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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國民小學組織學習量表」題項修正彙整表 

層面 題號 原題目內容 修正後內容 

1 
本校在推動校務工作時會做整體性

的思考。 
本校推動校務工作時，會考量學校的

相關資源及條件。 

2 
本校在研擬各項計畫時，會考量到相

關的因素與限制。 
本校研擬各項計畫時，會將相關因素

納入考量。 

3 
本校在規劃各項工作時，會邀集相關

同仁集思廣益。 
《保留原題目，同左》 

4 
本校在推動各項工作時，會預先做好

各項協調工作。 
《保留原題目，同左》 

系統 
思考 

5 
本校能針對現狀，有系統的思考變革

之道。 
本校能針對現狀，有系統的規劃變

革。 

6 
本校教師會主動利用各種管道蒐集

教學相關資料。 
本校教師會運用各種管道蒐集有利

於教學的相關資料。 

7 
本校教師會重視學生意見與反應，作

為相關措施修正參考。 
本校教師會重視學生意見，做為相關

措施修正之參考。 

8 
本校教師會徵詢家長意見，作為班級

經營與教學評量參考。 
本校教師會徵詢家長意見，做為規劃

班級經營之參考。 

9 
本校會透過管道蒐集與學校相關資

訊，並且深入解讀及審慎檢視現狀。

本校會蒐集相關教育資訊，並審慎檢

視學校現況。 

10 
本校能注意各項行政措施的後續反

應及回饋意見，以利校務之推展。 
《刪除》 

資訊 
蒐集 

11 
本校有良好的資訊設備服務，方便同

仁蒐集與分享資訊。 
《刪除》 

12 
本校有組織各種學習團隊（如讀書

會、研究小組、班群等），且成效良

好。 

本校的各種學習團隊(讀書會、領域

小組等)皆能發揮預期的效果。 

13 
本校會提供充分資源以支持教師的

學習活動。 
《保留原題目，同左》 

14 
本校教師樂於將進修研習之心得及

收獲與他人分享。 
本校教師樂於將進修研習之心得與

他人分享。 

15 
本校會辦理教學相關的研究會或發

表會，以利同仁間的觀摩學習。 
本校會辦理教學相關的發表會，以利

教師間的觀摩學習。 

團隊 
學習 

16 
本校會依據教師需求及意見，辦理各

項專業成長活動與研習。 
本校會依據教師需求，辦理各項專業

成長活動。 

17 本校教師能坦誠溝通，相互傾聽。 
本校同仁能坦誠溝通，相互傾聽意

見。 
溝通 
對話 

18 
本校教師對於不同的意見，能以理性

且專業的態度面對。 
《保留原題目，同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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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本校教師對於他人的質疑，願意接受

且相互溝通瞭解 
《刪除》 

20 
本校教師在溝通時，能注意對方的感

受。 
《保留原題目，同左》 

21 
本校教師會利用各種機會管道進行

溝通。 
《保留原題目，同左》 

22 
本校具有良好組織溝通的氣氛與文

化。 
《保留原題目，同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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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國民小學組織創新量表」題項修正彙整表 

 

層面 題號 原題目內容 修正後內容 

1 
本校的行政會視需要進行「任務導向」

的編組，以增進彈性及績效。 
《刪除》 

2 
本校能運用創新的思維與作法，以瞭

解、評估目標的達成程度。 
本校會運用創新的思維，評估學校目標

的達成程度。 

3 
本校的各項行政流程能持續創新求變，

以追求最佳效率。 
《保留原題目，同左》 

4 
本校能充分授權，提供教師發揮專業能

力的機會。 
《刪除》 

5 
本校主管樂於接受教師提出的創新想

法，並實際規劃與執行。 
本校主管樂於接受教師提出的創新想

法，並實際規劃。 

行政 
管理 
創新 

6 
本校會有效整合家長及學生意見，在各

項措施上力求精進。 
本校會有效整合各方意見，在各項行政

措施力求精進。 

7 
本校教師能將創新的策略或想法，實際

運用於教學活動中。 
《保留原題目，同左》 

8 
本校會規劃各項創新教學活動，提供學

生多元學習機會。 
《保留原題目，同左》 

9 
本校教師能在既有的課程上創新求變，

以豐富教學內容。 
《保留原題目，同左》 

10 
本校能辦理校際交流或參訪活動，並針

對課程創新進行合作。 
《刪除》 

課程 
教學 
創新 

11 
本校能有效利用社區資源，並融入課程

與教學活動中。 
《刪除》 

12 
本校的各項活動（運動會、慶祝活動、

畢業典禮等）能具有創意，與他校有不

同之處。 

本校各項活動(運動會、慶祝活動、畢業
典禮等)能有所創新。 

13 
本校能針對例行性活動創新求變，以提

升學生參與及學習成效。 
本校能針對例行性活動創新求變，以提

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14 
本校能配合課程及教學，辦理各項校內

的創新性活動。 
《保留原題目，同左》 

15 
本校能藉校際交流或參訪的方式，增加

學生不同於校內的學習機會。 
《保留原題目，同左》 

學生 
活動 
創新 

16 
本校能運用學生學習優勢，發展具特性

的社團或團隊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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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本校主管會利用適當機會，肯定與獎勵

教師的創新行為。 
本校會公開肯定或實質獎勵教師的創新

作為。 

18 
本校教師樂於就創新的想法進行討論與

對話。 
本校教師樂於就創新的想法進行討論。

19 
本校教師會針對同仁的創新想法，予以

傾聽、支持及必要的協助。 
《刪除》 

文化 
氣氛 
創新 

20 本校內已形塑出良好的創新支持文化。 本校具有正向支持創新的氛圍。 

25 
本校會持續添購與更新各項資訊設備，

以提升教學品質。 
本校會持續更新各項資訊設備，以提升

教學品質。 

26 
本校能拓展社區資源及經費支持，並有

效增進學校效益。 
本校能拓展社區資源，並有效增進學校
效益。 

27 
本校在環境配置與空間規劃能融入創新

理念，發揮境教功能。 
本校在環境配置與空間規劃能融入創新

理念，並發揮良好功能。 

28 
本校建構良好的資訊網站，提供教師、

學生、家長交流的平台。 
《保留原題目，同左》 

29 
本校會商請校外專家學者或團體，協助

教師專業成長或活動辦理 
《刪除》 

資源 
運用 
創新 

30 
本校建立完善的教學資源系統，提供教

學相關的資料。 
《保留原題目，同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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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國民小學學校效能量表」題項修正彙整表 

層面 題號 原題目內容 修正後內容 

1 
本校的行政人員具有高昂的服務熱

忱。 
《刪除》 

2 
本校的各項工作計畫明確，讓教師能

清晰瞭解。 
《保留原題目，同左》 

3 
本校的行政處室運作良好，並能發揮

互相合作的精神。 
《保留原題目，同左》 

4 
本校的各行政處室能充分支持教師

的教學。 
《保留原題目，同左》 

5 
本校行政人員具有解決問題的積極

態度與專業能力。 
本校行政人員具有解決問題的專業

能力。 

行政 
管理 
服務 

6 
本校各項年度計畫及行事目標都能

圓滿完成。 
《保留原題目，同左》 

7 
本校教師能善用各項教學資源，以提

升教學效能。 
《保留原題目，同左》 

8 
本校的各項課程計畫明確，內容符合

學生之需求。 
本校的各項課程計畫符合學生學習

之需求。 

9 
本校教師能依不同學生特質，提供其

適性的學習。 
《保留原題目，同左》 

10 
本校教師在教學前都能做好各項準

備工作 
《保留原題目，同左》 

11 
本校能融入各項議題於課程計畫之

中，並連結學生生活經驗。 
本校能將重要議題融入課程之中，且
連結學生生活經驗。 

課程 
教學 
品質 

12 
本校教師能針對各項課程與教學活

動進行評鑑反省，以求精進。 
本校教師能針對各項課程與教學活

動進行評鑑反思。 

13 
本校教師會積極參與各項研習活動

或專業進修。 
我會積極參與各項研習活或專業進

修。 
14 本校教師教學認真且具敬業精神。 我對教育工作投入且成效良好。 
15 我對自己的專業表現感到滿意 《保留原題目，同左》 

教師 
工作 
表現 

16 我認為目前的工作是有價值的。 我能認同從事教育工作是有價值的。

17 
本校的學生具有良好的學習動機，且

學習態度認真。 
本校的學生具有良好的學習態度。 

18 
本校學生對於老師及外賓能表現合

宜的態度。 
本校學生對於師長能表現合宜的態

度。 

19 
本校學生對於校內的各項活動都能

熱烈參與。 
《保留原題目，同左》 

學生 
學習 
表現 

20 
本校的生能遵守校規，並服膺教師的

指導。 
本校的學生能具有良好生活常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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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本校學校在學科評量上能展現符合

自我能力的水準。 
本校學生在學科評量上能達到預期

水準。 

22 
本校家長或社區人士能踴躍擔任學

校義工。 
《保留原題目，同左》 

23 
本校家長及社區人士能踴躍參與學

校的各項活動。 
《保留原題目，同左》 

24 
本校時常獲得家長及社區人士在資

源上的支援。 
《保留原題目，同左》 

25 
本校家長及社區人士對於學校各方

表現有良好評價。 
《刪除》 

家長 
社區 
支持 

26 
本校家長及社區人士對於學校各項

措施能有效配合。 
《保留原題目，同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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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國民小學組織學習、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專家效度審查用】 

 

 

 

 

 

 

 

 

 

 

 

 

 

 

【問卷內容】 

    本問卷共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資料」，第二部分為「國民小學組織學

習量表」，共分為以下四個層面：「系統思考」、「資訊蒐集」、「團隊學習」、「溝通對話」。

第三個部分為「國民小學組織創新量表」，共分為以下五個層面：「行政管理創新」、「課

程教學創新」、「學生活動創新」、「文化氣氛創新」、「資源運用創新」。第四個部分為「國

民小學學校效能量表」，共分為以下五個層面：「行政管理服務」、「課程教學品質」、「教

師工作表現」、「學生學習表現」、「家長社區支持」。 

敬愛的教育先進您好： 

    感謝您於百忙之中撥冗填寫此份問卷，本研究為「國民小學組織

學習、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主要目的在於了解目前國

民小學組織學習、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之現況與關係。您的寶貴意見僅

供學術研究之用，問卷不需具名，資料絕對保密，請您寬心填答，並懇

請於一週內將填妥之問卷擲回。在此感謝您的協助與支持，並致上最誠

摯的謝意。 

 

    敬祝 

教安 

                      國立政治大學教育行政與政策研究所 

                                指導教授：張奕華 博士 

                                研 究 生：顏弘欽 敬啟 

                                       97 年 10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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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基本資料【請您於 □ 內依個人狀況打「 」】 

1.您的性別：         □男  □女 

2.您的年齡：         □30 歲以下  □31-40 歲  □41-50 歲  □51 歲以上 

3.您的最高學歷：     □「師專畢業」（含師範學校） 

                    □「師範院校畢業」（含師大、師院） 

                    □「一般大學畢業」（含師資班） 

                    □「研究所畢（結）業」（含四十學分班） 

4.您的教職服務年資： □5 年以下 □6-15 年 □16-25 年 □26 年以上 

5.您擔任的職務：     □教師兼主任  □教師兼組長 □專任教師 

6.您的學校規模：     □小型（12 班以下） □中型（13-36 班） 

                    □大型（37 班以上） 

7.您的學校地區：     □都市地區 □鄉鎮地區 □偏遠地區 

8.您的學校歷史：   □10 年以下 □11-20 年 □21-30 年 

                    □31-40 年  □41 年以上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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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內容 

【下列的敘述是為了解貴校組織學習、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之情形，依序由非常 

符合至非常不符合，問卷並無特定答案，請您根據貴校的實際狀況與了解，在適當的數

字上圈選。】 

第二部分   國民小學組織學習量表                  

一、系統思考 

1.本校在推動校務工作時會做整體性的思考。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本校在研擬各項計畫時，會考量到相關的因素與限制。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本校在規劃各項工作時，會邀集相關同仁集思廣益。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本校在推動各項工作時，會預先做好各項協調工作。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本校能針對現狀，有系統的思考變革之道。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資訊蒐集 

6.本校同仁會主動利用各種管道蒐集教學相關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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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本校同仁會重視學生意見與反應，作為相關措施修正之參考。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本校同仁會徵詢家長意見，作為班級經營與教學評量之參考。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本校會透過管道蒐集與學校相關資訊，並且深入解讀及審慎檢視現狀。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本校會注意各項行政措施的後續反應及回饋意見，以利校務之推展。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本校有良好的資訊設備及服務，方便同仁的資訊蒐集與分享。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團隊學習 

12.本校有組織各種學習團隊（如讀書會、研究小組、班群等）。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本校會提供充分資源以支持教師的學習活動。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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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本校同仁樂於將進修研習之心得收獲與他人分享。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本校會辦理教學相關的研究會或發表會，以利同仁間的觀摩學習。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本校會依據教師需求及意見，辦理各項專業成長活動與研習。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溝通對話 

17.本校同仁能坦誠溝通，相互傾聽。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本校同仁對於不同的意見，能以理性且專業的態度面對。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本校同仁對於他人的質疑，願意接受且相互溝通瞭解。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本校同仁在溝通時，能注意對方的感受。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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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本校同仁會利用各種機會與管理進行溝通。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2.本校具有良好組織溝通的氣氛與文化。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部分   國民小學組織創新量表 

一、行政管理創新 

1.本校的行政會視需要進行「任務導向」的編組，以增進彈性及績效。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本校能運用創新的思維與作法，以瞭解、評估目標的達成程度。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本校的各項行政流程，能持續創新求變，以追求最佳效率。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本校能充分授權，提供教師發揮專業能力的機會。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本校主管樂於接受教師提出的創新想法，並實際規劃與執行。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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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校能有效整合家長及學生的意見，在各項措施上力求精進。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課程教學創新 

7.本校同仁會運用創新的策略或想法，實際運用於教學活動中。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本校同仁會規劃各項創新教學活動，提供學生多元學習機會。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本校同仁能在既有的課程內容上創新求變，以豐富教學內容。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本校能辦理校際交流或參訪活動，並針對課程創新進行合作。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本校能有效利用社區資源，並融入課程與教學活動中。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學生活動創新 

12.本校的各項活動（運動會、慶祝活動、畢業典禮等）能具有創意，與他校有不同之處。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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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本校能針對例行性活動創新求變，以提升學生參與及學習成效。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本校能配合課程及教學，辦理各項校內的創新性活動。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本校能藉校際交流或參訪的方式，增加學生不同於校內的學習機會。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本校能運用學生學習優勢，發展具特性的社團或團隊。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文化氣氛創新 

17.本校主管會利用適當機會，肯定與獎勵教師的創新行為。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本校同仁樂於就創新的想法進行討論與對話。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本校同仁會針對同仁的創新想法，予以傾聽、支持及必要的協助。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本校內已形塑出良好的創新支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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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資源運用創新 

21.本校會持續添購與更新各項資訊設備，以提升教學品質。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2.本校能拓展社區資源及經費支持，並有效增進學校效益。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3.本校在環境配置與空間規劃能融入創新理念，發揮境教功能。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4.本校建構良好的資訊網站，提供教師、學生、家長交流的平台。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5.本校會商請校外專家學者或團體，協助教師專業成長或活動辦理。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6.本校建立完善的教學資源系統，提供教學相關的資料。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部分   國民小學學校效能量表 

一、行政管理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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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校的行政人員具有高昂的服務熱忱。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本校的各項工作計畫明確，讓教師能清晰瞭解。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本校的行政處室運作良好，並能發揮互相合作的精神。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本校的各行政處室能充分支持教師的教學。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本校行政人員具有解決問題的積極態度與專業能力。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本校各項年度計畫及行事目標都能圓滿完成。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課程教學品質 

7.本校同仁能善用各項教學資源，以提升教學效能。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本校的各項課程計畫明確，內容符合學生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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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本校同仁能依不同學生特質，提供其適性的學習。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本校同仁在教學前都能做好各項準備工作。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本校能融入各項議題於課程之中，並連結學生生活經驗。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本校同仁能針對各項課程與教學活動進行評鑑反省，以求精進。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教師工作表現 

13.本校同仁積極參與各項研習活動或專業進修。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本校同仁教學認真且具敬業精神。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我對自己的專業表現感到滿意。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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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我能認同目前的教育工作是有價值的。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學生學習表現 

17.本校的學生具有良好的學習動機，且學習態度認真。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本校學生對於老師及外賓能表現合宜的態度。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本校學生對於校內的各項活動都能熱烈參與。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本校的學生能遵守校規，並服膺教師的指導。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1.本校學生在學科評量上能展現符合自我能力的水準。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家長社區支持 

22.本校家長或社區人士能踴躍擔任學校義工。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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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3.本校家長及社區人士能踴躍參與學校的各項活動。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4.本校時常獲得家長及社區人士在資源上的支援。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5.本校家長及社區人士對學校的各方表現有良好評價。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6.本校家長及社區人士對於學校各項措施能有效配合。 

□適合        □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修正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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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錄五：「國民小學組織學習、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預試問卷】 

 

 

 

 

 

 

 

 

 

 

 

 

 

 

 

【問卷內容說明】 

    本問卷計分為四個部分，包括：資本資料、組織學習、組織創新及學校效

能衡量，總計 72 題。請依您的主觀認知判斷勾選對各描述句之同意程度。 

一、基本資料【請您依個人狀況於□內打「 」】 

1. 性別： □男  □女 

2. 年齡： □30 歲以下  □31-40 歲  □41-50 歲  □51 歲以上 

3. 最高學歷： □「師專畢業」（含師範學校）  
□「師範院校畢業」（含師大、師院）  
□「一般大學畢業」（含師資班）  
□「研究所畢（結）業」  

4. 服務年資： □ 5 年以下    □ 6-15 年   □ 16-25 年   □ 26 年以上 

5. 擔任職務： □校長       □教師兼主任  

 

□教師兼組長  □ 專任教師(導師、科任) 

6. 學校規模： □小型（ 12 班以下） □中型（ 13-36 班）  
□大型（ 37 班以上） 

7. 學校地區： □都市地區  □鄉鎮地區 □偏遠地區 

8. 學校歷史： □10 年以下 □11-20 年  □ 21-30 年 

□31-40 年  □41 年以上 

敬愛的教育先進您好： 

    感謝您於百忙之中撥冗填寫此份問卷，本研究為「國民小學組織學

習、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主要目的在於了解目前國民小

學組織學習、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之現況與關係。您的寶貴意見僅供學

術研究之用，問卷不需具名，資料絕對保密，請您寬心填答，並懇請於

一週內將填妥之問卷擲回。在此感謝您的協助與支持，並致上最誠摯的

謝意。 

    敬祝 

教安 

                      國立政治大學教育行政與政策研究所 

                                指導教授：張奕華 博士 

                                研 究 生：顏弘欽 敬啟 

                                     97 年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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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民小學組織學習 

下列的敘述係為瞭解貴校組織學習相關現況。請您根據對貴校實 

際情況之瞭解與認知，由非常符合（6 分）至非常不符合（1 分） 

勾選適當選項。 

非
常
不
符
合 

不
符
合 

有
些
不
符
合 

有
些
符
合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系統思考  

1 本校推動校務工作會考量學校的相關資源及條件   

2 本校研擬各項計畫，會將相關因素納入考量    

3 本校在規劃各項工作時，會邀集相關同仁集思廣益   

4 本校在推動各項工作時，會預先做好各項協調工作   

5 本校能針對現狀，有系統的規劃變革   

資訊蒐集  

6 本校教師會運用各種管道蒐集有利於教學的相關資料    

7 本校教師會重視學生意見，作為相關措施修正之參考   

8 本校教師會徵詢家長意見，作為規劃班級經營之參考   

9 本校會蒐集相關教育資訊，並審慎檢視學校現況    

團隊學習  

10 本校的各種學習團隊(讀書會、領域小組等)皆能發揮預期的效果   

11 本校會提供充分資源以支持教師的學習活動   

12 本校教師樂於將進修研習之心得與他人分享   

13 本校會辦理教學相關的發表會，以利教師間的觀摩學習   

14 本校會依據教師需求，辦理各項專業成長活動   

溝通對話  

15 本校同仁能坦誠溝通，相互傾聽意見   

16 本校教師對於不同的意見，能以理性且專業的態度面對   

17 本校教師在溝通時，能注意對方的感受   

18 本校教師會利用各種機會管道進行溝通   

19 本校具有良好組織溝通的氣氛與文化   

        



 262

三、國民小學組織創新 

下列的敘述係為瞭解貴校組織創新相關現況。請您根據對貴校實 

際情況之瞭解與認知，由非常符合（6 分）至非常不符合（1 分） 

勾選適當選項。  

非
常
不
符
合 

不
符
合 

有
些
不
符
合 

有
些
符
合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行政管理創新  

1 本校會運用創新的思維，評估學校目標的達成程度    

2 本校的各項行政流程能持續創新求變，以追求最佳效率    

3 本校主管樂於接受教師提出的創新想法，並實際規劃    

4 本校會有效整合各方意見，在各項行政措施力求精進    

課程教學創新  

5 本校教師會運用創新的策略或想法，實際運用於教學活動中    

6 本校會規劃各項創新教學活動，提供學生多元學習機會    

7 本校教師能在既有的課程上創新求變，以豐富教學內容    

學生活動創新  

8 本校各項活動(運動會、慶祝活動、畢業典禮等)能有所創新    

9 本校能針對例行性活動創新求變，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10 本校能配合課程及教學，辦理各項校內的創新性活動    

11 
本校能藉校際交流或參訪的方式，增加學生不同於校內的學
習機會 

   

文化氣氛創新  

12 本校會公開肯定或實質獎勵教師的創新作為    

13 本校教師樂於就創新的想法進行討論    

14 本校具有正向支持創新的氛圍    

資源運用創新  

15 本校會持續更新各項資訊設備，以提升教學品質    

16 本校能拓展社區資源，並有效增進學校效益    

17 本校在環境配置與空間規劃能融入創新理念，發揮良好功能    

18 本校建構良好的資訊網站，提供教師、學生、家長交流的平台    

19 本校建立完善的教學資源系統，提供教學相關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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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民小學學校效能 

下列的敘述係為瞭解貴校學校效能相關現況。請您根據對貴校實 

際情況之瞭解與認知，由非常符合（6 分）至非常不符合（1 分） 

勾選適當選項。  

非
常
不
符
合 

不
符
合 

有
些
不
符
合 

有
些
符
合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行政管理服務  

1 本校的各項工作計畫明確，讓教師能清晰瞭解   
2 本校的行政處室運作良好，並能發揮互相合作的精神   
3 本校的各行政處室能充分支持教師的教學   
4 本校行政人員具有解決問題的專業能力   
5 本校各項年度計畫及行事目標都能圓滿完成   
課程教學品質  

6 本校教師能善用各項教學資源，以提升教學效能   
7 本校的各項課程計畫符合學生學習之需求   
8 本校教師能依不同學生特質，提供其適性的學習   
9 本校教師在教學前都能做好各項準備工作   
10 本校能將重要議題融入課程之中，且連結學生生活經驗   
11 本校教師能針對各項課程與教學活動進行評鑑反思   
教師工作表現  

12 我會積極參與各項研習活或專業進修   
13 我對教育工作投入且成效良好   
14 我對自己的專業表現感到滿意   
15 我能認同從事教育工作是有價值的   
學生學習表現  

16 本校的學生具有良好的學習態度   
17 本校學生對於師長能表現合宜的態度   
18 本校學生對於校內的各項活動都能熱烈參與   
19 本校的學生能具有良好生活常規   
20 本校學生在學科評量上能達到預期水準   
家長社區支持  

21 本校家長或社區人士能踴躍擔任學校義工   
22 本校家長或社區人士能踴躍參與學校的各項活動   
23 本校時常獲得家長及社區人士在資源上的支援   
24 本校家長及社區人士對於學校各項措施能有效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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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國民小學組織學習、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正式問卷】 

 

 

 

 

 

 

 

 

 

 

 

 

 

 

 

【問卷內容說明】 

    本問卷計分為四個部分，包括：資本資料、組織學習、組織創新及學校效

能衡量，總計 62 題。請依您的主觀認知判斷勾選對各描述句之同意程度。 

一、基本資料【請您依個人狀況於□內打「 」】 

1. 性別： □男  □女 

2. 年齡： □30 歲以下  □31-40 歲  □41-50 歲  □51 歲以上 

3. 最高學歷： □「師專畢業」（含師範學校）  
□「師範院校畢業」（含師大、師院）  
□「一般大學畢業」（含師資班）  
□「研究所畢（結）業」  

4. 服務年資： □ 5 年以下    □ 6-15 年   □ 16-25 年   □ 26 年以上 

5. 擔任職務： □校長       □教師兼主任  

□教師兼組長  □ 專任教師(導師、科任) 

6. 學校規模： □小型（ 12 班以下） □中型（ 13-36 班）  
□大型（ 37 班以上） 

7. 學校地區： □都市地區  □鄉鎮地區 □偏遠地區 

8. 學校歷史： □10 年以下 □11-20 年  □ 21-30 年 

□31-40 年  □41 年以上 

 

 

 

 

 

 

敬愛的教育先進您好： 

    感謝您於百忙之中撥冗填寫此份問卷，本研究為「國民小學組織學

習、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主要目的在於了解目前國民小

學組織學習、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之現況與關係。您的寶貴意見僅供學

術研究之用，問卷不需具名，資料絕對保密，請您寬心填答，並懇請於

一週內將填妥之問卷擲回。在此感謝您的協助與支持，並致上最誠摯的

謝意。 

    敬祝 

教安 

                      國立政治大學教育行政與政策研究所 

                                指導教授：張奕華 博士 

                                研 究 生：顏弘欽 敬啟 

                                    97 年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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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民小學組織學習 

下列的敘述係為瞭解貴校組織學習相關現況。請您根據對貴校實 

際情況之瞭解與認知，由非常符合（6 分）至非常不符合（1 分） 

勾選適當選項。 

非
常
不
符
合 

不
符
合 

有
些
不
符
合 

有
些
符
合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系統思考  

1 本校推動校務工作會考量學校的相關資源及條件   

2 本校研擬各項計畫，會將相關因素納入考量    

3 本校在規劃各項工作時，會邀集相關同仁集思廣益   

4 本校在推動各項工作時，會預先做好各項協調工作   

5 本校能針對現狀，有系統的規劃變革   

資訊蒐集  

6 本校教師會運用各種管道蒐集有利於教學的相關資料    

7 本校教師會重視學生意見，作為相關措施修正之參考   

8 本校教師會徵詢家長意見，作為規劃班級經營之參考   

9 本校會蒐集相關教育資訊，並審慎檢視學校現況    

團隊學習  

10 本校的各種學習團隊(讀書會、領域小組等)皆能發揮預期的效果   

11 本校會提供充分資源以支持教師的學習活動   

12 本校教師樂於將進修研習之心得與他人分享   

13 本校會辦理教學相關的發表會，以利教師間的觀摩學習   

14 本校會依據教師需求，辦理各項專業成長活動   

溝通對話  

15 本校同仁能坦誠溝通，相互傾聽意見   

16 本校教師對於不同的意見，能以理性且專業的態度面對   

17 本校教師在溝通時，能注意對方的感受   

18 本校教師會利用各種機會管道進行溝通   

19 本校具有良好組織溝通的氣氛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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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民小學組織創新 

下列的敘述係為瞭解貴校組織創新相關現況。請您根據對貴校實 

際情況之瞭解與認知，由非常符合（6 分）至非常不符合（1 分） 

勾選適當選項。  

非
常
不
符
合 

不
符
合 

有
些
不
符
合 

有
些
符
合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行政管理創新  

1 本校會運用創新的思維，評估學校目標的達成程度    

2 本校的各項行政流程能持續創新求變，以追求最佳效率    

3 本校主管樂於接受教師提出的創新想法，並實際規劃    

4 本校會有效整合各方意見，在各項行政措施力求精進    

課程教學創新  

5 本校教師會運用創新的策略或想法，實際運用於教學活動中    

6 本校會規劃各項創新教學活動，提供學生多元學習機會    

7 本校教師能在既有的課程上創新求變，以豐富教學內容    

學生活動創新  

8 本校各項活動(運動會、慶祝活動、畢業典禮等)能有所創新    

9 本校能針對例行性活動創新求變，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10 本校能配合課程及教學，辦理各項校內的創新性活動    

11 
本校能藉校際交流或參訪的方式，增加學生不同於校內的學
習機會 

   

文化氣氛創新  

12 本校會公開肯定或實質獎勵教師的創新作為    

13 本校教師樂於就創新的想法進行討論    

14 本校具有正向支持創新的氛圍    

資源運用創新  

15 本校會持續更新各項資訊設備，以提升教學品質    

16 本校能拓展社區資源，並有效增進學校效益    

17 本校在環境配置與空間規劃能融入創新理念，發揮良好功能    

18 本校建構良好的資訊網站，提供教師、學生、家長交流的平台    

19 本校建立完善的教學資源系統，提供教學相關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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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民小學學校效能 

下列的敘述係為瞭解貴校學校效能相關現況。請您根據對貴校實 

際情況之瞭解與認知，由非常符合（6 分）至非常不符合（1 分） 

勾選適當選項。  

非
常
不
符
合 

不
符
合 

有
些
不
符
合 

有
些
符
合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行政管理服務  

1 本校的各項工作計畫明確，讓教師能清晰瞭解   
2 本校的行政處室運作良好，並能發揮互相合作的精神   
3 本校的各行政處室能充分支持教師的教學   
4 本校行政人員具有解決問題的專業能力   
5 本校各項年度計畫及行事目標都能圓滿完成   
課程教學品質  

6 本校教師能善用各項教學資源，以提升教學效能   
7 本校的各項課程計畫符合學生學習之需求   
8 本校教師能依不同學生特質，提供其適性的學習   
9 本校教師在教學前都能做好各項準備工作   
10 本校能將重要議題融入課程之中，且連結學生生活經驗   
11 本校教師能針對各項課程與教學活動進行評鑑反思   
教師工作表現  

12 我會積極參與各項研習活或專業進修   
13 我對教育工作投入且成效良好   
14 我對自己的專業表現感到滿意   
15 我能認同從事教育工作是有價值的   
學生學習表現  

16 本校的學生具有良好的學習態度   
17 本校學生對於師長能表現合宜的態度   
18 本校學生對於校內的各項活動都能熱烈參與   
19 本校的學生能具有良好生活常規   
20 本校學生在學科評量上能達到預期水準   
家長社區支持  

21 本校家長或社區人士能踴躍擔任學校義工   
22 本校家長或社區人士能踴躍參與學校的各項活動   
23 本校時常獲得家長及社區人士在資源上的支援   
24 本校家長及社區人士對於學校各項措施能有效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