式與學校效能的關係，認為學校規模在13至24班的學校，其

效能最好。而教育部（民91）在「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中規定，國民中

小學之規劃，以不超過48班為原則。從上述這些文獻可發現國內和國外的

研究對於最適規模學校的看法，在學生人數上略有出入。但是，他們皆一致

認為過小或過大的學校是不適當的。以國內的研究結果來說，中小學的最小

合適規模為24班，最大規模為60班。 

另外，在學校規模與學生學業成就兩者關係的研究方面，將以數篇研究

說明之： 

1.Friedkin和Necochea的研究－「學校系統規模和成就表現：一個權

變觀點」 

Friedkin和Necochea（1988）檢視有關學校規模與成就表現間關係的

實證文獻，發現研究結果相當不一致。因此兩人於「學校系統規模與成就表

現：一個權變觀點」研究中，提出圖2-15的「規模－成就表現關係之權變

模式」，用以解釋先前研究的不同結果。Friedkin和Necochea認為學校規

模會對學校的運作產生「機會」（指正向的影響力，如經濟規模、獲取資源

的能力等）或「限制」（指負向影響力，如協調控制的問題、派系衝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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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而這影響力的大小會受學生社經地位高低所調節，最後影響學生的

表現。因此，當正向的影響力大過負向的影響力時，則有利於學生的表現。

反之，則不利於學生的表現。 

為了驗證該理論，Friedkin和Necochea以加州三、六、八和十二年級

學生為研究對象，運用多元迴歸方法，考驗「學校規模對學生的表現的影響

會因學校學生社經地位的不同而產生正面或負面影響」（p. 241）的假設。

Friedkin和Necochea以這四個年級學生於1983-84學年接受「加州評量計

畫」（California Assessment Program）的成績作為效標變項。預測變項為：

（1）學校規模：以年級的學生人數為計算單位；（2）學校社經地位：三和

六年級以父母的職業為主；八和十二年級則以父母的教育程度為代表。經研

究後發現：隨著學校社經地位的升高，學校規模對學校表現的影響從負向轉

為正向。顯示大規模學校對高社經學校來說，會強化「機會」及減少「限制」

的效力，因此較有利於學生的學習表現；而對低社經地位的學校來說，則會

強化「限制」及減少「機會」的效力，使得學生的成就表現較差。因此，該

假設獲得支持，並且成為首先證實學校規模與學生社經地位之間有交互作用

的研究（Huang ＆ Howley,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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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5  規模－成就表現關係之權變模式 

資料來源:“School system size and performance: A contingency 

perspective,” by N. E. Friedkin and J. Necochea, 1988,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10（3）, p. 240. 

Copyright 1988 by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2.Fowler和Walberg的研究－「學校規模、特徵和成果」 

Fowler和Walberg（1991）以紐澤西州29所公立中學為對象，探討包

括學校規模在內的二十三項學校特徵與學生成就的關係。他們運用逆向逐步

迴歸，用以剔除對效標變項差異解釋量較低的預測變項，直到迴歸程式裡的

變項皆達.05顯著水準。其中，效標變項以1984-1985學年，九年級學生參

加州的基本能力測驗以及高中精熟測驗（High School Proficiency）、以及

學區學術性向測驗的分數為代表，另外還包括升學就業比例、學生留住比例

等；預測變項則有學區社經背景與屬低收入家庭的學生比例、學校規模與學

區的校數、生師比、教師薪資與學經歷、每生經費等，共計有二十三項。 

資料經分析後，二十三個預測變項只有七個維持.05顯著水準，分別

是：學校裡屬低收入家庭的學生比例、學校規模、學區的校數、具有學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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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的教師比例、生師比、教師平均薪資以及學區的社經地位。其中學校規模

與學區的校數和學生成就呈現負向的關係，顯示大型學校或學區較不利於學

生的學習。此外，Fowler和Walberg也發現小型學校在學生留住比例以及

好幾項成績的表現上比較好。 

 

3.Huang和Howley的研究－「減輕不利因素的影響：小規模學校教育

對阿拉斯加學生成就的影響」 

Huang和Howley（1993）以阿拉斯加州為研究範圍，探討學校規模是否

調解不利身份對學生學業成就的影響。他們以1989年之前就讀同一學區四

年以上的四、六和八年級學生為對象，人數分別為5,589、3,930以及4,038

人。運用多元迴歸分析方法，以1989年的「愛荷華基本學力測驗」成績為

效標變項，預測變項為：學校規模（小、中、大型）和不利身份（依學生種

族、移民、殘障等身份，分五級）。另外，使用三個控制變項，包括：學校

資源、學校氣氛、以及學生學術背景。 

統計控制上述三個控制變項，經多元迴歸分析後，獲得研究結果如下： 

（1）整體而言，大型學校的平均分數高於小型學校，但是在大型學校，

不利因素對學生學術成就的影響效果大於小型學校。 

（2）學校規模與不利因素的交互作用呈無次序性交互作用，顯示同屬

相同等級不利身份的學生，在小型學校的學術表現比在大型學校好。 

 

4.Howley的研究－「加深不利因素的作用：學校和學區規模對西維吉

尼亞州學生成就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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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ley（1995, 1996）著手研究有關西維吉尼亞州學校和學區規模與學

生成就之間的關係之前，該州從1987-1994年間已因經濟因素，以合併學區

或學校的方式約關閉了26﹪的學校。為了凸顯學校規模對學生學習的影

響，Howley以西維吉尼亞州有三、六、九和十一年級的學校為對象，複製

Friedkin和Necochea於1988年所做的研究。採用迴歸方法，預測變項有

1990年秋天的學校及學區規模（年級平均人數）和學生社經地位（1990年

秋天學生午餐減免的比例、學區成人的教育程度）；校標變項則以三、六、

九和十一年級於「綜合基本能力測驗」的平均分數為主，但這四個年級的施

測時間略有不同，三和六年級為1991年春天，九和十一年級則在1990年秋

天。 

Howley以零基相關和逆向逐步迴歸分析法，分別對學校和學區兩個層

級進行研究。在學校和學區規模與學生成就間的關係上，並未達顯著，但是

其規模大小與社經地位的交互作用則皆達.05顯著負相關（只有學校層級的

三年級未達），顯示學校或學區規模會透過社經地位而對學生學習產生影

響。並且該交互作用對學生成就的解釋量有隨年級的升高而增加的趨勢。另

外，比較不同社經等級，學校與學區規模對學生成就的影響上，發現愈富裕

的學校或學區，規模對學生成就的不利影響愈小，甚至沒有，而對較貧困的

學校和學區而言，其負面的影響力卻隨著社經地位的下降而增加。因此，大

型學校或學區，較不利於低社經地位的學生。 

 

5.Mok與Flynn的研究－「學校規模和高中畢業會考學術成就：兩者有

相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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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k與Flynn（1996）以澳洲南威爾斯的天主教高中為研究對象，探討

學校規模與十二年級學生學術成就的關係。他們以44所學校作為研究樣

本，參與的學生總數為4,949人。Mok和Flynn運用多層次模式作為分析資

料的方法，其中使用的變項分別為：（1）依變項：以十二年級學生參加1990

年高中畢業會考的第三階段入學考試成績（Tertiary Entrance Scale, TES）

為主；（2）獨變項：學校規模、學校社經地位、學校類型、學校過程、校長

的領導、學校文化、氣氛以及學生動機等。 

資料經MLn電腦套裝軟體處理後，發現：學校規模愈大，學生的TES

成績愈好。學校每增加100人，可預測TES分數將增加3分。但由於研究樣

本學校全為天主教學校，並且最大的學校只有1,274位學生，因此對於此研

究結果的應用或是類化到公立學校，Mok與Flynn認為應持謹慎態度為之。 

 

6.Lee和Smith的研究－「高中學校規模：何種學校規模最好以及對

誰？」 

為了解高中學校規模與學生學習成就的關係，Lee和Smith（1997）採

用1988年「國家教育長期研究」的資料，並運用階層線性模式，作為分析

工具。該研究主要探討的問題有三點：（1）何種規模的高中對學生的學習最

有效？（2）何種規模的高中學校，其學生的學習結果差距最小？（3）學校

規模對不同社經背景的學生學習的影響是否一致？Lee和Smith從NELS:88

選取789所高中（公立、天主教、私立），共9,812名學生為樣本，並以這

9,812名學生於八、十及十二年級所測得的閱讀和數學成績的進步分數為依

變項。獨變項方面，學校規模以1989年的全校學生註冊人數為主，一共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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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八個等級。控制變項則包括學生社經地位、學生種族、性別以及學生能力

等。 

Lee和Smith根據分析結果，認為最理想的高中規模為600-900人。而

主要的研究發現如下： 

（1）學生人數在600-900人之間的學校，其學生的學習成效最理想；

少於300人或是超過2,100人的學校，則較不理想。但在校內學習差異

方面，則以小學校的差異較小，大型學校的差異最大。 

（2）無論學校規模，高社經學校的學習成果皆優於低社經學校。而且

過小或過大的學校對低社經學校學生的學習較為不利。另外，高社經和

低社經學校的學習成效，皆以600-900人的學校表現最佳。 

（3）在學校規模對少數種族學生的影響上，以大型學校最為不利。 

 

7.Howley和Bickel的研究－「當說到學校教育...小有效：學校規模、

貧窮和學生成就」 

Howley和Bickel（2000）以喬治亞州、蒙大拿州、俄亥俄州和德州的

全部正規學校為對象，分別進行研究，探討學生成就與學校及學區的貧困程

度、學校和學區註冊人數、以及前二者的交互作用的關係。分析的數量總計

有2,290個學區，約13,600所涵蓋都市、郊區及鄉村的小學、中學和高中。

這四個研究採用相同的方法，運用迴歸及相關分析方法，探討「卓越效果」

（excellence effect,即分析不同貧困程度的學區，其學校或學區規模影響

學生成就的情形）以及「均等效果」（equity effect,分析不同規模學校或

學區，貧困與學生成就的關係）。四個研究所使用變項的操作定義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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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述如下：（1）貧困：俄亥俄州以家庭接受社會補助的比例為指標，其餘三

州則以午餐減免的學生比例為主；（2）學校規模：依年級的平均人數，分大、

中、小型學校；（3）學生學術成就：以標準化測驗或是州指定的成就測驗的

平均分數為主。分析的學生則包括：喬治亞州三、五、八和十一等四個年級、

蒙大拿州四、八、十一等三個年級、俄亥俄州四、六、九、十二等四個年級、

德州為三、五、八、十等四個年級。 

雖然Howley和Bickel選擇四個差異頗大的州作為研究對象，但是經研

究分析後，發現四州的研究結果相當一致。其重要發現如下： 

（1）在喬治亞、俄亥俄及德州，發現來自較貧困社區的學生，以就讀

小型學校，其學術成就表現較好。至於蒙大拿州則較不明顯，但是無論

在哪個貧窮等級，小型學校的學生成就皆高於大型學校。 

（2）在貧窮對學生成就的影響力上，四個州的小型學校比起大型學校，

皆呈現大幅度地減少貧窮對學生成就的影響。以年級來說，減少的幅度

從20至70﹪。顯示小型學校較有利於低社經背景的學生。 

 

8.La Sage和Ye的研究－「學生成就、學校規模與學生性別之相關研

究」 

La Sage與Ye（2000）以德州291所學校（191所小學、57所中學和

43所高中）251,049名學生（幼稚園至十二年級）為研究對象，分析學校規

模與學習成就（閱讀和數學）以及學生性別之間的關係。研究者運用淨相關

分析學生成就與學校規模之間的關係。預測變項包括：學生年級、性別、種

族以及學校規模，並以「德州學術能力評量」的閱讀和數學成績作為效標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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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經統計控制學生社經地位之後，主要研究結果有以下三點： 

（1）在學校層級上，學校規模與學生成就出現不同的結果。小學學校

規模與學生成就呈負向關係，但未達.05顯著水準；中學則呈顯著正相

關；高中則是達顯著負相關。表示小學和高中的學校規模愈大，學生的

學術成就較不理想；中學部分，則是學校規模愈大，學生的學術表現愈

好。 

（2）在學生性別方面，女學生較易受學校規模的影響。 

（3）少數種族學生方面，並未獲得較為一致的結果。 

 

9.Johnson, Howley與Howley的研究－「規模、卓越、均等：有關阿

肯色州學校和學區的研究報告」 

Johnson, Howley與Howley（2002）延續之前在加州、阿拉斯加、西維

吉尼亞州、喬治亞州、蒙大拿、德州以及俄亥俄等州所進行的研究，以阿肯

色州為對象，探究學校規模、學生成就與社經地位三者的關係，即分析該州

的「卓越效果」和「均等效果」。他們同樣以學校和學區作為分析的單位，

採用相關以及迴歸方法。使用變項方面：（1）依變項：以三年（1998、1999

和2000年）的五、七和十年級在「史丹佛成就測驗9」（Standford 

Achievement Test 9）的得分以及兩年（1999和2000年）的四和八年級學

生在「基本測驗」（Benchmark Test）的分數為代表；（2）獨變項：包括規

模、社經地位以及前二者的交互作用。規模以年級的學生數為主，而社經地

位則以三年（1998、1999和2000年）接受午餐減免的學生比例的平均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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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並且分成九個等級。 

經統計分析後，主要研究發現為： 

（1）學校和學區規模愈大，愈不利於低社經學生的學習，但是對富裕

的學生的影響則較小。 

（2）不論是學校或學區，規模愈小愈能減輕社經地位對學生的不良影

響力，特別是位於小型學區的小學校。亦即能夠縮小因貧富因素所造成

的學習差距。 

 

10.Fowler的研究－「學校規模與學生成就」 

Fowler（1995）對44篇（1975至1995年）有關美國中學規模的實證

研究，進行文獻探討。針對文獻的研究內容，他將學校規模對學生的影響分

四方面來探討，分別為：學生態度（包括責任感、滿意、寂寞感以及其他心

理反應等）、學生成就（包含測驗分數、就業、升學等）、自發式參與（課外

活動）以及長期影響。根據Fowler的文獻分析結果，獲得幾項重要結論： 

（1）在課程方面，大學校較有能力提供多樣的課程，但無法保證能顧

及所有的科目；而在開課課程的深度與廣度上，比較的結果都傾向以小

學校的表現較好。 

（2）在學生成就方面，Fowler認為在小學階段已被證實小學校有利於

學生的學習；中學階段則因研究較少且呈現不同的結果。因此仍須更多

的研究來澄清該項問題。 

（3）在學生態度、行為與課外活動的參與方面，小學校的表現皆優於

大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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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校規模對學生長期的影響方面，較無定論。 

 

11.Cotton的研究 

Cotton分別於1996年和2001年，以學校規模為主題，進行文獻分析

研究。 

（1）1996年的研究－「學校規模、學校氣氛和學生表現」 

Cotton（1996）針對103篇探討學校規模與學生表現、態度和行為、教

師態度與合作、課程品質以及教育成本等變項之關係的實證研究、文獻分析

或是非研究性文章，進行文獻分析。文獻出版年代從1959至1996年。茲將

Cotton的分析結果整理如下： 

A.學生表現、態度與行為方面：無論是在學術成就、學習態度、社會行

為、課外活動的參與、出席率、自我概念、歸屬感及人際關係等方面的

表現，皆以小學校較好。而對社經地位較低以及少數種族學生來說，大

型學校則較不利他們在學術、態度及行為上的表現。 

B.教師方面：小型學校的教師對工作的態度較為正面積極，並且與同事

的合作行為較多。 

C.課程品質與成本方面：支持大型學校的人認為大學校才符合經濟規

模，並且能提供較多的課程。但是，研究發現學校愈大，其人事及其他

花費也會增多，且常會出現浪費資源的情形；大學校確實較有能力提供

多樣的課程，但是增多的部分仍以基礎科目為主，較少高級的課程。另

外，有研究證實小型學校的運作成本並沒有比較高。 

 

 122



（2）2001年的研究－「新小學習社區：最新研究文獻的發現」 

隨著愈來愈多的研究證實小型學校在學習、社會等方面的益處，美國各

地也逐漸形成一股「小學校運動」的風潮（Cotton, 2001），特別是大都市

的高中。Cotton認為有些人錯解小學校的理念，因而導致改革失敗。所以

她以分析各種小學校、研究優良小型學校的發現以及成功要素與障礙等主題

為研究焦點，針對53篇從1996到2001年的相關文獻，進行文獻分析。從

該篇的分析結果，亦證實小學校在學生成就、校園安全、均等、教師及父母

的態度上，皆比大型學校好。但是Cotton強調小學校並非只要面積小、學

生人數少就能保證產生上述的這些優點。小學校只是提供一個較有利的環

境，仍須行政人員與教師的理念正確、法令規章等各方面的配合，才能獲致

小學校的這些益處。 

 

綜合上列的這些實證研究以及文獻探討的結果，小型學校確實較有利於

學生在學術上的表現，特別是對低社經背景以及少數族裔學生。雖然造成學

生成就不同的因素相當複雜，但我們仍可由其他相關研究報告來瞭解小型學

校成功的原因。這些研究報告包括：學校規模與師生態度、學生行為、出席

率、學習興趣、活動的參與、歸屬感、人際關係、教師專業成長、家長參與

等（Barker ＆ Gump, 1964；Beeson, n.d.；Bowen, Bowen, ＆ Richman, 

2000；Duke ＆ Trautvetter, 2001；Fetler, 1989；Greenwald, Hedges, ＆ 

Laine, 1996；Haller, 1992；Holland ＆ Andre, 1987；Howley, 1994；

Klonsky, 2002；Lee ＆ Loeb, 2000；Morgan ＆ Alwin, 1980；Nathan ＆ 

Febey, 2001；Pittman ＆ Haughwout, 1987；Raywid, 1996, 1997；Robertson, 

 123



2001；Schneider, 2002；Schrag, 1999；Stockard ＆ Mayberry, 1992；

U. 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1998；Wasley et al., 2000；牟中原，

民84；湯志民，民80）。分析這些研究報告，其結果皆顯示出小學校在這些

方面的表現優於大型學校。因此，當學校師生對學習或學校的態度是正面積

極的、學生出席率是高的、問題行為是少的、課程參與意願也是高的、教師

學生之間的關係亦是良好的⋯，則我們可合理地推測其學生的學習成就應是

令人滿意的。但是，國內外學者（Cotton, 2001；Irmsher,1997；Howley, 

1996；牟中原，民84）也都一再提醒我們，不可將「小學校」視為解決教

育問題的唯一的萬靈丹。誠如Michelle Fine所說的：「『小』只是為了從事

其他嚴密、負責任的工作的一項工具」（引自Cotton, 2001, p. 5）。 

 

上述針對整體學校建築和個別學校建築變項（包括：建築年代、燈光照

明與色彩、噪音、氣候條件、學校規模等）與學生學業成就相關的51篇研

究文獻中，在出版年代方面，有4篇屬70年代、13篇為80年代、90年代

有22篇，而2000年後出版的則有12篇；在研究內容上，以整體學校建築

為探究內容的研究，一共引用13篇；至於以個別學校建築變項為研究主題

的研究，本節所引用的篇數分別為：建築年代有5篇、燈光照明與色彩有6

篇、噪音有14篇、學校規模則有12篇。至於氣候條件部份，由於較少研究

是單獨以該項主題為研究內容，大都與其他建築變項併為一起。因此，只引

用1篇有關空氣品質的研究文獻，其餘則從其他研究中，將有關氣候條件的

部份抽離出來探討。此外，在研究對象上，純以國小為研究對象的研究有

20篇，以國中為對象的有5篇，高中部份則有6篇。而研究對象包含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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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高中階段的研究有16篇，包括國小和國中的有3篇，以國中和高中為研

究對象的有1篇。另外，在研究方法方面，半數以上的研究皆使用調查法，

一共有33篇，而運用實驗法則有11篇，其餘7篇研究文獻則屬文獻分析。 

在研究結果方面，總計上述研究文獻的結果，在（1）建築年代方面：

達顯著的有2篇、不顯著0、相關的6篇、不相關的1篇；（2）燈光照明：

顯著2、不顯著1、相關有10篇、不相關0；（3）色彩：顯著0、不顯著1、

相關5、不相關0；（4）噪音：顯著5、不顯著0、相關9篇、不相關3；（5）

氣候條件：顯著3、不顯著0、相關5篇、不相關0；（6）學校規模：顯著0、

不顯著0、相關有13篇、不相關0；（7）密度：顯著1、不顯著0、相關2

篇、不相關1；（8）教室設備：顯著1、不顯著0、相關4篇、不相關0；（9）

維護：顯著1、不顯著0、相關7篇、不相關0。茲將探討的研究文獻相關

的資料與結果，整理成表2-8「學校建築與學生學業成就及行為相關研究之

研究對象、方法、內容與主要結論」、表2-9「學校建築與學生學業成就及

學生行為之相關研究結果摘要表」以及表2-10「學校建築與學生學業成就

及學生行為之相關研究結果統計表」。 

從本節的研究文獻，在建築年代的研究文獻中，發現老舊的學校建築或

教育設施，不僅影響教師的教學效能和學生的學習效果，更會對師生的健康

造成威脅。此外，文獻中還發現，較新的學校建築其學生的學業成就表現比

老舊的要好，並且對學校建築的態度、出席情況以及行為上也比較良好。在

燈光照明部份，4篇比較數種人工照明設施的研究，皆一致地發現，教室使

用全光譜日光燈，其學生在健康、出席率、情緒、非任務行為以及學業的表

現，都比使用其他種人工燈具要佳；另外，在自然光（即晝光）與人工光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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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較上，研究結果則顯示出使用晝光的學校，學生的學業表現較好。在噪

音對學習的影響研究方面，主要以交通噪音（包括飛機、地鐵、汽機車等）

對學童的閱讀能力及生理的影響為主。從文獻中，發現交通噪音會影響閱讀

能力的發展，特別是處於語言發展階段的學生。並且發現，噪音與學生的閱

讀能力具有「劑量效應」關係，亦即受的噪音量愈大，學生的閱讀能力愈差。

因為噪音不僅會造成學童生心理上的不適，還會影響語言的辨識力。而長期

不舒服噪音的干擾，更會讓學童習得以不適當的方式來處理噪音問題，如以

「關掉」聽覺刺激來因應噪音的干擾，連帶地將有效的訊息一併關掉。而在

教室內溫、濕度、通風與空氣品質與學生的學習方面，從文獻中發現，設有

空調的學校，學生的學業成就較好；不良的室內空氣品質，易引發身體的不

適與呼吸道疾病，例如氣喘、過敏、咳嗽等。最後在學校規模方面，前面所

探討的12篇研究文獻中，除了Mok與Flynn（1996）的研究外，其餘的研

究結果皆顯示學校規模愈大，愈不利於低社經學生的學業表現。而對高社經

學生來說，學校規模對他們的影響則比較小，甚至沒有影響。 

另外，從13篇以學校整體建築為對象的研究中，亦發現規劃完善以及

維護良好的學校建築，學生的學業成就表現比較好。其中以建築年代、空調

設備、燈光、噪音、密度、維護等項目與學生的學業表現有顯著的相關性。

因此，綜合上述的研究文獻，我們可以肯定學校建築品質與學生學習有相

關。雖然在教育領域的研究中，常面臨無法隨機分派學生或教師、以及無法

控制干擾變項等等，使得研究結果的準確度受影響。但是隨著愈來愈多的研

究出現相同的研究結果時，則研究結果的準確度將獲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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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8  學校建築與學生學業成就及行為相關研究之研究對象、方法、內容

與主要結論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研究者 出版 

年代 小

學 

國

中 

高

中 

調

查 

法 

實

驗 

法 

文獻

分析
研究內容 主要研究結論 

Al-Enezi 2002   ˇ ̌    學生的學業成就與學

校建築狀況的關係 

學校建築對學生學業成就的影響，因學生

性別及主修科目而不同，其中以「男校自

然主修」學校受影響最大。 

Bowers、 

Burkett 

1987 ̌   ˇ   新舊學校與學生學業

成就的關係 

就讀新學校的學生，在學業、出席狀況、

健康及行為上皆優於就讀老舊學校的學

生。 

Bronzaft

、McCarthy 

1975 ̌   ˇ   地鐵噪音對閱讀能力

的影響 

較受地鐵噪音干擾的教室的學生，其閱讀

成績較差 

Cash 1993   ˇ ̌    學校建築狀況與學生

成就及行為的關係 

學校建築狀況較佳的學校，其學生的學業

成就亦較好 

Chan 1979  ˇ  ˇ   不同現代化程度學校

對學業成就的影響 

較現代化的學校，其學生的學業成就較好

Chan 1982 ̌    ˇ  學生對新舊學校建築

的態度 

學生對較新且設備完善學校的態度比較

正面 

Christie

Glickman 

1980 ̌    ˇ  教室噪音對學生的影

響 

噪音對學生的影響因性別以及年級而有

不同程度的影響 

Cohen、

Glass、

Singer 

1973 ̌   ˇ   高速公路噪音與學童

聽覺辨識及閱讀能力

的關係 

交通噪音損害學童的聽覺辨識能力，進而

影響其閱讀能力。 

Cohen等

人 

1980 ̌    ˇ  飛機噪音對學童生

理、動機及認知的影響

屬噪音區學校學生，其血壓較高，並在解

答率上表現較差。但在閱讀和數學成績上

並無顯著差異。 

Cotton 1996 ̌ ˇ ̌    ˇ 學校規模、學校氣氛和

學生表現的關係 

在學生表現、態度和行為上，皆以小學校

較好。 

Cotton 2001 ̌ ˇ ̌    ˇ 小型學校與學生的學

習的關係 

證實小學校在學生學業成就、校園安全、

父母和教師態度上皆比大型學校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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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8  （續） 

Duke等

人 

1998 ̌ ˇ ̌  ̌    過度擁擠和陳舊設施

對教學及學習的影響

最為明顯的影響為：減少教學時間、教學

和學習的效能、課程的選擇、及威脅學生

的健康與安全等 

Earthman、 

Cash、Van 

Berkum 

1995   ˇ ̌    學校建築狀況與學生

成就及行為的關係 

學校建築狀況與學生的學業成就呈正相

關 

Edwards 1991 ̌ ˇ ̌  ̌    學校建築狀況受家長

參與程度的影響，進而

影響學生的學習成就

家長參與度愈高，學校建築狀況愈好，學

生的學習成就也愈好 

Evans等

人 

1995 ̌    ˇ  慢性飛機噪音對學童

生心理、認知、動機等

方面的影響 

居住於受飛機噪音干擾的社區的學童，其

神經內分泌值較高，並且在長期記憶及解

題的持續度上表現較差 

Evans、

Maxwell 

1997 ̌    ˇ  假設噪音透過干擾語

言習得過程，而影響學

童的閱讀能力 

學校噪音值較高，其學生的閱讀能力以及

語言理解力較差。支持研究假設 

Fowler 1995  ˇ ̌    ˇ 學校規模對學習的影

響 

小學階段，小型學校較有利於學生的學

習，而其他階段較不明朗 

Fowler、

Walberg 

1991  ˇ  ˇ   學校規模、特徵與學業

成就的關係 

學校規模過大較不利於學生的學習 

Friedkin

Necochea 

1988 ̌ ˇ ̌  ̌    假設學校規模對學生

的影響因學生的社經

地位而有不同 

大規模學校較不利於低社經學生的學業

表現。 

Grangaard 1993 ̌    ˇ  色彩與燈光對學生生

理和行為的影響 

學生於藍色並採用全光譜日光燈教室

時，其血壓和非任務行為顯著減少 

Green等

人 

1982 ̌   ˇ   飛機噪音對學齡兒童

閱讀能力的影響 

學校受飛機噪音干擾愈嚴重，其學生的閱

讀能力也愈差 

Haines等

人 

2002 ̌   ˇ   飛機噪音對學生學業

成就的影響 

飛機噪音與學生的閱讀及數學成就有劑

量效應關係，且受學生社經地位的影響。

Hathaway

等人 

1992 ̌    ˇ  不同照明設施對學生

學業和生理的影響 

使用全光譜紫外線日光燈學校的學生，在

出席率、身高體重、蛀牙以及學業上的表

現皆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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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8  （續） 

Haverinen

等人 

1999 ̌ ˇ  ˇ   學校室內空氣品質與

學生健康的關係 

建築內空氣較差時，其學生的健康亦較易

出現問題，如氣喘、咳嗽、流行性感冒等

Heschong 1999 ̌   ˇ   晝光與學生學業成就

的關係 

晝光與學生的學業成就呈顯著正相關 

Hines 1996   ˇ ̌    學校建築狀況與學生

成就及行為的關係 

學校建築狀況較佳的學校，其學生的學業

成就也比較好 

Howley 1995 ̌ ˇ ̌  ̌    學校和學區規模對西

維吉尼亞州學生學業

成就的影響 

愈富裕的學校或學區，規模對學生學業成

就的影響愈小；對愈貧窮的學校或學區則

愈大 

Howley

Bickel 

2000 ̌ ˇ ̌  ̌    學校規模、貧困與學生

學業成就的關係 

貧窮學生在小型學校的學業表現較好 

HuangH

owley 

1993 ̌ ˇ  ˇ   學校規模、學生社經與

學生學業成就的關係

對低社經學生來說，小學校的學術表現優

於大學校 

Hygge 2000 ̌    ˇ  不同交通噪音對學生

長期記憶力的影響 

飛機和高速公路噪音明顯影響學生的長

期記憶力表現，但火車噪音則未發現 

Johnson、

Howley、

Howley 

2002 ̌ ˇ ̌  ̌    學校規模與學生學業

成就的關係 

學校和學區規模愈大，愈不利於低社經學

生的學習，但對高社經學生的影響較小

LaSage、

Ye 

2000 ̌ ˇ ̌  ̌    學生學業成就、學校規

模和學生性別的關係

小學和高中的規模愈大，學業成就愈不理

想，中學則相反；女學生易受學校規模影

響 

Lanham 1999 ̌   ˇ   學校建築及教室狀況

與學生成就的關係 

學生學業成就與空調設施、面積、維護、

教室結構等因素相關 

Lee、

Smith 

1997   ˇ ̌    學校規模、學生社經和

學業成就的關係 

學校規模在600至900人的高中，學生的

學習效果最佳；大規模學校較不利於低社

經學生 

Lemasters 1997 ̌ ˇ ̌    ˇ 學校設施對學生成就

及行為的影響 

維護良好的學校設施對學生的學業及行

為皆有正面的影響 

Lewis 2000 ̌ ˇ ̌  ̌    學校設施與學生成就

的關係 

學校設施與學生成就有相關 

London 1987 ̌    ˇ  全光譜照明設施與學

生病假的關係 

使用全光譜日光燈，其學生請病假的日數

顯著低於使用一般日光燈教室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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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8  （續） 

Maxwell 1999 ̌   ˇ   學校建築更新與學生

的學業成就 

數學成就與就讀新近更新學校的學生比

例成顯著正相關 

McGuffey 1982 ̌ ˇ ̌    ˇ 學校設施對學生成就

及行為的影響 

陳舊的設施會對學生學習以及行為產生

負面的影響 

Mok、

Flynn 

1996   ˇ ̌    學校規模與高中畢業

會考成績的關係 

學校規模愈大，高中畢業會考成績愈好

Nichlas

Bailey 

1996 ̌ ˇ  ˇ   晝光對學生學業成就

的影響 

就讀晝光學校的學生在學業成就的進步

比例上高於非晝光學校的學生 

O’Neill 2000  ˇ  ˇ   學校設施對學生成

就、行為、出席率及教

師流動率的影響 

學校設施與學生成就呈正相關，但與學生

行為、出席率及教師流動率則未發現有關

係存在 

Schneider 2002 ̌ ˇ ̌    ˇ 學校設施是否影響學

業成就 

學校設施（噪音、溫度、照明、空氣品質、

空間結構）影響學生的學習和教師的表現

Stansfeld

、Haines 

2000 ̌   ˇ   慢性暴露性噪音對學

童健康和認知的影響

處高噪音環境學生，其閱讀理解力的發展

較緩慢，煩躁度較高 

Weinstein 1979 ̌ ˇ ̌    ˇ 物理環境對學生行

為、態度及成就的影響

教室的物理環境會影響學生的行為和態

度，但未發現對學生成就有顯著的影響

Wohlfarth 1986 ̌    ˇ  不同照明設施對學生

學業成就、行為及生理

的影響 

使用全光譜照明設施的學校，其學生有較

正面的情緒表現，但在學業、行為、病假

及血壓方面並無顯著影響 

Yarbrough 2001 ̌   ˇ   學生學業成就與學校

設計的關係 

學校設計因素對學業成就差異的解釋量

約為10至14﹪ 

洪百薰 民74  ˇ   ˇ  噪音對國中生聽取效

果的影響 

在噪音感受性範圍內，較高的訊號噪音

比，學生的聽取效果較佳 

林聰德 民74 ̌ ˇ ̌  ̌    臺北市中小學校園噪

音對師生身心的影響

校園噪音以交通噪音為主；易受噪音影響

科目以文、理兩科為主 

喻台生 民75 ̌ ˇ ̌  ̌    機場噪音對校園環境

的影響 

機場噪音嚴重干擾教學及學習活動，致使

約三成教師有調校意願 

陳雪玉 民77  ˇ  ˇ   臺北市國民中學校園

噪音現況及對教學的

影響 

校園噪音以交通噪音為主；易受噪音干擾

科目為國、英和數學；噪音引起之不適症

狀以心煩、頭痛、無法專心為主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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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9  學校建築與學生學習成就及學生行為之相關研究文獻結果摘要表 

出版

年代 
依變項 獨變項 

研究者 
 學習 

成就 

行為 建築 

年代 

燈光 色彩 噪音 氣候 

條件 

學校 

規模 

密度 教室 

設備 

維護 

Al-Enezi 2002 ̌           R 

Bowers、Burkett 1987 ̌  ˇ S         

Bronzaft、McCarthy 1975 ̌      S      

Cash 1993 ̌  ˇ R R R NR R  NR R R 

Chan 1979 ̌    NS NS  S     

Chan 1982  ˇ S         

Christie、Glickman 1980 ̌      R      

Cohen、Glass、

Singer 

1973 ̌      S      

Cohen等人 1980 ̌  ˇ    S      

Cotton 1996 ̌  ˇ      R    

Cotton 2001 ̌  ˇ      R    

Earthman、Cash、Van 

Berkum 

1995 ̌  ˇ NR R R NR R  R   

Edwards 1991 ̌   R        R 

Evans等人 1995 ̌  ˇ    S      

Evans、Maxwell 1997 ̌      R      

Fowler 1995 ̌  ˇ      R    

Fowler、Walberg 1991 ̌        R    

Friedkin、Necochea 1988 ̌        R    

Grangaard 1993  ˇ  R R       

Green等人 1982 ̌      S      

Haines等人 2002 ̌      R      

Hathaway等人 1992 ̌  ˇ  R        

Haverinen等人 1999  ˇ     S     

Heschong 1999 ̌    R        

Hines 1996 ̌  ˇ R R  NR R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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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9  （續） 

依變項 獨變項 研究者 出版

年代 學習 

成就 

行

為 

建築 

年代 

燈光 色彩 噪音 氣候 

條件 

學校 

規模 

密度 教室 

設備 

維護 

Howley 1995̌        R    

Howley、Bickel 2000̌        R    

Huang、Howley 1993̌        R    

Hygge 2000ˇ     R      

Johnson、 

Howley、Howley 

2002̌        R    

La Sage、Ye 2000̌        R    

Lanham 1999̌       S  S S S 

Lee、Smith 1997̌        R    

Lemasters 1997̌  ˇ  R  R     R 

Lewis 2000ˇ          R 

London 1987 ˇ  S        

Maxwell 1999̌   R         

McGuffey 1982̌  ˇ R R R R R     

Mok＆Flynn 1996̌        R    

Nichlas、Bailey 1996̌    R        

O’Neill 2000̌  ˇ R       R R 

Schneider 2002̌    R  R R R    

Stansfeld、

Haines 

2000̌  ˇ    R      

Weinstein 1979 ˇ       R R  

Wohlfarth 1986 ˇ  S R       

Yarbrough 2001̌          R  

洪百薰 民74 ̌      R      

註：S顯著；R相關；NS不顯著；NR不相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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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0  學校建築與學生學習成就及學生行為之相關研究文獻結果統計表 

 S顯著 NS不顯著 R相關 NR不相關 

建築年代 2 0 6 1 

燈光照明 2 1 10 0 

色彩 0 1 5 0 

噪音 5 0 9 3 

氣候條件 3 0 5 0 

學校規模 0 0 13 0 

密度 1 0 2 1 

教室設備 1 0 4 0 

維護 1 0 7 0 

總計 15 2 61 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學校建築與教師間關係的相關研究 

學校建築除了與學生息息相關之外，與教師的關係亦是非常密切。

Castaldi（1994）認為優良的學校設施和熱忱的教師是良好教育計畫的基本

要素。而教師的熱忱以及專業能力的發揮，便需要有高品質、專業性的教學

環境才易產生。以下即以三篇從教師角度出發的研究，說明學校建築與教師

的關係。 

（一）Corcoran等人的研究－「服務於都市學校」 

Corcoran等人（1988）以五個都市學區，包括31所小學、中學及中等

學校為範圍，對400多位教師、學校行政人員、教育行政機關和學區人員、

董事會成員以及教師聯盟成員進行調查。該研究目的在於瞭解都市學區學校

的環境以及工作環境對教師工作表現的影響。在學校物理環境方面，受訪教

師們表示，學校的物理環境會直接對他們的工作士氣、安全感以及工作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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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感造成影響。以一個剛進行建築更新的學區為例，該學區教師即表示他們

對學校重新燃起希望、願意為學校許下承諾、並且相信學區是真正關心學校

教育的。而任教於破舊學校的教師認為，學校瀰漫著一股絕望和挫折的氣氛。 

 

（二）Overbaugh的研究－「學校設施：物理環境與教師專業的關係」 

Overbaugh（1990）在其博士論文「學校設施：物理環境與教師專業的

關係」中，以46位1998年的「年度州教師」為研究對象，並以自行發展的

工具「提升教師專業的環境面向」（Environmental Aspects Enhancing 

Teacher Professionalism），探究學校設施在教師專業功能發揮上所扮演的

角色。學校設施主要分成兩部分：（1）教學環境：位置、空間使用、教室環

境特徵（指冷暖氣、照明、聽覺、顏色等）、窗戶、地板、教室用具、教室

設備等；（2）非教學環境：教師專用電話、會議室、教師休息室、專業圖書

館、教師研究室、交誼廳、用餐室等。問卷收回38份，回收率為82.6﹪。 

歸納研究結果，重要發現如下： 

1.對任職學校的設施滿意度：在教學環境方面，大部分教師都很滿意， 

只有「空間使用」例外，教師希望的教室空間是具有擴展性、能夠依不 

同需求而作調整的彈性空間。而在非教學環境方面，多數教師表示不滿 

意。 

2.以任職學校的設施來說，受訪教師認為影響其專業表現最劇的教學環 

境變項，依序為：教室用具、教室設備以及教室環境特徵。 

3.能夠讓教師發揮專業的設施方面，大多數教師皆認為上述教學環境項 

目皆相當重要，除地板之外。而在非教學環境上，教師表示以「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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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專業圖書館」最重要，其餘項目的重要性為中高程度。 

由此顯示，影響教師的專業表現不光是教學設施而已，學校設施若能顧

及教師的個人需求，例如教師交誼廳及用餐室、會議室等，則有助於提升教

師的專業表現。因為這些設施能夠促進教師間的同事情誼、促進專業交流，

並且能夠提高教師的士氣與自尊等等益處。 

 

（三）Snow的研究－「教師對教室空間的知覺與使用」 

Snow（2002）在其博士論文「教師對教室空間的知覺與使用」中，運用

質性研究方法，扮演一位被動的參與者以及面談者，對6位喬治亞州都市及

鄉村中學教師進行面談與觀察，以瞭解教室物理環境與教師間的關係。研究

對象選擇的標準是以具有「國家專業教學標準委員會」所核發的證照的教師

為主。 

歸納分析教師對教室空間的知覺，有以下三點主要的發現： 

1.缺乏足夠的空間以及符合教師需求的空間設計：因新的學生評量方法 

以及新教學方法的需要，大都數教師皆表示教室空間不足，特別是學生 

活動的空間和儲藏空間的不足。其他問題如：學生數增加所引起的教室 

空間不足、缺乏辦公室（教師交誼廳、會議室）或品質不好。 

2.教室物理環境影響教師的工作表現和工作士氣：研究中的教師表示不 

良的教學環境或者過度擁擠常會讓他們感到挫折，甚至導致身體的不 

適，最後萌生離開的念頭。相反地，新的設施以及小班有助於提升教師 

的滿足感以及覺得有效能。另外，受訪教師也認為學校的物理環境會傳 

達出正面或者是負面的訊息。其中有4位教師提到，他們需要一個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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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室環境，並相信配備完善的教室環境可促進其專業感、被尊重感及 

提升工作表現，進而將學校的期望傳達給學生、家長和社區。 

3.教室物理環境對學生行為的影響：受訪教師表示，在活動教室或是較 

老舊的教室中上課的學生，比起在新學校的學生，行為較具破壞性並且 

較不愛惜設施。 

 

從上述的研究中，得知學校建築的品質亦深深影響著教師，不僅影響其

工作士氣，更對其教學成效造成影響。因此，在規劃學校建築時，應視教師

為專業人員的角度出發，規劃設計符合其專業的物理環境。另外，亦應重視

教師的個人需求，如教師的研究室、交誼廳、用餐室、休息室、電話設施等。

這些設施除了讓教師覺得受重視之外，更易培養教師間融洽的氣氛、合作的

習慣，激發教師士氣，提高教學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