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主要針對實地調查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學校建築規劃現況的結

果，以及與學生學業成就進行統計處理的研究發現，進行分析和討論。主要

內容分為三小節，分別為：第一節，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學校建築規劃現況

之分析、第二節，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學校建築規劃現況與學生學業成就關

係之分析、第三節，研究結果之綜合討論。 

 

第一節 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學校建築規劃現況之分析 

根據實地調查臺北市28所公立國民中學學校建築規劃現況以及相關政

府文獻所獲得的資料，再依據自編之「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學校建築規劃現

況評量表」，對樣本學校的建築規劃現況進行評量工作。並且採用次數、百

分比及平均數等統計方法，針對各校的評量結果進行整理與分析，以利於瞭

解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學校建築規劃的現況。另外，運用皮爾遜積差相關方

法，分析十五個建築規劃變項彼此間的關係。以下即就28所學校於整體建

築規劃現況以及個別建築規劃變項的現況進行說明： 

壹、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整體學校建築規劃現況之分析 

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整體學校建築規劃現況主要分成兩部分，即：學校

建築結構規劃現況以及學校建築外觀規劃現況兩部分。依據自編之「臺北市

公立國民中學學校建築規劃現況評量表」，針對28所樣本學校進行評量工

作。本評量表在整體建築規劃總分方面，最高得分為56分，最低得分為15

分；在建築結構規劃部分（第1至11題），最高得分為40分，最低得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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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分；在建築外觀規劃部分（第12至15題），最高得分為16分，最低得

分為4分。 

本研究運用次數、百分比及平均數等統計方法，分析樣本學校於評量表

上的評量結果，並整理成表4-1「整體學校建築規劃現況總分之次數分配

表」、表4-2「學校建築結構規劃現況總分之次數分配表」、表4-3「學校建

築外觀規劃現況總分之次數分配表」以及表4-4「學校建築規劃現況總分之

統計分析表」。 

首先，在整體建築規劃現況部分，28所學校的最低得分為29分、最高

為46分，總平均約為37.68分，標準差約為4.32分。為了能夠瞭解28所

學校在建築規劃現況的整體表現，將整體建築規劃現況總分依得分高低，分

成三類，以利分析：（1）第一類學校：得分在46至56分間，代表最佳之整

體建築規劃現況；（2）第二類學校：得分在26至45分間，代表中等之整體

建築規劃現況；（3）第三類學校：得分在25至15分間，代表較不理想之整

體建築規劃現況。據此，27所學校（96.4﹪）在整體建築規劃現況的評量

得分落於「第二類學校」，只有1所學校（3.6﹪）屬於「第一類學校」。由

此可知，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沒有屬於最差的學校建築規劃現況，但是屬於

「第一類學校」也為數很少。 

在建築結構規劃現況部分，28所學校最低分為21分、最高分為31分，

平均約為26.89分，標準差約為2.92分。假設將建築結構規劃現況總分依

各校得分高低，亦分成三類：（1）第一類學校：得分在31至40間，代表最

佳之建築結構規劃現況；（2）第二類學校：得分在21至30分間，代表中等

之建築結構規劃現況；（3）第三類學校：得分在11至20分間，代表較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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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建築結構規劃現況，則28所學校中，有26所學校的建築結構規劃現況

屬「第二類學校」，占92.9﹪。另外，有2所學校（7.1﹪）屬「第一類學

校」。因此，在建築結構現況方面，28所學校仍以中等為主，並且沒有「第

三類學校」，亦即沒有不理想的建築結構規劃現況學校。 

在建築外觀規劃現況部分，最低得分為7分、最高為15分，平均約為

10.79分，標準差約為2.39分。若將建築外觀規劃現況總分依得分高低，

分成三類：（1）第一類學校：得分在13至16分間，代表最佳之建築外觀現

況；（2）第二類學校：得分在8至12分間，代表中等之建築外觀現況；（3）

第三類學校：得分在4至7分間，代表較不理想之建築外觀現況，則28所

學校中，有3所學校（10.7﹪）屬「第三類學校」、有17所學校（60.7﹪）

屬「第二類學校」、有8所學校（28.6﹪）屬「第一類學校」。由此可知，有

接近八成的學校的建築外觀規劃的現況都維護或規劃的相當不錯。 

綜合上述結果，整體來說，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學校建築規劃現況大都

屬於「第二類學校」，亦即維持在中等。雖然只有少數學校的建築規劃現況

較為不理想，但同樣地，屬於最佳的建築規劃現況學校亦同為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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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整體學校建築規劃現況總分之次數分配表 

整體建築規劃總分 校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46分 1 3.6 3.6 

44分 1 3.6 7.1 

43分 2 7.1 14.2 

42分 2 7.1 21.3 

40分 4 14.3 35.6 

39分 3 10.7 46.3 

38分 3 10.7 57.0 

37分 3 10.7 67.7 

36分 1 3.6 71.3 

35分 1 3.6 74.9 

34分 1 3.6 78.5 

32分 4 14.3 92.8 

31分 1 3.6 96.4 

29分 1 3.6 100.0 

總和 28 100.0  

註：整體學校建築規劃現況滿分為56分，最低15分 

表4-2  學校建築結構規劃現況總分之次數分配表 

建築結構規劃總分 校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31分 3 10.7 10.7 

30分 3 10.7 21.4 

29分 6 21.4 42.8 

27分 3 10.7 53.5 

26分 3 10.7 64.2 

25分 4 14.3 78.5 

24分 3 10.7 89.2 

22分 2 7.1 96.4 

21分 1 3.6 100.0 

總和 28 100.0  

註：學校建築結構規劃現況，滿分40分、最低1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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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學校建築外觀規劃現況總分之次數分配表 

整體建築規劃總分 校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15分 2 7.1 7.1 

14分 1 3.6 10.7 

13分 5 17.9 28.6 

12分 3 10.7 39.3 

11分 5 17.9 57.2 

10分 4 14.3 71.5 

9分 1 3.6 75.1 

8分 4 14.3 89.3 

7分 3 10.7 100.0 

總和 28 100.0  

註：學校建築外觀規劃現況，滿分16分，最低4分 

 

表 4-4  學校建築規劃現況總分之統計分析表 

 

 
整體建築規劃現況 建築結構規劃現況 建築外觀規劃現況

平均數 37.68 26.89 10.79 

標準差 4.32 2.92 2.39 

最小值 29.00 21.00 7.00 

最大值 46.00 31.00 15.00 

 

貳、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個別學校建築規劃變項現況之分析 

本研究所運用的個別建築規劃現況變項包括有：建築年代、學校規模、

校地配置、校舍形式、校舍方位、動靜規劃、地理位置、噪音值、建築漏水、

教室冷氣、燈光照明、牆壁油漆、牆壁剝落、廁所維護、以及校園景觀等十

五項。而28所研究樣本學校的個別建築規劃變項的現況，採用次數、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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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以及皮爾遜積差相關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 

一、個別學校建築規劃變項現況之次數百分比分析 

依據28所國民中學於「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學校建築規劃現況評量表」

上的評量結果，進行次數百分比統計，以瞭解目前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學校

建築在十五個建築規劃變項上的現況，而詳細統計結果則整理成表4-5。以

下茲就28所學校於各建築變項上的統計結果，說明之： 

（一）建築年代： 

指除了活動中心外，各校所有校舍的平均建齡。28所研究樣本學校中，

最新的建築年代為6年、最舊的為38年，平均為23.5年。若以10年為劃

分依據，建築年代在10年內的學校有2所，約占7.1﹪；建築年代在10至

19年間的學校有9所，約占32.1﹪；20至29年的學校有8所，約占28.6

﹪；30年以上的學校則有9所，約占32.1﹪。 

 

（二）學校規模： 

指各校於九十一學年度的總普通班級數而言。研究樣本學校中，規模最

大的為93班、最小的為9班，平均規模約為51班。本研究依據文獻，以

24至48班為國民中學最適學校規模。而所調查的學校中，屬此規模學校計

有8所，約占28.6﹪；低於24班的學校有4所，約占14.3﹪。另外，學校

規模高於48班的學校共有16所，約占57.1﹪。因此，學校規模不在24至

48班範圍的學校共計有20所，約占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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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地配置： 

以校舍基地面積不超過全部校地面積的3/10為評量原則。28所研究學

校中，其校舍基地面積超過3/10者有7所，約占所有學校的25.0﹪；而校

舍基地面積不超過3/10者，則有21所，約占75.0﹪。 

 

（四）校舍形式： 

本研究將28所學校的校舍形式，依開放程度分成A、B、C和D等四種

類型。校舍屬A型形式的學校只有1所，占3.6﹪；屬B型校舍形式的學校

有3所，占10.7﹪；屬C型校舍形式學校計有6所，占21.4﹪；屬D型校

舍形式學校計有18所，占64.3﹪。 

 

（五）校舍方位： 

指普通教室所在建築的方位為主要研究對象，並依其方位為南北向的比

例分成四個等級：（1）全部校舍皆為南北向學校共有14所，占50.0﹪；（2）

1/2及其以上校舍為南北向的學校有10所，約占35.7﹪；（3）1/2以下校

舍為南北向的學校有3所，約占10.7﹪；（4）全部普通教室皆非南北向的

學校有1所，約占3.6﹪。 

 

（六）動靜規劃： 

指普通教室所在的建築與運動場和球場接連處多寡的情形。依據實地調

查結果，28所學校中，兩者無接連處學校計有10所，約占35.7﹪；有一邊

接連處的學校亦計有10所，約占35.7﹪；有兩邊接連處學校共計7所，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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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有三邊或三邊以上接連處學校計有1所，占3.6﹪。 

 

（七）地理位置： 

以學校是否位於鐵道、主要交通幹道或飛機航道下為評量依據。根據調

查結果，28所學校中，單只位於飛機航道下的學校有2所，約占7.1﹪；單

只位於主要交通幹道的學校有5所，約占17.9﹪；在鐵道方面，由於鐵路

地下化的緣故，雖有2所學校有鐵道經過，但對學校的聽覺環境的影響可說

微乎其微。因此，本研究並未將這兩所學校列入。另外，有1所學校既位於

主要交通幹道，也位於飛機航道下，約占3.6﹪。因此，學校未位於鐵道、

主要交通幹道或飛機航道下者，共計有20所，約占21.4﹪。 

 

（八）噪音值： 

以實地測得的噪音量大小為依據，將28所學校的校園噪音量分為四個

等級：（1）噪音量在50至54分貝間的校數為1所，約占3.6﹪；（2）噪音

量在55至59分貝間的校數為5所，約占17.9﹪；（3）噪音量在60至64

分貝間的校數為13所，約占46.4﹪；（4）噪音量為65分貝以上的學校有9

所，約占32.1﹪。 

 

（九）建築漏水： 

依建築漏水發生處多寡分為四等級：（1）校舍無漏水情形者，有10所，

占35.7﹪；（2）有1至2處漏水者，有11所，占39.3﹪；（3）有3至4

處漏水者，有5所，占17.9﹪；（4）有5或5處以上漏水處的學校有2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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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7.1﹪。另外，有漏水情形的學校，其漏水處大多為伸縮縫以及屋頂，只

有2所學校的普通教室有漏水情形發生。 

 

（十）教室冷氣： 

指普通教室是否裝設冷氣設施而言。根據調查結果，全部普通教室皆裝

設冷氣設備的學校有3所，約占10.7﹪。但其中有2所學校因位於飛機航

道下，由政府補助進行噪音防制工程所裝設；另外，有2/3的普通教室裝設

冷氣的學校，計有2所，占7.1﹪；有1/3普通教室裝設冷氣設備的學校，

計有7所，占25.0﹪；全部普通教室皆無冷氣設備的學校有16所，占57.1

﹪。 

 

（十一）燈光照明： 

指普通教室的黑板和桌面照度。本研究以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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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評量準則。根據調查結果，發現黑板和學生桌面

照度皆符合規定的學校有22所，占78.6﹪；黑板照度不符合規定，但桌面

照度符合的學校有5所，占17.9﹪；黑板照度符合規定，但桌面照度不符

合的學校則無；而兩者皆未達標準的學校有1所，占3.6﹪。 

 

（十二）牆壁油漆： 

指校舍牆壁油漆的新舊以及乾淨程度，分四個等級：（1）3/4以上的牆

壁為新且乾淨者，有7所，占25.0﹪；（2）2/4以上但未達3/4牆壁屬新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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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淨者，有10所，占35.7﹪；（3）1/4以上但未達2/4牆壁屬新且乾淨者，

有9所，占32.1﹪；（4）1/4以下牆壁為新且乾淨者，有2所，佔7.1﹪。 

 

（十三）牆壁剝落： 

依牆壁剝落處的數量，將各校分為四等級：（1）無剝落情形，有1所，

占3.6﹪；（2）牆壁剝落處為1至5處內的學校有10所，占35.7﹪；（3）

牆壁剝落處為6至10處的學校有8所，占28.6﹪；（4）牆壁剝落處為10

處以上的學校有9所，占32.1﹪。 

 

（十四）廁所維護: 

以廁所的乾淨、無異味、乾爽以及無損壞等四項為評量依據，分成四個

等級：（1）全部皆符合的學校有10所，占35.7﹪；（2）符合三項學校有15

所，占53.6﹪；（3）符合其中兩項的學校有2所，占7.1﹪；（4）符合一項

的學校有1所，占3.6﹪。 

 

（十五）校園景觀： 

以校園景觀的優美及具教育性程度為評量依據，分四等級：（1）校園景

觀綠化、美化並富教育性達3/4以上者，有8所，約占28.6﹪；（2）達3/4

至2/4之間者，有5所，約占17.9﹪；（3）達2/4至1/4者，有13所，約

占46.4﹪；（4）未達1/4者，有2所，約占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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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  個別學校建築規劃變項現況之次數及百分比統計表 

建築規劃 

現況變項 

評量 

得分 
變項選項 校數 

百分比

（﹪） 

平均評

量得分

4分 10年以內 2 7.1 

3分 10－19年 9 32.1 

2分 20－29年 8 28.6 
建築年代 

1分 30年以上 9 32.1 

2.14 

2分 24－48班 8 28.6 
學校規模 

1分 低於24班或高於48班 20 71.4 

1.29 

2分 校舍基地面積低於3/10 21 75.0 
校地配置 

1分 校舍基地面積高於3/10 7 25.0 

1.75 

4分 A型 1 3.6 

3分 B型 3 10.7 

2分 C型 6 21.4 
校舍形式 

1分 D型 18 64.3 

1.54 

4分 皆為南北向 14 50.0 

3分 1/2以上為南北向 10 35.7 

2分 1/2以下為南北向 3 10.7 
校舍方位 

1分 皆非南北向 1 3.6 

3.32 

4分 無接連處 10 35.7 

3分 1邊接連處 10 35.7 

2分 2邊接連處 7 25.0 
動靜規劃 

1分 3邊或以上的接連處 1 3.6 

3.04 

4分 皆未位於鐵道、主要交通幹道、飛

機航道上 

20 71.4 

3分 位於其中1項 5 17.9 

2分 位於其中2項或2條主要幹道上 3 10.7 

地理位置 

1分 位於3項 0 0 

3.61 

4分 50－54分貝 1 3.6 

3分 55－59分貝 5 17.9 

2分 60－64分貝 13 46.4 噪音值 

1分 65分貝及以上 

 

9 32.1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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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  （續） 

建築規劃 

現況變項 

評量 

得分 
變項選項 校數 

百分比

（﹪） 

平均評

量得分

4分 無漏水 10 35.7 

3分 1－2處 11 39.3 

2分 3－4處 5 17.9 
建築漏水 

1分 5處以上 2 7.1 

3.04 

4分 皆有冷氣 3 10.7 

3分 2/3有冷氣 2 7.1 

2分 1/3有冷氣 7 25.0 
教室冷氣 

1分 皆無冷氣 16 57.1 

1.71 

4分 黑板和桌面皆符合標準 22 78.6 

3分 黑板符合、桌面不符合 0 0 

2分 黑板不符合、桌面符合 5 17.9 
燈光照明 

1分 黑板和桌面皆不符合 1 3.6 

3.54 

4分 3/4以上為新且乾淨 7 25.0 

3分 2/4以上但未達3/4為新且乾淨 10 35.7 

2分 1/4以上但未達2/4為新且乾淨 9 32.1 
牆壁油漆 

1分 1/4以下為新且乾淨 2 7.1 

2.79 

4分 無剝落 1 3.6 

3分 1－5處 10 35.7 

2分 6－10處 8 28.6 
牆壁剝落 

1分 10處以上 9 32.1 

2.11 

4分 皆符合 10 35.7 

3分 符合3項 15 53.6 

2分 符合2項 2 7.1 
廁所維護 

1分 符合1項或皆不符合 1 3.6 

3.21 

4分 達3/4以上 8 28.6 

3分 達3/4－2/4之間 5 17.9 

2分 達2/4－1/4之間 13 46.4 
校園景觀 

1分 未達1/4 2 7.1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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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別學校建築規劃變項之相關性分析 

本研究針對十五個建築規劃變項，進行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以瞭解變

項之間的可能關係。以下即就表4-6的相關係數矩陣表所發現的顯著關係，

分析說明如下： 

（一）建築年代： 

建築年代與動靜規劃（r ＝.470, p ＝.012）和牆壁油漆（r ＝.577, p 

＝.001）兩變項達顯著正相關，表示建築年代愈新的學校，在動靜規劃（即

普通教室與球場及操場的相對位置規劃）上較為理想，並且校舍的牆壁油漆

也比較新及乾淨。對於新建立的學校而言，若無人為破壞或經歷自然災害，

其牆壁油漆的狀況自然會比老舊學校理想；而在動靜規劃方面，新近建立的

學校可能較具有動靜規劃的理念，因此其現況比老舊學校好。而在動靜規劃

上較不理想的學校，其建築年代大都有30年之久，因此造成動靜規劃不理

想的可能原因有以下幾點：（1）早期由於學生人數較少，動靜規劃對學習活

動的影響較小，因此比較不受重視或較不具有動靜規劃的觀念；（2）隨著都

市的開發，人口大量湧入，使得學校建築不敷使用。因此，為了容納更多的

學生並且在有限的校地等條件下，常忽略學校建築的動靜規劃問題，而選擇

於操場旁興建校舍。 

 

（二）學校規模： 

在學校規模方面，未發現與其他建築規劃變項有任何顯著關係存在。但

是若以學校總普通班級數多寡為分組原則，即不採取最適規模分法，以20

班為劃分依據，將樣本學校分為五組：20班以下、21至40班、41至60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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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至80班以及81班以上等五組，並與其他十四個變項進行相關性分析。

從統計結果發現，學校規模與噪音值變項達顯著相關（r ＝-.429, p 

＝.023），表示學校規模愈大，該學校在噪音值變項上的得分愈低，亦即學

校的噪音量愈大。 

 

表4-6  個別建築規劃變項間之相關係數矩陣表 

 

建築 

年代 

學校 

規模 

校地 

配置 

校舍 

形式 

校舍

方位

動靜

規劃

地理

位置

噪音

值 

建築

漏水

教室

冷氣

燈光

照明

牆壁

油漆

牆壁 

剝落 

廁所 

維護 

校園 

景觀 

建築 

年代 

1 -.095 .173 .039 .173

.470

(*)

.032.060.077.194-.006

.577

(**)

.024 .162 .360 

學校 

規模 

-.095 1 .183 -.124 .042-.117-.336 .057-.200 .023.062.063.188 -.078 -.281 

校地 

配置 

.173 .183 1 .075 .026-.071-.092 .258-.068 .249-.296 .046-.115 -.284 .149 

校舍 

形式 

.039 -.124 .075 1 -.098-.227 .251

.439

(*)

.262-.249-.145 .059-.029 -.192 .127 

校舍 

方位 

.173 .042 .026 -.098 1 .240.035-.354-.310-.019 .254-.053-.294 -.118 .179 

動靜 

規劃 

.470 

(*) 

-.117 -.071 -.227 .240 1 .208-.048-.184 .053.158

.376

(*)

.179 .272 

.484 

(**) 

地理 

位置 

.032 -.336 -.092 .251 .035.208 1 .147-.094-.328 .170.097-.107 .173 

.410 

(*) 

噪音 

值 

.060 .057 .258 

.439 

(*) 

-.354-.048 .147 1 .250-.071-.243-.021-.138 -.035 .202 

建築 

漏水 

.077 -.200 -.068 .262 -.310-.184-.094 .250 1-.147-.285-.210-.049 -.284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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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6  （續） 

    
建築 

年代 

學校 

規模 

校地 

配置 

校舍 

形式 

校舍

方位

動靜

規劃

地理

位置

噪音

值 

建築

漏水

教室

冷氣

燈光

照明

牆壁

油漆

牆壁 

剝落 

廁所 

維護 

校園 

景觀 

教室 

冷氣 

.194 .023 .249 -.249 -.019.053-.328-.071-.147 1 .249.131.194 .283 -.021 

燈光 

照明 

-.006 .062 -.296 -.145 .254.158.170-.243-.285 .249 1.097.105 .152 -.089 

牆壁 

油漆 

.577 

(**) 

.063 .046 .059 -.053

.376

(*)

.097-.021-.210 .131.097 1

.469 

(*) 

.289 

.496 

(**) 

牆壁 

剝落 

.024 .188 -.115 -.029 -.294.179-.107-.138-.049 .194.105

.469

(*)

1 .129 -.084 

廁所 

維護 

.162 -.078 -.284 -.192 -.118.272.173-.035-.284 .283.152.289.129 1 .302 

校園 

景觀 

.360 -.281 .149 .127 .179

.484

(**)

.410

(*)

.202-.232-.021-.089

.496

(**)

-.084 .302 1 

* 在顯著水準為0.05 時 (雙尾)，相關顯著。  

**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雙尾)，相關顯著。  

 

（三）校地配置： 

在校地配置方面，未發現與其他建築規劃變項有任何顯著關係存在。 

 

（四）校舍形式： 

校舍形式與噪音值變項達顯著正相關（r ＝.439, p ＝.020），顯示校

舍形式愈開放者，其校內噪音量愈低；反之，若校舍形式愈封閉，如口字形

和日字形校舍，則其校內噪音量也愈大。而國內學者（李德濬，民79；湯

志民，民89，民91）也指出，封閉式校舍有噪音不易擴散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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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校舍方位： 

在校舍方位方面，未發現與其他建築規劃變項有任何顯著的關係存在。 

 

（六）動靜規劃： 

動靜規劃變項除了與建築年代有顯著關係之外，亦與牆壁油漆（r 

＝.376, p＝.048）及校園景觀（r ＝.484, p ＝.009）的關係均達顯著正

相關，顯示動靜規劃較好的學校，其在校舍牆壁油漆的維護和校園景觀的規

劃上亦較優良。而動靜規劃與牆壁油漆的關係會達顯著正相關的原因，可能

是經由建築年代此變項所造成。因為動靜規劃較優良的學校，其建築大多是

屬於較新的學校建築，因此校舍牆壁油漆的狀況自然比老舊學校好。另外，

動靜規劃與校園景觀有顯著正相關的原因，在於動靜規劃較為不良的學校，

其校舍與操場或球場的配置常是以校舍包圍操場或球場的規劃形式，而這類

學校正好在校園景觀的規劃設計上較為單調，所以使得這兩個變項的關係達

顯著。 

 

（七）地理位置： 

地理位置變項與校園景觀變項達顯著正相關（r ＝.410, p＝.030），表

示未位於飛機航道或主要交通幹道上的學校，其校園景觀的規劃較為良好。 

 

（八）噪音值： 

噪音值與校舍形式的關係呈顯著正相關（r ＝.439, p＝.020）。顯示校

舍形式愈開放，其校內的噪音量會比較小。因為封閉型校舍對於校內噪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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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散排除功能，不如開放型校舍。 

 

（九）建築漏水： 

在建築漏水方面，未發現與其他建築規劃變項影任何顯著的關係存在。 

 

（十）教室冷氣： 

在教室裝設冷氣方面，未發現與其他建築規劃變項有任何顯著的關係存

在。 

 

（十一）燈光照明： 

在教室燈光照明方面，亦未發現與其他建築規劃變項具有顯著的關係存

在。 

 

（十二）牆壁油漆： 

校舍牆壁油漆除了與建築年代及動靜規劃呈顯著正相關之外，還與牆壁

剝落（r ＝.469, p＝.012）及校園景觀（r ＝.496, p＝.007）的關係達顯

著正相關，顯示校舍牆壁油漆愈舊或不乾淨，其學校校舍牆壁的油漆剝落情

形也愈嚴重。另外，牆壁油漆較老舊的學校，在校園景觀的規劃設計上也比

較單調。 

 

（十三）牆壁剝落： 

在牆壁剝落方面，發現與牆壁油漆呈顯著正相關（r ＝.469, p＝.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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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廁所維護： 

在廁所維護方面，未發現與其他建築規劃變項有任何顯著的關係存在。 

 

（十五）校園景觀： 

在校園景觀方面，發現與學校的動靜規劃（r ＝.484, p＝.009）、地理

位置（r ＝.410, p＝.030）、以及牆壁油漆（r ＝.496, p＝.007）等三變

項的關係達顯著正相關。顯示校園景觀規劃較為良好的學校，大都剛好未位

於飛機航道或主要交通幹道上，並且在動靜規劃、牆壁油漆的維護上，也呈

現出比較好的現況。 

 

總結上述有關建築規劃現況的統計數據資料，以及分析結果，得知：（1）

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的學校建築規劃現況，整體而言，大多數屬中等，而極

差或極優的學校建築規劃現況則較少；（2）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的學校建築

年齡偏高。28所研究樣本學校中，超過半數學校（計17所）的建齡在21

年至38年間，其平均建齡高達29.5年。而從上面的分析資料顯示，常與建

築老舊有關的問題有：校舍牆壁油漆老舊以及牆壁油漆剝落等問題；（3）學

校規模以中大型學校為主：在學校規模方面，若以24至48班為中型學校（8

所）、24以下為小型學校（2所）、48班以上為大型學校（16所）來說，整

體而言，樣本學校以中、大型為主，並且集中在松山、大安、信義、中正以

及北投等五個行政區；（4）學校校舍形式以封閉型居多數（18所），校內噪

音量較大：由於臺北市屬於大都會區，具有人口稠密、交通繁忙等特性。因

此當學校校舍形式為封閉型校舍時，將不利於噪音的擴散，也使得多數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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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噪音值在60分貝以上；（5）普通教室裝設冷氣設施仍不普遍；（6）在牆

壁油漆、牆壁剝落以及校園景觀的維護以及規劃方面，現況理想與較不理想

學校約各半；（7）另外，在校地配置、校舍方位、動靜規劃、地理位置、燈

光照明、以及廁所維護上，多數學校屬理想現況。 

 

 

 

 

 

 

 

 

 

 

 

 

 

 

 

 

 

 

 175



第二節 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學校建築規劃現況與 

學生學業成就關係之分析 

為了瞭解學校建築規劃現況與學生學業成就兩者間的關係，本研究採用

淨相關、獨立樣本單因子單共變量共變數分析、多元迴歸以及逐步多元迴歸

等統計方法，探究兩者的可能關係。本節分整體學校建築規劃現況（包括：

整體學校建築規劃現況、學校建築結構規劃現況和學校建築外觀規劃現況三

部分）和個別建築規劃現況變項兩部分，分別說明與學生學業成就的關係。 

壹、整體學校建築規劃現況與學生學業成就的關係 

一、學校建築規劃現況與學業成就之相關性分析 

本研究運用淨相關方法，欲探討在排除學生社經地位的影響之後，學校

建築規劃現況與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於九十一學年度的基本測驗成績是否

有相關。28所學校的建築規劃現況資料經SPSS處理後，各校在整體建築、

建築結構以及建築外觀規劃現況與五科基本學力測驗成績（包括國文、英

文、數學、社會、自然）以及總分等六項成績的相關程度，如表4-7所示。 

從表4-7的統計結果中發現，整體建築規劃現況與學業成就的相關性相

當低，淨相關係數從r＝-.02至.08，兩者可說完全無相關存在；建築結構

規劃現況部分，其與學業成就的相關亦不高，淨相關係數從r＝-.16至

-.25，皆未達顯著相關，並且與五科及總分成就呈負向的關係。而在建築外

觀規劃現況部分，與學業成就的關係呈正向的關係，淨相關係數r＝.28

至.36。雖然，與五科成績以及總分的相關並未達.05顯著水準。但是，與

英文成績的淨相關則有.068的顯著水準、與社會成績有.100的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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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自然成績的關係達.090的顯著水準，而與五科總分的相關有.102的顯著

水準。因此，相較於整體建築規劃現況以及建築結構規劃現況來說，建築外

觀規劃現況與學生學業成就的相關性較高。 

 

表4-7  學校建築規劃現況與學業成就的淨相關 

整體建築規劃現況  建築結構規劃現況   建築外觀規劃現況 

學業成就       r       p          r        p         r        p 

  國文       -.02    .930       -.25     .215        .28     .161 

英文        .08    .684       -.16     .416        .36     .068 

  數學       -.02    .926       -.25     .210        .28     .159 

  社會        .05    .801       -.18     .363        .32     .100 

  自然        .04    .856       -.21     .291        .33     .090 

  總分        .03    .883       -.21     .288        .32     .102 

 

 

二、不同等級的學校建築規劃現況與學生學業成就關係之分析 

從西方的研究文獻結果，大都一致地指出學校建築現況愈理想，學生的

學業表現也愈好（Earthman, Cash, ＆ Van Berkum, 1995；Edwards,1991；

Hines,1996；O’Neill,2000；Yarbrough,2001）。為了進一步瞭解臺北市公

立國民中學的學校建築是否也與學生學業成就存有這樣的關係，本研究採用

獨立樣本單因子單共變量共變數分析方法，以九十一學年度「國民中學學生

基本學力測驗」成績為依變項，以該學年度各校國三學生屬低收入家庭的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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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比為共變量，探究不同等級之學校建築規劃現況學校，其學生在學業成就

上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根據28所學校於「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學校建築規劃現況評量

表」的評量結果，依各校於整體建築規劃現況、建築結構規劃現況以及建築

外觀規劃現況的得分多寡，分成「高分組」、「中分組」、「低分組」等三組，

據此探討學校建築規劃現況愈好的學校，其學生的學業表現是否也愈理想。

而三組的劃分原則大約以前25﹪的高得分學校為「高分組」、中間的50﹪屬

「中分組」、後25﹪的學校為「低分組」。至於三組詳細分組範圍，則如表

4-8所示。以下即就整體建築規劃現況、建築結構規劃現況以及建築外觀規

劃現況等三層面，說明與學生學業成就的關係。 

 

表4-8  三組學校於整體建築、結構和外觀規劃現況的劃分範圍表 

得分範圍           校數        百分比 

整體建築規劃現況 

    低分組               29－34              7          25.00﹪ 

    中分組               35－40             15          53.57﹪ 

    高分組               41－45              6          21.43﹪ 

建築結構規劃現況 

    低分組               21－24              6          21.43﹪ 

    中分組               25－29             16          57.14﹪ 

    高分組               30－31              6          21.43﹪ 

建築外觀規劃現況 

    低分組                7－9               7          25.00﹪ 

    中分組               10－12             13          46.43﹪ 

    高分組               13－15              8          2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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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同等級的整體建築規劃現況與學業成就關係之分析 

以三組（低分組、中分組、高分組）不同等級之整體建築規劃現況資料

和各校國三學生參與九十一學年度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的成績，經

SPSS統計處理，所得結果如表4-9至表4-14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所示。而

三組學校的各科（包括：國文、英文、數學、社會、自然和總分）學業成就，

經調整後的平均數，則整理成表4-15。  

從表4-15的統計結果發現到，三組學校學生的學業成就經由社經地位

調整後，比較其各學科調整後平均數，以「高分組」學校的學業表現最好，

在所有五個科目以及總分上，皆優於另外兩組學校；次優為「低分組」學校，

並與「高分組」學校的學業表現相當接近；而三組學校中，以「中分組」學

校的學業表現最低。另外，三組學校於各科調整後平均數的差距方面，說明

如下：（1）「高分組」與「低分組」學校的比較：「高分組」學校的五個科目

成績皆高於「低分組」學校，國文高1.13分、英文高2.71分、數學多1.37

分、社會多1.77分、自然多1.81分，而總分則高出8.81分；（2）「高分組」

與「中分組」學校的比較：「高分組」學校比「珠分組」學校，在國文成就

上高5.16分、英文高5.72分、數學高4.92分、社會高4.43分、自然高

5.15分，總分方面則多25.38分；（3）「低分組」與「中分組」學校的比較：

「低分組」學校比「中分組」學校，在國文成績上高4.03分、英文高3.01

分、數學高3.55分、社會高2.66分、自然高3.34分，而在總分上則高出

16.5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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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9  不同等級的整體建築規劃現況與國文成績的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值   顯著性  

組間（整體建築） 148.322    2      74.161    4.212*  .027       

組內（誤    差） 422.550   24      17.606 

   全  體        570.872   26       

*p＜.05 

 

 

表4-10  不同等級的整體建築規劃現況與英文成績的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值    顯著性  

組間（整體建築） 149.938    2      74.969    2.347   .117      

組內（誤    差） 766.776   24      31.949 

   全  體        916.714   26       

 

 

表4-11  不同等級的整體建築規劃現況與數學成績的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值   顯著性  

組間（整體建築） 127.723    2      63.861    2.984  .070       

組內（誤    差） 513.596   24      21.400 

   全  體        641.319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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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2  不同等級的整體建築規劃現況與社會成績的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值    顯著性  

組間（整體建築） 94.046    2       47.023   2.067   .149       

組內（誤    差） 546.085   24       22.754 

   全  體        640.131   26       

 

 

表4-13  不同等級的整體建築規劃現況與自然成績的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值   顯著性 

組間（整體建築） 131.906    2      65.953    2.954  .071      

組內（誤    差）535.904   24      22.329 

   全  體       667.810   26       

 

 

表4-14  不同等級的整體建築規劃現況與總分的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值    顯著性  

組間（整體建築） 3214.865   2    1607.432    2.911  .074     

組內（誤    差）13252.719  24    552.197 

   全  體       16467.58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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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5     不同等級的整體建築規劃現況與學業成就之比較 

整體建築規劃現況 

低分組      中分組       高分組      高分組與中分組 

（N＝7）    （N=13）     （N=8）       成績的比較 

學業成就      平均分數     平均分數     平均分數      平均分數差距 

國文       73.34         69.31         74.47          5.16 

英文       73.40         70.39         76.11          5.72 

數學       71.85         68.30         73.22          4.92 

社會       71.47         68.81         73.24          4.43 

自然       71.73         68.39         73.54          5.15 

總分      361.78        345.21        370.59         25.38 

註：學業成就的各科平均分數均為調整後之平均數 

 

另外，在比較三組學校學業成就差異是否達顯著方面，從表4-9至表

4-14的共變數分析摘要表得知，在排除社經地位對學業成就的解釋力之

後，三組不同等級之整體建築規劃現況學校，其學生的學業表現在英文（F

（2, 24）=2.347, p =.117）、數學（F（2, 24）=2.984, p =.070）、社會（F（2, 24）

=2.067, p =.1.49）、自然（F（2, 24）=2.954, p =.071）、以及總分（F（2, 24）

=2.911, p =.074）上，皆未達.05顯著差異。只有在國文（F（2, 24）=4.212, 

p =.027）的平均數上，達.05顯著差異。顯示三組學校學生的國文成就表

現，有顯著差異關係存在。因此，便需進行事後多重比較，以瞭解三組學校

在國文成就上的差異情形。 

在國文成就方面，三組學校經調整後的平均數分別為：「低分組」學校

為73.34分、「中分組」學校為68.31分、「高分組」學校為74.47分。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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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多重比較，發現「高分組」學校與「中分組」學校，在國文成績的差異上，

達.018顯著水準，亦即表示「高分組」學校的國文成就優於「中分組」學

校。另外亦發現，「低分組」學校與「中分組」學校的國文成績也達.048的

顯著差異水準；而從兩者調整後平均數得知，「低分組」學校的國文成就顯

著高於「中分組」學校。但是，「低分組」學校與「高分組」學校的國文成

績則無顯著差異關係存在。因此，「高分組」與「低分組」學校的國文成就

皆比「中分組」學校好。 

 

（二）不同等級的學校建築結構規劃現況與學業成就關係之分析 

在學校建築結構規劃現況方面，依各校在「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學校建

築規劃現況評量表」第一部分，即第1至11題評量項目上的得分高低，分

為「低分組」學校、「中分組」學校以及「高分組」學校等三組（詳見表4-8）。

依據不同學校建築結構規劃現況組別與其學校學生的基本學力測驗成績，並

以學生社經地位為共變量，進行獨立樣本單因子單共變量共變數分析。依

SPSS統計處理所得結果，三組學校與其學生學業成就的共變數分析結果，

列如表4-16至4-21；而三組學校各科學業成就的調整後平均數，則整理為

表4-22，以便於分析和比較。 

在五個學科調整後平均數的比較上，如表4-22所示，三組優劣不同的

建築結構規劃現況學校，以「低分組」學校的學業成就最好、次為「高分組」

學校、最後為「中分組」學校。三組學校的兩兩差距情形為：（1）「低分組」

學校高於「中分組」學校的國文成就6.28分、英文6.25分、數學5.84分、

社會5.09分、自然5.18分，所以總分的差距為28.69分；（2）「高分組」

 183



學校高於「中分組」學校的國文平均2.23分、英文2.37分、數學1.17分、

社會1.38分、自然0.98分，總分差距為8.13分；（3）「低分組」學校比於

「高分組」學校的國文平均高4.05分、英文3.88分、數學4.67分、社會

3.71分、自然4.24分、總分20.56分。 

在共變數分析的結果方面，如表4-16至4-21所示，三組不同優劣的建

築結構規劃現況學校，其學業成就經學生社經地位調整後，三組學校在英文

（F（2, 24）=2.726, p =.086）、社會（F（2, 24）=2.526, p =.101）、自然（F

（2, 24）=2.559, p =.098）以及總分（F（2, 24）=3.271, p =.055）上，皆未

達.05顯著差異，表示三組學校在這些科目的成就上並無顯著差異存在。但

是在國文（F（2, 24）=5.113, p =.014）和數學（F（2, 24）=3.570, p =.044）

成就上，三組學校則達.05顯著差異。因此，針對這兩項學業成就進行事後

比較。 

在國文成就的成對比較方面，發現「中分組」（調整後平均69.60分）

與「低分組」（調整後平均75.88分）學校達.004顯著差異，顯示「低分組」

學校的國文成績顯著高於「中分組」學校；而「高分組」與「中分組」以及

「高分組」與「低分組」的比較上，則未達.05顯著差異，代表無顯著差異

的關係存在。 

另外，在數學成就的成對比較方面，亦發現「中分組」（調整後平均68.74

分）與「低分組」（調整後平均74.58分）學校達.014顯著差異，顯示「低

分組」學校的數學成績顯著高於「中分組」學校；而其餘兩對的比較上，即

「高分組」與「中分組」以及「高分組」與「低分組」的比較上，則皆未達.05

顯著差異，顯示無顯著差異的關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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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6  不同等級的建築結構規劃現況與國文成績的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值    顯著性  

組間（建築結構） 170.561   2       85.280    5.113   .014*     

組內（誤    差） 400.311  24       16.680 

   全  體        570.872  26       

*p＜.05 

 

表4-17  不同等級的建築結構規劃現況與英文成績的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值   顯著性  

組間（建築結構） 169.675    2       84.838    2.726   .086    

組內（誤    差） 747.038   24       31.127 

   全  體       916.713   26       

 

 

表4-18  不同等級的建築結構規劃現況與數學成績的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值    顯著性  

組間（建築結構） 147.037    2      73.518    3.570   .044*      

組內（誤    差） 494.282   24      20.595 

   全  體        641.319   26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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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9  不同等級的建築結構規劃現況與社會成績的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值   顯著性  

組間（建築結構） 111.332    2      55.666     2.526   .101    

組內（誤    差） 528.799   24      22.033 

   全  體        640.131   26       

 

 

表4-20  不同等級的建築結構規劃現況與自然成績的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值   顯著性  

組間（建築結構） 117.388    2       58.694    2.559  .098    

組內（誤    差） 550.422   24       22.934 

   全  體        667.810   26       

 

 

表4-21  不同等級的建築結構規劃現況與總分的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值   顯著性 

組間（建築結構） 3527.495   2     1763.748   3.271   .055    

組內（誤    差）12940.089  24     539.170 

   全  體       16467.58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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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2   不同等級的建築結構規劃現況與學業成就之比較 

建築結構規劃現況 

低分組        中分組      高分組       低分組與中分組 

（N＝8）     （N=13）    （N=7）       成績的比較 

學業成就    平均分數     平均分數     平均分數      平均分數差距 

國文      75.88        69.60         71.83        6.28 

英文      76.77        70.52         72.89        6.25 

數學      74.58        68.74         69.91        5.84 

社會      74.13        69.04         70.42        5.09 

自然      74.22        69.00         69.98        5.18 

總分     375.59       346.90        355.03       28.69 

註：學業成就的各科平均分數均為調整後之平均數 

 

（三）不同等級的學校建築外觀規劃現況與學業成就關係之分析 

在學校建築外觀規劃現況方面，依各校在「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學校建

築規劃現況評量表」第二部分，即第12至15題評量項目上的得分高低，分

為「低分組」學校、「中分組」學校以及「高分組」學校等三組（詳見表4-8）。

本研究採獨立樣本單因子單共變量共變數分析，以學生社經地位為共變量，

探討不同程度的學校建築外觀規劃現況學校，其學校學生的基本學力測驗成

績的差異情形。依SPSS處理所得結果，三組學校與其學生學業成就的共變

數分析結果，以摘要方式，列如表4-23至表4-28；而三組學校學業成就的

調整後平均數，則整理為表4-29，以利於比較分析。 

在五個學科的調整後平均數的比較上，如表4-29所示，三組優劣不同

的建築外觀規劃現況學校，以「高分組」學校的學業成就最好、次為「中分

 187



組」學校、最後為「低分組」學校。三組學校的兩兩差距情形為：（1）「高

分組」學校高於「中分組」學校的國文平均成績0.88分、英文0.86分、數

學1.25分、社會0.47分、自然1.22分，總分高4.68分。由這些數據來看，

這兩組學校在學業成就的差距可說很小；（2）「高分組」學校比「低分組」

學校的國文平均高2.58分、英文高3.95分、數學2.68分、社會2.86分、

自然3.41分，總分高15.48分；（3）「中分組」學校比「低分組」學校的國

文平均分數高1.70分、英文高3.09分、數學1.43分、社會2.39分、自然

2.19分、總分高10.80分。 

而在共變數分析的結果方面，如表4-23至4-28所示，三組不同優劣的

建築外觀規劃現況學校，其學業成就經學生社經地位調整後，三組學校在國

文（F（2, 24）=.486, p =.621）、英文（F（2, 24）=.789, p =.466）、數學（F

（2, 24）=.458, p =.638）、社會（F（2, 24）=.613, p =.550）、自然（F（2, 24）

=.739, p =.488）以及總分（F（2, 24）=.627, p =.543）上，皆未達.05顯

著差異。雖從表4-25的比較中，得知三組學校的學業成就以「高分組」學

校最高，「中分組」學校居中，而以「低分組」學校的表現最低。但是，從

共變數分析的結果顯示，在所有科目以及總分上，三組學校皆未達.05顯著

差異。由此可知，三組學校的學業成就並無顯著差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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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3  不同等級的建築外觀規劃現況與國文成績的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值   顯著性 

組間（建築外觀） 22.210    2      11.105    .486    .621   

組內（誤    差）548.662   24      22.861 

   全  體       570.872   26       

 

 

表4-24  不同等級的建築外觀規劃現況與英文成績的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值   顯著性 

組間（建築外觀） 56.583    2      28.292    .789   .466     

組內（誤    差）860.130   24      35.839 

   全  體       916.713   26       

 

 

表4-25  不同等級的建築外觀規劃現況與數學成績的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值   顯著性  

組間（建築外觀） 23.570    2      11.785     .458   .638     

組內（誤    差）617.749   24      25.740 

   全  體       641.319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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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6  不同等級的建築外觀規劃現況與社會成績的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值   顯著性  

組間（建築外觀） 31.119    2      15.560     .613   .550    

組內（誤    差）609.012   24      25.375 

   全  體       640.131   26       

 

 

表4-27  不同等級的建築外觀規劃現況與自然成績的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值   顯著性  

組間（建築外觀） 38.750    2      19.375     .739   .488     

組內（誤    差）629.059   24      26.211 

   全  體       667.809   26       

 

 

 

表4-28  不同等級的建築外觀規劃現況與總分的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值   顯著性 

組間（建築外觀） 817.373    2     408.687   .627    .543   

組內（誤    差）15650.211  24     652.092 

   全  體       16467.58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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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9  不同等級的學校建築外觀規劃現況與學業成就之比較 

建築外觀規劃現況 

低分組      中分組       高分組      高分組與低分組 

（N＝7）     （N=13）     （N=8）       成績之比較 

學業成就     平均分數     平均分數     平均分數       平均分數差距 

國文       69.90        71.60         72.48            2.58 

英文       69.81        72.90         73.76            3.95 

數學       68.81        70.24         71.49            2.68 

社會       68.50        70.89         71.36            2.86 

自然       68.34        70.53         71.75            3.41 

總分      345.36       356.16        360.84           15.48 

註：學業成就的各科平均分數均為調整後的平均數 

 

貳、個別學校建築規劃現況變項與學生學業成就關係之分析 

一、個別建築規劃現況變項與學生學業成就關係之分析 

本研究所使用的個別建築規劃現況變項共有十五個，用以決定各校學校

建築規劃現況的優劣。十五個建築規劃現況變項可分成兩部分，分別為：（1）

學校建築結構規劃現況：包括建築年代、學校規模、校地配置、校舍形式、

校舍方位、動靜規劃、地理位置、噪音值、建築漏水、教室冷氣和燈光照明

等十一項；（2）學校建築外觀規劃現況：包含有牆壁油漆、牆壁剝落、廁所

維護、以及校園景觀等四項。本小節採用淨相關以及共變數分析等統計方

法，以瞭解個別建築規劃現況變項與學生學業成就的相關性，以及分屬優劣

不同等級的建築規劃變項，其學生學業成就的表現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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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別建築規劃現況變項與學生學業成就之相關性分析 

本研究採用淨相關方法，欲瞭解在排除學生社經地位的影響之後，十五

個建築規劃變項與學生學業成就（總分）的關係。從表4-30的淨相關係數

表中，得知只有「廁所維護」（r＝.56, p＝.002）和「校地配置」（r＝-.39, 

p＝.044）與學業成就達顯著相關。在「廁所維護」變項上，表示與學生學

業成就有正向關係存在，亦即廁所維護愈佳的學校，其學生的學業成就也愈

理想。而學業成就與「校地配置」的關係則為負向關係，表示「校地配置」

不良的學校，即校舍基地面積占所有校地面積超過3/10的學校，其學業成

就較好。另外，其餘十三個建築規劃變項與學生學業成就的關係，則皆未

達.05顯著水準，顯示兩者間的相關性相當低。 

此外，為了進一步瞭解學校規模與學生學業成就的關係，以20班為劃

分原則，將28所研究樣本學校依規模大小予以分組，共分為五組，即20

班以下學校組、21至40班學校組、41至60班學校組、61至80班學校組

以及81班以上學校組。同樣採用淨相關方法，以瞭解學校規模與學生學業

成就的關係。在排除學生社經地位的影響之後，學校規模與學業成就的淨相

關係數r＝.55，達.003顯著水準，代表學校規模與學業成就有正向相關存

在，顯示學校規模愈大，其學生的學業表現也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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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0  個別建築規劃變項與總分的淨相關係數表 

建築變項 1.建築年代  2.學校規模  3.校地配置  4.校舍形式  5.校舍位 

學業成就   r    p      r    p       r    p     r    p      r    p 

總   分 -.18  .371   -.36  .065    -.39*  .044  -.07  .745  -.22  .262 

*p ＜.05  **p ＜.01  

 

表4-30  （續） 

建築變項 6.動靜規劃  7.地理位置  8.噪音值  9.建築漏水 10.教室冷氣 

學業成就   r   p      r    p      r    p      r    p    r    p 

總   分 -.13  .527 .18  .363   -.17  .396 -.13  .512  .14  .494 

*p ＜.05  **p ＜.01 

 

表4-30  （續） 

建築變項 11.燈光照明 12.牆壁油漆 13.牆壁剝落 14.廁所維護 15.校園景觀 

學業成就   r    p     r    p     r    p      r    p      r    p 

總分  .14  .493   .14  .474    .06  .748  .56**  .002  .16  .439 

*p ＜.05  **p ＜.01 

 

（二）不同等級之個別建築規劃變項與學業成就關係之分析 

本研究以十五項建築規劃變項的評量分數為分組依據，最低1分、最高

4分（評量分數愈高，表示該建築規劃變項愈理想），比較各組學校於總分

上的差異情形。茲將不同等級的建築規劃變項學校，其於基本學力測驗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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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總分經社經地位調整後的平均數，整理為表4-31。以下即分別就此十五

項建築規劃變項與總分的關係，分析說明之： 

 

表4-31  不同等級的個別建築規劃變項與總分之比較表 

建築變項    校數   1分組    校數   2分組    校數   3分組  校數   4分組 

1.建築年代   9   366.68     8   342.09    9   355.16   2   350.39 

2.學校規模  20   360.31     8   340.99 

3.校地配置   7   371.25    21   349.30 

4.校舍形式  18   355.23     6   358.87    3   343.84   1   355.21 

5.校舍方位   1   358.25     3   360.99   10   361.86  14   348.17 

6.動靜規劃   1   389.95     7   357.27   10   347.01  10   357.32 

7.地理位置   0    －        3   332.25    5   365.35  20   355.53 

8.噪音值     9   363.64    13   349.64    5   352.35   1   354.31 

9.建築漏水   2   354.59     5   353.80   11   365.28  10   343.79 

10.教室冷氣 16   347.79     7   369.35    2   370.74   3   347.50 

11.燈光照明  1   338.86     5   347.46    0     －    22   357.18 

12.牆壁油漆  2   353.79     9   349.44   10   356.80   7   359.08 

13.牆壁剝落  9   355.21     8   353.98   10   350.67   1   398.61 

14.廁所維護  1   301.49     2   357.05   15   346.48  10   372.14 

15.校園景觀  2   320.22    13   357.99    5   360.12   8   354.90 

註：學業成就的各科平均分數均為調整後的平均數 

 

 194



1.建築年代： 

以各校學校建築年代的新舊為評量依據，分成四組：（1）4分組學校，

代表10年內學校建築；（2）3分組學校，代表11至19年的建築；（3）2

分組學校，表示20至29年的建築；（4）1分組學校，表示為30年或以上

的學校建築。從表4-31的數據中，得知不同建築年代的四組學校，在總分

調整後平均數上的表現分別為：1分組學校為366.68分（N＝9）、2分組學

校為342.09分（N＝8）、3分組學校為355.16（N＝9）、4分組學校為350.39

（N＝2）。這四組學校中，以建築最舊的學校的總分最高、次高分為11至

19年學校，最低分則為20至29年學校。另外，根據共變數分析的結果，

這四組學校的總分調整後平均數的比較，並未達.05顯著差異（F（3, 23）=1.403, 

p =.267），顯示這四組學校的學業成就未有顯著的差異。 

 

2.學校規模： 

以各校總普通班級數為評量依據，而普通班級數在24至48班以內歸

屬理想學校規模；反之，學校規模低於24班或高於48班者為不理想規模

學校。而在總分調整後平均數差異方面，屬理想規模學校為340.99分（N

＝8）、不理想規模學校為360.31（N＝20）。不理想規模學校在基本學力測

驗上的總表現反而高於理想規模學校19.32分。但是兩組學校，在共變數

分析上，並未達.05顯著差異（F（1, 25）=3.719, p =.065）。另外，為了進

一步深入瞭解學校規模與學生學業成就的關係，另以20班為分組依據，將

28所學校分為五組，進行共變數分析。五組學校分別為：第一組，學校規

模為20班以下，計有2所；第二組，規模為21至40班，共有8所；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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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規模為41至60班，共有7所；第四組，規模為61至80班，共有8

所；第五組，學校規模屬81班以上，共有3所。這五組學校總分調整後平

均數，依序為：311.71分、322.95分、366.76分、375.44分、385.40分。

由此可知，隨著學校規模愈大，學生學業成就也愈好。依共變數分析結果，

五組學校的總分差異達.05顯著差異（見表4-32）。因此，繼續進行多重比

較，瞭解五組學校之間彼此差異的情形。經成對比較結果，得知：第四和

第五組學校的總分成就顯著高於第一組和第二組，而第三組則顯著高於第

二組；另外，第三、四和五組學校間則未達顯著差異。 

 

表4-32  五組不同學校規模與總分的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值    顯著性 

組間（學校規模） 6032.955    4    1508.239   3.180*  .033  

組內（誤    差）10434.629   22     474.301 

   全  體       16467.584   26       

*p＜.05 

 

3.校地配置： 

本研究以校舍基地面積不超過全部校地面積的3/10者為理想之校地配

置，反之，若校舍基地面積超過全部校地面積的3/10者，則為不理想之校

地配置。兩類學校於總分調整後的平均數，分別為：理想之校地配置學校為

349.30分（N＝21）、不理想學校為371.25分（N＝7）。由此得知，校地配

置較不理想的學校比校地配置理想的學校於總分上，高出21.95分。並且兩

 196



組學校經共變數分析結果發現，如表4-33所示，兩組學校總分成績的差異

達.05顯著差異（F（1, 25）=4.488, p =.044）。由此可知，不理想之校地配

置學校的學業成就顯著高於理想之校地配置學校。 

 

表4-33  校地配置與總分的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值   顯著性  

組間（校地配置） 2506.148    1    2506.148   4.488*  .044   

組內（誤    差）13961.436   25     558.457 

   全  體       16467.584   26       

*p＜.05 

 

4.校舍形式： 

指學校所有建物所構的形式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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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A型校舍形式屬最開放，為較理想之校

舍形式。而D型校舍則屬最封閉類型，為不理想之校舍形式。四組不同校舍

形式學校，在總成績的表現上，A型學校為355.21分（N＝1）、B型學校為

343.84分（N＝3）、C型學校358.87分（N＝6）、D型學校則為355.23分（N

＝18）。由此可知，以C型學校的表現最好、次為D和A型學校、最低則為

B型學校。但是，四組學校經共變數分析結果，顯示四組學校的總分差異並

未達.05顯著水準（F（3, 23）=.214, p =.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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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校舍方位： 

以普通教室所在的建築的方位為評量對象，依各校的校舍方位屬南北向

的多寡，分四個等級：（1）4分組學校，代表校舍方位皆為南北向；（2）3

分組學校，代表有超過1/2的校舍方位為南北向；（3）2分組學校，代表未

達1/2為南北向校舍；（4）1分組學校，代表全部校舍皆非南北向。四組學

校的總分調整後平均數，分別為：4分組學校348.17分（N＝14）、3分組學

校361.86分（N＝10）、2分組學校360.99分（N＝3）、1分組學校358.25

（N＝1）。四組學校中，以3分組學校的總分表現最好，依序為2分組學校

和1分組，而4分組學校則為最差。另外，在共變數分析中，四組學校的總

分成績並未達.05顯著差異（F（3, 23）=.612, p =.614），顯示四組不同程度

的校舍方位學校，其總分成就並沒有顯著差異的關係存在。 

 

6.動靜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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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學校於建築規劃現況評量表上的

得分分為四組，以進行比較。在總分調整後平均數的比較方面，以1分組學

校最高，為389.95分（N＝1）、次為4分組學校，有357.32分（N＝10）、

再次為2分組學校，為357.27分（N＝7）、最後為3分組學校，為347.01

分（N＝10）。另外，在共變數分析方面，四組學校的調整後平均數差異則未

達.05顯著水準（F（3, 23）=1.000, p =.411），顯示四組不同程度的動靜規

劃學校，其總分成就並沒有顯著差異的關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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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地理位置： 

以學校是否位於鐵道、主要交通幹道或飛機航道下為評量依據。學校

完全沒有位於鐵道、主要交通幹道或飛機航道下者，得4分；學校位於鐵

道、主要交通幹道或飛機航道等三項中之一者或僅一邊路屬主要幹道者，

得3分；學校位於鐵道、主要交通幹道或飛機航道等三項中之其中兩項或

有兩邊道路為主要幹道者，得2分；學校位於鐵道、主要交通幹道以及飛

機航道等三項或有三邊道路為主要幹道者，得1分。28所學校中並未有學

校同時位於上述三項交通位置上，所以只針對前三組學校進行比較。在總

分調整後平均數的比較上，以3分組學校的分數最高，為365.35分（N＝5）、

次為4分組學校，為355.53分（N＝20）、最後為2分組學校，為332.25

分（N＝3）。而在共變數分析方面，三組學校的總分差異比較方面，則未達.05

顯著差異（F（2, 24）=1.747, p =.196）。 

 

8.噪音值： 

以實地測得的噪音量大小為依據，分為四等級。噪音量在50至54分貝

間者得4分、噪音量在55至69分貝間者得3分、噪音量在60至64分貝間

者得2分、噪音量65分貝及其以上者得1分。首先，在調整後的總分平均

分數的比較上，四組學校中，以1分組學校最高，總分為363.64分（N＝9）、

次為4分組學校，為354.31分（N＝1）、再次為3分組學校，為352.35分

（N＝5）、最低分為2分組學校，為349.63分（N＝13）。而在共變數分析結

果，則顯示四組學校總分的差異並未達.05顯著水準（F（3, 23）=.515, p 

=.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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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建築漏水： 

依建築有無漏水情形作為評量準則，無漏水情形者得4分、有1至2

處漏水處者得3分、有3至4處漏處者得2分、5處或5處以上的漏水處者

得1分。在四組學校的總分調整後平均數的比較上，以3分組學校最高，

為365.28分（N＝11）、其次為1分組，為354.59分（N＝2）、再次為2分

組學校，其總分為353.80分（N＝5），最低分的則為4分組學校，為343.79

分（N＝10）。另外，在四組學校的共變數分析結果，發現四組學校於總分

調整後平均數的差異並未達.05顯著水準（F（3, 23）=1.115, p =.363）。 

 

10.教室冷氣： 

依普通教室安裝冷氣的比例分成四等級，依序為：（1）4分組學校，表

示全部普通教室皆有冷氣設施；（2）3分組學校，代表2/3以上的普通教室

有冷氣設施；（3）2分組學校，表示1/3的普通教室有冷氣設施；（4）1分

組學校，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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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四組學校在總分調整後平均數的比較上，以3分組學校的分

數最高，為370.74分（N＝2）、次為2分組學校，為369.35分（N＝7）、

再次為1分組學校，為347.79分（N＝16），最低分則為4分組學校，為347.50

分（N＝3）。另外，在共變數分析方面，四組學校在總分成績的差異上，並

未達.05顯著水準（F（3, 23）=1.583, p =.221）。 

另外，由於有2所學校因噪音防制工程，而全面加裝冷氣設施，若排除

這兩所學校，即以26所學校進行分析，發現總分調整後平均數以4分組學

校最高，為374.52分（N＝1）；次高為3分組學校，為371.16分（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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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為2分組學校，為370.31（N＝7）；最低則為1分組學校，為347.73

分（N＝16），比4分組學校低26.79分、比3分組學校低23.43分、也比2

分組學校低22.58分。但是，在四組學校（N＝26）進行共變數分析的結果，

並未發現四組學校的總分調整後的平均數有顯著差異關係在（F（3, 21）=1.865, 

p =.167）。 

 

11.燈光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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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黑板

和桌面照度。共分為4個等級：（1）4分組學校，表示黑板面照度和桌面照

度皆符合規定；（2）3分組學校，表示黑板面照度符合，但桌面照度未符合

規定；（3）2分組學校，表示黑板面照度未符合，但桌面照度符合規定；（4）

1分組學校，表示黑板面照度和桌面照度皆未符合規定。而針對28所學校

進行實地測量結果，未有學校屬3分組學校。因此，只針對其餘三組，進

行分析和比較。首先，在三組學校的總分調整後平均數的比較方面，以4

分組學校的成績最高，為357.18分（N＝22）；次高為2分組學校，為347.46

（N＝5）；最低分為1分組學校，為338.86分（N＝1），比4分組學校低18.32

分。另外，經共變數分析所獲得的結果，顯示三組學校的成績並未達.05

顯著差異（F（2, 24）=.491, p =.618）。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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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分組學校，代表3/4以上的牆壁為新且乾淨；（2）3分組學校，代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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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但未達3/4牆壁屬新且乾淨；（3）2分組學校，表示1/4以上但未達2/4

牆壁屬新且乾淨；（4）1分組學校，表示有1/4以下牆壁為新且乾淨。在四

組學校的總分調整後平均數的比較方面，以4分組學校的成績最高，為

359.08分（N＝7）、次高為3分組學校，為356.80分（N＝10）、再次為1

分組學校，為353.79分（N＝2）、最低則為2分組學校，為349.44分（N

＝9）。另外，在共變數分析方面，由結果顯示四組學校的成績並未達.05顯

著差異（F（3, 23）=.205, p =.892）。 

 

13.牆壁剝落： 

以建築牆壁剝落處的多寡為根據，分四等級：（1）4分組學校，表示無

剝落；（2）3分組學校代表有1至5處剝落處；（3）2分組學校，代表有6

至10處剝落處；（4）1分組學校，代表有11處及11處以上的剝落處。在

總分調整後平均數的比較上，四組分屬不同剝落程度的學校中，以4分組

學校，亦即學校建築完全無剝落處的學校的成績最高，為398.61分（N＝1）；

次為1分組學校，其總分為355.21（N＝9）；再次為2分組學校，其總分為

353.98（N＝8）；而最低分則為3分組學校，其總分為350.67（N＝10）。因

此，以建築牆壁維護最好，全無剝落情形的學校的學業成就最好，比3分

組學校高出47.94分。而另外三組，彼此間的總分差距都很小，皆在5分

之內。另外，在共變數分析方面，由結果顯示四組學校的成績並未達.05顯

著差異（F（3, 23）=1.094, p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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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廁所維護： 

以廁所的乾淨、有無異味、乾爽以及有無損壞等四項為評量依據，分成

四個等級：（1）4分組學校，代表全部符合；（2）3分組學校，代表符合3

項；（3）2分組學校，代表只符合2項；（4）1分組學校，代表只符合1項

或全不符合。在總分調整後平均數的比較上，以4分組學校的成績最高，為

372.14分（N＝10）；次高為2分組學校，為357.05分（N＝2）；再次為3

分組學校，為346.48（N＝15）；而總分最低學校則為1分組學校，為301.49

分（N＝1）。所以4分組學校，即廁所維護情形最好的學校，比維護最差的

學校，在總分上高出70.65分。 

另外，在共變數分析方面，從表4-33的摘要表得知，四組分屬不同廁

所維護等級的學校，其總分成績在排除學生社經地位的影響後，四組學校經

調整後的總分平均數達.05顯著差異（F（3, 23）=5.478, p =.005），顯示四

組學校間有顯著差異的關係存在。因此，需進一步進行事後比較，以瞭解是

哪幾組學校在總分平均數有顯著差異的關係。由多重比較的結果，得知1

分組學校與其餘三組學校的總分平均數差異皆達.05顯著水準，顯示其餘三

組學校的學業成就皆比1分組學校好。也就是表示，廁所維護最差的學校，

其學生學業成就也最不理想。另外，4分組學校與3分組學校的總分平均數

差異也達.05顯著水準，表示兩組學校的學業成就有顯著差異關係存在，也

代表廁所維護達到乾淨、無異味、乾爽並且無損壞等四項標準的學校，其學

業成就優於只達到其中三項標準的學校。而4分組學校與2分組學校以及2

分組和3分組學校的平均數，則未達.05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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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4  廁所維護與總分的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值   顯著性  

組間（廁所維護）6863.046    3    2287.682   5.478**  .005   

組內（誤    差） 9604.538   23     417.589 

   全  體       16467.584   26       

**p＜.01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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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組學校，

代表校園景觀優美並富教育性達3/4以上；（2）3分組學校，代表校園景觀

優美並富教育性達3/4至2/4間；（3）2分組學校，表示校園景觀優美並富

教育性達2/4至1/4間；（4）1分組學校，表示校園景觀優美並富教育性達

1/4以下。在四組學校總分調整後的平均數的比較上，以3分組學校的成就

最高，為360.12分（N＝5）；次高為2分組學校，總分為357.99分（N＝13）；

接著是4分組學校，其總分為354.90分（N＝8）；而學業成就表現最低的則

為1分組學校，其總分為320.22分（N＝2），並且與2分組、3分組以及4

分組學校的總分平均數差距，依序是：37.77分、39.90分和34.68分。另

外，在共變數的分析結果，四組學校的總分調整後的平均數則未達.05顯著

差異（F（3, 23）=1.473, p =.248）。 

二、有效預測學業成就的建築規劃變項之分析 

本研究運用多元迴歸分析方法中的強迫進入變數法以及逐步多元迴歸

分析，藉以探討建築規劃變項對學業成就的解釋力以及哪些建築規劃變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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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預測學業成就。為了控制學生社經地位對學業成就的影響，本研究將其

納為預測變項之一，即與十五個建築規劃變項為預測變項，並以臺北市28

所公立國民中學三年級學生參加九十一學年度國民中學基本學力測驗的總

成績為效標變項，進行迴歸分析。 

首先，運用強迫進入變數法，以學生社經地位和十五項建築規劃變項預

測學生學業成就的統計結果，如表4-35所示。從摘要表中得知：學生社經

地位和所有建築規劃變項等十六個預測變項可以解釋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

力測驗總成績82.9﹪的變異量。而基本學力測驗總成績的預測成績與實際

成績的相關，則為.910。另外，從表4-36的迴歸統計分析係數表得知，十

六個預測變項中，只有社經地位具有顯著的預測力；而學校建築規劃變項只

有廁所維護變項較具預測力，其t值雖未達.05顯著水準，但亦有.072的顯

著水準。 

此外，本研究另以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法，針對上述十五個建築規劃變項

以及學生社經地位，以F小於或等於.050時選入、F大於或等於.100時刪

除的準則，進行迴歸分析，藉以瞭解哪些預測變項能有效預測學生成就及其

解釋力。從表4-37的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中得知，能有效預測學業成

就的預測變項為：學生的社經地位和廁所維護等兩項。此兩個變項對學生學

業成就的總變異的聯合解釋量達65.9﹪，而其多元相關係數R為.812。與

上述運用十六個預測變項的強迫進入變數分析法所得的解釋力（82.9﹪）相

比，相差17﹪。若以調過後的R平方相比較，則只使用社經地位以及廁所

維護兩變項對學業成就總變異的解釋量反而比運用十六個變項要大5.2

﹪。由此可知，扣除學生社經地位和廁所維護兩變項後，其餘十四個變項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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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成就的解釋力則變的微乎其微。另外，這兩個預測變項對學業成就總變

異的個別解釋量，以學生的社經地位最佳，其解釋量為50.3﹪，廁所維護

則為15.6﹪。另外從表4-38的逐步多元迴歸分析係數表中，得知學生社經

地位的標準化β係數為負數，表示其對學生學業成就的影響為負向的影響。

也就是說學校學生中屬於低收入戶家庭的比例愈高，對學生學業成就的影響

愈不利；而廁所維護變項在迴歸方程中，其標準化β係數為正數，代表對學

業成就的影響是正向的，亦即學校廁所維護愈佳，其學生的學業表現也愈理

想。 

 

 

表4-35  學生社經地位與建築規劃變項預測學業成就之多元迴歸分析（強

迫進入變數法）摘要表 

 

 
變更統計量 

模

式 

R 
R 平

方 

調過後

的 R 平

方 

估計的標

準誤 R 平方

改變量
F 改變

分子

自由

度 

分母

自由

度 

顯著性 

F 改變

1 .910(a).829 .58022.699.8293.33116 11 .024

a 預測變數：(常數), 社經地位, 廁所維護, 燈光照明, 牆壁剝落, 地理位

置, 建築年代, 學校規模, 校舍形式, 校地配置, 教室冷氣, 動靜規劃, 

校舍方位, 噪音值, 校園景觀, 建築漏水, 牆壁油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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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6學生社經地位與建築規劃變項預測學業成就之多元迴歸分析（強迫

進入變數法）之係數表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模式 B之估計值 標準誤 

Beta 分配

 

 

t 顯著性 

(常數) 381.84469.706 5.478 .000

社經地位 -7.0001.732-.830-4.041 .002

建築年代 -6.5357.868-.181-.831 .424

學校規模 -18.24912.603-.240-1.448 .176

校地配置 -8.62114.407-.109-.598 .562

校舍形式 -1.3366.929-.032-.193 .851

校舍方位 -3.9988.502-.093-.470 .647

動靜規畫 -10.2797.743-.259-1.327 .211

地理位置 -.5779.011-.011-.064 .950

噪音值 .258 8.557 .006.030 .976

建築漏水 .973 6.420 .026.151 .882

教室冷氣 .241 6.657 .007.036 .972

燈光照明 5.2337.056 .138.742 .474

牆壁油漆 4.77410.614.125.450 .662

牆壁剝落 -.9177.364-.024-.125 .903

廁所維護 16.7368.421 .3531.988 .072

1 

校園景觀 3.5358.206 .099.431 .675

a 依變數\：五科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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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7 學生社經地位與建築規劃變項預測學業成就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

摘要表 

 

 
變更統計量 

模

式 

R R平方 
調過後的

R平方 

估計的標

準誤 R平方

改變量
F改變

分子

自由

度 

分母

自由

度 

顯著性

F改變

1 .709(a) .503 .48425.167.50326.3021 26 .000

2 .812(b) .659 .63221.261.15611.4321 25 .002

a 預測變數：(常數), 社經地位 

b 預測變數：(常數), 社經地位, 廁所維護 

 

 

表4-38 學生社經地位與建築規劃變項預測學業成就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

係數表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模式 B之估計值 標準誤 Beta 分配

t 顯著性 

(常數) 374.3346.094 61.422 .000 
1 
社經地位 -5.9791.166-.709-5.129 .000 

(常數) 314.20018.516 16.969 .000 

社經地位 -6.010.985 -.713-6.103 .000 2 

廁所維護 18.7415.543 .3953.381 .002 

a 依變數\：五科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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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結果之綜合討論 

依據前面兩節針對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學校建築規劃現況的分析結

果，以及針對學校建築規劃現況與學生學業成就間之關係的統計分析結果，

進一步與相關的研究文獻作分析比較，期能更深入瞭解學校建築規劃現況在

學生的學習成果上所扮演的角色。 

壹、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學校建築規劃現況 

本研究以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為研究對象，依十二個行政區，採分層隨

機抽樣方法，抽取28所學校作為研究樣本學校，進行學校建築之實地調查

研究。根據實地調查所得結果以及相關政府文獻資料，對於臺北市公立國民

中學的學校建築規劃的現況，有以下幾點發現： 

一、整體而言，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學校建築規劃的現況以屬「第二類學校」

居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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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表」，

針對28所樣本學校的建築規劃現況進行評量工作。根據評量表的評量結

果，將學校依評量分數多寡分三類，其中以「第一類學校」代表最佳的建築

規劃現況、「第二類學校」次之、「第三類學校」則代表較不理想的建築規劃

現況。依據研究結果，發現在整體建築規劃方面，有27所學校（96.4﹪）

屬於「第二類學校」，1所學校（3.6﹪）屬於「第一類學校」。而在建築結

構規劃方面，有26所學校（92.9﹪）屬於「第二類學校」，2所學校（7.1

﹪）屬「第一類學校」。另外，在建築外觀規劃現況方面，有3所學校（10.7

﹪）屬於「第三類學校」，有17所學校（60.7﹪）屬「第二類學校」，有8

所學校（28.6﹪）屬「第一類學校」。因此，整體說來，大部分學校的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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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現況以屬「第二類學校」居大多數，雖然沒有狀況極差的學校建築規劃

現況，但也意味著缺乏極優之建築規劃現況學校。 

 

二、在個別的建築規劃變項方面，針對十五項建築規劃現況變項的調查結

果，發現： 

（一）在建築年代方面，以20年以上的校舍為多數，並且與動靜規劃和牆 

壁油漆兩變項達顯著相關： 

28所學校的平均建齡雖為23.5年，但是20年內的學校建築只有11所

（39.29﹪），約只占四成。亦即20年以上的學校建築占了六成之多（17所，

60.7﹪），並且平均建齡高達29.5年。另外，從調查研究中還發現，建築年

代較為久遠的學校，在動靜規劃上較為不理想，並且易有牆壁油漆老舊等問

題。例如圖4-1的學校，其建築年齡已有30餘年，而其在動靜規劃上則為

校舍包圍運動場或鄰近球場的規劃設計；圖4-2則為校舍油漆較為老舊剝落

的學校。而老舊建築在動靜規劃上較為不理想的可能原因，有兩點：第一，

早期較不具備動靜規劃概念；第二，滿足校舍的需求，使得這些學校呈現出

動靜規劃較為不理想的現況。在牆壁油漆問題上，由於臺灣氣候潮濕高溫多

雨，經年累月下來，即會對牆壁油漆造成損傷，對於老舊的建築其影響更甚。

因此，若缺乏定期維護，則易形成油漆老舊斑駁的情況。 

       

圖4-1  不理想的動靜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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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  牆壁油漆老舊的學校 

（二）在學校規模方面，以中、大型學校為主，並與噪音值變項達顯著相關： 

28所學校於九十一學年度的平均班級數約為51班，其中學校規模在24

至48班者，有8所（28.6﹪），低於24班有4所（14.3﹪），而超過48班

有16所（57.1﹪）。這16所學校的規模最大至93班，平均亦有68班，足

足比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教育部，民91）所規定的原則48班超出有20

班之多。由此可見，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的學校規模以中、大型為多數，並

且多集中於松山、信義、大安、中正、士林、北投等六個行政區。 

此外，若以20班為劃分依據，將樣本學校分為五組：20班以下、21

至40班、41至60班、61至80班以及81班以上等五組，並與其他十四個

變項進行相關係分析。從統計結果發現，學校規模與噪音值變項達顯著相關

（r ＝-.429, p ＝.023），表示學校規模愈大，該學校在噪音值變項上的得

分愈低，亦即學校的噪音量愈大。而大規模學校之所以形成較高噪音環境的

可能原因有以下兩點：（1）學校規模愈大，代表學生人數愈多，因而使得校

內噪音量提高；（2）規模較大的學校，大都位於熱鬧交通繁忙的地段。而依

據林聰德（民74）的研究，指出臺北市中小學校園噪音組成以交通因素為

主。因此，使得位於繁忙道路附近的學校出現較高的噪音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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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校舍形式方面，以封閉型校舍為多數，並與噪音值變項達顯著相關： 

28所研究樣本學校中，校舍形式屬於封閉式校舍，即校舍形式為「口」

或「日」字形校舍者，如圖4-3所示，有18所，占64.3﹪。而屬於完全開

放形式校舍，只有1所。由此發現，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的校舍形式以封閉

式為多數。另外，從研究分析中也發現，校舍形式（r ＝.439, p ＝.020）

與噪音值達顯著相關。顯示校舍愈封閉的學校，其校內噪音值愈高。因為，

封閉式校舍較不利於噪音的擴散（李德濬，民79；湯志民，民89，民91），

因而使得校內噪音量出現較高的情形。 

   

圖4-3  封閉的校舍形式 

（四）在噪音量方面，接近八成學校的噪音量在60分貝以上： 

依據實地測量的結果，顯示有22所學校的噪音量在60分貝以上，約占

78.6﹪；低於60分貝的學校只有6所，約占21.4﹪。可見，臺北市公立國

民中學的噪音量不低。形成原因，除了與封閉式校舍以及規模過大有相關之

外，也與臺北市為一大都會城市有關，例如繁忙的交通、住商混雜、工程施

工等，皆會影響校園的聽覺環境品質，如圖4-4，一所學校教室緊鄰校舍施

工地，一所緊鄰捷運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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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  教室緊鄰工程施工處 

（五）在建築漏水方面，約六成五的學校校舍有漏水問題： 

28所樣本學校中，有漏水問題的學校有18所，占64.3﹪；完全沒有漏

水的學校有10所，占35.7﹪。而有漏水問題的學校，除了老舊建築之外，

其中仍不乏有建齡在10年內或是10幾年的年輕學校。此外，常見漏水發生

處，以頂樓和伸縮縫漏水為主。而漏水不僅會影響建築結構，更會破壞美觀，

如圖4-5所示。 

 

       

圖4-5  校舍漏水問題 

（六）在冷氣設施方面，接近六成學校的普通教室全無冷氣設施： 

28所學校中，有16所學校的普通教室全無冷氣設施，占57.1﹪。而全

部普通教室皆有冷氣設施的學校有3所，占10.7﹪；其餘2所為2/3教室

有冷氣，另外7所則只有1/3教室裝設冷氣。因此，大致說來，普通教室裝

設冷氣仍不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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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在校地配置、校舍方位、動靜規劃、地理位置、燈光照明、廁所維護

等方面的規劃或維護上，有七至九成學校符合相關規定或屬於理想的

狀況： 

首先，在校地配置上，符合校舍基地面積不超過總校地面積之3/10者

有21所學校，占75.0﹪，而校舍基地面積超過3/10者有7所，占25.0﹪。

在校舍方位方面，1/2以上校舍屬南北向者，一共有24所學校，占85.7﹪，

而低於1/2校舍屬南北向的學校只有4所，占14.3﹪。在動靜規劃方面，

校舍與操場或球場無任何接連處的學校有10所，只有一邊接連處的學校亦

有10所，合占71.4﹪；另外7所學校有二邊接連處，占25.0﹪，而有三邊

接連處的學校只有1所，占3.6﹪。在學校所在的地理位置方面，有20所

學校未位於飛機航道或主要交通幹道上，占71.4﹪，其餘8所學校則位於

飛機航道下或是主要交通幹道上，占28.6﹪。在燈光照明方面，黑板和桌

面照度皆符合規定的學校即有22所，占78.6﹪；其餘6所學校中，有5所

學校的黑板照度不足，占17.9﹪、1所學校的黑板面以及學生桌面皆未符合

規定，占3.6﹪。最後，在廁所維護方面，有25學校符合乾淨、無異味、

乾爽以及無損壞等四項指標或符合三項，占89.3﹪，其餘有2所學校只符

合兩項、1所學校只符合一項。而從上述資料中，可得知多數學校在這些建

築規劃變項上的現況皆相當良好。 

 

（八）在牆壁油漆、牆壁剝落以及校園景觀的規劃上，現況佳與較不理想的

學校約各占五成： 

在牆壁油漆方面，校舍有超過1/2牆壁油漆屬於新且乾淨的學校有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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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占60.7﹪；未達1/2者則有11所學校，占39.3﹪。在牆壁剝落上，有

19所學校的剝落處在10處以內，占67.9﹪；剝落處在10處以上的學校則

有9所，占32.1﹪。另外，在校園景觀上，綠化、美化並且富教育性的學

校有13所，占46.4﹪；而校園景觀較為單調的學校則有15所，占53.6﹪。

因此，整體來說，28所學校在這三項建築規劃變項上的現況，理想與較不

理想學校的比例約各半。 

 

貳、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學校建築規劃現況與學生學業成就 

本研究運用自編之「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學校建築規劃現況評量表」，

針對臺北市28所公立國民中學，進行學校建築規劃現況的評量。依據建築

規劃現況的評量結果，與各校國三學生參加九十一學年度國民中學基本學力

測驗的各科成績，進行淨相關、共變數分析、多元迴歸分析以及逐步多元迴

歸分析等統計方法，探討兩者間的可能關係。根據上一節統計分析的主要研

究結果，分析說明如下： 

一、學校建築規劃現況與學生學業成就兩者間的相關性 

（一）整體學校建築規劃現況與學生學業成就之間的關係未達顯著 

在整體學校建築規劃現況方面，主要探討整體建築規劃、建築結構規劃

以及建築外觀規劃現況與學生學業成就的關係。經統計分析結果，發現：（1）

整體建築規劃現況與學業成就的相關性相當低，可說完全無相關；（2）建築

結構規劃現況部份，其與學業成就的相關亦相當低，皆未達顯著相關，並且

與五科及總分成就呈現負向的關係；（3）建築外觀規劃現況與學業成就間的

關係雖也未達顯著，但比起整體建築規劃現況和建築結構規劃現況兩方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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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其與學業成就的相關性要來的高，並且呈正向的關係。由此可知，臺北

市公立國民中學的建築規劃現況與學生學業成就之間並沒有顯著的關係存

在。此研究結果與「亞利桑那州鳳凰城學校設施局」（School Facilities 

Board, Phoenix, Arizona, 2000）的研究以及Al-Enezi（2002）以科威特

高中學校建築為研究對象，其中有關女子高中的研究結論一致，亦即未發現

學校建築現況與學業成就有顯著關係存在。但是，卻與不少的國外研究文獻

結果不同，這些研究皆指出學校建築規劃現況與學業成就間的關係呈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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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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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在個別建築規劃變項，僅校地配置、廁所維護和學校規模三個變項與

學業成就達顯著相關 

另外，在個別建築規劃變項與學業成就間的關係方面，發現十五個建築

規劃變項，只有「校地配置」（r＝-.39, p＝.044）和「廁所維護」（r＝.56, 

p＝.002）兩變項與基本學力測驗的總分達顯著相關。其中「校地配置」與

學業成就呈顯著負相關，亦即表示校舍基地面積超過總校地面積3/10的學

校，其學生的學業成就較好。而28所樣本學校中，總共有7所學校屬於不

理想的校地配置。這7所學校，除了2所學校的規模較小之外，其餘5所學

校的共同一致的特色是：低收入家庭學生的比例相當低、學校規模較大（57

至93班，總學生數2083至3470人）、每生平均校地面積只有6至9平方公

尺，皆不符合「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所規定的14.3平方公尺。可見這些

學校為了容納眾多的學生，即必須興建更多的校舍以為因應，也因而使得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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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學校在校地配置上出現不理想的狀況。而這些學校之所以吸引如此多的學

生就讀，其中最主要的一個因素便是這些學校的升學率較高。另外，從前面

針對學校規模與學業成就之間關係的分析，發現學校規模愈大，學生學業成

就愈好。因此，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下，造成「校地配置」不理想學校的學業

成就優於「校地配置」理想的情形。 

而在「廁所維護」方面，從統計結果顯示，與學業成就關係達顯著正相

關，代表「廁所維護」愈好的學校，其學生的學業成就愈理想，並且對學業

成就總分的總差異解釋量達15.6﹪。廁所在學生的校園生活上，扮演著一

個必須且重要的角色，髒亂或是有損壞的廁所不僅影響學生的生活機能，視

如廁為畏途，造成學生憋尿，進而影響身體健康之外，也容易因此對學習產

生不良的影響，例如上課無法專心。再者，從研究者實地調查28所國中廁

所的維護情形，發現在「廁所維護」變項上得分低的原因，大都是有異味和

髒亂所造成，如圖4-6所示，學生吃喝完的飲料罐、便當盒隨意棄置廁所。

在台灣，廁所的打掃以及平日的維護保持皆為學生的工作。因此，廁所的維

護與保持狀況的良好與否與學生密切相關。而從研究者的教學經驗，發現學

生的學業成就與其行為有一定程度的相關。因此，使得「廁所維護」理想的

學校，其學生學業成就也較為理想的結果。 

           

圖4-6   髒亂的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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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學校規模」變項上，發現：以24至48班為學校最適規模，並

以超過48班或是低於24班為不理想的學校規模時，並未發現與學業成就有

顯著相關（r＝-.36, p＝.065）。但是以學校班級數多寡將28所學校分為五

組時，則發現學校規模愈大，學生學業成就愈好的研究結果（r＝.55, p

＝.003）。造成此種結果的可能原因有以下兩點：（1）大規模學校學生的社

經地位較高：研究中，以各校國三學生屬於低收入家庭的比例為社經地位指

標，分析其與學校規模的關係，發現兩者呈顯著負相關（r＝-.615, p

＝.000），表示學校規模愈大，學生屬於低收入家庭的比例愈低。而從國外

有關學校規模與學生學業成就的研究文獻，指出學校規模會經由社經地位而

對學生的學習產生影響。亦即大規模學校較有利於高社經地位的學生，但對

於低社經學生來說，則較不利於他們的學習（Fowler ＆ Walberg, 1991；

Friedkin ＆ Necochea, 1988；Howley, 1995, 1996；Huang ＆ Howley, 

1993；Johnson, Howley, ＆ Howley, 2002；Schneider,2002）；（2）升學

率高的學校較易吸引優秀學生就讀，使得學校規模日益增大，而學業成就也

因此能維持於理想狀態：由於社會上用人取材的一項重要依據是教育的文

憑，因此多數人也認為有好的文憑才有美好的未來。而實現此一理想的方法

之一便是就讀明星學校，因而吸引許多有經濟能力家庭的學生越區就讀，也

使得這些學校的規模愈來愈大。相對地，升學率較不理想的學校，其學生便

一直流失掉，使得規模愈來愈小。在這兩因素的影響之下，使得大規模學校

的學業表現優於小規模學校。但是學校教育的功能並非只窄化為升學或是學

術上的學習而已，並且從國外的研究中，發現大型學校較不利於低社經學生

的學習；另外，也有許多研究，如Barker和Gump（1964）、Beeson（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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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wen, Bowen, ＆ Richman（2000）、Cotton（1996, 2001）、Duke和

Trautvetter（2001）等等（詳見第二章），指出在學生態度、行為、人際關

係、歸屬感、責任感、課外活動參與等方面，小型學校的表現較好。但是，

何種規模最為適當，以及是否因制度、因地、因教育階段的不同而有不同的

最適規模等等疑問，仍需進一步的研究。 

 

二、不同等級的學校建築規劃現況與學生學業表現的關係 

（一）整體學校建築規劃現況部分： 

本研究為了瞭解不同等級的學校建築規劃現況學校，其學生學業成就是

否有顯著差異，而以各校於九十一學年度國三學生屬於低收入家庭的比例為

共變量，並依各校學校建築於「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學校建築規劃現況評量

表」上的得分多寡，分為「高分組」、「中分組」、「低分組」三組，與國三學

生參加九十一學年度國民中學基本學力測驗的成績進行共變數分析。主要研

究結果分整體建築規劃現況、建築結構規劃現況以及建築外觀規劃現況三部

分作說明： 

1.在整體建築結構方面，以「高分組」學校的學業成就最高，但僅國文成就

達顯著差異： 

在整體建築規劃現況方面，三組不同等級（高分組、中分組、低分組）

的學校，經統計控制社經地位對學業成績的影響後，從上述分析中發現，「高

分組」學校在所有五個科目以及總分的調整後平均數，皆高於另外兩組學

校。此結果與Al-Enezi（2003）、Cash（引自Earthman ＆ Lemasters, 1996）、

Chan（1979）、Earthman, Cash,和Van Berkum（1995）、Hines（1996）、O’Ne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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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的研究結果相當一致。但是與這些研究結果較有出入的是，在本研

究中，學業成就表現最不理想的則為「中分組」學校，而非「低分組」學校。

此外，經共變數分析三組學校的學業成就之間的差異情形，發現在英文、數

學、社會、自然以及總分上皆未達顯著差異，只有在國文成就上達顯著差異。

依據分析結果，顯示「高分組」和「低分組」學校的國文成就皆顯著高於「中

分組」學校。由此可知，三組不同等級的整體建築規劃現況學校，在學業成

就上的差異並不明顯。而此點則與國外文獻的研究結果，頗為不相同

（Al-Enezi,2003；Bowers ＆ Burkett, 1987；Cash（引自Earthman ＆ 

Lemasters, 1996）；Earthman, Cash, ＆ Van Berkum,1995；Hines,1996；

O’Neill,2000）。 

 

2.在建築結構方面，以「低分組」學校的學業成就最高，但僅國文和數學成

就達顯著差異： 

在建築結構規劃現況方面，三組不同等級（高分組、中分組、低分組）

的學校，經統計控制社經地位對學業成績的影響後，從分析中發現，「低分

組」學校在所有五個科目以及總分的調整後平均數，皆優於另外兩組學校，

並以「中分組」學校的表現最不理想。而在比較三組學校成就的差異方面，

只有國文和數學成就達顯著差異，並且於進一步的比較分析中，發現「低分

組」學校在這兩個科目上皆顯著高於「中分組」學校。在建築結構部份，本

研究的結果與國外文獻的研究結果相當不同。依據Al-Enezi（2003）、

Earthman, Cash,和Van Berkum（1995）和Hines（1996）、的研究結果指出，

在建築結構現況較為良好的學校，其學生的學業成就也比較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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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建築外觀規劃現況方面，以「高分組」學校的學業成就最高，但未發現

有顯著差異存在： 

在建築外觀規劃現況方面，三組不同等級（高分組、中分組、低分組）

的學校，經統計控制社經地位對學業成績的影響後發現，「高分組」學校在

所有五個科目以及總分的調整後平均數為最高，「中分組」學校居中，而以

「低分組」學校為最低。在此點上，本研究的結果與Al-Enezi（2003）、

Earthman, Cash,和Van Berkum（1995）以及Hines（1996）等人的研究發

現大致相同。但是，在比較三組學校的成就差異上，本研究則未發現有任何

顯著差異關係在。與上述這些研究所發現的，不同程度的建築外觀現況學

校，其學生成就有顯著差異存在的研究結果，有很大的出入。 

 

（二）個別建築規劃變項方面： 

為了解不同等級之個別建築規劃變項學校，其學生學業成就是否有顯著

差異關係存在，運用十五個建築規劃變項於「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學校建築

規劃現況評量表」的得分，作為分組依據，並進行共變數分析。主要結果說

明如下： 

1.在建築年代、校舍形式、校舍方位、動靜規劃、地理位置、噪音值、建築

漏水、教室冷氣、燈光照明、牆壁油漆、牆壁剝落以及校園景觀等十二個

建築規劃變項上，不同等級的建築規劃變項學校，未發現其學生的學業成

就有顯著差異的關係存在。 

 

2.在學校規模、校地配置以及廁所維護上，發現不同等級的建築規劃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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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學生學業成就有顯著差異存在： 

首先，在學校規模方面，發現總普通班級數在61至80班以及81班以

上的學校，其學業成就顯著高於21至40班以及20班以下的學校。而在校

地配置方面，則發現校地配置較不理想的學校，其學業成就則顯著高於校地

配置較為理想的學校。另外，在廁所維護上，發現學校廁所的維護現況最差

的學校，其學業成績顯著低於其他三組學校。 

 

三、有效預測學業成就的建築規劃變項 

本研究以學生社經地位以及十五個建築規劃變項為預測變項，基本學力

測驗總分為效標變項，進行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根據分析所得結果，顯示十

六個預測變項中，能有效預測學業成就的變項為學生社經地位以及廁所維護

兩個變項，並且對學生學業成就的總變異的聯合解釋量為65.9﹪，而個別

解釋量方面，分別為：學生社經地位為50.3﹪，廁所維護則為15.6﹪。 

 

綜合上述的研究結果，發現對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來說，學校建築規劃

現況與學生學業成就的相關程度，並未如國外研究所發現的那般高

（Al-Enezi, 2003；Bowers ＆ Burkett, 1987；Cash（引自Earthman ＆ 

Lemasters, 1996）；Earthman, Cash, ＆ Van Berkum, 1995；Hines, 1996；

O’Neill, 2000）。因此，使得不同等級之整體建築規劃現況、建築結構、

以及建築外觀規劃現況學校，其學業成就並未有顯著差異關係存在；甚至還

出現建築結構規劃現況較差的學校，其學生學業成就的表現反而高於學校建

築結構較理想的學校。而推論其可能因素，有以下幾點：第一，臺灣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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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實施中央集權制，而臺北市又為首善之都，所以各個學校的建築品質皆

維持一定的品質，因此較難顯現出學校建築對學習的影響；另一方面，由於

國外相關的研究文獻，大多以美國學校為對象，而美國的教育制度為地方分

權制，因此易因各地財政能力的強弱，影響教育的品質，包括學校建築在內。

也因此，各地學校建築現況較容易呈現出較大的差距。所以，易顯現出學校

建築對學生學習的影響。第二，師生的努力，減低學校建築的不良影響：從

大量的研究文獻中，我們得知學校建築規劃現況會影響教師教學的品質以及

學生的學習活動。但是，人為的努力可以減低不適的物理環境所造成的負面

影響。例如Al-Enezi（2003）以科威特高中為研究對象的博士論文中發現，

女子高中的學業表現與學校建築現況的相關相當低。Al-Enezi推論可能與

科威特的社會對女子升學或女性教師考評較為嚴格有關，促使女學生和女教

師必須更為努力。因此，降低了學校建築的不利影響。而在台灣，則可能在

升學壓力之下，使得教師和學生必須更加努力，因此減少了學校建築的不良

影響。第三，其他變項的干擾所導致：影響學生學習的因素眾多，例如在學

生方面有智力、學習動機、學習時間、學習方法等；家庭方面則有經濟能力、

家長參與等；學校方面有教師學經歷、課程安排、教學資源等等，這些因素

受限於本研究的人、物力、時間上不足，而未做控制，因此使得研究結果受

影響。最後，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所獲得的結果與1980年以前的國外研

究文獻結果相似，亦即未發現學校建築與學業成就有明確的關係（Lackney, 

1994；Weinstein, 1979）。而形成此種結果的原因，除了上述三項因素之外，

是否與運用的研究方法有關，相當值得後續研究作為深入探討的一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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