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幼稚園教育人員資訊素養與學校效能的關係，進行實證研究

之前，先就相關文獻進行整理歸納以作為理論基礎。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闡

述資訊素養的意涵與相關研究；第二節分析學校效能的意涵與相關研究；第三節

進一步探討資訊素養與學校效能之關係。 

第一節 資訊素養的意涵與相關研究 

  處於現今資訊發達的世代，資訊素養能力已成為每個人在吸收新知與終身學

習不可或缺之能力；教育人員若具備良好的資訊素養能力，亦能提升教師專業能

力，增進教學及行政上的效率。本節主要探討資訊素養的定義、內涵及教育人員

的資訊素養，並歸納統整目前教育領域中的資訊素養研究，期能對研究主題有更

深入的瞭解。 

壹、資訊素養的定義 

    「資訊素養」一詞為美國資訊工業協會（the US Information Industries 

Association）主席 Zurkowski 在 1974 年首先提出，其依據美國國家圖書館與資訊

科技委員會（the US National Commission on Librarie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的

看法，認為資訊素養應包含在工作中如何有效地發現所需資訊、使用資訊及解決

問題（Bawden, 2001; Tatković, Ružić, & Pečarić, 2006）。然而資訊素養不只是習得

許多操作技能，更代表一種為了從學習中獲得意義的新思考方式，其為一生中學

習的核心，更給予人們力量去尋找、評估、使用和有效地創造資訊，以達到個人、

社會、職業及教育目標（Doyle, 1995; Horton, 2006）。而 Moore（2006）探討資訊

素養在紐西蘭教育領域中的意義時也指出，為了趕上科技的進步、適應不斷改變

的工作場所與社會環境並有效地使用資訊，資訊素養與終身學習間有了更密切的

關係。綜上所述，資訊素養不僅為消極即時的解決問題，更代表積極持續追求自

我學習及成長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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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資訊素養的定義，國外與國內學者各有不同看法及闢解，整理如表 2-1

所示： 

表 2-1  資訊素養的定義 

年份 提出者 定義 
資訊素養為： 

1979 Hamelimk 
一、知道解決問題所需的資訊。 
二、知道誰擁有這些資訊或從何處可獲得這些資訊。 
三、知道如何取得所需的資訊。 

1981 Luehrmann 
資訊素養亦即電腦素養，就是「操作電腦的經驗和能
力」。 

Information 
Industry 

Association 

資訊素養是指從「不會使用科技、只會有限的檢索知識
資源的新手」到「知道如何與何時使用科技，且成為有
效率熟悉資訊者」之間的能力差距。 

1982 

1983 Horton 

資訊素養指提升個人與企業組織面對知識爆炸時代，操
作機器輔助系統（machine-aided handling）來幫助解決問
題與做決策時，能確認、檢索與獲取所需資料與文獻之
覺知（awareness）程度。 

1987 Kuhlthau 
資訊素養與功能性素養緊密關聯，包含日常生活閱讀與
使用資訊的能力、能覺知個人的資訊需求、主動尋求做
決定與學習新科技與知識的能力。 
資訊素養指瞭解資訊的角色與力量，在做決策時有能力
去尋找、檢索與使用資訊。 Olsen 和 Coons 

資訊素養是指賦予個人力量，能獨立思考追求真相，不
會盲目從眾。它不僅可讓個人成為終身學習者，而且可
讓個人經驗追求知識的樂趣，進而創造個人在生命全程
中，持續不斷主動學習的動機。因此資訊素養是國民具
備覺知何時需要資訊能力，並且有效的查詢、評估與使
用所獲得的資訊。 

1989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LA User 
Instruction for 
Information 

Literacy 
Committee 

資訊素養指在個人生活與專業生涯中有效地尋找、評鑑
與使用資訊的能力。 

資訊素養為： 1990 
一、瞭解獲取及時性與回溯性資訊的過程與系統，如資

訊辨識與傳輸系統服務。 
Rader 二、針對不同的資訊需求，有能力評估不同資訊管道與

來源的效度及可靠性。 
三、熟悉許多收集與儲存自己所擁有資訊的基本技巧，

例如資料庫、試算表、文書處理與資訊處理系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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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Curran 

資訊素養涵蓋以下能力： 
一、暸解資訊具有輔助性的能力。 
二、知道從何處可以獲得資訊。 
三、具備檢索資訊的能力。 
四、具備解釋、組織與綜合資訊的能力。 
五、具備使用與傳播資訊的能力。 

Association of 
Supervision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簡稱 ASCD) 

資訊素養指有效尋找、處理與使用資訊的能力。資訊素
養應該是每個學生教育經驗的一部份；具備資訊素養者
在整個資訊社會中可以掌握先機。ASCD 鼓勵學校、學院
與大學將資訊素養計畫整合至所有學生的學習計畫之
中。 

1991 

Bjorner 

資訊素養如同以下能力： 
一、體認資訊需求。 
二、被激發去滿足資訊需求。 
三、發展所需資訊之策略。 
四、完成找尋資訊的能力。 
五、以滿意的方式組織、評估與利用資訊。 

Doyle 

資訊素養就是能夠： 
一、知道正確及完整的資訊有助於明確的抉擇。 
二、了解資訊的需要。 
三、確認潛在的資訊來源。 
四、發展成功的搜尋策略。 
五、存取資訊的來源包括使用電腦及其他科技工具。 
六、評估資訊。 
七、將資訊加以組織作為實際上之運用。 
八、將新資訊整合於現存的知識體中。 
九、利用資訊作為解決問題及思索之關鍵。 

Olsen 

資訊素養必須： 
一、具備傳統讀、說、寫的基本素養。 
二、能瞭解資訊的角色、力量與使用。 
三、能明瞭資訊不同的內涵與種類。 
四、能瞭解組織資訊的系統。 
五、能檢索並取得資訊。 
六、能評估、組織與操作資訊。 

McHenry 

資訊素養的定義為： 
一、能體認資訊的價值與力量之態度。 
二、能覺察到資訊的形式與種類之多樣性。 
三、能理解到資訊並非知識，除非資訊加以被分析、探

討和整合至現存的知識體系中。 
四、能有效地且具批判性地進行資訊的檢索。 

1992 

Jones 
資訊素養包括覺知到需要資訊、同時知道需求的內容，
以致能有效地尋求資訊、評估資訊、組織資訊並使用資
訊。 

表 2-1（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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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McClure 

資訊素養是一種觀念，同時也是能夠解決資訊問題的能
力，它涵蓋了四方面的素養：傳統素養、電腦素養、媒
體素養及網路素養。 

1994 Clark 
資訊素養是有能力去接近、提取、評估和整合不同電子
形式的資訊來源。資訊素養將持續在生活品質、經濟獨
立、政治進展等方面扮演決定性的角色。 

1996 Shelly, Cashman
和 Waggoner 

資訊素養可分為內在與外顯能力：內在能力指的是能思
考釐清問題所在、能分析、綜合、組織有用的資訊；外
顯能力指的是知道資訊的來源所在，如何獲取資訊，用
合適方式將組織及內化後的資訊呈現出來，並利用資訊
解決相關問題等。 

1994 倪惠玉 

分為內在的能力與外顯的能力：內在能力係指釐清問題
所在、能分析所需要的資訊為何、能正確解讀資訊、分
析資訊、合成及組織有用的資訊；外在能力涵括知道資
訊的所在、如何獲取資訊、能用合適的方式將組織過的
資訊呈現出來、利用資訊解決相關的問題。 

1995 李德竹 培養國民具備瞭解資訊的價值，在需要資訊時能有效率
的查詢資訊、評估資訊、組織資訊與利用資訊。 

吳美美 
資訊素養包含認知與情意方面：認知方面，分為內在能
力與外顯能力；情意方面指瞭解人和資訊之間的張力關
係，培養自我思考善用資訊的能力。 

林美和 

一、獲取新資訊的知能。 
二、擬定研究問題的能力。 
三、利用各種媒體檢索資訊的能力。 
四、尋找、選擇、評量、組織、利用與創造資訊的能力。
五、批判過程與評鑑結果的能力。 

黃世雄 

美國許多專家對於資訊素養有以下共識： 
一、利用多元化的教材與教學方法。 
二、是二十一世紀知識工作者必備的條件。 
三、其範圍涵括全球的資訊資源，為使用者對其終身學

習做好準備。 
四、應不分年齡隨時指導其資訊的檢查與使用的技能。 
五、應界定在培養獲取資訊、解決問題、決策訂定以及

評估資訊的能力。 
六、培養使用者獨立思考及搜尋資訊應具備的行為與步

驟。 

陳仲彥 

資訊素養是一種觀念，也是一種能夠解決資訊問題的能
力，它涵蓋了四方面的素養： 
一、傳統素養。 
二、媒體素養。 
三、電腦素養。 
四、網路素養。 

 
1996 

李隆盛 資訊素養廣義指有目的蒐集與處理資料的基本能力；就
狹義而言，資訊素養則等同於電腦素養。 

表 2-1（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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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張一蕃 資訊素養是個人利用資訊及其工具與外界作合理有效溝

通和互動所需具備的能力。 

劉淑娟 
資訊素養是個人有效處理資訊的能力，由於具備資訊的
知識與技能，所以在需要資訊時，知道何處去尋找資訊，
且能有效的從各種資料來源中去查核、評估與使用資訊。

 
 
1998 
 
 

  張雅芳、 
徐加玲 

資訊素養即在資訊時代，一般人必須有能力和資訊社會
的環境作合理的溝通。 

康春枝 
資訊素養有廣義及狹義之說：廣義上來看，資訊素養包
括傳統素養、媒體素養、電腦素養和網路素養；狹義上
來看，有的人將之視為僅指電腦素養。 

楊美華 

資訊素養是指知道何時需要資訊，並且具備找到資訊、
評估資訊及有效利用資訊能力的人，其目的是學習成為
一位知道如何學習的人。資訊技能有下列的層次： 
一、對於資訊服務與資訊的認知。 
二、了解資訊的結構。 
三、具有分解資訊問題需求的能力。 
四、懂得如何檢索資訊。 
五、評估資訊。 
六、管理資訊。 
七、對新的資訊作出貢獻。 

1999 

 

 

    溫嘉榮、 
吳明隆 

資訊素養包含： 
一、具備電腦操作及使用之基本知能，包括電腦知識、

技能態度與情感。 
二、認識電腦科技的發展、功能與限制，了解資訊科技

在各領域的應用情形。 
三、了解電腦對個體生活及整體社會的應用影響，能確

實遵守電腦應用倫理守則。 

2000 賴莞玲 

資訊素養包含： 
一、認知（recognize）：認知資訊的需求。 
二、尋找（locate）：能夠從適當的資源取用資訊。 
三、取用（access）：發展使用資訊科技的能力。 
四、評估（evaluate）：批判分析和評估資訊。 
五、組織（organize）：能組織和處理資訊。 
六、應用（use）：應用資訊以作有效與創造性的決策。 
七、傳達（communicate）：產生並有效的傳達資訊和知識。
八、尊重（respect）：能理解並尊重資訊及其科技的倫理、

法律及社會政治觀。 
九、終身學習（lifelong learning）：發展終身學習態度。

2001 謝宜芳 

資訊素養為培養組織、利用、分析、評估資訊的能力。
亦即藉由批判性的思考去評估資訊，知道問題發生的原
因，並且將此能力發揮出來用於了解如何獲得資訊、如
何解決問題，使大家能以系統化的方法面對資訊洪流的
衝擊並能游刃於資訊時代中，使大家成為終身學習者。 

2002 吳莉欽 資訊素養能力為個體為解決問題而從事資訊行為所需能
力，包含利用資訊的認知技能及為了處理資訊的策略。 

表 2-1（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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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續）

資訊素養不僅強調操作某種科技的單一技能，更指尋
找、組織、評估、利用和創造各種資訊的批判思考過程，
可表現於個人學習以及整體社群福祉的追求中；資訊素
養的內涵更應該包括圖書館、圖像、媒體、電腦和網路
等多元的資訊來源。 

2002 林菁 

資訊素養並非僅指電腦技能，而是一種綜合性能力，包
括內在思考能力、搜尋評估能力，也包括外在電腦操作
能力和媒體運用能力，其以解決問題和建立終身學習能
力為主要目的。 

 
吳紹群 2003 

資訊素養可以從英文字「computers」來瞭解其意義： 
一、溝通（connect）：能將資訊與環境作合理的溝通。 
二、組織（organize）：能將資訊作有效的組織。 
三、管理（manage）：能將資訊作有效的管理。 
四、力量（power）：能將資訊視為是一種能力。 2003    簡木全 
五、應用（use）：能將資訊應用於問題的解決。 
六、轉換（transfer）：能將資訊轉換傳送給需要的使用者。
七、評估（evaluate）：能將資訊的價值性作有效的評估。
八、尊重（respect）：能給予資訊及作者最大的尊重。 
九、分享（share）：能將資訊作有意義的分享。 

 溫嘉榮、 資訊素養係指個體所具備的資訊處理技巧及資訊利用知
識的素養，而資訊素養能力是個體使用資訊處理問題及
解決問題的能力。 

2004  施文玲、 
   林鳳釵 

一、在認知上，對於欲解決的問題，能夠界定問題、覺
知資訊、尋找資訊、檢索資訊，進而批判、檢視資訊
以及組織、整合資訊的能力； 

2005 何孟臻 二、在功能上，能夠使用各種資訊來源的媒介物，例如
圖書館、電腦、網路等，促進多元性資訊的吸收及使
用，以提升自我學習的技能，繼而達到終身學習的目
標。 

 
 
資料來源：整理自白慧如（2004）、何孟臻（2005）、陳秋鳳（2005）、趙麗君（2005）。

資訊素養所涵蓋的範圍及概念是非常多元且寬廣的，以下嘗試從「目標」、「資

源」、「過程」等方面來進一步歸納：第一，「目標」方面可以分為近程目標與遠

程目標，資訊素養的近程目標是為了在解決問題或做決策時能夠快速獲得有效的

知識及相關資訊（引自白慧如，2004；何孟臻，2005；陳秋鳳，2005；趙麗君，

2005）；而資訊素養的遠程目標是為了有效的提升自我學習的技能，並達到終身

學習的目的，甚至進而追求整體福祉（引自何孟臻，2005；趙麗君，2005）。第

二，從「資源」方面來看，可從圖書館、電腦、網路等多元管道來吸收及使用有

效資訊（引自白慧如，2004；何孟臻，2005；趙麗君，2005）；第三，從「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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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來看，資訊素養的過程主要包含：知道所需的資訊、熟悉獲得資訊的技巧、

尋找資訊、組織資訊、運用資訊及評估資訊，並能更進一步創造新資訊（引自白

慧如，2004；何孟臻，2005；陳秋鳳，2005；趙麗君，2005）。 

綜上所述，本研究的「資訊素養」定義為：為了在解決問題或做決策時，能

有效利用圖書館、電腦、網路等資源來快速獲得資訊，並組織、運用及評估資訊，

以獲得有用的知識及相關資訊，進而能夠創造資訊、增進自我學習並達到終身學

習的目的，甚至追求整體生活的福祉。 

資訊素養一詞最早出現於 1974 年，至今已有三十多年的歷史，研究者綜合

上述國外、國內學者及其他相關文獻對於資訊素養的定義，進而歸納資訊素養的

演化情形，茲述如下： 

一、 其意義由「解決問題」的工作導向更進一步延伸至「終身學習」的意涵 

資訊素養最初的定義是在 1980 年代時，人們為了解決工作上的問題，

於是找尋所需的資訊、取得資訊並將其運用在工作上；到了 1890 年代，美

國圖書館協會進一步以教育及終身學習的觀點來檢視資訊素養，認為資訊素

養可以使個人成為終身學習者，並且可以使個人體驗追求知識的樂趣

（Bawden, 2001）。Ward（2006）提出資訊素養為一個廣泛能力，除了批判

性的思考之外，更包含明確追求生活中意義、動機與品質的資訊過程。 

二、 資訊素養由單一素養延伸為多元素養的整合 

資訊素養是根據美國圖書館協會的定義所發展出來，其內涵主要強調利

用圖書館尋找並取得資訊的能力（Bawden, 2001）；隨著近年來媒體及電腦

科技的進步，資訊素養不僅包含利用傳統圖書館尋找資訊的能力，更包含從

媒體、電腦等多元管道取得資訊的能力。McClure（1994）提出資訊素養的

概念應包含傳統素養、媒體素養、電腦素養及網路素養共四個層面。 

三、 資訊素養由原有的尋找、使用資訊，更進一步包含評估資訊 

1980 年代時，Zurkowski、Burchinall 及美國資訊工業協會都強調如何尋

找、使用資訊的技能（Bawden, 2001）；隨著電腦科技時代的來臨，資訊傳

播的速度加快，其資訊的數量也大幅增加，尋找及取得資訊並非困難之事，

但更重要的是如何辨識及過濾出自己所需的資訊。Doyle（1995）指出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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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包含取得、評估及使用資訊的能力，美國國家圖書館與資訊科學協會與

國家資訊素養學會在 2003 年布拉格的會議報告中提到資訊素養的基本原則

包含一個人對於資訊需求及其利害關係方面的知識，必須具備發現、找出、

評估、組織並有效地創造、使用及溝通資訊（Horton, 2006）。 

貳、資訊素養的內涵 

     從「資訊素養」的相關文獻中，研究者發現資訊素養所涵蓋的內容廣泛，

以下分為三方面進行探討： 

一、以「內在」與「外顯」能力而言 

內在能力主要是指在資訊素養者本身的思考過程中，能夠釐清問題所在、搜

尋、分析、組織、整合及評估資訊的能力；外顯能力泛指知道資訊來源、如何獲

取資訊、擁有所需資訊技巧，並將資訊內化後而呈現出來等實際行動層面，包括

了外在的電腦操作能力和媒體運用能力（何孟臻，2005；吳美美，1996）。 

二、以「認知」、「情意」、「技能」來劃分 

      Bloom 認為人的能力多半可以分為分為三大領域：認知領域、情意領域及技

能領域，而課程與教學的設計亦脫離不了此三大領域（引自黃政傑，1999）；

Kuhlthau 也指出尋求資訊的過程包含情感、認知及行動三個領域（引自 Dickinson, 

2006）。以下以「認知」、「情意」、「技能」三個層面進一步探討資訊素養的內涵： 

（一）認知層面 

所謂認知領域（cognitive domain）是指學生在預期教學後認知行為方面

可能發生的改變，Bloom 指出按認知程度的簡繁可以分為六個層面：1.知識－

回憶事實、概念、方法等；2.理解－了解某一現象並進而轉譯、解釋或推理；

3.應用－將所學知識運用到特殊或具體的情境之中；4.分析－將溝通的訊息加

以分析解釋，並進一步說明該訊息的組織原則及傳達效果；5.綜合－將學習到

的零碎知識綜合為自己的完整知識體系；以及 6.評鑑－在學習後對其所學到

的知識或方法，依據個人的觀點給予價值判斷（引自張春興，2001；黃政傑，

1999）。而張一蕃（1997）亦提出資訊素養的認知方面必須要了解資訊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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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形式的多樣性，熟悉尋找資訊的方法，並具備評估、解釋、組織及綜

合資訊的能力。綜上所述，資訊素養的認知領域內涵不僅包含認識、理解資

訊及熟悉尋找資訊的方法外，更要提升知識的層次進一步應用、分析、綜合

及評鑑資訊。 

（二）情意層面 

情意領域（affective domain）強調個人對於人事物的感覺、情緒、態度、

興趣、鑑賞等方面的學習，根據個人將價值內化的程度可以分為五個階層：

1.接受：在學習時或學習後對其所從事的學習活動，自願接受並給予注意的心

態；2.反應：主動參與學習活動，並從參與的活動或工作中得到滿足；3.重視：

知覺到學習活動存在的價值，並給予正面的肯定；4.組織：將價值安排為有組

織的系統，內化成自身的價值觀；5.品格形成：將價值內化的組織層次提升至

人生哲學的層次，將知識觀念形成個人品格的一部分（引自張春興，2001；

黃政傑，1999）。資訊素養情意方面的能力即能了解人和資訊之間的張力關

係，在資訊狂瀾的時代，有能力保持清明的自我，了解來去自如的自我思考

重於因雜亂無章的資訊焦慮（吳美美，1996）。吳莉欽（2002）明確指出教師

資訊素養的情意領域方面應包括教師適應資訊科技處理事務的態度、教師對

使用資訊科技的價值、教師對資訊科技所抱持的態度、教師願意利用資訊科

技輔助專業工作、教師對資訊科技感興趣等。綜上所述，資訊素養的情意領

域內涵包含對於資訊科技感興趣、重視資訊科技及應用資訊科技的態度等，

在現今資訊大量傳播的社會中，更需要具備組織資訊之能力以進一步形成自

身在資訊學習方面的價值觀。 

（三）技能層面 

技能領域（psychomotor domain）的目標強調心理及動作聯合的學習，以

發展操作或動作的技巧；而 Simpson 將技能領域分為七類：1.知覺－藉由感官

注意物體、性質或關係；2.準備－為了某一動作而預備，包含在心理、身體和

情緒上的準備；3.引導反應－意指在他人指導或自我指導之下，所表現的明顯

動作，包含模仿和嘗試錯誤兩部份；4.機械練習－反覆練習使所學的動作熟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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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為習慣；5.複雜外顯行為－對於多種不同反應的動作技能，已學習到熟練

的地步；6.技能調適－技能學習熟練之後，能夠改變動作適應新問題情境；7.

創作－技能學習臻於精練地步之後，能夠創造新的動作形式（引自張春興，

2001；黃政傑，1999）。綜合張一蕃（1997）與吳莉欽（2002）對資訊素養技

能所應包含的內容，可歸結出資訊素養的技能包括：教師必須能操作或結合

資訊科技的簡單技巧，能從事複雜設計或創造等活動，並涵蓋電腦、媒體和

網路操作的基本能力。綜上所述，在生理與心理各方面的準備狀態良好之下，

先藉由模仿及錯誤學習等方式習得資訊，再進而熟練資訊技能，甚至從事複

雜及創造的活動。 

三、以類型而言 

          從廣泛的層面來看，資訊素養泛指有效搜尋所需知識資訊的能力，涵蓋在圖

書館尋找資料的傳統能力，更包括傳播媒體及後來興起的電腦資訊及網路搜尋能

力等，McClure（1994）提出資訊素養的概念應包含四個層面：傳統素養、媒體素

養、電腦素養及網路素養，如圖 2-1 所示，其相關內容分述如下： 

 
 

 

 

傳統素養 

媒體素養 

網路

素養 

電腦

素養 

資訊素養 

資訊問題解決能力

圖 2-1 資訊素養概念圖

資料來源：Network literacy: A role for libraries, by McClure, C. R, 1994,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Libraries, 13(2), p.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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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傳統素養 （traditional literacy） 

McClure（1994）認為傳統素養包含個人讀、寫、說的能力，且具備熟練

的程度來解決問題，以在工作或社會上能夠發生功效、達成目標，更能進一

步發展知識和潛能。而陳仲彥（1996）認為傳統素養涵蓋的項目有：認識圖

書館環境與維持公共秩序等社會學習、認識圖書資料的類型與功用、認識圖

書資料的分類與排架、撰寫讀書或研究報告的能力。 

（二）媒體素養 （media literacy） 

媒體素養為評估從大眾媒體（包含電視、廣播、報紙、雜誌與網路）中

所獲得的資訊，並進行批判性思考（Bawden, 2001）。Aufderheide 和 Firestone

指出：媒體素養延伸了素養的觀念，包含了有力的後印刷（post-print）媒體

可以支配我們的資訊，在有力的影像、字及聲音所建構的文化中，幫助人們

知道、產生並協調其中的意義；一個有媒體素養的人可以解構、評估、分析

並進一步產生印刷及電子媒體，此外每個人都應有機會成為媒體素養者（引

自 McClure, 1994）。陳仲彥（1996）則提出媒體素養主要包含認知及技能兩方

面，應包括認識各種媒體資料的特性、操作各種媒體工具的能力兩大範疇。 

（三）電腦素養 （computer literacy） 

Tuckett 認為電腦素養包含三個部分：1. 對電腦使用的普遍了解；2. 有效

使用電腦的技能；與 3. 電腦使用的自我信任感（引自 Bawden, 2001）。李隆

盛（1996）指出，電腦素養教育是為生活而學，主要目的是在日常生活中能

善用電腦解決各種實務問題，在升學及就業方面更了解自己、電腦與資訊的

運作環境和發展方向，並進一步奠定良好基礎以有利於作出抉擇。吳正己、

邱貴發（1996）指出電腦素養應包括哪些內容眾說紛紜，且似乎隨著電腦科

技的進步不斷改變，很難像其他基本素養般保持較高恆定性，但一般電腦素

養的內涵不外下列五個範圍：程式設計、電腦科學簡介、應用軟體、電腦網

路、電腦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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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網路素養 （network literacy） 

          McClure（1994）提出網路素養應該包括知識及技能兩個層面，知識層面

包含認識網路的資源與使用等，技能層面如何從網路上使用搜尋工具取得確切

資訊，使用網路資訊來解決分析個人決策等。 

簡木全（2003）提出網路素養應包含三方面： 

1. 網際網路功能的瞭解：包含全球資訊網（www）、電子郵件（e-mail）、電

子佈告欄（bbs）、遠端登入（telnet）、檔案傳輸（ftp）等。 

2. 網路資源類型的應用：包含電子書、電子期刊、電子論壇、圖書館線上功

用目錄等各種形式的電子出版品，其檔案形式從純文字、圖形到聲音、動

畫檔等都需有應用的能力。 

3. 適切的資訊檢索策略：檢索資料時選擇適合的資料庫及關鍵字，檢索後如

何獲取全文並評估資訊的適用性等。    

參、教育人員的資訊素養 

    在電腦及資訊網路快速發展的今日，資訊素養已成為每位工作者必備能力之

一（陳秋鳳，2005）。而幼稚園教育人員需具備哪些資訊素養能力，本研究探討

美國及我國的資訊素養標準以作為幼教老師資訊素養能力之參考。 

一、美國 ISTE 資訊素養標準 

ISTE（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echnology in Education，國際教育科技學

會）是為了教師專業發展、產生知識及支持領導科技創新的一個非營利組織，組

織的目標在提升 PK-12 年級的學生及教師在科技方面的有效使用，以增進教學、

學習和學校領導方面的能力；於是教育科技標準分為三類：（一）NETS-S（National 

Educational Technology Standards for Students，以下稱為全美學生教育科技標

準）；（二）NETS-T（National Educational Technology Standards for Teachers，

以下稱為全美教師教育科技標準）；以及（三）NETS-A（National Educational 

Technology Standards for Administrators，以下稱為全美行政人員教育科技標準）。

由於幼稚園教師多數需兼任行政工作，而多數園長也都需擔任教學工作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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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與行政工作之關係密不可分。於是以下針對全美教師教育科技標準及全美學

校行政人員科技標準進行探討。 

（一）ISTE 的全美教師教育科技標準 

張奕華（2007）提出美國教師教育科技標準的記事發展如下：1. 1993 年—

第一版國際教育科技協會全體教師科技標準，共計十三項指標；2. 1997 年—第

二版國際教育科技協會全體教師科技標準，共計十八項指標，分為下列三項範

圍：基礎電腦（科技）操作與概念、個人與專業科技使用、在教學上應用科技；

與 3. 2000 年—第三版美國教師教育科技標準，共計二十三項指標，分為下列

六項範圍（張奕華，2007；ISTE, 2007a）：  

1. 科技操作與概念：指教師能夠充分瞭解科技的操作及概念，並隨當時科

技潮流能在科技知識及技能上有持續的成長。 

2. 規劃、設計學習環境和經驗：指教師藉由科技設計有效的學習環境和經

驗以促進學生學習，並能夠知道、尋找及評估資訊。 

3. 教學、學習與課程：指教師能夠運用科技融入教學及課程中以促進學生

學習，發展學生高層次的技能和創造力。 

4. 評量與評鑑：指教師能夠運用科技進行多樣化有效的評量與評鑑學生在

學科上的學習。 

5. 生產力與專業實務：指教師能夠使用科技從事持續的專業發展和終生的

學習，並能與科技和同儕、父母及更大的社群溝通合作以培養學生的學

習。 

6. 社會、倫理、法律和人類課題：指教師能夠瞭解有關 PK-12 使用科技的

社會、倫理、法定和人類等議題，並運用在實務上，促進學生公平使用

科技資源；此外，能夠運用科技資源使不同背景、特性和能力的學生都

能發揮潛能。 

由上述全美教師教育科技標準可知其重點在於以學生為中心並運用科技

增進教師課程設計及教學成效等方面，以增進學生的學習，其中亦重視利用科

技達到教師個人持續專業成長及終身學習的目的；然而其中較缺乏利用科技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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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教師處理學校行政方面的事務。 

（二）ISTE 的全美行政人員教育科技標準 

全美行政人員教育科技標準是由 TSSA（Technology Standards for School 

Administrators，學校行政人員科技標準）所發展出來的，內容中揭示了 PK-12

的行政管理者需要透過科技去熟悉且能夠去做的事情。而這些標準背後所隱藏

的意義是：學校行政管理者身為資訊時代的專業人員，應該能夠充分的使用資

訊及科技工具，其標準共分為六項（張奕華，2007；ISTE, 2007b）： 

1. 領導與願景：指教育領導者激發一個共同願景去統整及發展科技，促進

所有利害關係人之間的溝通，並倡導州層級和聯邦層級的政策計畫和資

助機會以支持地區科技計畫的執行，培養一個實現願景的環境及文化。 

2. 學習與教學：教育領導者能夠確保課程設計、教學策略和學習環境融合

了適宜的科技，以增進學生的學習使其發展高層次的思考、決策及解決

問題技能，提升教師的教學使其專業得以成長。 

3. 生產力與專業實務：教育領導者能夠有效地使用科技並致力於持續專業

學習，促進和同事、員工、家長、學生和社區之間的溝通與合作，並能

夠保持對新興科技的知覺及瞭解其在教育上的潛在用途，以增進組織改

造。 

4. 支持、管理與操作：教育領導者能持續促進科技系統的改善、使用整合

的科技管理運作系統、分配財政人力資源以確保科技計畫能完整且持續

地進行。 

5. 評量與評鑑：教育領導者使用多元方式來評量與評鑑科技資源的適當使

用，使用科技分析資料以改進教學實務、學生學習及管理行政運作系統，

評量教職員在科技使用上的知識、技術與表現。 

6. 社會、法律與倫理議題：教育領導者需了解與科技相關社會文化、合法

化、道德觀念及與這些議題相關的決策，確保取得科技資源的公平性並

加強科技使用的隱私、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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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全美學校行政人員教育科技標準」發現其主體為行政管理者，即學

校中的領導者，運用到校園中的行政人員教育科技範圍可能有限；但就其指標內

容而言與行政事務息息相關，因此亦可供幼稚園中兼任行政事務的教育人員所須

具備的教育科技素養作為借鏡。 

根據 ISTE（2007c）在 2006~2007 年的年度報告中指出，全美學生教育科技

標準在 2007 年已有新的標準出現，全美教師教育科技標準將在 2008 年展露新的

一面，而全美學校行政管理者科技標準也會陸續在 2009 年公佈。 

二、國內資訊素養標準 

    資訊能力實為國家提升競爭力的一大要素，欲提升國民的資訊素養須從教育

扎根。於是教育部電算中心於 1997 年 7 月起開始積極推動「資訊教育建設計畫」，

勾勒出全國各級學校及師生的資訊教育；1999 年以教師為對象訂定「國民中小學

教師資訊基本素養指標」；2001 年更規劃「中小學資訊教育總藍圖」以提升全民

運用資訊的能力與學習素養；於 2002 年更發展「E 世代人才培育計畫」，加速推

動「建構數位化學習內容」、「縮短中小學城鄉落差」、「建立終身學習網站平台」

三項主要工作（趙麗君，2005）。由於「國民中小學教師資訊基本素養指標」及

「中小學資訊教育總藍圖」與教師及學生有密切關係，而「E 世代人才培育計畫」

的對象為全體國民，於是以下就「國民中小學教師資訊基本素養指標」及「中小

學資訊教育總藍圖」兩方面進行探討。 

（一）國民中小學教師資訊基本素養指標 

教育部（1999）為推廣中小學資訊教師在職進修與教學應用計畫，提出

在職教師資訊應用之能力素養及培訓課程，計畫中並頒訂「國民中小學教師

資訊基本素養指標」，其中內容分為三大類： 

1.資訊課程專業素養：包含能了解網路禮節、能尊重智慧財產權及病毒傳染

的發病原因、能了解資訊安全的重要性、能使用電腦為一般教學工具及級

務工作的處理。 

2.套裝軟體及應用軟體操作素養：包含能夠安裝使用電腦輔助教學軟體與網

路資源來輔助教學活動、了解網路的重要性且能夠使用電腦系統管理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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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簡易的軟體安裝及文書操作等相關應用。 

3.各科應用網路教學基本素養：利用網路資源進行個人教學活動及參與互動

式教學。 

      由「國民中小學教師資訊基本素養指標」內容中，研究者發現其指標內

容可看出其素養層面著重於電腦及網路素養方面，主要目標是為促進教學方

面的成效及資料系統方面的管理。 

（二）教育部中小學資訊教育藍圖 

    教育部（2001）為了迎接二十一世紀知識經濟社會的來臨，提升國家競爭

力與科技實力，於是積極培養國民具備主動學習與創新思考的基本能力。於是

開始著手規劃「中小學資訊教育總藍圖」，以勾勒出未來資訊教育的願景。中

小學資訊教育總藍圖的對象為全國的高中、高職、國中和國小；總藍圖的推動

是以老師為起始點，然後藉由老師帶動學生、學生影響家長，進而提升全民運

用資訊的能力與學習素養。除了教師、學生與家長之外，在推動過程中，教育

行政人員、產業與社區的參與也將扮演關鍵的角色。 

在資訊教育藍圖中提出其整體願景為「資訊隨手得，主動學習樂；合作創

新意，知識伴終生」，其內容如下：1. 資訊隨手得：各級學校均能擁有良好的

整體資訊化環境，讓學生、教師、學校以網路與世界相連，突破時空限制，進

而透過開放共通教育平台，共創共享網路教學資源；2. 主動學習樂：將資訊科

技融入各科教學，使學習管道多元化，提升學習的興趣，讓學生自主學習；3. 合

作創新意：運用資訊科技與網路平台，將學校轉變為社區中動態和創新的學習

場所，培養學生成為喜好探究、具創意又可進行合作學習的學習者；以及 4. 知

識伴終生：普及全民資訊與學習素養，適應未來資訊與知識經濟社會的需求，

終身進行學習充實自我。 

為了達成以上整體願景，由「網路與硬體基礎建設」、「教材與軟體」、「學

生、教師與學校」、「城鄉均衡發展與縮短數位落差」、「社區與產業參與」以及

「教育行政」等六個構面進行規劃，其主要的十項策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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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建設優質的資訊教育環境，使學校均能達到點對點基礎網路頻寬。 

2. 鼓勵師生購置資訊工具，善用電腦資源，增加設備使用效率。 

3. 融合資訊科技於學校課程中，創新學習典範與型式，鼓勵各縣市發展具地方

文化特色的教學資源。 

4. 建置共通的資訊流通機制與開放的教育平台，發展整合素材庫，共享網路教

育智慧財。 

5. 培訓與支援教師運用資訊科技於教學活動，鼓勵將資訊融入各科教學能力納

入師資養成教育及教師遴聘標準。 

6. 設立種子學校發展教學特色，鼓勵各校成立各領域資訊教學小組。 

7. 促進城鄉教育均衡的發展，推動城鄉資源共享，締結資訊姊妹學校。 

8. 學校結合社區，形成親、師、生共同學習社群，鼓勵產業參與資訊教育的建

置與推展。 

9. 透過資訊科技簡化教育行政管理程序，提升教育行政人員資訊素養，使教學

與行政能相互支援。 

10.針對網路對學生、學習、教師、教室、學校、家庭、社群、社會、國家的影

響，持續進行評估與研究，適時反映於資訊教育相關施政中。 

肆、幼稚園資訊素養的相關研究 

    國內關於資訊素養的研究領域非常廣泛，但因本研究之對象為幼稚園教育人

員，因此僅對幼稚園領域中資訊素養的相關研究進行分析。 

  國內幼稚園領域資訊素養相關研究共有八篇，其內容如下（詳見附錄一）： 

一、陳怡玲（2002）以台中縣立案托兒所為對象，從托育政策談幼教人員資訊素

養與教保品質的關聯性。 

二、陳佳伶（2004）以高雄市公立幼稚園所為例，採用問卷調查與個案訪談等方

式，共計 183 份有效問卷，以了解幼教老師電腦素養與電腦的使用現況。 

三、廖衾儀（2004）以台北市ㄧ所公立幼稚園為對象，採用行動研究方法進行資

訊科技融入教學之研究，希冀能進一步探討幼稚園教師運用資訊融入教學之

方式、可能問題及可行之解決方式，並了解幼兒對資訊科技教學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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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吳珍萍（2004）以台北市公立幼稚園為對象，採用問卷調查法共抽取 205 份

有效問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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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陳秋鳳（2005）以台北市公私立幼稚園教師為對象，採用問卷調查法共抽取

416 份有效問卷，了解其個人背景與資訊素養之關係，並調查其教師對提升

資訊素養期望之優先順序。 

六、何孟臻（2005）以德懷術為主要研究方法，蒐集幼兒教育、資訊教育與圖書

資訊領域的專家學者的意見，瞭解園長在不同工作職責之下須具備的資訊素

養。 

七、張茵婷（2006）以雲林縣市與嘉義縣市公私立幼稚園教師為對象，採用問卷

調查法共抽取 370 份有效問卷，了解幼稚園教師資訊素養與教學現況。 

八、古孟玲（2006）以台北縣市幼稚園、托兒所教師及園所長為對象，採用問卷

調查法共抽取 531 份有效問卷，瞭解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縣況及其相關影響

因素。 

 

從上述八篇幼稚園資訊素養相關研究中歸納出以下幾點： 

一、目前幼稚園資訊素養相關研究主要可以分為三個面向： 

（一）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國內相關碩博士論文研究共有四篇，廖衾儀（2004）

以台北市一所公立幼稚園為例，由行動研究的方式了解幼稚園教師運

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方式、問題及可行的解決方法；吳珍萍（2004）

以台北市公立幼稚園教師為對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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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孟玲（2006）以台北縣市公私立

幼稚園及托兒所的園所長、教師為對象，探討學前教師資訊科技融入

教學現況及其相關因素；張茵婷（2006）則以雲林縣市及嘉義縣市公

私立幼稚園老師為對象，旨在研究幼稚園教師資訊素養與教學現況之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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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人員的資訊素養：國內相關碩博士論文研究共有三篇，陳佳伶

（2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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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陳秋鳳（2005）《台北市公私立幼稚園教師資訊素養之

研究》探討幼稚園教師的資訊素養；而何孟臻（2005）以園長為對象，

並使用德懷術的分析來進一步了解專家對於「園長在不同工作職責之

下須具備的資訊素養內容」之看法。 

（三）以政策面來探討幼稚園教育人員的資訊素養：國內已有政策推動國中

及國小教育人員提升資訊素養，而政策亦為影響資訊素養推動之重要

因素，而目前僅有陳怡玲（2002）以台中縣立案托兒所為例，從托育

政策談幼教人員資訊素養。 

二、不同背景變項對教育人員資訊素養是否有差異 

    幼稚園資訊素養的相關研究中，探討教育人員背景變項與資訊素養關係的碩

博士論文有陳佳伶（2004）、陳秋鳳（2005）及張茵婷（2006）共三篇，而探討

教育人員的背景變項包含年齡、教育程度、年資、園所性質、園所規模等，以下

針對年齡、教育程度、年資、園所性質、園所規模等背景變項，歸納其研究結果

如下： 

  （一）年齡：教育人員年齡與其資訊素養是否有差異，相關研究的結果顯示，

年齡較小的教師其資訊素養高於年齡較大者（陳佳伶，2004；張茵婷，

2006）。而陳秋鳳（2005）研究中發現，不同年齡之教師在使用圖書館、

使用電腦、使用視聽媒體方面均無顯著差異，而在使用網路的資訊素養

方面，20-30 歲教師優於 41-50 歲及 50 歲以上教師。 

  （二）教育程度：教育人員教育程度是否影響其資訊素養，相關研究顯示出不

同結果。陳佳伶（2004）研究中具體指出學歷較高之教師其電腦素養較

佳，但研究所以上之教師資訊素養則無差異；陳秋鳳（2005）指出不同

學歷之教師在資訊素養各方面均無顯著差異；張茵婷（2006）研究結果

顯示不同學歷的教師在資訊操作及資訊整合方面有顯著差異。 

  （三）年資：陳佳伶（2004）的研究中指出，不同年資的園所教師在整體資訊

素養方面並無顯著不同。而陳秋鳳（2005）研究結果說明不同教學年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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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教師，在使用圖書館方面無顯著差異。而在使用電腦、使用網路、使

用視聽媒體等三項，0-5 年優於 11-15 及 16 年以上。張茵婷（2006）指

出不同年資教師在資訊操作、資訊運用、資訊整合上有差異。 

（四）園所性質：園所性質是否影響幼稚園教育人員的資訊素養，在相關研究

結論中呈現不同的看法。陳佳伶（2004）提出不同類別園所教師在整體

資訊素養方面並無顯著不同；而張茵婷（2006）的研究顯示公立幼稚園

教師之資訊操作能力高於私立教師；陳秋鳳（2005）研究結果指出公立

幼稚園在使用圖書館、使用網路、使用視聽媒體方面優於私立幼稚園，

而使用電腦方面無顯著差異。 

（五）學校規模：陳秋鳳（2005）、陳佳伶（2006）的研究顯示不同學校規模

之教師資訊素養有顯著差異。 

三、綜合討論 

        上述國內幼稚園領域資訊素養的八篇相關研究中，其中有四篇研究其對象

為台北縣市公私立幼稚園教師（廖衾儀，2004；吳珍萍，2004；陳秋鳳，2005；

古孟玲，2006），兩篇探討中部地區幼教人員的資訊素養（陳怡玲，2002；張

茵婷，2006），陳佳伶（2004）則是了解南部地區高雄市公立園所教師的電腦

素養能力，何孟臻（2005）則是了解幼兒教育、資訊教育與圖書資訊等領域專

家學者對於資訊素養的看法。 

        張茵婷（2006）研究中指出教師資訊素養普遍受到教師重視與認同，而且

教師的資訊素養與其教學現況有密切關係，何孟臻（2005）指出專家學者們對

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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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孟玲（2006）

指出大部分教師均有進行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然而研究結果卻又顯示出學前教

師資訊素養以電腦在教學上應用最差，可見教師在使用電腦進行教學方面之能

力需要加強；吳珍萍（2004）、廖衾儀（2005）研究指出教師實施資訊科技融

入教學的問題有：學校的軟硬體設施不足、教室電腦與幼兒有距離、教師個人

資訊素養不足、幼兒文字認知有限造成操作電腦的困難、幼兒在電腦角發生的

肢體行為等問題。上述研究中均顯示出幼稚園教師之資訊素養能力與其教學有

密切之關係，然而資訊素養與幼兒、行政等層面關係為何，陳佳伶（2004）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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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電腦在高雄市公立園所僅為教師使用，並沒有讓幼兒使用電腦，除園所電腦

設備與資源不足之原因外，相關政策規定幼教老師不得對幼兒進行電腦課程也

是其因素之一；行政方面，陳怡玲（2002）指出台中縣政府在 2001 年以實施

公文電子化，然而台中縣立案托兒所幼教人員電腦操作與網路使用能力實屬不

足，須有待加強。   

伍、資訊素養的指標 

     由上述資訊素養的相關研究探討中，發現國內幼稚園領域資訊素養的相關

研究僅有八篇，以下就上述幼稚園領域的相關研究，並加入小學領域的資訊素養

相關研究，以進一步探討本研究的資訊素養指標，如表 2-2 所示（※為幼稚園領

域之相關研究）： 

表 2-2  資訊素養相關研究層面 

年份 研究者 論文題目 研究層面  研究方法

※ 一、圖書館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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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獻分析  二、電腦能力 
陳怡玲 2002 問卷調查  三、網路能力 

訪談   四、媒體能力 
一、電腦能力  
二、網路能力  

南投縣國民小學教師

資訊素養之研究 
文獻分析  孫國珊 三、軟體應用與操作能力 2003 
問卷調查  四、媒體應用與操作能力 

 五、讀寫算及圖書館能力 
一、資訊整合能力  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

養與教學效能關係之

研究 

二、融入教學活動  文獻分析
簡木全 2003  三、展現教學資源 問卷調查

 四、輔助學生學習 
一、資訊認知  台北縣市國小教師資

訊素養與知識管理關

係之研究 

二、資訊評估  文獻分析
張勉懿 2004  三、電腦利用 問卷調查

 四、網路利用 
 一、軟體操作 
 

二、網路教學  探討現階段國小教師

的資訊素養能力現況

文獻分析
張金澤 三、電子通訊 2004  問卷調查

四、網路使用  
五、運用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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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續） 

一、基本軟體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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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獻分析 

二、硬體與網路應用能力   

陳佳伶 問卷調查2004  三、整合式電腦能力 
個案訪談  四、電腦在教學上的應用 

一、檢索和選擇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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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獻分析  洪秀熒 二、統整和使用資訊 2004 
問卷調查  三、評估資訊 

一、資訊認知  
二、資訊操作  國民小學教師資訊素

養與教學效能關係之

研究 

文獻分析  白慧如 三、資訊運用 2004 
問卷調查  四、資訊整合 

 五、資訊倫理 
※資訊科技融入幼稚園

教學---以台北市一所

公立幼稚園為例。 

無（研究採質化方式，未有

問卷設計。） 
廖衾儀  2004 行動研究

※
台北市公立幼稚園資

訊科技融入教學之研

究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文獻分析  
吳珍萍 2004 

（教學前、中、後）  問卷調查

 
一、資訊的檢索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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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資訊的合成和使用  文獻分析
趙麗君 2005  三、資訊的評估 問卷調查

  
一、使用圖書館素養 ※
二、使用電腦素養  台北市公私立幼稚園

教師資訊素養之研究

文獻分析
陳秋鳳 2005  三、使用網路素養 問卷調查

 四、使用視聽媒體素養 
一、問題界定與資訊蒐集 ※

能力  公立幼稚園園長資訊

素養之研究---一個得

懷術的分析 
何孟臻 二、批判與整合資訊能力  2005 問卷調查

 三、資訊科技操作能力 
 四、新增能力 

一、電腦素養 
二、網路素養 國民中小學教師資訊

素養之現況調查 
文獻分析

林育立 三、軟硬體素養 2005  
問卷調查

四、資訊倫理素養 ---以宜蘭縣為例 
五、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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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續） 

一、資訊認知  ※
 二、資訊操作   文獻探討

三、資訊應用  幼稚園教師資訊素養

與教學現況之研究 
張茵婷 2006 問卷調查  四、資訊整合 

訪談  五、資訊倫理 
  

其資訊素養層面為： ※
一、基本軟體知能  學前教師資訊科技融

入教學現況及其相關

因素之研究 

文獻分析

古孟玲 二、硬體與網路應用能力  2006 問卷調查
 三、整合式電腦軟體知能  
 四、電腦在教學上的應用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由上述資訊素養的相關研究中，歸納資訊素養指標如表 2-3 所示(★為符合本

研究界定之層面)： 

表 2-3 資訊素養相關研究指標彙整表 

電腦 電腦在
教學上
的應用 

問題 媒體 網路 資訊 圖書館
能力 研究者 軟硬體

能力 界定 能力 能力 倫理 

陳怡玲  ★ ★ ★ ★   
（2002） 
孫國珊  ★ ★ ★ ★   
（2003） 
簡木全    ★ ★ ★  
（2003） 
張勉懿    ★ ★   
（2004） 
張金澤    ★ ★   
（2004） 
陳佳伶    ★ ★ ★  
（2004） 
洪秀熒    ★ ★  ★ 
（2004） 
白慧如    ★ ★  ★ 
（2004） 
廖衾儀 --- --- --- --- --- --- --- 
（2004） 
吳珍萍      ★  
（2004） 
趙麗君    ★ ★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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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續） 

陳秋鳳  ★ ★ ★ ★   
（2005） 
何孟臻 

★   ★ ★   
（2005） 
林育立    ★ ★ ★ ★ 
（2005） 
張茵婷    ★ ★ ★ ★ 
（2006） 
古孟玲
（2006）    ★ ★ ★  

次數 1 3 3 14 14 6 4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由資訊素養指標分析中，發現指標內容多著重於電腦及網路方面的素養，但

因為本研究為幼稚園領域，圖書館能力及媒體能力也是教師蒐集及使用資料的重

要媒介之一，於是本研究的指標層面一方面以上表中歸納次數較多的電腦軟硬體

能力、網路能力、電腦在教學上的應用為研究層面，另一方面亦納入與幼稚園關

係密切的圖書館能力、媒體能力為研究層面，而次數較少的資訊倫理與問題界定

則不納入本研究之探討層面。本研究在資訊素養方面共計五個層面如下： 

一、圖書館能力：係指利用圖書館查詢所需資訊、借閱圖書館圖書頻率、參加圖

書館的推廣活動。 

二、媒體能力：影片播放器、單槍投影機、攝影機等設備之操作能力。 

三、電腦軟硬體能力：包含電腦軟硬體認知與操作能力。

四、網路能力：利用網路檢索資訊、與他人溝通及評估資訊之能力。 

五、電腦在教學上的應用：透過資訊科技相關設備，應用並融入於教學活動中之

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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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學校效能的意涵及相關研究 

  學校是一種社會組織，更是社會大眾關注的焦點，「追求卓越，提升品質」

一直是學校教育努力的方向，而組織效能的議題也使學校實務不斷面臨重大挑

戰；因此建立一所有效能的學校，提供每位受教者最佳的學習資源，成為學校教

育研究與改革之重點所在（盧彥賓，2006；Hoy & Miskel, 2005）。在幼稚園的場

域中亦然，隨著少子化的現象，幼稚園也都持續追求高品質、創新、卓越等目標，

而建立一所有效能的幼稚園實為必要之計。本節擬就學校效能的意涵、特徵、模

式、指標及相關研究進行探討。 

壹、學校效能的意涵 

     關於學校效能之研究最早可追溯至1960年代中期至1970年代初期的美國，

如1965年的初等及中等教育法案（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1966年

美國教育社會學家 Coleman 所提出的《教育機會均等報告書》（Equality of 

Education Opportunity）均可視為研究學校效能的起源（蔡進雄，2000）。隨著時

代的演進，學校效能的意涵似乎也越來越廣泛。吳清山（1992）提出最初對學校

效能的看法，是指學校學生在智育成績的表現，表現優良的學校就是有效能的學

校；但相關研究發現，有效能的學校不單是有較高的智育成績之單一特徵，而是

具有普遍而共同的特性，所以學校效能是由很多因素所形成的；但由於學校效能

具有多面向建構（a multifaceted construct）的特質，其涉及因素頗為複雜，所以

學校效能更在不同的時空背景下呈現不同的面貌。Scheerens（2000）認為一所「有

效能」的學校大致上來說可以等同於一所「好」的學校，而學校效能可以視為學

校達成其目標的程度，且針對某些情況視學校本身或當時脈絡所做的巧妙處理。

以下將多位學者對學校效能的定義臚列如表2-4，以期獲得更多層面的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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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學校效能的定義 

年份 提出者 定義 
Madaus, 
Airasian 1980 學校效能乃指學校目標與其實際成效符合的程度。 

和 
Kellaghan 

Purkey 學校效能應由校長領導、學校組織氣氛、課程與教學、學
校文化和價值等各種因素形成。 1983 

和 Smith 
Murphy, 

Weil, 
Hallinger 

學校效能即學生在標準化測驗中所測量出閱讀和數學的高
成就。 1985 

和 Mitma 

1993 Chapman 學校效能應包括：辦學目標的性質和成就的獲得、客觀目
的的獲得、測量目標獲得所使用的標準。 

1980 吳璧如 學校效能是指學校目標與其實際成效符合的程度。 
學校效能是指學校為達成目的而產生的預期效果，具有許
多普遍而同時的特性。 1980 游進年 

學校效能係指一所學校在各方面均有良好的成績，包括學
生學業成就、校長領導、學校氣氛、學習技巧和策略、學
校文化的價值以及教職員的發展等。 

1991 吳清山 

學校效能即學校為了達成教育目標所進行的方法、步驟或
程度。學校能採取有效的方法、步驟達成教育目標，便是
有效能的學校。 

 
劉春榮 1993 

學校效能是學校領導者運用領導的策略及各種有效途徑，
從學校外在環境中獲取有效的資源，並統整學校組織靜
態、心態、動態及生態層面，經由學校組織的運作，以達
成學校目標與滿足，教職員工、學生等的個人需求及增進
學校組織的發展。 

1996 張慶勳 

學校效能即學校經由計畫性、目標性、系統性的過程，達
成高品質的行政、教師及學生效能；其內容包括行政運作
效能、教師效能以及學生效能等。 

1997 張奕華 

學校效能是對學校教育實施表現的客觀測量結果，以明瞭
學校教育的實施情況，達成程度或標準，以及與預期教育
或學校目標的符合程度。同時也考察教育過程中投入、歷
程與產出指標是否健全周密。 

1997 謝金青 

學校效能是學校為達成其教育目標，因應學校之特性，所
採取整體全面的方法、步驟及達成目標的程度。 1998 胡星文 

學校效能是達成學校教育目標、滿足成員需求、發揮行政
績效與促進組織永續發展的程度。 1998 吳宗立 

學校效能是以學生的學習表現為核心，教師教學、校長領
導、行政管理、學校環境與家長參與均為其重要的影響因
素，以瞭解學校運作過程。 

2004 廖美鳳 

資料來源：整理自張奕華（1997）、楊進成（2001）、盧彥賓（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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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學校效能係指學校為了達成目標，透過學校組織運作並因應學校

特性而進行的一連串方法與步驟，以及評估實施後成效與預期目標符合的程度。

沈琪（2007）提出幼稚園學校效能係指幼稚園整體發展的表現情形，其中包含行

政效能、教師教學、幼兒表現、園所氣氛、園長領導、環境規劃等部份，進而達

到幼稚園的目標。因此本研究對幼稚園學校效能的定義如下：幼稚園以幼兒的學

習表現為核心，為了維持園所良好運作並達成教育目標，所進行的一系列方法與

步驟，以達成高品質的園所效能。 

學校效能一詞最早出現於1965年，至今已有四十多年的歷史，吳清山（1992）

與張慶勳（2001）指出國外Murphy等人的相關研究研究中均歸納出學校效能研究

可概分為三個發展時期：因素認定（factor specification）時期、概念架構發展

（conceptual framework developement）時期和模式（model development）發展時

期，茲就各階段內容陳述如下（吳清山，1992；張慶勳，2001）： 

一、因素認定時期（1966年~1979年） 

學校效能研究受柯爾曼教育均等報告書影響，使後來研究朝向三個方

向：（一）致力於研究學校真正造成學生的差異為何；（二）利用學生成就

作為測量重要指標；（三）分析可變變項和學校過程。所以早期的研究焦點

在於探討哪些因素是有效能學校的特徵。 

二、概念架構發展時期（1979年~1989年） 

此時期又稱為「系統研究及學校效能運動開展時期」，此階段的主要研

究在於確定學校效能因素的功能，並將這些因素和功能加以組織，作為政策

和方案發展的行動。 

三、模式發展時期（1989年以後） 

此時期開始發展一些模式來解釋研究發現，並提供改進學校效能的指

南。所以學校效能的研究以朝向整合的觀點，從課程與教學、組織結構、學

生成就與行為、或從輸入、背景、過程及產出等的模式進行研究。此外，學

校效能的國際性研究亦逐漸受到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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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校效能的特徵 

學校效能涵蓋學校整體的運作情形，反映在在行政、教師及學生（幼兒）表

現等方面，一個有效能的學校應該包含哪些特徵，以下為國內外學者對於學校效

能特徵的看法。 

Weber 提出學校效能的特徵為：強勢的校長、對學生高度的期望、學校和諧

的氣氛、師生比率高、學生有較多的閱讀時間並有適當的閱讀教學（引自楊進成，

2001）。 

Purkey 和 Smith 指出學校效能應包含兩個變項十三個因素：一、結構變項：

學校場所的管理、教學領導、教職員穩定性、課程銜接和組織、全體教職員的在

職進修、家長的參與和支持、對學術成就的肯定、增加學習時間及學區的支持；

二、歷程變項：共同的計畫與同事的關係、社區歸屬感、清楚的目標與高度的期

望、秩序與常規（引自張奕華，1997）。 

Mortimore 研究中指出有效能的學校在學科及社會方面都有良好表現，其有

以下特徵：有目標的領導者、領導者參與政策決定、教師參與課程規劃、教師的

教學一貫性、每日課程有結構的安排、教師教學熱忱、學生喜愛課程、教師投注

心力於科目上、教師與學生間大量溝通、持續紀錄學生進步、家長參與和正向積

極的氛圍（引自 Reynold & Cuttance, 1993）。 

吳清山（1992）歸納有效能學校特徵為：一、強勢的領導；二、和諧的學校

氣氛和良好的學校文化；三、重視學生基本能力的習得；四、對學生有高度的期

望；五、教師有效的教學技巧；六、經常督視學生的進步；七、教職員的進修與

發展；八、妥善的學校環境；與九、社區、家長的參與和支持。 

    黃振球（1992）認為學校效能的特徵有五項：一、行政方面：校長領導、教

育目標、學習環境、師生比例數、適當的組織結構、有效利用現有資源和良好的

計畫等；二、教師方面：教師對學生的期望、教師的讚賞、教師間的凝聚力、教

師的素質與進修、教師與學生的互動等；三、學生方面：有系統的評鑑學生成就、

重視學生行為、賦予學生責任、學生出席率高、積極學習、對學校滿意、熱心參

與課外活動等；四、課程教學方面：重視基本科目、較多的家庭作業、較長的教

學時數、注重閱讀教學、注重學術研究、實施個別化教學等；與五、家長社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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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家長參與學校活動、家長與學校教職員間良好的溝通、家長及社區人士對學

校的滿意與信任感等。 

Rutter 和 Maughan （2002）提出促進學校效能的特徵有以下幾項：一、情

況特色（contextual features）：包含社區支持、政治支持、足夠資源等；二、學校

組織和管理（school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能夠提供策略性洞察力的領

導者、有共同目標的教職員參與、共同工作的適當獎賞、注意教職員工的需求及

有效的家庭─學校關係；三、學校特質（school ethos）：有秩序的氣氛、吸引人的

工作環境、合適的高期待、學生參與並負起責任、合適的獎賞回饋、清楚公平的

紀律、正向的教師行為、良好的師生關係等；四、有效的監控（effective 

monitoring）：整體而言，監控學生、教師及學校都是重要的；五、教室中的團體

管理（group management in the classroom）：課程上有效的重新組織、目標明確和

合適的結構化課程；與六、教學品質（pedagogic qualities）：包含課程符合學生興

趣、有效的教學、使學習時間最大化、教師具有好的學科知識、鼓勵學生獨立工

作及父母合適的參與學生學習中等。 

趙麗君（2005）提出有效能的學校至少涵蓋以下幾項特徵：一、具有共同的

願景與明確的目標；二、領導與決策具執行效能；三、行政溝通管理具有績效；

四、合適的課程規劃與優良的教學品質；五、學生學習成就與行為表現佳；六、

專業的教師發展與滿意的工作態度；七、和諧的學校氣氛與優質的校園文化；與

八、學校與家長、社區公共關係良好，獲得家長與社區的認同與支持。 

綜合上述國內外觀點，本研究歸納學校效能的特徵表現在校長領導、行政、

教師教學、家長社區及學生等層面： 

一、行政方面：明確的教育目標、師生比例數高與適當的組織結構。 

二、校長領導方面：校長的領導與決策具執行力、溝通能力佳、公共關係良好。 

三、教師教學方面：良好的課程規劃與評鑑、有效的教學、專業教師發展、教師   

    間的凝聚力與教師工作滿意度。 

四、家長社區方面：家長與社區合適的參與和支持、家長對學校的滿意以及信任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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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生方面：重視學生的學習成就與行為表現、學生積極學習以及有系統的評 

    鑑學生成就。 

參、學校效能的模式 

    Hoy 和 Miskel（1996）將學校的組織效能模式分為目標模式（goal model）、

系統資源模式（system-resource model）與整合模式（an integrated goal and 

system-resource model）；Rowen 將評量學校效能的模式分為目標中心模式及自然

系統模式（引自盧彥賓，2006）；吳清山（1992）提出學校效能評量模式可分為

目標中心模式、自然系統模式、參與滿意模式。綜合各學者的看法，茲就目標模

式、系統資源模式、參與滿意模式與整合模式分別說明如下： 

一、目標模式 

    Hoy 和 Miskel（1996）指出組織目標是組織試著去達成想要的狀態，目標提

供方向、減少參與者的不確定性並呈現評估組織的標準；如果一個學校的活動表

現符合或超越其目標，那麼就是一個有效能的學校。在組織效能的目標模式中，

在正式及操作性目標間必須有明確的分別：正式目標是關切學校任務的本質所正

式宣稱的目標，本質上是抽象且有理想的；相反的，操作性目標反映出學校組織

的真正意圖、任務及行動。 

  Hoy 和 Miskel（1996）提出目標模式的假定如下： 

 （一）是由一群理智的決策者團體共同建立目標。 

 （二）目標的數量能夠被適切管理。 

 （三）參與者要清楚的定義目標且了解目標。 

 （四）目標必須供給標準以進一步評估效能。 

目標模式雖有其價值，但也遭到許多學者的批評： 

 （一）太重視正式目標或行政人員的目標，而忽略教師、學生及社會 

    目標。 

 （二）忽視潛在、隱而不顯的非正式目標和程序。 

 （三）忽視學校組織追求多重且相衝突的目標。 

 （四）忽視環境對組織目標的影響，組織目標是動態的，而目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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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則是靜態的。 

 （五）組織目標是回顧性的，可用來確認學校和教育人員的行為，但   

    卻不能用來指導他們的行為。 

 （六）組織的正式目標不一定為其操作目標。由於實際操作目標的分 

    析既複雜又困難，研究者或許不能正確認清目標。往往正式目 

    標比操作目標受到更大的重視（吳清山，1992）。 

二、系統資源模式 

  目標模式將組織視為一種理性的封閉系統，而系統資源模式重視組織的動態

性與開放性，Seashore 認為組織為完整且獨立自主的行動體，但與環境之間是不

可分的，這種相互依存的關係在於資源與資訊的互換。系統資源模式定義效能是

組織在環境中獲得一個有利的交易位置（bargaining position），且利用此位置去獲

得不足的資源與有價值的資源（引自 Hoy & Miskel, 1996）。 

  Hoy 和 Miskel（1996）提出系統資源模式的假定如下： 

   （一）組織是一個開發外部環境的開放系統。 

   （二）系統的和諧促進了績效。 

   （三）組織間為不足的資源彼此競爭。 

   （四）任何規模組織面對如此複雜的要求，不太可能定義少數有意義的目標。 

  系統模式亦有其缺陷不足之處，如： 

   （一）過度強調投入（input），很可能會影響到組織的產出（output）。意謂學

校組織如果只注重資源的取得，很可能就會影響學校其他功能的運作。 

   （二）無論投入或獲得資源，事實上都可以說是組織的一種運作目標，因此

系統資源模式不但不會和目標模式產生矛盾，而且也可以歸類為一種

目標模式（蔡進雄，2000）。 

三、參與滿意模式 

  根據吳清山（1992）的看法，參與滿意模式是以組織成員之利益與滿足來衡

量組織效能。所以組織的活動必須有益於成員的福利，組織所追求的目標才有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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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璧如提出參與者滿意模式的基本假定為：組織靜態結構的改善，並不能使

組織發揮其最大成效，必須同時對「人」方面的問題有所改善；因為組織是人的

集合體，所以是人在做決策，而不是組織在做決策，組織目標只有在幫助成員滿

足其需求時才有意義（引自盧彥賓，2006）。 

  參與滿意模式著重各層面人員的滿足，但也有受批評之處： 

    （一）參與者的利益常常互相衝突矛盾，因此難以了解是由教師、社區家長

或社會大眾來決定學校效能的指標。 

    （二）在魅力型領導的組織中，即使組織無法滿足甚或損害參與者個人的需

求，參與者仍可能主觀地評定組織是有效的，而產生矛盾、不易解釋

的狀況（蔡進雄，2000）。 

四、整合模式 

  Hoy 和 Miskel（1996）提出組織效能是多層面而非單層面的概念，惟有採

取多層面的整合模式才能更全面地考量到學校效能的各層面，其中包含三個重要

的特徵： 

（一）時間（time）：在組織與效能評估的研究中最常被忽略的是時間因素，

可包含短期至長期連續的成就，以學校為例，短期效能的代表性指標包

含學生在成就測驗上的分數、員工道德感和工作滿意度；其中成功的規

準包含學校組織的調適與發展、教學計畫、教育者的職業提升、過去學

生的成就；從系統資源的架構來看，最終的長期規準是組織的生存。時

間的另一個影響是組織效能的規準並不會維持不變。當其中的利害關係

者改變他們的喜好時，新的規範限制和期待就會進一步演化而去定義學

校效能。 

（二）多樣化的組成份子（multiple constituencies）：效能規準必須總是能反應

多樣化組成份子或關係利害人的價值或偏見；因此目標與系統資源模式

結合需要包含多樣組成份子，使用多樣化標準定義和評估學校效能。 

（三）多樣化標準（multiple criteria）：其中包含成就表現（performance 

outcomes）、結構與過程標準（structure and process criteria）、輸入標準

（input cri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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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合模式兼容了各種模式的優點，具有多樣化的指標，但也因組織效能指

標廣泛，難以同時全盤加以研究（蔡進雄，2000）。 

肆、學校效能的相關研究 

    國內探討學校效能的相關研究不計其數，研究的面向也很廣。然而在幼稚園

領域中，探討學校效能的相關研究篇幅有限（沈琪，2007；劉姵君，2005），因

此以下加入小學領域的學校效能相關研究進行分析，以期對學校效能層面有更進

一步的瞭解。 

    本研究歸納之學校效能相關研究共有十篇，其內容如下（詳見附錄二）： 

一、張奕華（1997）以全國九個縣市的現職國小教師為對象，採問卷調查法共計

有效問卷為 942 份，了解國民小學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間之關係。 

二、楊進成（2001）以台北縣市公立國民小學校長、主任、組長及教師為對象，

採問卷調查法共計有效問卷為 608 份，了解國民小學校長營造學習型組織與

學校效能之現況。 

三、王慧秋（2001）以桃園縣公立國民小學校長、主任或行政人員為對象，採問

卷調查法共計有效問卷為 129 份，並配合桃園縣基本學力評量與指標發展專

案所得基本學力測驗之原始資料，探討桃園縣國民小學學校效能之表現概

況。 

四、戴安台（2004）以桃園縣國民小學校長、主任或組長、教師為對象，採問卷

調查法共計有效問卷為 731 份，探討公共關係與學校效能之現況及其關係。 

五、丁伯強（2004）以桃園縣國民小學教育人員為對象，採問卷調查法共計有效

問卷共 687 份，探討國民小學運用知識管理與學校效能之現況及其關係。 

六、劉姵君（2005）以台中縣市立案之公私立幼稚園園長及教師為對象，採問卷

調查法共計有效問卷為 185 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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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洪銘鴻（2005）以全國國民小學（不含國立小學、私立小學以及外島地區）

內，學校行政管理系統的相關操作與使用人員為對象，採問卷調查法共計有

效問卷共 360 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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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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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及關係。 

八、林貴芬（2006）以高雄市國民小學教師為對象，採問卷調查法共計有效問卷

共 826 份，探討國民小學本位管理、組織氣氛與學校效能之現況及其關係。 

九、盧彥賓（2006）以台南縣國民小學校長、主任、組長及教師等正式教育人員

為對象，採問卷調查法共計有效問卷共 950 份，探討台南縣國民小學學校效

能現況與差異情形。 

十、沈琪（2007）以台北市公私立幼稚園教育人員（包含園長、教師、組長及主

任）為對象，採問卷調查法共計有效問卷為 317 份，探討台北市幼稚園公共

關係與學校效能之現況及其關係。 

從上述十篇學校效能相關研究中歸納出以下幾點： 

一、學校效能相關研究可以分為四個面向： 

（一）學校效能之探究：王慧秋（2001）以桃園縣國民小學為研究對象，盧彥

賓（2006）以台南縣國民小學為研究對象，進一步了解國民小學的學校

效能概況。 

（二）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張奕華（1997）旨在探討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間

的關係；劉姵君（2005）以學校行銷概念探討市場導向、組織學習、組

織創新與幼稚園學校效能關係；楊進成（2001）則進一步了解國民小學

校長營造學習型組織與學校效能之現況與關係。 

（三）學校管理與學校效能：丁伯強（2004）以桃園縣國民小學教育人員為對

象，分析其學校知識管理運用現況及與學校效能間之關係；洪銘鴻

（2005）則是探討全國國民小學學校行政管理資訊系統與學校效能之現

況與關係；林貴芬（2006）以高雄市教師為對象，了解學校本位管理、

組織氣氛與學校效能之關係。 

（四）公共關係與學校效能：戴安台（2004）則進一步了解桃園縣國民小學公

共關係與學校效能之現況及其關係；沈琪（2007）探討台北市幼稚園公

共關係與學校效能的現況及其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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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效能相關研究中，探討學校教育人員個人及環境的背景變項有性別、年

齡、教育程度、服務年資、職務、學校（園所）規模、學校所在位置、學校

歷史、園所屬性等，本研究茲將年齡、教育程度、服務年資、職務、學校（園

所）規模、園所屬性等變項之相關研究結果歸納如下： 

（一）年齡：探討年齡與學校效能間關係的相關研究並不多。沈琪（2007）的

研究發現，不同年齡的幼稚園教育人員在知覺學校效能整體及各層面沒

有差異；而楊進成（2001）的研究顯示不同年齡的教師在整體學校效能

上達顯著差異，且年齡高者其學校效能得分較高。 

（二）教育程度：不同教育程度的教育人員與學校效能差異情形，楊進成

（2001）、戴安台（2004）、林貴芬（2006）、沈琪（2007）的研究中皆

顯示，不同教育程度的教育人員與學校效能沒有差異。然而張奕華

（1997）研究中發現學歷較低者對學校效能的知覺程度較高；盧彥賓

（2006）則指出教育程度在研究所以上之教育人員在整體學校效能上都

高於大學程度之教育人員。 

（三）服務年資：教育人員服務年資的長短是否影響學校效能，多數相關研究

顯示，年資深的教育人員顯著高於年資淺的（張奕華，1997；楊進成，

2001；戴安台，2004；林貴芬，2006；盧彥賓，2006）。而沈琪（2007）

的研究中發現幼稚園學校效能的知覺程度不因服務年資的不同而有差

異。 

（四）職務：教育人員的職務是否影響其學校效能，楊進成（2001）、丁伯強

（2004）、戴安台（2004）、林貴芬（2006）與盧彥賓（2006）研究中均

顯示不同職務之教育人員在學校效能上有差異。 

（五）學校（園所）規模：規模大小不同的學校其學校效能是否有差異，相關

研究呈現不同的分析結果。洪銘鴻（2005）、劉姵君（2005）、沈琪（2007）

的研究中指出園所規模與其學校效能無顯著差異；而盧彥賓（2006）研

究中發現較小規模學校其學校效能高於較大規模學校；林貴芬（2006）

研究中卻顯示較大規模學校在學生學習成就、社區家長支持的部分學校

效能面向高於較小規模學校。 

 43



（六）園所屬性：園所的屬性是否影響幼稚園的學校效能，相關研究中呈現不

同的看法。劉姵君（2005）的研究中指出公私立幼稚園在學校效能整體

表現未有顯著差異；而沈琪（2007）的研究中卻發現公立幼稚園在「社

區家長支持」面向上大於私立幼稚園，其他面向則無顯著差異。 

三、綜合討論 

國民小學教師對於學校效能之知覺普遍呈現良好情形（張奕華，1997；楊進

成，2001；戴安台，2004；丁伯強，2004；林貴芬，2006；盧彥賓，2006）；幼

稚園相關研究中，沈琪（2007）研究中指出台北市幼稚園學校效能現況良好，整

體平均數為 4.03，其中以「教師教學品質」最高，其次依序為「管理績效」、「園

長領導」、「溝通與滿意度」、「社區家長支持」；劉姵君（2005）則指出台中縣市

公私立幼稚園在學校效能上表現情形亦良好，平均每題得分為 4.30，其中又以「組

織氣氛」表現情形為最佳，其次依序為「幼兒與學校整體表現」、「教師表現」、「行

政表現」與「公共關係」。 

伍、學校效能的指標 

    Sun, Creemers 與 DeJong（2007）指出學校效能強調評估、回饋及強化的重

要性，評估為有效能學校的重要機制之一。而學校效能的研究非常廣泛，研究層

面也隨著各研究的內容而有所差異，本研究承繼上述學校效能的相關研究，進一

步整理其研究方法及研究層面，如表 2-5 所示（※為幼稚園領域之相關研究）： 

表 2-5  學校效能相關研究層面 

 年份 研究者 論文題目 研究層面 研究方法
 一、校長效能  

 
二、行政效能 國民小學組織學習

與學校效能關係之

研究 

 文獻分析
張奕華 三、教師效能 1997 問卷調查

四、學生效能 
五、社區效能 

 一、環境設備 
二、行政領導 

國民小學校長營造

學習型組織與學校

效能關係之研究 

三、教師教學 文獻分析 2001 楊進成 
四、學生表現 問卷調查
五、社區支持 
六、學校氣氛 

 44



表 2-5（續） 

  一、學生成就 
 二、校長領導與學校氣氛

桃園縣國民小學學

校效能之研究 
文獻分析

2001 王慧秋 三、教師教學 
問卷調查

四、社會關係 
五、學校資源 

 一、學校行政績效 
台北市國民小學資

訊教育推展與學校

效能之相關研究 

二、教師教學品質 文獻分析
2003 湯昶洪 

三、學生學習與行為表現問卷調查
四、社區家長認同支持 

 一、校長領導能力 
二、教學品質 

國民小學公共關係

與學校效能關係之

研究 

三、學生成就與表現 文獻分析
2004 戴安台 

四、學校氣氛 問卷調查

五、學校與家長社區關係

六、計畫與目標的實踐  
 一、課程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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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參與溝通 文獻分析
2004 洪秀熒 

三、學生表現 問卷調查

 
 一、學校行政 學校知識管理運用

與學校效能關係之

研究--以桃園縣國 
 二、教師教學 文獻分析

丁伯強  
三、學生學習 問卷調查2004 

民小學為例  
 一、學校行政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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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師教學品質 
文獻分析

2005 趙麗君 三、學生學習表現 
問卷調查

四、學習環境營造 
五、家長社區參與 
一、行政表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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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師表現 
文獻分析

2005 劉姵君 三、幼兒與學校整體表現
問卷調查

四、組織氣氛 
五、公共關係 

 一、行政效能 國民小學學校行政

管理與學校效能關

係之研究 

文獻分析
2005 洪銘鴻 二、工作滿意度 

問卷調查
三、組織文化 

 一、行政效能 
二、教師效能 台南縣國民小學 文獻分析

2006 盧彥賓 
三、學生效能 學校效能之研究 問卷調查
四、家長與學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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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續） 

 一、行政服務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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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師專業表現 文獻分析
林貴芬 

問卷調查 三、學生學習成就 
四、社區家長支持 

2006 

一、園長領導 ※

 二、教師教學品質 台北市幼稚園公共

關係與學校效能關

係之研究 

文獻分析
三、社區家長支持 2007 沈 琪 

問卷調查
四、管理與績效 
五、溝通與滿意度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由上述研究中，進一步歸納相關研究的學校效能指標如表 2-6 所示： 
 
 

研究者 行政服
務績效 

校長 
(園長)
領導 

教師教
學品質

學生學
習成就

社區家
長支持

學校 
氣氛 

環境 
設備 

張奕華 
（1997） ★ ★ ★ ★ ★   

楊進成 
（2001） ★  ★ ★ ★ ★ ★ 

王慧秋 
（2001）  ★ ★ ★ ★  ★ 

湯昶洪 
（2003） ★  ★ ★ ★   

戴安台 
（2004）  ★ ★ ★ ★ ★  

洪秀熒 
（2004）   ★ ★    

丁伯強 
（2004） ★  ★ ★    

趙麗君 
（2005） ★  ★ ★ ★  ★ 

劉姵君 
（2005） ★  ★ ★  ★  

洪銘鴻 
（2005） ★       

盧彥賓 
（2006） ★  ★ ★ ★   

林貴芬 
（2006） ★  ★ ★ ★   

沈  琪 
（2007）  ★ ★  ★   

次  數 9 4 12 11 9 3 3 

表 2-6  學校效能相關研究指標彙整表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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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國內學校效能相關研究的指標，發現次數較多層面為行政服務績效、教

師教學品質、學生學習成就、社區家長支持，然而探討校長（園長）領導與資訊

素養間關係實有其必要性，所以本研究研究層面採用表 2-6 中統計次數較多的教

師教學品質、學生學習成就、行政服務績效、社區家長支持，並納入園長領導，

而次數較少的學校氣氛與環境設備則不納入本研究之探討層面。本研究在學校效

能方面共計五個層面如下： 

一、行政服務績效：行政事務處理的效能與效率。 

二、園長領導：園長的領導風格、溝通能力與公共關係能力。 

三、教師教學品質：教師教學投入、教師教學成效、教師工作滿足感、教師自我

專業成長。 

四、幼兒學習表現：幼兒身心健康、品德、社會行為等的表現。。 

五、社區家長支持：社區、家長提供園所的資源，園所提供社區、家長的服務等。 

第三節  資訊素養與學校效能之相關研究 

  在資訊化的時代之下，資訊素養能力已為每個人不可或缺的一種能力，而資

訊素養能力不僅可以促進知識的獲得，更能進一步有效的管理資料系統；教育領

域中教師若具備資訊素養能力，便能更有效的處理、管理及運用資訊，進一步提

升學生、教學、行政等學校效能。國內探討資訊素養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僅有

三篇（洪秀熒，2004；趙麗君，2005；嚴振農，2006），本研究茲探討國民小學

領域的資訊素養與學校效能相關之研究，分析其研究對象背景變項與資訊素養及

學校效能間之關係，並歸納其結論，以期能進一步將分析結果延伸至幼稚園領域

之中。本研究歸納之資訊素養與學校效能相關研究共有七篇，如下所示（詳見附

錄三）： 

一、簡木全（2003）以高雄市公立國民小學教師為對象，採問卷調查法共計有效

問卷 394 份，探討國民小學教師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之關係。 

二、湯昶洪（2003）以台北市公立國民小學教師為對象，採問卷調查法共計有效

問卷 963 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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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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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洪秀熒（2004）以高雄縣公立國民小學兼任行政之教師為對象，採問卷調查

法共計有效問卷 664 份，探討高雄縣國民小學行政人員資訊素養與學校效能

間的關係。 

四、白慧如（2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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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問卷調查法共計有效問卷 578 份，了解國民小學教師資訊素養與教

學效能的情形。 

五、趙麗君（2005）以苗栗縣公立國民小學兼任行政之教師為對象，採問卷調查

法共計有效問卷 430 份，探討苗栗縣國民小學行政人員資訊素養與學校效能

的現況及其關係。 

六、李航申（2005）以台中市的公立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採問卷調查法共

計有效問卷 639 份，了解國民小學教師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的關係。 

七、嚴振農（2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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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問卷調查法共計有效問卷 508 份，瞭解國民小學教師資訊素養與學

校效能情形與關係。 

 
由上述相關研究中，歸納其背景變項與資訊素養、學校效能間之關係，並進

一步分析其研究結果，陳述如下： 

一、就個人背景變項與資訊素養間之關係： 

(一) 性別：簡木全（2003）、白慧如（2004）、洪秀熒（2004）、李航申（2005）、

趙麗君（2005）指出不同性別之國小教師整體資訊素養有顯著差異，

且男性優於女性；湯昶洪（2003）、嚴振農（2006）研究中發現不同

性別的國民小學教師，在整體及各層面學校資訊教育之推動並無顯著

差異。 

(二) 年齡：簡木全（2003）、洪秀熒（2004）、白慧如（2004）、李航申（2005）

研究結果發現在整體資訊素養方面，年輕教師高於年長教師；而湯昶

洪（2003）研究中卻指出不同年齡的國民小學學校成員，在整體及各

層面學校資訊教育之推動並無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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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育程度：簡木全（2003）、白慧如（2004）、李航申（2005）、趙麗

君（2005）、嚴振農（2006）研究中皆發現不同學歷的行政人員其資

訊素養有顯著差異，且學歷越高者其資訊素養能力越高。 

(四) 服務年資：簡木全（2003）、白慧如（2004）、洪秀熒（2004）、李航

申（2005）、趙麗君（2005）、嚴振農（2006）指出國小教師之服務年

資在整體資訊素養上有差異，且服務年資較短者其資訊素養能力較

佳；而湯昶洪（2003）研究中發現不同服務年資的國民小學教師，在

整體及各層面學校資訊教育之推動無顯著差異。 

(五) 職務：白慧如（2004）、李航申（2005）、嚴振農（2006）指出不同職

務之教師其資訊素養有顯著差異；湯昶洪（2003）、簡木全（2003）、

洪秀熒（2004）、趙麗君（2005）研究均指出擔任不同職務之教師其

資訊素養並無顯著差異。 

二、就環境背景變項與資訊素養間之關係： 

（一） 學校規模：湯昶洪（2003）、簡木全（2003）、白慧如（2004）、趙麗

君（2005）、李航申（2005）、嚴振農（2006）指出不同學校規模的行

政人員之資訊素養有顯著差異，趙麗君（2005）發現 6 班以下學校之

行政人員資訊素養最高。洪秀熒（2004）指出不同學校規模在資訊素

養整體及各層面均無顯著差異。 

（二） 學校地區：白慧如（2004）則指出台中縣市高於南投縣、彰化縣，趙

麗君（2005）指出苗栗縣偏遠地區高於一般地區；嚴振農（2006）、

洪秀熒（2004）指出不同學校地區在資訊素養整體及各層面均無顯著

差異。 

三、就個人背景變項與學校效能間之關係： 

（一） 性別：趙麗君（2005）、嚴振農（2006）指出國小不同性別行政教師

在整體學校效能無顯著差異；湯昶洪（2003）、洪秀熒（2004）指出

男性行政人員在知覺學校效能上高於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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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年齡：洪秀熒（2004）指出不同年齡之行政人員在「整體學校效能」

及「課程教學」、「學生表現」二層面得分上有顯著的差異存在，而年

齡 31-40 歲顯著高於 41 歲以上。 

（三） 教育程度：湯昶洪（2003）、趙麗君（2005）、嚴振農（2006）指出國

小不同教育程度的行政人員其學校效能知覺並無不同。 

（四） 服務年資：洪秀熒（2004）、趙麗君（2005）指出國小行政人員服務

年資在學校效能知覺上無顯著差異；而湯昶洪（2003）、嚴振農（2006）

研究發現不同年資教師其學校效能有差異。 

（五） 職務：趙麗君（2005）指出苗栗縣行政人員所擔任職務在學校整體效

能上並無不同；湯昶洪（2003）、洪秀熒（2004）、嚴振農（2006）研

究發現兼任不同行政之教師其學校效能知覺有差異，校長其學校效能

得分高於主任，主任高於老師； 

四、就環境背景變項與學校效能間之關係： 

（一） 學校規模：洪秀熒（2004）、趙麗君（2005）、嚴振農（2006）指出不

同學校規模之行政人員其整體學校效能無顯著差異。湯昶洪（2003）

研究發現不同學校規模在學校效能部分層面上有差異。 

（二）  學校地區：趙麗君（2005）指出苗栗縣不同學校地區行政人員整體

學校效能有顯著差異，偏遠地區高於一般地區。洪秀熒（2004）、嚴

振農（2006）指出不同學校地區行政人員其整體學校效能無顯著差

異。 

五、資訊素養與學校效能間之關係： 

國內探討國民小學教師資訊素養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碩博士論文共有三篇（洪

秀熒，2004；趙麗君，2005；嚴振農，2006），以下針對此三篇研究之結果進行

分析： 

（一） 資訊素養與學校效能的相關性 

三篇研究結果皆顯示國民小學教師資訊素養與學校效能有正相關。洪

秀熒（2004）指出高雄縣國民小學行政人員「整體資訊素養」高分組

在「整體學校效能」上得分顯著高於中分組、低分組，且中分組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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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於低分組；趙麗君（2005）指出苗栗縣國民小學行政人員「整體資

訊素養」、「資訊的檢索與選擇」、「資訊的評估」與「資訊的合成」上

與學校效能皆有非常顯著正相關；嚴振農（2006）則指出「整體資訊

素養」、「資訊情意」、「資訊認知」與「資訊技能」皆與學校效能知覺

呈現正相關。 

   （二） 資訊素養是否能預測學校效能 

          洪秀熒（2004）、趙麗君（2005）研究皆顯示國民小學教師資訊素養

對整體學校效能有高度預測作用，嚴振農（2006）之研究則無探討其

預測情形。 

    綜合上述三篇國內相關碩博士論文研究之結果，發現結論皆呈一致情形：

一、國民小學教師資訊素養與學校效能間有正相關；二、國民小學教師資訊素養

可以進一步預測學校整體效能。但因三篇皆為國民小學領域之相關研究，在幼稚

園領域中情況為何，實有探討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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