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旨在了解國民中學社區參與學校教育與學校效能現況，以及教

師在社區參與學校教育與學校效能知覺上的差異，並分析社區參與學校教

育與學校效能二者間的關係。 

本章根據問卷調查結果與訪談結果，共分為五節進行分析與討論，第

一節探討國民中學社區參與學校教育現況及不同背景教師在社區參與學

校教育知覺上的差異，第二節探討國民中學學校效能現況及不同背景教師

在學校效能知覺上的差異，第三節探討社區參與學校教育與學校效能的相

關分析，第四節探討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對學校效能的預測力，第五節針對

訪談結果進行分析與討論。 

 

第一節  國民中學社區參與學校教育現況及差異分析 

     

本節主要在探討國民中學社區參與學校教育現況及不同背景教師在

社區參與學校教育知覺上的差異，都是以平均數及標準差來探討與分析。 

 

壹、國民中學社區參與學校教育現況分析 

 

本研究的「社區參與學校教育量表」採四點量表，以一分至四分表示

社區實際參與程度，分數愈高，表示實際參與程度愈高。本量表題若平均

值 M大於 3者，屬於較高程度；介於 3與 2之間，屬於中等程度（其中，

平均值 M若大於 2.5，屬於中等以上，平均值 M若小於 2.5，屬於中等以

下）；小於 2者，屬於很低程度。 

 

    「社區參與學校教育量表」填答對象為桃園縣國民中學教師，研究者

根據教師在問卷填答的分數，分別統計出各層面及整體上的題平均數、標

準差，調查結果將作為瞭解國民中學社區參與學校教育的現況。「社區實

際參與學校教育」現況分析摘要表，如表 4-1 所示。 

 

依據表 4-1 國民中學教師知覺社區參與學校教育現況分析摘要表，可

以發現： 

 

一、 就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各層面言，在「校園建設」（M＝2.30）、「校務

發展」（M＝2.60）、「人事遴聘」（M＝1.80）、「教學活動」（M＝2.69）

「學生輔導」（M＝2.22）、「活動與經費支持 」（M＝2.40）六個層



面上，教師知覺社區參與學校教育的平均得分，有五個層面介於 3

與 2之間，屬於中等程度，其中包括「校務發展」、「教學活動」二

層面現況在中等以上；「校園建設」「學生輔導」、「活動與經費支持」

三層面現況在中等以下。而「人事遴聘」一個層面小於 2者，屬於

很低程度。由此顯示，國民中學社區實際參與學校教育各層面，教

師知覺其參與程度在中等或很低程度，現況不佳，有待提昇。 

 

二、 就整體言，國民中學教師所知覺的整體社區參與學校教育題平均分

數M＝2.28，顯示國民中學整體社區參與學校教育現況在中等程度以

下。究其原因，可能是學校提供社區參與學校教育機會不多，或是

社區參與意願不強，致使社區參與程度不高。 

 

三、 就教師所知覺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各層面的現況排序言，由高而低依

序是「教學活動」、「校務發展」、「活動與經費支持」、「校園建設」、

「學生輔導」、「人事遴聘」。 

 

 

表 4-1 桃園縣國民中學教師知覺「社區實際參與學校教育」現況分析摘要表 

層面名稱           題數        題平均數 M     標準差 SD   排序 

校園建設             8           2.30          0.58         4 

校務發展             6           2.60          0.58         2 

人事遴聘             8           1.80          0.59         6 

教學活動             4           2.69          0.51         1 

學生輔導             4           2.22          0.53         5 

活動與經費支持       4           2.40          0.58         3 

整體社區參與        34           2.28          0.43 

 

 

     

 

 

 

 

 

 

 

 

 



 

貳、不同背景教師在「社區參與學校教育」知覺上的差異分析 

     

本節係以「平均數差異考驗（t-test）」以了解與分析不同性別、學

校地區的教師，和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one-way ANOVA）」的方法，以

了解與分析不同年齡、職務、服務年資、教育程度及不同學校規模的教師，

在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各層面及整體的知覺上，是否有顯著差異，根據研究

結果依序分析如下： 

 

一、 性別 

     

本研究以教師性別為自變項，以「社區參與學校教育量表」所得分數

為依變項進行 t-考驗，並將統計結果作成分析摘要表（如表 4-2），首先

就整體社區參與學校教育的平均數進行分析，其次就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各

層面的平均數進行分析。茲說明如下： 

 

（一）整體分析 

 

由表 4-2 知，國民中學男教師及女教師所知覺的整體社區參與學校教

育，經 t-考驗結果，差異未達顯著水準（t=1.847，p＞0.05）。 

 

（二）各層面分析 

 

由表 4-2 知，國民中學男教師及女教師在知覺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各層

面，經 t-考驗結果，僅在「校園建設」（t＝2.71，p＜0.01）一層面的平

均數差異，達顯著水準，在「校務發展」（t＝1.08， p＞0.05）、「人事

遴聘」（t＝0.84， p＞0.05）、「教學活動」（t＝0.27， p＞0.05）、「學

生輔導」（t＝0.90， p＞0.05）、「活動與經費支持」（t＝1.81，p＞0.05）

五層面的平均數，則差異未達顯著水準。 

 

在「校園建設」層面，經平均數比較發現，男教師略高於女教師，且

差異達顯著水準。  

 

 

 

 

 

 



 

表 4-2不同「性別」的教師在「社區參與學校教育」知覺上的 t 考驗分析摘要

表 

層面名稱       類別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校園建設      （1）男       244         2.38       0.61       2.71＊＊

              （2）女       357         2.25       0.56 

 

校務發展      （1）男       244         2.64       0.59       1.08 

              （2）女       357         2.58       0.57 

  

 人事遴聘     （1）男       244         1.82       0.16       0.84 

              （2）女       357         1.78       0.57 

              

 教學活動     （1）男       244         2.69       0.50       0.27   

              （2）女       357         2.68       0.51 

 

 學生輔導     （1）男       244         2.25       0.53       0.90      

              （2）女       357         2.21       0.53 

 

活動與經費支持（1）男       244         2.45       0.59      
  1.81 

              （2）女       357         2.36       0.57 

 

整體「社區參與（1）男       244         2.32       0.46       1.84      

學校教育」    （2）女       357         2.26       0.41 

              

Ｐ＜0.05     
＊＊Ｐ＜0.01  ＊＊Ｐ＜0.01         

 

 

 

 

 

 

 

 

 

 

 

 

 

 

 



 

二、年齡  

 

本研究以教師年齡為自變項，以「社區參與學校教育量表」所得分數

為依變項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並以 Scheffe＇法事後比較將統計結果

作成分析摘要表（如表 4-3），首先就整體社區參與學校教育的平均數進行

分析，其次就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各層面的平均數進行分析。茲說明如下： 

 

（一）整體分析 

 

由表 4-3 知，國民中學不同年齡教師所知覺的整體社區參與學校教育

經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的結果顯示，差異未達顯著水準（F＝1.41，p＞

0.05）。 

 

（二）各層面分析 

由表 4-3 各層面的 F值可知，不同年齡教師在知覺社區參與學校教育

各層面，其中在「校園建設」（F＝2.96，p＜0.05）、「教學活動」（F＝

5.455，p＜0.001），二層面的平均數，差異達顯著水準；其餘在「校務發

展」（F＝1.794，p＞0.05）、「人事遴聘」（F＝0.348，p＞0.05）、「學生

輔導」（F＝1.144，p＞0.05）、「活動與經費支持」（F＝0.180，p＞0.05）

四層面的平均數，則差異未達顯著水準 

 

在「校園建設」層面，經Scheffe＇法事後比較發現，各組間則未達

顯著差異。 

 

在「教學活動」層面，經 Scheffe＇法事後比較發現，41~50 歲教師

高於 31~40 歲教師，且差異達顯著水準。其餘各組間則未達顯著差異。 

 

 

 

 

 

 

 

 

 

 

 



 

 

表 4-3不同「年齡」教師在「社區參與學校教育」知覺上的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

要表 

層面名稱    類別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Ｆ值     事後比

較 

                                                             

（Scheffe＇） 
 

校園建設  （1）30 歲以下  124     2.26     0.55     2.96
＊

                        （2）31-40 歲   239     2.24     0.55 

                 （3）41-50 歲   175     2.35     0.60 

                        （4）51 歲以上   63     2.46     0.61 

 

              校務發展  （1）30 歲以下  124     2.57     0.62     1.79 

                        （2）31-40 歲   239     2.56     0.58 

                 （3）41-50 歲   175     2.65     0.56 

                        （4）51 歲以上   63     2.72     0.57 

 

 人事遴聘 （1）30 歲以下  124     1.84     0.57     0.34 

                        （2）31-40 歲   239     1.80     0.58 

                 （3）41-50 歲   175     1.78     0.63 

                        （4）51 歲以上   63     1.77     0.59 

 

                教學活動（1）30 歲以下  124     2.70     0.53     5.45
＊＊＊

                        （2）31-40 歲   239     2.59     0.46                     3

＞2 

                 （3）41-50 歲   175     2.79     0.53 

                        （4）51 歲以上   63     2.72     0.50 

 

                學生輔導（1）30 歲以下  124     2.26     0.53     1.14 

                        （2）31-40 歲   239     2.18     0.51 

                 （3）41-50 歲   175     2.27     0.56 

                        （4）51 歲以上   63     2.21     0.47 

 

                活動與經（1）30 歲以下  124     2.40     0.62     0.18 

                費支持  （2）31-40 歲   239     2.38     0.58 

                 （3）41-50 歲   175     2.41     0.55 

                        （4）51 歲以上   63     2.44     0.62 

 

                整體「社   （1）30 歲以下  124     2.28     0.42     1.41 

區參與學（2）31-40 歲   239     2.24     0.41 

                校教育」   （3）41-50 歲   175     2.32     0.45 

                          （4）51 歲以上   63     2.34     0.43 



 
＊Ｐ＜0.05         ＊P＜0.01      ＊＊＊P＜0.001 

 

 

三、職務 

本研究以教師職務為自變項，以「社區參與學校教育量表」所得分數

為依變項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經 Scheffe＇法事後比較並將統計結果

作成分析摘要表（如表 4-4），首先就整體社區參與學校教育的平均數進行

分析，其次就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各層面的平均數進行分析。茲說明如下： 

 

（一）整體分析 

 

由表 4-4 可知，國民中學不同職務教師所知覺的整體社區參與學校教

育經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的結果顯示，平均數的差異達顯著水準（F＝

9.830，p＜0.001）；經 Scheffe＇法事後比較發現，校長最高，其次為主

任、組長，導師、專任教師最低，且差異達顯著水準。 

 

（二）各層面分析 

 

由表 4-4 的 F 值知，不同職務教師在知覺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各層面，

其中在「校園建設」（F＝14.897，p＜0.001）、「校務發展」（F＝8.996，

p＜0.001）、「教學活動」（F＝13.302，p＜0.001）、「學生輔導」（F＝

8.670，p＜0.001）、「活動與經費支持」（F＝4.858，p＜0.05）五層面的

平均數差異達顯著水準，其餘在「人事遴聘」（F＝2.862，p＞0.05）一

層面的平均數差異，則未達顯著水準。 

 

在「校園建設」層面，經 Scheffe＇法事後比較發現，校長最高，其

次為主任、組長，導師、專任教師最低，且差異達顯著水準。 

 

在「校務發展」層面，經 Scheffe＇法事後比較發現，校長和主任、

組長二組皆高於導師、專任教師，且差異達顯著水準。其餘各組間則未達

顯著差異。 

 

在「教學活動」層面，經 Scheffe＇法事後比較發現，校長和主任、

組長二組皆高於導師、專任教師，且差異達顯著水準。其餘各組間則未達

顯著差異。 

 

在「學生輔導」層面，經 Scheffe＇法事後比較發現，校長和主任、

組長二組皆高於導師、專任教師，且差異達顯著水準。其餘各組間則未達



顯著差異。 

 

在「活動與經費支持」層面，經 Scheffe＇法事後比較發現，主任、

組長高於導師、專任教師，且差異達顯著水準。其餘各組間則未達顯著差

異。 

 

 

表 4-4不同「職務」教師在「社區參與學校教育」知覺上的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

要表 

層面名稱     類別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Ｆ值    事後比

較 

                                                             

（Scheffe＇） 
 

校園建設 （1）校長        45      2.65     0.65    14.89
＊＊＊    1＞2 

         （2）主任、組長 208      2.37     0.57                    1＞3 

     （3）導師、專任 348      2.21     0.54                2＞3 

                  

校務發展 （1）校長        45      2.84     0.62     8.99
＊＊＊     1＞3 

         （2）主任、組長 208      2.68     0.55                2＞3 

       （3）導師、專任 348      2.53     0.58 

                  

人事遴聘 （1）校長        45      1.92     0.72     2.86 

         （2）主任、組長 208      1.72     0.57 

      （3）導師、專任 348      1.83     0.59 

                  

教學活動 （1）校長        45      2.88     0.46    13.30
＊＊＊    1＞3 

         （2）主任、組長 208      2.79     0.47                2＞3 

      （3）導師、專任 348      2.60     0.51 

                  

學生輔導 （1）校長        45      2.42     0.52     8.67＊＊＊     1＞3 

         （2）主任、組長 208      2.30     0.52                    2＞3 

      （3）導師、專任 348      2.15     0.53 

                  

活動與經 （1）校長        45      2.56     0.67     4.85＊       2＞3 

費支持   （2）主任、組長 208      2.47     0.57 

         （3）導師、專任 348      2.34     0.57 

           

整體社區 （1）校長        45      2.50     0.51     9.83
＊＊＊     1＞2 

「參與學 （2）主任、組長 208      2.33     0.41                 1＞3 

校教育」 （3）導師、專任 348      2.23     0.42                 2＞3               

           
＊Ｐ＜0.05         ＊＊P＜0.01      ＊＊＊P＜0.001 



 

 

 

 

 

 

 

 

四、服務年資 

 

本研究以教師服務年資為自變項，以「社區參與學校教育量表」所得

分數為依變項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經 Scheffe＇法事後比較並將統計

結果作成分析摘要表（如表 4-5），首先就整體社區參與學校教育的平均數

進行分析，其次就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各層面的平均數進行分析。茲說明如

下： 

 

（一）整體分析 

由表 4-5 知，國民中學不同服務年資教師所知覺的整體社區參與學校

教育經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的結果顯示各組的平均數差異未達顯著水準（F

＝1.717，p＞0.05）。 

 

（二）各層面分析 

 

由表 4-5 各層面的 F值知，不同服務年資教師在知覺社區參與學校教

育各層面，其中僅在「教學活動」（F＝5.02，p＜0.01）一層面的平均數，

差異達顯著水準，其餘在「校園建設」（F＝1.95，p＞0.05）、「校務發展」

（F＝1.44，p＞0.05）、「人事遴聘」（F＝1.59，p＞0.05）、「學生輔導」

（F＝1.20，p＞0.05）、「活動與經費支持」（F＝1.08，p＞0.05）五層面

的平均數，則差異未達顯著水準 

 

在「教學活動」層面，經平均數 Scheffe＇法事後比較發現，年資 26

年以上、16~25年二組高於 6~15年，且差異達顯著水準。其餘各組間則未

達顯著差異。 

 

 

 

 

 



 

 

 

 

 

 

 

 

 

 

表 4-5不同「服務年資」教師在「社區參與學校教育」知覺上的單因子變異數

分析摘要表 

層面名稱    類別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Ｆ值    事後比較 

                                                            

（Scheffe＇） 
 

校園建設 （1）5年以下  164     2.28       0.55     1.95        

         （2）6-15年   230     2.27       0.56                      

     （3）16-25年  130     2.29       0.59                  

         （4）26年以上  77     2.45       0.62 

 

校務發展 （1）5年以下  164     2.57       0.59     1.44 

         （2）5年以下  230     2.58       0.57 

      （3）16-25年  130     2.62       0.60 

         （4）26年以上  77     2.72       0.56 

 

人事遴聘 （1）5年以下  164     1.87       0.57     1.59 

         （2）6-15年   230     1.78       0.61 

      （3）16-25年  130     1.72       0.59 

         （4）26年以上  77     1.82       0.61 

 

教學活動 （1）5年以下  164     2.66       0.52      5.02
＊＊     3＞2 

         （2）6-15年   230     2.61       0.49                     4＞2 

      （3）16-25年  130     2.79       0.51 

         （4）26年以上  77     2.80       0.49 

 

學生輔導 （1）5年以下  164     2.26       0.52      1.20        

         （2）6-15年   230     2.18       0.52                     

     （3）16-25年  130     2.21       0.54 

         （4）26年以上  77     2.30       0.54 

 

活動與經 （1）5年以下  164     2.42       0.59      1.08 



費支持   （2）6-15年   230     2.35       0.57   

         （3）16-25年  130     2.42       0.55 

         （4）26年以上  77     2.47       0.63 

 

整體「社 （1）5年以下  164     2.29       0.42      1.71 

區參與學 （2）6-15年   230     2.25       0.42   

校教育」 （3）16-25年  130     2.28       0.44     

         （4）26年以上  77     2.38       0.45                          

                          

 
＊Ｐ＜0.05         ＊＊P＜0.01      ＊＊＊P＜0.001 

 

五、教育程度 

 

本研究以教師教育程度為自變項，以「社區參與學校教育量表」所得

分數為依變項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經 Scheffe＇法事後比較並將統計

結果作成分析摘要表（如表 4-6），首先就整體社區參與學校教育的平均數

進行分析，其次就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各層面的平均數進行分析。茲說明如

下： 

 

（一）整體分析 

 

由表 4-6 知，國民中學不同教育程度教師所知覺的整體社區參與學校

教育經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的結果顯示：各組平均數差異未達顯著水準（F

＝2.87，p＞0.05）。  

 

（二）各層面分析 

 

由表 4-6 各層面的 F值知，不同教育程度教師在知覺社區參與學校教

育各層面，其中在「校園建設」（F＝3.82，p＜0.05）、「校務發展」（F

＝3.48，p＜0.05）、「教學活動」（F＝7.49，p＜0.001）、「活動與經費支

持」（F＝4.61，p＜0.05）四層面的平均數，差異達顯著水準；其餘在「人

事遴聘」（F＝1.24，p＞0.05）、「學生輔導」（F＝1.95，p＞0.05）二層

面的平均數，差異則未達顯著水準。 

 

在「校園建設」層面，經 Scheffe＇法事後比較發現，研究所（含 40

學分班）高於一般大學，且差異達顯著水準。其餘各組間則未達顯著差異。 

 

在「校務發展」層面，經 Scheffe＇法事後比較發現，研究所（含 40

學分班）高於一般大學，且差異達顯著水準。其餘各組間則未達顯著差異。 

 



在「教學活動」層面，經 Scheffe＇法事後比較發現，研究所（含 40

學分班）和師範院校二組高於一般大學教師，且差異達顯著水準。其餘各

組間則未達顯著差異。 

 

在「活動與經費支持」層面，經 Scheffe＇法事後比較發現，研究所

（含 40 學分班）高於一般大學教師，且差異達顯著水準。其餘各組間則

未達顯著差異。 

 

 

 

 

表 4-6不同「教育程度」教師在「社區參與學校教育」知覺上的單因子變異數

分析摘要表 

層面名稱    類別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Ｆ值   事後

比較 

                                                             

（Scheffe＇） 
 

校園建設 （1）師範院校    134     2.25      0.57     3.82
＊            3＞

2     

         （2）一般大學    194     2.23      0.49 

      （3）研究所以上  273     3.37      0.62 

         （含 40 學分班）   

                  

校務發展 （1）師範院校    134     2.57      0.61     3.48
＊           3＞2 

         （2）一般大學    194     2.53      0.54 

     （3）導師、專任  273     2.67      0.60 

         （含 40 學分班）     

                  

人事遴聘 （1）師範院校    134     1.74      0.56     1.24 

         （2）一般大學    194     1.85      0.60 

      （3）導師、專任  273     1.79      0.60 

         （含 40 學分班）     

 

教學活動 （1）師範院校    134     2.73      0.49     7.49 
＊＊＊    1＞

2 

         （2）一般大學    194     2.57      0.50                 3＞

2 

     （3）導師、專任  273     2.75      0.50 

         （含 40 學分班）    

    

學生輔導 （1）師範院校    134     2.21      0.55     1.95
        



         （2）一般大學    194     2.17      0.49 

      （3）導師、專任  273     2.27      0.54 

         （含 40 學分班）  

 

活動與經 （1）師範院校    134     2.45      0.63     4.61＊       3＞

2 

費支持   （2）一般大學    194     2.29      0.53 

         （3）導師、專任  273     2.45      0.58         

         （含 40 學分班）        

                  

整體「社 （1）師範院校     134     2.26      0.44     2.87 

區參與學 （2）一般大學     194     2.23      0.39 

校教育」 （3）導師、專任   273     2.33      0.44     

         （含 40 學分班）        

           

 
＊Ｐ＜0.05         ＊＊P＜0.01      ＊＊＊P＜0.001 

 

六、學校規模 

 

本研究以教師服務學校規模為自變項，以「社區參與學校教育量表」

所得分數為依變項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經 Scheffe＇法事後比較並將

統計結果作成分析摘要表（如表 4-7），首先就整體社區參與學校教育的平

均數進行分析，其次就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各層面的平均數進行分析。。茲

說明如下： 

 

（一）整體分析 

 

由表 4-7 知，國民中學不同學校規模教師所知覺的整體社區參與學

校教育經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的結果顯示：各組平均數的差異未達顯著水

準（F＝2.39，p＞0.05）。 

 

（二）各層面分析 

 

由表 4-7 各層面的 F值知，不同學校規模教師在知覺社區參與學

校教育各層面，其中在「校務發展」（F＝2.90，p＜0.05），「教學活

動」（F＝6.88，p＜0.001）、「學生輔導」（F＝5.80，p＜0.001）三

層面的平均數差異達顯著水準；其餘在「校園建設」（F＝2.44，p＞

0.05）、「人事遴聘」（F＝1.84，p＞0.05）、「活動與經費支持」（F

＝1.06，p＞0.05）三層面的平均數，則差異未達顯著水準 

 



在「校務發展」層面，經 Scheffe＇法事後比較發現，各組間則未達

顯著差異。 

 

在「教學活動」層面，經 Scheffe＇法事後比較發現，72班教師高於

49~71 班和 13~48 班二組，且差異達顯著水準。其餘各組間則未達顯著差

異。 

 

在「學生輔導」層面，經 Scheffe＇法事後比較發現，72班教師高於

49~71 班、13~48 班二組，且差異達顯著水準。其餘各組間則未達顯著差

異。 

 

 

 

 

 

 

 

表 4-7不同「學校規模」教師在「社區參與學校教育」知覺上的單因子變異數

分析摘要表 

層面名稱     類別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Ｆ值  事後比

較 

                                                            

（Scheffe＇） 
 

校園建設 （1）12 班以下     26     2.49       0.53     2.44    

         （2）13-48 班     312     2.34       0.56                   

      （3）49-71 班     155     2.22       0.63                  

         （4）72 班以上    108     2.26       0.53 

 

 校務發展（1）12 班以下     26     2.68       0.49     2.90
＊   

         （2）13-48 班     312     2.66       0.56                    

      （3）49-71 班     155     2.51       0.66 

         （4）72 班以上    108     2.54       0.54 

 

 人事遴聘（1）12 班以下     26     1.68       0.48     1.84 

         （2）13-48 班     312     1.81       0.63 

     （3）49-71 班     155     1.73       0.58 

         （4）72 班以上    108     1.88       0.52 

 

教學活動 （1）12 班以下     26     2.73       0.50     6.88
＊＊＊   4＞3 

         （2）13-48 班     312     2.65       0.49               4＞2 



     （3）49-71 班     155     2.62       0.48 

         （4）72 班以上    108     2.88       0.54 

 

學生輔導 （1）12 班以下     26     2.30       0.42     5.80
＊＊＊   4＞3 

         （2）13-48 班                312     2.21       0.54               4＞2 

      （3）49-71 班     155     2.13       0.48 

         （4）72 班以上    108     2.40       0.55 

 

活動與經 （1）12 班以下     26     2.36       0.49     1.06 

費支持   （2）13-48 班     312     2.40       0.56      

         （3）49-71 班     155     2.35       0.66                         

     （4）72 班以上    108     2.48       0.53      

                

整體「社 （1）12 班以下     26     2.32       0.34     2.39 

區參與學 （2）13-48 班     312     2.30       0.42 

校教育」 （3）49-71 班     155     2.21       0.48   

         （4）72 班以上    108     2.34       0.36                           

           

 
＊Ｐ＜0.05         ＊＊P＜0.01      ＊＊＊P＜0.001 

 

七、學校地區 

    

本研究以教師所服務學校地區為自變項，以「社區參與學校教育量表」

所得分數為依變項進行 t-考驗，並將統計結果作成分析摘要表（如表

4-8），首先就整體社區參與學校教育的平均數進行分析，其次就社區參與

學校教育各層面的平均數進行分析。茲說明如下： 

 

（一）整體分析 

 

由表 4-8 知，國民中學不同學校地區教師所知覺的整體社區參與學校

教育經 t-考驗結果，差異達顯著差異（t=2.43，p＜0.05）；自平均數言，

鄉鎮地區教師略高於都市地區（指縣轄市）教師。 

 

（二）各層面分析 

 

由表 4-8 各層面的 t值知，不同學校地區教師在知覺社區參與學校教

育各層面經 t-考驗結果，其中在「校園建設」（t＝3.09，p＜0.01）、「校

務發展」（t＝3.33，p＜0.001）、「人事遴聘」（t＝1.99，p＜0.05）、「教

學活動」（t＝－2.02，p＜0.05），四層面的平均數差異達顯著水準，其

餘在「學生輔導」（t＝－0.046，p＞0.05）、「活動與經費支持」（t＝1.93，

p＞0.05）二層面，則差異未達顯著水準。 



 

在「校園建設」層面，經平均數比較發現，鄉鎮地區教師高於都市地

區（指縣轄市）教師，且差異達顯著水準。 

 

在「校務發展」層面，經平均數比較發現，鄉鎮地區教師高於都市地

區（指縣轄市）教師，且差異達顯著水準。 

 

在「人事遴聘」層面，經平均數比較發現，鄉鎮地區教師高於都市地

區（指縣轄市），且差異達顯著水準。 

 

在「教學活動」層面，經平均數比較發現，都市地區（指縣轄市）教

師高於鄉鎮地區教師，且差異達顯著水準。 

 

 

 

 

 

表 4-8不同「學校地區」教師在「社區參與學校教育」知覺上的 t考驗分析摘

要表 

層面名稱      類別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校園建設   （1）鄉鎮地區     286     2.38      0.55       3.09＊＊ 

           （2）縣轄市區     315     2.23      0.59 

                  

校務發展   （1）鄉鎮地區     286     2.69      0.57       3.33＊＊＊ 

           （2）縣轄市區     315     2.53      0.59   

 人事遴聘      （1）鄉鎮地區     286     1.85         0.62       1.99＊ 

           （2）縣轄市區     315     1.75      0.57 

           

教學活動   （1）鄉鎮地區     286     2.64      0.49       -2.02＊

           （2）縣轄市區     315     2.73      0.52 

 

學生輔導   （1）鄉鎮地區     286     2.22      0.51       -0.46

           （2）縣轄市區     315     2.23      0.55 

 

活動與經   （1）鄉鎮地區     286     2.45      0.56        1.93 

費支持     （2）縣轄市區     315     2.35      0.60 

                   

  

整體「社   （1）鄉鎮地區     286     2.33      0.42        2.43
＊



區參與學   （2）縣轄市區     315     2.24      0.44 

校教育」        

                  
＊Ｐ＜0.05         ＊＊P＜0.01      ＊＊＊P＜0.001 

 

 

 

 

 

 

 

參、國民中學社區參與學校教育差異分析綜合討論 

 

依據研究結果整理出國民中學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各層面關係綜合摘

要表，如（表 4-9）所示，現說明如下： 

 

表 4-9不同背景教師在知覺「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各層面差異及整體綜合摘要表 

 

社區與學校教育層面名稱 

 

                   校園    校務    人事     教學   學生   活動與   整

體社區 

教師背景變項       建設    發展    遴聘     活動   輔導   經費支持   

參與 

 

性別（1）男         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

顯著 

    （2）女         1＞2 

 

年齡（1）30 歲以下  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3＞2   不顯著   不顯著   不

顯著 

    （2）31-40 歲  

    （3）41-50 歲 

    （4）51 歲以上 

 

職務（1）校長       1＞2    1＞3   不顯著   1＞3   1＞3     2＞3     1

＞2 

    （2）主任、組長         1＞3    2＞3            2＞3   2＞3              1

＞3 



    （3）導師、專任 2＞3                                                     2

＞3 

 

服務（1）5年以下 

年資（2）6-15年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3＞2   不顯著   不顯著  不

顯著 

    （3）16-25年                           4＞2 

    （4）26年以上 

 

教育（1）師範院校 

程度（2）一般大學  3＞2   3＞2   不顯著   1＞2    不顯著    3＞2   不

顯著 

    （3）研究所以上                       3＞2 

    （含 40 學分班） 

 

學校（1）12 班以下   

規模（2）13-48 班 不顯著   顯著   不顯著   4＞3     4＞3   不顯著   不

顯著 

    （3）49-71 班                          4＞2     4＞2 

    （4）72 班以上 

 

學校（1）鄉鎮地區 顯著    顯著    顯著    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顯

著 

地區（2）縣轄市區 1＞2    1＞2    1＞2    2＞1                       1

＞2 

 

一、就教師性別而言： 

 

    在整體社區參與學校教育的知覺上，男女教師二組間並無顯著差異。

在社區參與各層面的知覺上，男教師在「校園建設」層面略高於女教師，

且有顯著差異外，其餘各層面並無顯著差異。究其原因，社區參與學校教

育整體而言，現況為中等以下程度，仍不普遍，致使男教師及女教師在社

區參與學校教育整體的知覺上，並無顯著差異。 

 

二、 就教師年齡言： 

 

    在整體社區參與學校教育知覺上， 30 歲以下、31~40 歲、41~50 歲、

51 歲以上年齡教師，各組之間並無顯著差異。在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各層面



知覺上，「校園建設」層面有顯著差異；41~50 歲在「教學活動」層面上高

於 31~40 歲，且有顯著差異，其餘層面差異皆不顯著。究其原因，年齡較

大教師，通常調動已較少，在社區學校服務時間較長，平日與社區家長接

觸較多，較能專注於教學工作，同時教學或行政經驗較豐富，因此較為了

解社區實際參與情形。 

 

三、 就教師職務言 

 

    在整體社區參與學校教育知覺上，校長高於主任、組長和導師、專任；

主任、組長則高於導師、專任；且皆有顯著差異。在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各

層面的知覺上，校長在「校園建設」層面高於主任、組長；校長以及主任、

組長在「校園建設」、「校務發展」、「教學活動」、「學生輔導」等四層面皆

高於導師、專任；主任、組長在「活動與經費支持」層面高於導師、專任，

且皆有顯著差異。「人事遴聘」則差異不顯著。 

    此結果與簡加霓（2001）、陳慕華（2002）有相似的結果。究其原因，

校長及主任、組長在規劃校務、校園建設、學生輔導、活動辦理、充實設

備等，需經常請社區或家長協助，對社區參與學校教育的態度最積極。家

長會委員或會長認為學校經營理念，校長是最重要人物，對學校提出意見

或參與校務推動，大都是由直接面對校長或主任、組長；平日打電話聯絡、

開會等，行政人員與家長委員接觸多，互動機會大。導師、專任則僅限於

班親會或完全不與家長接觸，因此知覺較底。 

  

四、 就教師服務年資言： 

 

    在整體社區參與學校教育知覺上，5年以上、6~15年、16~25年、26

年以上不同服務年資教師，各組間並無顯著差異。在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各

層面知覺上，其中服務 26年以上以及 16~25年教師在「教學活動」層面

知覺上，皆大於 6~15年的教師，且有顯著差異；其餘五層面差異不顯著。 

    究其原因，服務年資較長教師，教學與行政經驗豐富，與社區或家長

接觸較多；6~15年教師可能流動率大、在社區學校服務時間較短，與家長

接觸可能較少，因此對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可能知覺較低。 

 

五、 就教師教育程度言： 

 

    在整體社區參與學校教育知覺上，師範院校、一般大學、研究所（含

40 學分班）的教師，各組間並無顯著差異。在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各層面知

覺上，研究所（含 40 學分班）的教師在「校園建設」、「校務發展」、「教

學活動」、「活動與經費支持」四層面知覺上，高於一般大學的教師；師範



院校在「教學活動」高於一般大學，且皆有顯著差異。在「人事遴聘」、「學

生輔導」二層面，各組間並無顯著差異。 

  本研究結果與吳璧如（1997）不同，但與陳慕華（2002）相同。教育程

度為研究所（含 40 學分班）的教師，其成長進修、教學與行政歷練較豐

富，參與校務計劃、辦理活動、學校美化、綠化及改善校園環境等的機會

較多，因此與社區家長互動機會大，對社區參與學校教育整體及各層面知

覺上皆更為積極。 

 

六、 就學校規模言 

 

    在整體社區參與學校教育知覺上，12 班以下、13~48 班、49~71 班、

72 班以上不同學校規模教師，各組間並無顯著差異。在社區參與學校教育

各層面知覺上，72 班以上教師在「教學活動」、「學生輔導」二層面知覺上

高於 13~48 班、49~71 二組；以及各組教師在「校務發展」層面上，皆有

顯著差異；其餘在「校園建設」、「人事遴聘」、「活動與經費支持」三層面

知覺上，並無顯著差異。 

    「教學活動」、「學生輔導」層面，大校 72 班以上高於 49~71 班及 13~48

班，究其原因，大型學校皆位於都市地區，教育程度較高，在能力、財力、

時間上較為充裕，擁有教育改革資訊也較多，家長通常更為重視子女教育

與升學，參與學校教育事務也大多更為積極，因此對教師相關教學活動、

學生在校成績單、親師與升學座談以及對學生課業壓力、異性交往的輔

導、或中輟生對社會造成的後遺症等，皆會報持更多的留意與關心，平日

與教師的互動多，因此教師在社區參與學校教育知覺上更為強烈。 

 

七、 就學校地區言 

 

    在整體社區參與學校教育知覺上，鄉鎮地區高於都市地區，且有顯著

差異。在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各層面知覺上，鄉鎮地區教師在「校園建設」、

「校務發展」、「人事遴聘」三層面高於縣轄市地區，在「教學活動」層面

則低於縣轄市地區，且有顯著差異；在「學生輔導」、「活動與經費支持」

二層面，二組間並無顯著差異。 

    此研究結果與吳璧如（1997）的研究有相異之處，桃園縣鄉鎮地區家

長參與學校教育的積極度不亞於都市地區家長。究其原因，鄉鎮地區家長

有濃郁的鄉土之情，且經濟成長帶來更好的生活條件，使鄉鎮社區家長也

更為重視子女的教育與前途，對校長辦學理念更為關心，同時會動用資源

左右校長遴選，擔任學校志工也更為積極，對教改政策走向、組織家長協

會加以運作、協助校務推動已更為積極，因此教師所知覺到的社區參與學

校教育感受就較高。 



 

小結： 

 

綜合上述分析，顯示國民中學整體社區參與學校教育現況在中等程度

以下。 

教師所知覺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各層面的現況排序言，由高而低依序是「教

學活動」、「校務發展」、「活動與經費支持」、「校園建設」、「學生輔導」、「人

事遴聘」。       

 

教師背景變項中之「職務」以及「學校地區」等二變項，在社區參與

學校教育整體知覺上有顯著差異；而教師背景變項中之「性別」、「年齡」、

「服務年資」、「教育程度」以及「學校規模」等五變項，在社區參與學校

教育整體知覺上，則差異不顯著。其中職務為校長、以及鄉鎮地區的教師，

對社區參與學校教育整體知覺上有較高的傾向。 

 

國民中學男教師及女教師在知覺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各層面，僅在「校

園建設」一層面差異達顯著水準，在「校務發展」、「人事遴聘」、「教學活

動」、「學生輔導」、「活動與經費支持」五層面則差異未達顯著水準。 

 

不同年齡教師在知覺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各層面，其中在「校園建設」、

「教學活動」二層面差異達顯著水準，其餘在「校務發展」、「人事遴聘」、

「學生輔導」、「活動與經費支持」四層面則差異未達顯著水準 

 

不同職務教師在知覺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各層面，其中在「校園建設」、

「校務發展」、「教學活動」、「學生輔導」、「活動與經費支持」五層面差異

達顯著水準，其餘在「人事遴聘」一層面差異未達顯著水準。 

     

不同服務年資教師在知覺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各層面，其中僅在「教學

活動」一層面差異達顯著水準，其餘在「校園建設」、「校務發展」、「人事

遴聘」、「學生輔導」、「活動與經費支持」五層面差異未達顯著水準 

 

不同教育程度教師在知覺社區參與學校教育「校園建設」、「校務發

展、」、「教學活動」、「活動與經費支持」四層面知覺上，有顯著差異；在

「人事遴聘」、「學生輔導」二層面知覺上，並無顯著差異。 

 

不同學校規模教師在社區參與學校教育「校務發展」、「教學活動」、「學

生輔導」三層面知覺上，有顯著差異；在「校園建設」、「人事遴聘」、「活

動與經費支持」三層面知覺上，並無顯著差異。 



 

不同學校地區教師在社區參與學校教育的「校園建設」、「校務發展」、

「人事遴聘」、「教學活動」四層面知覺上有顯著差異；在「學生輔導」、「活

動與經費支持」二層面知覺上，並無顯著差異。 

 

 

 

 

 

 

 

 

 

 

 

 

第二節  國民中學「學校效能」現況及差異分析 

 

本節係在探討目前桃園縣國民中學教師對學校效能知覺的程度，以及

不同背景教師在不同性別、年齡、職務、服務年資、教育程度、學校規模、

學校地區所知覺的學校效能有何差異。 

 

本研究的「學校效能量表」採李特克氏四點量表，以一分至四分表示

學校效能符合程度，分數愈高，表示學校效能程度愈高。本量表若題平均

值 M大於 3者，屬於較高程度；介於 2與 3之間，屬於中等程度（若 M 高

於 2.5，則界定為中上；M小於 2.5，則界定為中下）；小於 2者，屬於很

低程度。 

 

壹、國民中學學校效能現況分析 

     

研究者依據教師在有效問卷的填答分數，分別統計出「學校效能」各

層面及整體上的題平均數、標準差，調查結果作為了解「學校效能」現況。

桃園縣國中教師知覺「學校效能」現況分析摘要表如表 4-10 

 

表 4-10 桃園縣國中教師知覺「學校效能」現況分析摘要表 

層面名稱      題數      題平均數 M     標準差 SD    排序 

學校環境       6          3.01         0.46         3 



學校氣氛       5          3.13         0.40         1 

教學品質       5          3.07         0.38         2 

學生表現       6          2.97         0.44         4 

社區支持       7          2.92         0.50         5 

整體學校效能  29          3.01         0.37 

 

依據表 4-10 國民中學教師知覺「學校效能」現況分析摘要表可以發現： 

 

一、就各層面言 

 

國民中學教師所知覺學校效能各層面的題平均分數，在「學校環

境」（M＝3.01）、「學校氣氛」（M＝3.13）、「教學品質」（M＝3.07）、

「學生表現」（M＝2.97）、「社區支持」（M＝2.92）層面平均得分均

高於 2.5，顯示國民中學學校效能各層面現況良好，甚至有三層面很

高，在中等以上。 

 

二、就整體言 

 

國民中學教師所知覺的整體學校效能題平均分數 M 為 3.01，且在平均

值 2.5 以上，顯示國民中學整體學校效能的現況良好，在中等以上。 

 

三、就學校效能各層面的排序言 

 

由高而低依序是「學校氣氛」、「教學品質」、「學校環境」、「學生表現」、

「社區支持」；其中「社區支持」排名最末，顯示學校效能在「學校氣氛」、

「教學品質」、「學校環境」三層面很高；「社區支持」層面仍有成長空間。 

 

 

 

貳、國民中學教師知覺學校效能之差異分析 

 

本部分的分析旨在了解國民中學教師在知覺學校效能，是否會因性

別、年齡、職務、服務年資、教育程度、及所服務學校規模、學校地區的

不同而有差異，根據研究結果依序分析如下： 

 

一、性別 

 

    本研究以教師性別為自變項，以「學校效能量表」所得分數為依變項



進行 t-考驗，並將統計結果作成分析摘要表（如表 4-11），首先就整體學

校效能的平均數進行分析，其次就學校效能各層面的平均數進行分析。以

平均數觀之，男教師對學校效能的評價高於女教師。茲說明如下： 

 

（一）整體分析 

由表 4-11 知，國民中學男教師及女教師所知覺的整體學校效能經 t-

考驗結果，差異達顯著水準（t=3.00，p＜0.01）；再自平均數加以比較發

現，男教師高於女教師，且差異達顯著水準。 

 

（二）各層面分析 

由表 4-11 各層面的 t值可知，不同性別教師在知覺學校效能各層面，

其中在「學校環境」（t=2.84，p＜0.01）、「學生表現」（t=3.24，p＜

0.001）、「社區支持」（t=3.58，p＜0.001）三層面的平均數差異，均達

顯著水準；在「學校氣氛」（t=1.28，p＞0.05）、「教學品質」（t=0.23，

p＞0.05）二層面的平均數差異，則未達顯著水準。 

 

在「學校環境」層面，經平均數比較發現，男教師高於女教師，且差

異達顯著水準。  

 

在「學生表現」層面，經平均數比較發現，男教師高於女教師，且差

異達顯著水準。 

 

在「社區支持」層面，經平均數比較發現，男教師高於女教師，且差

異達顯著水準。 

 

 

 

 

表 4-11不同「性別」的教師在「學校效能」知覺上的 t 考驗分析摘

要表 

層面名稱      類別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值 

學校環境    （1）男       244       3.08       0.48       2.84
＊＊

            （2）女       357       2.97       0.43 

 

學校氣氛    （1）男       244       3.16       0.42       1.28 

            （2）女       357       3.11       0.38 

  

教學品質    （1）男       244       3.08       0.41       0.23 



            （2）女       357       3.07       0.35 

              

學生表現    （1）男       244       3.04       0.48       3.24
＊＊＊   

            （2）女       357       2.92       0.40 

 

社區支持    （1）男       244       3.01       0.53       3.58
＊＊＊      

            （2）女       357       2.86       0.48 

 

整體「學    （1）男       244       3.07       0.40       3.00
＊＊

校效能」    （2）女       357       2.97       0.33     

            

Ｐ＊＜0.05     ＊＊Ｐ＜0.01  ＊＊Ｐ＜0.01 

 

 

 

二、年齡  

 

本研究以教師年齡為自變項，以「學校效能量表」所得分數為依變項，

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經 Scheffe＇法事後比較並將統計結果作成分析

摘要表（如表 4-12），首先就整體學校效能的平均數進行分析，其次就學

校效能各層面的平均數進行分析。茲說明如下： 

 

（一）整體分析 

 

由表 4-12 知，國民中學不同年齡教師所知覺的整體學校效能，經單

因子變異數分析的結果顯示，達顯著差異（F＝6.69，p＜0.001）；再經

Scheffe＇法事後比較發現，年齡分為 30 歲以下、31~40 歲、41~50 歲、

51 歲以上四組教師，其中，較為年長的 51 歲以上、41~50 歲二組教師高

於 31~40 歲， 51 歲以上教師也高於 30 歲以下組。以平均數觀之，較為年

長教師對學校效能的評價高於年輕教師，且達顯著水準。 

（二）各層面分析 

 

由表 4-12 各層面的 F值可知，不同年齡教師在知覺學校效能各層面，

其中在「學校環境」（F＝6.78，p＜0.001）、「學校氣氛」（F＝5.52，p

＜0.001）、「學生表現」（F＝7.20，p＜0.001）、「社區支持」（F＝4.41，

p＜0.01）等四層面的平均數，差異達顯著水準；僅「教學品質」（F＝0.89，

p＞0.05）層面的平均數，差異未達顯著水準。 



 

在「學校環境」層面，經 Scheffe＇法事後比較發現，年長的 51 歲以

上高於 30 歲以下和 31~40 歲二組，且差異達顯著水準。其餘各組間則未

達顯著差異。 

 

在「學校氣氛」層面，經 Scheffe＇法事後比較發現，較為年長的 51

歲以上、41~50 歲二組教師高於 31~40 歲組，且差異達顯著水準。其餘各

組間則未達顯著差異。 

 

在「學生表現」層面，經 Scheffe＇法事後比較發現，較為年長 51歲

以上、41~50 歲二組教師高於 31~40 歲組，且差異達顯著水準。其餘各組

間則未達顯著差異。 

 

在「社區支持」層面，經 Scheffe＇法事後比較發現，51歲以上教師

高於 31~40 歲，且差異達顯著水準。其餘各組間則未達顯著差異。 

 

 

 

 

 

 

 

 

 

 

 

 

 

 

 

 

表 4-12不同「年齡」的教師在「學校效能」知覺上的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

表 

層面名稱    類別       標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Ｆ值   事後

比較 

                                                           

（Scheffe＇） 
 

學校環境 （1）30 歲以下   124      2.98      0.38    6.78
＊＊＊    4＞



1 

         （2）31-40 歲    239      2.94      0.45               4＞

2 

      （3）41-50 歲    175      3.06      0.50 

         （4）51 歲以上    63      3.21      0.43 

 

 學校氣氛（1）30 歲以下   124      3.12      0.39    5.52
＊＊＊    3＞

2 

         （2）31-40 歲    239      3.06      0.38               4＞

2 

      （3）41-50 歲    175      3.20      0.40 

         （4）51 歲以上    63      3.22      0.41 

 

 教學品質（1）30 歲以下   124      3.08      0.37    0.89 

         （2）31-40 歲    239      3.04      0.37 

       （3）41-50 歲    175      3.10      0.40 

         （4）51 歲以上    63      3.11      0.35 

 

 學生表現（1）30 歲以下   124      2.98      0.36    7.20
＊＊＊     3

＞2 

         （2）31-40 歲    239      2.88      0.46                4

＞2 

       （3）41-50 歲    175      3.04      0.45 

         （4）51 歲以上    63      3.13      0.43 

 

 社區支持（1）30 歲以下   124      2.87      0.45    4.41
＊＊      4

＞2 

         （2）31-40 歲    239      2.86      0.50   

     （3）41-50 歲    175      2.97      0.53 

         （4）51 歲以上    63      3.09      0.49 

   

整體「學（1）30 歲以下     124     2.99      0.30    6.69
＊＊＊     3

＞2 

校效能」 （2）31-40 歲      239     2.95      0.37                4

＞1 

        （3）41-50 歲      175     3.07      0.39                4

＞2          

     （4）51 歲以上      63     3.15      0.36         

                   
＊Ｐ＜0.05         ＊＊P＜0.01      ＊＊＊P＜0.001 

 

 

 

 



 

 

三、職務 

 

本研究以教師職務為自變項，以「學校效能量表」所得分數為依變項

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經 Scheffe＇法事後比較並將統計結果作成分析

摘要表（如表 4-13），首先就整體學校效能的平均數進行分析，其次就學

校效能各層面的平均數進行分析。茲說明如下： 

 

（一）整體分析 

 

由表 4-13 知，國民中學不同職務教師所知覺的整體學校效能經單因

子變異數分析的結果顯示達顯著水準（F＝21.336，p＜0.001）；自

Scheffe＇法事後比較發現，校長最高，其次為主任、組長，導師、專任

教師最低，且差異達顯著水準。 

 

（二）各層面分析 

 

由表 4-13 各層面的 F值可知，不同職務教師在知覺學校效能各層面，

其中在「學校環境」（F＝21.49，p＜0.001）、「學校氣氛」（F＝9.90，p

＜0.001）、「學生表現」（F＝19.13，p＜0.001）、「社區支持」（F＝22.32，

p＜0.001）四層面的平均數，差異達顯著水準；僅「教學品質」（F＝1.70，

p＞0.05）一層面的平均數，差異未達顯著水準。 

 

在「學校環境」層面，經 Scheffe＇法事後比較發現，校長最高，其

次為主任、組長，導師、專任教師最低，且差異達顯著水準。 

 

在「學校氣氛」層面，經 Scheffe＇法事後比較發現，校長和主任、

組長二組高於導師、專任教師，且差異達顯著水準。其餘各組間則未達顯

著差異。  

 

在「學生表現」層面，經 Scheffe＇法事後比較發現，校長最高，其

次為主任、組長，導師、專任教師最低，且差異達顯著水準。 

 

在「社區支持」層面，經 Scheffe＇法事後比較發現，校長和主任、

組長二組皆高於導師、專任教師，且差異達顯著水準。其餘各組間則未達

顯著差異。 

 



 

 

 

表 4-13不同「職務」的教師在「學校效能」知覺上的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

表 

層面名稱     類別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Ｆ值   事後比

較 

                                                           

（Scheffe＇） 
 

學校環境  （1）校長        45      3.30      0.41    21.49
＊＊＊   1＞2 

          （2）主任、組長 208      3.11      0.48                  1＞3 

      （3）導師、專任 348      2.92      0.42                   2＞3 

                  

學校氣氛  （1）校長        45      3.30      0.36     9.90
＊＊＊   1＞3 

          （2）主任、組長 208      3.19      0.40                   2＞3 

       （3）導師、專任 348      3.07      0.39 

                  

教學品質  （1）校長        45      3.17      0.32     1.70 

          （2）主任、組長 208      3.07      0.42 

       （3）導師、專任 348      3.06      0.36 

                  

學生表現  （1）校長        45      3.23      0.37    19.13
＊＊＊   1＞2 

          （2）主任、組長 208      3.05      0.44               1＞3 

       （3）導師、專任 348      2.88      0.43               2＞3 

                  

社區支持  （1）校長        45      3.22      0.48    22.32
＊＊＊   1＞3 

          （2）主任、組長 208      3.04      0.47               2＞3 

      （3）導師、專任 348      2.81      0.50 

 

整體「學  （1）校長        45      3.24      0.34    21.33＊＊＊   1＞2 

校效能」  （2）主任、組長 208      3.09      0.37               1＞3 

          （3）導師、專任 348      2.94      0.35               2＞3         

                            

 
＊Ｐ＜0.05         ＊＊P＜0.01      ＊＊＊P＜0.001 

 

 

 

 

 

 

 



 

 

 

 

四、服務年資 

 

本研究以教師服務年資為自變項，以「學校效能量表」所得分數為依

變項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經 Scheffe＇法事後比較並將統計結果作成

分析摘要表（如表 4-14），首先就整體學校效能的平均數進行分析，其次

就學校效能各層面的平均數進行分析。茲說明如下： 

 

（一）整體分析 

 

由表 4-14 知，國民中學不同服務年資教師所知覺的整體學校效能經

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的結果顯示，差異達顯著水準（F＝4.93，p＜0.01）；

自 Scheffe＇法事後比較發現，服務年資為 5年以下、6~15年、16~25年、

26年以上四組教師，其中，年資 26年以上高於 5年以下、6~15年二組，

且達顯著水準。其餘各組間則未達顯著差異。以平均數觀之，服務年資較

長（26年以上）教師對學校效能的評價高於資淺的教師 

 

（二）各層面分析 

 

由表 4-14 各層面的 F值可知，不同服務年資教師在知覺學校效能各

層面，其中在「學校環境」（F＝4.48，p＜0.01）、「學校氣氛」（F＝3.14，

p＜0.05）、「學生表現」（F＝6.21，p＜0.001）、「社區支持」（F＝3.73，

p＜0.05），四層面的平均數，差異達顯著水準；在「教學品質」一層面的

平均數，則差異未達顯著水準。 

 

在「學校環境」層面，經 Scheffe＇法事後比較發現，其中服務資深

的 26年以上教師高於資淺的 5年以下、6~15年二組，且差異達顯著水準。

其餘各組間則未達顯著差異。 

 

在「學校氣氛」層面，經 Scheffe＇事後比較發現，各組間則未達顯

著差異。 

 

在「學生表現」層面，經 Scheffe＇法事後比較發現，服務資深 26年

以上高於 5年以下、6~15年二組，且差異達顯著水準。其餘各組間則未達

顯著差異。 

 



在「社區支持」層面，經 Scheffe＇法事後比較發現，服務資深 26年

以上高於 5年以下、6~15年二組，且差異達顯著水準。其餘各組間則未達

顯著差異。 

 

 

 

表 4-14不同「服務年資」教師在「學校效能」知覺上的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

要表 

層面名稱     類別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Ｆ值   事後比

較 

                                                              

（Scheffe＇） 
 

學校環境  （1）5年以下    164       2.97     0.38     4.48
＊＊     4

＞1 

          （2）6-15年     230       2.98     0.47                4

＞2 

     （3）16-25年    130       3.02     0.52                   

          （4）26年以上    77       3.19     0.43 

 

學校氣氛  （1）5年以下    164       3.10     0.37     3.14
＊

          （2）5年以下    230       3.09     0.41 

      （3）16-25年    130       3.18     0.40 

          （4）26年以上    77       3.23     0.37 

 

教學品質  （1）5年以下    164       3.06
          0.36     0.46 

          （2）6-15年     230       3.07       0.40 

       （3）16-25年    130       3.07        0.40 

          （4）26年以上    77       3.12         0.31 

 

學生表現  （1）5年以下    164       2.93          0.38    6.21＊＊＊     4

＞1 

          （2）6-15年     230        2.91         0.45                     4

＞2 

       （3）16-25年    130         3.00        0.45 

          （4）26年以上    77          3.15        0.44 

 

社區支持  （1）5年以下    164       2.88         0.45    3.73＊      4＞

1 

          （2）6-15年      230       2.88       0.53               4＞2 

       （3）16-25年    130         2.95       0.52 

          （4）26年以上    77         3.09      0.49 

 



整體「學  （1）5年以下    164       2.98       0.31    4.93＊＊     4＞1 

校效能」  （2）6-15年              230                 2.98       0.39               4＞2 

          （3）16-25年    130       3.03       0.40        

     （4）26年以上    77       3.15       0.34       

                   

 ＊Ｐ＜0.05         ＊＊P＜0.01      ＊＊＊P＜0.001 

 

 

 

 

 

 

五、教育程度 

 

本研究以教師教育程度為自變項，以「學校效能量表」所得分數為依

變項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經 Scheffe＇法事後比較並將統計結果作成

分析摘要表（如表 4-15），首先就整體學校效能的平均數進行分析，其次

就學校效能各層面的平均數進行分析。茲說明如下： 

 

（一）整體分析 

 

由表 4-15 知，國民中學不同教育程度教師所知覺的整體學校效能，

經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的結果顯示，達顯著水準（F＝3.29，p＜0.05）；自

Scheffe＇法事後比較發現，教育程度為師範院校、一般大學、研究所（含

40 學分班）三組教師，各組間則未達顯著差異。 

  

（二）各層面分析 

 

由表 4-15 各層面的 F值可知，不同教育程度教師在知覺學校效能各

層面，其中在「學校環境」（F＝4.51，p＜0.05）、「學校氣氛」（F＝4.15，

p＜0.05）、「社區支持」（F＝4.16，p＜0.05）三層面的平均數，差異達

顯著水準；僅「教學品質」（F＝0.20，p＞0.05）、「學生表現」（F＝1.44，

p＞0.05）二層面的平均數，差異則未達顯著水準。 

 

在「學校環境」層面，經 Scheffe＇法事後比較發現，研究所（含 40

學分班）高於一般大學，且差異達顯著水準。其餘各組間則未達顯著差異。 

 

在「學校氣氛」層面，經 Scheffe＇法事後比較發現，研究所（含 40

學分班）高於一般大學，且差異達顯著水準。其餘各組間則未達顯著差異。 



  

在「社區支持」層面，經 Scheffe＇法事後比較發現，其中研究所（含

40 學分班）高於一般大學教師，且差異達顯著水準。其餘各組間則未達顯

著差異。 

 

 

 

 

 

 

 

表 4-15不同「教育程度」的教師在「學校效能」知覺上的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摘要表 

層面名稱      類別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Ｆ值   事

後比較 

                                                            

（Scheffe＇） 
 

學校環境 （1）師範院校    134      2.96      0.44      4.51
＊            3

＞2     

         （2）一般大學    194      2.96      0.42 

      （3）研究所以上  273      3.08      0.48 

         （含 40 學分班）   

                  

學校氣氛 （1）師範院校    134      3.11      0.38      4.15
＊            3

＞2 

         （2）一般大學    194      3.08      0.38 

     （3）導師、專任  273      3.18      0.41 

         （含 40 學分班）     

                  

教學品質 （1）師範院校    134      3.07      0.37      0.20 

         （2）一般大學    194      3.09      0.36 

      （3）導師、專任  273      3.06      0.39 

         （含 40 學分班）     

 

學生表現 （1）師範院校    134      2.93      0.39       1.44 

         （2）一般大學    194      2.95      0.46 

     （3）導師、專任  273      3.00      0.44 

         （含 40 學分班）    

    

社區支持 （1）師範院校    134      2.88      0.47       4.16
＊      3

＞2 



         （2）一般大學    194      2.86      0.54 

      （3）導師、專任  273      2.99      0.49 

         （含 40 學分班）  

整體「學 （1）師範院校    134      2.98      0.34      3.29
＊

校效能」 （2）一般大學    194      2.98      0.36 

         （3）導師、專任  273      3.05      0.38 

         （含 40 學分班）         

              

 
＊Ｐ＜0.05    ＊＊P＜0.01    ＊＊＊P＜0.001 

 

 

 

 

 

 

 

六、學校規模 

 

本研究以教師服務學校規模為自變項，以「學校效能量表」所得分數

為依變項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經 Scheffe＇法事後比較並將統計結果

作成分析摘要表（如表 4-16），首先就整體學校效能的平均數進行分析，

其次就學校效能各層面的平均數進行分析。茲說明如下： 

 

（一）整體分析 

 

由表 4-16 可知，國民中學不同學校規模教師所知覺的整體學校效能，

經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的結果顯示，差異達顯著水準（F＝4.51，p＜0.01）；

自 Scheffe＇法事後比較發現，學校規模為 12 班以下、13~48 班、49~71

班、72 班以上四組的教師中，其中大型 72 班以上高於中小型 12 班以下、

13~48 班二組，且達顯著水準。 

以平均數觀之，學校規模為大型學校（72 班以上的）教師對學校效能

的評價高於學校規模較小的教師。 

 

（二）各層面分析 

 

由表 4-16 各層面的 F值可知，不同學校規模教師在知覺學校效能各

層面，其中在「學校環境」（F＝11.58，p＜0.001）、「學校氣氛」（F＝5.56，

p＜0.001）、「教學品質」（F＝3.00，p＜0.05）、「學生表現」（F＝3.08，

p＜0.05）、「社區支持」（F＝1.49，p＜0.01）五層面的平均數，差異均

達顯著水準。 



 

在「學校環境」層面，經 Scheffe＇法事後比較發現，中小型 12 班以

下、13~48 班二組高於 72 班以上；13~48 班高於 49~71 班，且差異均達顯

著水準。其餘各組間則未達顯著差異。 

 

在「學校氣氛」層面，經 Scheffe＇法事後比較發現，中小型 12 班以

下、13~48 班二組的教師高於 49~71 班，且差異達顯著水準。其餘各組間

則未達顯著差異。 

 

在「教學品質」層面，經 Scheffe＇法事後比較發現，各組間則未達

顯著差異。 

 

在「學生表現」層面，經 Scheffe＇法事後比較發現，大型 72 班以上

教師高於 12 班以下、13~48 班二組，且差異達顯著水準。其餘各組間則未

達顯著差異。 

 

在「社區支持」層面，經平均數 Scheff 法事後比較發現，大型 72 班

以上高於 12 班以下、13~48 班二組，且差異達顯著水準。其餘各組間則未

達顯著差異。 

 

 

表 4-16不同「學校規模」的教師在「學校效能」知覺上的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摘要表 

層面名稱    類別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Ｆ值   事後

比較 

                                                             

（Scheffe＇） 
 

學校環境（1）12 班以下     26      3.22      0.41    11.58
＊＊＊    1＞4 

        （2）13-48 班     312      3.09      0.46                2＞3 

     （3）49-71 班     155      2.95      0.42                2＞4 

        （4）72 班以上    108      2.83      0.45 

 

學校氣氛（1）12 班以下     26      3.32      0.40     5.56
＊＊＊    1＞3 

        （2）13-48 班     312      3.15      0.40                2＞3 

      （3）49-71 班     155      3.03      0.39 

        （4）72 班以上    108      3.17      0.38 

 

教學品質（1）12 班以下     26      3.20      0.38     3.00
＊

        （2）13-48 班     312      3.10      0.38 

      （3）49-71 班     155      3.00      0.37 



        （4）72 班以上    108      3.07      0.36 

 

學生表現（1）12 班以下     26      3.19      0.40     3.08 
＊    4＞1 

        （2）13-48 班     312      2.97      0.46               4＞2 

     （3）49-71 班     155      2.91      0.44 

        （4）72 班以上    108      2.98      0.37 

 

社區支持（1）12 班以下     26      3.05      0.42     1.49
＊＊    4＞1 

        （2）13-48 班     312      2.95      0.52               4＞2 

      （3）49-71 班     155      2.88      0.50 

        （4）72 班以上    108      2.87      0.48 

 

整體「學（1）12 班以下     26      3.19      0.34     4.51
＊＊    4＞1 

校效能」 （2）13-48 班     312      3.04      0.38               4＞2 

        （3）49-71 班     155      2.95      0.36 

        （4）72 班以上    108      2.97      0.32 

 

 ＊Ｐ＜0.05         ＊＊P＜0.01      ＊＊＊P＜0.001 

 

 

七、學校地區 

     

本研究以教師所服務學校地區為自變項，以「學校效能量表」所得分

數為依變項進行 t-考驗，並將統計結果作成分析摘要表（如表 4-17），首

先就整體學校效能的平均數進行分析，其次就學校效能各層面的平均數進

行分析。茲說明如下： 

 

（一）整體分析 

 

由表 4-17 知，國民中學鄉鎮地區學校教師與縣轄市區的教師所知覺

的整體學校效能，經 t-考驗結果，差異達顯著水準（t=2.81，p＜0.05）；

自平均數比較結果，鄉鎮地區教師略高於都市地區（指縣轄市）教師，且

達顯著水準。 

 

（二）各層面分析 

 

由表 4-17 各層面的 t 值可知，不同學校地區教師在知覺學校效能各

層面，其中在「學校環境」（t＝2.56，p＜0.01）、「教學品質」（t＝2.02，

p＜0.05）、「社區支持」（t＝3.35，p＜0.001）三層面的平均數，差異達

顯著水準，僅「學校氣氛」（t＝1.70，p＞0.05）、「學生表現」（t＝1.47，

p＞0.05）二層面的平均數，則差異未達顯著水準。 



 

在「學校環境」層面，經平均數比較發現，鄉鎮地區教師高於都市地

區（指縣轄市）教師，且差異達顯著水準。 

 

在「教學品質」層面，經平均數比較發現，鄉鎮地區教師高於都市地

區（指縣轄市）教師，且差異達顯著水準。 

 

在「社區支持」層面，經平均數比較發現，鄉鎮地區教師高於都市地

區（指縣轄市）教師，且差異達顯著水準。 

 

 

 

 

 

 

 

 

 

表 4-17不同「學校地區」的教師在「學校效能」知覺上的 t考驗分析摘要表 

層面名稱      類別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學校環境  （1）鄉鎮地區      286       3.06      0.44         2.56
＊＊ 

          （2）縣轄市區      315       2.97      0.47 

                  

學校氣氛  （1）鄉鎮地區      286       3.16      0.39         1.70 

（2）縣轄市區      315       3.10      0.40 

                            

教學品質  （1）鄉鎮地區      286       3.11      0.38         2.02
＊ 

          （2）縣轄市區      315       3.04      0.38 

           

學生表現  （1）鄉鎮地區      286       3.00      0.44         1.47 

          （2）縣轄市區      315       2.94      0.43 

 

社區支持  （1）鄉鎮地區      286       2.99      0.49         3.35＊＊

＊ 

          （2）縣轄市區      315       2.86      0.51 

  

整體「學  （1）鄉鎮地區      286       3.06      0.36         2.81
＊

校效能」  （2）縣轄市區      315       2.97      0.37 

                    

 



＊Ｐ＜0.05         ＊＊P＜0.01      ＊＊＊P＜0.001 

 

 

 

 

 

 

 

 

 

 

 

 

 

參、國民中學教師知覺學校效能之差異綜合分析討論 

 

依據上述統計分析，研究者整理出國民中學不同背景教師知覺學校效

能整體及各層面之差異情形綜合摘要列表（表 4-18），現分別說明如下： 

 

一、 就教師性別言： 

     

在整體學校效能知覺上，男教師高於女教師，且有顯著差異。在學校

效能各層面知覺上，由平均數比較，男教師在「學校環境」、「學生表現」、

「社區支持」三層面上高於女教師，均有顯著差異；其餘層面則差異不顯

著。 

    此結果與國內許多研究結果大致相同（吳清山，1989；林金福，1992；

劉春榮，1993；呂祝義；1994；沈翠蓮，1994；陳慕華，2002）。究其原

因，可能是男、女教師對學校效能的設定標準不一樣、期望理想不一樣、

選填分數時，男性教師可能對學校效能的設定標準較寬鬆，女性教師可能

對學校效能的設定標準較高，或期望理想較高，因此選填分數更為嚴格與

保守。 

 

二、 就教師年齡言： 

     

在整體學校效能知覺上，51 歲以上高於 30 歲以下、31~40 歲；41~50

歲高於 31~40 歲，且有顯著差異。在學校效能各層面知覺上，年齡較長的

教師（指 51 歲以上及 41~50 歲）在「學校環境」、「學校氣氛」、「學生表

現」、「社區支持」四層面上高於年齡較輕的教師（指 31~40 歲或 30 歲以



下），且有顯著差異；在「教學品質」層面上，則各組差異不明顯。 

究其原因，可能是年齡較長的教師在同一學校的教學與工作經驗較

多，對學校環境、學校氣氛、學生表現、社區支持情形較為熟悉與認識；

而年輕教師教學與工作經驗較少，且調校流動率可能較大，服務時間較

短，對同一學校的學校環境、同仁間互動、指導學生學業與才藝表現及對

社區家長支持情形，仍不夠深入與瞭解有關。至於在「教學品質」層面上

的差異不明顯，可能年紀輕的教師自我信念強、專業能力夠、樂於吸收新

知、教學有熱誠、有活力，因此與年長教師沒有差異。 

     

三、 就教師職務言： 

   

在整體學校效能知覺上，校長最高，主任與組長為其次，導師與專任

最低，且有顯著差異。在學校效能各層面知覺上，校長及主任、組長在「學

校環境」、「學校氣氛」、「學生表現」、「社區支持」四層面上高於導師與專

任，且有顯著差異；在「教學品質」層面上則各組差異不明顯。 

此結果與方德隆（1986）、游進年（1990）、林月盛（1995）、張瑞村

（1998）、陳慕華（2002）曾增福（2004）結果相似。究其原因，校長與

行政人員經常規劃與執行校務工作，較熟悉學校整體運作情形，尤其校長

大多辦學認真，尤其近幾年來可能受到校長遴選制度的影響，鼓勵更多教

師從事行政工作，校長平均年齡有降低的趨勢，同時社區參與學校教育或

對教育有更高的期望，使得校長對建設校園環境、軟硬體設施、塑造溫馨

校園文化與學校氣氛、重視學生生活教育與才藝及學科競賽成績，與社區

家長互動更為積極，因此，對學校效能的知覺就更為積極。至於導師與專

任教師，其最主要的工作在班級經營、學生輔導與各科教學，故與校長及

主任、組長對學校效能的知覺並無差異。 

 

四、 就教師服務年資言： 

     

在整體學校效能知覺上，服務年資較深（26年以上）的教師高於服務

年資較輕的教師（指 6~15年及 5年以下），且有顯著差異。在學校效能各

層面知覺上，年資較深教師在「學校環境」、「學生表現」、「社區支持」三

層面上高於服務年資較淺的教師，且有顯著差異；在「學校氣氛」層面上

各組差異也明顯；在「教學品質」層面上則各組差異不明顯。 

    此結果與吳璧如（1990）、呂祝義（1994）、張瑞村（1998）、及陳慕

華（2002）研究結果相似。究其原因，可能服務年資愈久，尤其是 26年

以上，對學校感情愈深，向心力也愈強，對教育的工作具有使命感，且樂

在工作中，因此對學校效能的知覺有較高的感受。目前服務年資 26年以

上教師，許多可達退休年齡，近年教師退休潮增加，並不代表其對學校效



能的知覺低，反而態度更為積極，且平均數皆高於 5年以下、6~15年及

16~25年的教師，此現象是值得研究的。至於教學品質的層面，各組差異

不顯著，表示服務年資短的教師，對教學充滿新鮮感且積極任事，對學校

效能的知覺也很積極。 

 

五、 就教師教育程度言： 

    

在整體學校效能知覺上，師範院校、一般大學、研究所（含 40 學分

班）三組教師間有顯著差異。在學校效能各層面知覺上，研究所（含 40

學分班）教師在「學校環境」、「學校氣氛」、「社區支持」三層面上高於一

般大學的教師，且有顯著差異；其餘在「教學品質」、「學生表現」二層面

上則各組差異不明顯。 

    此結果與游進年（1990）及林月盛（1995）、曾增福（2004）研究解

果大致相似。究其原因，教育程度為研究所（含 40 學分班）的教師，有

許多是服務年資較久、年齡較大、或者修過更多有關學校行政、學校革新、

行政領導、校園建築、組織行為等課程或兼任行政職務機會較多，因此比

一般大學畢業的教師較有機會接觸改善學校環境軟硬體設施、重視學校氣

氛、激勵士氣、推動福利措施等的重要，同時對社區家長的互動、辦理學

校活動、爭取社會資源的行政經驗更多，對學校效能的知覺態度就更積

極。至於在教學品質、學生表現二層面並無顯著差異，表示不同教育程度

的教師對此二層面皆相當重視。 

  

六、就學校規模言： 

     

在整體學校效能知覺上， 72 班以上學校規模的教師所高於 12 班以

下、也高於 13~48 班，且有顯著差異。在學校效能各層面知覺上，12班以

下、13~48 班二組的教師在「學校環境」、「學校氣氛」二層面，高於 49~71

班及 72 班以上二組的教師，且有顯著差異；不同規模學校在「教學品質」

層面，也有顯著差異；72 班以上教師在「學生表現」、「社區支持」二層面，

則高於 12 班以下、13~48 班二組的教師，且有顯著差異；  

    

此研究結果與游進年（1990）、吳培源（1994）、陳慕華（2002）等的

研究結果略有不同。究其原因，桃園縣大校學校建築與環境已定型，12班

以下學校屬偏遠學校多，縣政府年度編列預算與教育部優先區計劃補助經

費較多，同時校長大多新派任，對經費爭取與改善校園環境、充實教學設

備更為積極，同時學校教師編制較少，同仁間相處融洽，雖人力不足，但

凝聚力強，因此教師在學校效能的「學校環境」、「學校氣氛」二層面的知

覺上，更高於大校。13~48 班學校是理想的規模，教師人力充足，且新設



校多、學校建築與環境新穎，因此學校效能也不差。大型學校（72 班以上）

學區大多在都市地區，學生素質好的人數與比例較為高、家長社經地位、

能力與財力夠，重視子女教育、社區資源豐富，有助於學校效能的提昇。

因此大型學校（72 班以上）教師在學校效能的「學生表現」、「社區支持」

二層面的知覺上，高於 12 班以下、13~48 班的中、小型學校。  

 

七、就學校地區言： 

 

在整體學校效能知覺上，鄉鎮地區教師高於都市地區（指縣轄市），

且有顯著差異。在學校效能各層面知覺上，自平均數加以比較，鄉鎮地區

教師在「學校環境」、「教學品質」、「社區支持」三層面上高於都市地區（指

縣轄市），且有顯著差異；在「學校氣氛」、「學生表現」二層面，則鄉鎮

地區和都市地區（指縣轄市）二組間的教師差異不顯著。 

 

此結果與方德隆（1996）、吳清山（1987）、沈翠蓮（1994）、呂祝義

（1994）、等人的研究相同，因他們都認為鄉鎮或偏遠山地學校的學校效

能比較佳；但與陳慕華（2002）的研究認為學校所在地為都市地區（指縣

轄市）的教師比鄉鎮及偏遠地區的教師為高的結果是相異的。究其原因，

可能是彼此取樣範圍不同所造成的差異所致。近年來部分縣市有些鄉鎮地

區就學人口銳減、迫使學校逐年減班、教師外流也嚴重。桃園縣屬於工業

大縣，人口成長率逐年以 3萬人增加，鄉鎮學校教師，在整體學校效能及

「學校環境」、「教學品質」、「社區支持」等三層面的知覺皆高於都市地區

（指縣轄市）的教師，顯示桃園縣鄉鎮學校教師（含校長），不會受限於

學校地理位置、社區資源分配、教師編制多寡、社區家長背景及學生素質

等與都市地區（指縣轄市）不同而降低其對學校效能的知覺（評價），反

而知覺（評價）更高，顯示桃園縣鄉鎮地區教師（含校長）有正確的教育

理念、專業素養及教育熱誠有關；學校、教育行政單位和整體大環境，皆

鼓勵教師不斷作成長進修，充實專業能力、提昇教學品質、增進行政歷練

與教學創新不無關係。縣政府重視並投入大筆經費預算，作籌設新設校、

對老舊校舍翻修、充實教學設備、改善校園環境；經常性的辦理各領域實

地輔導與訪視、校務評鑑、優質教學觀摩和教師進修與研習等活動；社區

家長重視子女教育與學習成長，義工組織或家長會組織，積極協助學校校

務推展等，皆使鄉鎮地區教師比都市地區教師對學校效能的知覺有更積極

的態度。 

 

小結： 

 

綜合上述分析，國民中學整體學校效能的現況良好，在中等以上。就



學校效能各層面的排序言，由高而低依序是「學校氣氛」、「教學品質」、「學

校環境」、「學生表現」、「社區支持」；其中「社區支持」排名最末，表示

仍有成長空間。 

 

教師背景變項中之性別、年齡、職務、服務年資、教育程度、學校規

模以及學校所在地區等七變項，在學校效能整體的知覺上，皆有顯著差

異。其中男性、年齡較長、校長、服務資深、72 班以上大型學校以及鄉鎮

地區的教師對學校效能整體知覺上有較高的傾向。 

 

不同性別教師在知覺學校效能各層面，其中在「學校環境」、「學生表

現」、「社區支持」三層面差異達顯著水準；在「學校氣氛」、「教學品質」

二層面差異未達顯著水準。 

 

不同年齡教師在知覺學校效能各層面，其中在「學校環境」、「學校氣

氛」、「學生表現」、「社區支持」四層面差異達顯著水準，僅「教學品質」

一層面差異未達顯著水準。 

 

不同職務教師在知覺學校效能各層面，其中在「學校環境」、「學校氣

氛」、「學生表現」、「社區支持」四層面差異達顯著水準；僅「教學品質」

一層面差異未達顯著水準。 

不同服務年資教師在知覺學校效能各層面，其中在「學校環境」、「學

校氣氛」、「學生表現」、「社區支持」四層面差異達顯著水準；在「教學品

質」一層面差異未達顯著水準。 

 

不同教育程度教師在知覺學校效能各層面，其中在「學校環境」、「學

校氣氛」、「社區支持」三層面差異達顯著水準；僅「教學品質」、「學生表

現」二層面差異未達顯著水準。 

 

不同學校規模教師在知覺學校效能各層面，其中在「學校環境」、「學

校氣氛」、「教學品質」、「學生表現」、「社區支持」五層面差異均達顯著水

準。 

 

不同學校地區教師在知覺學校效能各層面，其中在「學校環境」、「教

學品質」、「社區支持」三層面差異達顯著水準，僅「學校氣氛」、「學生表

現」二層面差異未達顯著水準。 

 

 

 



 

 

 

 

 

 

 

 

 

 

 

 

 

 

 

 

 

 

 

 

 

 

 

 

表 4-18不同背景教師在知覺「學校校能」各層面差異及整體綜合摘要表 

 

                                         學校效能層面名稱 

 

                     學校     學校    教學    學生    社區     整

體學校 

教師背景變項         環境     氣氛    品質    表現    支持       

效能 

 

性別（1）男          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顯著    顯著      顯

著 

    （2）女          1＞2                     1＞2    1＞2      1

＞2 

年齡（1）30 歲以下   4＞1     3＞2    不顯著   3＞2    4＞2      3



＞2   

    （2）31-40 歲    4＞2     4＞2             4＞2              4

＞1 

    （3）41-50 歲                                                4

＞2 

    （4）51 歲以上 

職務（1）校長        1＞2     1＞3    不顯著   1＞2    1＞3      1

＞2 

    （2）主任、組長  1＞3     2＞3             1＞3              1

＞3 

    （3）導師、專任  2＞3                      2＞3    2＞3      2

＞3 

 

服務（1）5年以下    4＞1      顯著    不顯著  4＞1    4＞1       4

＞1 

年資（2）6-15年     4＞2                      4＞2    4＞2       4

＞2 

    （3）16-25年                           

    （4）26年以上 

 

教育（1）師範院校 

程度（2）一般大學    3＞2     3＞2     不顯著  不顯著   3＞2      顯

著    

    （3）研究所以上                          

    （含 40 學分班） 

 

學校（1）12 班以下   1＞4     1＞3      顯著    4＞1     4＞1      4

＞1 

規模（2）13-48 班    2＞3     2＞3              4＞2     4＞2      4

＞2 

    （3）49-71 班    2＞4                      

    （4）72 班以上 

 

學校（1）鄉鎮地區    顯著    不顯著     顯著    不顯著   顯著      

顯著 

地區（2）縣轄市區    1＞2               1＞2             1＞2      1

＞2 

 



第三節  國民中學社區參與學校教育與學校效能之關係 

 

本節在探討教師知覺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各層面及整體上，與學校效

能各層面及整體之間的關係，以瞭解二者之間是否有顯著相關。社區參

與學校教育包括校園建設、校務發展、人事遴聘、教學活動、學生輔導

及活動與經費支持六層面為自變項；學校效能則包括學校環境、學校氣

氛、教學品質、學生表現及社區支持五層面為依變項，採用皮爾森

（Pearson）積差相關法加以分析。表 4-19 為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各層面

及整體和學校效能各層面及整體的相關係數摘要表。 

 

表 4-19 國中社區參與學校教育與學校效能之積差相關係數摘要表 

 

向度                    學校效能層面名稱 

 

                 學校      學校      教學      學生     社區    整體

學校 

社區參與層面名稱 環境      氣氛      品質      表現     支持       效

能 

 

校園建設       0.43＊＊     0.42＊＊    0.40＊＊    0.43＊＊     0.55＊＊    

0.55＊

校務發展       0.43＊＊     0.48＊＊    0.42＊＊    0.42＊＊     0.57＊＊    

0.57
＊

人事遴聘       0.12
＊＊ 
    0.17

＊＊ 
   0.22

＊＊ 
    0.20

＊＊ 
   0.30

＊＊ 
   

0.25＊

教學活動       0.24＊＊     0.35＊＊    0.28＊＊     0.43＊＊    0.35＊＊    

0.40＊

學生輔導       0.24＊＊     0.34＊＊    0.33＊＊     0.42＊＊    0.43＊＊    

0.43＊

活動與經費支持 0.33＊＊     0.37＊＊    0.31＊＊     0.35＊＊    0.53＊＊    

0.47＊

整體社區參與   0.40＊＊     0.46＊＊    0.44＊＊     0.48＊＊    0.61＊＊    

0.59＊

 
＊Ｐ＜0.05         ＊＊P＜0.01       

 

 



壹、與學校效能各層面的相關言： 

  

由表 4-19 可知，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在「校園建設」、「校務發展」、

「人事遴聘」、「教學活動」、「學生輔導」及「活動與經費支持」六層面

與學校效能各層面之相關係數，有顯著的正相關存在，且均達 0.01 顯

著水準。 

整體社區參與學校教育與學校效能各層面之相關係數，有顯著的正

相關存在，且均達 0.01 顯著水準。 

 

由此可見，社區參與學校教育之整體與各層面與學校效能各層面有

密切相關，教師知覺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各層面的得分愈高，則學校效能

的得分也愈高；亦即社區參與學校教育的程度愈高，則學校效能也愈佳。 

 

貳、與整體學校效能的相關言： 

 

    由表 4-19 可知，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在「校園建設」、「校務發展」、「人

事遴聘」、「教學活動」、「學生輔導」及「活動與經費支持」六層面與整體

學校效能之相關係數，有顯著的正相關存在，且均達 0.05 顯著水準；整

體社區參與學校教育與整體學校效能之相關係數達 0.591，成顯著的正相

關，且達 0.05 顯著水準。 

     

由此可見，社區參與學校教育之整體與各層面與整體學校效能有密切

相關。教師知覺社區參與學校教育的得分愈高，則整體學校效能的得分也

愈高；亦即社區參與學校教育的程度對整體學校效能有其正相關，社區參

與學校教育愈積極，則愈能提高學校效能。 

 

小結： 

 

社區參與學校教育之整體與各層面，與學校效能各層面有顯著的正相

關存在，且均達 0.01 顯著水準；社區參與學校教育之整體與各層面，與

整體學校效能也有顯著的正相關存在，且均達 0.05 顯著水準。由此可見，

社區參與學校教育與學校效能有密切相關，二者相輔相成，社區參與學校

教育的程度愈高，學校效能也愈佳。 

 

 

第四節  國民中學社區參與學校教育與學校效能之迴歸分析 



 

本節旨在探討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對學校效能預測作用，因此以社區

參與學校教育為預測變項，而以學校效能為效標變項，進行逐步多元回

歸，以瞭解各預測變項對效標變項的聯合預測力，並加以討論之。 

 

壹、對國民中學學校效能各層面之預測 

 

本部分旨在探討社區參與學校教育之「校園建設」、「校務發展」、「人

事遴聘」、「教學活動」、「學生輔導」、「活動與經費支持」六層面為預測變

項，分別對學校效能之「學校環境」、「學校氣氛」、「教學品質」、「學生表

現」、「社區支持」等五層面的效標變項的預測作用。 

 

一、對國民中學學校效能之「學校環境」層面預測 

 

本部分旨在探討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各層面對學校效能之「學校環境」

層面的預測作用，因此以「校園建設」、「校務發展」、「人事遴聘」、「教學

活動」、「學生輔導」、「活動與經費支持」六層面為預測變項，而以「學校

環境」為效標變項，進行逐步多元回歸，以瞭解各預測變項對效標變項的

聯合預測力。分析結果如表 4-20 所示。 

 

表 4-20 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各層面預測學校效能-「學校環境」層面之逐步多元迴

歸分析摘要表 

 

變項選出順序 多元相關係數   決定係數   Ｒ
２
之     標準化    Ｆ值 

        （Ｒ）     Ｒ
２
   增加值     係數β  

 

校園建設        0.43         0.19       0.19       0.43    142.45＊＊＊

校務發展        0.47         0.22       0.03       0.24     86.06＊＊＊

人事遴聘        0.49         0.23       0.01      -0.15     63.24＊＊＊

活動與經費支持  0.49         0.24       0.00       0.09     48.76＊＊＊

 
＊＊＊P＜0.001 

 

 

 

從表 4-4-1 分析結果得知，投入的六個預測變項，有四個達顯著水準，

依序是「校園建設」、「校務發展」、「人事遴聘」及「活動與經費支持」，

其多元相關係數為 0.49，能聯合預測或解釋學校效能之「學校環境」層面



的總變異量為 24.2﹪，其中「校園建設」對「學校環境」的影響最大，可

解釋或預測量有 19.1﹪，且 Beta 值為 0.43，顯示「校園建設」行為具有

正向之預測功能；其次為「校務發展」，其 Beta 值為 0.24，具有正向之預

測功能；而「人事遴聘」其 Beta 值為-0.15，具有負向之預測功能；「活

動與經費支持」其 Beta 值為 0.09，具有正向之預測功能。 

 

二、對國民中學學校效能之「學校氣氛」層面預測 

本部分旨在探討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各層面對學校效能之「學校氣氛」

層面的預測作用，因此以「校園建設」、「校務發展」、「人事遴聘」、「教學

活動」、「學生輔導」、「活動與經費支持」六層面為預測變項，而以「學校

氣氛」為效標變項，進行逐步多元回歸，以瞭解各預測變項對效標變項的

聯合預測力。分析結果如表 4-21 所示。 

 

表 4-21 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各層面預測學校效能-「學校氣氛」層面之逐步

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變項選出順序 多元相關係數     決定係數    Ｒ２之      標準化     Ｆ值 

        （Ｒ）      Ｒ２    增加值     係數β  

 

校務發展      0.48            0.23         0.23       0.48     183.79
＊＊＊

教學活動      0.52            0.27         0.03       0.21     112.45
＊＊＊

校園建設      0.53            0.28         0.01       0.14      78.67
＊＊＊

人事遴聘      0.53            0.28         0.00      -0.09      60.64
＊＊＊

 
＊＊＊P＜0.001 

 

 

從表 4-21 分析結果得知，投入的六個預測變項，有四個達顯著水準，

依序是「校務發展」、「教學活動」、「校園建設」及「人事遴聘」」其多元

相關係數為為 0.53，能聯合預測或解釋學校效能之「學校氣氛」層面的總

變異量為 28.5﹪，其中「校務發展」對「學校氣氛」的影響最大，可解釋

或預測量有 23.4﹪，且 Beta 值為 0.48，顯示「校務發展」行為具有正向

之預測功能；其次為「教學活動」，其 Beta 值為 0.21，具有正向之預測功

能；而「校園建設」其 Beta 值為 0.14，具有正向之預測功能；「人事遴聘」



其 Beta 值為-0.09，具有負向之預測功能。 

 

三、對國民中學學校效能之「教學品質」層面預測 

 

本部分旨在探討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各層面對學校效能之「教學品質」

層面的預測作用，因此以「校園建設」、「校務發展」、「人事遴聘」、「教學

活動」、「學生輔導」、「活動與經費支持」六層面為預測變項，而以「教學

品質」為效標變項，進行逐步多元回歸，以瞭解各預測變項對效標變項的

聯合預測力。分析結果如表 4-22 所示。 

 

 

表 4-22 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各層面預測學校效能-「教學品質」層面之逐步

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變項選出順序 多元相關係數   決定係數    Ｒ２之    標準化     Ｆ值 

       （Ｒ）     Ｒ２    增加值    係數β  

 

校務發展       0.42          0.18       0.18     0.42      133.38＊＊＊

校園建設       0.45          0.20       0.02     0.21       78.25＊＊＊

教學活動       0.46          0.21       0.01     0.12       56.10＊＊＊

 

  ＊＊＊P＜0.001 

   

從表 4-22 分析結果得知，投入的六個預測變項，有三個達顯著水準，

依序是「校務發展」、「校園建設」及「教學活動」，其多元相關係數為為

0.46，能聯合預測或解釋學校效能之「教學品質」層面的總變異量為 21.6

﹪，其中「校務發展」對「教學品質」的影響最大，可解釋或預測量有 18.1

﹪，且 Beta 值為 0.42，顯示「校務發展」行為具有正向之預測功能；其

次為「校園建設」，其 Beta 值為 0.21，具有正向之預測功能；而教學活動

其 Beta 值為 0.12，具有正向之預測功能。 

 

四、對國民中學學校效能之「學生表現」層面預測 

 

本部分旨在探討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各層面對學校效能之「學生表現」

層面的預測作用，因此以「校園建設」、「校務發展」、「人事遴聘」、「教學

活動」、「學生輔導」、「活動與經費支持」六層面為預測變項，而以「學生

表現」為效標變項，進行逐步多元回歸，以瞭解各預測變項對效標變項的

聯合預測力。分析結果如表 4-23 所示。 



 

 

 

 

 

 

 

 

 

 

表 4-23 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各層面預測學校效能-「學生表現」層面之逐步多元

迴歸分析摘要表 

 

變項選出順序 多元相關係數   決定係數   Ｒ２之     標準化     Ｆ值 

         （Ｒ）     Ｒ
２    增加值    係數β  

 

教學活動      0.43           0.18        0.18      0.43     137.09＊＊＊

校園建設      0.52           0.27        0.08      0.31     112.18＊＊＊

校務發展      0.53           0.28        0.01      0.17      80.77＊＊＊

學生輔導      0.54           0.29        0.00      0.10      62.23＊＊＊

＊＊＊P＜0.001 

 

 

    從表 4-23 分析結果得知，投入的六個預測變項，有四個達顯著水準，

依序是「教學活動」、「校園建設」、「校務發展」、及「學生輔導」，其多元

相關係數為為 0.54，能聯合預測或解釋學校效能之「學生表現」層面的總

變異量為 29.0﹪，其中「教學活動」對「學生表現」的影響最大，可解釋

或預測量有 18.5﹪，且 Beta 值為 0.43，顯示「教學活動」行為具有正向

之預測功能；其次為「校園建設」，其 Beta 值為 0.316，具有正向之預測

功能；而「校務發展」其 Beta 值為 0.17，具有正向之預測功能；「學生輔

導」其 Beta 值為 0.10，具有正向之預測功能。 

 

五、對國民中學學校效能之「社區支持」層面預測 

 

本部分旨在探討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各層面對學校效能之「社區支

持」層面的預測作用，因此以「校園建設」、「校務發展」、「人事遴聘」、

「教學活動」、「學生輔導」、「活動與經費支持」六層面為預測變項，而

以「社區支持」為效標變項，進行逐步多元回歸，以瞭解各預測變項對



效標變項的聯合預測力。分析結果如表 4-24 所示。 

 

 

 

 

 

 

 

 

表 4-24 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各層面預測學校效能-「社區支持」層面之逐步

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變項選出順序   多元相關係數   決定係數   Ｒ２之     標準化    Ｆ值 

          （Ｒ）    Ｒ２    增加值    係數β  

 

校務發展          0.57         0.33       0.33      0.57     299.35
＊＊

＊

活動與經費支持    0.61         0.37       0.04      0.28     183.72＊＊

＊

校園建設          0.64         0.41       0.03      0.25     139.99＊＊

＊

教學活動          0.64         0.41       0.00      0.09     108.05＊＊

＊

 
＊＊＊P＜0.001 

 

 

從表 4-24 分析結果得知，投入的六個預測變項，有四個達顯著水準，

依序是「校務發展」、「活動與經費支持」、「校園建設」及「教學活動」，

其多元相關係數為為 0.64，能聯合預測或解釋學校效能之「社區支持」層

面的總變異量為 41.6﹪，其中「校務發展」對「社區支持」的影響最大，

可解釋或預測量有 33.2﹪，且 Beta 值為 0.57，顯示「校務發展」行為具

有正向之預測功能；其次為「活動與經費支持」，其 Beta 值為 0.284，具

有正向之預測功能；而「校園建設」其 Beta 值為 0.25，具有正向之預測

功能；而「教學活動」其 Beta 值為 0.09，具有正向之預測功能。 

 

貳、對國民中學學校效能之整體預測 

 



本部分旨在探討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各層面對學校效能整體之預測

作用，因此以「校園建設」、「校務發展」、「人事遴聘」、「教學活動」、「學

生輔導」、「活動與經費支持」六層面為預測變項，而以「學校效能之整

體」為效標變項，進行逐步多元回歸，以瞭解各預測變項對效標變項的

聯合預測力。分析結果如表 4-25 所示。 

 

 

 

 

 

 

 

表 4-25 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各層面預測學校效能-「學校效能」層面之逐步多元迴

歸分析摘要表 

 

變項選出順序   多元相關係數 決定係數   Ｒ
２之     標準化     Ｆ值 

         （Ｒ）    Ｒ２   增加值    係數β  

校務發展         0.57         0.32      0.32      0.57      291.72＊＊＊

校園建設         0.61         0.37      0.04      0.30      180.69＊＊＊

教學活動         0.63         0.40      0.03      0.19      137.31＊＊＊

活動與經費支持   0.64         0.41      0.00      0.09      105.07＊＊＊ 

人事遴聘         0.64         0.41      0.00     -0.07       85.36＊＊＊

 ＊＊＊P＜0.001 

 

 

從表 4-25 分析結果得知，投入的六個預測變項，有五個達顯著水準，

依序是「校務發展」、「校園建設」、「教學活動」、「活動與經費支持」及「人

事遴聘」，其多元相關係數為為 0.64，能聯合預測或解釋學校效能之整體

總變異量為 41.3﹪，其中「校務發展」對「學校效能之整體」的影響最大，

可解釋或預測量有 32.6﹪，且 Beta 值為 0.57，顯示「校務發展」行為具

有正向之預測功能；其次為「校園建設」，其 Beta 值為 0.30，具有正向之

預測功能；「教學活動」，其 Beta 值為 0.193，具有正向之預測功能；而「活

動與經費支持」其 Beta 值為 0.09，具有正向之預測功能；「人事遴聘」其

Beta 值為-0.07，具有負向之預測功能。 

 

 

 

 



 

 

 

 

 

 

 

參、國民中學社區參與學校教育與學校效能預測之分析討論 

 

       根據上述分析，研究者將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對學校效能各層面及

整體之逐步多元回歸分析摘要列程表 4-26，現分別說明如下： 

 

表4-26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對學校效能各層面及整體的逐步多元迴歸分析

比較總表 

 

社區參與層面  學校環境  學校氣氛  教學品質  學生表現  社區支持  整

體學校 

效

能 

 

校園建設     0.43（1）  0.14（3） 0.21（2）  0.31（2） 0.25（3） 0.30

（2） 

 

校務發展     0.24（2）  0.48（1） 0.42（1）  0.17（3） 0.57（1） 0.57

（1） 

 

人事遴聘    -0.15（3） -0.09（4）                               -0.07

（5） 

 

教學活動                0.21（2） 0.12（3）  0.43（1） 0.09（4） 0.19

（3） 

 

學生輔導                                        0.10（4） 

 

活動與 

經費支持    0.09（4）                                  0.28（2） 0.09

（4） 

 

聯合預測    24.2﹪      28.5﹪     21.6﹪     29.0﹪    41.6﹪    

41.3﹪ 的變異量 
（決定係數Ｒ2） 

 



註（）內為國民中學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在學校效能逐步多元迴歸分析之

次序 

（1）表示預測力最大；（2）次之；其餘依此類推 

 

 

 

一、對學校效能之「學校環境」層面預測言： 

 

     分析結果，發現六個預測變項中，有四個變項對「學校環境」有預

測力，依序為：（一）校園建設（二）校務發展（三）人事遴聘（四）

活動與經費支持。能聯合預測與解釋「學校環境」24.2﹪的變異量，尤

其以（一）校園建設，能解釋「學校環境」19.1﹪的變異量。 

    由此可知，要改善「學校環境」，社區家長必須：（一）積極加強參與

校園建設是最好方法，如參與學校建築整體規劃、教學空間設計、校園

美化綠化、充實教學設備、、等。（二）積極參與校務發展，配合教育

改革政策，協助學校行政推動。如此，學校環境教學空間設計、軟硬體

設施，俾能達到符合師生需要的「學校環境」，以利於學校效能的提昇。 

 

二、對學校效能之「學校氣氛」層面預測言： 

 

分析結果，發現六個預測變項中，有四個變項對「學校氣氛」有預

測力，依序為：（一）校務發展（二）教學活動（三）校園建設（四）

人事遴聘。能聯合預測與解釋「學校環境」28.5﹪的變異量，尤其以（一）

校務發展，能解釋「學校環境」23.4﹪的變異量。 

    由此可知，要促進「學校氣氛」融洽和諧，社區家長必須與重視：（一）

積極參與校務發展，配合教育改革政策，關心與協助校長辦學，踴躍出

席學校各項會議，並提出興革意見，協助學校行政推動及學校特色發

展。（二）積極協助與參與教師教學活動，能注意與督導學生作業以及

重視學習成就與成績單，踴躍出席教師辦理的親師座談，與教師維持良

好的親師互動，並減少師生間、親師間的衝突與誤會，教師能獲得社區

家長肯定與支持，使教師樂於教學，彼此成為夥伴關係，如此必能增加

「學校氣氛」的融洽，而利於學校效能的提昇。 

 

三、對學校效能之「教學品質」層面預測言： 

 

分析結果，發現六個預測變項中，有三個變項對「教學品質」有預

測力，依序為：（一）校務發展（二）校園建設（三）教學活動。能聯

合預測與解釋「教學品質」21.6﹪的變異量，尤其以（一）校務發展，



能解釋「教學品質」18.1﹪的變異量。 

      由此可知，要改善與提昇「教學品質」，社區家長必須：（一）積極

參與校務發展是最好方法，例如協助學校發展特色，配合教育改革政

策，關心與協助校長辦學，勇於出席各項會議，如課程發展委員會議、

校務會議，協助學校行政推動。（二）積極加強參與校園建設，如參與

學校建築整體規劃、教學空間設計、校園美化綠化、充實教學設備等。

一般言，校務發展的推動及校園建設的改善與教師的教學品質是密不可

分，學校教師在受到社區及家長的關注與配合協助下，對教師教學能力

的精進、教材教法的改進、教學資源的運用、訓輔知能與班級經營的提

昇、專業成長的激勵將更為積極與用心，如此，「教學品質」自然提昇，

而有助於學校效能的提昇。 

 

四、對學校效能之「學生表現」層面預測言： 

 

分析結果，發現六個預測變項中，有四個變項對「學生表現」有預

測力，依序為：（一）教學活動（二）校園建設（三）校務發展（四）

學生輔導。能聯合預測與解釋「學生表現」29.0﹪的變異量，尤其以（一）

教學活動，能解釋「學生表現」18.5﹪的變異量。 

      由此可知，要改善與提昇「學生表現」，社區家長必須：（一）積極

參與學校與教師的教學活動是最好方法，要督促學生完成作業，重視孩

子的學業成就，加強與教師的溝通與聯繫，注意學校所提供的各種親職

教育資訊、指導學生正確學習辦法踴躍參加親師座談、升學座談。（二）

積極加強參與校園建設，如參與學校建築整體規劃、教學空間設計、校

園美化綠化、充實教學設備等。如此，則學生學習態度必更積極努力，

並能遵守校規，守法有序、懂禮貌，對校內、外活動及校際賽均樂於參

與及學習，便獲得良好成績，「學生表現」自然提昇，而有助於學校效

能的提昇。 

 

五、對學校效能之「社區支持」層面預測言： 

 

 分析結果，發現六個預測變項中，有四個變項對「社區支持」有

預測力，依序為：（一）校務發展（二）活動經費與支持（三）校園建

設（四）教學活動。能聯合預測與解釋「社區支持」41.6﹪的變異量，

尤其以（一）校務發展，能解釋「社區支持」33.2﹪的變異量。 

      由此可知，若要提昇社區支持，社區家長必須：（一）積極參與校

務發展，注意與協助校長辦學理念與成效，支持學校推動行政措施，踴

於出席各項會議，並對學校提出興革意見。（二）積極參與學校辦理的

活動，如：親師、藝文、成長等活動，並透過民意代表積極爭取縣政府



補助經費，踴於擔任家長委員會幹部，則學校與社區之間存在良好互動

關係，學校能獲得人力、物力資源，學校活動獲得社區熱烈參與，學校

的革新措施、義工組織、宣傳資訊等並能獲得社區在人力、物力、財力

上的支援，達到社區支持的目的，而利於學校效能的提昇。 

 

六、對「整體學校效能」預測言： 

 

分析結果，發現六個預測變項中，有五個變項對「學校效能整體」

有預測力，依序為：（一）校務發展（二）校園建設（三）教學活動（四）

活動經費與支持（五）人事遴聘。能聯合預測與解釋「整體學校效能」

41.3﹪的變異量，尤其以（一）校務發展，能聯合預測與解釋「整體學

校效能」32.6﹪的變異量。 

由此可知，要提昇「整體學校效能」，社區家長必須：（一）積極參

與校務發展是最好方法，例如注意校務短、中、長程計畫，協助學校發

展特色，配合教育改革政策，關心與協助校長辦學成效，勇於出席各項

會議，（如校務會議），協助學校行政推動。（二）積極加強參與校園建

設，如參與學校建築整體規劃、教學空間設計、校園美化綠化、充實教

學設備等。（三）積極加強參與教學活動，注意與關心孩子學業，與教

師保持良好且密切的互動，其餘（四）在活動辦理及經費上給予學校支

持與協助、並（五）積極參與協助學校遴聘優良師資、及校長、教職員

工等，皆可助於整體學校效能的提昇。 

小結： 

 

    綜合上述，社區參與學校教育的「校園建設」、「校務發展」、「人事遴

聘」、「教學活動」、「學生輔導」、「活動與經費支持」六層面，對學校效能

各層面的聯合預測力，分別說明如下： 

 

對學校效能之「學校環境」層面預測言：有四個變項依序為（一）校

園建設（二）校務發展（三）人事遴聘（四）活動與經費支持，對「學校

環境」有預測力，能聯合預測與解釋「學校環境」24.2﹪的變異量，尤其

以（一）校園建設，能解釋「學校環境」19.1﹪的變異量。 

 

對學校效能之「學校氣氛」層面預測言：有四個變項依序為：（一）

校務發展（二）教學活動（三）校園建設（四）人事遴聘，對「學校氣氛」

有預測力，能聯合預測與解釋「學校環境」28.5﹪的變異量，尤其以（一）

校務發展，能解釋「學校環境」23.4﹪的變異量。 

 

對學校效能之「教學品質」層面預測言：有三個變項依序為：（一）

校務發展（二）校園建設（三）教學活動，對「教學品質」有預測力。能



聯合預測與解釋「教學品質」21.6﹪的變異量，尤其以（一）校務發展，

能解釋「教學品質」18.1﹪的變異量。 

 

對學校效能之「學生表現」層面預測言：有四個變項，依序為：（一）

教學活動（二）校園建設（三）校務發展（四）學生輔導，對「學生表現」

有預測力。能聯合預測與解釋「學生表現」29.0﹪的變異量，尤其以（一）

教學活動，能解釋「學生表現」18.5﹪的變異量。 

 

對學校效能之「社區支持」層面預測言：有四個變項依序為：（一）

校務發展（二）活動經費與支持（三）校園建設（四）教學活動，對「社

區支持」有預測力。能聯合預測與解釋「社區支持」41.6﹪的變異量，尤

其以（一）校務發展，能解釋「社區支持」33.2﹪的變異量。 

 

對「整體學校效能」層面言：有五個變項依序為：（一）校務發展（二）

校園建設（三）教學活動（四）活動經費與支持（五）人事遴聘，對「整

體學校效能」有預測力。能聯合預測與解釋「整體學校效能」41.3﹪的變

異量，尤其以（一）校務發展，能解釋「學校效能整體」32.6﹪的變異量。 

 

 

第五節『社區參與學校教育與學校效能關係訪談』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共訪談社區人士 6人，包括學校家長會長、鄉鎮及都市家長會

長協總會長、桃園縣家長會長協會總幹事、法制長及理事、教育資深義工

等代表。本節分別就受訪者的觀點，分析社區參與學校教育的內容、社區

實際參與各層面情形、社區參與學校教育較高較積極的因、學校可採取哪

些積極鼓勵措施？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在看法或做法上不一致時學校處理

方式，社區人士對學校效能的看法？以及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和學校效能的

關係。 

 

壹、訪談「社區參與學校教育」最常參與的層面分析 

 

    本小節的主題是訪談問題的第一題，訪談社區人士對於社區參與學校

教育，最常參與的層面有哪些？茲將每一位接受訪談的人士，其訪談內

容，分別加以敘述與整理，並作成歸納。現分別敘述如下： 

 

第一位社區人士接受訪談之內容敘述如下： 

 

一、 我會協助學校整理環境。 

二、 我會扮演支援角色、補學校人力之不足。 



三、 我會監督學校，在教評會中家長代表有一人，或出席校務會議

中，協助學校，但不干涉學校行政。 

四、 我會協助學校教師人事聘任，但也協助不適任教師的淘汰與把

關。C1：我會尊重學校教師專業自主性。 

五、 我會注意營養午餐的衛生、學生制服、交通安全、生活常規生

活習慣，對特殊學生的個別輔導。 

六、 我會重視民意代表在經費上為學校爭取經費。經費上贊助學

校、活動上支持學校更是經常性的。 

七、 我會在師生間、家長間，遇有衝突，居中協調。替家長反映問

題，在能力範圍內解決問題。 

 

本研究歸納第一位接受訪談的社區人士，最常參與的層面，包括：「校

園建設」、「校務發展」、「人事遴聘」、「學生輔導」、「活動與經費支持」、「衝

突處理」等層面。 

 

第二位社區人士接受訪談之內容敘述如下： 

 

一、 我會重視學校門面、環境整潔乾淨。注意校園安全。 

二、 我會關心學校人事聘任，尤其家長反映教學認真、或教學有不

認真的老師會特別加以注意。 

三、 我會關心老師是否具備專業性，尤其知識水準高的家長會關心。 

四、 我會重視學生行為舉止、生活表現是否懂禮貌、學生能配合學

校規定。 

五、 我會重視活動參與與經費支持，則看社區家長個人經濟情況或

投入的程度等有關。學校是否建立義工的制度，包括會樂意參

與圖書館志工、校園美化綠化與巡邏等。 

 

本研究歸納第二位接受訪談的社區人士，最常參與的層面，包括：「校

園建設」、「教學活動」、「人事遴聘」、「學生輔導」、「活動與經費支持」等

層面。 

 

 

第三位社區人士接受訪談之內容敘述如下： 

 

一、 我會在學校實務上配合，但不干涉學校行政。 

二、 我會關心孩子的教育品質、學習過程及學習成果，皆是參與

的動機，並參與班親會的活動。 

三、 我會注意到為發揮家長專長，熱心家長到校擔任志工，如交

通指揮、課業輔導、陪讀、讀經班等協助學校。 

四、 我會參加家長會組織運作，表達對學校的支持。 

五、 為家長本身成長學習，如某些學校有社區大學設立，有利於



家長成長進修。 

 

本研究歸納第三位接受訪談的社區人士，最常參與的層面，包括：「校

務發展」、「教學活動」、「活動與經費支持」、「家長成長」等層面。 

 

 

第四位社區人士接受訪談之內容敘述如下： 

 

一、 我會重視學校安全（包括：外在環境的安全，指門禁警衛管理

及學校校舍建築結構及設備是否安全。 

二、 我會關心教師師資素質、教學品質。 

三、 我會重視課程教材設計。目前雙薪家庭多，忙碌父母與孩子相

處時間少，親子關係溝通少，孩子課業部分，家長會希望學校

教師與家長密切接觸，使家長了解學校情形，並關心教育。 

四、 我會重視學校內在環境，指學生品格。 

五、 我會擔心社會風氣可能進入校園影響校園，家長會希望學校要

注意與 

關心孩子，避免幫派介入，避免社會風氣帶入學校成為隱藏的

危機。 

 

本研究歸納第四位接受訪談的社區人士，最常參與的層面，包括：「校

園建設」、「校園安全」、「教師素質」「教學設計」、「學生學習輔導」等層

面。 

第五位社區人士接受訪談之內容敘述如下： 

    

一、 我會重視學校環境包括：教室的燈光亮度、環境整潔、黑板所

用的粉筆對學生的健康影響？其他如教學設備與設施，是否注

意更新、品質是否具備現代科技水準？教師使用的教學設備是

否進步趕得上時代潮流。 

二、 我會配合學校校務推動、踴躍出席學校會議，如導師會報、行

政會報、提出好的興革意見供學校參考。 

三、 我會對教師的聘用、教職員工的甄選也十分關心。 

四、 我會重視教師部分，會希望認識老師本人其班級經營、帶班方

式、教學經驗、專業素養及對學生關心的程度。 

五、 我會重視學生的課業、生活教育、學生營養午餐的安全性。 

六、 我會對學校各項活動及經費上對學校的支持與關心及參與。 

 

本研究歸納第五位接受訪談的社區人士，最常參與的層面，包括：「校

園建設」、「校務發展」、「人事遴聘、「教師教學」、「教學設計」、「學生成

就」、「活動與經費支持」等層面。 

 



 

第六位社區人士接受訪談之內容敘述如下： 

 

一、 我會重視學校環境包括：環境整潔、軟硬體設施、學校整體規

劃、教學設備、校園安全等。 

二、 我會重視校務發展、但學生家長會等參與較多，例如家長會的

會長或總幹事等付出較多，社區人士參與較少。 

三、 我會對人事遴聘非纏重視，但學生家長會等參與較多，家長會

的會長或總幹事等付出較多，社區人士參與較少。 

四、 我會重視教學活動，但學生家長會等參與較多，家長會的會長

或總幹事等付出較多，社區人士參與較少。 

五、 我會重視學生輔導，但學生家長會等參與較多，家長會的會長

或總幹事等付出較多，社區人士參與較少。 

六、 我會注意到社區人士或家長參與學校教育，分二部分，第一是

擔任志工，包括交通義工、學校圖書管理等。第二是參加學校

辦理的活動，如：親子活動、運動會等，則學生家長會等參與

較多，家長會的會長或總幹事等付出較多，社區人士參與也多。 

 

本研究歸納第六位接受訪談的社區人士，最常參與的層面，包括：「校

園建設」、「校務發展」、「人事遴聘、「教師教學」、「學生輔導」、「活動支

持」等層面。 

 

小結： 

 

依本研究歸納社區參與學校教育最常參與的層面，包括有：（一）校

園建設、（二）校務發展、（三）人事遴聘、（四）教學活動、（五）學生輔

導、（六）學校舉辦的教育活動以及經費支持學校等層面（七）其它：解

決師生衝突等；與研究者自文獻中歸納的層面大多是相似的。歸納每一位

訪談人士，在最常參與的各層面之敘述，加以整理如下： 

 

一、在「學校環境」上： 

自社區人士訪談中可知，在「學校環境」的參與，相同處集中在：協

助學校整理校園環境、重視學校門面、重視學校安全、教學設備與設施是

否進步趕得上時代潮流。 

二、在「校務發展」上： 

 

自社區人士訪談中，在「校務發展」的參與，相同處集中在：扮演支

援角色、不干涉學校行政。出席校務會議。關心與重視學校遠景，行政規

劃及落實發展方向。對學校提出好的興革意見等。 

 



三、在「人事遴聘與安排」上： 

 

自社區人士訪談中，在「人事遴聘與安排」的參與，相同處集中在：

協助學校教師人事聘任、協助不適任教師的淘汰與把關。教職員工的甄選

等。 

 

四、在「學生輔導」上： 

 

自社區人士訪談中，在「學生輔導」的參與，相同處集中在：注意與

重視學生營養午餐的衛生、學生生活表現是否懂禮貌、重視學生品格等。 

 

五、在「教學活動」上： 

自社區人士訪談中，在「教學活動」的參與，相同處集中在：尊重學

校教師專業自主性。重視課程教材設計。認識老師本人其班級經營、帶班

方式、教學經驗、專業素養及對學生關心的程度等。 

 

六、在「活動與經費支持」上： 

自社區人士訪談中，在「活動與經費支持」的參與，相同處集中在：

參加學校辦理的活動、為學校爭取經費、擔任義工，包括會樂意參與圖書

館志工、校園美化綠化與巡邏等、為家長本身成長學習等。 

七、其他：如解決師生衝突、避免社會風氣帶入學校成為隱藏的危機等。 

貳、社區人士（含家長）在校園建設、校務發展、人事遴聘、教學活動、

學生輔導及活動與經費支持學校等層面上，實際參與情形。 

 

本小節的主題是訪談問題第二題，訪談社區人士（含家長）在校園建

設、校務發展、人事遴聘、教學活動、學生輔導、學校舉辦的教育活動以

及經費支持學校等層面上實際參與情形，將訪談結果敘述如下：依本研究

歸納如下： 

 

一、在校園建設上： 

 

依本研究結果，社區實際參與學校教育在「校園建設」層面上集中在：

重視校園建設，尤其在校園硬體設備部分；對學校美化、綠化的重視、校

園工程品質控管、教學空間設計、學校建築要有特色、重視教學設備、關

心教室基本設施（包括光線、通風、電器化設施、整潔等）、成為無障礙

環境、注意廢棄物及垃圾處理、並提供社區資源等。但是桃園縣政府每年

編龐大預算籌設新校、改建老舊校舍、充實學校設備等，以提昇學校校園

建設的品質，已經充分受到社區人士的肯定。但是，對於學校較為小型建

設與營繕工程、工程品管、美化綠化、校舍維修與保養等，仍然受到社區



人士的重視與支持。茲將訪談內容敘述如下： 

 

C1：樂於參與學校建築（尤其客家莊社區家長），對學校美化、綠化的重

視、工程品質控管、教學空間設計（如教學步道）、充實教學設備（如圖

書館藏書）、注意廢棄物及垃圾處理、並提供社區資源等。希望學校成為

無障礙環境。 

 

C3：至政府資源分配言，已很重視校園建設，尤其在校園硬體設備部分，

且縣政府每年編龐大的經費預算（每年約四佰億元）投入校園建設，顯見

國家及地方政府投入許多資源而且已達到不落後的標準，進度十分超前。

至於學校個別投入也很多，如學校設立教學步道、圖書館藏書籍教學設備

的充實，也受到地方家長及學校的重視。對於捐贈者以刻名的方式，更能

發揮資源投入校園建設的效果。 

 

C4：會希望學校成為無障礙環境，尤其學校有不同特殊需求及年齡層的學

生，校園建設要符合學生需求。硬體建設，要安全，學校建築要有特色，

有時因為校長的專長，教學空間設計也會配合之，如校長學美術，學校就

能呈現藝術與人文氣息與色彩。學校工程往往與政府經費補助有關，有時

礙於經費，就受到限制。有些歷史悠久與老舊學校，及需重建與翻修、整

建；小校與新設校，大多美輪美奐，與老校大不同，學校經營在品質上可

能不同，但家長對學校的支持，是不會受到太大的影響，基本上社區與家

長仍然是很重視校園建設的。 

 

 C5：重視教室基本設施（包括光線、通風、電器化設施、整潔等）、及美

化、綠化環境等，學校硬體建築已經定型，但也重視學校操場安全、各項

學生活動場所 

與教學空間規劃，各項工程品質控管、建築整體規劃、教學設備維修等皆

很重視。 

 

C6：社區人士或家長參與校園建設，會重視校園美化與綠化工作及學校基

礎建設。社區人士（含家長）對校園建設有貢獻的，學校會將其名字刻在

紀念碑。學校大的硬體建設，大多由政府經費補助，學校規模較小的建設，

則會重視其工程品質，其他校園安全、校舍維護及整體規劃、空間設計、

設備維修等也是家長關心的。 

 

小結： 

 

    綜上所述，社區人士在「校園建設」實際參與程度，皆會提及校園環

境的軟硬體設施、美化綠化、教室基本設施的現代化、設備充實與維修等



基本面；但也會有較特殊的部分，包括：會注意到身心障礙學生的需求、

重視學生的安全性、校長的辦學風格及其專長對校園環境的影響、或對校

園建設有特殊貢獻的人士加以留名、甚或提及桃園縣改善校園環境的最

大、最有效的影響力，是因為縣政府在年度預算編製許多（超過百億）經

費所致。 

 

二、在校務發展上： 

 

依本研究結果，社區實際參與學校教育在「校務發展」層面上集中在：

校長本身的治校理念與績效是關鍵。社區人士十分重視校長辦學成效，關

注學校校務推動與發展特色，或參與校務會議、或在各種場合提出意見供

學校參考，支援學校行政推動，最重要是站在協助推動與鼓勵的立場，並

把握機會參加「學校活動」，及有關「行政措施」的討論與推動等，加以

協助與配合，督促而不干預，並強調校務發展的推動，校長是關鍵人物，

校長本身的治校理念與辦學成效受到社區肯定，將使社區家長更願意配合

校務發展與推動。茲將訪談內容敘述如下： 

 

C1：我非常關心校務發展、我常出席學校重要會議、我會提供學校意見、

我非常關心與注重校長辦學成效、以及會支援學校行政推動。 

 

C3：我非常關心校務發展，它與教育行政是相等意義，屬於校長治理層面。

與企業界的治理的理念相同，強調校長對校務發展要能發揮學校特色，建

立校園文化、注重學生素質及提高教師士氣等皆有關係。校長對校務發展

是關鍵人物，另外，對教師的專業要求，也同樣受到重視。但是校長本身

的治校理念與績效是關鍵。 

 

C4：我非常關心校務計畫、校務發展是學校既定的目標與行政措施，學校

特色是遠景，家長與社區人士對學校校務的參與，最希望的部分是能有機

會「參與」，如有機會參加「會議」、參加「學校活動」，及有關「行政措

施」的討論與推動等，家長參與無形中對學校會有助力，及推動的力量；

但也有「監督」的功能、對學校同仁會有一些「壓力」與「鼓勵」。 

 

C5：我非常關心校務發展，基本上校務發展是屬於學校專業部分，校長與

老師是校務計劃與執行的中心，但是家長會以十分關心、配合與協助的態

度，協助校務推展。其他包括校長辦學成效，或實際參與校務會議、或在

各種場合提出意見供學校參考，最重要是站在協助推動與鼓勵的立場。 

 

C6：校長是核心人物，其重要性站 70﹪以上，校務發展與學校管理、校長

辦學等有關，一般言，家長會長、委員參與較多，如參加學校校務會議、



關注學校特色、校務計劃等會關心，但多以配合、建議或加以觀察與瞭解

居多。 

 

小結： 

 

綜上所述，社區在「校務發展」實際參與情形大多是採取關心、配合

與協助、參與而不干預的態度，會出席校務會議提供建言，關心學校特色

發展、建立校園文化、校長辦學理念與績效、並對行政具有督促作用等。

但是仍然認為校務推動最主要是屬於校長行政領導及教師教學專業，社區

人士會全力配合與協助。 

 

三、在人事遴聘上： 

 

    依本研究結果，社區實際參與學校教育在「人事遴聘」層面上集中在：

會長擔任校長遴選委員、參加校護徵選、參與警衛遴選等機會較多，一般

家長或社區人士較少參與校長、主任及組長的遴選、導師的安排、優良教

師的選拔；部分學校仍未開放或少部分開放，表示學校尚未提供社區人士

參與人士遴選的管道。如果導師任用、主任、組長、新進教師甚至警衛、

校護、代理教師的遴選都有徵詢家長代表參與，家長可提供（建議權），

表示學校已相當開放。社區人士並期待學校人事遴選應本超然、公開與透

明化進行，兼顧情、理、法，使人能盡其材，遴選到有能力、適合而優秀

的人才為教育盡力，才是最終的目的。茲將訪談內容敘述如下： 

 

 

C1：由會長擔任校長遴選委員、參加校護徵選、參與警衛遴選、 

較少參與主任及組長的遴選：、較少參與導師的安排、較少參與優良教師

的選拔。 

 

C3：針對教師的遴選，家長可提供（建議權），透過家長的參與，可為學

校提供新視野，同時與行政配合發揮了民主時代的合議精神。即使是表面

徵詢總比過去從來沒有徵詢家長意見來得更好，但人事遴聘，由行政專業

來主導人選，仍佔很重要的份量與比率。教育本身的原則、主體性及公權

力，學校還要掌握著，如同：律師、醫師般的嚴謹，而表現出教育專業性。

有開放家長代表參與，表示學校已走向開放，開放程度可分為五等級。部

分學校仍未開放或少部分開放。如果導師任用、主任、組長、新進教師甚

至警衛、校護、代理教師的遴選都有徵詢家長代表參與，表示學校已相當

開放，也代表校方能整合多元的聲音。對圍牆內的治校一定有幫助，也表

示學校家長會、教師會等皆已茁壯及其重要性受到重視。開放程度有多

大，同時也代表校長及學校自信的程度。 

 

C4：有參與縣級的校長調動遴選，對學校內，擔任遴選委員、教評會委員，



曾參與校長及教職員等的遴聘。人士遴聘，最重要是公開與透明化進行，

目前學校難免受到人情包袱與地方關說，但也要超然獨立，使有能力、適

合的人能盡其材，也顧及情、理、法的層面，使人事安排合理與合適。 

 

C5：透過擔任教評委員會進行遴選，有參與包括警衛、校護及新進教師人

員、教職員的遴聘。但校長遴選部分，大都由教育局所設置的「校長遴選

委員會」主導作業。總之，最大原則是能進用最優秀教師與教職員，學校

對導師的安排也要注意到弱勢學生的需要，希望最優秀教師不能集中在升

學班，教師教學能具備專業素養及專業技巧與能力。人事安排的主導權，

大都仍是在校方，家長的參與不是主導，只是配合與協助。 

 

C6：家長會長及委員參與較多，曾經參與過籌設學校新進教師遴聘，也參

加過縣政府組成的「校長遴選委員會」共二次，人事安排要達到的目的，

是希望遴選到素質好、教學熱情的教師，但一般家長參與的機會是較少。

學校辦理人事遴選時，有家長代表參與，保持其客觀性，有時可替校方減

少人情關說的壓力。 

 

小結： 

     

綜上所述，社區在「人事遴聘」部分，包括校長，主任，組長，導師，

教職員工、警衛等，目前參與管道不多，且無主導權，但希望學校在人事

遴聘及安排時，能採取公平與公開，擺脫人情關說，並對不同需求的學生，

尤其是弱勢學生更須有最優秀的導師；且要注意到學校不同意見與聲音，

若人事主導權開放程度愈大，表示校園民主程度愈高。 

 

四、在教學活動上： 

 

依本研究結果，社區實際參與學校教育在「教學活動」層面上集中在：

會督促孩子完成作業、也會替孩子準備學校所需物品。希望教師的教學活

動要有特色，仍會重視教師的專業自主權，但相對教師也具有更大的責

任。希望教師不斷進修成長，教學方法有創意；教師教學不是只有讓學生

寫作業、辦活動，也希望提供家長有機會去省思教育改革的機會，會重視

參加學校與老師舉辦的平常親師座談、升學座談，也十分重視，但社區人

士與家長參與程度可能城鄉有差距。茲將訪談內容敘述如下： 

 

 

C1：多數家長會督促孩子完成作業，社區家長會很重視孩子帶回的成績

單、社區家長會重視參加學校與老師舉辦的班親會、社區家長會替孩子準

備學校所需物品。 

 



C3：教學活動當然是家長參與最重要的層面，即使教師本身也強調教師專

業自主的能力，但教學活動的成效與校長、教師及家長三者有相關，但另

外要再加上兩者，包括：教育政治資源的分配、學生社團活動的重視二部

分。教育資源的分配由縣長編預算，會影響校長投入教學活動的資源，也

影響教師教學、再影響學生的學習成效。學生也會將教師的教學反應給家

長，家長也會透過管道向縣府反應，是環環相扣。這就是教育的五行論。

五行若相生相長則成效良好，若相剋則造成混亂。目前教材一綱多本，老

師要由多版本中選擇適合教材符合學生的需要，與過去一種版本教到底的

罐頭式教育方式大不相同，也造成教師的壓力，但仍要重視教師的專業自

主權。教師的教學活動要有特色，教師擁有更多的教師自主權利也相對具

有更大的責任，故不必擔心教師追求更多的權利。教師追求自己權利開始

會有亂象，但透過民主過程建立秩序的狀態必將來到。個個在崗位上安其

位，扮演好教師的角色，教學活動也可透過評鑑，包括教師成長時數是很

重要的。家長也需要自我成長，計算研習時數，對教育要深思熟慮，發言

要成熟，不能無的放矢。擔任志工的家長也需要成長研習，要謹言慎行負

起責任。如此對教師的教學活動，才有能力去做評鑑。 

 

C4：社區與家長希望參與廣泛而深入，都非常重視鼓勵教師教學活動，也

希望教師不斷進修成長，教學方法有創意，並重視教師自己的成長進修教

改過程中家長參與更廣，社區家長會重視與希望參與學生的作業與重視學

生考試成績，及學校相關教育活動，但希望對「參與」的「意義」與「目

的」能更了解，而不是僅就表面簽到等的而已，希望教學成果要有發表展

示及回顧展，教師對教學與學生的學習有檢討與評量，不是只有學生寫作

業、辦活動，也希望提供家長有機會去省思教改的機會，教師教學不只是

對學生考試而已。平常親師座談、升學座談，家長也十分重視，但可能城

鄉有差距，都市的家長，從事工商與自由業多，時間也較多，參與情形也

較踴躍；鄉鎮、鄉村的家長，工作時間長，閒暇時間少，甚至單親與隔代

教養多，可能參與教學活動的程度較少，這是教育單位需多予協助的。 

 

C5：教學活動是家長十分關心的，包括督促孩子寫作業、看學生成績單或

參加親師座談與升學座談等，但有時業務繁忙，不能參與，也需要教師平

日多督促學生的學習情形。 

 

C6：參與親子活動、課外教學部分參與多，社區家長參與教學活動的原因，

主要是與孩子在學校受教育有關有關。 

 

小結： 

 

    綜上所述，社區人士十分重視「教學活動」的層面，但也考慮到教學



活動的成效除與教師專業能力、成長進修有關外，家長的配合與督導、校

長的辦學成效、行政績效、教師選擇教材的能力、要不斷成長進修、也可

適度為教師本身爭取權利，但相對要負起更大的教育責任，同時要協助家

長成長，使家長瞭解教育政策的走向、教學評量的過程與意義、多舉辦成

果展、升學說明會、親師座談會等；另外也重視到教育資源的分配對「教

學活動」成效的影響力；以及學校要成立學生社團，能重視學生除了學業

以外的其他專長、興趣的培養，以避免成為罐頭式教育。也提醒城鄉的教

育差距，值得大家重視。 

 

五、在學生輔導上： 

 

依本研究結果，社區實際參與學校教育在「學生輔導」層面上集中在：

社區家長會注意學生在與異性學生交往、以及有課業壓力學生、要注意學

生自治能力的培養、也關心中輟學生的輔導、國中太重視升學主義，對不

適合升學的學生，若對其生涯輔導不足或不重視，可能迫使少部分學生進

入黑社會，目前比例有逐年增加的趨勢，實令人擔憂。社區家長也重視學

生社團，希望在國中普遍設立。教育程度高的家長會參與學生生活輔導、

一般家長較少參與訂定學生管教辦法。社區與家長仍會配合與重視學校對

學生的管教與輔導辦法。茲將訪談內容敘述如下： 

 

 

C1：社區家長會注意學生在與異性學生交往、以及有課業壓力學生、也關

心中輟學生的輔導、教育程度高的家長會參與學生生活輔導、但家長較少

參與訂定學生管教辦法，一切按照學校校規處理；有時學校管教太嚴，少

數家長會到校抗議。 

 

C3：學生輔導一向獲家長重視，輔導學生要達到的目的，第一、要注意學

生自治能力的培養，學校自治市長的設立，可提升學生自治能力的培養。

第二、學校可設立「學生法庭」，未來五年必然會重視這二部分。學校設

立「學生社團」可做為校長辦學成效的指標，學生法庭的設立是透過同儕

力量家以制衡，使學生能自覺，使學生的輔導走向法制化。另外，重視學

生的生涯規劃把握教育「適性原則」也很重要，城鄉差距大的學校更應重

視學生生涯規劃，目前國中普遍升學主義太嚴重，國中校長要特別注意學

生升入高中、職的生涯輔導。這是目前國內由國中升高中很大的「結」，

國中太重視升學主義，對不適合升學的學生，若對其生涯輔導不足或不重

視，可能迫使少部分學生進入黑社會比例目前有逐年增加的趨勢實令人擔

憂。目前中輟生全國有七千位，大約每二十位中有一位會落入幫派，換言

之，可能有無數的幫派已吸納國中眾多的中輟生。解決辦法：學校設立學

生社團，將使學生的興趣、專長獲得展現的機會，間接協助其生涯規劃，

避免其落入黑幫。另外，政府設立教育券，每年編列預算十二億，直接補



助子女就讀私立高中、職的家庭，減輕其學費負擔，也許可使私立高中、

職發展其特色，國中也能使教育正常發展，而解決國內目前教育的問題。

如果學校經營理念正確會培養出如：李遠哲、朱木炎的人物；若僅是重視

升學主義而忽視人格教養及中輟生的問題即易產生類似陳進興等人物，這

對學校經營是很重要的思考點。社區家長也重視學生社團，希望在國中普

遍設立，如紀政等或大學學生可進入校園，皆可協助國中生的成長與學

習，否則黑幫擴展太快極易成為社會的隱憂。 

 

C4：國中生在成長時，生理、心理變化與衝突大，但「升學」壓力大，會

衍生其他問題出現，學校輔導室以及導師，平日對學生的輔導，已很重視，

對社區及家長是福音。在青春時期學生「異性交友」，家長會十分關心與

重視，也希望學校做有效的輔導，特別是學生放學期間，避免學生因為好

奇而有逾越得行為。對於「學生管教與輔導」，教育部雖三申五令學校不

能體罰，社區與家長也不希望學校體罰，它是不妥的，但對學生仍要有妥

當的管教辦法。但每個家長對孩子的管教不同，學校對學生的管教，也有

校規，有時對學生管教會有難以掌控之處，但社區與家長仍會配合與重視

學校對學生的管教與輔導辦法。 

 

C5：學生輔導最關心是學校的中輟生，也希望教師對學生的生活輔導能用

心，例如：電話關懷、家庭訪問，平日要多注意與加強關懷。至於學生課

業壓力問題，也隨時注意與關心。學生異性交往問題，由於目前國中是男

女合班上課，兩性相處與交往已經比過去正常化，故較少擔心；但有些個

案的異性交往仍然十分關心。 

 

C6：社區志工、家長會長多會參與學生課後輔導，對有課業壓力的學生，

會關心，但也希望家長能成長，改變過於重視升學主義的觀念。對中輟生

的輔導很關心，中輟生回到學校，對學校在教學及學生的輔導與管理上，

對教師會增加負擔，如果中輟生已有參加幫派，尤其對任教經驗不多的老

師，可能不易管理，而且中輟生回到學校，會吸收新成員加入，造成學校

新的學生問題，如在學校發生暴力事件，在中壢也發生過類似事件，所以

需要有配套措施，防止新問題產生。青少年由於早熟，會有兩性交往，其

實是不容易阻止，尤其現在社會開放，學生不似以前保守，因此社區家長

會希望學校採取更積極的方式輔導學生，使學生能具有正確的兩性觀念與

態度及相關知能，不要像以前健康教育有關性教育章節就跳過不教、迴避。 

 

小結： 

 

綜上所述，社區人士十分重視「學生輔導」的層面，包括關心學生在

課業上的壓力，兩性交往、學生輔導與管教，中輟生的輔導，並憂心中輟

生對社會不良的影響，因此也會特別注意學生自治能力的培養，例如學校



成立「學生法庭」的機制等，也注意到學生「生涯規劃」的重要，培養學

生多元智慧，避免淪落成為黑幫份子。強調「性教育」的重要與教學成效、

預防青少年之暴力問題。對於學生輔導與管教，雖不贊成體罰，但學校須

訂定校規，對學生有適當的約束力；學校對特殊「個案」學生，包括兩性

交往、升學輔導等，必須特別加以留意輔導等。 

 

六、活動以及經費支持上： 

 

依本研究結果，社區實際參與學校教育在「活動以及經費支持」層面

上集中在：希望擔任學校志工或出錢充實學校設備，也會希望擔任家長委

員，能參與學校核心工作與學校活動，例如參與學校共同舉辦藝文活動，

運動會、音樂會、畢業典禮、親職教育、座談會與成長班等，並了解及協

助學校將辦理活動更完善 

 

C1：社區家長會與學校共同舉辦藝文活動、會以經費贊助學校設備、會喜

歡參與家長委員會幹部、會請民意代表協助爭取補助款。 

 

C3：此層面社區家長會極力支持，沒有問題。 

 

C4：家長很重視與希望學校蓬勃發展，校長帶領團隊十分有活力，及用心

在教學與學校的發展。社區及家長會希望擔任學校志工或出錢充實學校設

備，也會希望擔任家長委員參與學校活動，能參與學校核心工作，並了解

及協助學校辦理活動更完善。家長委員會的功能很重要，可以成為學校與

家長間的橋樑，有時家長委員會透過民意代表與地方士紳，向上級爭取經

費。社區家長基本上是支持學校、支持校長辦學，使學校社區化，同時給

老師打氣，在經費上支持，都是十分樂意的。 

 

C5：學校所辦理各項活動，包括：運動會、音樂會、畢業典禮、親職教育、

座談會與成長班等，皆十分熱中參與；也願意積極擔任家長會委員；也常

常透過民意代表爭取學校補助款。在經費支持上，除量力而為外，如果學

校有其他需求，透過召開委員會議，校方提出來，家長認為合理，也是十

分樂意贊助的。 

 

C6：校長辦學用心、教師教學熱誠，同時受到肯定時，學校所辦理的相關

活動如 

運動會、藝文活動等，社區家長都會在經費上、參與上加以支持與配合。 

 

小結： 

 



    綜上所述，社區人士對「活動與經費支持」採取全力配合與支持，相

關活動如運動會、音樂會、畢業典禮、親職教育、座談會與成長班等，皆

十分熱中參與；也願意積極擔任家長會委員；也常常透過民意代表爭取學

校補助款。 

 

參、本小節的主題是訪談第三題，訪談國中社區人士及家長參與學校教育

最重視的層面依序是哪些。 

 

依本研究歸納如下：最重視與關心為與孩子學習或安全有關的，包括

（一）教學活動與（二）學生輔導（三）校園建設；至於校務發展，屬於

校長辦學、行政推動專業部分，抱持關心、重視而不介入與干預態度。人

事遴聘、活動及經費支持，則佔其次。茲將訪談內容敘述如下： 

 

C1：最重視與關心依序為：（一）教學活動、（二）校園建設及（三）學生

輔導。包括：學生生活教育、升高、中職的升學率表現等、校長是否認真

辦學、導師是否認真教學及家長全力支持校務推動並協助解決不適任教師

有行為適應困難的學生，教師若有教學不利或上課遲到、教法一成不變、

不夠認真，會長一但有接獲家長反應即會與該教師溝通請老師改進甚至將

老師帶到校長室，由會長扮演黑臉角色效果比校長直接出面更好。 

C3：最重視依序為：（一）教學活動與（二）學生輔導二層面。（三）校園

建設、校務發展及人事遴聘、活動及經費支持，則佔其次。 

C4：最重視關心依序為：（一）學生輔導及（二）教學活動，這直接影響

孩子，其他（三）校園建設、校務發展、人事遴聘、活動與經費支持這四

項家長則其次。但家長也會全力支援與配合校方，孩子是家長的，所以要

常關心學校，不能讓學校付全責。基本上，家長在教育專業有他的限制與

不足，因孩子在學校學習，獲得學校照顧，必然感動家長，所以一定十分

支持學校各項教育活動，因為可直接回饋到孩子身上。 

 

C5：最重視關心依序為：（一）教學活動，其次是（二）校務發展，在其

次是（三）學生輔導。教師教學活動，包括：學生學習效果外，也重視學

生品格陶冶。至於（四）活動與經費支持，則毫不猶豫的配合。（五）校

園建設部分，主導在政府對學校經費的補助，基本上，校方是主導規劃，

家長很願意支持與配合。（六）人事遴聘，家長在教育專業相關知能較少，

但參予、協助、配合，是很樂意的，也很重要。偏遠學校，對新進教師的

進用，希望能與教師簽約三年，教師才可調動，教師流動態大，對學生是

不利的。 

C6：最重視依序為：（一）人事遴聘，學校績效成敗如何，校長是重要人



物，比重佔 70﹪以上，主任、組長及老師也很重要，他們可協助校長把學

校辦理更好，最後孩子的成長與學習就會受到更好的照顧。（二）是學生

輔導，包括學生兩性交往、人格教育、生活適應及學生課後學業輔導。（三）

是教學活動，教師教學要有效果，使學生能吸收與聽懂。（四）是校務發

展，校務發展有遠景，有規劃，社區家長會配合予協助校務發展。（五）

是校園建設，過去的學校建設較為簡陋，但是學生不一定會成為不良少

年，而且也培養出企業家及各行各業成功人士，當財力充分時，加強校園

建設當然也樂觀其成。（六）才是活動、與經費支持，當學校校長辦學良

好、人事安排妥當、任用素質優良的教師先做好，當學校辦理活動及需要

經費支持時，社區家長也會加以配合之。 

 

小結： 

 

    綜上所述，社區人士對參與學校教育的層面，皆相當重視「教學活

動」、「校務發展、「校園建設」、「學生輔導」、「活動與經費支持」、「人事

遴聘」等層面，依序不同的原因，可能與各鄉鎮、學校情境不同及個人的

想法、價值觀相異所致。但也強調校長的辦學績效以及教師的專業能力獲

得肯定，社區人士對校務發展，校園建設等層面，皆會全力配合與支持。 

 

 

肆、本小節的主題是訪談第四題，訪談國中社區人士及家長參與學校教育.

會積極（或不願意）參與學校教育的原因。 

 

    根據訪談內容，國中社區人士及家長參與學校教育.會積極參與學校

教育的原因：（一）通常具備愛心，抱著回饋社會的心，（二）有時間參與，

或配合先生參與，（三）家長會長會帶動（四）家長教育程度高者，尤其

孩子參加特殊班者，孩子成績好的，例如：英語資優班、管樂班、美術班，

（五）學校設立學生社團，有專長的家長樂意進入學校協助。（六）學校

辦理家長成長研習，適合家長參加。茲將訪談內容敘述如下： 

 

根據訪談內容，國中社區人士及家長參與學校教育不積極的原因歸納

為：（一）時間不足，為經濟打拼（二）常態編班的家長普遍沒有特殊班

學生的家長熱烈參與。（三）國中教育太重視升學主義，不須家長參與太

多（四）可能對於學校的校務發展、辦理活動、老師教學等等相關訊息不

足（五）對學校有誤解。（六）有些單親家庭，為了工作生活，較少時間

參與學校教育。（七）有些家庭家境清寒，財力少，參與動機較弱（八）

有些家長個性內向、老實，較少主動參與學校活動。（九）家長委員會之

間開會次數少、彼此少聯誼。茲將訪談內容敘述如下： 

 

 



一、 社區家長積極參與的原因： 

 

C1：目前大約有一半社區家長積極，積極的家長，通常具備愛心，抱著回

饋社會的心，有時間參與，或配合先生參與，家長會長會帶動等；。 

 

C2：社區家長積極參與的原因：1. 2.較熱心關心教育者。3.家長教育程

度高者，尤其孩子參加特殊班者，例如：英語資優班、管樂班、美術班，

家長更是熱衷學校教育，幾乎佔 80﹪以上。 

 

C3：社區家長積極參與的原因：學校若設立學生社團，將使有專長的家長

樂意進入學校協助。 

 

C4：社區家長積極參與的原因：是學校會吸引家長參與以及學校會提供機

會讓家長參與。如學校辦理家長成長研習，只要適合家長，如插花、親子

溝通等等家長皆會樂意抽空參加，一方面可成長，也可參與學校教育。如

學校需要家長擔任志工如交通指揮、圖書館管理、校園美化有專長的家長

也樂意參加。 

 

C5：社區家長積極參與的原因：1.關心自己小孩，也關心別人的小孩及家

庭 2.家長關心教育，本身能力足夠、收入也較多，不必為生計奔波忙碌

3.社會大環境經濟條件好，將增進家長參與學校教育更熱烈，所以有錢、

有閒、有心、有能力，是很重要的。另外，委員的帶動，增加委員與家長

們的互動與認識，也是原因。 

 

C6：社區家長積極參與的原因：1.自己孩子在學校就學，當然會關心。 

 

二、 不積極的原因： 

 

C1：不積極的家長，可能時間不足為經濟打拼，但家長應加強充實成長與

進修，可提升積極度。家長委員會之間開會次數少、彼此少聯誼。 

 

C2：不積極的原因：常態編班後家長參與較為不熱烈。 

 

C3：不積極的原因：最主要是目前國中的升學路線及類似補習教育，已將

家長擋在門外，國中教育不須家長參與太多，家長也較少機會去協助學校

推動校務，這與國小情形許多活動皆要家長參與是大不相同。 

 

C4：至於不積極參加的原因：可能對於學校的校務發展、辦理活動、老師

教學等等相關訊息不足或對學校有誤解、或完全沒有訊息。所以希望學校

能主動提供機會並吸引家長參與學校各項活動。 



 

C5：不積極參與的原因：家長是否有時間、收入足夠、有能力以及有心，

可是原因，但透過家長會委員的積極推動與鼓吹，以及學校的主動邀請，

仍然是可改善。 

 

C6：社區家長不積極參與的原因：1.有些是單親家庭，為了工作生活，較

少時間參與學校教育。2.有些家庭家境清寒，財力少，參與動機較弱 3.

有些家長個性內向、老實，較少主動參與學校活動。 

 

小結： 

 

    綜上所述，社區參與積極原因，除了家長人格特質與重視教育外，其

他如子女就讀特殊班如資優班，美術班等與學生有關、或參加家長成長

班、或有能力、時間參與學校教育等也重要因素；不積極原因，除了經濟

因素、家庭因素、本身能力不足、時間限制、沒有收到訊息、家長會組織

功能未發揮、個性內向少參與等因素有關，值得學校深入瞭解與研究。 

 

 

伍、本小節的主題是訪談第五題，訪談國中社區人士及家長參與學校教

育，學校校長（或教師）的態度，或學校可主動採取哪些措施？ 

     

依據訪談內容，歸納學校可主動採取措施如下：（一）加強學校與家長會

委員之間互動，營造融洽氣氛（二）校長與會長也是核心與關鍵人物。校

長辦學有理念、有能力（三）學校平時有文宣資料傳達給家長（四）學校

可鼓勵導師對社區家長作家訪、電訪及運用聯絡簿與家長互動（五）學校

多舉辦活動，如親職教育日、成果發表，吸引家長參加（六）學校成立有

社團、有特色，吸引有專長的社區人士到校指導（七）.學校可定期辦理

家長成長課程，以吸引家長參加等。茲將訪談內容敘述如下： 

 

C1：學校可主動採取措施：（一）學校應多宣導，召開家長會的次數要增

加，（於學期初、中、末）增加家長間的聯誼；上一任的家長會長只有上

任時，纔召開委員會，次數太少，家長間彼此不認識。（二）平時有文宣

資料傳達給家長，（三）加強學校與家長會委員之間互動，營造融洽氣氛、、

等。（四）校長與會長也是核心與關鍵人物。校長辦學有理念、有能力，.

校長、會長、家長、教師各司其職，扮演好其角色是很重要的。（五）重

視與社區的互動，平日暢通溝通管道，積極與家長或委員發展夥伴關係。

另外，（五）加強家長會組織運作及能力：家長會長、委員等要懂得相關

法規、也要守法，家長要多進修。會長、總幹事要常打電話給委員與家長、



會以簡訊傳達訊息、過年以送賀卡方式給家長等，委員出席率會增加，甚

至高達 90﹪以上。.家長會長的人際關係要和諧，會化解學校內與學校外

的紛爭，尤其學校常面對記者、民意代表介入、廣大的家長，會長人際關

係好，可在學校外替學校解決許多問題與紛爭。（六）家長不斷的成長進

修：人際關係、教育行政、心理學、民法、刑法、行政管理，法律調解能

力與經驗等。另外，大環境的趨勢，自從民國 90年代以後，人本教育基

金會在思想上給家長鼓吹有關係，家長參與較積極。 

 

C2：學校積極鼓勵社區人士參與學校教育與導師的態度是否積極影響很

大。（一）學校可鼓勵導師、或教師基於專業，對社區家長作家訪、電訪

及運用聯絡簿與家長互動。（二）學校多舉辦活動，如親職教育日、特殊

班成果發表會，如美術班、英語資優班、美術班成果發表會等，邀請社區

家長參加。 

C3：學校可主動採取措施，包括：（一）學校成立有社團、有特色，吸引

有專長的社區人士到校指導，（二）校長有理念，主動鼓勵家長參與學校，

協助推動校務。（三）學校重視普遍而多元的路線，避免學校年代老化或

缺乏活力，也可能使家長積極參與，同時學校將可培養更多的類似朱木炎

等的人才。國中校長也會更注重家長參與學校教育，這是校長要特別注意

的方向。（四）國中與高中可採取共同聯盟的方式，學校為學生尋求更多

資源而打開大門，這也關乎校長辦學理念及辦學心態，這是關鍵所在。 

C4：學校是否會主動積極邀請社區家長，有時候決定在（一）校長的人格

特質，有的校長關起門辦學，有的會主動與社區互動，有的校長個性內向，

與家長互動頻率較少。家長希望（二）學校多辦理親師座談會，主動邀請

家長參加學校教育的活動。國中教師的部分，尤於是分科教學，不是如小

學的包班制，故一一邀請家長參與，可能技術上有困難，所以希望學校多

辦大型活動，讓家長有機會認識孩子的任課教師，並了解學生學習情形，

最好任課教師有設計回饋單，數學及語文等都有，讓家長填寫，並認識學

生在校情形，以增加親師彼此的互動與了解。（三）學校能主動與社區互

動，使家長參與機會增加，如校園建設、校務發展等，學校必須主動結合

社區人士及文化力量，彼此應為夥伴關係，成效會更好；若學校與社區分

隔，雙方沒有互動，學校的發展會有困難，互動並無誰先誰後的順序。 

 

C5：校長及主任大多較為主動邀請家長參加，但教師可能平日忙於教學，

比較之下，較少主動與家長互動；但不一定，有的老師與家長互動也很頻

繁，也讓家長感受到老師的熱誠。學校可採取的措施，包括：（一）學校

主動多多辦理親職教育活動、運動會、年終尾牙慰勞辛苦的教職員工，主

動邀請家長到校、（二）平日導師多打電話與家長互動、作家庭訪問。（三）



學校可推動社區文化活動，如：推動客家歌唱、邀請社區或家長有專長人

士對到校表演，如跆拳道、花鼓舞師教練、、等，到校指導學生等。 

C6：是否主動鼓勵社區家長參與，（一）繫於校長的領導風格，校長若重

視與社區的互動，自然會鼓勵之；或者（二）校長會透過教師，鼓勵家長

參與。至於導師部分，教師主要是教學，若校長辦學理念重視與社區家長

互動，則大部分老師會加強配合，鼓勵社區家長參與。另外，學校可以採

取措施，包括：（三）.學校可定期辦理家長成長課程，以吸引家長參加，

可以提昇社區家長參與機會。（四）學校可定期辦理親子教育活動，不但

鼓勵家長與孩子共同學習與成長，也可避免家長把教養孩子的責任都推給

學校。（五）要鼓勵家長加強成長學習，尤其是會長、委員等，校長與主

任多與之接觸，彼此可以學習領導統御。家長成員有的素質高，有的知識、

能力不足，甚至三教九流，能多吸收有關教育的正確理念、有助於對教育

的認識，不流於狹隘、不流於偏頗，將他人的孩子視同自己的孩子來愛護

才識全方位的思考。 

 

小結： 

   

綜上所述，社區人士認為學校可採取許多措施以參與學校教育，校長

的辦學理念會重視與社區的互動，與家長會組織的互動良好，並且擬定社

區參與學校教育的計畫，主動規劃許多親師、聯誼、運動會及成果發表等

活動，主動要請社區人士蒞校參與活動，平日透過文宣資料成立學生社

團、家長課程吸引社區人士參加。學校並設有專人辦理或透過行政人員、

導師等平日加強主動與社區人士聯絡皆是可行的方案。 

 

 

陸、本小節的主題是訪談問題的第六題，訪談國中社區人士與學校校長（或

教師）雙方的看法若有不同時學校的處理態度。 

 

 

依據訪談內容，本研究對國中社區人士與學校校長（或教師）雙方的

看法若有不同時學校的處理態度，分類歸納如下：（一）家長向學校反映、

抗議或訴諸媒體（二）尊重學校做法（三）共同討論與溝通（四）彼此不

相推託，有同理心的心態。茲將訪談內容敘述如下： 

 

C1：有時社區家長進入校園是想做生意，但其價格、品質有時學校不滿意，

造成雙方不愉快。若合作不成，可能利用各種方式對學校不利，運用媒體

對學校或校長作不實、或不利的報導。 

 

C2：家長參與是否都是正面影響：大多是正面，有少部分是負面，例如：

（一）學校對於孩子的服裝儀容管得較為嚴格，家長會反彈。（二）開會



時意見太多，很不合作的家長，學校及家長會便較少邀請參加。 

 

C3：（一）校方與家長雙方有不同意見出現時，共同討論與溝通，便容易

形成共識，解決雙方對問題歧異的看法，這是很重要的。另外，（二）學

校也可以多與「政治資源分配者」溝通、協調、討論取得共識，也是很重

要的處理態度。（假設：有一天，教師罷工時，家長與校長也可以成為學

生的看護者。） 

C4：社區家長與學校雙方看法有不一致的情形是正常的，但不能擱在一邊

不處理。但（一）透過溝通可達成共識，學校與社區家長對事情看法，有

時會有角度、因素不同，雙方執行運作等，也可能不同，雖不同看法但雙

方要退一步，能廣納不同意見，透過討論及溝通就能有最好意見。有對立

或不同看法造成嚴重時，可能是個案，舉例而言：1.教師的生日禮物，由

家長會費負擔引起家長不悅。2.會長上任要請教職員工吃飯，造成新任會

長不高興，3.學校辦理學生營養午餐外包及條件等家長不滿意，學校若多

一事不如少一事心態，變會造成彼此不諒解。學校與社區家長會有不同的

觀感時，原則（二）是彼此不相推託，彼此要有同理心的心態看待對方是

最好的。 

 

C5：大多一致的，其他聲音不多，原則上，是（一）尊重學校的專業能力，

（二）家長是以支持、配合及協助態度的。 

 

C6：會有一些不同，包括：（一）教師教學部分，有的教師教學方法對學

生沒有幫助，學生聽不懂，有些家長會反映或提出來建議改善；有的家長

不會提出或不建議。（二）有關活動辦理，包括親子活動的辦理方式，可

能會有不同意見。如果（三）校長與家長會長多多溝通，慢慢形成共識，

可以減少誤會產生。 

小結： 

     

綜上所述，社區家長與學校雙方有不同意見，大多是針對學生的服裝

儀容的嚴格尺寸、營養午餐或是處理學生的管教態度、或是家長基於個人

利益欲進入學校招攬工程或生意或家長會費的處理與支用項目等而有意

見不同，但是社區家長皆認為校方的立場與社區家長的立場可能雙方需

求、處理事情的角度不同而會有意見相佐的時候，但雙方經過理性的溝通

及互動、說明及宣導皆能化歧見而形成共識。但是若學校校長、行政人員

的溝通技巧不佳或人格特質缺乏人際互動的親和力，可能較不易與社區家

長達成共識，甚至產生對立之不良後遺症，應小心處理。 

 



柒、本小節的主題是訪談問題的第七題，訪談國中社區人士關於有效能的

學校，應該具備哪些特徵？ 

 

依據訪談結果，國中社區人士關於有效能的學校，應該具備的特徵，

歸納為：（一）學生表現有禮貌、守規矩、升學率高（二）校園建設優美、

（三）學校氣氛和諧、（四）教師教學品質（五）校長有好的辦學理念（六）

學校的教育民主開放的程度高（七）學校具有優良的士氣、名聲、風評與

特色（八）獲得社區支持等層面。茲將訪談內容敘述如下：  

 

C1：（一）學生在生活表現上有禮貌、守規矩、好的讀書風氣。（二）學校

環境優美（三）學校氣氛好，師生臉上有笑容（四）校長有好的辦學理念、

（五）家長熱心帶動（六）、導師認真教學，一切為學生著想（七）最後

才看升學率。 

C2：一個學校效能有何特徵：（一）學校有好的讀書風氣、學校管理嚴格

（二）學生生命教育成果良好（三）學校升學率良好（此為第一順位重要）

（四）學校重視校園建設以及門面（五）教師的素質高（六）學校有特殊

班的設立。 

C3：除了校園建設、學校氣氛、教師教學品質、學生表現、及社區支持等

層面外，還包括（一）學生學習成就（指菁英教育）、（二）學校具有特色、

（三）學校具有優良的士氣、名聲、風評及（四）學校的教育民主開放的

程度高等四項。 

C4：學校效能層面中，校園建設、學校氣氛、教師教學品質、學生表現、

及社區支持等層面外，都相當認同。其中（一）學校氣氛最重要，也是學

校文化，它會影響學校文化，接著會影響老師教學品質與心情、學生學習

效果必然良好，在上述五項中我認為是重點，學校氣氛好，可達到潛移默

化的效果，它會有擴散作用，也給學校帶來動力及活力，也因此帶動（二）

校園建設、（三）教師教學品質提昇、（四）學生表現進步（五）得到社區

支持等，家長會很感激與肯定學校及配合學校運作，對學校與校長也是很

大的鼓勵和肯定。 

 

C5：（一）學校氣氛好、（二）教師素質高、（三）學校行政效率高、（四）

學生有禮貌、生活教育成功。師生之間談笑愉快，教職、員工之間表情愉

快，校園中常見互相討論熱烈畫面，下課時看到學生喜歡到辦公室找老

師，尤其輔導室常看到許多學生進入，師生間如同兄弟姊妹般熱絡，所以

學校效能必定很好。家長常關心孩子的教育，也關心別人的小孩，支持學

校，並達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最好的。 



C6：當社區家長到校或參與評鑑學校績效時，一入校門，首先（一）會注

意校園環境是否整齊、乾淨、衛生與注重管理。（二）教師與學生對來賓

的態度是否有禮貌？（三）學校校長經營成效，是否宣導與實際是一致的，

可以作對照，尤其（四）學校氣氛，包括師生之間、老師之間、校長與老

師之間等，相處是否融洽等。（五）.注重學生的品格教育、倫理教育、做

人處世的道理，不是只重視學生的成績或將來找工作而已！（六）教師的

素質，不希望有好壞老師之分，尤其對弱勢學生如學習遲緩、家境清寒、

父母無力管教等，更希望有優秀老師來教導。教師不能以領薪水心態來教

學更不能歧視學生，對學生要能因材施教，並且用心把學生教好是最重要

的。 

最後，希望政府對不適任教師有淘汰機制，學生會有不適應行為，但

不可以放棄，都要一一教導之，因為學生有犯錯的權利；教師則不同，有

不適任教師，則需淘汰之，因為教師負有教導責任。教師用心在學校，學

生會更好；目前教師會不將心放在學校是不對的。教育部長不能是空降部

隊，應有教師、校長等的經歷才能勝任！ 

小結： 

綜上所述，社區人士認為有效能的學校，在學生部分，生活常規良好、

有禮貌、學習成就良好；教師部分，良好教學品質、重視專業成長，對學

生展現教育的熱忱及愛心；在校長部分，其辦學理念能以身作則，行政績

效良好；在學校組織氣氛部分，組織氣氛和諧、師生互動融洽、校園組織

文化祥和；在學校環境部分，校園環境優美達到潛移默化的功能，軟體設

施充足、教學空間設計良好；在社區支持部分，有關教改措施、教學活動、

經費支持等方面皆能配合學校運作並成為學校的夥伴；另外，學校有良好

風評、有特色展現，也是社區人士所重視的層面。 

 

捌、您認為社區人士（含家長）參與學校教育和學校效能的提昇，是否有

關係？ 

     

依據訪談內容，社區人士（含家長）參與學校教育和學校效能的提昇，

是否有關係歸納如下：（一）有關係，可給學校帶來財力、物力等資源（二）

學生放學並做交通指揮，維護學生安全（三）家長熱心，造成學校升學率

提高很多（四）社區家長參與學校教育對學校效能會有加分效果，但學校

效能不能全靠社區家長，社區家長力量仍是有限，雖有主動的家長，但是

許多家長仍然是被動的（五）家長參與學校教育，對校長以及教師給予肯

定與鼓勵與支持，一方面作為學校後盾，給教師掌聲，校長及教師將更為

努力為教育進步而邁進。（六）小經費支出及學校有關教育事務、所辦理

各項活動等，都是需要社區家長支持與配合的。茲將訪談內容敘述如下： 



 

C1：當然有關係，可給學校帶來財力、物力等資源，有積極正面意義。 

C2：影響非常大。。學生夜讀時，家長主動會學生張羅晚餐，學生放學並

做交通指揮，同時造成學校升學率提高很多。另對於校長遴選亦會介入，

若有不適合的校長人選，即會主動聯屬家長抗議，且聲勢浩大以期達到左

右校長人選的目的。 

C3：是肯定的。在二十一世紀，學校要有效能，學校勢必要成為「知識經

濟」的工廠，學校是「知識經濟」的生產單位。學校不能如過去默守成規，

要尋求改變、創新。學校要能描繪出「知識經濟」的圖像，其中校長是領

導人，「學校即是知識經濟的工廠，教師是工頭，校長是廠長」。若學校效

能僅以升學主義為指標是很狹隘的，一定要改變與創新，學校效能才能提

升。學校效能較差的學校，應負予新的求新、求變的目標。有效能的策略

很多，可考慮國中、高中、大學結成垂直性的聯盟，發展自己的路線。就

如同龜兔賽跑，各選擇有利的路線。例如宜蘭學校，建設雖然落後但均有

自己的特色及發展。 

 

C4：它是攸關性，但並非是最直接有關，學校發揮效能，校長領導統御最

重要，校長將學校辦好，並且能主動與社區家長互動，自然能獲得社區家

長與士紳的重視與支持及回饋的，學校效能也因此提昇，因此校長仍然是

靈魂人物，也是最重要的關鍵，擺最重要。所以，社區家長參與學校教育

對學校效能會有加分效果，但學校效能不能全靠社區家長，社區家長力量

仍是有限，雖有主動的家長，但是許多家長仍然是被動的。 

 

C5：很有關係，家長參與學校教育，對校長以及教師給予肯定與鼓勵與支

持，一方面作為學校後盾，給教師掌聲，如此，學校校長及教師將更為努

力為教育進步而邁進。 

 

C6：當然有關係，其道理如同「警力有限，民力無窮」一樣，學校也是要

善用社區家長資源，包括社區家長與志工協助學生輔導、協助交通指揮、、

等。除了學校硬體建設的大筆經費，是由政府編列預算外，其他學校有關

較小經費支出及學校有關教育事務、所辦理各項活動等，都是需要社區家

長支持與配合的。 

 

小結： 

 

    綜上所述，社區人士參與學校教育與學校效能有極大相關，社區人士

對學校的協助在人力、物力、財力方面皆有莫大的助益，校長是靈魂人物，



辦學績效良好、教師教學認真、校園建設良好等，則社區家長對學校的向

心力、凝聚力已肯定支持必能提昇學校效能；但是，當學校效能不佳、校

長辦學無法獲得社區家長支持時，可能會造成社區家長透過校長遴選制度

介入而左右校長人選。換言之，社區參與學校教育可提昇學校效能，但學

校效能的提昇，不能僅依賴社區人士的參與，因為許多社區人士仍是被動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