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錄一  幼稚園資訊素養相關研究一覽表 

研究題目：從托育政策談幼教人員資訊素養—以台中縣立案托兒所
為例 

研究目的：探討台中縣立案托兒所幼教人員資訊素養與教保品質之
關聯性。 

陳怡玲 
（2002） 

結論： 
一、幼教人員須具備資訊素養。 
二、台中縣立案托兒所幼教人員資訊素養稍嫌不足，使用能力偏低。
三、台中縣立案托兒所目前運用電腦設備輔助教學近四成受訪者偶

爾使用，四成受訪者不會使用；最常使用的教學媒體為錄音帶；
使用網路最大障礙為缺乏設備。 

四、台中縣立案托兒所幼教人員電腦及網路素養能力有待加強。 
五、教師對電腦的態度影響對電腦教學的看法 

研究題目：幼教老師之電腦素養與電腦使用現況分析研究—以高雄
市公立園所為例。 

研究目的：了解幼教老師之電腦素養與電腦使用現況 

陳佳伶
（2004） 

結論： 
一、高雄市公立園所未達班班有電腦。 
二、教師電腦素養偏向基本知能的應用。 
三、電腦僅提供教師教學準備用。 
四、教師有學習電腦課程與研習的需求。 
五、教師對電腦的態度影響對電腦教學的看法。 

研究題目：資訊科技融入幼稚園教學—以台北市一所公立幼稚園為
例。 

研究目的： 
一、探討幼稚園教師運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方式。 
二、探討運用資訊科技融入幼稚園教學的可能問題及可行解決方式。
三、瞭解幼兒對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反應。 

廖衾儀 
（2004） 

結論： 
一、規劃資訊科技融入幼稚園主題教學時，需找出融入教學之著眼

點與選擇融入的考量點。 
二、本研究進行資訊科技融入幼稚園教學的方式採用：以討論、說

故事、遊戲、電腦角活動等方式進行教學。 
三、資訊科技融入幼稚園教學之相關問題有三，分別為軟硬體設備、

教師教學、幼兒學習，本研究針對問題提出因應策略。 
四、幼兒對資訊科技融入之反應為：具動畫或特效之媒體教材引起

幼兒的熱烈討論、幼兒喜愛教師自編多媒體故事、多媒體遊戲
教材獲得幼兒及教師熱烈迴響、幼兒能上網找資料，但需要教
師協助。 

五、幼兒對電腦角活動的反應為：幼兒喜歡電腦角活動但不喜歡獨
自在電腦角玩、在電腦角會與同儕討論並互相指導、幼兒在電
腦角偶爾會有推擠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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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題目：台北市公立幼稚園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研究。 
研究目的：了解台北市公立幼稚園教師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現況

及障礙因素。 

吳珍萍 
（2004） 

結論： 
一、本研究發現台北市公立幼稚園教師在教學前使用電腦的頻率最

高，而在教學中使用電腦的頻率最低。 
二、年齡、任教年資及任教前資訊知能不影響教師資訊科技融入教

學情形；僅任教中資訊研習會影響教師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情形。
三、學校電腦使用的方便性、教室電腦、教室電腦網路及教室單槍

投影機，均會影響教師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情形。 
四、台北市公立幼稚園教師在實施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時，主要障礙

為： 
1.外在環境因素：教室沒有單槍投影機、學校可使用之教學軟體
不足及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方面缺乏可供諮詢對象或專人指導；

2.個人因素：教師本身資訊素養不足、沒有時間。 
研究題目：台北市公私立幼稚園教師資訊素養之研究。 
研究目的：探討台北市公私立幼稚園教師資訊素養概況。 

陳秋鳳 
（2005） 

結論： 
一、台北市公私立幼稚園教師資訊素養平均皆在中上程度，其中以

使用網路為最高，使用圖書館則最低。 
二、台北市公私立幼稚園教師對於提昇資訊素養之期望，第一優先

是增加教師進修機會；第二優先是增加電腦軟硬體設備；第三
優先是教育行政單位撥款補助研習經費；第四優先是師資培育
機構積極辦理資訊教育；第五優先是辦理教學實務推廣活動。

三、不同年齡、教學年資、服務機構性質、電腦數、園內是否設置
圖書室之台北市公私立幼稚園教師其資訊素養部分面向上有差
異。 

四、不同學歷、班級數、電腦可否上網之台北市公私立幼稚園教師
其資訊素養均無顯著差異。 

研究題目：公立幼稚園園長資訊素養之研究—一個德懷術的分析。
研究目的：了解園長在不同工作職責之下，須具備的資訊素養。 

何孟臻 
（2005） 

結論：專家學者們對於「幼教行政｣及「教學與保育｣等工作職責所
需具有的資訊素養，具有高度共識；而對教學設施與公共安
全須具備的資訊素養，則共識較低，且也認為較不需要。 

研究題目：幼稚園教師資訊素養與教學現況之研究。 
研究目的：了解幼稚園教師資訊素養與教學現況及差異情形。 

張茵婷 
（2006） 

結論： 
一、幼稚園教師資訊素養普遍受到教師重視與認同。 
二、幼稚園教學現況表現有待加強。 
三、幼稚園教師資訊素養會隨著不同背景變項而有差異。 
四、幼稚園教學現況會隨著背景變項不同而有差異。 
五、幼稚園教師資訊素養與教學現況具有密切關係。 
研究題目：學前教師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現況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
研究目的：探討學前教師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現況及其相關影響因素。

古孟玲 
（2006） 

結論： 
一、台北縣市之園所資訊設備非常普及。 
二、大部分的學前老師均有進行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三、園所屬性、園所位置、教學經驗、教育程度、電腦課程經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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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習時數對學前教師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有顯著影響。 
四、教學信念是影響學前教師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最大的因素，資訊

素養為次要因素。 
五、學前教師資訊素養以基本軟體知能最佳，電腦在教學上應用最

差。 
六、園所屬性、園所位置、教育程度、電腦課程經驗和研習時數對

影響學前教師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因素均有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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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學校效能相關研究一覽表 

研究題目：國民小學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 
研究目的：了解我國國民小學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的關係。 

張奕華 
（1997） 

結論： 
一、國民小學組織學習之現況尚可，學校效能之現況大致良好。 
二、國民小學組織具有學習型組織之條件，其在系統性思考層面頗

佳，惟在應用資訊科技層面仍須加強。 
三、國民小學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會因教師人口變項與學校情境變

項不同而有差異。 
四、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有密切關係，即組織學習愈好，學校效能

愈佳。 
五、組織學習各層面中，以系統性思考最能解釋並預測學校效能。
六、所有學校效能的預測變項中，以系統性思考最具有預測力，其

次為團隊學習觀念、全面品質管理、服務年資、學校地區。 
研究題目：國民小學校長營造學習型組織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
研究目的：了解國民小學校長營造學習型組織與學校效能之現況。

楊進成 
（2001） 

結論： 
一、教師部份： 
（一）在營造學習型組織及學校效能量表各向度的得分皆屬中上程

度。 
（二）不同年齡、服務年資、現任職務、學校所在地區、學校規模

的教師在營造學習型組織上的差異皆達顯著水準。 
（三）不同年齡、最高學歷、服務年資、現任職務、學校歷史、學

校所在地區、學校規模教師在學校效能上差異達顯著水準。 
（四）就整體而言，營造學習型組織與學校效能間呈顯著正相關。
（五）低、中、高三組教師在整體營造學習型組織及其各向度與整

體學校效能、及其各向度上的差異皆達顯著水準。 
（六）營造學習型組織對學校效能有顯著的影響效果。 
二.校長部份： 
（一）國民小學校長營造學習型組織及學校效能量表皆屬良好程度。
（二）不同最高學歷、校長年資、學校所在地區的校長在整體營造

學習型組織及其各向度上的差異皆達顯著水準。 
（三）不同性別、年齡的校長在學校效能上的差異皆達顯著水準。
（四）就整體而言，營造學習型組織與學校效能間呈顯著正相關。
（五）低、中、高三組校長在整體營造學習型組織及其各向度與學

校效能及其各向度上的差異皆達顯著水準。 
（六）營造學習型組織對學校效能有顯著的影響效果。 
 
研究題目：桃園縣國民小學學校效能之研究。 
研究目的：探討桃園縣國民小學學校效能之表現概況。 

王慧秋 
（2001） 

結論： 
一、輸入取向、結果取向與過程取向三種類型學校與學校地區、學

校類型及校長領導經驗具有關聯性。 
二、輸入取向、結果取向與過程取向三種類型學校與其歷史不具關

聯性。 
三、校長領導與學校氣氛、教師教學和社會關係三項指標在學校類

型與學校區域無顯著差異，在學校效能分群結果上則有顯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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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異。 
四、教師教學指標在校長領導經驗上無顯著差異，在學校效能分群

結果上則有顯著差異。 
五、學校歷史在國民小學學校效能五項主指標上均無顯著差異。 
研究題目：國民小學公共關係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 
研究目的：探討桃園縣國民小學公共關係與學校效能之現況及關係。

戴安台 
（2004） 

結論： 
一、桃園縣國民小學公共關係的現況屬中上程度。 
二、不同個人背景變項中，以不同性別、職務、不同學校位置的教

育人員，在整體學校公共關係的差異情形達顯著水準。 
三、桃園縣國民小學學校效能的現況良好。 
四、不同個人背景變項中，其依性別、職務、服務年資、學校規模、

學校位置不同對於整體學校效能的知覺達顯著差異。 
五、桃園縣國民小學公共關係與學校效能整體與各層面具中高度正

相關。 
研究題目：學校知識管理運用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以桃園縣國

民小學為例。 
丁伯強 

研究目的：探討國民小學運用知識管理與學校效能之現況及其關係。
（2004） 
 

結論： 
一、國民小學教育人員對學校知識管理運用現況知覺程度皆屬中上

水準。 
二、國民小學教育人員對於學校效能現況的知覺程度亦屬中上水準。
三、學校運用知識管理與學校效能的提升有高度相關性。 
四、男性、兼任行政、資深的教育人員在運用知識管理與學校效能

間的表現較佳；在學校效能部分以中型（13-24 班）學校有較佳
的表現。 

研究題目：市場導向、組織學習、組織創新與幼稚園學校效能關係
之研究。 

研究目的：並了解市場導向、組織學習、組織創新與幼稚園學校效
能間之關係與影響，以進一步提出具體建議。 

劉姵君 
（2005） 

結論： 
一、幼稚園在市場導向、組織學習、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表現情形

良好。 
二、市場導向、組織學習、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兩兩變項間皆有顯

著正向關係。 
三、市場導向、組織學習、組織創新對幼稚園學校效能皆具有預測

力。 
四、市場導向、組織學習、組織創新之所有構面中，以「跨部門合

作」對幼稚園學校效能最有預測力。 
五、市場導向、組織學習、組織創新皆為幼稚園學校效能影響因素。
研究題目：國民小學學校行政管理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 
研究目的：探討國民小學學校行政管理資訊系統與學校效能之運作

現況及關係。 

洪銘鴻 
（2005） 

結論： 
一、學校行政管理資訊系統之運作成效在各地呈現中等程度的表現。
二、學校效能之運作在全國呈現中等程度的表現，各向度以行政效

能最佳，其次依序為組織文化、使用者滿意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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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整體而言，目前我國國民小學學校行政管理資訊系統運作上所
遭遇到的最大困難為經費不足及專業人力資源不足。 

四、學校行政管理資訊系統運作與整體學校效能及各向度皆具有正
相關，亦即學校行政管理資訊系統運作成效程度越高，學校效
能也越佳。 

五、本研究中所使用的學校行政管理資訊系統量表的「組織特性」
以及「使用者特性」二項向度，對於學校效能具有中度的解釋
與預測力。 

研究題目：高雄市國民小學本位管理、組織氣氛與學校效能關係之
研究。 

研究目的：探討高雄市國民小學本位管理、組織氣氛與學校效能之
關係。 

林貴芬 
（2006） 

結論： 
一、高雄市教師對學校本位管理及學校效能具有中上程度的評價。
二、教師所知覺的學校組織氣氛大致良好。 
三、教師所知覺的學校本位管理，會因性別、年資、職務、學校位

置、建校歷史而有所差異。 
四、教師所知覺的學校組織氣氛，會因性別、年資、職務、教育程

度、學校規模、學校位置、建校歷史而有所差異。 
五、教師所知覺的學校效能，會因性別、年資、職務、學校規模、

學校位置、建校歷史而有所差異。 
六、施行學校本位管理，有助於提升學校效能。 
七、學校組織氣氛愈開放，學校效能愈高 
八、學校本位管理程度高，學校組織氣氛愈好。 
九、學校組織氣氛較學校本位管理更能有效預測學校效能。 
研究題目：台南縣國民小學學校效能之研究。 
研究目的：探討台南縣國民小學學校效能現況與差異情形。 

盧彥賓 
（2006） 
 結論： 

一、不同性別的教育人員在學校效能認知上有顯著差異。 
二、擔任不同職務國民小學教育人員在學校效能認知上有顯著差異。
三、不同服務年資國民小學教育人員在學校效能認知上有顯著差異。
四、不同教育程度國民小學教育人員在學校效能認知上有顯著差異。

研究題目：台北市幼稚園公共關係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 
研究目的：探討台北市幼稚園公共關係與學校效能之現況及其關係。

沈 琪 
（2007） 

結論： 
一、台北市幼稚園公共關係與學校效能之現況大致良好。 
二、台北市幼稚園之教育人員具有公共關係推展的能力，在輿論調

查層面較佳，惟在成效回饋層面有待加強。 
三、台北市幼稚園之教育人員普遍重視教師教學品質，但對於社區

家長的支持仍有努力的空間。 
四、不同規模之幼稚園教育人員在公共關係知覺上有顯著差異。 
五、不同職務、不同屬性幼稚園教育人員在學校效能知覺上有顯著

差異。 
六、幼稚園公共關係與學校效能有密切的關係。 
七、公共關係各層面對學校效能有顯著的預測作用。 
八、背景變項與公共關係各層面對學校效能有顯著的預測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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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資訊素養與學校效能相關研究一覽表 

研究題目：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關係之研究—以高雄市為例。

研究目的：探討國民小學教師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之關係。 
研究對象：以高雄市公立國民小學教師為主，共 28 所國民小學，合計 394

位教師。 

簡木全

（2003） 

結論： 
一、高雄市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整體屬於中高程度表現。 
二、國民小學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因教師背景變項不同而有顯著差異。 
三、國民小學教師教學效能不因教師背景變項不同而有顯著差異。 
四、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及教學效能各層面具有低度正相關。 
五、教師教學資訊素養愈高，其教學效能愈佳。 
六、國民小學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整體與各層面具有低度解釋力。

七、教師教學資訊素養之「資訊整合能力」層面對教學效能整體及各層面

具有主要的預測作用。 
研究題目：台北市國民小學資訊教育推展與學校效能之相關研究。 

研究目的：探討台北市國民小學資訊教育推展與學校效能之相關情形。 
研究對象：以台北市公立國民小學教師為主，共 60 所國民小學，合計 963

位教師。 

湯昶洪 
（2003） 

結論： 
一、資訊教育推展之現況良好，以「資訊的溝通」層面表現為最佳；其次

依序為「資料的處理、分析」、「資訊科技的使用與概念」、「資訊的搜
尋」、「資訊科技的認知」，且此五層面皆屬高程度的表現。 

二、國民小學教師之資訊能力大都能使用電腦資訊設備，在 word 文書編輯
以上之軟體使用能力達 90.03%，佔相當高的比率。 

三、不同性別、年齡、服務年資及職務、資訊能力的學校成員，在國民小
學資訊教育推展量表的得分，未達顯著差異。 

四、不同學校規模、校齡、評鑑結果的學校成員，在國民小學資訊教育推
展量表的得分，達顯著差異。 

五、在國民小學學校效能方面現況良好，以「教師教學品質」層面表現為
最佳，其次依序為「學校行政績效」、「社區家長認同支持」、「學生學
習與行為表現」層面，均位於李克特之五等量表中間以上之表現程度。

六、學校資訊教育推展與整體學校效能及各層面具有正相關。 
七、本研究使用之學校資訊教育推展量表的「資訊的搜尋」、「資料的 

處理與分析」、「資訊科技的使用與概念」、「資訊的溝通」、及「資 
訊科技的認知」對於整體學校效能具有中度預測作用。 

研究題目：高雄縣國民小學行政人員資訊素養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 
研究目的：探討高雄縣國民小學行政人員資訊素養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

洪秀熒 
（2004） 
 研究對象：以高雄縣公立國民小學兼任行政之教師為對象，共 70 所國民小

學，合計 664 位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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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論： 
一、國小行政人員在資訊素養及學校效能方面屬於中上程度表現。 
二、不同現任職務、服務處室、學校規模、學校地區之國小行政人員在整

體資訊素養及各層面上表現，沒有顯著差異。 
三、男性、年齡 40 歲以下、兼任行政年資 10 年以下、於服務處室個人擁

有專屬電腦、資訊進修 33 小時以上之國小行政人員有較高資訊素養。

四、不同行政年資、服務處室、電腦使用、學校規模、學校地區之國小行

政人員在整體學校效能及各層面上表現，沒有顯著差異。 
五、男性、年齡 31-40 歲、教師兼任主任、資訊進修 33 小時以上之國小行

政人員，所知覺到的學校效能較為理想。 
六、資訊素養較高的國小行政人員，感受到的學校效能較佳。 
七、資訊素養功能發揮的取向，會影響學校效能的提升。 
八、資訊素養對整體學校效能具有高度的預測作用，其中評估資訊層面是

主要的預測變項。 
研究題目：國民小學教師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關係之研究。 
研究目的：了解目前國民小學教師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的現況。 

研究對象：以台中縣市、彰化縣、南投縣共四縣市公立國民小學教師為對

象，共 70 所國民小學，合計 578 位教師。 

白慧如

（2004） 

結論： 
一、國民小學教師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現況屬於中上程度。 
二、不同性別、年齡、學歷、服務年資、職務、學校規模、學校所在地的

國民小學教師資訊素養有不同的差異情形。 
三、不同性別、學歷、職務、學校規模、學校所在地的國民小學教師教學

效能有不同的差異情形；不同年齡、不同服務年資的國民小學教師在

教學效能沒有顯著的差異。 
四、教師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間有顯著正相關。 
五、國小教師資訊素養對國小教師教學效能具有解釋力。 

研究題目：苗栗縣國民小學行政人員資訊素養與學校效能之相關研究。 趙麗君 

研究目的：探討苗栗縣國民小學行政人員資訊素養與學校效能的現況，並

分析兩者之間的關係。 

（2005） 

研究對象：以苗栗縣公立國民小學兼任行政之教師為對象，共 60 所國民小

學，合計 430 位教師。 
結論： 
一、苗栗縣國民小學行政人員資訊素養及學校效能現況良好。 
二、苗栗縣不同性別、服務年資、學歷、學校規模、地區之行政人員資訊

素養達顯著差異。 
三、苗栗縣不同性別、服務年資、學歷、擔任職務、學校規模之國小行政

人員，其學校效能無顯著差異。 
四、苗栗縣不同地區之行政人員其學校效能達顯著差異。 
五、苗栗縣國民小學行政人員資訊素養及各層面，與學校效能呈現顯著正

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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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服務年資對苗栗縣國民小學行政人員資訊素養預測力最高；資訊素養

對苗栗縣國民小學學校效能預測力最高。 
研究題目：台中市國民小學教師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關係之研究。 李航申 

研究目的：了解國民小學教師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的關係。 （2005） 

研究對象：以台中市的公立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共 60 所國民小學，

合計 639 位教師。 

結論： 
一、國民小學教師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現況屬於中上程度。 
二、不同性別、年齡、學歷、服務年資、職務、學校規模教師其資訊素養

有顯著差異。 
三、不同性別、學歷、職務、學校規模的國民小學教師教學效能有顯著差

異，年齡、服務年資在教學效能上則沒有顯著差異。 
四、教師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間有顯著正相關。 
五、國小教師資訊素養對國小教師教學效能具有解釋力。 
研究題目：國民小學教師資訊素養與學校效能知覺關係之研究。 
研究目的：瞭解國民小學教師資訊素養與學校效能情形與關係。 

嚴振農 

研究對象：以台中縣市、彰化縣、南投縣共四縣市公立國民小學教師為對

象，共 63 所國民小學，合計 508 位教師。 

（2006） 

結論： 
一、國民小學教師資訊素養與學校效能知覺的現況表現良好。 
二、不同服務年資、職務、學歷、學校規模之教師資訊素養達顯著差異。

三、不同性別、學校地區之教師資訊素養未達顯著差異。 
四、不同服務年資、職務之教師學校效能知覺達顯著差異。 
五、不同性別、學歷、學校規模、地區教師學校效能知覺未達顯著差異。

六、國民小學教師資訊素養與學校效能知覺有顯著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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