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級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建構之研究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旨在運用學校自我評鑑概念，建構「高級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進

而產出「高級中學校務評鑑檢核表」，而所運用的研究方法以概念構圖法為主。 

為達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在分析與歸納相關文獻之後，依據研究設計及實施過

程，將本章分為「研究架構」、「研究對象」、「研究工具」、「實施程序及資料處理」

及等四個部分。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為建構「高級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在文獻探討方面，首先釐清學

校評鑑的內涵與實施原則，學校評鑑的方式與過程，說明我國學校評鑑之依據及

學校評鑑重要性，進而探討學校自我評鑑之涵義、學校自我評鑑之實施方式，高

級中學校評鑑指標的內容、評鑑指標選擇的考量及評鑑指標建構方式等。 

探究相關學理，建構學校評鑑理論架構；探討學校評鑑實施研究，確立高級中

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建構應掌握的重要方式；次就學校自我評鑑指標的概念、特

性及建構方法分析，作為本研究學校自我評鑑指標建構方法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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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架構圖如下說明： 

文獻分析法 

探討學校自我評鑑的意涵、方法及模式 

  

 

 

 

 

發展專案小組團體(10 至 20 人) 

學校校務政策相關係人員含 1.校長 2.處室主任 3.組長 

 

 

 

 

概念構圖法發展架構 

1.準備   2.產生意見 3.意見結構化 

4.意見呈現 5.圖形解釋 6.圖形利用 

 

 

 

 

 

高級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建構及評鑑規準研訂 
 

 

 

 

學校自我評鑑模式 
 

圖 5 研究的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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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旨在，建構「高級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進而產出「高級中學校務

評鑑檢核表」，而所運用的研究方法以概念構圖法為主。因此參與研究的對象為桃

園一所高級中學校務決策利害關係人，如校長、主任、組長，共同參與之。 

研究參與對象為校長、學務主任、諮商中心主任、教務主任、總務主任、人事

主任、會計主任、教學組長、註冊組長、設備組長、訓育組長、生活輔導組長、

體育組長、衛生組長、輔導組長共 15 人。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取 Trochim 所提出之概念構圖方法，即結合概念圖或其他足以表徵

與解釋各式各樣觀點的圖形方式，以及多元度量法與集群分析等兩種多變量統計

分析技術，共同應用在分析這種圖形資料所提供的訊息和結果上，以具體的操作

型定義步驟方式和衍生出來的概念表徵過程，來達成結構化的概念形成目的(余民

寧，1997；吳政達、郭昭佑，1997； Trochim & Linton, 1986)，事實上，概念構圖

法頗為符應第四代評鑑與學校本位的多元參與及溝通對話之精神，亦即在指標建

構時，期望與評鑑客體或評鑑結果有關的利害關係人共同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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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實施程序及資料處理 

壹、指標建構部分 

為建構學校自我評鑑的指標，本研究採取概念構圖的方式，由研究小組以腦

力激蕩的方式產生指標，進而由統計方式進行分類。 

概念構圖法詳細實施步驟說明如下(引自吳政達、郭昭佑，1997；Trochim & 

Linton, 1986)： 

步驟一：準備 

進行概念構圖程序之前，必須先行注意以下兩件事情： 

(一)主事者必須決定何人參與此程序，以利概念具體化。有關選擇參與者部

份，應注意廣泛的邀請各種不同領域的相關人員，以廣徵意見，其總人

數通常以 10 至 20 人為原則。  

(二)發展概念形成的焦點，此可區分為腦力激盪的焦點與評定的焦點： 

1、腦力激盪的焦點：將所有參與者集中起來，針對某個主題概念，

以腦力激盪方式，採行大量的觀點陳述。 

2、評定的焦點：要求所有參與者針對剛才以腦力激盪方式陳述出來

的意見，進行評定等級，常以五點或七點量表的方式評定。 

步驟二：產生意見 

利用腦力激盪法可促使人們產生大量與概念有關的意見，此階段不加以批判，

也不討論所提出之意見。但參與者可要求對於任何不熟悉的用語或者專業術語要

求提出說明，並且將所有人的意見記錄於卡片上或者是直接輸入電腦，讓所有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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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者得以視之。經驗上通常以不超過 100 個意見為準，此數量的決定可視個人能力

與電腦容量而彈性決定。 

步驟三：意見結構化 

將全部意見寫於索引卡片上，給每人一份完整的卡片，接著要求每人進行分類。

其分類原則有三點： 

一、每一個意見只能歸於某一類別 

二、不能將所有意見通通歸於一類 

三、不能將所有的意見各自獨立歸成一類 

然後將每一個人的分類結果形成一個二元對稱相似性矩陣(binary symmetric 

similarity matrix)。矩陣中的元素為 0 或 1，當行與列的意見不同類時填入 0，若行

與列的意見歸為同類時填入 1。其對角線均為 1，因為本身與本身的意見必屬同類。

在將所有人的分類結果合併成一個矩陣，其方式為將所有矩陣相對應的元素相

加，數值越大代表越多人認為該行與列所呈現的意見同屬一類；反之，數值越小，

則代表較少人認為該行與列所呈現的意見同屬一類。接著針對所有的意見採用李

克特量表(如五點或七點量表)評定其等級，另以算數平均數整合眾人所評定的等級

為一數值。 

步驟四：意見呈現 

利用多元度量法(multidimensional scaling，簡稱 MDS)(Davison, 1983)將意見予以

繪圖方式呈現，通常以非計量多元度量法加以計算，採取兩個向度將所有意見標

示於平面上(一個意見給予一個座標點)。接著根據多元度量法所求得每個意見點在

兩個向度構圖上的座標，利用集群分析法(cluster analysis) (Anderberg, 1973)將意見加

以分類，建議採用階層集群分析華德法計算分群，分群數以 3 至 20 群居多。最後

再將評定等級值繪製於各點及各群的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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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五：圖形解釋 

此階段主要的工作係針對以下各個項目進行解釋： 

一、意見清單：即由所有參與者所提出的原始觀點的彙整清單。 

二、集群清單：經由集群分析後，歸併為同一群內的所有觀點清單。 

三、各意見點繪圖：經由多元度量法分析後所得各意見點之構圖，研究者可

加以編號以利於解釋。 

四、各意見分群繪圖：經由集群分析所呈現之分群構圖。 

五、各意見點評定等級繪圖：即已經計算出平均評定值的分群評定構圖。 

前述後四種概念圖明顯的採用不同的方法，描述或呈現此概念結構的多種面向。

其中以分群繪圖最直接，各分群名稱的命名可透過集體協商的方式進行。 

步驟六：圖形利用 

概念圖可提昇計畫或評鑑的成效，為其使用上之限制需仰賴團體的創造力與動

機。由於概念圖可瞭解各分群的子概念，有利於針對各分群之特性給予適當的資

源或採取恰當的策略。其優點與用途如下： 

一、鼓勵參與者團體專注於工作，並且快速地產生一個概念架構，以供作計畫

或評鑑之用途。 

二、此作法以參與者的語言來表達整個概念架構，而不是以研究者個人或學術

理論的語言來表達。 

三、可產生一種圖形表徵，以供讀者一目了然該圖中的主要觀點及其相互間的

關係。 

四、此圖形易為所有參與者接受和理解，也可以利於對大眾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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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使用此法之專案研究可凝聚團體成員的向心力與士氣。 

上述為評鑑指標建構的方式，而資料處理的程序方式以下做說明。 

一、學校自我評鑑小組進行討論以腦力激盪法討論出評鑑指標項目。 

二、針對所有指標進行重要性評估，採 5 等第方式評選，利用 MS office Excel

軟體進行統計分析，計算其平均及排定其重要順序。 

三、依據指標重要性評估表的次序，專案小組開會討論選擇所需要的指標項目。 

四、將所選定的指標項目請專案小組成員進行群集分類，分類結果形成一個二元

對稱相似性矩陣，此過程以 MS Office Excel 進行統整計算。 

五、利用多元度量法(MDS)將意見予以繪圖方式呈現，通常以非計量多元度量法加

以計算，採取兩個向度將所有意見標示於平面上，一個意見給予一個座標點。

此過程利用 SPSS 12 for Window 統計軟體進行。 

六、接著根據多元度量法所求得每個意見點在兩個向度構圖上的座標，利用集群

分析法將意見加以分類，採用階層集群分析華德法計算分群，分群數以 3 至

20 群居多，此過程利用 SPSS 12 for Window 統計軟體進行。 

七、專案小組將所分類的指標群組進行命名的討論，訂定各指標領域名稱。 

八、專案小組進行指標規準研訂。 

九、專案小組產出學校自我評鑑檢核表。 

十、專案小組進行學校自我評鑑處理。 

十一、 學校自我評鑑成績統計計算，此利用 MS office Excel 進行統整計算。 

十二、 學校自我評鑑報告書產出，供學校針對問題提出改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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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評鑑指標規準建立 

學校自我評鑑規準的建立亦是一件重要的工作，規準的建立完成可以讓評鑑員

依其說明敘述進行各項指標的評鑑，否則評鑑往往成為一種主觀的看法，本研究

採取討論方式，與各相關指標負責業務單位主管人員進行對會議討論，並請繕寫

各指標評鑑規準之行為描述，做為評鑑判斷的依據。 

在評鑑指標規準建立會議中讓所有參與者了解「評鑑」係一種價值判斷的專

業活動，或是一種社會評價的過程。因此評鑑指標規準建立必需符合下列特質： 

一、民主共同參與 

由於評鑑規準是課程評鑑最關鍵的部分，影響受評對象最大。因此，評鑑

規準的建立或選擇，必須經由利害相關者共同討論後決定。一則可以讓受

評者了解的努力方向與目標，凝聚受評者的共識；另一則亦可藉由參與而

消除受評者的疑慮惑抗拒。 

二、符合學校情境 

課程評鑑的範圍很廣，因而所需的評鑑規準自然項目繁多，而且不同研究

所研發的評鑑規準項目亦有簡繁之別。但是，沒有一套標準可以做到完全

適用各種不同的使用者。 

三、提昇學習品質 

學校評鑑有許多不同目的和功能，但最終要能有助於改進學校的課程與教

學，提昇學習的品質。因此，學校評鑑規準的項目和內容必須能有助於學

校品質的改善。 

四、多元與彈性 

評鑑規準的建立可區為三個層面。首先，擴散面向（divergent phase），儘

可能從各種不同的來源蒐集資料，包括：確認利害相關者的問題與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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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各種不同評鑑途徑或模式，應用教育或評鑑文獻所提出的顯著議題，

利用研究文獻所提出的知識，利用專業團體所發展的工具或標準，諮詢學

者專家，利用評鑑專家的專業判斷等，加以綜合歸納出規準清單。其次，

聚斂層面，經由慎思和對話的過程，從規準清單中選出最重要的、最迫切

的、具有可行性的項目。最後，在評鑑的過程中還要保持適度的彈性，允

許增加新的標準。學校自我評鑑規準建立的模式由下圖說明： 

 
學校自我評鑑指標 

建立  

 

召開評鑑指標規準建

立研討會 

建立自我評鑑指標 
規準 

 

 

 

 

 

召開會議討論修正自

我評鑑規準 

完成自我評鑑指標 
規準書 

 

 

 

 

圖 6 學校自我評鑑規準建立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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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學校自我評鑑 

依據學校自我評鑑施行的方法模式，從準備、規劃、執行、報告的過程，其目的

在於提供自我檢視改進與外部績效評鑑後續參考，因此如何落實自我評鑑施行的

方法模式，是本研究的重要目標。 

準備階段 

1. 分析學校的背景與脈絡 

2. 評估自我評鑑的需求 

3. 擴大教育人員參與校務自我評鑑 

4. 加強宣導評鑑的意義與功能，進行溝通與協調 

5. 辦理自我評鑑研習或工作坊，以提升教育人員自我評鑑的

專業知能，使學校成員瞭解評鑑內涵，並建立共識 

規劃階段 

1. 成立自我評鑑規劃小組，決定評鑑委員 

2. 研擬評鑑實施要點或計劃 

3. 設計自我評鑑規準與指標項目並召開自我評鑑說明會 

執行階段 

1. 進行正式之自我評鑑 

2. 進行系統化資料分析與有價值的詮釋 

報告階段 

1.撰寫自我評鑑報告 

2.報告公布，提供自我檢視改進與外部績效評鑑後續參考 

回
饋
改
善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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