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探討幼稚園教師人格特質以及所知覺的幼稚園組織文化對課程變革

關注之關係。從分析教師背景、學校背景、人格特質類型、幼稚園組織文化類型探

討與課程變革關注的關係，以了解影響幼稚園教師對課程產生變革之動機與行動。 

依據研究目的及相關文獻探討分析，本研究之架構圖，如圖 3-1 所示。 

　 　 　  

 幼稚園教師人格特質 

 

1. 情緒穩定性 
2. 外向性 
3. 開放性 
4. 友善性 
5. 謹慎性 課程變革關注 

 

1. 合作落實 

2. 執行壓力 

3. 修正改進 
4. 角色任務 

幼稚園組織文化知覺

 

1. 科層性文化 
2. 支持性文化 
3. 創新性文化 

  
  
 

 
 
 

 
 

  

 

 
 

 

 

 

　 　 圖 3-1 研究架構圖 

 

 73



第二節 研究對象 

壹、母群體 

   本研究以台北縣、市公私立幼稚園為研究母群體，依教育部公布九十六學年度

之台北縣市公私立幼稚園所數，總計 730 所，詳細資料如表 3-1。 

表 3-1 九十六學年度北縣市公私立幼稚園統計表 

 台北市 台北縣 

公立（所） 139 201 

私立（所） 216 174 

總計 730  所 

 

貳、樣本與抽樣過程 

　 採分層隨機抽樣，先依照地區分為台北縣、台北市，而後依據幼稚園類型抽樣。

根據吳明清（2002）指出，描述性研究之樣本人數，應有母群體人數的 10％，因此

抽取 10％作為預試樣本（引自古孟玲，2005，頁 44）。而後再透過 Excel 進行簡單

隨機抽樣。 

參、預試問卷調查對象 

本研究預試樣本園所數共 71 所，依台北縣市公私立幼稚園類型分層後，進行

隨機抽樣，抽取台北市公立幼稚園 13 所，私立幼稚園 21 所，台北縣公立幼稚園 20

所，私立幼稚園 17 所。每間園所抽取 2位教師為預試樣本，共計 142 位教師。本研

究共發出預試問卷 142 份，回收 110 份，剔除問卷填答不完全者，合計有效樣本為

100 份，回收率為 77.46﹪，可用率為 70.42﹪。預試問卷回收情形詳見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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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預試問卷回收情形統計表 

縣市 學校類型與

學校數（間） 

抽樣園數

(間) 

抽樣人數

（位）

問卷回收

數（份）

問卷回收

率（％）

問卷可

用數

（份） 

問卷 

可用率

（％） 

 

公立 139 13 26 20 76.92％ 19 73.07％台北市 

私立 216 21 42 30 71.42％ 27 64.28％

公立 201 20 40 32 80％ 30 75％  

台北縣 
私立 174 17 34 28 82.35％ 24 70.58％

總計 730 71 142 110 77.46﹪ 100 70.42﹪

 

肆、正式問卷調查對象 

　  本研究以台北縣市公私立案幼稚園教師為研究對象，依據教育部公布之原所總

數資料，採分層隨機抽樣，抽取母群 20％作為正式樣本，台北市公立幼稚園 26 所，

私立幼稚園 42 所；台北縣公立幼稚園 40 所，私立幼稚園 34 所，每間園所抽取 4

位教師為正式樣本，共 568 位教師。抽樣結果如下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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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正式問卷回收情形統計表 

縣市 學校類型與

學校數（間） 

抽樣園

數(間) 

抽樣人數

（位）

問卷回收

數（份）

問卷回收

率（％）

問卷可

用數

（份） 

問卷 

可用率

（％）

 

公立 139 26 104 80 76.92％ 80 100％台北市 

私立 216 42 168 115 68.45％ 109 64.88％

公立 201 40 160 127 79.37％ 123 76.87％ 

台北縣 
私立 174 34 136 105 77.20％ 100 73.52％

總計 730 142 568 427 75.17﹪ 412 7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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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程序 

壹、閱讀文獻，擬定研究計畫 

   蒐集並閱讀與研究有關的國內外文獻，並根據文獻資料整理分析內容。 

貳、進行問卷編制 

依文獻蒐集之資料，修編部分文字內容與填答計分方式，編訂「幼稚園教師人格

特質」、「幼稚園組織文化知覺」與「課程變革關注」三部份之問卷。 

参、進行問卷預試 

　  本研究預試樣本園所數共 71 所，依台北縣市公私立幼稚園類型分層後，進行

隨機抽樣，抽取台北市公立幼稚園 13 所，私立幼稚園 21 所，台北縣公立幼稚園 20

所，私立幼稚園 17 所。每間園所抽取 2位教師為預試樣本，共計 142 位教師。本研

究共發出預試問卷 142 份，有效樣本為 100 份，以 SPSS12.0 版統計套裝軟體進行因

素分析、信效度及效度分析，修正後形成正式問卷，詳於附錄二。 

肆、正式問卷施測 

　 在預試問卷經過信效度考驗後，篩選適當題目編制成正式問卷，以分層隨機抽

樣方式對台北縣市 730 所公私立立案幼稚園進行正式問卷調查，共計發出 568 份問

卷，回收 427 份，回收率 75.17﹪，可用問卷 412 份，可用率 72.53﹪。 

伍、資料分析比較 

　 問卷回收後經整理後，以 SPSS12.0 版、LISREL8.80 版統計套裝軟體進行資料

處理與分析，整理研究結果完成研究論文。 

陸、根據結果完成研究內容 

依據文獻探討內容、問卷調查之發現，作成本研究之結論，再據以提出建議，作

成本研究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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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研究主題

文獻蒐集與回顧 

　問卷預試 

　項目、信效度分析 

　修正問卷 

　抽樣與正式施測 

分析與討論 

　撰寫論文 

 

圖 3-2 研究流程圖 

 78



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量化研究為主，在研究工具部分，量表主要分為四部份。第一部分為

「教師背景資料調查表」，第二部份為「幼稚園教師人格特質量表」，第三部份為

「幼稚園組織文化知覺量表」，第四部份為「教師課程變革關注量表」。內容說明

如下： 

壹、個人背景資料調查表 

本研究包含的背景資料變項如下： 

一、背景變項 

(一)年齡：30 歲以下、31 至 40 歲、41 至 50 歲、51 歲以上，共四組。 

(二)學歷：研究所以上幼教(保)相關系所、研究所以上非幼教(保)相關系所、 

　 　 　 大學(專)幼教(保)系所、大學(專)非幼教(保)系所、高中職幼保科、 

　 　 　 高中職非幼保科，共六類。 

(三)年資：分1年以下、2至5年、6至10年、11年以上，共4組。 

(四)職務狀況：分是或否兼任行政工作。 

(五)學校類別：分公立幼稚園、私立幼稚園，兩類。 

貳、幼稚園教師人格特質量表 

一、量表架構 

    本問卷參考楊志弘，鄭伊芬（2006）之研究，其量表根據McCrae與Costa之人格

五因素架構，再利用Schmit et　al.(2000)所列出的五大人格特質構面來建立量

表。每個特質元素設計一個題目，因此在友善性上共有5題、謹慎性4題、外向性4

題、情緒穩定性6題以及開放性6題，共計25題。並將計分方式以Likert五點量表設

計。本量表分為五個向度，分別測量教師在「情緒穩定性」、「外向性」、「開放

性」、「友善性」、「謹慎性」這五個構面上差異的情形，各向度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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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情緒穩定性(神經質)：指焦慮、敵意、沮喪、情緒化、自卑等，測量情

緒穩定程度。 

(二) 外向性：熱情、正向情緒、活躍、有自信、健談的。 

(三) 開放性：好奇、有想像力、獨立、有創造性。 

(四) 友善性：又稱親近性，指心地善良、可信賴、有禮貌、合作、利他。 

(五) 謹慎性：又稱勤勉正直性，指自我規範、小心謹慎、可依靠、有組織、

　 　 　 　 　 　 細心。 

　 　原問卷內容如表 3-4 所示。 

表 3-4  幼稚園教師人格特質問卷向度及內容 

因素一　情緒穩定性： 

6. 即使我非常難過，我也可以很快的控制住情緒。 

16. 我可以有效的控制住工作的情境。 

18. 對我來說，改變是很有趣的。 

20. 我對於生活及工作充滿希望及興趣。 

21. 我會尋找新的任務機會。 

25. 我覺得我和陌生人交談是蠻容易的。 

因素二　外向性： 

5.我希望未來能夠爬到某個職位最高層級。 

14.即使某個活動並不重要，但我還是喜歡勝利的感覺。 

19 當大部分的人對於工作有疲倦時，我還可以很有幹勁。 

24.我喜歡設定有挑戰性的目標，而非容易達成的目標。 

因素三　開放性： 

7.我可以很容易瞭解事物的因果關係。 

10.別人會來找我給予指導或鼓勵。 

13.我喜歡在有創造性與表現的環境工作。 

17.我對於我的能力具有信心。 

22.我知道在不同的環境下我所該扮演的角色。 

23.我可以在事情尚未明朗之前預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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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3-4 

因素四　友善性： 

1.我不會因為與我工作的人具有利用價值才跟他工作。 

2.我在做決策前會考慮其他人的境遇及感受。 

4.我喜歡為他人做一些事情使他們感覺快樂。 

8.我認為在做總結時考慮他人的看法是必要的。 

12.我會以群體利益做為優先考量，將個人利益擺在後頭。 

因素五　謹慎性： 

3.我做事非常盡忠職守。 

9.我會專注於工作，並將大部分重要的事情優先完成。 

11.我喜歡藉由工作計畫來完成任務的細項。 

15.我是一個可以交付責任的人。 

二、填答計分 

    採李克特氏(Likert-style)填答計分，教師依其在學校情境中對於自己人格特

質上各層面感受，圈選數字，每一項目分為五種程度，分為1分「完全不符合」、2

分「大部分不符合」、3分「還算符合」、4分「大部分符合」、5分「完全符合」，反向

題則以相反方式計分。最後計算各分量表與總量表得分，幼稚園教師在某人特質分

量表得分越高，表示教師較傾向該項人格特質類型；反之則否。 

三、預試結果分析 

　 　本問卷共計抽取樣本142人，回收110份，整理後有效樣本為100份，回收率

77.46%，可用率70.42﹪，茲就問卷之（一）項目分析：各題之決斷值（CR）；（二）

因素分析；（三）信度考驗（Cronbach　α）  

（一）項目分析：各題之決斷值（CR）    

　 　以項目分析檢驗問卷試題之鑑別度，採內部一致性效標法檢驗，刪除CR值未達

顯著水準者，結果發現第四題未達顯著水準，故刪除之，保留其他24題，詳見表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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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幼稚園教師人格特質量表項目分析 

題號及題目內容 決斷值 

CR 

備註 

因素一　情緒穩定性： 

6. 即使我非常難過，我也可以很快的控制住情緒。 6.003***  

16. 我可以有效的控制住工作的情境。 6.848***  

18. 對我來說，改變是很有趣的。 9.805***  

20. 我對於生活及工作充滿希望及興趣。 8.504***  

21. 我會尋找新的任務機會。 7.836***  

25. 我覺得我和陌生人交談是蠻容易的。 5.870***  

因素二　外向性： 

5.我希望未來能夠爬到某個職位最高層級。 2.305*  

14.即使某個活動並不重要，但我還是喜歡勝利的感

覺。 

2.978**  

19 當大部分的人對於工作有疲倦時，我還可以很有幹

勁。 

2.920**  

24.我喜歡設定有挑戰性的目標，而非容易達成的目

標。 

3.929***  

因素三　開放性： 

7.我可以很容易瞭解事物的因果關係。 3.452***  

10.別人會來找我給予指導或鼓勵。 6.898***  

13.我喜歡在有創造性與表現的環境工作。 2.214*  

17.我對於我的能力具有信心。 7.042***  

22.我知道在不同的環境下我所該扮演的角色。 6.203***  

23.我可以在事情尚未明朗之前預知結果。 8.912***  

因素四　友善性： 

1.我不會因為與我工作的人具有利用價值才跟他工

作。 

3.998***  

2.我在做決策前會考慮其他人的境遇及感受。 3.042**  

4.我喜歡為他人做一些事情使他們感覺快樂。 1.604 刪除 

8.我認為在做總結時考慮他人的看法是必要的。 -4.403***  

12.我會以群體利益做為優先考量，將個人利益擺在

後頭。 

3.614***  

 

 

 82



續表3-5 

因素五　謹慎性： 

3.我做事非常盡忠職守。 2.524*  

9.我會專注於工作，並將大部分重要的事情優先完

成。 

2.238*  

11.我喜歡藉由工作計畫來完成任務的細項。 2.556*  

15.我是一個可以交付責任的人。 5.434***  

註：***代表p<.001 ,**代表p<.01 ,*代表p<.05 

（二）因素分析 

為探討本量表之因素解釋量及各題項之因素負荷量大小，使用因素分析檢驗量

表之建構效度。第一次因素分析時先刪除CR值未達顯著水準者，為第4題。之後進行

第二次因素分析，進行因素分析，以主成份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抽取出共同因素，再以最大變異數法(varimax method)進行直交轉軸(orthogonal 

rotation)，刪除因素負荷量(factor loading).40 以下的題目與選取特徵值

(eigenvalue)大於1的因素，為選題的兩個標準，總共抽取出五個因素，刪除因素負

荷量小於.40之題目，以及與因素構面不符合之題目包含7、8、13、15、22、24、25

共七題。以17題進行第二次因素分析。 

　 　因素分析之結果抽取五個因素，總解釋變異量達72.20%。因素一為「情緒穩定

性」，包含6、16、18、20、21共5題，因素負荷量從.610~.804，共可解釋19.9%的變

異量。因素二為「開放性」，包含10、17、23共3題，因素負荷量從.750~.913，共可

解釋15.2%的變異量。因素三為「友善性」，包含1、2、12共3題，因素負荷量

從.817~.867，共可解釋13.0%的變異量。因素四為「謹慎性」，包含3、9、11共3題，

因素負荷量從.645~.835，共可解釋12.9%的變異量。因素五為「外向性」，包含5、

14、19共3題，因素負荷量從.651~.837，共可解釋11.2%的變異量。本量表各題項之

因素負荷量如下表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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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　人格特質量表各題之因素負荷量 

向度 題次與內容 因素負荷量 

6. 即使我非常難過，我也可以很快的控制住情緒。 .796 

16. 我可以有效的控制住工作的情境。 .868 

18. 對我來說，改變是很有趣的。 .767 

20. 我對於生活及工作充滿希望及興趣。 .827 

情 

緒 

穩 

定 

性 

21. 我會尋找新的任務機會。 .750 

10.別人會來找我給予指導或鼓勵。 .750 

13.我喜歡在有創造性與表現的環境工作。 .891 

開 

放 

性 

 23.我可以在事情尚未明朗之前預知結果。 .913 

1.我不會因為與我工作的人具有利用價值才跟他工作。 .817 

2.我在做決策前會考慮其他人的境遇及感受。 .850 

友 

善 

性 12.我會以群體利益做為優先考量，將個人利益擺在後

頭。 

.867 

3.我做事非常盡忠職守。 .645 

9.我會專注於工作，並將大部分重要的事情優先完成。 .835 

謹 

慎 

性 
11.我喜歡藉由工作計畫來完成任務的細項。 .790 

5.我希望未來能夠爬到某個職位最高層級。 .651 

14.即使某個活動並不重要，但我還是喜歡勝利的感覺。 .731 

外 

向 

性 

19 當大部分的人對於工作有疲倦時，我還可以很有幹

勁。 

.837 

（三）信度考驗（Cronbachα） 

   考驗幼稚園教師人格特質量表的信度是為了瞭解本量表各因素的內部一致性及

單題刪減後各因素Cronbachα係數的減損大小，作為選題參考，及瞭解本量表之信

度。經由預試資料分析發現，各分量表之Cronbachα值為「情緒穩定性」.749、「開

放性」.790、「友善性」.730、「謹慎性」.850、「外向性」.891、總量表之Cronbach

α值達.846，量表信度佳。  

（四）編制正式問卷  

　  根據預試分析之結果，選取五個因素，共計 17 題。編制成「幼稚園教師人格特

質問卷」，詳見附錄二，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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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幼稚園組織文化知覺量表 

一 、量表架構 

    參考李新民、戴嘉南、黃美惠（2005）之研究，其研究根據 Wallach（1983）

之組織文化研究內容。問卷之設計，係參酌組織文化的相關理論與文獻，而完成初

稿。問卷分為三個向度，測量教師在「科層性文化」、「創新性文化」、「支持性

文化」這三種文化上知覺的差異情形。各項度定義如下： 

(一) 科層性文化：科層體制式組織，組織中心思想以典章制度展現，組織

生活方式以標準化和例行化為主要特色。  

(二) 創新性文化：迎合市場競爭需求組織，組織中心思想強調創造性和勇

於嘗試，組織生活方式以複雜、多變、動態為主要特色。 

(三) 支持性文化：溫馨大家庭般的組織，組織生活方式以人際關係導向的

工作情境為主要特色。 

量表共計25題，科層性文化9題、支持性文化8題、創新性文化8題。 

問卷內容如表3-7所示。 

表3-7幼稚園教師組織文化知覺問卷向度及內容 

 

因素一　科層性文化： 

4.園所訂有法令、規章做為教師服務的準則。 

5.園所教師利用正式溝通管道表達意見。 

10.園所行政處理程序均相當明確。 

11.園所教師重視職務分派的方式。 

17.園所教師對教學有一致性要求。 

18.園所行政管理相當嚴謹。 

19.園所教師重視有關考核、獎懲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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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3-7 

因素二　支持性文化： 

1.園所的工作氣氛充滿活力。 

2.園所教師具有教育愛的精神。 

6.園所教師認為自己生活在溫馨的環境裡。 

13.園所會關心教師未來的發展。- 

16.園所教師間彼此相互合作。 

20.園所工作環境能給予人安全感。 

23.園所經常給予教師鼓舞和獎勵。 

24.園所教師間彼此信賴。 

因素三　 創新性文化： 

3.園所教師極重視工作績效。 

7.園所獎勵表現傑出教師以激勵士氣。 

8.園所鼓勵教師創新求變。 

9.園所教師富冒險進取的精神。 

12.園所教師非常重視探究真相、追求真理。 

14.園所善於激發教師的使命感。 

15.園所強調教師必須不斷進修。 

25.園所教師認為教育需要求新求變。 

二、填答計分 

李新民、戴嘉南、黃美惠（2005）量表採Likert式四點量表方式填答計分，反

應程度採用「非常同意」、「同意」、「不同意」、「非常不同意」，四等。 

根據吳明隆（2003）李克特量表（Likert-type scale）填達方式，通常以四至

六點量表法，為多數研究者與學者採用，其中以五點量表法的內部一致性較佳。故

本研究將量表計分方式，改為五點量表，幼稚園教師依其在幼稚園情境中對於自己

在知覺幼稚園組織文化上各層面感受，圈選數字，每一項目分為五種程度，分為1

分「完全不符合」、2分「大部分不符合」、3分「還算符合」、4分「大部分符合」、5

分「完全符合」。最後計算各量表及總量表的得分情形，幼稚園教師在知覺某組織文

化量表得分越高，表示幼稚園教師較傾向該項組織文化，分數越高表示教師知覺某

組織文化程度越明顯強烈。 

　 李新民、戴嘉南、黃美惠（2005）對幼稚園組織文化之研究，其問卷初步探索性

因素分析之後，刪除無法判斷歸屬於何因素、因素負荷量低於.3以及CR值、單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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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分相關低於3之題目，做最後的因素分析與信度考驗，原問卷之總量表與各分量表

內部一致性高，信度佳。 

三、預試結果分析 

　 　 本問卷共計抽取樣本142人，回收110份，整理後有效樣本為100份，回收率

77.46%，可用率70.42﹪，問卷回收後進行資料整理與統計分析，以考驗量表的信效

度，以下就問卷之（一）項目分析：各題之決斷值（CR）；（二）因素分析；（三）信

度分析（Cronbachα）。  

（一）項目分析：各題之決斷值（CR）  

  　採項目分析檢驗問卷試題之鑑別度，透過內部一致性效標法檢驗，刪除CR值未

達顯著水準者，結果發現第4題與第21題CR值未達顯著水準，故刪除之。保留其它23

題以表3-8示之。 

  表3-8　幼稚園教師組織文化知覺量表項目分析  

題號及題目內容 決斷值 

CR 

備註 

因素一　科層性文化： 

4.園所訂有法令、規章做為教師服務的準則。 -1.760 刪除 

5.園所教師利用正式溝通管道表達意見。 2.272*  

10.園所行政處理程序均相當明確。 2.216*  

11.園所教師重視職務分派的方式。 3.151**  

17.園所教師對教學有一致性要求。 2.795**  

18.園所行政管理相當嚴謹。 2.855**  

19.園所教師重視有關考核、獎懲等事宜。- -3.378**  

21.園所教師重視園所的優良傳統。 1.629 刪除 

22.園所教師遵守共同規定。 3.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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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3-8 

因素二　支持性文化： 

1.園所的工作氣氛充滿活力。 5.254***  

2.園所教師具有教育愛的精神。 3.193**  

6.園所教師認為自己生活在溫馨的環境裡。 10.346***  

13.園所會關心教師未來的發展。 -5.072***  

16.園所教師間彼此相互合作。 --3.027*  

20.園所工作環境能給予人安全感。 2.877**  

23.園所經常給予教師鼓舞和獎勵。 4.068***  

24.園所教師間彼此信賴。 -3.375**  

因素三　 創新性文化： 

3.園所教師極重視工作績效。 12.409***  

7.園所獎勵表現傑出教師以激勵士氣。 15.015***  

8.園所鼓勵教師創新求變。 19.337***  

9.園所教師富冒險進取的精神。 13.729***  

12.園所教師非常重視探究真相、追求真理。 9.696***  

14.園所善於激發教師的使命感。 10.777***  

15.園所強調教師必須不斷進修。 7.503***  

25.園所教師認為教育需要求新求變。 12.172***  

註：***代表p<.001 ,**代表p<.01 ,*代表p<.05 

（二）因素分析 

　 為探討本量表之因素解釋量及各題項之因素負荷量大小，使用因素分析檢驗量表

之建構效度。第一次因素分析時先刪除CR值未達顯著水準者，為第4題及第21題。之

後進行第二次因素分析，以主成分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抽取出共

同因素，再以最大變異數法(varimax method)進行直交轉軸(orthogonal 

rotation)，刪除因素負荷量(factor loading).40 以下的題目與選取特徵值

(eigenvalue)大於1的因素為選題的兩個標準，共抽取三個因素，刪除因素負荷量小

於.40之題目，以及與因素構面不符合之題目包含1、2、6、17、19共5題。以18題進

行第二次因素分析。 

　 因素分析之結果抽取三個因素，總解釋變異量達68.40%。因素一為「創新性文

化」，包含3、7、8、9、12、14、15、25共8題，因素負荷量由.797~.944，共可解釋

29.8%的變異量。因素二為「科層性文化」，包含5、10、11、18、22共5題，因素負

荷量由.458~.937，共可解釋20.5%的變異量。因素三為「支持性文化」，包含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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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4共5題，因素負荷量由.654~.842，共可解釋18.1%的變異量。 

表3-9 組織文化知覺量表各題因素負荷量 

 

項度 題次與內容 因素負荷量 

3.園所教師極重視工作績效。 .921 

7.園所獎勵表現傑出教師以激勵士氣。 .797 

8.園所鼓勵教師創新求變。 .910 

9.園所教師富冒險進取的精神。 .902 

12.園所教師非常重視探究真相、追求真理。 .920 

14.園所善於激發教師的使命感。 .944 

15.園所強調教師必須不斷進修。 .797 

創 

新 

性 

文 

化 

 

 

25.園所教師認為教育需要求新求變。 .855 

5.園所教師利用正式溝通管道表達意見。 .458 

10.園所行政處理程序均相當明確。 .711 

11.園所教師重視職務分派的方式。 .903 

18.園所行政管理相當嚴謹。 .897 

科 

層 

性 

文 

化 22.園所教師遵守共同規定。 .937 

13.園所會關心教師未來的發展。 .645 

16.園所教師間彼此相互合作。 .703 

20.園所工作環境能給予人安全感。 .695 

23.園所經常給予教師鼓舞和獎勵。 .842 

支 

持 

性 

文 

化 24.園所教師間彼此信賴。 .760 

（三）信度考驗（Cronbach　α） 

    考驗教師組織文化知覺量表的信度是為了瞭解本量表各因素的內部一致性及單

題刪減後各因素Cronbachα係數的減損大小，作為選題參考，及瞭解本量表之信度。

經由預試資料分析發現，各分量表之Cronbachα值為「創新性文化」.931、「科層性

文化」.861、「支持性文化」.876，總量表之Cronbachα值達.935，信度佳。 

（四）編制正式問卷  

　 　 根據預試分析之結果，選取三個因素，共計 18 題。編制成「幼稚園教師組織

文化知覺問卷」，詳見附錄二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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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師課程變革關注量表 

一、量表架構 

   量表參考王振鴻（2000）之研究，其量表係採自吳靜吉、王振鴻、林偉文（2000），

根據Hall,George,&Rutherford (1977) 變革關注階段量表（Stages of Concern 

questionnaire）經過預試及因素分析等步驟修訂而成。以主軸法（Principal axis 

factoring ）抽取四個因素，分別為： 

（一）關注角色任務：指個體欲瞭解，採用這項改革時，其自我角色應如何

改變，包括自我任務要求、何人作決定及如何有效執

行等。 

（二）關注執行壓力：指個體因感受到執行這項改革所可能形成的壓力而覺

得擔憂，引發其注意的壓力來源包括能力不足、時間

不足、資訊不充分、工作超出負荷等。 

（三）關注合作落實：指個體關注如何改變自己、與其他同事合作、努力落

實這項改革，包括取得資訊、與其他同事合作互助、

交換經驗，俾對學生學習產生影響。 

（四）關注修正改進：指個體想要根據學生的反應修正這項改革的教學，俾

使改革發揮最大的效果。 

　  量表共計29題，角色任務層面5題、執行壓力層面6題、合作落實層面13題、修

正改進層面5題。原問卷內容如表3-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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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0 教師課程變革關注問卷向度及內容 

因素一　角色任務： 

10.我想要知道在改革的新制度中，由誰來做決策。 

21.我想要知道採用這項改革後，繼之而來的要求會是什麼。 

25.我想要確定如何去補充、增進或改變這項改革。 

27.我想知道當我採用這項改革時，我的角色將如何改變。 

29.我想知道這項改革比現行的課程如何個好法。 

因素二　執行壓力： 

3.我擔心每天沒有足夠的時間把新課程處理得井井有條。 

5.我對這項改革所知有限。 

6.我擔心這項改革會造成我自己興趣和責任之間的衝突。 

13.我擔心自己沒有能力處理這項改革的各種要求。 

20.我擔心因這項改革的實施所必須用在處理非關學務的時間過多。 

28.這項改革所需的人事和工作的協調佔據了我太多時間。 

因素三　合作落實： 

4.我想要幫助其他同事執行這項課程改革。 

7.我關心如何修正這項改革的實施情形。 

8.我想要和參與這項改革的校內外人士相互切磋共同落實這項改革。 

9.我關注這項改革如何影響學生。 

11.我想跟別人討論這項改革的可能性。 

12.我想知道如果我們決定採用這項改革，有那些資源可以使用。 

14.面對這項改革，我想知道如何改變自己的教學或行政工作。 

15.我樂於幫助其他同事熟悉這項改革的進展。 

16.我關注自己對學生學習的影響。 

19.我樂於激發學生的興趣學習這項新課程。 

22.我想要與其他同事互相協調共同努力讓這項改革效果發揮到最大。 

23.我想要獲得更多的資訊以便了解我要承諾多少時間和精力來進行這項

改革。 

24.我想要知道其他同事因應這項改革如何進行準備及教學工作。 

因素四　修正改進： 

1.我關注到學生對這項改革的態度。 

2.我現在知道有比這項改革更好的課程改革。 

17.我想要修正這項改革的教學方法。 

18.我想根據我們的學生的經驗來修改這項改革的實施。 

26.我想要應用學生回饋改變這項新課程的教學計劃。 

二、填答計分 

    王振鴻（2000）量表以七點量表填達計分，1 代表「完全不符合」；2 代表「相

當不符合」；3 代表「有點不符合」；4 代表「有些符合、有些不符合」；5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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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點符合」；6 代表「相當符合」；7 代表「完全符合」。計分方式為：選「1」

給一分，依此類推。各項分量表上得分越高，表示該項關注強度越強。 

根據吳明隆（2003）李克特量表（Likert-type scale）填達方式，通常以四至

六點量表法，為多數研究者與學者採用，其中以五點量表法的內部一致性較佳。故

本研究將量表計分方式，改為五點量表。本量表以五點量尺作答，教師依其對於教

學現場課程變革關注之情況圈選，每一項目分為五個程度，分為、1分「完全不符合」、

2分「大部分不符合」、3分「還算符合」、4分「大部分符合」、5分「完全符合」。最

後計算各分量表得分情形，教師在某關注階段的量表得分越高，則表示教師對該項

關注強度越強；反之則否。 

三、預試結果分析 

　 本問卷共計抽取樣本142人，回收110份，整理後有效樣本為100份，回收率

77.46%，可用率70.42﹪，問卷回收後進行資料整理與統計分析，以考驗量表的信效

度，以下就問卷之（一）項目分析：各題之決斷值（CR）；（二）因素分析；（三）信

度考驗（Cronbachα），進行討論。 

（一）項目分析：各題之決斷值（CR） 

　 　採項目分析檢驗問卷試題之鑑別度，透過內部一致性效標法檢驗，刪除CR值未

達顯著水準者，結果發現第7題之CR值未達顯著水準，故刪除之。保留其他28題。 

表3-11 課程變革關注量表項目分析  

題號及題目內容 決斷值 

CR 

備註 

因素一　角色任務： 

10.我想要知道在改革的新制度中，由誰來做決策。 7.697***  

21.我想要知道採用這項改革後，繼之而來的要求 

　 會是什麼。 

4.339***  

25.我想要確定如何去補充、增進或改變這項改革。 4.132***  

27.我想知道當我採用這項改革時，我的角色將如何

　 改變。 

7.812***  

29.我想知道這項改革比現行的課程如何個好法。 2.271*  

 

 

 92



續表3-11 

因素二　執行壓力： 

3.我擔心每天沒有足夠的時間把新課程處理得井井　

有條。 

2.804**  

5.我對這項改革所知有限。 2.807**  

6.我擔心這項改革會造成我自己興趣和責任之間的　

衝突。 

4.151***  

13.我擔心自己沒有能力處理這項改革的各種要求。 4.745***  

20.我擔心因這項改革的實施所必須用在處理非關學

　 務的時間過多。 

5.425***  

28.這項改革所需的人事和工作的協調佔據了我太多

　 時間。 

2.180*  

因素三　合作落實： 

4.我想要幫助其他同事執行這項課程改革。 2.824**  

7.我關心如何修正這項改革的實施情形。 1.259 刪除 

8.我想要和參與這項改革的校內外人士相互切磋共　

同落實這項改革。 

3.429**  

9.我關注這項改革如何影響學生。 4.777***  

11.我想跟別人討論這項改革的可能性。 3.878***  

12.我想知道如果我們決定採用這項改革，有那些資　

源可以使用。 

2.104*  

14.面對這項改革，我想知道如何改變自己的教學或　

行政工作。 

4.810***  

15.我樂於幫助其他同事熟悉這項改革的進展。 7.373***  

16.我關注自己對學生學習的影響。 5.807***  

19.我樂於激發學生的興趣學習這項新課程。 8.153***  

22.我想要與其他同事互相協調共同努力讓這項改革

　 效果發揮到最大。 

6.495***  

23.我想要獲得更多的資訊以便了解我要承諾多少時

間和精力來進行這項改革。 

4.643***  

24.我想要知道其他同事因應這項改革如何進行準備

　 及教學工作。 

6.185***  

因素四　修正改進： 

1.我關注到學生對這項改革的態度。 3.758***  

2.我現在知道有比這項改革更好的課程改革。 2.612**  

17.我想要修正這項改革的教學方法。 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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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3-11 

18.我想根據我們的學生的經驗來修改這項改革的實施。 3.008**  

26.我想要應用學生回饋改變這項新課程的教學 
　 計劃。 

-2.313*  

　 註：***代表p<.001 ,**代表p<.01 ,*代表p<.05 

（二）因素分析 

    為探討本量表之因素解釋量及各題項之因素負荷量大小，使用因素分析檢驗量

表之建構效度。第一次因素分析時先刪除CR值未達顯著水準者為第7題。之後進行第

二次因素分析，採主成分分析法，以特徵值大於1者為選題標準，共抽取四個因素，

刪除因素負荷量小於.40之題目，以及與因素構面不符合之題目包含4、12、21、24、

26、28、29共7題。以21題進行第二次因素分析。 

　  因素分析之結果抽取四個因素，總解釋變異量達64.4%。因素一為「合作落實」

層面，包含8、9、11、14、15、16、19、22、23共9題，因素負荷量由.649~.806，

共可解釋25.8%的變異量。因素二為「執行壓力」，包含3、5、6、13、20共5題，因

素負荷量由.586~.854，共可解釋13.8%的變異量。因素三為「角色任務」包含10、

25、27共3題，因素負荷量由.665~.869，共可解釋13.7%的變異量。因素四為「修正

改進」包含1、2、17、18共4題，因素負荷量由.472~.889，共可解釋11.0%的變異量。 

　表3-12 課程變革關注量表各題之因素負荷量 

向度 題次與內容 因素負荷量 

8.我想要和參與這項改革的校內外人士相互切磋共　 

同落實這項改革。 

.695 

9.我關注這項改革如何影響學生。 .751 

11.我想跟別人討論這項改革的可能性。 .675 

14.面對這項改革，我想知道如何改變自己的教學或　

行政工作。 

.649 

15.我樂於幫助其他同事熟悉這項改革的進展。 .760 

16.我關注自己對學生學習的影響。 .806 

19.我樂於激發學生的興趣學習這項新課程。 .710 

 

合 

 

作 

 

落 

 

實 

 

22.我想要與其他同事互相協調共同努力讓這項改革效

果發揮到最大。 

.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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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3-12 

 23.我想要獲得更多的資訊以便了解我要承諾多少時間

和精力來進行這項改革。 

.728 

3.我擔心每天沒有足夠的時間把新課程處理得井井　 

有條。 

.854 

5.我對這項改革所知有限。 .846 

6.我擔心這項改革會造成我自己興趣和責任之間的　 

衝突。 

.839 

13.我擔心自己沒有能力處理這項改革的各種要求。 .823 

執 

行 

壓 

力 

 

 

20.我擔心因這項改革的實施所必須用在處理非關學　

務的時間過多。 

.586 

10.我想要知道在改革的新制度中，由誰來做決策。 .834 

25.我想要確定如何去補充、增進或改變這項改革。 .665 

角 

色 

任 

務 
27.我想知道當我採用這項改革時，我的角色將如何　

改變。 

.869 

1.我關注到學生對這項改革的態度。 .580 

2.我現在知道有比這項改革更好的課程改革。 .889 

17.我想要修正這項改革的教學方法。 .472 

修 

正 

改 

進 18.我想根據我們的學生的經驗來修改這項改革的 

　 實施。 

.859 

 （三）信度考驗（Cronbach　α） 

   考驗教師課程變革關注量表的信度是為了瞭解本量表各因素的內部一致性及單

題刪減後各因素Cronbachα係數的減損大小，作為選題參考，及瞭解本量表之信度。

經由預試資料分析發現，各分量表之Cronbachα值為「合作落實」.909、「執行壓

力」.764、「角色任務」.803、「修正改進」.933，總量表之Cronbachα值達.900，

信度佳。 

（四）編制正式問卷  

　 根據預試分析之結果，選取四個因素，共計 21 題。編制成「教師課程變革關注

問卷」，詳見附錄二，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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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料處理與分析 

本研究將問卷調查所蒐集之資料，以 SPSS 12.0 for Windows 及 LISREL 8.80

電腦統計套裝程式進行統計分析。茲將採用之統計方法說明如下： 

一、描述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  

以次數、百分比分析幼稚園教師個人基本資料；以平均數與標準差分析幼稚園

教師人格特質、幼稚園組織文化知覺、課程變革關注各層面的分布情形。 

二、t考驗(t-test) 

   分析不同職務狀況、學校類型的幼稚園教師在教師人格特質、組織文化知覺與

課程變革關注問卷上各層面與整體的差異情形。 

三、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one-wey ANOVA) 

分析不同年齡、年資、學歷之幼稚園教師，在教師人格特質、組織文化知覺以

及課程變革關注各項度與整體的差異情形。以上統計分析，F 值若達.05 的顯著水

準，再進行事後比較(post hoc)。 

四、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Pearson＇s product-moment) 

  　分析幼稚園教師的人格特質與幼稚園組織文化知覺和課程變革關注的相關情

形。 

五、結構方程模式(SEM) 

   分析幼稚園教師的人格特質與組織文化知覺對課程變革關注的結構關係，並驗

證假設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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