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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論 

  本章主要探討經由兩次德懷術問卷施測後所建構之國民中小學校長

科技領導指標及以層級分析法所建構之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領導指標權

重體系之研究成果。本章共分三節，第一節為德懷術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第二節為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領導指標相對權重調查結果之分析，第三節

為綜合討論。 

 

第一節 德懷術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本研究是透過德懷術專家問卷調查，以建構出可適用於國內教育現況

的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領導之指標。本研究共邀請 13 位對科技領導理念

與實務精熟的學者專家與學校科技領導之實務工作者，組成德懷術專家 

小組，並經由二次德懷術問卷調查，以取得所有專家學者之共識。第一次

問卷自 97 年 1 月 8 日寄發，至 97 年 3 月 27 日第二次問卷回收完畢，總

計花了 2 個月又 19 天。各次的問卷均全部回收，並無樣本流失。 

  本研究各次問卷的主要結構分為題項的適切程度評定、意見說明和綜

合評論等三部份。題項的「適切性」以 Likert 五點量表評判其適切程度。

以「1」代表非常不適切，以「5」代表非常適切，中間分數則按適切程度，

分別以「2、3、4」加以評定，數字愈大代表適切性愈高。意見說明及綜

合評論採開放性填答方式，並請小組委員提供修正、刪除不適合指標或增

加新指標之意見。 

各次問卷的統計分析，各指標將以 M(平均數)、SD(標準差)、Q(四分

位差)、︳Mo－M︳(眾數（Mo）與平均數（M）之差的絕對值)等四個統

計值作為指標採用標準，並以一、平均數須在 4.0 以上（M≧4）；二、

標準差小於 1（SD≦1）；三、四分差維持在 0.5 之水平之下（Q≦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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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眾數（Mo）、平均數（M）之差的絕對值︳Mo－M︳≦1 者，為指

標採用的原則，若其中有一點不符合者則列入刪除對象；其次，再參酌德

懷術小組委員所給予之意見及建議，並經與指導教授討論後，再決定是否

刪除該指標。 

 

壹、第一次問卷調查結果與修正 

本節旨在呈現第一次問卷調查之統計分析及專家意見彙整結果，並根

據小組委員所提供之意見作適度的修正，以作為第二次問卷的內容。 

一、統計結果與意見分析 

    第一次調查問卷係根據文獻探討歸納編製而成，包含「科技領導之實

施與願景發展」、「整合科技於課程與教學」、「學校成員發展與訓練」、「科

技設施支援與管理」、「評鑑與研究」、「社會、法律與倫理議題」、「人際關

係與溝通技巧」等 7 個層面，共計 45 個指標。各層面及各層面內指標之

適切性評定結果與意見分析臚列如下： 

(一)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領導指標層面 

  此一部分共有 7 個層面，茲將各層面之適切性評定的結果與專家意見

之彙整呈現如下： 

1.適切性評定的結果 

  根據表 4-1所呈現之統計結果可知，每一指標層面其平均數皆大於 4.0

以上（M≧4）；標準差皆小於 1（SD≦1）；四分差皆維持在 0.5 之水

平之下（Q≦0.5）；眾數（Mo）、平均數（M）之差的絕對值亦皆小於 1 

(︳Mo－M︳≦1)，顯示德懷術小組委員對此七個層面的意見大致是一致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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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第一次問卷「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領導指標層面」之統計結果 

指標層面 Mo
眾

數 

M 
平

均

數 

SD 
標

準

差 

Q 
四

分

差 

︳Mo－M︳

眾數

（Mo）、 平
均數（M）

之差的絕對

值 
層面一：科技領導之實施與願景發展 5 4.69 0.48 0.5 0.31 
層面二：整合科技於課程與教學  5 4.62 0.87 0.25 0.38 
層面三：學校成員發展與訓練 5 4.77 0.44 0.25 0.23 
層面四：科技設施支援與管理 5 4.46 0.88 0.5 0.54 
層面五：評鑑與研究 5 4.62 0.65 0.5 0.38 
層面六：社會、法律與倫理議題 5 4.46 0.66 0.5 0.54 
層面七：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4 4.31 0.48 0.5 0.31 

 

2.專家意見之彙整 

  在「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領導指標層面」的部分，德懷術小組委員的

意見經歸納整理後，有以下 7 點意見： 

(1)針對層面一「科技領導之實施與願景發展」的修正意見包括： 

請先定義科技領導及校長的角色。 

建議將層面一修正為「科技領導之願景發展與運用」。 

(2)在層面二「整合科技於課程與教學」的修正意見為：通常校長要著重

的是將學校整體計畫與科技整合。 

(3)針對層面三「學校成員發展與訓練」的修正意見包括： 

建議修正為「成員科技知能訓練與發展」。 

建議改成「學校成員資訊科技相關素養發展與訓練」。 

加一個「之」字，改成「學校成員之發展與訓練」。 

建議改成「學校成員專業發展與訓練」。 

(4)在層面四「科技設施支援與管理」的修正意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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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改成「資訊科技規劃與管理」，但是通常校長並不期待有這樣的

知識可以做這件事情，都是資訊組長或系統師來規劃。 

建議改為「科技設施之籌設與管理」。 

(5)針對層面五「評鑑與研究」的修正意見包括： 

建議改成「科技領導之評鑑研究」。 

建議改成「資訊科技評鑑與研究」，但是通常校長並不具有這樣的知

識，通常都是委由資訊組長或系統師來規劃。 

應用科技的相關評鑑與研究，建議可明確指出在哪方面的評鑑與研究? 

例如: 應用科技的相關研究與課程或教學評鑑。 

(6)在層面六「社會、法律與倫理議題」的修正意見包括： 

建議改成「科技運用之法律與倫理」。 

請問這個與科技領導有何相關？ 

社會議題要稍作定義。 

(7)針對層面七「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的修正意見包括： 

建議改為「科技領導與人際關係」。 

請問這個與科技領導有何相關？建議改成「利用資訊科技增進人際關

係與溝通技巧」。 

建議改為「善用科技在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3.綜合評論意見之彙整 

  在「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領導指標層面」的部分，德懷術小組委員的

綜合評論意見經歸納整理後，有以下 3 點意見： 

(1)各層面宜扣入科技的字眼，以使指標體系具有一致性。 

(2)各層面皆適切。 

(3)缺少科技整合之運用於行政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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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層面一：科技領導之實施與願景發展 

  此一部分共有 8 個指標，茲將各指標之適切性評定的結果與專家意見

之彙整呈現如下： 

1.適切性評定的結果 

  根據表 4-2 所呈現之統計結果可知，每一指標其平均數皆大於 4.0 以

上（M≧4）；標準差皆小於 1（SD≦1）；四分差除指標 1-1 為 0.75 外，

其餘皆維持在 0.5 之水平之下（Q≦0.5）；眾數（Mo）、 平均數（M）

之差的絕對值亦皆小於 1 (︳Mo－M︳≦1)，顯示除指標 1-1 外，德懷術

小組委員對其餘 7 個指標的意見大致是一致的。 

 

表 4-2 第一次問卷「科技領導之實施與願景發展」指標之統計結果 

科技領導之實施與願景發展指標 Mo
眾

數 

M 
平

均

數 

SD 
標

準

差 

Q 
四

分

差 

︳Mo－M︳

眾數

（Mo）、 平
均數（M）

之差的絕對

值 
1-1 校長能親自引領和示範，使教師認同

資訊科技是有用、有價值的教學輔助工具。

5 4.15 0.99 0.75 0.85 

1-2 校長能利用數據在領導上作決定，能

利用網路或資訊科技工具蒐集相關資料，

作為決策之參考。 

4 4.31 0.63 0.5 0.31 

1-3 校長能利用科技以有效地管理行政運

作。 
5 4.62 0.65 0.5 0.38 

1-4 校長能組成一個包含學校不同成員的

科技計畫團隊，並制定學校科技發展計畫。

5 4.54 0.88 0.5 0.46 

1-5 校長能提倡學校的科技資源並引導學

校成員使用。 
5 4.77 0.44 0.25 0.23 

1-6 校長能了解資訊科技的發展、未來趨

勢及教育上的應用。 
5 4.77 0.44 0.25 0.23 

1-7校長能夠分析學校背景，並凝聚親師生 5 4.85 0.38 0.00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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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識，一起形塑學校科技願景。 
1-8 校長能向教師及家長清楚地說明與溝

通學校科技教育發展的願景。 
5 5.00 0.00 0.00 0.00 

註：加灰色字元網底之數字代表不符指標採用原則。 

2.專家意見之彙整 

  在「科技領導之實施與願景發展」指標的部分，德懷術小組委員的意

見經歸納整理後，有以下 8 點意見： 

(1)針對指標 1-1「校長能親自引領和示範，使教師認同資訊科技是有用、

有價值的教學輔助工具」此項指標的修正意見包括： 

指標說明文字宜簡潔，勿同時出現多個概念，如本指標有「校長示

範」、「教師認同」概念，前者是因，後者是果，若填答者只感受到實

施前者，卻未見後者，則此指標的權重或重要性如何判斷，會造成填

答者困擾，實際運用上亦可能有窒礙之處。 

「校長能親自引領和示範，使教師認同資訊科技是有用、有價值的教

學輔助工具」，建議刪除「，使教師認同」。 

個人認為校長能引領「或」示範，因為校長有觀念不一定有技能，有

觀念就能引領，有技能才能示範，如果校長能引領，應就具備此項指

標。 

沒有幾個校長可以「親自」…，大部分的校長不會親自也不必親自，

因為學校有資訊組長。建議修正為：「校長能鼓勵或激發教師」。 

(2)在指標1-2「校長能利用數據在領導上作決定，能利用網路或資訊科技

工具蒐集相關資料，作為決策之參考」此項指標的修正意見包括： 

本指標出現兩個概念，宜加以修正。 

校長能利用統計數據在領導上作決定，能利用、網路或資訊科技工具

蒐集相關資料，作為決策之參考。建議刪除「在領導上作決定，能利

用」。 

表 4-2（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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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化及資料蒐集未必完全可作為決策依據，尚須進行質性分析及詮釋

研究。 

校長能利用數據在領導上作決定是和後面的陳述直接關連性似乎不

高，蒐集相關資料不一定是數據，且數據兩字太抽象，是包含經費數

據、還是某項使用資訊的統計數字，是不是要說明何種數據。 

前後兩句意思一樣，建議合併為「校長能利用網路或資訊科技工具蒐

集的數據，作為決策之參考」。 

(3)在指標1-3「校長能利用科技以有效地管理行政運作」此項指標的修正

意見包括： 

這裡的科技請再定義，是指系統？平台？或其它？ 

刪除「以」，改為「校長能利用科技有效地管理行政運作」。 

(4)在指標1-4「校長能組成一個包含學校不同成員的科技計畫團隊，並制

定學校科技發展計畫」此項指標的修正意見包括： 

建議改為「校長能組成一個包含學校不同成員的科技團隊，並制定學

校科技發展計畫」。 

不必強調科技「計畫」團隊，只計畫不執行也不行啊！所以用科技團

隊即可。 

(5)在指標1-5「校長能提倡學校的科技資源並引導學校成員使用」此項指

標的修正意見包括： 

提倡改為充實，改為「校長能充實學校的科技資源並引導學校成員使

用」。 

提倡學校的科技資源，這句話似乎不是很通順，科技資源包含軟硬

體，提倡科技的軟硬體，有點怪，建議修正。 

(6)在指標1-6「校長能了解資訊科技的發展、未來趨勢及教育上的應用」

此項指標的修正意見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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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發展趨勢固然是件重要的事，但更重要的是堅持教育的核心價

值，並依此善用資訊科技。 

刪除「資訊」二字，本指標改為「校長能了解科技的發展及其未來趨

勢與在教育上的應用」。 

統一名詞：使用「科技」或「資訊科技」，應予以統一。 

(7)在指標1-7「校長能夠分析學校背景，並凝聚親師生共識，一起形塑學

校科技願景」此項指標的修正意見包括：1-7學校科技願景、1-8學校科

技教育發展的願景，指的是一樣的概念嗎？如果是，建議修正成一致的

名詞；如果不是，真的易造成混淆。 

(8)在指標1-8「校長能向教師及家長清楚地說明與溝通學校科技教育發展

的願景」此項指標的修正意見為：「校長能向教師及家長清楚地說明學

校科技教育發展的願景」。 

 

3.綜合評論意見之彙整 

  在層面一「科技領導之實施與願景發展」指標的部分，德懷術小組委

員的綜合評論意見經歸納整理後，有以下 2 點意見： 

(1)可調整先後順序，建議：先1-6、1-1、1-8、1-7、1-4(願景部分)，後1-5、

1-2、1-3(運用部分)。 

(2) 1-7學校科技願景、1-8學校科技教育發展的願景，指的是一樣的概念

嗎？如果是修正成一致的名詞；如果不是，真的易造成混淆。且二項有

點重複。因為一起形塑不就是在一起說明與溝通嗎？好像換句話說而

已。 

 

(三)層面二：整合科技於課程與教學 

    此一部分共有 7 個指標，茲將各指標之適切性評定的結果與專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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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之彙整呈現如下： 

1.適切性評定的結果 

  根據表 4-3 所呈現之統計結果可知，指標 2-3、2-4、2-6 其平均數小

於 4.0；指標 2-4、2-5、2-6 其標準差大於 1；指標 2-2、2-3、2-4、2-6 四

分差大於 0.5 ；眾數（Mo）、 平均數（M）之差的絕對值則皆小於 1(︳

Mo－M︳≦1)，顯示德懷術小組委員對上述指標的意見較為分歧，而對

2-1 及 2-7 兩項指標的意見大致是一致的。 

 

表 4-3 第一次問卷「整合科技於課程與教學」指標之統計結果 

整合科技於課程與教學指標 Mo
眾

數 

M 
平

均

數 

SD 
標

準

差 

Q 
四

分

差 

︳Mo－M︳

眾數

（Mo）、 平
均數（M）

之差的絕對

值 
2-1 校長能支持鼓勵教師以創新的方式將

科技融入於課程與教學中。 
5 4.38 0.77 0.5 0.62 

2-2 校長能提供專業學習的機會，促使教

職員運用科技改進教學的環境。 
4 4.00 0.82 1.0 0.0 

2-3 校長會定期舉辦觀摩，提升教師運用

科技融入教學之能力。 
3 3.85 0.90 1.0 0.85 

2-4 校長能幫助老師們使用科技去取得、

分析和詮釋學生成績數據，並運用該項結

果去適當地設計、評估和修正教學模式。

3 3.38 1.26 1.0 0.38 

2-5.校長重視教師是否融入科技在教學計

畫中。 
5 4.08 1.44 0.5 0.92 

2-6 校長會辦理各項科技競賽活動，激發

學生學習科技的潛能。 
4 3.85 1.41 0.75 0.15 

2-7校長會依教師使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的優異表現情形給予正面的回饋。 
5 4.85 0.38 0.00 0.15 

註：加灰色字元網底之數字代表不符指標採用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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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專家意見之彙整 

  在「整合科技於課程與教學」指標的部分，德懷術小組委員的意見經

歸納整理後，有以下 7 點意見： 

(1)針對指標 2-1「校長能支持鼓勵教師以創新的方式將科技融入於課程與

教學中」此項指標的修正意見包括： 

創新概念太模糊。 

刪除「以創新的方式」。 

建議改為「校長能支持、鼓勵教師以不同的方式將科技融入於課程與

教學中」。另，創意與創新都是不同層次的概念。 

(2)在指標2-2「校長能提供專業學習的機會，促使教職員運用科技改進教

學的環境」此項指標的修正意見包括： 

本指標概念應屬層面三。 

建議刪除句末「的環境」三字。 

「改進教學的品質」會不會比較恰當。 

既是改進教學那就跟職員較沒關係，改成教師即可。校長能提供科技

學習的機會，促使教師能運用科技改進其教學。 

(3)在指標2-3「校長會定期舉辦觀摩，提升教師運用科技融入教學之能力」

此項指標的修正意見包括： 

與3-2類似：校長會定期舉辦教學觀摩與研討活動，提升教師運用資

訊媒體之教學能力。 

本指標概念應屬層面三。 

刪除「定期」二字。 

之前個人在進行論文問卷的過程中，多位填答者在此題目旁加註文

字，他們說：校長不會舉辦，是交給主任舉辦，所以量表上的分數皆

較低，所以建議修正文字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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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摩教學通常是教務主任的職責，校長的職責是能積極鼓勵教師運用

科技融入教學之能力。 

(4)在指標2-4「校長能幫助老師們使用科技去取得、分析和詮釋學生成績

數據，並運用該項結果去適當地設計、評估和修正教學模式」此項指標

的修正意見包括： 

通常校長以領導或鼓勵，應該無法示範或幫助。 

本指標包括兩件事，應加以修正。 

對國民中學而言，好像有點陳義過高。 

刪除「使用科技」改在文句最後增「以驗證使用科技之成效」。 

取得、分析、詮釋、設計、評估、修正，每個概念都可以單獨成一項

問題，集結在一起讓人不知所措。 

(5)在指標2-5「校長重視教師是否融入科技在教學計畫中」此項指標的修

正意見包括： 

教學計畫太狹隘，應該包含教學前、教學中、以及教學後的評鑑…所

有的教學活動。 

教師如何融入？變成紙片人？應改成「校長重視教師將科技應用融入

在教學計畫中」。 

觀念溝通及實務分享，加上策略性引導，讓老師願意投入，知其然並

知其所以然。 

「融入科技在教學計畫中」建議改為「融入科技在教學中」。 

(6)在指標2-6「校長會辦理各項科技競賽活動，激發學生學習科技的潛能」

此項指標的修正意見包括： 

競賽活動的辦理是為提高學生學習意願，並檢視學習成效。更應注意

是避免排名標籤化，重視每一個學生學習的機會平等，及輔助學習弱

勢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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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不需要「辦理」，這應該用「推動」或「鼓勵」。 

在辦理之前加「督導」二字。 

同2-3校長不會辦理，建議改成校長支持、鼓勵、重視….等等字眼，

或是看到有些題目您以「學校」取代「校長」，這題就是不是適合改

成「學校會辦理….」，本人持保留看法。 

校長會鼓勵學生參與各項科技競賽活動，激發學生學習科技的潛能。 

本大題重點在課程與教學；2-6突然出現學生學習較不搭嘎！ 

(7)在指標2-7「校長會依教師使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優異表現情形給予

正面的回饋」此項指標的修正意見為：資訊或科技，全篇用詞應統一。 

  

3.綜合評論意見之彙整 

  在層面二「整合科技於課程與教學」指標的部分，德懷術小組委員並

無提出綜合評論意見。 

 

(四)層面三：學校成員發展與訓練 

  此一部分共有 6 個指標，茲將各指標之適切性評定的結果與專家意見

之彙整呈現如下： 

1.適切性評定的結果 

  根據表 4-4 所呈現之統計結果可知，每一指標其平均數皆大於 4.0 以

上（M≧4）；標準差除指標 3-3 為 1.14 外，皆小於 1（SD≦1）；四分

差除指標 3-5 為 0.75 外，其餘皆維持在 0.5 之水平之下（Q≦0.5）；眾

數（Mo）、 平均數（M）之差的絕對值亦皆小於 1 (︳Mo－M︳≦1)，

顯示除指標 3-3、3-5 外，德懷術小組委員對其餘 4 個指標的意見大致是

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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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第一次問卷「學校成員發展與訓練」指標之統計結果 

學校成員發展與訓練指標 Mo
眾

數 

M 
平

均

數 

SD 
標

準

差 

Q 
四

分

差 

︳Mo－M︳

眾數

（Mo）、 平
均數（M）

之差的絕對

值 
3-1 校長能鼓勵教師參與資訊科技相關的

研習與進修。 
5 4.85 0.38 0.0 0.15 

3-2 校長會定期舉辦教學觀摩與研討活

動，提升教師運用資訊媒體之教學能力。

4 4.08 0.90 0.5 0.08 

3-3 學校會邀請在資訊科技使用方面優良

的成員，示範並發表成果。 
5 4.15 1.14 0.5 0.85 

3-4 對於新的軟體或設備，學校會安排時

間訓練教師使用。 
5 4.69 0.63 0.25 0.31 

3-5 校長會主動參與科技相關研習活動，

以提升個人的素養。 
5 4.23 0.83 0.75 0.77 

3-6 校長會對學校教師的科技專業素養提

出要求。 
5 4.46 0.66 0.5 0.54 

註：加灰色字元網底之數字代表不符指標採用原則。 

 

2.專家意見之彙整 

  在「學校成員發展與訓練」指標的部分，德懷術小組委員的意見經歸

納整理後，有以下 6 點意見： 

(1)針對指標 3-1「校長能鼓勵教師參與資訊科技相關的研習與進修」此項

指標的修正意見包括：資訊或科技，全篇名詞應統一。 

(2)在指標3-2「校長會定期舉辦教學觀摩與研討活動，提升教師運用資訊

媒體之教學能力」此項指標的修正意見包括： 

與2-3類似：校長會定期舉辦觀摩，提升教師運用科技融入教學之能

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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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之前重覆。 

教學觀摩是教務處推動的「資訊化」教學觀摩活動，校長應提供教學

方式的建議即可。 

刪除「定期」加「鼓勵」。 

定期舉辦教學觀摩與研討活動非由校長負責辦理，此與國外不同。 

此題和2-3太雷同，應改成「校長鼓勵教師參加科技相關研討活動，

以提升教師資訊應用的能力」。 

會鼓勵較適切。 

(3)在指標3-3「學校會邀請在資訊科技使用方面優良的成員，示範並發表

成果」此項指標的修正意見包括： 

刪除「方面」改為「表現」，建議改成「學校會邀請在資訊科技使用

表現優良的成員，示範並發表成果」。 

和3-2意思重複。 

(4)在指標3-4「對於新的軟體或設備，學校會安排時間訓練教師使用」此

項指標的修正意見為：3-3、3-4是學校 ，其餘是校長，好像某方面專指

校長要會…，某方面卻是學校要會…，覺得還是統一為宜。 

(5)在指標3-5「校長會主動參與科技相關研習活動，以提升個人的素養」

此項指標的修正意見為：素養改為科技素養。 

(6)在指標3-6「校長會對學校教師的科技專業素養提出要求」此項指標的

修正意見包括： 

哪方面的要求? 如何提出要求? 這項的目標有點不明確。 

校長會提出對學校教師的科技專業素養要求。 

校長若是提出要求，如果老師無法達成，學校是否有配套措施或是獎

懲條例？ 

「要求」一詞不甚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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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綜合評論意見之彙整 

  在層面三「學校成員發展與訓練」指標的部分，德懷術小組委員的綜

合評論意見經歸納整理後，有以下 2 點意見： 

3-3、 3-4是學校，其餘是校長，好像某方面專指校長要會…，某方面卻是

(1)學校要會…，覺得還是統一為宜。 

(2)資訊媒體、資訊科技、科技，名詞統一為宜。 

 

(五) 層面四：科技設施支援與管理 

  此一部分共有 6 個指標，茲將各指標之適切性評定的結果與專家意見

之彙整呈現如下： 

1.適切性評定的結果 

  根據表 4-5 所呈現之統計結果可知，每一指標其平均數皆大於 4.0 以

上（M≧4）；標準差皆小於 1（SD≦1）；四分差除指標 4-6 為 0.75 外，

其餘皆維持在 0.5 之水平之下（Q≦0.5）；眾數（Mo）、 平均數（M）

之差的絕對值亦皆小於 1 (︳Mo－M︳≦1)，顯示除指標 4-6 外，德懷術

小組委員對其餘 5 個指標的意見大致是一致的。  

 

表 4-5 第一次問卷「科技設施支援與管理」指標之統計結果 

科技設施支援與管理指標 Mo
眾

數 

M 
平

均

數 

SD 
標

準

差 

Q 
四

分

差 

︳Mo－M︳

眾數

（Mo）、 平
均數（M）

之差的絕對

值 
4-1 校長能積極地尋求外部資源或爭取上

級補助經費，以充實校內科技設備。 
5 4.54 0.52 0.5 0.46 

4-2 校長能有效地分配財政和人力資源，

以確保科技計畫完整並持續的執行。 
4 4.46 0.52 0.5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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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學校能提供各種軟體應用程式給予師

生使用並經常對科技系統進行改進和更

新。 

4 4.23 0.73 0.5 0.23 

4-4 校長能鼓勵校內行政同仁使用校務管

理系統，使學籍、成績、圖書、財產等管

理作業資訊化，以提升行政效率。 

5 4.85 0.38 0.00 0.15 

4-5 學校能確保科技設備的適當使用，並

能提供即時修理與維護。 
5 4.69 0.48 0.5 0.31 

4-6 學校能提供管道協助教師即時的技術

支援（如：相關資訊技術人員協助或諮

詢）。 

5 4.38 0.87 0.75 0.62 

註：加灰色字元網底之數字代表不符指標採用原則。 

 

2.專家意見之彙整 

  在「科技設施支援與管理」指標的部分，德懷術小組委員的意見經歸

納整理後，有以下 6 點意見： 

(1)針對指標 4-1「校長能積極地尋求外部資源或爭取上級補助經費，以充

實校內科技設備」此項指標的修正意見為：刪除「上級」二字，修正為

「校長能積極地尋求外部資源或爭取補助經費，以充實校內科技設備」。 

(2)在指標4-2「校長能有效地分配財政和人力資源，以確保科技計畫完整

並持續的執行」此項指標的修正意見包括：財政太抽象概念，改成「學

校經費」為宜。 

(3)在指標4-3「學校能提供各種軟體應用程式給予師生使用並經常對科技

系統進行改進和更新」此項指標的修正意見包括： 

這項指標包括兩件事，宜加以修正。 

二個命題可以分開成兩題。 

(4)在指標4-4「校長能鼓勵校內行政同仁使用校務管理系統，使學籍、成

績、圖書、財產等管理作業資訊化，以提升行政效率」此項指標的修正

表 4-5（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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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包括： 

正確名稱是校務行政系統，包含圖書、總務、教務、輔導…等。建議

多查資料。 

一般校務管理系統是行政執行必備，不需鼓勵，也是必然。 

不必專指校內行政同仁，因校務管理系統教師還是要上去進行維護。 

(5)在指標4-5「學校能確保科技設備的適當使用並能提供即時修理與維護」

此項指標的修正意見為：於「學校能確保科技設備的適當使用」與「並

能提供即時修理與維護」間加一個「，」。 

(6)在指標4-6「學校能提供管道協助教師即時的技術支援（如：相關資訊

技術人員協助或諮詢）」此項指標的修正意見為：部分題目有以「校長」

為第一人稱、也有的以「學校」為主稱。 

 

3.綜合評論意見之彙整 

  在層面四「科技設施支援與管理」指標的部分，德懷術小組委員的綜

合評論意見經歸納整理後，有以下 2 點意見： 

(1)此層面的敘述句為何有時以校長為主詞，有時以學校為主詞。 

(2)部分題目有以「校長」為第一人稱、也有的以「學校」為主稱。 

 

(六) 層面五：評鑑與研究 

  此一部分共有 6 個指標，茲將各指標之適切性評定的結果與專家意見

之彙整呈現如下： 

1.適切性評定的結果 

  根據表 4-6 所呈現之統計結果可知，除指標 5-5 平均數為 3.85 外每一

指標其平均數皆大於 4.0 以上（M≧4）；標準差除指標 5-6 皆小於 1

（SD 1≦ ）；四分差除指標 5-5 為 1.00 外，其餘皆維持在 0.5 之水平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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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0.5≦ ）；眾數（Mo）、 平均數（M）之差的絕對值亦皆小於 1(︳

Mo－M︳ 1)≦ ，顯示除指標 5-5、5-6 外，德懷術小組委員對其餘 4 個指

標的意見大致是一致的。  

 

表 4-6 第一次問卷「評鑑與研究」指標之統計結果 

評鑑與研究指標 Mo
眾

數 

M 
平

均

數 

SD 
標

準

差 

Q 
四

分

差 

︳Mo－M︳

眾數

（Mo）、 平
均數（M）

之差的絕對

值 
5-1 校長會依據學校所訂定科技的相關發

展計畫來進行自我評鑑。 
5 4.54 0.66 0.5 0.46 

5-2 校長能評鑑教師在教學計畫中科技融

入教學的情況。 
4 4.23 0.73 0.5 0.23 

5-3 校長能評鑑教師在運用科技方面的專

業成長，並促進其專業成長。 
4 4.23 0.60 0.5 0.23 

5-4 校長能利用科技分析資料、解釋傳達

結果，以改善教學實務及學習成效。 
5 4.31 0.75 0.5 0.69 

5-5 校長能積極應用科技相關的研究來引

導教職員工科技的使用。 
3 3.85 0.99 1.0 0.85 

5-6 校長會召開校內科技相關研討會。 4 4.08 1.12 0.5 0.08 

註：加灰色字元網底之數字代表不符指標採用原則。 

 

2.專家意見之彙整 

  在「評鑑與研究」指標的部分，德懷術小組委員的意見經歸納整理後，

有以下 6 點意見： 

(1)針對指標 5-1「校長會依據學校所訂定科技的相關發展計畫來進行自我

評鑑」此項指標的修正意見為：科技並不等於資訊，如何將科技納入發

展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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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指標5-2「校長能評鑑教師在教學計畫中科技融入教學的情況」此項

指標的修正意見為：教學計畫太狹隘了。 

(3)在指標5-3「校長能評鑑教師在運用科技方面的專業成長，並促進其專

業成長」此項指標的修正意見包括： 

刪除「，並促進其專業成長」，在「校長能評鑑教師在運用科技方面

的專業成長」後加「情形」兩字。 

校長能評鑑教師在運用科技方面的「專業成長」改為「專業能力」。 

(4)在指標5-4「校長能利用科技分析資料、解釋傳達結果，以改善教學實

務及學習成效」此項指標的修正意見包括： 

建議修為「校長能利用科技蒐集、分析資料、解釋並傳達結果，以改

善教學實務及學習成效」。  

建議刪除「及學習成效」。 

(5)在指標5-5「校長能積極應用科技相關的研究來引導教職員工科技的使

用」此項指標的修正意見為：在「校長能積極應用科技相關的研究」和

「來引導教職員工科技的使用」之間加一個逗點。 

(6)在指標5-6「校長會召開校內科技相關研討會」此項指標的修正意見包

括： 

「科技相關研討會」改為「科技應用相關研討會」。 

科技相關研討會？主題要和學校的什麼結合？ 

「校長會召開」改為「校長會定期召開」。 

 

3.綜合評論意見之彙整 

  在層面五「評鑑與研究」指標的部分，德懷術小組委員並無提出綜合

評論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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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層面六：社會、法律與倫理議題 

  此一部分共有 6 個指標，茲將各指標之適切性評定的結果與專家意見

之彙整呈現如下： 

1.適切性評定的結果 

  根據表 4-7 所呈現之統計結果可知，除指標 6-1、6-2 平均數小於 4

外每一指標其平均數皆大於 4.0 以上（M 4≧ ）；標準差除指標 6-1 為 1.18

其餘皆小於 1（SD 1≦ ）；四分差除指標 6-1、6-2 大於 0.5 外，其餘皆維

持在 0.5 之水平之下（Q 0.5≦ ）；眾數（Mo）、 平均數（M）之差的絕

對值亦皆小於 1(︳Mo－M︳ 1)≦ ，顯示除指標 6-1、6-2 外，德懷術小組

委員對其餘 4 個指標的意見大致是一致的。  

 
表 4-7 第一次問卷「社會、法律與倫理議題」指標之統計結果 
社會、法律與倫理議題指標 Mo

眾

數 

M 
平

均

數 

SD 
標

準

差 

Q 
四

分

差 

︳Mo－M︳

眾數

（Mo）、 平
均數（M）

之差的絕對

值 
6-1 校長能明確制定科技使用政策，以處

理與智慧財產權、法律、倫理有關的問題。

4 3.31 1.18 1.00 0.69 

6-2 校長能將使用科技的法律、倫理的相

關議題，加入到學校課程中。 
4 3.92 0.76 0.75 0.08 

6-3 校長能關心使用科技的責任、隱私、

保密、環境安全、線上安全與健康考量。

4 4.38 0.65 0.5 0.38 

6-4 校長能帶領教職員工遵守科技使用的

安全與著作權等相關政策與法律規定。 
5 4.69 0.48 0.5 0.31 

6-5 學校對於智慧財產權與網路倫理等問

題進行宣導與說明。 
5 5.00 0.00 0.00 0.00 

6-6 校長重視學校科技相關軟硬體來源的

合法性。 
5 4.85 0.38 0.00 0.15 

註：加灰色字元網底之數字代表不符指標採用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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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專家意見之彙整 

  在「社會、法律與倫理議題」指標的部分，德懷術小組委員的意見經

歸納整理後，有以下 6 點意見： 

(1)針對指標 6-1「校長能明確制定科技使用政策，以處理與智慧財產權、

法律、倫理有關的問題」此項指標的修正意見包括： 

加「宣示」兩字，改為「校長能明確宣示科技使用政策，以處理與智

慧財產權、法律、倫理有關的問題」。 

這項指標雖很重要，但此任務的制定者應該非校長。 

建議修正為「由校長召集相關人員及專家學者共同制定科技使用政

策」。 

建議以「規範」取代「制定」。 

校內制定使用政策有現行法規政策可循（校長只需領導團隊遵守、或

與相關單位制定符合校內的規則）。 

現成規範已經很多 不必另行制定。 

政策層級不在校長，規範就可以。至於「以處理與智慧財產權、法律、

倫理有關的問題」好像也不是校長權責範圍所能管的問題。 

(2)在指標6-2「校長能將使用科技的法律、倫理的相關議題，加入到學校

課程中」此項指標的修正意見包括： 

建議修正為「校長能運用課程領導，將使用科技的法律、倫理的相關

議題，加入到學校課程中」。 

此責任應該由教務處(主任)來處理。 

建議修正為「校長能引導教師將使用科技的法律、倫理的相關議題，

融入到學校課程中」。 

(3)在指標6-3「校長能關心使用科技的責任、隱私、保密、環境安全、線

上安全與健康考量」此項指標的修正意見為：突然出現健康考量與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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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項非同質性，可刪去或另外命題。 

(4)在指標6-4「校長能帶領教職員工遵守科技使用的安全與著作權等相關

政策與法律規定」此項指標的修正意見包括： 

建議修正為「校長能以身作則遵守科技使用的安全與著作權等相關政

策與法律規定」。 

建議將政策改成規範。 

(5)在指標6-5「學校對於智慧財產權與網路倫理等問題進行宣導與說明」

此項指標的修正意見包括： 

建議修正為「學校會對智慧財產權與網路倫理等問題進行宣導與說

明」。 

建議修為「學校應對於智慧財產權與網路倫理等問題進行宣導與說

明」 

加入一個「會」字，修為「學校會對於智慧財產權與網路倫理等問題

進行宣導與說明」。 

(6)在指標6-6「校長重視學校科技相關軟硬體來源的合法性」此項指標的

修正意見為：只知推動與使用，不知使用合法性是相當危險的。 

 

3.綜合評論意見之彙整 

  在層面六「社會、法律與倫理議題」指標的部分，德懷術小組委員並

無提出綜合評論意見。 

 

(八) 層面七：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此一部分共有 6 個指標，茲將各指標之適切性評定的結果與專家意見

之彙整呈現如下： 

1.適切性評定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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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表 4-8 所呈現之統計結果可知，每一指標其平均數皆大於 4.0 以

上（M 4≧ ）；標準差除指標 7-2 為 1.07 外，皆小於 1（SD 1≦ ）；四分

差除指標 7-6 為 0.75 外，其餘皆維持在 0.5 之水平之下（Q 0.5≦ ）；眾

數（Mo）、 平均數（M）之差的絕對值亦皆小於 1 (︳Mo－M︳ 1)≦ ，

顯示除指標 7-2、7-6 外，德懷術小組委員對其餘 4 個指標的意見大致是

一致的。 

 

表 4-8 第一次問卷「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指標之統計結果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指標 Mo
眾

數 

M 
平

均

數 

SD 
標

準

差 

Q 
四

分

差 

︳Mo－M︳

眾數

（Mo）、 平
均數（M）

之差的絕對

值 
7-1 校長能瞭解教職員工和學生在科技上

的需求與關心。 
4 4.15 0.69 0.5 0.15 

7-2 校長能公平的提供所有教職員工有關

科技的取得與訓練。 
5 4.15 1.07 0.5 0.85 

7-3 校長會爭取校外團體對資訊科技相關

需求的支持。 
5 4.85 0.38 0.00 0.15 

7-4 校長能善用資訊科技工具或平台與校

內外人員進行溝通。 
5 4.69 0.48 0.5 0.31 

7-5 校長能妥善地與家長、教職員工和學

生溝通科技的相關議題。 
4 4.15 0.90 0.5 0.15 

7-6 校長能與使用資訊媒體教學意願較低

的教師溝通並提供適時的協助，以改變其

態度。 

4 4.08 0.95 0.75 0.08 

註：加灰色字元網底之數字代表不符指標採用原則。 

 

2.專家意見之彙整 

  在「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指標的部分，德懷術小組委員的意見經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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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整理後，有以下 6 點意見： 

(1)針對指標 7-1「校長能瞭解教職員工和學生在科技上的需求與關心」此

項指標的修正意見包括： 

這題指標內函太廣了，宜修正。 

建議可以將：「與關心」此三個字刪除。 

「關心」是指什麼？ 

建議修正為「校長能關心並瞭解教職員工和學生在科技上的需求」。 

建議修正為「校長能瞭解教職員工和學生在科技上的需求與關心」。 

(2)在指標7-2「校長能公平的提供所有教職員工有關科技的取得與訓練」

此項指標的修正意見包括： 

公平的？ 

刪除「公平的」、「所有」。建議修正為「校長能提供教職員工有關科

技的取得與訓練」。 

要公平很難，公平定義為何，難界定。 

(3)在指標7-3「校長會爭取校外團體對資訊科技相關需求的支持」此項指

標的修正意見包括： 

「校外團體」建議改為「校外資源」。 

建議修正為「校長會爭取校外團體對科技相關需求的支助」。 

(4)在指標7-4「校長能善用資訊科技工具或平台與校內外人員進行溝通。」

此項指標委員並無修正意見。 

(5)在指標7-5「校長能妥善地與家長、教職員工和學生溝通科技的相關議

題」此項指標的修正意見為：建議修正為「校長能與家長、教職員工及

學生溝通科技的相關議題」。 

(6)在指標7-6「校長能與使用資訊媒體教學意願較低的教師溝通並提供適

時的協助，以改變其態度」此項指標的修正意見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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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正為「校長能與使用資訊媒體教學意願較低的教師溝通，並提

供適時的協助」。 

主任層級去要求即可，組織內應有最低容忍度對待少數抗拒科技的

人。 

建議修正為「校長能與使用資訊媒體教學意願較低的教師溝通並提供

適時的協助，以改變其教學態度」。 

  

3.綜合評論意見之彙整 

  在層面七「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指標的部分，德懷術小組委員並無

提出綜合評論意見。 

 

貳、第一次問卷的修訂 

  根據第一次德懷術問卷之統計分析及專家意見彙整結果，本研究進行

第一次調查問卷的修訂，問卷修訂的方式有四：一、修正指標。二、增加

新指標。三、刪除指標。四、維持原指標。茲分別說明如下： 

一、修正指標：指標的修正係根據德懷術小組委員所提出之意見及建議，

並經與指導教授討論後，而做進一步的修正。 

二、增加新指標：指標的增加係根據德懷術小組委員所提出之意見及建

議，並經與指導教授討論後，而增加新指標。 

三、刪除指標：本調查主要以(一)平均數須在 4.0 以上（M 4≧ ）；(二)標

準差小於 1（SD 1≦ ）；(三)四分差維持在 0.5 之水平之下（Q 0.5≦ ）；

(四)眾數（Mo）、 平均數（M）之差的絕對值︳Mo－M︳ 1 ≦ 者，

為刪除指標的原則，若其中有一點不符合者則列入刪除對象；其次，

再參酌德懷術小組委員所給予之意見及建議，並經與指導教授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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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再決定是否刪除該指標。 

四、維持原指標：根據德懷術小組委員所提出之意見及建議，並經與指導

教授討論後，決定是否維持原指標。 

 

    本研究第一次德懷術問卷指標的增刪情形如表 4-9 所示。總共修正了

5 個層面及 36 項指標，增加 1 項新指標，刪除 5 項指標， 2 個層面及 4

項指標維持原指標。 

表 4-9 第一次德懷術問卷指標修訂情形 

原指標項目 修訂情形 

層面一：科技領導之實施與願景發展 維持原指標 

層面二：整合科技於課程與教學  維持原指標 

層面三：學校成員發展與訓練 
修正指標。 
修正後指標：學校成員科技知能之訓

練與發展。 

層面四：科技設施支援與管理 
修正指標。 

修正後指標：支援與管理科技設施 

層面五：評鑑與研究 
修正指標。 
修正後指標：科技領導之評鑑與研究 

層面六：社會、法律與倫理議題 修正指標。 
修正後指標：科技運用之法律與倫理 

層面七：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修正指標。 
修正後指標：善用人際關係與溝通技

巧增進科技使用 
1-1 校長能親自引領和示範，使教師認

同資訊科技是有用、有價值的教學輔

助工具。 

修正指標。 
修正後指標：校長能引領或示範資訊

科技是有用、有價值的教學輔助工具。

1-2 校長能利用數據在領導上作決

定，能利用網路或資訊科技工具蒐集

相關資料，作為決策之參考。 

修正指標。 
修正後指標：校長能利用網路或資訊

科技工具蒐集相關資料，作為決策之

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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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校長能利用科技以有效地管理行

政運作。 
修正指標。 
修正後指標：校長能利用資訊科技有

效地管理行政運作。 
1-4 校長能組成一個包含學校不同成

員的科技計畫團隊，並制定學校科技

發展計畫。 

修正指標。 
修正後指標：校長能組成一個包含學

校不同成員的資訊科技團隊，並制定

學校資訊科技教育發展計畫。 
1-5 校長能提倡學校的科技資源並引

導學校成員使用。 
修正指標。 
修正後指標：校長能充實學校的資訊

科技資源並引導學校成員使用。 
1-6 校長能了解資訊科技的發展、未來

趨勢及教育上的應用。 
修正指標。 
修正後指標：校長能了解資訊科技的

發展及其未來趨勢與在教育上的應

用。 
1-7校長能夠分析學校背景，並凝聚親

師生共識，一起形塑學校科技願景。 
修正指標。 
修正後指標：校長能夠分析學校背

景，並凝聚親師生共識，一起形塑學

校資訊科技教育發展願景。 
1-8 校長能向教師及家長清楚地說明

與溝通學校科技教育發展的願景。 
修正指標。 
修正後指標：校長能向教師及家長清

楚地說明學校資訊科技教育發展的願

景。 
2-1 校長能支持鼓勵教師以創新的方

式將科技融入於課程與教學中。 
修正指標。 
修正後指標：校長能支持、鼓勵教師

以不同的方式將資訊科技融入於課程

與教學中。 
2-2 校長能提供專業學習的機會，促使

教職員運用科技改進教學的環境。 
修正指標。 
修正後指標：校長能提供資訊科技學

習的機會，促使教師能運用資訊科技

改進其教學。 
2-3 校長會定期舉辦觀摩，提升教師運

用科技融入教學之能力。 
修正指標。 
修正後指標：校長能積極鼓勵教師運

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能力。 
2-4 校長能幫助老師們使用科技去取

得、分析和詮釋學生成績數據，並運

用該項結果去適當地設計、評估和修

正教學模式。 

刪除指標。 
因 M = 3.38  ；SD = 1.26 ；Q = 1.0，
故刪除指標。 

表 4-9（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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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續） 

2-5 校長重視教師是否融入科技在教

學計畫中。 
修正指標。 
修正後指標：校長重視教師將資訊科

技應用融入在教學活動中。 
2-6 校長會辦理各項科技競賽活動，激

發學生學習科技的潛能。 
M = 3.85  ；SD = 1.41 ；Q = 1.0，刪

除指標。 
2-7校長會依教師使用資訊科技融入教

學的優異表現情形給予正面的回

饋。 

維持原指標。 

3-1 校長能鼓勵教師參與資訊科技相

關的研習與進修。 
維持原指標。 

3-2 校長會定期舉辦教學觀摩與研討

活動，提升教師運用資訊媒體之教學

能力。 

刪除指標。 
因與 2-3 類似，故刪除指標。 

3-3 學校會邀請在資訊科技使用方面

優良的成員，示範並發表成果。 
修正指標。 
修正後指標：校長會邀請在資訊科技

使用表現優良的成員，示範並發表成

果。 
3-4 對於新的軟體或設備，學校會安排

時間訓練教師使用。 
修正指標。 
修正後指標：對於新的軟體或設備，

校長會要求相關處室安排研習以訓練

教師使用。 
3-5 校長會主動參與科技相關研習活

動，以提升個人的素養。 
修正指標。 
修正後指標：校長會主動參與資訊科

技相關研習活動，以提升個人的資訊

科技素養。 
3-6 校長會對學校教師的科技專業素

養提出要求。 
修正指標。 
修正後指標：校長會提出學校教師的

資訊科技專業素養要求 (如資訊素養

認證等) 。 
4-1 校長能積極地尋求外部資源或爭

取上級補助經費，以充實校內科技設

備。 

修正指標。 
修正後指標：校長能積極地尋求外部

資源或爭取補助經費，以充實校內資

訊科技設備。 
4-2 校長能有效地分配財政和人力資

源，以確保科技計畫完整並持續的執

行。 

修正指標。 
修正後指標：校長能有效地分配學校

經費和人力資源，以確保資訊科技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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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完整並持續的執行。 
4-3學校能提供各種軟體應用程式給予

師生使用並經常對科技系統進行改進

和更新。 

修正指標及增加新指標。 
修正後指標：校長能注重相關處室是

否能提供各種軟體應用程式給予師生

使用。 
增加新指標：校長能重視資訊科技系

統的改進和更新。 
4-4 校長能鼓勵校內行政同仁使用校

務管理系統，使學籍、成績、圖書、

財產等管理作業資訊化，以提升行政

效率。 

修正指標。 
修正後指標：校長能注重是否能有效

率地使用校務行政系統，使學籍、成

績、圖書、財產等管理作業資訊化，

以提升行政效率。 
4-5 學校能確保科技設備的適當使

用，並能提供即時修理與維護。 
修正指標。 
修正後指標：校長能重視學校資訊科

技設備是否適當使用，並能要求相關

處室提供即時修理與維護。 
4-6 學校能提供管道協助教師即時的

技術支援（如：相關資訊技術人員協

助或諮詢）。 

修正指標。 
修正後指標：校長能要求相關處室提

供管道協助教師即時的技術支援

（如：相關資訊技術人員協助或諮

詢）。 
5-1 校長會依據學校所訂定科技的相

關發展計畫來進行自我評鑑。 
修正指標。 
修正後指標：校長會依據學校所訂定

資訊科技的相關發展計畫來進行自我

評鑑。 
5-2 校長能評鑑教師在教學計畫中科

技融入教學的情況。 
修正指標。 
修正後指標：校長能評鑑教師在教學

活動中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情況。 
5-3 校長能評鑑教師在運用科技方面

的專業成長，並促進其專業成長。 
修正指標。 
修正後指標：校長能評鑑教師在運用

資訊科技方面的專業成長情形。 
5-4 校長能利用科技分析資料、解釋傳

達結果，以改善教學實務及學習成效。

修正指標。 
修正後指標：校長能利用科技蒐集、

分析資料、解釋並傳達結果，以改善

教學實務。 
5-5 校長能積極應用科技相關的研究

來引導教職員工科技的使用。 
刪除指標。 
因 M = 3.85  ； Q = 1.0，故刪除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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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校長會召開校內科技相關研討會。 修正指標。 
修正後指標：校長會定期召開校內資

訊科技應用相關研討會。 
6-1 校長能明確制定科技使用政策，以

處理與智慧財產權、法律、倫理有關

的問題。 

刪除指標。 
因 M = 3.31  ；SD = 1.182 ；Q = 1.0，
故刪除指標。 

6-2 校長能將使用科技的法律、倫理的

相關議題，加入到學校課程中。 
修正指標。 
修正後指標：校長能運用課程領導，

將使用資訊科技的法律、倫理的相關

議題，加入到學校課程中。 
6-3 校長能關心使用科技的責任、隱

私、保密、環境安全、線上安全與健

康考量。 

修正指標。 
修正後指標：校長能關心使用資訊科

技的責任、隱私、保密、環境安全、

線上安全。 
6-4 校長能帶領教職員工遵守科技使

用的安全與著作權等相關政策與法律

規定。 

修正指標。 
修正後指標：校長能以身作則遵守資

訊科技使用的安全與著作權等相關規

範與法律規定。 
6-5 學校對於智慧財產權與網路倫理

等問題進行宣導與說明。 
修正指標。 
修正後指標：校長會對於智慧財產權

與網路倫理等問題進行宣導與說明。 
6-6 校長重視學校科技相關軟硬體來

源的合法性。 
維持原指標。 

7-1 校長能瞭解教職員工和學生在科

技上的需求與關心。 
修正指標。 
修正後指標：校長能關心並瞭解教職

員工和學生在資訊科技上的需求。 
7-2 校長能公平的提供所有教職員工

有關科技的取得與訓練。 
修正指標。 
修正後指標：校長能提供教職員工有

關資訊科技的取得與訓練。 
7-3 校長會爭取校外團體對資訊科技

相關需求的支持。 
修正指標。 
修正後指標：校長會爭取校外資源對

資訊科技相關需求的支助。 
7-4 校長能善用資訊科技工具或平台

與校內外人員進行溝通。 
維持原指標。 

7-5 校長能妥善地與家長、教職員工和

學生溝通科技的相關議題。 
修正指標。 
修正後指標：校長能與家長、教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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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及學生溝通資訊科技的相關議題。 
7-6 校長能與使用資訊媒體教學意願

較低的教師溝通並提供適時的協助，

以改變其態度。 

修正指標。 
修正後指標：校長能與使用資訊科技

教學意願較低的教師溝通，並提供適

時的協助。 

 

參、第二次問卷調查結果與修正 

本節旨在呈現第二次問卷調查之統計分析及專家意見彙整結果，並根

據小組委員所提供之意見作適度的修正，以作為第三次問卷的內容。 

一、統計結果與意見分析 

    第二次調查問卷係根據文第一次問卷的結果統計與意見分析修訂而

成，包含「科技領導之實施與願景發展」、「整合科技於課程與教學」、「學

校成員科技知能之訓練與發展」、「支援與管理科技設施」、「科技領導之評

鑑與研究」、「科技運用之法律與倫理」、「善用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增進科

技使用」等 7 個層面，共計 41 個指標。各層面及各層面內指標之適切性

評定結果與意見分析臚列如下： 

(一)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領導指標層面 

  此一部分共有 7 個層面，茲將各層面之適切性評定的結果與專家意見

之彙整呈現如下： 

1.適切性評定的結果 

  根據表 4-10 所呈現之統計結果可知，每一指標層面其平均數皆大於

4.0 以上（M 4≧ ）；標準差皆小於 1（SD 1≦ ）；四分差皆維持在 0.5 之

水平之下（Q 0.5≦ ）；眾數（Mo）、平均數（M）之差的絕對值亦皆小

於 1(︳Mo－M︳ 1)≦ ，顯示德懷術小組委員對此七個層面的意見大致是

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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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第二次問卷「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領導指標層面」之統計結果 

指標層面 Mo
眾

數 

M 
平

均

數 

SD 
標

準

差 

Q 
四

分

差 

︳Mo－M︳

眾數

（Mo）、 平
均數（M）

之差的絕對

值 
層面一：科技領導之實施與願景發展  5 4.92 0.28 0.0 0.08 
層面二：整合科技於課程與教學  5 4.69 0.48 0.5 0.31 
層面三：學校成員科技知能之訓練與發展 5 4.85 0.38 0.00 0.15 
層面四：支援與管理科技設施 5 4.69 0.48 0.5 0.31 
層面五：科技領導之評鑑與研究 5 4.85 0.38 0.00 0.15 
層面六：科技運用之法律與倫理 5 4.69 0.48 0.5 0.31 
層面七：善用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增進科

技使用 
4 4.31 0.63 0.5 0.31 

 

2.專家意見之彙整 

  在「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領導指標層面」的部分，德懷術小組委員的

意見經歸納整理如下所述： 

(1)針對層面一「科技領導之實施與願景發展」的修正意見為：建議修正

為：「科技領導之願景發展與實施」。因願景發展應在實施之前。 

(2)在層面二、三、四、五、六、七皆具高度共識。 

 

3.綜合評論意見之彙整 

 在「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領導指標層面」的部分，德懷術小組委員並

無提出綜合評論意見。 

 

(二)層面一：科技領導之實施與願景發展 

   此一部分共有 8 個指標，茲將各指標之適切性評定的結果與專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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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之彙整呈現如下： 

1.適切性評定的結果 

  根據表 4-11 所呈現之統計結果可知，每一指標層面其平均數皆大於

4.0 以上（M 4≧ ）；標準差皆小於 1（SD 1≦ ）；四分差皆維持在 0.5 之

水平之下（Q 0.5≦ ）；眾數（Mo）、平均數（M）之差的絕對值亦皆小

於 1 (︳Mo－M︳ 1)≦ ，顯示德懷術小組委員對此層面 8 個指標的意見大

致是一致的。 

 
表 4-11 第二次問卷「科技領導之實施與願景發展」指標之統計結果 
科技領導之實施與願景發展指標 Mo

眾

數 

M 
平

均

數 

SD 
標

準

差 

Q 
四

分

差 

︳Mo－M︳

眾數

（Mo）、 平
均數（M）

之差的絕對

值 
1-1 校長能引領或示範資訊科技是有用、

有價值的教學輔助工具。 
5 4.38 0.65 0.5 0.38 

1-2 校長能利用網路或資訊科技工具蒐集

相關資料，作為決策之參考。 
4 4.54 0.66 0.5 0.46 

1-3 校長能利用資訊科技有效地管理行政

運作。  
5 4.62 0.65 0.5 0.38 

1-4 校長能組成一個包含學校不同成員的

資訊科技團隊，並制定學校資訊科技教育

發展計畫。 

5 4.85 0.38 0.00 0.15 

1-5 校長能充實學校的資訊科技資源並引

導學校成員使用。 
5 4.62 0.65 0.5 0.38 

1-6 校長能了解資訊科技的發展及其未來

趨勢與在教育上的應用。 
5 4.77 0.44 0.25 0.23 

1-7校長能夠分析學校背景，並凝聚親師生

共識，一起形塑學校資訊科技教育發展願

景。  

5 4.92 0.28 0.00 0.08 

1-8 校長能向教師及家長清楚地說明學校

資訊科技教育發展的願景。 
5 4.69 0.63 0.25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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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專家意見之彙整 

  在「科技領導之實施與願景發展」指標的部分，德懷術小組委員的意

見經歸納整理後，有以下 6 點意見： 

(1)針對指標 1-1「校長能引領或示範資訊科技是有用、有價值的教學輔助

工具。」此項指標的修正意見包括： 

教學輔具的level有些低，建議換詞。 

引領有其絕對必要性；示範資訊科技則應不是必要。 

(2)在指標1-2「校長能利用網路或資訊科技工具蒐集相關資料，作為決策

之參考」此項指標的修正意見為：搜尋資料的能力是為資訊基本能力有

其必要。 

(3)在指標1-3「校長能利用資訊科技有效地管理行政運作」此項指標的修

正意見為：資訊科技運用於管理行政運作為理想績效之基礎做法但並不

可一昧依賴科技管理而忽略人性與實際執行的做為。 

(4)在指標1-4「校長能組成一個包含學校不同成員的資訊科技團隊，並制

定學校資訊科技教育發展計畫」此項指標的修正意見包括： 

學校發展資訊科技融入行政與教學有其理想必要性，但執行時需整理

各單位之需求與評估校內發展之能力。 

二個問題，符合前半段未必能符合後段，是否分成兩個題目。 

統一名詞：科技或資訊科技。 

(5)在指標1-7「校長能夠分析學校背景，並凝聚親師生共識，一起形塑學

校資訊科技教育發展願景」此項指標的修正意見為：學校的背景與教師

科技知能視為執行與推動之關鍵，不得不分析評估後再適切形塑。 

(6)在指標1-8「校長能向教師及家長清楚地說明學校資訊科技教育發展的

願景」此項指標的修正意見為：既然願景確立，由校長清楚說明願景最

為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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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綜合評論意見之彙整 

  在層面一「科技領導之實施與願景發展」的部分，德懷術小組委員的

綜合評論意見為：此層面 8 項指標均適切、合宜。 

 

(三) 層面二：整合科技於課程與教學 

  此一部分共有 5 個指標，茲將各指標之適切性評定的結果與專家意見

之彙整呈現如下： 

1.適切性評定的結果 

  根據表 4-12 所呈現之統計結果可知，每一指標層面其平均數皆大於

4.0 以上（M 4≧ ）；標準差皆小於 1（SD 1≦ ）；四分差皆維持在 0.5 之

水平之下（Q 0.5≦ ）；眾數（Mo）、平均數（M）之差的絕對值亦皆小

於 1 (︳Mo－M︳ 1)≦ ，顯示德懷術小組委員對此層面 5 個指標的意見大

致是一致的。  

表 4-12 第二次問卷「整合科技於課程與教學」指標之統計結果 

整合科技於課程與教學指標 Mo
眾

數 

M 
平

均

數 

SD 
標

準

差 

Q 
四

分

差 

︳Mo－M︳

眾數

（Mo）、 平
均數（M）

之差的絕對

值 
2-1 校長能支持、鼓勵教師以不同的方式

將資訊科技融入於課程與教學中。  
5 4.54 0.52 0.5 0.46 

2-2 校長能提供資訊科技學習的機會，促

使教師能運用資訊科技改進其教學。  
4 4.38 0.51 0.5 0.38 

2-3 校長能積極鼓勵教師運用資訊科技融

入教學之能力。 
4 4.00 0.82 0.25 0.00 

2-4 校長重視教師將資訊科技應用融入在

教學活動中。  
5 4.38 0.77 0.5 0.62 

2-5. 校長會依教師使用資訊科技融入教

學的優異表現情形給予正面的回饋。 
5 4.77 0.44 0.25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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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專家意見之彙整 

  在「整合科技於課程與教學」指標的部分，德懷術小組委員的意見經

歸納整理後，有以下 4 點意見： 

(1)針對指標 2-1「校長能支持、鼓勵教師以不同的方式將資訊科技融入於

課程與教學中」此項指標的修正意見包括： 

校長的關心與支持是為融入於課程與教學的無形助力。 

以不同的方式，這幾個字應可以刪除。 

(2)在指標2-3「校長能積極鼓勵教師運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能力」此項

指標的修正意見包括： 

建議2-3與2-5這2題可合併。 

與2-1的差別為何？ 

和2-1及2-4均有些類似，而且本指標提到校長能積極鼓勵教師資訊科

技融入教學之能力，鼓勵教師的能力，語意上有些牽強。 

與指標2-4意思有點重複，建議擇一。 

(3)在指標2-4「校長重視教師將資訊科技應用融入在教學活動中」此項指

標的修正意見包括： 

校長重視但不需要直接去改變或影響融入教學活動，漸近要求而不能

一步登天。 

與2-1的差別為何？ 

(4)在指標2-5「校長會依教師使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優異表現情形給予

正面的回饋」此項指標的修正意見為：正面的回饋是無上的重要，持續

增強教師的信心與興趣。 

 

3.綜合評論意見之彙整 

  在層面二「整合科技於課程與教學」指標的部分，德懷術小組委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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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之綜合評論意見有：建議 2-1、2-3、2-4 三項指標可考慮合為一項指標。 

 

(四) 層面三：學校成員科技知能之訓練與發展 

  此一部分共有 5 個指標，茲將各指標之適切性評定的結果與專家意見

之彙整呈現如下： 

1.適切性評定的結果 

  根據表 4-13 所呈現之統計結果可知，每一指標層面其平均數皆大於

4.0 以上（M 4≧ ）；標準差皆小於 1（SD 1≦ ）；四分差皆維持在 0.5 之

水平之下（Q 0.5≦ ）；眾數（Mo）、平均數（M）之差的絕對值亦皆小

於 1 (︳Mo－M︳ 1)≦ ，顯示德懷術小組委員對此層面 5 個指標的意見大

致是一致的。  

 

表 4-13 第二次問卷「學校成員科技知能之訓練與發展」指標之統計結果 

學校成員科技知能之訓練與發展指標 Mo
眾

數 

M 
平

均

數 

SD 
標

準

差 

Q 
四

分

差 

︳Mo－M︳

眾數

（Mo）、 平
均數（M）

之差的絕對

值 
3-1 校長能鼓勵教師參與資訊科技相關的

研習與進修。 
5 4.92 0.28 0.00 0.08 

3-2 校長會邀請在資訊科技使用表現優良

的成員，示範並發表成果。  
4 4.46 0.52 0.5 0.46 

3-3 對於新的軟體或設備，校長會要求相

關處室安排研習以訓練教師使用。  
5 4.69 0.63 0.25 0.31 

3-4 校長會主動參與資訊科技相關研習活

動，以提升個人的資訊科技素養。  
5 4.62 0.51 0.5 0.38 

3-5 校長會提出學校教師的資訊科技專業

素養要求 (如資訊素養認證等) 。 
4 4.46 0.52 0.5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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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專家意見之彙整 

  在「學校成員科技知能之訓練與發展」指標的部分，德懷術小組委員

的意見經歸納整理後，有以下 5 點意見： 

(1)針對指標 3-1「校長能鼓勵教師參與資訊科技相關的研習與進修」此項

指標的修正意見為：適當的機會鼓勵關心教師的資訊科技的研習。 

(2)在指標3-2「校長會邀請在資訊科技使用表現優良的成員，示範並發表

成果」此項指標的修正意見為：如團隊中有優異的成員，適時邀請分享

有其示範與鼓勵之必要。 

(3)在指標3-3「對於新的軟體或設備，校長會要求相關處室安排研習以訓

練教師使用」此項指標的修正意見包括： 

引進新的設備或軟體成功與否，教育訓練非常重要。 

安排研習協助教師會操作使用。 

(4)在指標3-4「校長會主動參與資訊科技相關研習活動，以提升個人的資

訊科技素養」此項指標的修正意見為：校長親自參予可以讓同仁感受校

長的重視與其重要性；也能了解其研習重點，是否對行政教學之影響。 

(5)在指標3-5「校長會提出學校教師的資訊科技專業素養要求 (如資訊素

養認證等)」此項指標的修正意見為：資訊科技專業素養要求需漸進推

動與要求。 

 

3.綜合評論意見之彙整 

  在層面三「學校成員科技知能之訓練與發展」指標的部分，德懷術小

組委員並無提出綜合評論意見。 

 

(五) 層面四：支援與管理科技設施 

  此一部分共有 7 個指標，茲將各指標之適切性評定的結果與專家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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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彙整呈現如下： 

1.適切性評定的結果 

  根據表 4-14 所呈現之統計結果可知，每一指標層面其平均數皆大於

4.0 以上（M 4≧ ）；標準差皆小於 1（SD 1≦ ）；四分差皆維持在 0.5 之

水平之下（Q 0.5≦ ）；眾數（Mo）、平均數（M）之差的絕對值亦皆小

於 1 (︳Mo－M︳ 1)≦ ，顯示德懷術小組委員對此層面 7 個指標的意見大

致是一致的。  

 
表 4-14 第二次問卷「支援與管理科技設施」之統計結果 
支援與管理科技設施 Mo

眾

數 

M 
平

均

數 

SD 
標

準

差 

Q 
四

分

差 

︳Mo－M︳

眾數

（Mo）、 平
均數（M）

之差的絕對

值 
4-1 校長能積極地尋求外部資源或爭取補

助經費，以充實校內資訊科技設備。  
5 4.85 0.38 0.00 0.15 

4-2 校長能有效地分配學校經費和人力資

源，以確保資訊科技計畫完整並持續的執

行。  

5 4.85 0.38 0.00 0.15 

4-3校長能注重相關處室是否能提供各種

軟體應用程式給予師生使用。 
4 4.46 0.52 0.5 0.46 

4-4 校長能重視資訊科技系統的改進和更

新。  
4 4.38 0.51 0.5 0.38 

4-5 校長能注重是否能有效率地使用校務

行政系統，使學籍、成績、圖書、財產等

管理作業資訊化，以提升行政效率。  

5 4.77 0.44 0.25 0.23 

4-6 校長能重視學校資訊科技設備是否適

當使用，並能要求相關處室提供即時修理

與維護。  

5 4.69 0.48 0.5 0.31 

4-7 校長能要求相關處室提供管道協助教

師即時的技術支援（如：相關資訊技術人

員協助或諮詢）。  

4 4.38 0.51 0.5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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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專家意見之彙整 

  在「支援與管理科技設施」指標的部分，德懷術小組委員的意見經歸

納整理後，有以下 5 點意見： 

(1)針對指標 4-1「校長能積極地尋求外部資源或爭取補助經費，以充實校

內資訊科技設備」此項指標的修正意見為：教育經費的有限對於設備軟

硬體的補充造成侷限，募款與爭取各方資源有其必要性。 

(2)在指標4-3「校長能注重相關處室是否能提供各種軟體應用程式給予師

生使用」此項指標的修正意見包括： 

與4-6可合併。 

相關處室改為學校資訊處(組)；軟體應用程式如果修正成軟體資訊及

應用程式較為恰當。因為學校現皆設有設資訊處(組)，通常其資訊能

力較強，並有義務提供教師相關軟體資訊。 

(3)在指標4-5「校長能注重是否能有效率地使用校務行政系統，使學籍、

成績、圖書、財產等管理作業資訊化，以提升行政效率」此項指標的修

正意見為：建議修正為「校長能關注有效率地使用校務行政系統，使學

籍、成績、圖書、財產等管理作業資訊化，以提升行政效率」。 

(4)在指標4-6「校長能重視學校資訊科技設備是否適當使用，並能要求相

關處室提供即時修理與維護」此項指標的修正意見為： 

建議與 4-3 合併。 

建議修正為：「校長能重視學校資訊科技設備是否適當使用，並能指

導建構維護與修繕制度」。 

(5)在指標4-7「校長能要求相關處室提供管道協助教師即時的技術支援

（如：相關資訊技術人員協助或諮詢）」此項指標的修正意見為： 

後面括號的文字可以刪去。 

科技相關技術支援是推動的最重要的後勤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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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教師即時的技術支援，這句話有些不通順，「技術支援」改成「技

術困難」較為通順。 

 

3.綜合評論意見之彙整 

  在層面四「支援與管理科技設施」的部分，德懷術小組委員的綜合評

論意見為：指標中似乎漏了，校長能要求各處組運用資訊科技備份資料一

項，因為備份管理是未來重要資訊取得及管理相當重要的一環。 

 

(六) 層面五：科技領導之評鑑與研究 

  此一部分共有 5 個指標，茲將各指標之適切性評定的結果與專家意見

之彙整呈現如下： 

1.適切性評定的結果 

  根據表 4-15 所呈現之統計結果可知，每一指標層面其平均數皆大於

4.0 以上（M 4≧ ）；標準差皆小於 1（SD 1≦ ）；四分差皆維持在 0.5 之

水平之下（Q 0.5≦ ）；眾數（Mo）、平均數（M）之差的絕對值亦皆小

於 1 (︳Mo－M︳ 1)≦ ，顯示德懷術小組委員對此層面 5 個指標的意見大

致是一致的。 

 

表 4-15 第二次問卷「科技領導之評鑑與研究」指標之統計結果 

科技領導之評鑑與研究指標 Mo
眾

數 

M 
平

均

數 

SD 
標

準

差 

Q 
四

分

差 

︳Mo－M︳

眾數

（Mo）、 平
均數（M）

之差的絕對

值 
5-1 校長會依據學校所訂定資訊科技的相

關發展計畫來進行自我評鑑。 
5 4.69 0.48 0.5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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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校長能評鑑教師在教學活動中資訊科

技融入教學的情況。  
4 4.38 0.51 0.5 0.38 

5-3 校長能評鑑教師在運用資訊科技方面

的專業成長情形。 
4 4.46 0.52 0.5 0.46 

5-4 校長能利用科技蒐集、分析資料、解

釋並傳達結果，以改善教學實務。  
4 4.38 0.51 0.5 0.38 

5-5 校長會定期召開校內資訊科技應用相

關研討會。  
4 4.31 0.48 0.5 0.31 

 

2.專家意見之彙整 

  在「科技領導之評鑑與研究」指標的部分，德懷術小組委員的意見經

歸納整理後，有以下 2 點意見： 

(1)針對指標 5-1「校長會依據學校所訂定資訊科技的相關發展計畫來進行

自我評鑑」此項指標的修正意見為：自我評鑑是指校長評鑑校長自己

嗎？如果是此題本人就沒意見，如果是評鑑校內同仁，自我評鑑應改成

校內評鑑。 

(2)指標5-2、5-3、5-4、5-5德懷術小組委員已達高度共識。 

 

3.綜合評論意見之彙整 

  在層面五「科技領導之評鑑與研究」指標的部分，德懷術小組委員並

無提出綜合評論意見。 

 

(七) 層面六：科技運用之法律與倫理 

  此一部分共有 5 個指標，茲將各指標之適切性評定的結果與專家意見

之彙整呈現如下： 

1.適切性評定的結果 

  根據表 4-16 所呈現之統計結果可知，每一指標層面其平均數皆大於

表 4-15（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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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以上（M 4≧ ）；標準差皆小於 1（SD 1≦ ）；四分差皆維持在 0.5 之

水平之下（Q 0.5≦ ）；眾數（Mo）、平均數（M）之差的絕對值亦皆小

於 1 (︳Mo－M︳ 1)≦ ，顯示德懷術小組委員對此層面 5 個指標的意見大

致是一致的。 

 

表 4-16 第二次問卷「科技運用之法律與倫理」之統計結果 

科技運用之法律與倫理 Mo
眾

數 

M 
平

均

數 

SD 
標

準

差 

Q 
四

分

差 

︳Mo－M︳

眾數

（Mo）、 平
均數（M）

之差的絕對

值 
6-1 校長能運用課程領導，將使用資訊科

技的法律、倫理的相關議題，加入到學校

課程中。  

4 4.23 0.60 0.5 0.23 

6-2 校長能關心使用資訊科技的責任、隱

私、保密、環境安全、線上安全。  
5 4.46 0.66 0.5 0.54 

6-3 校長能以身作則遵守資訊科技使用的

安全與著作權等相關規範與法律規定。  
5 4.85 0.38 0.00 0.15 

6-4 校長會對於智慧財產權與網路倫理等

問題進行宣導與說明。 
5 4.62 0.65 0.5 0.38 

6-5 校長重視學校資訊科技相關軟硬體來

源的合法性。  
5 4.77 0.44 0.25 0.23 

 

2.專家意見之彙整 

  在「科技運用之法律與倫理」指標的部分，德懷術小組委員的意見經

歸納整理後，有以下 5 點意見： 

(1)針對指標 6-1「校長能運用課程領導，將使用資訊科技的法律、倫理的

相關議題，加入到學校課程中」此項指標的修正意見包括： 

建議修正為：「校長能引導教師將使用科技的法律、倫理的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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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到學校課程中」。 

建議修正為：「校長能進行課程領導，將使用資訊科技的法律、倫理

相關議題，加入到學校課程中」。 

(2)在指標6-2「校長能關心使用資訊科技的責任、隱私、保密、環境安全、

線上安全」此項指標的修正意見包括： 

安全的科技使用環境是為員工放心使用之依據。 

「能」改成「會」。 

(3)在指標6-3「校長能以身作則遵守資訊科技使用的安全與著作權等相關

規範與法律規定」此項指標的修正意見為：資訊倫理與資訊安全是為使

用資訊科技之前提。 

(4)在指標6-4「校長會對於智慧財產權與網路倫理等問題進行宣導與說明」

此項指標的修正意見包括： 

校長會對於智慧財產權與網路倫理等問題進行宣導與說明？不一定

要校長宣導與說明啊。 

親自的關心與宣導會讓師生更重視本類議題。 

(5)在指標6-5「校長重視學校資訊科技相關軟硬體來源的合法性」此項指

標的修正意見為：建議修正為「校長能重視學校資訊科技相關軟硬體來

源的合法性」。 

 

3.綜合評論意見之彙整 

  在層面六「科技運用之法律與倫理」的部分，德懷術小組委員並無提

出綜合評論意見。 

 

(八) 層面七：善用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增進科技使用 

  此一部分共有 6 個指標，茲將各指標之適切性評定的結果與專家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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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彙整呈現如下： 

1.適切性評定的結果 

  根據表 4-17 所呈現之統計結果可知，每一指標層面其平均數皆大於

4.0 以上（M 4≧ ）；標準差皆小於 1（SD 1≦ ）；四分差皆維持在 0.5 之

水平之下（Q 0.5≦ ）；眾數（Mo）、平均數（M）之差的絕對值亦皆小

於 1 (︳Mo－M︳ 1)≦ ，顯示德懷術小組委員對此層面 6 個指標的意見大

致是一致的。 

  

表 4-17 第二次問卷「善用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增進科技使用」指標之 

統計結果 

善用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增進科技使用指

標 
Mo
眾

數 

M 
平

均

數 

SD 
標

準

差 

Q 
四

分

差 

︳Mo－M︳

眾數

（Mo）、 平
均數（M）

之差的絕對

值 
7-1 校長能關心並瞭解教職員工和學生在

資訊科技上的需求。  
5 4.46 0.66 0.5 0.54 

7-2 校長能提供教職員工有關資訊科技的

取得與訓練。  
4 4.31 0.48 0.5 0.31 

7-3 校長會爭取校外資源對資訊科技相關

需求的支助。  
5 4.77 0.44 0.25 0.23 

7-4 校長能善用資訊科技工具或平台與校

內外人員進行溝通。  
5 4.62 0.51 0.5 0.38 

7-5 校長能與家長、教職員工及學生溝通

資訊科技的相關議題。  
4 4.38 0.65 0.5 0.38 

7-6 校長能與使用資訊科技教學意願較低

的教師溝通，並提供適時的協助。 
4 4.31 0.48 0.5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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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專家意見之彙整 

  在「善用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增進科技使用」指標的部分，德懷術小

組委員的意見經歸納整理後，有以下 2 點意見： 

(1)在指標7-4「校長能善用資訊科技工具或平台與校內外人員進行溝通」

此項指標的修正意見為：指標7-4其實可以分兩項較為清楚校長的作

為，一是就校長與校內教師及學生是否能運用資訊科技來溝通；二是就

校長與學生家長或社區而言。 

(2)在指標7-6「校長能與使用資訊科技教學意願較低的教師溝通，並提供

適時的協助」此項指標的修正意見包括： 

適時改為適當。 

適時關心與鼓勵資訊科技教學意願較低的教師提高數位科技信心。 

 

3.綜合評論意見之彙整 

  在層面七「善用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增進科技使用」的部分，德懷術

小組委員的綜合評論意見經歸納整理後，有以下 2 點意見： 

(1)指標 7-1、7-2、7-3 較偏支援與管理大項，甚至可合併。 

(2)可增列：校長會不會操作或運用目前現有資訊科技做公共關係行銷（如

網頁製作或部落格），也是人際溝通之一項及校長能鼓勵學校各單位透

過資訊平台互相溝通也是很重要，不是只有校長會用而已。 

 

貳、第二次問卷的修訂 

  根據第二次德懷術問卷之統計分析及專家意見彙整結果，本研究進行

第二次調查問卷的修訂，問卷修訂的方式有四：一、修正指標。二、增加

新指標。三、刪除指標。四、維持原指標。茲分別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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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正指標：指標的修正係根據德懷術小組委員所提出之意見及建議，

並經與指導教授討論後，而做進一步的修正。 

二、增加新指標：指標的增加係根據德懷術小組委員所提出之意見及建

議，並經與指導教授討論後，而增加新指標。 

三、刪除指標：本調查主要以(一)平均數須在 4.0 以上（M 4≧ ）；(二)標

準差小於 1（SD 1≦ ）；(三)四分差維持在 0.5 之水平之下（Q 0.≦ 5）；

(四)眾數（Mo）、平均數（M）之差的絕對值︳Mo－M︳ 1 ≦ 者，

為刪除指標的原則，若其中有一點不符合者則列入刪除對象；其次，

再參酌德懷術小組委員所給予之意見及建議，並經與指導教授討論

後，再決定是否刪除該指標。 

四、維持原指標：根據德懷術小組委員所提出之意見及建議，並經與指導

教授討論後，決定是否維持原指標。 

    本研究第二次德懷術問卷指標的增刪情形如表 4-18 所示。總共修正

了 1 個層面及 13 項指標，刪除 1 項指標， 6 個層面 27 項指標維持不變。 

 

表 4-18 第二次德懷術問卷指標修訂情形 

原指標項目 修訂情形 

層面一：科技領導之實施與願景發展 
修正指標。 
修正後指標：科技領導之願景發展與

實施。 

層面二：整合科技於課程與教學  維持原指標。 

層面三：學校成員科技知能之訓練與

發展 
維持原指標。 

層面四：支援與管理科技設施 維持原指標。 

層面五：科技領導之評鑑與研究 維持原指標。 
層面六：科技運用之法律與倫理 維持原指標。 
層面七：善用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增 維持原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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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續） 

進科技使用 
1-1 校長能引領或示範資訊科技是有

用、有價值的教學輔助工具。 
修正指標。 
修正後指標：校長能引領或示範資訊

科技是有用、有價值的教學工具。  
1-2 校長能利用網路或資訊科技工具

蒐集相關資料，作為決策之參考。 
維持原指標。 

1-3 校長能利用資訊科技有效地管理

行政運作。 
維持原指標。 

1-4 校長能組成一個包含學校不同成

員的資訊科技團隊，並制定學校資訊

科技教育發展計畫。 

修正指標。 
修正後指標：校長能組成一個包含學

校不同成員的資訊科技團隊以制定資

訊科技發展計畫。  
1-5 校長能充實學校的資訊科技資源

並引導學校成員使用。 
維持原指標。 

1-6 校長能了解資訊科技的發展及其

未來趨勢與在教育上的應用。 
維持原指標。 

1-7校長能夠分析學校背景，並凝聚親

師生共識，一起形塑學校資訊科技教

育發展願景。 

維持原指標。 

1-8 校長能向教師及家長清楚地說明

學校資訊科技教育發展的願景。 
維持原指標。 

2-1 校長能支持、鼓勵教師以不同的方

式將資訊科技融入於課程與教學中。 
修正指標。 
修正後指標：校長能支持並鼓勵教師

將資訊科技融入於課程與教學中。  
2-2 校長能提供資訊科技學習的機

會，促使教師能運用資訊科技改進其

教學。 

維持原指標。 

2-3 校長能積極鼓勵教師運用資訊科

技融入教學之能力。 
刪除指標。 
與 2-1、2-4 相似，故刪除指標。 

2-4 校長重視教師將資訊科技應用融

入在教學活動中。 
修正指標。 
修正後指標：校長重視教師將資訊科

技應用整合在教學活動中。 
2-5 校長會依教師使用資訊科技融入

教學的優異表現情形給予正面的回

饋。  

維持原指標。 

3-1 校長能鼓勵教師參與資訊科技相 維持原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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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續） 

關的研習與進修。 
3-2 校長會邀請在資訊科技使用表現

優良的成員，示範並發表成果。 
維持原指標。 

3-3 對於新的軟體或設備，校長會要求

相關處室安排研習以訓練教師使用。 
修正指標。 
修正後指標：對於新的軟體或設備，

校長會要求相關處室安排研習以協助

教師使用。  
3-4 校長會主動參與資訊科技相關研

習活動，以提升個人的資訊科技素養。

維持原指標。  

3-5 校長會提出學校教師的資訊科技

專業素養要求 (如資訊素養認證等) 。
維持原指標。 

4-1 校長能積極地尋求外部資源或爭

取補助經費，以充實校內資訊科技設

備。 

維持原指標。 

4-2 校長能有效地分配學校經費和人

力資源，以確保資訊科技計畫完整並

持續的執行。 

維持原指標。 

4-3校長能注重相關處室是否能提供各

種軟體應用程式給予師生使用。 
修正指標。 
修正後指標：校長能注重資訊組可提

供各種軟體資訊及合法應用程式給予

師生使用。 
4-4校長能重視資訊科技系統的改進和

更新。 
維持原指標。 

4-5 校長能注重是否能有效率地使用

校務行政系統，使學籍、成績、圖書、

財產等管理作業資訊化，以提升行政

效率。 

修正指標。 
修正後指標：校長能關注有效率地使

用校務行政系統，使學籍、成績、圖

書、財產等管理作業資訊化，以提升

行政效率。  
4-6 校長能重視學校資訊科技設備是

否適當使用，並能要求相關處室提供

即時修理與維護。 

修正指標。 
修正後指標：校長能重視適當使用學

校資訊科技設備，並能指導建構設備

維護與修繕暨資料備份管理制度。  
4-7 校長能要求相關處室提供管道協

助教師即時的技術支援（如：相關資

訊技術人員協助或諮詢）。 

修正指標。 
修正後指標：校長能要求相關處室建

立協助管道，提供教師即時的技術支

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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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續） 

5-1 校長會依據學校所訂定資訊科技

的相關發展計畫來進行自我評鑑。 
修正指標。 
修正後指標：校長會依據學校所訂定

資訊科技的相關發展計畫來進行校內

評鑑。   
5-2 校長能評鑑教師在教學活動中資

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情況。 
維持原指標。 

5-3 校長能評鑑教師在運用資訊科技

方面的專業成長情形。 
維持原指標。 

5-4 校長能利用科技蒐集、分析資料、

解釋並傳達結果，以改善教學實務。 
維持原指標。 

5-5 校長會定期召開校內資訊科技應

用相關研討會。 
維持原指標。 

6-1 校長能運用課程領導，將使用資訊

科技的法律、倫理的相關議題，加入

到學校課程中。 

維持原指標。 

6-2 校長能關心使用資訊科技的責

任、隱私、保密、環境安全、線上安

全。 

修正指標。 
修正後指標：校長會關心使用資訊科

技的責任、隱私、保密、環境安全、

線上安全。  
6-3 校長能以身作則遵守資訊科技使

用的安全與著作權等相關規範與法律

規定。 

維持原指標。 

6-4 校長會對於智慧財產權與網路倫

理等問題進行宣導與說明。 
維持原指標。 

6-5 校長重視學校科技相關軟硬體來

源的合法性。 
修正指標。 
修正後指標：校長能重視學校資訊科

技相關軟硬體來源的合法性。  
7-1 校長能關心並瞭解教職員工和學

生在資訊科技上的需求。 
維持原指標。 

7-2 校長能提供教職員工有關資訊科

技的取得與訓練。 
維持原指標。 

7-3 校長會爭取校外資源對資訊科技

相關需求的支助。 
維持原指標。 

7-4 校長能善用資訊科技工具或平台

與校內外人員進行溝通。 
維持原指標。 

7-5 校長能與家長、教職員工及學生溝 維持原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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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續） 

通資訊科技的相關議題。 
7-6 校長能與使用資訊科技教學意願

較低的教師溝通，並提供適時的協助。

修正指標。 
修正後指標：校長能與使用資訊科技

教學意願較低的教師溝通，並提供適

當的協助。 

 

第二節 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領導指標相對權重 

調查結果之分析 

    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領導指標相對權重之評定，係由參與指標建

構之德懷術小組成員對於指標相對權重的選擇判斷結果分析而得。所使用

的問卷係由「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領導指標建構調查問卷」之調查結果編

制而成之「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領導指標相對權重問卷」。問卷的設計採

用成對比較方式評估指標的重要性，並以九點量表形式進行指標間之兩兩

成對比較，其評定尺度劃分為「絕對重要」、「相當重要」、「重要」、「稍微

重要」、「相等」五個尺度。本階段共寄發 13 份問卷，回收 12 份問卷，回

收率 92.3％。 

本研究利用專家選擇軟體進行統計分析，以建立指標間相對權重。問

卷回收後，依序輸入專家學者之評定結果並進行一致性考驗，經過 Expert 

Choice 運算分析後，其不一致性判斷值(inconsistency ration index, 以下簡

稱 I.R.)與全體階層不一致性判斷值(overall inconsistency ration index, 以下

簡稱 O.I.I.)皆不能大於 0.1 才符合邏輯一致性的要求，若超過 0.1 的問卷

則予以剔除。通過邏輯一致性檢定後，再依專家學者之評定選擇判斷整體

指標之權重分配、各層級指標權重分配及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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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發展 .258
整合科技 .130
訓練與發展 .246
支援與管理 .160
評鑑與研究 .064
法律與倫理 .056
人際關係 .086
 Inconsistency = 0.00
      with 0  missing judgments.

壹、第一層級指標權重分配與排序 

  第一層級指標包含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領導的 7 個層面。表 4-19 呈

現第一層級指標相對權重分配與排序情形。由權重分配結果顯示教育學者

專家及校長認為「科技領導之願景發展與實施」(25.8％)最為重要，其次

為「學校成員科技知能之訓練與發展」(24.6％)、「支援與管理科技設施」

(16.0％)、「整合科技於課程與教學」(13.0％)、「善用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增進科技使用」(8.6％)、「科技領導之評鑑與研究」(6.4％)、「科技運用之

法律與倫理」(5.6％)。 

 
表 4-19 第一層級指標相對權重分配與排序摘要表 

指標層面 縮寫 權重 排序

科技領導之願景發展與實施 願景發展 25.8％ 1 
整合科技於課程與教學 整合科技 13.0％ 4 
學校成員科技知能之訓練與發展 訓練與發展 24.6％ 2 
支援與管理科技設施 支援與管理 16.0％ 3 
科技領導之評鑑與研究 評鑑與研究 6.4％ 6 
科技運用之法律與倫理 法律與倫理 5.6％ 7 
善用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增進科技使用 人際關係 8.6％ 5 

 

圖 4-1 呈現各層面相對權重分配長條圖，由圖可知 I.R.值為 0.00，小

於 0.1，通過一致性考驗。 

 

 

 

 

圖 4-1 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領導各層面相對權重分配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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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第二層級指標權重分配與排序 

  第二層級指標共 40 項，分屬「科技領導之願景發展與實施」、「整合

科技於課程與教學」、「學校成員科技知能之訓練與發展」、「支援與管理科

技設施」、「科技領導之評鑑與研究」、「科技運用之法律與倫理」、「善用人

際關係與溝通技巧增進科技使用」7 大層面，其相對權重分配與排序分析

如下： 

一、「科技領導之願景發展與實施」指標項下相對權重分配與排序 

科技領導之願景發展與實施指標項下相對權重分配與排序分別為：

「校長能組成一個包含學校不同成員的資訊科技團隊以制定資訊科技發

展計畫」(18.1％)、「校長能利用資訊科技有效地管理行政運作」(17.6％)、

「校長能充實學校的資訊科技資源並引導學校成員使用」(14.8％)、「校長

能了解資訊科技的發展及其未來趨勢與在教育上的應用」(12.6％)、「校長

能向教師及家長清楚地說明學校資訊科技教育發展的願景」(11.0％)、「校

長能夠分析學校背景，並凝聚親師生共識，一起形塑學校資訊科技教育發

展願景」(10.6％)、「校長能利用網路或資訊科技工具蒐集相關資料，作為

決策之參考」(8.8％)、「校長能引領或示範資訊科技是有用、有價值的教

學工具」(6.4％)。此 8 項指標之相對權重分配與排序情形如表 4-20。 

 

表 4-20 「科技領導之願景發展與實施」指標項下指標相對權重分配與排

序摘要表 

指標 縮寫 權重 排序 
1-1 校長能引領或示範資訊科技是有用、有

價值的教學工具。 
引領示範 6.4％ 8 

1-2校長能利用網路或資訊科技工具蒐集相

關資料，作為決策之參考。 
蒐集資料 8.8％ 7 

1-3 校長能利用資訊科技有效地管理行政運 有效管理 17.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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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領示範 .064
蒐集資料 .088
有效管理 .176
科技團隊 .181
充實引導 .148
了解應用 .126
分析背景 .106
說明科技願景 .110
 Inconsistency = 0.00
      with 0  missing judgments.

表 4-20（續） 

作。 
1-4 校長能組成一個包含學校不同成員的資

訊科技團隊以制定資訊科技發展計畫。 
科技團隊 18.1％ 1 

1-5 校長能充實學校的資訊科技資源並引導

學校成員使用。 
充實引導 14.8％ 3 

1-6 校長能了解資訊科技的發展及其未來趨

勢與在教育上的應用。 
了解應用 12.6％ 4 

1-7 校長能夠分析學校背景，並凝聚親師生

共識，一起形塑學校資訊科技教育發展願

景。 

分析背景 10.6％ 6 

1-8 校長能向教師及家長清楚地說明學校資

訊科技教育發展的願景。 
說明科技願景 11.0％ 5 

 

8 項指標其相對權重分配長條圖如圖 4-2。由圖可知 I.R.值為 0.00，小

於 0.1，通過一致性考驗。 

 

 

 

 

 

 

圖 4-2「科技領導之願景發展與實施」指標項下指標相對權重分配長條圖 

 

二、「整合科技於課程與教學」指標項下相對權重分配與排序 

表 4-21 呈現「整合科技於課程與教學」指標項下指標相對權重分配

與排序之情形。由表中權重分配結果顯示教育學者專家及校長認為「校長

重視教師將資訊科技應用整合在教學活動中」(41.9％)最為重要，其次為

「校長能支持並鼓勵教師將資訊科技融入於課程與教學中」(22.4％)、「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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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課程與教學 .224
提供學習機會 .190
重視科技融入教學 .419
給予正面回饋 .167
 Inconsistency = 0.00
      with 0  missing judgments.

長能提供資訊科技學習的機會，促使教師能運用資訊科技改進其教學」

(19.0％)、「校長會依教師使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優異表現情形給予正面

的回饋」(16.7％) 。 

 

表 4-21 「整合科技於課程與教學」指標項下指標相對權重分配與排序摘

要表 

指標 縮寫 權重 排序 
2-1 校長能支持並鼓勵教師將資訊科技融

入於課程與教學中。 
融入課程與教

學 
22.4％ 2 

2-2 校長能提供資訊科技學習的機會，促

使教師能運用資訊科技改進其教學。 
提供學習機會 19.0％ 3 

2-3 校長重視教師將資訊科技應用整合在

教學活動中。 
重視科技融入

教學 
41.9％ 1 

2-4 校長會依教師使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的優異表現情形給予正面的回饋。 
給予正面回饋 16.7％ 4 

 

圖 4-3 呈現各指標相對權重分配長條圖，由圖可知 I.R.值為 0.00，小

於 0.1，通過一致性考驗。 

 

 

 

 

 

圖 4-3「整合科技於課程與教學」指標項下指標相對權重分配長條圖 

 

三、「學校成員科技知能之訓練與發展」指標項下相對權重分配與排序 

學校成員科技知能之訓練與發展指標項下相對權重分配與排序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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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與進修 .276
示範並發表成果 .205
安排研習 .260
主動參與 .183
提出要求 .076
 Inconsistency = 0.01
      with 0  missing judgments.

為：「校長能鼓勵教師參與資訊科技相關的研習與進修」(27.6％)、「對於

新的軟體或設備，校長會要求相關處室安排研習以協助教師使用」(26.0

％)、「校長會邀請在資訊科技使用表現優良的成員，示範並發表成果」(20.5

％)、「校長會主動參與資訊科技相關研習活動，以提升個人的資訊科技素

養」(18.3％)、「校長會提出學校教師的資訊科技專業素養要求。(如資訊

素養認證等)」(7.6％)。此 5 項指標之相對權重分配與排序摘要如表 4-22。 

 

表 4-22 「學校成員科技知能之訓練與發展」指標項下指標相對權重分配

與排序摘要表 
指標 縮寫 權重 排序 

3-1 校長能鼓勵教師參與資訊科技相關

的研習與進修。 
研習與進修 27.6％ 1 

3-2 校長會邀請在資訊科技使用表現優

良的成員，示範並發表成果。 
示範並發表

成果 
20.5％ 3 

3-3 對於新的軟體或設備，校長會要求

相關處室安排研習以協助教師使用。 
安排研習 26.0％ 2 

3-4 校長會主動參與資訊科技相關研習

活動，以提升個人的資訊科技素養。 
主動參與 18.3％ 4 

3-5 校長會提出學校教師的資訊科技專

業素養要求。(如資訊素養認證等) 
提出要求 7.6％ 5 

 

其相對權重分配長條圖如圖 4-4。由圖可知 I.R.值為 0.00，小於 0.1，

通過一致性考驗。 

 

 

 

 
 

圖 4-4「學校成員科技知能之訓練與發展」指標項下指標相對權重分配長

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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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支援與管理科技設施」指標項下相對權重分配與排序 

表 4-23 呈現「支援與管理科技設施」指標項下指標相對權重分配與

排序之情形。由表中權重分配結果顯示教育學者專家及校長認為「校長能

積極地尋求外部資源或爭取補助經費，以充實校內資訊科技設備」(20.5

％)最為重要，其次為「校長能有效地分配學校經費和人力資源，以確保

資訊科技計畫完整並持續的執行」(19.2％)、「校長能關注有效率地使用校

務行政系統，使學籍、成績、圖書、財產等管理作業資訊化，以提升行政

效率」(18.2％)、「校長能要求相關處室建立協助管道，提供教師即時的技

術支援」(17.9％)、 「校長能重視資訊科技系統的改進和更新」(9.0％)、

「校長能重視適當使用學校資訊科技設備，並能指導建構設備維護與修繕

暨資料備份管理制度。」(8.6％)、「校長能注重資訊組可提供各種軟體資

訊及合法應用程式給予師生使用」(6.6％)。 

 

表 4-23 「支援與管理科技設施」指標項下指標相對權重分配與排序摘要

表 

指標 縮寫 權重 排序 
4-1 校長能積極地尋求外部資源或爭取

補助經費，以充實校內資訊科技設備。

尋求資源 20.5％ 1 

4-2 校長能有效地分配學校經費和人力

資源，以確保資訊科技計畫完整並持續

的執行。 

分配資源 19.2％ 2 

4-3 校長能注重資訊組可提供各種軟體

資訊及合法應用程式給予師生使用。 
提供軟體 6.6％ 7 

4-4 校長能重視資訊科技系統的改進和

更新。 
科技更新 9.0％ 5 

4-5 校長能關注有效率地使用校務行政

系統，使學籍、成績、圖書、財產等管

理作業資訊化，以提升行政效率。 
 

提升行政

效率 
18.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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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資源 .205
分配資源 .192
提供軟體 .066
科技更新 .090
提升行政效率 .182
提供即時修理維護 .086
提供即時技術支援 .179
 Inconsistency = 0.00
      with 0  missing judgments.

表 4-23（續） 

4-6 校長能重視適當使用學校資訊科技

設備，並能指導建構設備維護與修繕暨

資料備份管理制度。 

提供即時

修理維護 
8.6％ 6 

4-7 校長能要求相關處室建立協助管

道，提供教師即時的技術支援。 
提供即時

技術支援 
17.9％ 4 

 

圖 4-5 呈現各指標相對權重分配長條圖，由圖可知 I.R.值為 0.00，小

於 0.1，通過一致性考驗。 

 

 

 

 

 

 

圖 4-5「支援與管理科技設施」指標項下指標相對權重分配長條圖 

 

五、「科技領導之評鑑與研究」指標項下相對權重分配與排序 

科技領導之評鑑與研究指標項下相對權重分配與排序分別為：「校長

能利用科技蒐集、分析資料、解釋並傳達結果，以改善教學實務」(36.0

％)、「校長能評鑑教師在運用資訊科技方面的專業成長情形」 (24.4％)、

「校長能評鑑教師在教學活動中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情況」(20.3％)、「校

長會依據學校所訂定資訊科技的相關發展計畫來進行校內評鑑」(12.6

％)、「校長會定期召開校內資訊科技應用相關研討會」(6.6％)。此 5 項指

標之相對權重分配與排序摘要如表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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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評鑑 .126
評鑑科技融入教學 .203
評鑑教師專業成長 .244
改善教學實務 .360
召開研討會 .066
 Inconsistency = 0.00
      with 0  missing judgments.

表 4-24 「科技領導之評鑑與研究」指標項下指標相對權重分配與排序摘

要表 

指標 縮寫 權重 排序 
5-1 校長會依據學校所訂定資訊科技的

相關發展計畫來進行校內評鑑。 
校內評鑑 12.6％ 4 

5-2 校長能評鑑教師在教學活動中資訊

科技融入教學的情況。 
評鑑科技

融入教學 
20.3％ 3 

5-3 校長能評鑑教師在運用資訊科技方

面的專業成長情形。 
評鑑教師

專業成長 
24.4％ 2 

5-4 校長能利用科技蒐集、分析資料、

解釋並傳達結果，以改善教學實務。 
改善教學

實務 
36.0％ 1 

5-5 校長會定期召開校內資訊科技應用

相關研討會。 
召開研討

會 
6.6％ 5 

 

5 項指標其相對權重分配長條圖如圖 4-6。由圖可知 I.R.值為 0.00，小

於 0.1，通過一致性考驗。 

 

 

 

 

 

圖 4-6「科技領導之評鑑與研究」指標項下指標相對權重分配長條圖 

 

六、「科技運用之法律與倫理」指標項下相對權重分配與排序 

科技運用之法律與倫理指標項下相對權重分配與排序分別為：「校長

能關心使用資訊科技的責任、隱私、保密、環境安全、線上安全」(38.3

％)、「校長能運用課程領導，將使用資訊科技的法律、倫理的相關議題，

加入到學校課程中」(23.4％)、「校長重視學校資訊科技相關軟硬體來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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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學校課程 .234
關心科技安全 .383
遵守科技規範 .134
宣導與說明 .085
來源的合法性 .164
 Inconsistency = 0.00
      with 0  missing judgments.

合法性」(16.4％)、「校長能以身作則遵守資訊科技使用的安全與著作權等

相關規範與法律規定」(13.4％)、「校長會對於智慧財產權與網路倫理等問

題進行宣導與說明」(8.5％)。此 5 項指標之相對權重分配與排序摘要如表

4-25。 

 

表 4-25 「科技運用之法律與倫理」指標項下指標相對權重分配與排序摘

要表 

指標 縮寫 權重 排序 
6-1 校長能運用課程領導，將使用資訊科

技的法律、倫理的相關議題，加入到學校

課程中。 

加入學校課程 23.4％ 2 

6-2 校長能關心使用資訊科技的責任、隱

私、保密、環境安全、線上安全。 
關心科技安全 38.3％ 1 

6-3 校長能以身作則遵守資訊科技使用的

安全與著作權等相關規範與法律規定。 
遵守科技規範 13.4％ 4 

6-4 校長會對於智慧財產權與網路倫理等

問題進行宣導與說明。 
宣導與說明 8.5％ 5 

6-5 校長重視學校資訊科技相關軟硬體來

源的合法性。 
來源的合法性

 
16.4％ 3 

 

5 項指標其相對權重分配長條圖如圖 4-7。由圖可知 I.R.值為 0.00，小

於 0.1，通過一致性考驗。 

 

 

 

 

 

圖 4-7「科技運用之法律與倫理」指標項下指標相對權重分配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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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善用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增進科技使用」指標項下相對權重分配與

排序 

表 4-26 呈現「善用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增進科技使用」指標項下指

標相對權重分配與排序之情形。由表中權重分配結果顯示教育學者專家及

校長認為「校長能關心並瞭解教職員工和學生在資訊科技上的需求」(28.4

％)最為重要，其次為「校長能善用資訊科技工具或平台與校內外人員進

行溝通」(17.0％)、「校長能與使用資訊科技教學意願較低的教師溝通，並

提供適當的協助。」(15.8％)、「校長能提供教職員工有關資訊科技的取得

與訓練」(14.9％)、「校長會爭取校外資源對資訊科技相關需求的支助」(14.8

％)、「校長能與家長、教職員工及學生溝通資訊科技的相關議題」(9.0％)。 

 

表 4-26 「善用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增進科技使用」指標項下指標相對權

重分配與排序摘要表 

指標 縮寫 權重 排序 
7-1 校長能關心並瞭解教職員工和學生

在資訊科技上的需求。 
關心並瞭解需求 28.4％ 1 

7-2 校長能提供教職員工有關資訊科技

的取得與訓練。 
科技的取得與訓

練 
14.9％ 4 

7-3 校長會爭取校外資源對資訊科技相

關需求的支助。 
爭取校外資源 14.8％ 5 

7-4 校長能善用資訊科技工具或平台與

校內外人員進行溝通。 
善用資訊科技溝

通 
17.0％ 2 

7-5 校長能與家長、教職員工及學生溝

通資訊科技的相關議題。 
溝通資訊科技議

題 
9.0％ 6 

7-6 校長能與使用資訊科技教學意願較

低的教師溝通，並提供適當的協助。 
提供適當協助 15.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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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並瞭解需求 .284
科技的取得與訓練 .149
爭取校外資源 .148
善用資訊科技溝通 .170
溝通資訊科技議題 .090
提供適當協助 .158
 Inconsistency = 0.00
      with 0  missing judgments.

圖 4-8 呈現各指標相對權重分配長條圖，由圖可知 I.R.值為 0.00，小

於 0.1，通過一致性考驗。 

 

 

 

 

 

圖 4-8「善用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增進科技使用」指標項下指標相對權重

分配長條圖 

參、整體指標權重分配與排序 

  專家選擇軟體除了計算各層級指標的權重分配外，亦可計算出各指標

相對於整體指標的權重分配及排序的結果。本研究之指標體系第二層級指

標共有 40 項指標，根據計算結果整體指標的相對權重分配及排序如表

4-27。 

 

表 4-27 整體指標相對權重分配與排序摘要表 

指標 縮寫 權重 排序 
1-4 校長能組成一個包含學校不同成

員的資訊科技團隊以制定資訊科技發

展計畫。 

科技團隊 6.4％ 1 

1-3 校長能利用資訊科技有效地管理

行政運作。 
有效管理 6.2％ 2 

3-1 校長能鼓勵教師參與資訊科技相

關的研習與進修。 
研習與進修 6.1％ 3 

3-3 對於新的軟體或設備，校長會要求

相關處室安排研習以協助教師使用。

安排研習 5.8％ 4 

1-5 校長能充實學校的資訊科技資源

並引導學校成員使用。 
充實引導 5.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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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7（續） 

1-6 校長能了解資訊科技的發展及其

未來趨勢與在教育上的應用。 
了解應用 4.5％ 6 

3-2 校長會邀請在資訊科技使用表現

優良的成員，示範並發表成果。 
示範並發表

成果 
4.5％ 6 

3-4 校長會主動參與資訊科技相關研

習活動，以提升個人的資訊科技素養。

主動參與 4.0％ 8 

4-1 校長能積極地尋求外部資源或爭

取補助經費，以充實校內資訊科技設

備。 

尋求資源 4.0％ 8 

1-8 校長能向教師及家長清楚地說明

學校資訊科技教育發展的願景。 
說明科技願

景 
3.9％ 10 

1-7 校長能夠分析學校背景，並凝聚親

師生共識，一起形塑學校資訊科技教

育發展願景。 

分析背景 3.8％ 11 

4-2 校長能有效地分配學校經費和人

力資源，以確保資訊科技計畫完整並

持續的執行。 

分配資源 3.7％ 12 

4-5 校長能關注有效率地使用校務行

政系統，使學籍、成績、圖書、財產

等管理作業資訊化，以提升行政效率。

提升行政效

率 
3.5％ 13 

4-7 校長能要求相關處室建立協助管

道，提供教師即時的技術支援。 
提供即時技

術支援 
3.5％ 13 

2-3 校長重視教師將資訊科技應用整

合在教學活動中。 
重視科技融

入教學 
3.2％ 15 

1-2 校長能利用網路或資訊科技工具

蒐集相關資料，作為決策之參考。 
蒐集資料 3.1％ 16 

1-1 校長能引領或示範資訊科技是有

用、有價值的教學工具。 
引領示範 2.3％ 17 

7-1 校長能關心並瞭解教職員工和學

生在資訊科技上的需求。 
關心並瞭解

需求 
2.1％ 18 

2-1 校長能支持並鼓勵教師將資訊科

技融入於課程與教學中。 
融入課程與

教學 
1.7％ 19 

3-5 校長會提出學校教師的資訊科技

專業素養要求 (如資訊素養認證

等) 。 

提出要求 1.7％ 19 

4-4 校長能重視資訊科技系統的改進 科技更新 1.7％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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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7（續） 

和更新。 
4-6 校長能重視適當使用學校資訊科

技設備，並能指導建構設備維護與修

繕暨資料備份管理制度。 

提供即時修

理與維護 
1.7％ 19 

5-4 校長能利用科技蒐集、分析資料、

解釋並傳達結果，以改善教學實務。

改善教學實

務 
1.6％ 23 

2-2 校長能提供資訊科技學習的機

會，促使教師能運用資訊科技改進其

教學。 

提供學習機

會 
1.5％ 24 

6-2 校長會關心使用資訊科技的責

任、隱私、保密、環境安全、線上安

全。 

關心科技安

全 
1.4％ 25 

2-4 校長會依教師使用資訊科技融入

教學的優異表現情形給予正面的回

饋。 

給予正面回

饋 
1.3％ 26 

4-3 校長能注重資訊組可提供各種軟

體資訊及合法應用程式給予師生使

用。 

提供軟體 1.3％ 26 

7-4 校長能善用資訊科技工具或平台

與校內外人員進行溝通。 
善用資訊科

技工具進行

溝通 

1.3％ 26 

7-6 校長能與使用資訊科技教學意願

較低的教師溝通，並提供適時的協助。

提供適時協

助 
1.2％ 29 

5-3 校長能評鑑教師在運用資訊科技

方面的專業成長情形。 
評鑑教師專

業成長 
1.1％ 30 

7-2 校長能提供教職員工有關資訊科

技的取得與訓練。 
提供科技的

取得與訓練 
1.1％ 30 

7-3 校長會爭取校外資源對資訊科技

相關需求的支助。 
爭取校外資

源 
1.1％ 30 

5-2 校長能評鑑教師在教學活動中資

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情況。 
評鑑科技融

入教學 
0.9％ 33 

6-1 校長能運用課程領導，將使用資訊

科技的法律、倫理的相關議題，加入

到學校課程中。 

加入學校課

程 
0.8％ 34 

7-5 校長能與家長、教職員工及學生溝

通資訊科技的相關議題。 
溝通資訊科

技相關議題 
0.7％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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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7（續） 

5-1 校長會依據學校所訂定資訊科技

的相關發展計畫來進行校內評鑑。 
校內評鑑 0.6％ 36 

6-5 校長能重視學校資訊科技相關軟

硬體來源的合法性。 
 

來源的合法

性 
0.6％ 36 

6-3 校長能以身作則遵守資訊科技使

用的安全與著作權等相關規範與法律

規定。 

遵守科技規

範 
0.5％ 38 

5-5 校長會定期召開校內資訊科技應

用相關研討會。 
召開研討會 0.3％ 39 

6-4 校長會對於智慧財產權與網路倫

理等問題進行宣導與說明。 
宣導與說明 0.3％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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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al: 建立國民中小學科技領導權重指標

     Overall Inconsistency = .00

科技團隊 .064
有效管理 .062
研習與進修 .061
安排研習 .058
充實引導 .052
了解應用 .045
示範並發表成果 .045
主動參與 .040
尋求資源 .040
說明科技願景 .039
分析背景 .038
分配資源 .037
提升行政效率 .035
提供即時技術支援 .035
重視科技融入教學 .032
蒐集資料 .031
引領示範 .023
關心並瞭解需求 .021
融入課程與教學 .017
提出要求 .017
科技更新 .017
提供即時修理維護 .017
改善教學實務 .016
提供學習機會 .015
關心科技安全 .014
給予正面回饋 .013
提供軟體 .013
善用資訊科技溝通 .013
提供適當協助 .012
評鑑教師專業成長 .011
科技的取得與訓練 .011
爭取校外資源 .011
評鑑科技融入教學 .009
加入學校課程 .008
溝通資訊科技議題 .007
校內評鑑 .006
來源的合法性 .006
遵守科技規範 .005
召開研討會 .003
宣導與說明 .003

圖 4-9 呈現整體指標相對權重分配長條圖，由圖可知 O.I.I.值為 0.00，

小於 0.1，通過一致性考驗。 

 

 

 

 

 

 

 

 

 

 

 

 

 

 

 

 

圖 4-9 整體指標相對權重分配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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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本研究整理出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領導指標及權重體系，

如表 4-28 所示。 

表 4-28 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領導指標及權重體系 

第一層級 第二層級 

1-1 校長能引領或示範資訊科技是有用、有價值的教學工具（2.3％）。

1-2 校長能利用網路或資訊科技工具蒐集相關資料，作為決策之參考

（3.1％）。 
1-3 校長能利用資訊科技有效地管理行政運作（6.2％）。 
1-4 校長能組成一個包含學校不同成員的資訊科技團隊以制定資訊

科技發展計畫（6.4％）。 
1-5 校長能充實學校的資訊科技資源並引導學校成員使用（5.2％）。

1-6 校長能了解資訊科技的發展及其未來趨勢與在教育上的應用（4.5
％）。 
1-7 校長能夠分析學校背景，並凝聚親師生共識，一起形塑學校資訊

科技教育發展願景（3.8％）。 

科技領導

之願景發

展與實施 
(25.8％) 

1-8 校長能向教師及家長清楚地說明學校資訊科技教育發展的願景

（3.9％）。 
2-1 校長能支持並鼓勵教師將資訊科技融入於課程與教學中（1.7％）。

2-2 校長能提供資訊科技學習的機會，促使教師能運用資訊科技改進

其教學（1.5％）。 
2-3 校長重視教師將資訊科技應用整合在教學活動中（3.2％）。 

整合科技

於課程與

教學％

(13.0％) 
2-4 校長會依教師使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優異表現情形給予正面

的回饋（1.3％）。 
3-1 校長能鼓勵教師參與資訊科技相關的研習與進修（6.1％）。 
3-2 校長會邀請在資訊科技使用表現優良的成員，示範並發表成果

（4.5％）。 
3-3 對於新的軟體或設備，校長會要求相關處室安排研習以協助教師

使用（5.8％）。 
3-4 校長會主動參與資訊科技相關研習活動，以提升個人的資訊科技

素養（4.0％）。 

學校成員

科技知能

之訓練與

發展 
(24.6％) 

3-5校長會提出學校教師的資訊科技專業素養要求 (如資訊素養認證

等) （1.7％）。 
4-1 校長能積極地尋求外部資源或爭取補助經費，以充實校內資訊科

技設備（4.0％）。 
 
 
 4-2 校長能有效地分配學校經費和人力資源，以確保資訊科技計畫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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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並持續的執行（3.7％）。 
4-3 校長能注重資訊組可提供各種軟體資訊及合法應用程式給予師

生使用（1.3％）。 
4-4 校長能重視資訊科技系統的改進和更新（1.7％）。 
4-5 校長能關注有效率地使用校務行政系統，使學籍、成績、圖書、

財產等管理作業資訊化，以提升行政效率（3.5％）。 
4-6 校長能重視適當使用學校資訊科技設備，並能指導建構設備維護

與修繕暨資料備份管理制度（1.7％）。 

支援與管

理科技設

施 
(16.0％) 

4-7 校長能要求相關處室建立協助管道，提供教師即時的技術支援

（3.5％）。 
5-1 校長會依據學校所訂定資訊科技的相關發展計畫來進行校內評

鑑（0.6％）。 
5-2 校長能評鑑教師在教學活動中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情況（0.9％）。

5-3 校長能評鑑教師在運用資訊科技方面的專業成長情形（1.1％）。

5-4 校長能利用科技蒐集、分析資料、解釋並傳達結果，以改善教學

實務（1.6％）。 

科技領導

之評鑑與

研究 
(6.4％) 

5-5 校長會定期召開校內資訊科技應用相關研討會（0.3％）。 
6-1 校長能運用課程領導，將使用資訊科技的法律、倫理的相關議

題，加入到學校課程中（0.8％）。 
6-2 校長會關心使用資訊科技的責任、隱私、保密、環境安全、線上

安全（1.4％）。 
6-3 校長能以身作則遵守資訊科技使用的安全與著作權等相關規範

與法律規定（0.5％）。 
6-4 校長會對於智慧財產權與網路倫理等問題進行宣導與說明（0.3
％）。 

科技運用

之法律與

倫理 
(5.6％) 

6-5 校長能重視學校資訊科技相關軟硬體來源的合法性（0.6％）。 
7-1 校長能關心並瞭解教職員工和學生在資訊科技上的需求（2.1％）。

7-2 校長能提供教職員工有關資訊科技的取得與訓練（1.1％）。 
7-3 校長會爭取校外資源對資訊科技相關需求的支助（1.1％）。 
7-4 校長能善用資訊科技工具或平台與校內外人員進行溝通（1.3％）。

7-5 校長能與家長、教職員工及學生溝通資訊科技的相關議題（0.7
％）。 

善用人際

關係與溝

通技巧增

進科技使

用 
(8.6％) 

7-6 校長能與使用資訊科技教學意願較低的教師溝通，並提供適時的

協助（1.2％）。 

 

表 4-28（續） 



 177

第三節  綜合討論 

本節依據研究結果進行討論，共分為兩部分。第一部分為國民中小學

校長科技領導指標建構結果之探討，第二部分為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領導

指標相對權重調查結果之探討。 

 

壹、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領導指標建構結果之探討 

本研究所建構之科技領導指標，首先研究者依據國內外文獻之探討，

結合國內教育之實際情況，修正並轉化，初擬出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領導

之 7 大層面 45 項指標，經由二次的德懷術問卷調查，修正為 7 大層面 40

項指標。13 位專家學者除了對各項指標的適切性進行評定外，且提出指

標修正、刪除、增加等寶貴意見，茲探討如下： 

一、第一次德懷術調查結果之討論 

(一)建議各層面皆加入「科技」的字眼，以使指標體系具有一致性。 

(二)本研究所指之「科技」，係為學校教育應用之「科技」，一般稱為「教

育科技」或「教學科技」，而其實際應用內涵則以資訊科技為主要形式，

包括手提電腦、平版電腦、電腦軟體、網路、多媒體、數位攝影機、

周邊設備（如投影機、電子白板、印表機、數位影像輸入輸出設備）

等可供發展與支持教學之科技設施，為求名詞統一，指標用詞皆統稱

為資訊科技。 

(三)部分指標以「校長」為第一人稱、但有的以「學校」為主稱，因校長

科技領導是以校長本身為出發點，因此「學校」並不等於「校長」，所

以凡是指標中以「學校」為第一人稱者皆修正為「校長」，並調整文字

敘述。 

(四)第一次德懷術問卷指標，總共修正了 5 個層面及 36 項指標，增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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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新指標，刪除 5 項指標， 2 個層面及 4 項指標維持不變。其中指標

2-4「校長能幫助老師們使用科技去取得、分析和詮釋學生成績數據，

並運用該項結果去適當地設計、評估和修正教學模式」有 5 位委員提

出修正意見，且 M = 3.38 ；SD = 1.26 ；Q = 1.0，不符指標採用原則

故刪除該項指標。指標 2-6「校長會辦理各項科技競賽活動，激發學生

學習科技的潛能」。有 5 位委員提出修正意見，且 M = 3.85 ；SD = 

1.41 ；Q = 1.0，故刪除該指標。指標 3-2「校長會定期舉辦教學觀摩

與研討活動，提升教師運用資訊媒體之教學能力」專家認為與 2-3 類

似，故刪除該項指標。指標 5-5「校長能積極應用科技相關的研究來引

導教職員工科技的使用」因 M = 3.85 ；SD = 1.41 ；Q = 1.0，不符指

標採用原則，故刪除該指標。指標 4-3「學校能提供各種軟體應用程式

給予師生使用並經常對科技系統進行改進和更新」委員認為此項指標

包含二件事可以分開成二個指標，因此將指標 4-3 分成「校長能注重

相關處室是否能提供各種軟體應用程式給予師生使用」及「校長能重

視資訊科技系統的改進和更新」。 

 

二、第二次德懷術調查結果之討論 

(一) 第二次德懷術問卷指標總共修正了 1 個層面及 13 項指標，刪除 1 項

指標， 6 個層面及 27 項指標維持不變。其中層面一：「科技領導之

實施與願景發展」委員認為願景發展應在科技領導之實施前，經與指

導教授討論之後，接受委員意見，修改為「科技領導之願景發展與實

施」。指標 2-3「校長能積極鼓勵教師運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能力」，

委員認為與 2-1、2-4 相似，故刪除該指標。其餘修正的意見多為文

辭上之調整，已酌予參採。 

(二)由統計數據中，若眾數（Mo）、平均數（M）之差的絕對值小於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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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者(︳Mo－M︳ 1)≦ ，顯示德懷術小組委員意見一致性高，反之若

其值大於 1，表示德懷術小組委員意見紛歧。本研究第一次調查問卷

的統計數據，︳Mo－M︳之平均值為 0.373，第二次調查問卷的統計

數據，︳Mo－M︳之平均值為 0.317，二次︳Mo－M︳之平均值皆小

於 1 且第二次值比第一次來得更小，顯示德懷術小組委員意見已達一

致性，無須再進行第三次德懷術問卷調查，因此本研究德懷術問卷調

查進行二次即停止。 

(三) 指標是否可合併，係與提出意見或建議之委員以電話或 e-mail 溝通

了解其真正意涵後，並與指導教授討論後，做出最後之決定。 

(四)「校長會不會操作或運用目前現有資訊科技做公共關係行銷」、「校長

能鼓勵學校各單位透過資訊平台互相溝通」已包含在指標 7-4「校長

能善用資訊科技工具或平台與校內外人員進行溝通」下，故不增列。 

 

貳、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領導指標相對權重調查結果之探討 

一、第一層級指標權重分配與排序之討論 

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領導第一層級指標有 7 項，其權重與排序為：「科

技領導之願景發展與實施」(25.8％)、「學校成員科技知能之訓練與發展」

(24.6％)、「支援與管理科技設施」(16.0％)、「整合科技於課程與教學」(13.0

％)、「善用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增進科技使用」(8.6％)、「科技領導之評

鑑與研究」(6.4％)、「科技運用之法律與倫理」(5.6％)。由權重及排序顯

示「科技領導之願景發展與實施」最為重要。此與 ISTE 發展出校長的科

技領導任務與指標將「領導與願景」列為最重要的結果一致。校長要推行

科技領導首要之務便是須能夠分析學校背景，凝聚親師生共識，一起形塑

學校科技教育發展願景，使其成為學校教職員生努力的方向與目標。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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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供學校成員有足夠的研習或訓練機會，並且能將科技設施妥善管理。

「科技運用之法律與倫理」(5.6％)在相對權重的分配上是位居最後，顯示

在國內資訊科技運用之法律與倫理議題尚未受到應有的重視，校長應加強

對智慧財產權與網路倫理等問題進行宣導與說明使學校全體教職員工皆

能遵守相關規範與法律。 

二、第二層級指標權重分配與排序 

第二層級指標共 40 項，分屬「科技領導之願景發展與實施」、「整合

科技於課程與教學」、「學校成員科技知能之訓練與發展」、「支援與管理科

技設施」、「科技領導之評鑑與研究」、「科技運用之法律與倫理」、「善用人

際關係與溝通技巧增進科技使用」7 大層面。每一層面之指標皆依其權

重、排序顯示，可做為校長在推行科技領導之先後次序的重要參考數據。 

在「科技領導之願景發展與實施」層面下以「校長能組成一個包含學

校不同成員的資訊科技團隊以制定資訊科技發展計畫」(18.1％)及「校長

能利用資訊科技有效地管理行政運作」(17.6％)最受重視，顯示建立資訊

科技團隊的重要性及運用資訊科技的能力是校長應具備的重要能力。 

在「整合科技於課程與教學」層面下以「校長重視教師將資訊科技應

用整合在教學活動中」(41.9％)最為重要，其權重遠大於其它三項指標。

由此可知在學校運用資訊科技的最重要的目標之一在於整合科技於教學

中，利用資訊科技提升教學效能。 

在「學校成員科技知能之訓練與發展」層面下權重最大的二項為「校

長能鼓勵教師參與資訊科技相關的研習與進修」(27.6％)及「對於新的軟

體或設備，校長會要求相關處室安排研習以協助教師使用」(26.0％)，此

兩項指標皆顯示出在校長推行科技領導時，提供教職員工科技研習與進修

機會及學習新的軟體或科技設備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在「支援與管理科技設施」層面下以「校長能積極地尋求外部資源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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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補助經費，以充實校內資訊科技設備」(20.5％)最為重要，其次為「校

長能有效地分配學校經費和人力資源，以確保資訊科技計畫完整並持續的

執行」(19.2％)、「校長能關注有效率地使用校務行政系統，使學籍、成績、

圖書、財產等管理作業資訊化，以提升行政效率」(18.2％)，此三項指標

權重相近，顯示經費的爭取及有效運用與分配是校長科技領導的重要課

題。此外，利用行政電腦化提升行政效率雖已推行一段時間，但仍是校長

科技領導不可忽略的一環。 

在「科技領導之評鑑與研究」層面下以「校長能利用科技蒐集、分析

資料、解釋並傳達結果，以改善教學實務」(36.0％)最為重要，顯示校長

在推行科技領導時，須能起示範作用，自己能利用科技蒐集、分析、解釋

資料並將最後成果傳達給學校同仁並藉此改善教學實務。 

在「科技運用之法律與倫理」層面下以「校長能關心使用資訊科技的

責任、隱私、保密、環境安全、線上安全」(38.3％)最為重要，此指標獲

得委員的高度重視，顯示出科技使用的安全性是校長實施科技領導時不可

忽略的趨勢，須致力於提供師生一個安全無慮的資訊使用平台及環境。 

在「善用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增進科技使用」層面下以「校長能關心

並瞭解教職員工和學生在資訊科技上的需求」(28.4％)最為重要，可知校

長在規劃學校科技教育計畫時，須了解教職員生在科技上的需求和關心，

如此規劃出來的計畫才能符合教職員生的需求。 

 

三、整體指標權重分配與排序 

本研究之指標體系第二層級指標共40項指標，由整體指標之權重及排

序的結果可發現最重要的前三名為：「校長能組成一個包含學校不同成員

的資訊科技團隊以制定資訊科技發展計畫」、「校長能利用資訊科技有效地

管理行政運作」、「校長能鼓勵教師參與資訊科技相關的研習與進修」。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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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出校長在推行科技領導時，首先須重視的是資訊科技團隊的組成，因個

人單打獨鬥的時代已過去了，在資訊時代唯有靠團隊的力量才能有效制定

及推行資訊科技發展計畫，其次校長須提升自己本身科技素養，運用科技

有效地管理行政運作，最後校長須鼓勵教師參與在科技領域上的在職訓練

或在校內能提供時間以作為科技訓練之用，以提升教師的科技素養。其餘

37項指標之權重及排序，亦可作為校長在推行科技領導時先後次序及輕重

緩急之參考。 

 

四、國民中小學科技領導指標相對權重問卷之探討 

本研究所建構的國民中小學科技領導指標部分層面所包含指標數超

過7項，兩兩配對後共有28種組合，組合數太多，且有些層面下的指標是

屬整體策略或是須互相支援或搭配進行，很難將之互相比較其重要性，因

此填答時易造成填答者的困擾。此外，可增加受測專家人數，並可擴大研

究母群體至教育行政人員、教師、家長等對象，廣徵不同身分人士的意見，

可使權重體系更加客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