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方法主要採用文獻資料分析以及調查研究法為主。以臺北市公立

國民中學為研究範圍，運用分層隨機抽樣方法，並依比例配置原則，從十二

個行政區內的公立國民中學各抽取一半校數，共計有28所學校，作為研究

樣本。此外，運用調查表，針對樣本學校的建築進行實地調查研究工作。以

下即針對本研究的研究架構、研究對象、研究工具、實施程序以及資料處理

作一說明： 

 

第一節  研究架構 

依據第二章文獻探討結果所提出之圖2-13「學校建築規劃現況與學習

之研究模式」，並加以修改，提出圖3-1之研究架構，作為探究臺北市公立

國民中學學校建築規劃現況與學生學業成就間的關係。由於受限於人、物力

以及時間等因素，因此，在自變項的使用上與研究模式略有出入。另外，由

於影響學生學習的因素相當多，例如智力、學習態度、學習行為、生理變化、

家庭因素及教學品質等，但受限於上述因素，無法全部予以控制。因此，本

研究參考類似研究，例如：Al-Enezi（2002）、Cash（引自LanhamⅢ, 1999）、

Earthman ＆ Others（1995）、Hines（1996）、O’Neill（2000）等的作法，

運用學生的社經地位作為統計控制之用，以排除社經地位對學業成就的影

響。但是為了避免成為極端之環境決定論者，本研究仍將這些因素納入研究

架構中，並以虛線表示之。以下即就研究架構所使用的變項說明之： 

一、自變項：主要指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整體學校建築規劃現況，並分為建 

築結構規劃現況（變項包括：建築年代、學校規模、校地配置、校舍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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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校舍方位、動靜規畫、地理位置、噪音值、建築漏水、教室冷氣、

燈光照明等十一項）和建築外觀規劃現況（變項包括：牆壁油漆、牆壁

剝落、廁所維護、校園景觀等四項）兩大部分。 

二、依變項：學生學業成就則以九十一學年度28所學校三年級學生參加「國

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的成績為指標。本研究所使用的測驗成績資

料係採自教育部資助之「國民中學學生基本測驗研究發展計畫」。該計

畫由臺灣師範大學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執行。而測驗成績取得

管道則依據「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對測驗資料

使用辦法的規定，向該委員會提出申請。另外，為了避免資料曝光以及

被不當使用，損及學校或學生的權益，而以隨機方式，抽取半數學生的

成績，作為學業成就的代表。 

三、控制變項：由於社經地位是影響學業成就的重要因素（馬信行，民91），

再者有關學校建築與學業成就關係的研究文獻中，也普遍以學生社經地

位作為統計控制變項，藉此排除學生社經地位對學業成就的影響（Chan, 

1979, 1982；Earthman ＆ Others, 1995；Hines, 1996；LanhamⅢ, 

1999；Lewis, 2000；O’Neill, 2000；Yarbrough, 2001）。而這些文

獻大都以是否具午餐減免資格為學生社經地位的指標；但是臺灣並無此

項措施，因此本研究以各校九十一學年度三年級學生屬臺北市政府社會

局列冊之低收入戶家庭人數，占所有三年級學生數的百分比作為該校學

生社經地位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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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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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業成就 

（國民中學學生

基本學力測驗）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整體學校建築規劃現況 
構規劃變項： 
學校規模、校地配置、校舍形式、

動靜規劃、地理位置、噪音值、建

室冷氣、燈光照明 

觀規劃變項： 
‧自然 
學生特徵 
智力、學習態度、學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以臺北市57所公立國民中學為研究的母群體，採用分層隨

機抽樣方法，依臺北市十二個行政區中公立國民中學校數，各抽取半數學校

為研究樣本，共計有28所學校。研究樣本學校分別為：（1）大安區：仁愛、

金華、懷生；（2）中山區：長安、新興；（3）士林區：天母、至善、蘭雅；

（4）內湖區：三民、東湖、明湖；（5）信義區：永吉、信義；（6）文山區：

木柵、興福、景興；（7）大同區：忠孝、蘭州；（8）中正區：中正、南門；

（9）北投區：石牌、北投、明德；（10）南港區：成德；（11）萬華區：雙

園、龍山；（12）松山區：敦化、介壽。 

另外，在學生學業成就方面，以這28所學校三年級學生於九十一學年

度參加「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者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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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工具主要有以下四種：（1）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學

校建築規劃現況調查表；（2）測量及記錄工具；（3）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學

校建築規劃現況各項資料登錄表；（4）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學校建築規劃現

況評量表；以及（5）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學校建築規劃現況評量分數彙整

表。說明如下： 

一、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學校建築規劃現況調查表 

本研究所使用之調查表，主要依據Cash所發展的「學校物理環境評量

表」（引自Hines, 1996）以及Al-Enezi（2003）、Hines（1996）等人修正

「學校物理環境評量表」的調查表，並依研究目的及相關研究文獻，經與指

導教授討論後，編製「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學校建築規劃現況調查表」（參

見附錄四），作為實地調查各校學校建築時所用，以為蒐集28所國民中學學

校建築規劃現況以及九十一學年度三年級學生屬低收入家庭等相關研究資

料。本調查表主要包含兩大部分，說明如下： 

（一）基本資料部分：主要內容為學校名稱、實地調查時間以及九十一學年 

度三年級學生屬低收入家庭的人數等三項資料。 

（二）學校建築規劃現況調查內容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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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學校建築規劃現況分成兩大類，即建築結構以及建築外觀兩部分。分別說明

如下： 

1.建築結構規劃部分：主要內容為建築年代、校舍形式、校舍方位、動靜規

劃、地理位置、噪音值、漏水、冷氣、燈光照明等九項。而有關學校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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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地配置部分則由政府統計文獻資料獲得，因此不列入此調查內。以下即就

調查表的建築結構規劃部分作說明： 

（1）建築年代：由於有不少學校的活動中心是後來才增建的，為了不影響

學校其他校舍的建齡，因此將活動中心排除，只計算活動中心以外的所有建

築的平均年齡。 

（2）校舍形式：調查各校所有校舍所構成的形式。 

（3）校舍方位：調查普通教室所在的建築的方位。 

（4）動靜規劃：以運動場和球場與普通教室的相關位置為調查焦點。 

（5）地理位置：學校是否位於交通要道上、鄰近鐵道或飛機航道下。 

（6）校舍噪音測量：於上課期間，以噪音測定器測量普通教室走廊外的噪

音量。 

（7）建築漏水：紀錄校舍漏水的處數。 

（8）冷氣：調查普通教室安裝冷氣的比例。 

（9）燈光照明：以隨機方式，三個年級各以一個班級為對象，在教室燈光

全開的情形下，進行黑板和學生桌面的照度測量。 

2.建築外觀規劃部分：主要調查內容為牆壁油漆、牆壁剝落、廁所維護以及

校園景觀等四部分。 

（1）牆壁油漆：調查校舍牆壁油漆新舊以及乾淨的程度。 

（2）牆壁剝落：調查牆壁油漆或磁磚等剝落的情形。 

（3）廁所維護：調查廁所乾淨、有無異味、乾濕、以及有無損壞情形。 

（4）校園景觀：以校園景觀的優美及富含教育性的程度為評分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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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測量及記錄工具 

在進行學校建築規劃現況實地調查期間，所運用到的測量及紀錄工具主

要有三件：噪音測定器、照度計以及數位相機。 

（一）噪音測定器： 

為了能夠瞭解28所國民中學的聽覺環境，以型號SL-4010數位噪音計

進行實地測量。在測量時間的選擇方面，由於學生的學習活動主要是在上課

期間進行，並且在不干擾學校教學的情形下，以上課期間作為測量的時間；

在測量地點上，以普通教室所在的樓層為主，並且選擇中間樓層（例如：建

物若為五層樓高，以三樓為測量樓層；若為四樓高，則以二和三樓為測量樓

層），於該樓層的走廊上取前、中、後三點進行測量。最後計算所有測量值

的總平均值，作為學校聽覺環境評量的指標。 

 

（二）照度計 

由於學生在校期間需長時間從事學習活動，並且大部分的學習活動皆須

運用眼睛來參與從事，因此教室的照明環境便顯得相當重要。因為品質不良

的視覺環境不僅影響學生視力，更會影響學習品質。而為了瞭解學校普通教

室的視覺環境，針對28所學校的普通教室，以型號LM-81X迷你型照度計進

行黑板面以及學生桌面的照度進行測量工作。原則上，以隨機方式，針對三

個年級各選擇一個班級，並且在教室燈光全開的條件下，進行照度的測量。

至於照度測量方法上，在學生桌面方面採用松浦邦男在「建築照明」一書中

所提的九點法（引自蔡  芸，民75，101頁），亦即將教室前、中、後均分

並各取三個點進行測量，最後，以九個測量值的總平均為學生桌面的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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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另外，在黑板方面，則於黑板的左、中、右側的中心位置，共三點進行

測量，並且以其平均值為黑板照度值。 

雖然測量日的天候好壞會影響照度的測量值，但是本研究認為在天候不

佳時，亦即自然採光不足時，人工採光應該要補足自然光，並且應達到「國

民中小學設備基準」的規定，即桌面照度不低於350Lux以及黑板面照度不

低於500Lux（教育部，民91）。 

 

（三）數位相機 

數位相機的使用，主要是在實地調查期間拍攝與建築規劃現況相關的照

片，作為事後從事資料分析時的參考以及作為佐證資料。 

 

三、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學校建築規劃現況各項資料登錄表 

根據研究目的，編製「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學校建築規畫現況各項資料

登錄表」（參見附錄五），用以登錄和整理實地調查所獲得的資料以及政府統

計文獻資料。依資料的來源，該登錄表的主要內容可分成兩部分作說明。第

一部分屬實地調查資料，包括各校建築年代、校舍形式、校舍方位、動靜規

劃、地理位置、噪音值、燈光照明、冷氣、漏水、牆壁油漆、牆壁剝落、廁

所維護、校園景觀以及低收入家庭學生數等；第二部分則屬政府的統計文獻

資料，資料來源主要以「臺北市公高級中學暨國民中學九十一學年度基本資

料表」（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第三科，民91）以及臺北市教育局統計室的資料

為主，內容包括各校的校地配置（包含校舍、運動場、校園的面積）、學校

規模（普通班的總班級數）、三年級學生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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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學校建築規劃現況評量表 

根據研究目的和相關研究文獻的分析結果，並且在與指導教授討論後，

編製「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學校建築規劃現況評量表」（參見附錄六），作為

評量臺北市28所公立國民中學的學校建築規劃現況的依據。評量表內容分

兩大部分：（1）建築結構規劃現況部分：包括各校建築年代、學校規模、校

地配置、校舍形式、校舍方位、動靜規劃、地理位置、噪音測量值、建築漏

水、燈光照明、教室冷氣等十一項；（2）建築外觀規劃現況部分：包含牆壁

油漆、牆壁剝落、廁所維護以及校園景觀等四項。有關各建築規劃現況變項

的評判標準，以較大的阿拉伯數字來表示學校建築規劃現況愈理想。評量表

最高得分為56分，最低得分為15分；建築結構規劃部份（第1至11題），

最高得分為40分，最低得分為11分；建築外觀規劃部份（第12至15題），

最高得分為16分，最低得分為4分。而有關評量表詳細標準說明如下： 

（一）建築結構規劃現況部分： 

1.建築年代：從上一章的文獻探討中，發現老舊且維護不當的學校建築或教

育設施，不僅影響學生的健康以及對學校的態度，更可能損害學習效果。而

在許多研究學校建築的文獻上，建築年代則常被用來作為建築新舊的一個指

標，例如：Al-Enezi（2002）、Edwards（1991）、Hines（1996）、O’Neill

（2000）等人的研究。因此，本研究採用這些研究的分類方式，以十年為一

期，共分四個等級：（1）10年以內－4分；（2）10-19年－3分；（3）20-29

年－2分；（4）30年以上－1分。 

 

2.學校規模：依據國內有關學校規模的研究結果，建議最多的最小規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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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班普通班為原則，並以「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規定的48班為上限。因

此，本研究亦採用此原則，作為評判標準，分兩類：（1）普通班在24至48

班內者－2分；（2）普通班低於24班或高於48班者－1分。 

 

3.校地配置：所謂校地配置主要指校舍、運動場及校園三者面積的比例分

配而言。依照「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的建議，合適的校地配置為：校舍

建築用地約占3/10、運動空間用地約占3/10、其餘包括：綠地、庭園、步

道用地約占4/10（教育部，民91）。此建議的主要用意在於規範校舍的面

積，避免為了容納更多的學生，占用校園或運動場的用地來增建校舍。因

此，本研究以校舍基地面積為評量標準，分兩類，（1）校舍基地面積不超

過全部校地面積的3/10者－2分；（2）校舍基地面積超過全部校地面積的

3/10者－1分。 

 

4.校舍形式：校舍的形式指所有建物所構的形式而言，一般以開放或封閉的

程度作區分。另外，由於開放的校舍，在通風、採光以及校內噪音的擴散品

質等層面上勝於封閉形式校舍，並且較能因應未來的需求作擴充（李德濬，

民79；湯志民，民89）。因此，就校舍的物理環境品質而言，開放型校舍比

封閉型校舍要好。據此，本研究依校舍形式的開放程度分為四類，分別為：

A、B、C、D四種類型（如圖3-2）。其中A型校舍形式屬最開放，而D型校

舍則屬最封閉類型。評量原則如下：（1）A型者－4分；（2）B型者－3分；

（3）C型者－2分；（4）D型－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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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形式名稱 A B C D 

基 本 型 
 

 

   

衍 生 型 
   

 

 

圖3-2  校舍形式分類圖 

 

5.校舍方位：由於臺灣屬多雨濕熱型氣候，並且夏季吹西南季風，冬季吹

東北季風。為了使教室內的通風、採光等品質達到最理想狀況，國內多位學

者皆一致建議，校舍方位以南北向為佳（林勤敏，民75；林萬義，民75b；

湯志民，民89；蔡保田等人，民77），再者學生仍以普通教室為其主要的學

習場所，因此以普通教室所在的建築的方位為研究的主要評量對象，並據此

將各校的校舍方位分四個等級：（1）皆為南北向－4分；（2）超過1/2為南

北向－3分；（3）未達1/2為南北向－2分；（4）全部皆非南北向－1分。 

 

6.動靜規劃：由於學生在校時間以在普通教室從事學習的時間最長，再加

上學生上體育課，特別是上球類課時，最容易產生噪音。假如普通教室正

好緊鄰運動場或球場時，則極易受干擾。依據林怡君（民82）的研究結果，

她發現鄰近球場的教室，其噪音量最高。因此，本研究以普通教室所在的

建築與運動場和球場接連處的多寡為依據，分四等級：（1）無接連處－4

分；（2）有1邊接連處－3分；（3）有2邊接連處－2分；（4）有3邊或以

上的接連處－1分。 

 147



7.學校地理位置：以學校是否位於鐵道、主要交通幹道（見表3-1）或飛機

航道下為評量依據。其中，在主要交通幹道方面，學校的普通教室有與之

相鄰者，才列入。此變項分四等級：（1）學校完全沒有位於鐵道、主要交

通幹道或飛機航道下－4分；（2）學校位於鐵道、主要交通幹道或飛機航道

等3項中之1者或僅一邊道路屬主要幹道－3分；（3）學校位於鐵道、主要

交通幹道或飛機航道等3項中之其中2項或有兩邊道路為主要幹道者－2

分；（4）學校位於鐵道、主要交通幹道以及飛機航道等三項或有3邊道路

為主要幹道－1分。 

 

表3-1  臺北市主要交通幹道表 

和平東西路 八德路 延平南北路 松江路 

信義路 南京東西路 重慶南北路 建國南北路 

仁愛路 民生東西路 承德路 復興南北路 

忠孝東西路 民權東西路 中山南北路 敦化南北路 

凱達格蘭大道 民族東西路 林森南北路 光復南北路 

市民大道 環河南北路 新生南北路 基隆路 

長安東西路 中華路 金山南路  

資料來源：“臺北市主要幹道”，臺北市政府，民89。民92年12月30

日，取自http://www.ca.taipei.gov.tw/civil/p023.htm 

 

8.校舍噪音測量值：以實地測得的噪音量大小為依據，分四等級：（1）噪

音量在50至54分貝間－4分；（2）噪音量在55至59分貝間－3分；（3）

噪音量在60至64分貝間－2分；（4）噪音量65分貝及其以上－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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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建築漏水：依建築有無漏水情形作為評量準則，（1）無漏水－4分；（2）

有1至2處漏水－3分；（3）有3至4處漏水－2分；（4）5處及其以上的

漏水處－1分。 

 

10.教室冷氣：由於臺灣夏季溫度常高達攝氏30度以上，再加上潮濕悶熱

的氣候型態，以及容納30餘位學生的教室，容易使得室內的空氣品質以及

溫度的舒適性上形成不理想的狀況。在此種自然環境之下，冷氣設備的有

無，對其室內環境的改善便成為相當重要的因素之一。另外，依據國外的

文獻發現，有裝設空調設施的學校，其學生在學業上的表現比沒有空調設

備的學校要好（Chan, 1979, 1980；Hines, 1996；LanhamⅢ, 1999）。因

此，本研究依普通教室安裝冷氣的比例分成四等級：（1）全部普通教室皆

有冷氣設施－4分；（2）2/3以上的普通教室有冷氣設施－3分；（3）1/3

的普通教室有冷氣設施－2分；（4）全部普通教室皆無冷氣設施，或只有少

數幾間但未達1/3有冷氣設施－1分。 

 

11.燈光照度：以普通教室內的實地測量值作為決定校舍照明品質的依據。

其中，校舍照明測量值包括黑板面照度以及桌面照度。本研究採用教育部

（民91）於「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的規定：黑板面照度不低於500勒克

斯（Lux）、桌面照度不低於350勒克斯（Lux），作為評量各校普通教室照

度品質的依據。根據此原則，分為4個等級：（1）黑板面照度和桌面照度

皆符合規定－4；（2）黑板面照度符合，但桌面照度未符合規定－3分；（3）

黑板面照度未符合，但桌面照度符合規定－2分；（4）黑板面照度和桌面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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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皆未符合規定－1分。 

 

（二）建築外觀規劃現況部分： 

1.牆壁油漆：以校舍牆壁油漆的新舊以及乾淨與否為評量依據，共分為四個

等級：（1）3/4以上的牆壁為新且乾淨－4分；（2）2/4以上但未達3/4牆

壁屬新且乾淨者－3分；（3）1/4以上但未達2/4牆壁屬新且乾淨者－2分；

（4）1/4以下牆壁為新且乾淨者－1分。 

 

2.牆壁剝落：以建築牆壁剝落處的多寡為根據，分四等級：（1）無剝落－4

分；（2）1至5處剝落處－3分；（3）牆壁剝落處為6至10處－2分；（4）

牆壁剝落處為11處及其以上－1分。 

 

3.廁所維護：以廁所的乾淨、無異味、乾爽以及有無損壞等四項為評量依 

據，分成四個等級：（1）全部符合－4分；（2）符合3項－3分；（3）符合 

2項－2分；（4）符合1項或全不符合－1分。 

 

4.校園景觀：以校園的優美及是否富教育性為評量準則，分四等級：（1）

校園景觀優美並富教育性達3/4以上－4分；（2）校園景觀優美並富教育性

達3/4至2/4間－3分；（3）校園景觀優美並富教育性達2/4至1/4間－2

分；（4）校園景觀優美並富教育性達1/4以下－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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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學校建築規劃現況評量分數彙整表 

依據「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學校建築規劃現況評量表」的內容，編製「臺

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學校建築規劃現況評量分數彙整表」（參見附錄七），作為

登錄以及彙整各校在「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學校建築規劃現況評量表」上的

得分情形，以便於資料的整理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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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實施程序 

本研究的實施程序從訂定研究題目、進行文獻探討、提出研究架構、蒐

集研究所需資料、進行資料的處理與分析，至完成研究報告的撰寫，一共包

含六個程序，說明如下： 

 

一、訂定研究題目 

於民國九十一年八至十月，進行初步的文獻閱讀工作，並與指導教授討

論，確認研究題目。 

 

二、文獻探討 

確認研究題目之後，進行相關文獻的搜集、閱讀以及分析工作。文獻蒐

集範圍包括：中文部分有全國碩博士論文資料庫、教育類以及其他類期刊、

專業書籍等；英文部分有ERIC、ProQuest Digital Dissertations美加地

區碩博士論文、西文期刊、教育設施相關網站資料，如School Design and 

Planning Laboratory（www.coe.uga.edu/sdpl/sdpl.html）、National 

Clearinghouse for Educational Facilities（www.edfacilities.org）、

the Council of Educational Facility Planners International

（www.cefpi.com/cefpi/）、SchoolDesigns.com

（www.schooldesigns.com）、Center for Environment, Education and 

Design Studies（www.newhorizons.org/ofc_cae.html）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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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出研究架構 

依據文獻探討的結果，以確認研究內容，並提出研究架構。 

 

四、蒐集研究所需資料 

本研究所需資料主要有四類，於民國九十三年二至四月進行資料蒐集工

作： 

（一）政府文獻資料：包括學校平面圖、學生人數、校地面積、學生社經地

位等。 

（二）學生學業成就資料：依據「國民中學學生基本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

有關學生測驗成績資料的使用辦法，由研究者向該委員會提出資料使

用的申請，以取得28所國民中學於九十一學年度「國民中學學生基

本學力測驗」的各科總平均分數和五科總分的總平均分數。 

（三）學校建築規劃現況資料：在進行學校建築規劃現況實地調查前，為徵

求樣本學校的同意，於三月三日請本校教育系協助，發文至28所國

民中學（公文內容請詳見附錄一）。之後，再由研究者以電話聯絡各

校校長或是總務處人員確定實地調查日期。本研究依據自編的「臺北

市公立國民中學學校建築規劃現況調查表」進行國民中學學校建築規

劃現況工作，每所學校約以一至兩小時完成實地調查。實地調查工作

從三月八日開始，至四月八日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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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料處理與分析 

依據上一階段所獲得的資料、政府文獻資料和各校平面圖，運用「臺北

市公立國民中學學校建築規劃現況各項資料登錄表」、「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

學校建築規劃現況評量表」以及「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學校建築規劃現況評

量分數彙整表」，進行資料的處理與分析，以評判各校建築規劃現況的良劣。

此外，運用統計方法，探究學校建築規劃現況與學生學業成就間的關係。 

 

六、完成研究報告的撰寫 

於民國九十三年七月底完成論文撰寫。 

 

 

 

 

 

 

 

 

 

 
 154



第五節  資料處理 

在資料的處理上，本研究分兩階段進行。說明如下： 

一、學校建築規劃現況分數的處理 

將政府文獻資料以及測量和實地調查所得資料，依據「臺北市公立國民

中學學校建築規劃現況評量表」，進行資料的分析與評判，計算出每間學校

的建築規劃現況得分，最54高分，最低15分。並且依總分高低將學校分為

三個等級，亦即前25﹪的學校，屬「高分組」、中間的50﹪學校屬「中分組」、

總分最低的25﹪的學校為「低分組」等級。 

本評量表包含三個主要分數，而其滿分以及最低得分分別為：（1）整體

建築規劃現況：滿分56分，最低得分為15分；（2）建築結構規劃現況：滿

分40分，最低11分；（3）建築外觀規劃現況：滿分16分，最低4分。 

 

二、統計方法的使用 

依據上一階段所獲得的資料，以「社會科學統計套裝軟體10.0版」處

理，進行次數百分比統計、皮爾遜積差相關、淨相關、共變數分析、多元迴

歸以及逐步多元迴歸等統計方法，以瞭解學校建築規劃現況與學生學業成就

的關係。 

（一）次數百分比統計：以瞭解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學校建築規劃的現況。 

（二）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學校建築規劃變項間的關係。 

（三）淨相關：在排除學生社經地位的影響後，分析建築規劃變項與學業成

就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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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共變數分析：以學生社經地位為共變量，排除學生社經地位對學生學

業成就的影響，然後進行變異數分析，分析三組學校建築，其學生成

就的差異情形。 

（四）多元迴歸：用來解釋學生學業成就的差異有多少可由學校建築規劃現

況來解釋。 

（五）逐步多元迴歸：用來決定哪些建築規劃變項為學生成就最佳的預測變

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