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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相關文獻，係透過政治大學、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之光碟資料庫系統中的

「ProQuest 線上全文影像資料庫」、「EBSCOhost 資料庫檢索系統」、「ABI/INFORM 

Global 線上全文影像資料庫」、「PQDD 西文博碩士論文資料庫」、「中華民國期刊論文

索引」、「DAO博碩士論文摘要光碟資料庫」、「ERIC教育資料訊息中心光碟」，以及利

用國家圖書館之「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期刊文獻資訊網」，和政治大學社會科學

資料中心之「全國博碩士論文區」等查詢系統，進行資料檢索。另外，有關英國校長

專業資格檢定制度（NPQH）之部分相關資料，係連結英國教育與技術部（DfES）網

站、英國國家學校領導學院（NCSL）網站，進行資料檢閱。作為本研究建立研究架構

與待答問題之依據。茲將本研究之研究架構、研究對象、研究工具、資料處理，以及

實施程序，分別進行說明。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文獻分析探討英國校長專業資格檢定制度（NPQH）與我國國中小學校

長培育制度相關理論與研究，以建立本研究之研究架構，並作為實證調查的依據。本

節的說明包括：研究架構之建構及研究變項之選擇，茲分述如下； 

壹、研究架構之建構 

本研究根據研究動機與目的、待答問題相關文獻資料之分析整理，提出研究架構

如圖 3-1。本研究各變項間關係為如下所述： 

一、學校行政人員背景變項與我國國中小學校長培育制度：本研究首先探究

學校行政人員對於我國國中小學校長培育制度的看法，以作為建構我國校長培育

制度之實證資料；進一步瞭解學校行政人員背景變項在我國國中小學校長培育制

度看法上的差異情形。 

二、學校行政人員背景變項與校長專業培育課程、校長專業能力指標變

項：本研究為了瞭解校長專業培育究竟應提供什麼樣的課程，因此進而探究學校

行政人員對於校長專業培育課程、校長專業能力指標的看法。 

三、校長專業培育課程變項與校長專業能力指標變項：本研究為瞭解校長專

業培育課程變項與校長專業能力間的關係，因此進而瞭解此兩變項間的相關情

形，以及此兩變項間的互動關係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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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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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變項選擇之說明 

以下茲就本研究之研究變項予以說明。 

一、背景變項 

本研究之背景變項為「教育行政人員背景變項」（一至五項），本研究以此進行差異

情形比較。以下簡要說明： 

（一）性別：包括男性與女性，共分兩項。 

（二）職務：包括校長、主任、組長、其他，共分四項。 

（三）服務學校層級：包括國民中學、國民小學，共分兩項。。 

（四）服務年資：分為五年以下、六至十年、十一至二十年、二十一年以上，共分四

項。 

（五）學校所在地：分為台北市、台北縣、基隆市、宜蘭縣共四個縣市。 

 

二、我國國中小學校長培育制度變項 

    即學校行政人員對我國國中小學校長培育制度之知覺重要性程度。本研究經文獻

分析後，發展建構我國國中小學校長培育制度，歸納獲致「校長專業培育制度」、「校

長現場實習制度」、「師傅校長教導制度」三個向度。 

 

三、校長專業培育課程變項  

    本研究採用陳木金（2004）之學校領導人才培訓課程計畫之研究，經實證研究後

所發展的「校長專業培育課程」，作為本研究之校長專業培育課程變項。校長專業培育

課程為「校務發展課程」、「行政管理課程」、「教學領導課程」、「公共關係課程」與「專

業發展課程」共分 5向度。 

 

四、校長專業能力指標變項 

    本研究採用陳木金（2003）探討學校領導人才培養與訓練的實務內容，發展出「學

校經營實務系統知識培訓內容向度指標」，做為本研究之校長專業能力變項。該指標為

「校務發展」、「行政管理」、「教學領導」、「公共關係」與「專業發展」共分 5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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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係以台北市、台北縣、基隆市及宜蘭縣四縣市之公立國民中學、小學學校

行政人員為研究對象。 

壹、問卷諮詢對象 

    本研究以文獻分析探討英國校長專業資格檢定制度（NPQH）與我國國中小學校

長儲訓制度相關理論與研究，建立本研究之研究架構，作為實證調查的依據。並訪談

學校學校行政人員六位，瞭解其對建構我國國中小學校長培育制度的意見，經整理相

關之訪談內容後，即著手進行調查問卷初稿之草擬，待初稿完成後，再請專家與實務

工作者針對研究問卷提供修改意見，編製成正式問卷。 

貳、預試問卷研究對象 

    本研究係以台北市、台北縣、基隆市及宜蘭縣四縣市作為分層的標準，參考《中

華民國九十三年教育統計》、教育部統計處彙編之《各級學校名錄》，均等抽取台北市

五所（國中兩所、國小三所）、台北縣五所（國中兩所、國小三所）、基隆市五所（國

中兩所、國小三所）及宜蘭縣五所（國中兩所、國小三所）學校，共 20所學校，樣本

數 200 名進行預試調查研究。寄出問卷二週後，隨即以電話催收問卷，共回收 149 份

預試問卷，回收率為 74.5%，問卷寄發與回收情形詳見表 3-1。 

 
表 3-1  預試問卷寄發與回收率摘要表 
區域別 學校層級 發出 回收 回收率（％） 可用率（％） 

國中 20 18 90.0％ 90.0％ 台北縣 
國小 30 25 83.3％ 83.3％ 
國中 20 20 100.0％ 100.0％ 台北市 

國小 30 17 56.0％ 56.0％ 
國中 20 9 45.0％ 45.0％ 基隆市 

國小 30 28 93.0％ 93.0％ 
國中 20 7 35.0％ 35.0％ 宜蘭縣 
國小 30 25 83.3％ 83.3％ 

 總計 200 149 74.5% 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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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正式問卷研究對象 

本研究係以台北市、台北縣、基隆市及宜蘭縣四縣市作為分層的標準，參考《中

華民國九十三年教育統計》、教育部統計處彙編之《各級學校名錄》，均等抽取台北市

二十所、台北縣二十所、基隆市二十及宜蘭縣二十學校進行調查研究。研究者就所抽

樣之學校，除委託該校一位校長負責協助施測外，亦函請其就學校教育行政人員中，

推薦四位主任、五位組長進行問卷填寫。此外，亦在每份研究調查問卷中說明研究目

的，冀能得到受試者之協助與合作。本研究共寄出 800問卷，共回收 524份正式問卷，

回收率為 65.5%，問卷寄發與回收情形與樣本基本資料詳見表 3-2、3-3。 

表 3-2  正式問卷寄發與回收率摘要表 
區域別 學校層級 發出 回收 回收率 可用率 

國中 80 64 80.0% 80.0% 台北縣 

國小 120 77 64.1% 64.1% 
國中 80 65 81.2% 81.2% 台北市 

國小 120 88 73.3% 73.3% 
國中 80 37 46.2% 46.2% 基隆市 
國小 120 63 52.5% 52.5% 
國中 80 67 83.7% 83.7% 宜蘭縣 

國小 120 63 52.5% 52.5% 
總計  800 524 65.5% 65.5% 

 

表 3-3  正式問卷調查樣本基本資料分析一覽表 

 項目 變項組別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1)男 

(2)女 
291 
233 

55.5% 
44.5% 

 

 
現任職務 

(1)校長 
(2)主任 
(3)組長 
(4)其他 

55 
200 
242 
21 

10.5% 
38.2% 
46.2% 
4.0% 

 

 服務學校層級 (1)國中 
(2)國小 

232 
289 

44.3% 
55.2% 

 

 
服務年資 

(1)5年以下 
(2)6-10年 
(3)11-20年 
(4)21年以上 

90 
99 

175 
156 

17.2% 
18.9% 
33.4% 
29.8% 

 

 
服務學校區域 

(1)台北縣 
(2)台北市 
(3)基隆市 
(4)宜蘭市 

141 
100 
153 
130 

26.9% 
19.1% 
29.2%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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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深度訪談對象 

    本研究於正式問卷調查回收，隨即進行資料處理與分析後，進一步深度訪談以瞭

解學者專家與學校校長對於建構我國校長培育制度之意見與制度規劃之實際作法。    

本研究抽取的訪談對象，共有兩位（受訪者基本資料，請詳見第四章表 4-55）。兩位受

訪者皆具有本研究所需之代表性意義，因為兩位受訪者本身工作，分別負責台灣省中

學學校校長的職前培訓和台灣省小學學校校長的職前培訓，因此對於全國性的校長職

前培訓工作有豐富的經驗與實務的見解，相當符合本研究的需求。本研究希冀藉由訪

談辦理國家級中小學校長職前培訓工作的教育行政人員，彌補研究上理論文獻探討的

有限性，並進一步釐清問卷調查結果的可能原因。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用以蒐集資料之研究工具為「我國國中小學校長培育制度調查問卷」，本研

究問卷包含基本資料（性別、現任職務、服務學校層級、服務年資與學校所在地）以

及三個分量表。第一個分量表為「我國國中小學校長培育制度調查問卷」，用來調查學

校行政人員知覺中小學校長培育制度的重要程度；第二個分量表是「校長專業培育課

程問卷」，用來調查學校行政人員知覺校長專業培育課程的重要程度；第三個分量表是

「校長專業能力指標問卷」，用來調查學校行政人員知覺校長專業能力指標的重要程

度。 

三份問卷量表的編製程序分別說明如下：首先，研究者自編之「我國國中小學校

長培育制度調查問卷」，係透過文獻探討與分析建構研究向度，之後即就教指導教授檢

測問卷的正確性與適用性，進行問卷的修改，修訂編製成研究預試問卷。第二，「校長

專業培育課程問卷」係採用陳木金（2004）之學校領導人才培訓課程計畫之研究，經

實證研究後所發展的「校長專業培育課程」。第三、「校長專業能力指標問卷」為採用

陳木金（2003）發展之「學校經營實務系統知識培訓內容向度指標」，作為本研究之「校

長專業能力指標問卷」。本研究統合三份問卷量表編製為「我國國中小學校長培育制度

調查問卷」，針對三份問卷量表的各向度進行項目分析、信度分析、效度分析，藉以探

討本研究三個分量表的適配情形。 

茲將本研究工具「我國國中小學校長培育制度調查問卷」、「校長專業培育課程問

卷」及「校長專業能力指標問卷」的編製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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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我國國中小學校長培育制度調查問卷」 

    本研究根據文獻分析，歸納我國國中小學校長培育制度共三大向度，編製「我國

國中小學校長培育制度調查問卷」，經過預試分析結果，進行問卷量表修正後，編製成

正式問卷，以下分別從問卷編製依據、量表架構與內容、項目分析與信度分析、效度

分析、問卷填答與計分等五個部分進行說明。 

一、問卷編製依據 

本問卷內容主要依據文獻探討中對於英國校長專業資格檢定制度（NPQH）與我國

校長培育與儲訓制度探究之結果，及參考中小學校長培育制度之相關研究問卷（王玉

麟，1998；王東榮，2001；李中玉，2003；施宏彥，2002；陳金生，2000）與相關

專家學者的觀點（林文律， 1999b；陳木金，2004；Bush & Jackson, 2002；

Collarbone,2000；Crow, 2002；Daresh & Playko, 1992；Ovando, 1998），形成我國國

中小學校長培育制度問卷的架構與內涵，請指導教授修正問卷量表之適用性後編製而

成。 

二、量表架構與內容  

本研究問卷主要包含三大向度：「校長專業培育制度」、「校長實務實習制度」與「師

傅校長教導制度」，各向度的涵義與內容如表 3-4至表 3-14。 

（一）校長專業培育制度 

    校長專業培育制度係提供校長角色職務專業化發展所需之知識、技能與心向的制

度規劃。包括：1.培育機構之設立；2.校長培育時程；3.學員學習需求評估；4.培育課

程授課講座之甄選方式；5.學員學習成效評鑑之負責單位；6.培育經費等制度規劃等六

項子向度，各子向度的涵義與內容參見表 3-4至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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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我國國中小學校長培育制度調查問卷之校長專業培育制度涵義與內容 

（一）培育機構之設立 
涵義：培育機構係指進行中小學校長培育之單位機構，負責校長培育之培育流程、
培育課程、教學活動進行等。 

1. 校長培育機構應由「國家設立專責機構統籌辦理」 
2. 校長培育機構應由「縣市政府教師研習中心辦理」 
3. 校長培育機構應由「大學校院中設立校長培育單位辦理」 

（二）校長培育時程 
涵義：校長培育時程係指進行校長培育完整過程之所需時間，完整過程包含培育專
業課程、實務實習與師傅教導的過程。 

4. 校長培育時間應為 8週至 12週 
5. 校長培育時間應為半年至一年 
6. 校長培育時間應為一年至兩年 

（三）學員學習需求評估 
涵義：學員學習需求評估，係指進行校長培育之前，針對學員之專業能力、經驗資
歷與學員需求先行調查評估。 

7. 進入校長培育課程前需進行學員的需求評估 
8. 根據學員的需求評估，安排不同培育課程模組 

（四）培育課程授課講座之甄選方式 
涵義：培育課程授課講座之甄選，係指校長培育專業課程之授課教師的產生來源。 

9. 校長培育專業課程之授課講座由「現任校長」擔任 
10. 校長培育專業課程之授課講座由「大學教授」擔任 
11. 校長培育專業課程之授課講座由「專家學者」擔任 
12. 校長培育專業課程之授課講座由「教育行政主管」擔任 

（五）培育之學員學習成效評鑑之負責單位 
涵義：培育之學員學習成效評鑑之負責單位，係指針對學員培育課程學習成效有責
任進行形成性與總結性評鑑的單位。 

13. 另設專責的評鑑中心進行學員學習成效評鑑 
14. 由原培育單位進行學員的學習成效評鑑 
15. 由原培育單位與專責的評鑑中心共同評鑑學員的學習成效 

（六）培育經費 
涵義：校培育之經費，係指學員經過招生而進入校長培育課程所需之學費與相關費
用之支出對象。 

16. 校長培育費用完全由學員自費負擔 
17. 校長培育費用完全由地方政府編列經費負擔 
18. 校長培育費用完全由中央政府編列經費負擔 
19. 校長培育費用由各級政府與學員共同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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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長實務實習  

校長實務實習係提供接受校長培育課程的學員，能具備學校行政事物運作之實務

經驗，以培養校長具有實務經驗之實習設計的內涵及制度規劃。包括：1.校長實務實習

時程之安排；2.校長實務實習學校決定等制度規劃等兩項子向度，各子向度的涵義與內

容參見表 3-5。 

 

表 3-5  我國國中小學校長培育制度調查問卷之校長實務實習制度涵義與內容 

（一）校長實務實習時程之安排 
涵義：校長實務實習時程，係指校長培育除專業知識課程外，進行臨床經驗之實務
實習課程的時間之安排與規劃方式。 

1. 實務實習與培育課程同時開始，每週皆有實習課程 
2. 實務實習在培育課程中期開始，每週皆有實習課程 
3. 實務實習在培育課程結束後開始，特別安排全時實習 

（二）校長實務實習學校決定 
涵義：校長實務實習學校決定，係指進行實務實習課程之學校的規劃方式、學校的
類型。 

4. 校長實務實習學校應由培育單位決定 
5. 校長實務實習學校應由學員返回原校實習 
6. 校長實務實習學校應在多所不同類型學校實習 
7. 校長實務實習學校應在固定單一學校實習 

 

 

（三）師傅校長制度 

師傅校長制度係由資深優秀的師傅校長，帶領著實習校長學習如何擔任校長，使

得師傅校長豐富珍貴的經驗與智慧能得以傳承並轉化的制度規劃。包括：1. 師傅校長

的師徒配對方式；2. 師傅校長的甄選方式；3. 師傅校長的參與方式等制度規劃等三項

子向度，各子向度的涵義與內容參見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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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我國國中小學校長培育制度調查問卷之師傅校長教導制度涵義與內容 

（一）師傅校長的師徒配對方式 
涵義：師傅校長的師徒配對方式，係指由具有豐富經驗與教學意願的校長，帶領與
輔導學員學習之模式中，師傅與學員之間的配對形式。 

1. 師傅校長與學員的配對應為一對一的形式 
2. 師傅校長與學員的配對應為多對多的形式 
3. 師傅校長與學員的配對應為一對多的形式 
4. 師傅校長與學員的配對應為多對一的形式 

（二）師傅校長的甄選方式 
涵義：師傅校長的甄選方式，係指甄選與產生豐富經驗與教學意願的校長，以進行
師傅教導的方式。 

5. 師傅校長應由縣市政府推薦優秀校長 
6. 師傅校長應由現任校長自我推薦再資格審查 
7. 師傅校長應由退休校長自我推薦再資格審查 

（三）師傅校長的參與方式 
涵義：師傅校長的參與方式，係指由具有豐富經驗與教學意願的校長，帶領與輔導
學員學習過程之參與時間時程。 

8. 師傅校長應在培育課程中，每天全程參與 
9. 師傅校長與培育課程應同時開始，每週皆有師傅校長 

10. 師傅校長應在培育課程中期開始，每週皆有師傅校長 
11. 師傅校長應在培育課程結束後開始，特別安排全時師傅校長 

 

三、項目分析與信度分析 

    本研究編製成預試問卷之後，隨即對200位樣本進行施測，共回收149份預試問卷，

回收率為74.5%，預試問卷回收後，立即進行資料彙整與統計分析，以考驗量表之信度

與效度，以下為本研究問卷之項目分析與信度分析。 

（一） 項目分析 

項目分析之主要目的在求出預試問卷各題項之決斷值（Critical Ratio, CR），以刪除

未達顯著水準之各題項。從表 3-7 項目分析統計表可知，預試問卷各題項之決斷值皆

已達 .001 顯著水準（唯 A9達 .01顯著水準），並且各題項與總量表之相關也均達 .001 

顯著水準，因此，在此階段的分析結果為所有題目都獲得保留。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111 

表 3-7  我國國中小學校長培育制度問卷之項目分析表 

題項 
決斷值 

（CR值） 

與量表總分

之相關 
題項 

決斷值 

（CR值） 

與量表總分

之相關 

A1 5.151*** .426*** B1 5.710*** .504*** 
A2 4.586*** .512*** B2 5.876*** .514*** 
A3 9.023*** .538*** B3 6.862*** .485*** 
A4 5.173*** .406*** B4 5.801*** .626*** 
A5 4.515*** .360*** B5 7.941*** .632*** 
A6 5.860*** .494*** B6 3.853*** .422*** 
A7 3.482*** .507*** B7 6.828*** .430*** 
A8 3.346*** .444*** C1 6.839*** .625*** 
A9 2.865** .507*** C2 4.980*** .526*** 
A10 6.911*** .567*** C3 5.142*** .406*** 
A11 6.550*** .517*** C4 5.928*** .399*** 
A12 4.716*** .337*** C5 5.758*** .452*** 
A13 6.682*** .539*** C6 5.506*** .577*** 
A14 4.486*** .576*** C7 7.590*** .625*** 
A15 6.320*** .567*** C8 7.508*** .617*** 
A16 4.751*** .453*** C9 4.536*** .452*** 
A17 5.735*** .603*** C10 6.373*** .436*** 
A18 3.948*** .456*** C11 7.710*** .598*** 
A19 5.834*** .499***    

*** p＜.001,    ** p＜.01 

 

（二）信度分析 

本研究之問卷量表採用 Cronbach’s a（Cronbach’ s alpha coefficient）係數考驗「我

國國中小學校長培育制度問卷」各向度與總量表之內部一致性（inter- item consistency）

信度分析。 

表 3-8 顯示，「我國國中小學校長培育制度問卷總量表」之 Cronbach’s a 係數高

達 .9173。其餘各向度的 Cronbach’s a 係數分別是「校長專業培訓」為 .8493；「校長

實務實習」為 .7104；「師傅校長制度」為 .8309。由此顯示本量表之總量表與各向度

內部一致性高、信度佳。 

    1.「校長專業培育制度」向度與各題項信度分析：此向度信度分析a係數為 .8493，

各題項刪除後a係數如表3-9所示，皆不高於此向度a係數 .8493，表示各題項適合保留

下來，不需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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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校長實務實習制度」向度與各題項信度分析：此向度信度分析 a 係數為 .7104，

各題項刪除後 a 係數如表 3-10 所示，皆不高於此向度 a 係數 .7104，表示各題項適合

保留下來，不需刪除。 

    3.「師傅校長教導制度」向度與各題項信度分析：此向度信度分析 a 係數為 .8309，

各題項刪除後 a 係數如表 3-11所示，皆不高於此向度 a 係數 . 8309，表示各題項適合

保留下來，不需刪除。 

    表 3-8至表 3-11顯示，經過 Cronbach’s a 信度考驗後，總量表與各向度內部一致

性高、信度佳；各題項與向度內部一致性高、信度佳，因此此階段的分析結果為所有

題目都獲得保留。 

 

表 3-8  中小學校長培育制度問卷各向度與總量表之內部一致信度分析表 
向度名稱 題數 a 係數 a 係數 

校長專業培育制度 19 .8493 
校長實務實習制度 7 .7104 
師傅校長教導制度 11 .8309 

.9173 

*** p＜.001,    ** p＜.01 

 

表 3-9  中小學校長培育制度問卷校長專業培育制度各題項與向度信度分析表 
向度 題項 校正後總相關 刪題後 a係數 層面 a係數 

A1 .382 .844 
A2 .393 .844 
A3 .556 .836 
A4 .352 .848 
A5 .289 .848 
A6 .419 .843 
A7 .403 .843 
A8 .383 .844 
A9 .407 .844 
A10 .573 .836 
A11 .537 .838 
A12 .351 .845 
A13 .535 .837 
A14 .554 .837 
A15 .536 .838 
A16 .425 .842 
A17 .534 .837 
A18 .360 .845 

校長專業培育 

A19 .436 .842 

.8493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113 

表 3-10  中小學校長培育制度問卷校長實務實習制度各題項與項度信度分析表 
向度 題項 校正後總相關 刪題後 a係數 層面 a係數 

B1 .411 .680 
B2 .379 .687 
B3 .421 .677 
B4 .546 .644 
B5 .513 .651 
B6 .288 .706 

校長實務實習 

B7 .375 .688 

.7104 

 

表 3-11  中小學校長培育制度問卷師傅校長教導制度各題項與項度信度分析表 
向度 題項 校正後總相關 刪題後 a係數 層面 a係數 

C1 .542 .810 
C2 .485 .816 
C3 .353 .828 
C4 .321 .830 
C5 .449 .819 
C6 .560 .809 
C7 .636 .802 
C8 .584 .806 
C9 .447 .819 
C10 .496 .815 

師傅校長制度 

C11 .649 .800 

.8309 

 

 

四、效度分析 

本研究以測驗內部分析方法考驗量表之效度，以下為本研究問卷之各向度與總量

表之內在相關、各題項與次向度之內在相關。 

效度分析中的建構效度（construct validity）包括內容效度與效標關聯效度二者，

有關內容效度與效標關聯效度的建立，都可以用以作為分析建構效度的證據，其驗證

方法之一為內部一致性分析法，可以由測驗試題與總分間的相關分析，相關係數經考

驗後達顯著水準的試題，即可保留下來（余民寧，1997）。此種「測驗內部分析方法」

可用來檢查測驗本身，並且蒐集與測驗內容、測驗各題的相關等資料（王文科，2002）。

本研究以「測驗內部分析方法」驗證測驗之效度，驗證之層次分為各向度間與總量表

間內在相關、各題項、次向度各向度與總量表之內在相關以探討本問卷的內在結構是

否良好，據以分析本研究測驗之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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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向度與總量表之內在相關 

考驗「我國國中小學校長培育制度問卷」之內在結構相關，發現各向度與總量表

的內在相關皆達.001 顯著水準，其相關程度分別為.973、.857、.857；而向度的相關介

於.654~.727之間，可見本問卷之內在結構良好，詳見表 3-12所示。 

表 3-12  我國國中小學校長培育制度問卷各向度與總量表之內在相關表 

向度 校長專業培訓 校長實務實習 師傅校長制度 總量表 

校長專業培育制度 1.00    
校長實務實習制度 .727*** 1.00   
師傅校長教導制度 .656*** .684*** 1.00  

總量表 .973*** .857*** .857*** 1.00 

*** p＜.001 

 

（二）各題項與次向度、各向度與總量表之內在相關  

    考驗「我國國中小學校長培育制度問卷」之內在結構相關，各題項、次向度各向

度與總量表之內在相關，作為正式選題之依據。從表 3-13、表 3-14、表 3-15分析得知，

在「我國國中小學校長培育制度問卷」各題項、次向度各向度與總量表之內在相關程

度： 

1. 培育機構之設立：各題項（A1~A3）與次向度（培育機構之設立）的相關程度
皆達.001顯著水準，相關程度介於.552∼.828；各題項（A1~A3）與我國國中小
學校長培育制度總量表的相關程度皆達.001 顯著水準，相關程度介於.426
∼.538。 

2. 校長培育時程：各題項（A4~A6）與次向度（校長培育時程）的相關程度皆達.001
顯著水準，相關程度介於.439∼.749；各題項（A4~A6）與我國國中小學校長培
育制度總量表的相關程度皆達.001顯著水準，相關程度介於.360∼.494。 

3. 學員學習需求評估：各題項（A7~A8）與次向度（學員學習需求評估）的相關
程度皆達.001顯著水準，相關程度介於.825∼.852；各題項（A7~A8）與我國國
中小學校長培育制度總量表的相關程度皆達.001 顯著水準，相關程度介於.444
∼.507。 

4. 培育課程授課講座之甄選方式：各題項（A9~A12）與次向度（培育課程授課講
座之甄選方式）的相關程度皆達.001顯著水準，相關程度介於.592∼.870；各題
項（A9~A12）與我國國中小學校長培育制度總量表的相關程度皆達.001顯著水
準，相關程度介於.337∼.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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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員學習成效評鑑之負責單位：各題項（A13~A15）與次向度（學員學習成效
評鑑之負責單位）的相關程度皆達.001顯著水準，相關程度介於.699∼.846；各
題項（A13~A15）與我國國中小學校長培育制度總量表的相關程度皆達.001 顯
著水準，相關程度介於.539∼.576。 

6. 培育經費：各題項（A16~A19）與次向度（培育經費）的相關程度皆達.001 顯
著水準，相關程度介於.482∼.720；各題項（A16~A19）與我國國中小學校長培
育制度總量表的相關程度皆達.001顯著水準，相關程度介於.453∼.603。 

7. 校長實務實習時程之安排：各題項（B1~B3）與次向度（校長實務實習時程之
安排）的相關程度皆達.001顯著水準，相關程度介於.562∼.704；各題項（B1~B3）
與我國國中小學校長培育制度總量表的相關程度皆達.001 顯著水準，相關程度
介於.485∼.514。 

8. 校長實務實習學校決定：各題項（B4~B7）與次向度（校長實務實習學校決定）
的相關程度皆達.001顯著水準，相關程度介於.455∼.761；各題項（B4~B7）與
我國國中小學校長培育制度總量表的相關程度皆達.001 顯著水準，相關程度介
於.422∼.632。 

9. 師傅校長的師徒配對方式：各題項（C1~C4）與次向度（師傅校長的師徒配對
方式）的相關程度皆達.001顯著水準，相關程度介於.540∼.711；各題項（C1~C4）
與我國國中小學校長培育制度總量表的相關程度皆達.001 顯著水準，相關程度
介於.399∼.625。 

10. 師傅校長的甄選方式：各題項（C5~C7）與次向度（師傅校長的甄選方式）的
相關程度皆達.001顯著水準，相關程度介於.703∼.842；各題項（C5~C7）與我
國國中小學校長培育制度總量表的相關程度皆達.001 顯著水準，相關程度介
於.452∼.625。 

11. 師傅校長的參與方式：各題項（C8~C11）與次向度（師傅校長的參與方式）的
相關程度皆達.001顯著水準，相關程度介於.659∼.852；各題項（C8~C11）與
我國國中小學校長培育制度總量表的相關程度皆達.001顯著水準，相關程度介
於.436∼.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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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  校長專業培育制度中各題項、次向度各向度與總量表之內在相關表 
題

項 
培育機

構設立 
校長培

育時程 
學員需

求評估 
講座甄

選方式 
學習成

效評鑑 
培育經

費支出 

校長專業
培育制度
向度 

總量表 

A1 .552***      .463*** .426*** 
A2 .595***      .474*** .512*** 
A3 .828***      .635*** .538*** 
A4  .558***     .466*** .406*** 
A5  .439***     .379*** .360*** 
A6  .749***     .519*** .494*** 
A7   .852***    .477*** .507*** 
A8   .825***    .454*** .444*** 
A9    .592***   .469*** .507*** 
A10    .854***   .637*** .567*** 
A11    .870***   .601*** .517*** 
A12    .664***   .414*** .337*** 
A13     .846***  .609*** .539*** 
A14     .699***  .618*** .576*** 
A15     .744***  .603*** .567*** 
A16      .655*** .509*** .453*** 
A17      .720*** .610*** .603*** 
A18      .482*** .448*** .456*** 
A19      .700*** .528*** .499*** 

*** p＜.001 

 

表3-14  校長實務實習制度中各題項、次向度各向度與總量表之內在相關表 

題項 實習時程 實習學校決定 校長實務實習向度 總量表 

B1 .704***  .609*** .504*** 
B2 .562***  .554*** .514*** 
B3 .679***  .617*** .485*** 
B4  .720*** .703*** .626*** 
B5  .761*** .687*** .632*** 
B6  .455*** .470*** .422*** 
B7  .626*** .568*** .430***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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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5  師傅校長教導制度中各題項、次向度各向度與總量表之內在相關表 

題項 師徒配對方式 師傅甄選方式 師傅參與方式 
師傅校長教導 
制度向度 

總量表 

C1 .666***   .655*** .625*** 
C2 .711***   .605*** .526*** 
C3 .633***   .488*** .406*** 
C4 .540***   .459*** .399*** 
C5  .703***  .552*** .452*** 
C6  .795***  .654*** .577*** 
C7  .842***  .719*** .625*** 
C8   .819*** .685*** .617*** 
C9   .659*** .548*** .452*** 
C10   .695*** .589*** .436*** 
C11   .825*** .737*** .598*** 

*** p＜.001 

 

六、問卷填答與計分  

    答題方式採用李克特式（Likert scale）六點量表，根據受試者的實際知覺程度填

答。選項包含「非常重要」、「相當重要」、「重要」、「有點不重要」、「相當不重要」到

「非常不重要」六項等級，請受試者在 6— 5— 4— 3— 2— 1之適當空格處打圈，計分分

別給予 6分、5分、4分、3分、2分及 1分。 

 

 

貳、「校長專業培育課程」問卷 

校長培育制度的探討，其中培育課程的內容是相當重要的（林文律，2001；林明

地和王如哲，2001；李俊湖，2002；李安明，2002），為了達成本研究目的之一，探討

學校行政人員對校長專業培育課程與校長專業能力指標的看法，本研究經過文獻探討

後，採用陳木金（2004）「校長專業培育課程」問卷，作為本研究收集資料之研究工具。

經過預試分析結果，進行問卷量表修正後，編製成正式問卷，以下分別從問卷編製依

據、量表架構與內容、項目分析與信度分析、效度分析、問卷填答與計分等五個部分

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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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預試問卷編製依據 

本研究採用陳木金（2004）之學校領導人才培訓課程計畫之研究，經實證研究後

所發展的「校長專業培育課程」，作為本研究之校長專業培育課程變項。校長專業培育

課程為「校務發展課程」、「行政管理課程」、「教學領導課程」、「公共關係課程」與「專

業責任課程」共分 5向度。 

 

二、量表架構與內容  

本研究問卷主要包含五大向度：「校務發展課程」、「行政管理課程」、「教學領導課

程」、「公共關係課程」與「專業責任課程」，各向度的涵義與內容如表 3-16。 

 

表 3-16  校長專業培育課程問卷向度涵義與內容 

（一）校務發展課程 
涵意：提供校長發展校務發展所需之專業知識、技能與價值觀的課程。課程目標在
於學習校務計畫之整體性計畫、未來性計畫、程序性計畫、績效性計畫等校務計畫
功能的發揮，有效結合學校之人力、物力、財力和其他的資源，以達成學校目標。 

1. 校長培訓專業課程應開設「教育政策法規與校務發展專題專題」 

2. 校長培訓專業課程應開設「學校特色發展的 SWOTS分析專題」 

3. 校長培訓專業課程應開設「學校效能與品質管理經營專題」 

4. 校長培訓專業課程應開設「校務計畫與校務評鑑專題」 

5.   校長培訓專業課程應開設「策略管理與趨勢領導專題」 

（二）行政管理課程 
涵意：提供校長發展行政管理所需之專業知識、技能與價值觀的課程。課程目標在
於學習人事管理、設備管理、財政管理等行政管理之功能的發揮，有效結合學校之
人力、物力、財力和其他的資源，以達成學校目標。 

6. 校長培訓專業課程應開設「學校信念系統管理專題」 

7. 校長培訓專業課程應開設「學校人的系統管理專題」 

8. 校長培訓專業課程應開設「學校組織系統管理專題」 

9. 校長培訓專業課程應開設「學校溝通系統管理專題」 

10. 校長培訓專業課程應開設「學校行動系統管理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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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6  校長專業培育課程問卷向度涵義與內容（續上表） 

（三）教學領導課程 
涵意：提供校長發展教學領導所需之專業知識、技能與價值觀的課程。課程目標在
於學習課程領導、教學領導、教學評鑑、教學視導與教師評鑑等教學領導之功能的
發揮，有效結合學校之人力、物力、財力和其他的資源，以達成學校目標。 

11. 校長培訓專業課程應開設「課程發展與課程領導專題」 

12. 校長培訓專業課程應開設「營造良好教學環境專題」 

13. 校長培訓專業課程應開設「提升教師有效教學知能專題」 

14. 校長培訓專業課程應開設「教師評鑑與課程評鑑專題」 

15. 校長培訓專業課程應開設「教學領導與教學視導專題」 

（四）公共關係課程 
涵意：提供校長發展公共關係所需之專業知識、技能與價值觀的課程。課程目標在
於學習塑造學校的公眾形象、建立善意依存的基礎、統合大眾意見的功能、令人感
到舒適的溫馨等公共關係之功能的發揮，有效結合學校之人力、物力、財力和其他
的資源，以達成學校目標。 

16. 校長培訓專業課程應開設「學校與家長互動關係專題」 

17. 校長培訓專業課程應開設「學校內部公共關係專題」 

18. 校長培訓專業課程應開設「學校與社區公共關係專題」 

19. 校長培訓專業課程應開設「學校與各級單位公共關係專題」 

20. 校長培訓專業課程應開設「學校與媒體公共關係專題」 

（五）專業責任課程 
涵意：提供校長發展專業責任所需之專業知識、技能與價值觀的課程。課程目標在
於學習運用較高級的心能、受相當長期的專業教育、自我要求不斷進修、高度參與
提高專業水準、應以服務社會為重、遵守道德規約、視教育為其終身志業等專業責
任之功能的發揮，有效結合學校之人力、物力、財力和其他的資源，以達成學校目
標。 

21. 校長培訓專業課程應開設「校長的教育理念與人文素養專題」 

22. 校長培訓專業課程應開設「校長如何帶領教師進修專題」 

23. 校長培訓專業課程應開設「校長的法律知識專題」 

24. 校長培訓專業課程應開設「校長的研究知能專題」 

25. 校長培訓專業課程應開設「校長科技應用與科技素養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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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項目分析與信度分析 

本研究編製成預試問卷之後，隨即對200位樣本進行施測，共回收149份預試問卷，

回收率為74.5%，預試問卷回收後，立即進行資料彙整與統計分析，以考驗量表之信度

與效度，以下為本研究問卷之項目分析與信度分析。 

（一） 項目分析 

項目分析之主要目的在求出預試問卷各題項之決斷值（Critical Ratio, CR），以刪除

未達顯著水準之各題項。從表 3-17項目分析統計表可知，預試問卷各題項之決斷值皆

已達 .001 顯著水準，並且各題項與總量表之相關也均達 .001 顯著水準，表示本問卷

量表之題項均具有良好的鑑別度，因此，在此階段的分析結果為所有題目都獲得保留。 

 

表 3-17  校長專業培育課程問卷之項目分析表 

題項 
決斷值 

（CR值） 

與量表總分

之相關 
題項 

決斷值 

（CR值） 

與量表總分

之相關 

D1 17.93*** .797*** D14 22.96*** .831*** 
D2 19.37*** .841*** D15 20.83*** .885*** 
D3 17.53*** .859*** D16 19.64*** .869*** 
D4 20.29*** .869*** D17 20.43*** .856*** 
D5 18.62*** .880*** D18 23.70*** .777*** 
D6 22.24*** .739*** D19 23.75*** .697*** 
D7 19.92*** .722*** D20 21.70*** .749*** 
D8 21.47*** .840*** D21 18.48*** .666*** 
D9 17.67*** .859*** D22 20.29*** .740*** 
D10 21.17*** .801*** D23 19.06*** .794*** 
D11 20.74*** .727*** D24 21.69*** .709*** 
D12 20.99*** .848*** D25 18.47*** .798*** 
D13 20.60*** .835***    

*** p＜.001 

 

（二）信度分析 

本研究之問卷量表採用 Cronbach’s a（Cronbach’ s alpha coefficient）係數考驗「校

長專業培育課程問卷」各向度與總量表之內部一致性（inter- item consistency）信度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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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8顯示，「校長專業培育課程問卷」之Cronbach’s a係數高達 .9761。其餘各

向度的 Cronbach’s a係數分別是「校務發展課程」為.9458 ；「行政管理課程」為 .9228；

「教學領導課程」為 .9371  ；「公共關係課程」為 .9197；「專業責任課程」為 .9167。

由此顯示本量表之總量表與各向度內部一致性高、信度極佳。 

    1.「校務發展課程」向度與各題項信度分析：此向度信度分析a係數為 .9458，各

題項刪除後a係數如表3-19所示，皆不高於此向度a係數 .9458，表示各題項適合保留下

來，不需刪除。 

    2.「行政管理課程」向度與各題項信度分析：此向度信度分析 a 係數為 .9228，各

題項刪除後 a 係數如表 3-19 所示，皆不高於此向度 a 係數 .9228，表示各題項適合保

留下來，不需刪除。 

    3.「教學領導課程」向度與各題項信度分析：此向度信度分析 a 係數為 .9371，各

題項刪除後 a 係數如表 3-19 所示，皆不高於此向度 a 係數 .9371，表示各題項適合保

留下來，不需刪除。 

    4. 「公共關係課程」向度與各題項信度分析：此向度信度分析 a 係數為 .9197，

各題項刪除後 a 係數如表 3-19 所示，皆不高於此向度 a 係數 .9197，表示各題項適合

保留下來，不需刪除。 

    5. 「專業責任課程」向度與各題項信度分析：此向度信度分析 a 係數為 .9167，

各題項刪除後 a 係數如表 3-19 所示，皆不高於此向度 a 係數 .9167，表示各題項適合

保留下來，不需刪除。 

    表 3-18、表 3-19顯示，經過Cronbach’s a信度考驗後，「校長專業培育課程問卷」

總量表與各向度內部一致性高、信度極佳；各題項與向度內部一致性高、信度佳，因

此此階段的分析結果為所有題目都獲得保留。 

 

 

表 3-18  校長專業培育課程問卷各向度與總量表之內部一致信度分析表 
向度名稱 題數 a 係數 a 係數 

校務發展課程 5 .9458 
行政管理課程 5 .9228 
教學領導課程 5 .9371 
公共關係課程 5 .9197 
專業責任課程 5 .9167 

.9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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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校長專業培育課程問卷各題項與向度內部一致信度分析表 
向度 題項 校正後總相關 刪題後 a係數 層面 a係數 

D1 .7919 .9436 

D2 .8470 .9353 
D3 .8870 .9269 

D4 .8838 .9275 

校務發展課程 

D5 .8591 .9319 

.9458 

D6 7543 .9169 

D7 .7600 .9129 

D8 .8597 .8942 
D9 .8520 .8954 

行政管理課程 
 

D10 .7882 .9075 

.9228 

D11 .7801 .9318 
D12 .8497 .9192 

D13 .8528 .9186 

D14 .8268 .9235 

教學領導課程 
 

D15 .8472 .9197 

.9371 

D16 .7258 .9144 

D17 .8063 .8990 
D18 .8375 .8922 

D19 .7790 .9042 

公共關係課程 
 

D20 .8167 .8969 

.9197 

D21 .7358 .9088 

D22 .7686 .9017 

D23 .8032 .8946 
D24 .8192 .8911 

專業責任課程 

D25 .8146 .8926 

.9167 

 

四、效度分析 

本研究以測驗內部分析方法（王文科，2002）考驗量表之效度，以下為本研究問

卷之各向度與總量表之內在相關、各題項與次向度之內在相關。 

（一）各向度與總量表之內在相關 

考驗「校長專業培育課程問卷」之內在結構相關，發現各向度與總量表的內在相

關皆達.001顯著水準，其相關程度分別為 .936, .902, .924, .905, .857，均呈高度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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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各向度間彼此之的相關介於.672~.830 之間，相關程度亦佳，可見本問卷之內在結構

良好，詳見表 3-20所示。 

 

表 3-20  校長專業培育課程量表各項度與總量表之內在相關 

向度 
校務發展

課程 
行政管理

課程 
教學領導

課程 
公共關係

課程 
專業責任

課程 
課程總量

表 

校務發展

課程 
1.00      

行政管理

課程 
.830*** 1.00     

教學領導

課程 
.875*** .800** 1.00    

公共關係

課程 
.803*** .754*** .770*** 1.00   

專業責任

課程 
.721*** .672*** .734*** .779*** 1.00  

課程總量

表 
.936*** .902*** .924*** .905*** .857*** 1.00 

*** p＜.001 

 

（二）各題項與各向度及總量表之內在相關 

考驗「校長專業培育課程問卷」之內在結構相關，各題項、各向度與總量表之內

在相關，作為正式選題之依據。從表 3-21分析得知，在「校長專業培育課程問卷」各

題項、各向度與總量表之內在相關程度： 

1. 校務發展課程：各題項（D1~D5）與向度（校務發展課程）的相關程度皆達.001

顯著水準，相關程度介於 .862∼ .929；各題項（D1~D5）與校長專業培育課程問

卷總量表的相關程度皆達.001顯著水準，相關程度介於 .697∼ .880。 

2. 行政管理課程：各題項（D6~D10）與向度（行政管理課程）的相關程度皆達.001

顯著水準，相關程度介於 .846∼ .911；各題項（D6~D10）與校長專業培育課程

問卷總量表的相關程度皆達.001顯著水準，相關程度介於 .722∼ .859。 

3. 教學領導課程：各題項（D11~D15）與向度（教學領導課程）的相關程度皆達.001

顯著水準，相關程度介於 .859∼ .908；各題項（D11~D15）與校長專業培育課程

問卷總量表的相關程度皆達.001顯著水準，相關程度介於 .727∼ .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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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共關係課程：各題項（D16~D20）與向度（公共關係課程）的相關程度皆達.001

顯著水準，相關程度介於 .822∼ .901；各題項（D16~D20）與校長專業培育課程

問卷總量表的相關程度皆達.001顯著水準，相關程度介於 .699∼ .869。 

5. 專業責任課程：各題項（D21~D25）與向度（專業責任課程）的相關程度皆達.001

顯著水準，相關程度介於 .821∼ .890；各題項（D21~D25）與校長專業培育課程

問卷總量表的相關程度皆達.001顯著水準，相關程度介於 .666∼ .798。 

表 3-21  校長專業培育課程量表各題項與各向度與總量表之內在相關 
題項 校務發展 行政管理 教學領導 公共關係 專業責任 總量表 

D1 .862***     .797*** 
D2 .908***     .841*** 
D3 .929***     .859*** 
D4 .927***     .869*** 
D5 .911***     .880*** 
D6  .854***    .739*** 
D7  .846***    .722*** 
D8  .911***    .840*** 
D9  .907***    .859*** 
D10  .867***    .801*** 
D11   .859***   .727*** 
D12   .906***   .848*** 
D13   .908***   .835*** 
D14   .892***   .831*** 
D15   .904***   .885*** 
D16    .822***  .869*** 
D17    .877***  .856*** 
D18    .901***  .777*** 
D19    .860***  .697*** 
D20    .890***  .749*** 
D21     .821*** .666*** 
D22     .857*** .740*** 
D23     .877*** .794*** 
D24     .889*** .709*** 
D25     .890*** .798***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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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問卷填答與計分  

答題方式採用李克特式（Likert scale）六點量表，根據受試者的實際知覺程度填答。

選項包含「非常重要」、「相當重要」、「重要」、「有點不重要」、「相當不重要」到「非

常不重要」六項等級，請受試者在 6— 5— 4— 3— 2— 1之適當空格處打圈，計分分別給

予 6分、5分、4分、3分、2分及 1分。 
 

參、「校長專能力指標」問卷 

校長培育制度的探討，其中校長專業能力指標的內容是相當重要的，尤其是建立

本土性的校長專業能力標準（林文律，2001；林明地和王如哲，2001；周幸吟，2002；

洪梅炤；2002；Collarbone, 2000；Hallinger, 2001；Murphy, 1999；NPQH, 2004），

為了達成本研究目的之一，探討學校行政人員對校長專業培育課程與校長專業能力指

標的看法，以及進一步瞭解兩變項間的關係，本研究經過文獻探討後，採用陳木金

（2003）探討學校領導人才培養與訓練的實務內容，發展出「學校經營實務系統知識

培訓內容向度指標」，做為本研究之校長專業能力指標變項。該指標為「校務發展」、「行

政管理」、「教學領導」、「公共關係」與「專業責任」共分 5向度。經過預試分析結果，

進行問卷量表修正後，編製成正式問卷，以下分別從問卷編製依據、量表架構與內容、

項目分析與信度分析、效度分析、問卷填答與計分等五個部分進行說明。 

 

一、 問卷編製依據 

    本研究參考陳木金（2003）探討學校領導人才培養與訓練的實務內容，發展出「學

校經營實務系統知識培訓內容向度指標」，該指標共分 5 向度、各向度各有 15 題，其

中各向度的信度指標 Cronbach’s  a 係數分別為，「校務發展」為.9791；「行政管理」

為.9806；「教學領導」為.9822；「公共關係」為.9700；「專業發展」為.9799，信度極佳。

各向度效度指標之因素分析為，「校務發展」之因素負荷量為.725~.944，解釋變異量為

66.98%；「行政管理」之因素負荷量為.776~.913，解釋變異量為 79.92%；「教學領導」

之因素負荷量為 .844~.942，解釋變異量為 80.34%；「公共關係」之因素負荷量

為.651~.905，解釋變異量為 71.30%；「專業責任」之因素負荷量為.760~.919，解釋變

異量為 78.45%。本研究粹取各向度中因素負荷量最高的前 5題，作為本研究之「校長

專業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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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量表架構與內容  

本研究問卷主要包含五大向度：「校務發展能力」、「行政管理能力」、「教學領導能

力」、「公共關係能力」與「專業責任能力」，各向度的涵義與內容如表 3-22。 

 

表 3-22  校長專業能力指標問卷向度涵義與內容 

（一）校務發展 
涵意：學校的領導者透過校務計畫之整體性計畫、未來性計畫、程序性計畫、績效
性計畫等校務計畫功能的發揮，有效結合學校之人力、物力、財力和其他的資源，
以達成學校目標。 

1.  校長應依據教育政策與學校特性訂定學校發展目標。 

2.  校長應評估學校的傳統與各種條件，並結合學校特色。 

3.  校長應迎合教改潮流並檢視個人經營學校理念。 

4.  校長應確實執行所擬定的校務發展計畫。 

5.  校長應結合師生及家長的意見反應，檢核及修 正校務發展計畫。 

（二）行政管理 
涵意：學校的領導者透過人事管理、設備管理、財政管理等行政管理之功能的發揮，
有效結合學校之人力、物力、財力和其他的資源，以達成學校目標。 

6.  校長應訂定校園危機處理程序及任務編組。 

7.  校長應有效整合各處室，發揮團隊精神。 

8.  校長應建立主動敏捷之行政服務，提供教師充分教學資源。 

9.  校長應依校務發展計畫籌編預算，並有效執行。 

10. 校長應對學校成員的努力與成就適時給予鼓勵。 

（三）教學領導 
涵意：學校的領導者，透過臨床視導、發展視導、區分視導、同僚視導等教學領導
之功能的發揮，有效結合學校之人力、物力、財力和其他的資源，以達成學校目標。 

11. 校長應提升教師的教學知能。 

12. 校長應引導課程設計、發展及改善。 

13. 校長應促進課程試驗實施。 

14. 校長應訂定具體評鑑指標，有效實施教師教學評鑑。 

15.校長應引導教師建立教學檔案，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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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校長專業能力指標問卷向度涵義與內容（續上表） 

（四）公共關係 
涵意：學校的領導者透過塑造學校的公眾形象、建立善意依存的基礎、統合大眾意
見的功能、令人感到舒適的溫馨等公共關係之功能的發揮，有效結合學校之人力、
物力、財力和其他的資源，以達成學校目標。 

16.校長應策劃並引導學校參與社區服務活動。 

17.校長應與合作學校共同辦理教育活動，促進校際交流。 

18.校長應引導社區及家長參與協助學校教育活動。 

19.校長應先與校內教職員工共同討論，以形成學校公共關係政策之共識。 

20.校長應定期召開座談會議，引導家長及社區瞭解學校的教育目標。 

（五）專業責任 
涵意：學校的領導者透過運用較高級的心能、受相當長期的專業教育、自我要求不
斷進修、高度參與提高專業水準、應以服務社會為重、遵守道德規約、視教育為其
終身志業等專業責任之功能的發揮，有效結合學校之人力、物力、財力和其他的資
源，以達成學校目標。 

21.校長應引導並帶領教師進行教育改革。 

22.校長應鼓勵並帶領教師從事教育研究活動。 

23.校長應遵守專業倫理。 

24.校長應積極參與各項進修活動。 

25.校長應先與校內教師討論，瞭解教師之需求。 

 

 

三、項目分析與信度分析 

本研究編製成預試問卷之後，隨即對200位樣本進行施測，共回收149份預試問卷，

回收率為74.5%，預試問卷回收後，立即進行資料彙整與統計分析，以考驗量表之信度

與效度，以下為本研究問卷之項目分析與信度分析。 

（一）項目分析 

項目分析之主要目的在求出預試問卷各題項之決斷值（Critical Ratio, CR），以刪除

未達顯著水準之各題項。從表 3-23項目分析統計表可知，預試問卷各題項之決斷值皆

已達 .001 顯著水準，並且各題項與總量表之相關也均達 .001 顯著水準，表示本問卷

量表之題項均具有良好的鑑別度，因此，在此階段的分析結果為所有題目都獲得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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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  校長專業能力指標量表之項目分析 

題項 
決斷值 

（CR值） 

與量表總分

之相關 
題項 

決斷值 

（CR值） 

與量表總分

之相關 

1 7.534*** .856*** 14 6.709*** .802*** 
2 6.630*** .778*** 15 7.165*** .807*** 
3 8.527*** .818*** 16 7.080*** .793*** 
4 8.502*** .861*** 17 7.040*** .797*** 
5 8.586*** .845*** 18 8.772*** .818*** 
6 8.134*** .827*** 19 10.428*** .799*** 
7 7.214*** .843*** 20 9.784*** .846*** 
8 8.006*** .876*** 21 9.844*** .859*** 
9 8.459*** .841*** 22 8.179*** .850*** 
10 8.055*** .844*** 23 8.162*** .839*** 
11 7.753*** .878*** 24 7.404*** .789*** 
12 6.759*** .789*** 25 6.788*** .812*** 
13 7.393*** .821***    

*** p＜.001,    ** p＜.01 

 

（二）信度分析 

本研究之問卷量表採用 Cronbach’s a（Cronbach’ s alpha coefficient）係數考驗「校

長專業能力指標」各向度與總量表之內部一致（inter- item consistency）信度分析。 

表 3-24顯示，「校長專業能力指標總量表」之Cronbach’s a係數高達 .9807。其餘

各向度的 Cronbach’s a係數分別是「校務發展能力」為.9253；「行政管理能力」為.9355；

「教學領導能力」為.9327；「公共關係能力」為.9183；「專業責任能力」為.9253。由此

顯示本量表之總量表與各向度內部一致性高、信度極佳。 

表3-24  校長專業能力指標量表各向度與總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分析 

向度名稱 題數 a 係數 a 係數 

校務發展能力 5 .9253 
行政管理能力 5 .9355 
教學領導能力 5 .9327 
公共關係能力 5 .9183 
專業責任能力 5 .9253 

.9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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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5  校長專業能力指標量表各題項與各項度信度分析 
向度 題項 校正後總相關 刪題後 a係數 層面 a係數 

1 .828 .903 

2 .768 .915 
3 .808 .908 

4 .844 .900 

校務發展能力 

5 .779 .913 

.9253 

6 .794 .927 

7 .804 .924 

8 .892 .908 
9 .817 .922 

行政管理能力 
 

10 .836 .919 

.9355 
 

11 .856 .911 
12 .782 .925 

13 .840 .913 

14 .810 .919 

教學領導能力 
 

15 .822 .917 

.9327 
 

16 .780 .901 

17 .809 .896 
18 .822 .893 

19 .745 .910 

公共關係能力 
 

20 .797 . 898 

.9183 
 

21 .801 .908 

22 .827 .903 

23 .818 .905 
24 .781 .912 

專業責任能力 

25 .794 .910 

.9253 

 

1.「校務發展能力」向度與各題項信度分析：此向度信度分析a係數為 .9253，各
題項刪除後a係數如表3-25所示，皆不高於此向度a係數 .9253，表示各題項適合保留下
來，不需刪除。 

    2.「行政管理能力」向度與各題項信度分析：此向度信度分析 a 係數為 .9355，各
題項刪除後 a 係數如表 3-25 所示，皆不高於此向度 a 係數 .9355，表示各題項適合保
留下來，不需刪除。 

    3.「教學領導能力」向度與各題項信度分析：此向度信度分析 a 係數為 .9327，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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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項刪除後 a 係數如表 3-25 所示，皆不高於此向度 a 係數 .9327，表示各題項適合保
留下來，不需刪除。 

    4.「公共關係能力」向度與各題項信度分析：此向度信度分析 a 係數為 .9183，各
題項刪除後 a 係數如表 3-25 所示，皆不高於此向度 a 係數 .9183，表示各題項適合保
留下來，不需刪除。 

    5.「專業責任能力」向度與各題項信度分析：此向度信度分析 a 係數為 .9253，各
題項刪除後 a 係數如表 3-25 所示，皆不高於此向度 a 係數 .9253，表示各題項適合保
留下來，不需刪除。 

    表 3-24、表 3-25顯示，經過 Cronbach’s a信度考驗後，「校長專業能力指標」總量
表與各向度內部一致性高、信度極佳；各題項與向度內部一致性高、信度佳，因此此

階段的分析結果為所有題目都獲得保留。 

 

四、效度分析 

本研究以測驗內部分析方法（王文科，2002）考驗量表之效度，以下為本研究問

卷之各向度與總量表之內在相關、各題項與次向度之內在相關。 

（一）各向度與總量表之內在相關 

考驗「校長專業能力指標」之內在結構相關，發現各向度與總量表的內在相關皆

達.001顯著水準，其相關程度分別為 .946, .948, .921, .932, .945，均呈高度相關；而各

向度間彼此之的相關介於 .819~ .895 之間，相關程度極佳，可見本問卷之內在結構良

好，詳見表 3-26所示。 

表 3-26  校長專業能力指標量表各項度與總量表之內在相關 
向度 校務發展 行政管理 教學領導 公共關係 專業責任 總量表 

校務發展 1.00      
行政管理 .895*** 1.00     
教學領導 .828*** .827** 1.00    
公共關係 .849*** .847*** .819*** 1.00   
專業責任 .855*** .871*** .846*** .855*** 1.00  
總量表 .946*** .948*** .921*** .932*** .945*** 1.00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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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題項與各向度與總量表之內在相關 

考驗「校長專業能力指標」之內在結構相關，各題項、各向度與總量表之內在相

關，作為正式選題之依據。從表 3-27分析得知，在「校長專業能力指標」各題項、各

向度與總量表之內在相關程度：  

 

表 3-27  校長專業能力指標量表各題項與各向度與總量表之內在相關 
題項 校務發展 行政管理 教學領導 公共關係 專業發展 總量表 

E1 .892***     .856*** 
E2 .855***     .778*** 
E3 .883***     .818*** 
E4 .902***     .861*** 
E5 .858***     .845*** 
E6  .875***    .827*** 
E7  .874***    .843*** 
E8  .932***    .876*** 
E9  .884***    .841*** 
E10  .897***    .844*** 
E11   .909***   .878*** 
E12   .866***   .789*** 
E13   .900***   .821*** 
E14   .879***   .802*** 
E15   .891***   .807*** 
E16    .862***  .793*** 
E17    .879***  .797*** 
E18    .889***  .818*** 
E19    .846***  .799*** 
E20    .873***  .846*** 
E21     .876*** .859*** 
E22     .892*** .850*** 
E23     .888*** .839*** 
E24     .863*** .789*** 
E25     .869*** .812***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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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3-27分析得知，在「校長專業能力指標」各題項、各向度與總量表之內在相

關程度，以下分析各題項與向度及總量表之相關程度： 

1. 校務發展能力：各題項（E1~E5）與向度（校務發展能力）的相關程度皆達.001

顯著水準，相關程度介於 .855∼ .902；各題項（E1~E5）與校長專業能力指標總

量表的相關程度皆達.001顯著水準，相關程度介於 .778∼ .861。 

2. 行政管理能力：各題項（E6~E10）與向度（行政管理能力）的相關程度皆達.001

顯著水準，相關程度介於 .874∼ .932；各題項（E6~E10）與校長專業能力指標總

量表的相關程度皆達.001顯著水準，相關程度介於 .827∼ .876。 

3. 教學領導能力：各題項（E11~E15）與向度（教學領導能力）的相關程度皆達.001

顯著水準，相關程度介於 .866∼ .909；各題項（E11~E15）與校長專業能力指標

總量表的相關程度皆達.001顯著水準，相關程度介於 .789∼ .878。 

4. 公共關係能力：各題項（E16~E20）與向度（公共關係能力）的相關程度皆達.001

顯著水準，相關程度介於 .846∼ .889；各題項（E16~E20）與校長專業能力指標

總量表的相關程度皆達.001顯著水準，相關程度介於 .793∼ .846。 

5. 專業責任能力：各題項（E21~E25）與向度（專業責任能力）的相關程度皆達.001

顯著水準，相關程度介於 .863∼ .892；各題項（E21~E25）與校長專業能力指標

總量表的相關程度皆達.001顯著水準，相關程度介於 .789∼ .859。 

依據上表3-26與表3-27，各向度與總量表之內在相關、各題項與各向度與總量表之

內在相關之分析可以得知，本研究所採用「校長專業能力指標問卷量表」之內在結構

相關係數高，內在結構良好。 

 

五、問卷填答與計分  

答題方式採用李克特式（Likert scale）六點量表，根據受試者的實際知覺程度填答。

選項包含「非常重要」、「相當重要」、「重要」、「有點不重要」、「相當不重要」到「非

常不重要」六項等級，請受試者在 6— 5— 4— 3— 2— 1之適當空格處打圈，計分分別給

予 6 分、5 分、4 分、3 分、2 分及 1 分。各向度分別計分，最後總量表之得分，得分

越高者，代表受試者對該向度所知覺的重要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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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料處理 

本研究係以 SPSS 10.0 for Windows 以及 LISREL 8.71電腦統計套裝程式進行相關

資料之分析，並剖析資料所顯示之結果。茲說明本研究問卷填答方式及統計分析方法

如下： 
 
 
 
  
 
 
 

 
 
 

1. 描述性統計 
2. t 考驗 
3.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4. 薛費法多重比較 
5. 積差相關 
6. 結構方程模式分析
（SEM） 

統計分析 

結論與建議 

資料整理 編  碼 

登  錄 

檢  誤 

問卷整理 

依據錯誤 
尋找問卷 

 
圖 3-2 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流程圖 

 

壹、問卷填答方式 

    問卷填答方式係採李克特式(Likert-type) 的六點式量表，根據受試者的實際知覺與

感受之重要性程度填答，受試者從非常重要到非常不重要的 6 - 5 - 4 - 3 - 2 - 1 中，在

適當的數字上打〞?〞，計分方式係按 6 分、5 分、4 分、3 分、2 分、1 分，最後總量

表之得分，得分越高者，代表受試者對該向度所知覺的重要程度越高。 
  



英國校長專業資格檢定制度（NPQH）在我國國中小學校長培育制度建構之研究 
 

 134 

貳、統計分析方法 

    本研究問卷資料處理之統計分析方法，採用描述性統計、單因子變異數分析、t考

驗、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結構方程模式分析等方法，各方法之使用情形與目的，茲

分述如下： 

一、描述性統計 

本研究採用平均數與標準差分析「我國國中小學校長培育制度」、「校長專業培育

課程」與「校長專業能力指標」之各向度及整體得分情形，以瞭解研究待答問題二與

問題四。 
 

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事後比較（Scheff' e法）與 t考驗 

本研究以國民中學、小學學校行政人員人口變項（職務、服務年資、學校所在地）

為自變項，「我國國中小學校長培育制度」為依變項，進行變異數分析，若達顯著水準，

則進一步以 Sc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以瞭解研究待答問題三。以國民中學、小學學

校行政人員人口變項（性別、學校層級）為自變項，「我國國中小學校長培育制度」為

依變項，進行 t考驗。 

 

三、積差相關分析  

    本研究採用皮爾遜積差相關來進行分析，以瞭解校長專業培育課程與校長專業能

力各向度之相關情形，以瞭解研究待答問題五。 

四、結構方程模式分析 

    本研究採用 LISREL 8.71 電腦統計套裝程式，進行「校長專業培育課程」對「校

長專業能力指標」之影響分析，採用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分

析，以瞭解校長專業培育課程對校長專業能力指標是否具有影響力，以瞭解研究待答

問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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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實施程序與研究進度 

壹、實施程序 

本研究之實施程序，大致可分為準備階段（蒐集文獻資料、撰寫文獻探討、編製

問卷）、實施階段（實施問卷調查、資料處理分析、進行深度訪談），以及完成階段（撰

寫論文初稿、修訂論文）。 

一、準備階段 

    本研究自確定研究主題後，即開始廣泛蒐集並閱讀、分析、整理相關文獻資料，

務求資料之周延與完整，使研究結果能趨近於真實，待評閱過相關文獻資料之後，始

進行文獻探討，統整歸納國內、外相關之研究成果，以決定研究向度。在編製問卷方

面，則根據研究向度草擬訪談大綱，進行學校行政人員訪談，經整理相關之訪談內容

後，即著手進行調查預試問卷初稿之草擬，待預試問卷初稿完成後，再請指導教授針

對研究問卷提供修改意見，編製成正式問卷。 

二、實施階段 

    正式問卷編製完成後，以台北市、台北縣、基隆市及宜蘭縣四縣市之公立國民中

學、國民小學共 800位學校行政人員作為樣本進行正式問卷調查，並就所抽樣的學校，

函請該校校長協助施測，以推薦的方式請學校教育行政人員協助填答。實施問卷調查

時間為民國 94年 3月中旬學校開學後隨即行問卷調查。此外，為了提高研究調查之回

收率，除在每份研究調查問卷中說明研究目的外，亦以電話聯絡施測學校校長或主任，

冀能得到其協助與合作，並請於填答完問卷後，儘速投郵寄回，以利後續資料之處理

分析。最後，除篩選出無效問卷外，亦進行編碼、登錄輸入電腦等作業，之後再以描

述性統計進行資料校正，確定資料無誤後，即依研究需要進行統計分析。於正式問卷

調查資料處理與分析後，進一步深度訪談以瞭解學者專家對於建構我國校長培育制度

之意見與制度規劃之實際作法，以求深刻的瞭解與剖析。 

三、完成階段 

    完成上述各項工作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並整合文獻探討與問卷

調查成為論文初稿。論文初稿完成後，先請指導教授斧正及提供意見，再經數度修改，

始完成本論文。 
 

 



英國校長專業資格檢定制度（NPQH）在我國國中小學校長培育制度建構之研究 
 

 136 

 
 
 
 
 
 
 
 
 
 
 
 
 
 
 
 
 
 
 
 
 
 
 
 
 
 
 
 
 
 
 
 

 
 

圖 3-3 本研究實施程序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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