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旨在建構校長科技領導指標及權重體系，作為國民中小學校

長推動科技領導之參考依據，以提升學校行政效率及教學效能。研究的

過程中為兼顧理論與實務面的差異，需要請具科技領導或資訊素養等專

業領域的學者專家們提供寶貴的意見，亦須考量實務工作者，如學校行

政人員等人的意見與看法，在過程中需要參與的成員，不斷溝通互動來

形成一致性的共識。然而基於時間、空間及成本上的限制，無法召開面

對面的會議；其次，為了避免少數權威人士的影響，採取匿名的方式來

發表意見以凝聚專家學者的共識；再加上考量德懷術(Delphi technique)

的特點及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後，認為採用德懷術的研究方法最為適切。

在建立權重體系方面則藉由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以下

簡稱AHP)瞭解其相關指標間的權重分配，進而瞭解各指標間的相對重要

性，以作為有效落實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領導的主要參考依據。 

因此，本章係依據研究目的、待答問題及相關文獻探討所得進行研究

設計，進而發展出校長科技領導之指標及權重體系。茲將本章共分為五

節，第一節為研究架構，第二節為研究對象，第三節為研究工具，第四節

為實施程序，第五節為資料處理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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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建構出能符應實務運作之校長科技領導指標及權重，指標

建構方面，研究者嘗試以科技領導相關理論、文獻和相關研究為基礎，將

研究結果歸納彙整出校長科技領導之層面，並根據此層面擬出校長科技領

導初步指標，再經由德懷術及層級分析法(AHP)確立指標及權重，其架構

如圖 3-1 所示。

 

校長科技領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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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獻探討 層面 初步 

指標 

圖 3-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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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用德懷術研究法，而德懷術的實施是以具代表性的專家、

學者作為調查的對象。德懷術的專家樣本數應為多少，在學理上並無絕對

限制。參與德懷術小組的專家人數，傳統上均採取小樣本，但也可以依研

究目的加以調整。一般而言，最少須五人以上，假使德懷術專家成員之間

的同質性較高時，成員的人數最好為十到三十位；若德懷術專家成員之間

的同質性較低時，成員的人數為五到十位；倘若德懷術專家成員至少有十

人以上時，成員間的誤差可降至最低，而相對的其信度會最高（游家政，

1996；謝潮儀，1983）。因此本研究選取德懷術小組成員的範圍與人數控

制在十三至十五位左右，邀請相關的專家及學者參與。 

德懷術是以學者和專家為調查對象，因此本研究參酌學校科技領導的

特質，先界定研究的母群範圍與樣本的取樣原則，然後再進行取樣，將同

意參與研究的樣本組成「德懷術專家小組」。 

一、母群範圍 

本研究的德懷術專家小組母群範圍，包含熟悉學校科技領導學理基礎 

之學者教授、曾撰寫科技領導博碩士論文之研究者及推行學校科技領導之

行政人員（教育局相關業務承辦人及國中小學校長）。 

二、取樣原則 

德懷術的成敗繫於專家群有建樹性意見的提供，因此，選擇隨機取樣

法並不列入考量，而是依一定之標準加以立意抽樣（吳雅玲，2001）。德

懷術調查是要獲得對學校科技領導指標項目適切性的共識，因此，本研究

邀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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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參與德懷術意見徵詢的專家樣本。德懷術專家的遴選原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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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者代表部份： 

1.任職於大專校院，教授科技領導相關課程的教授。 

2.曾經做過科技領導相關研究、發表專書或論文者。 

3.具備研究科技領導領域之實務經驗及知能者。 

4.具有參與科技領導研究的熱忱與興趣。 

5.可以反應不同觀點之意見者。 

(二)行政人員部份： 

1.推行學校科技領導或資訊敎育績效卓越者。  

2.有經驗、有興趣，並具有參與熱忱者。 

3.學者專家推薦，具備豐富科技領導素養理論或實務經驗者。 

4.資訊教育專業領域具有豐富教學及研究經驗者。 

5.負責資訊科技相關業務之教育局人員。 

6.可以反應不同觀點之意見者。 

三、取樣程序 

依據上述原則，首先從母群範圍進行樣本的初步提名，並以電話聯

絡、郵寄邀請函，且以電子郵件說明研究目的與實施步驟，請求給予協助

並徵詢其同意，以獲取應允參與本研究德懷術之同意，最後，確認德懷術

專家小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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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為「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領導指標建構調查問卷」及「國

民中小學校長科技領導指標相對權重問卷」。茲分述如下： 

壹、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領導指標建構調查問卷 

本研究在基於研究主題及德懷術小組委員的資訊專業背景後，決定

以網路問卷的形式，透過 e-mail 的傳送來進行意見的調查。為了避免在

網路傳送的過程中產生錯誤，在問卷內容填寫之前，先進行傳送測試，

以確保填答結果能順利回傳。若傳送測試無法成功，則需與研究者進行

聯繫，再做進一步的改進，或是以其他方式來進行問卷調查。三次之問

卷填寫均透過網路進行，除節省時間提高效率外，亦可提高問卷之回收

率。 

本研究第一次問卷採結構式問卷，為研究者經由文獻分析及與指導教

授討論後所整理而成，而第二、三次問卷則依據前一次問卷中，各題項

的適切性評定結果，與意見的回饋修訂而成。而在第二、三次問卷實施

時，則檢附前一次問卷之調查結果，以做為德懷術小組委員重新判斷之

參考。本調查問卷之設計分為三個部分，包括研究說明、填答說明、問

卷內容等。茲將問卷所包含之三個部分說明如下： 

一、研究說明  

研究說明旨在與德懷術小組委員溝通本研究的相關事宜。第一次問卷

的說明函是引起專家參與研究興趣及瞭解研究的重要工具。研究說明包括：

本研究的目的與重要性、研究進度與程序、相關名詞釋義、問卷填答期限、

聯絡方式及感謝用語等（張美蘭，2002；陳雅慧，1992）。 

第二、三次問卷的研究說明，則需說明前一次問卷的意見處理情形，包

括量化資料的簡要統計結果、專家意見的歸納與整理、本次問卷的修訂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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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請求協助的事項等。 

二、填答說明 

填答說明主要是針對當次德懷術問卷之實施日期、問卷結構、填寫方

式、計分方式以及相關事宜加以說明，以便讓德懷術小組成員更能掌握及

配合德懷術問卷調查工作之進行。相關說明內容描述如下： 

(一)本問卷內容分為七個層面，各層面及其意義如下： 

  1.科技領導之實施與願景發展：校長能具備科技領導的理念，運用科技

領導的技巧，落實科技領導之實施；並能領導學校成員凝具共識與承

諾，共同形塑學校科技願景。 

2.整合科技於課程與教學：校長能鼓勵教師將科技整合到學校課程中並

運用於實際教學以提升教學及學習效果。 

3.學校成員發展與訓練：校長能注重學校成員科技素養的訓練與發展，

並能以身作則示範科技的使用，使學校成員具備運用科技的素養與能

力。 

4.科技設施支援與管理：校長能爭取社會資源充實學校科技設施，當教

職員生使用科技需要協助時，能即時提供支援，並能進行合理且有效

的管理以確保適當的使用科技設備。 

5.評鑑與研究：校長能透過評鑑的實施引導學校成員落實科技專業發

展，並能應用科技的相關研究以提升行政與教學效能。 

6.社會、法律與倫理議題：校長能帶領學校成員共同討論科技使用時所

會面臨的社會、法律及倫理的兩難困境議題，並形成決策責任的規範。 

7.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校長能善用科技設施與學校教職員工、社區家

長與人士、廠商等進行溝通並維持正面的人際關係。 

(二)每一層面下包含數個校長科技領導指標。每一指標均有「適切性」之

圈選欄，「適切性」是指該指標在校長科技領導中的適切程度，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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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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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在每一指標下均有一意見說明欄位，德懷術小組成員可針對該指標進

行意見回饋。 

(四)在每一層面之後，尚有一綜合評論欄，若德懷術小組成員認為該層

面，仍有不足之處或尚須修改調整之處，均可填寫在此。 

三、問卷內容  

第一次德懷術調查問卷內容乃由研究者透過相關文獻探究並與指導

教授討論後所整理而成。內容可分為七個層面。每一層面包含數個相關

科技領導指標。這些初步擬定出指標系統，乃是本問卷之主要內容。而

第二次及第三次之德懷術問卷則根據前一次調查問卷填寫之反應與意

見，以及統計分析(眾數、平均數、標準差、四分差等)及專家意見彙整的

結果，做必要的修訂與調整。 

問卷內容除七個層面及科技領導指標外，在填答的設計上尚包括「適

切性評定」、「意見說明」、「綜合評論」三個部份，分述如下： 

(一)適切性評定部分  

在適切性評定部分，係採Likert五點量表，以「5」代表「非常適切」、

「4」代表「適切」、「3」代表「有點適切」、「2」代表「不適切」、

「1」代表「非常不適切」，德懷術小組成員可依據各題項填寫個人所

認定之適切性的評定。 

(二)意見說明部分  

在意見說明的部分採取完全開放的方式，德懷術小組成員可於各指標

之後，自由的增刪指標或提供意見及想法，以做為研究者修改或參考

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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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評論部分 

在綜合評論的部分採完全開放的方式，德懷術小組成員可針對問卷整體

結構或內容，自由的提供意見及想法，以做為研究者修改之參考依據。 

 

貳、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領導指標相對權重問卷 

本問卷係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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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採用層級分析法之理論概念設計，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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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問卷

更為簡潔，題目中各指標以縮寫呈現，完整指標則於各題之後附縮寫與完

整指標對照表。詳細內容如附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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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實施程序 

本研究在考量研究主題之特質、德懷術小組委員之專業背景，以及研

究進行之便利性，決定採用網路問卷的形式，透過 e-mail 進行問卷的往

返，在整個研究實施的過程中，包括專家委員之聯繫、研究問卷之傳送、

相關事宜之傳遞等，皆透過網路來進行。 

本研究之實施程序可分為五個階段，包括德懷術小組的形成、研究

工具初步建構階段、指標發展階段、建立指標權重體系和完成階段，茲分

別說明如下： 

一、德懷術小組的形成  

德懷術的實施是以具代表性的專家、學者做為調查的對象，因此，本

研究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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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參與德懷術研究之委員。在透過電話及 e-mail 進行聯繫，以徵

詢參與之意願，並做確認之程序。最後將同意參與本研究的專家學者組成

「德懷術小組」，而在小組委員確認之後，則進一步與其說明問題性質、

實施程序、所需時間、協助之次數等相關事項，使其對研究之進行有所認

識。本研究選取德懷術小組委員的範圍包括：對科技領導理念與實務精熟

的學者專家4位、曾撰寫科技領導博碩士論文之研究者1位、以及學校科技

領導之實務工作者：教育局長官2位、國高中校長3位，國小校長3位共計13

位，參與德懷術小組之委員名單如表3-1所示。 

 

 

 

 

 

 101



表 3-1  德懷術小組委員名單（按類別及姓氏筆劃排列） 

編號 類別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1 學者專家 林志成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 

教育學系 
教授 

2 學者專家 林佳蓉 國立台北教育大學 

國民教育研究所 
副教授 

3 學者專家 徐新逸 淡江大學教育科技學系 教授 

4 學者專家 葉連祺 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行政

學系 
副教授 

5 科技領導

研究者 
張盈霏 台北市萬芳高中 高中教師 

6 教育局 陳世偵 桃園縣教育局網路中心 主任 

7 教育局 湯惠玲 桃園縣教育局數位教育課 課長 

8 國中校長 林美真 台北縣竹圍國中 校長 

9 國中校長 許益財 台北市民權國中 校長 

10 高中校長 趙雅鈴 台北市成淵高中 校長 

11 國小校長 林其賢 台北市健康國小 校長 

12 國小校長 孫承偉 花蓮縣長僑國小 校長 

13 國小校長 劉文章 台北縣鳳鳴國小 校長 

 

二、研究工具初步建構階段 

本研究所欲建構之「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領導指標」，國內研究尚屬

起步階段，各領域專家對其專注的領域恐有所偏重；同時，有相關經驗之

實務工作者，恐亦難以提供具體、完整的描述，若於德懷術首回合問卷即

採取完全開放之形式，恐窒礙難行，且易有所偏頗，因此第一次問卷可以

採結構式問卷（structured questionnaire）的方式進行（Murry & Hammons, 

1995）。故本研究調整德懷術實施方式，首先針對研究主題與目的蒐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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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文獻，經由文獻探討分析並與指導教授討論後，形成初步指標，並以初

步指標進而編製成第一次德懷術問卷。 

三、指標發展階段 

本研究共計實施二次德懷術問卷調查，於97年1月8日至97年3月27日

完成所有問卷調查，德懷術實施進度如表3-2所示： 

表 3-2  德懷術實施進度表 

 第一次 第二次 

問卷寄發 1月8 日（二） 2月25日（一） 

問卷回收 1月28日（一） 3月27日（四） 

 

以下就二次問卷調查的實施過程分別加以說明： 

（一）第一次德懷術問卷調查  

第一次德懷術問卷之目的在於徵詢德懷術小組委員的意見，即依據

其專業知識及對國民中小學科技領導的了解，判斷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

領導指標的適切性，並提出修改、合併或及增刪其他相關的指標項的意

見。 

第一次德懷術問卷與研究說明函，於97年1月8日以 e-mail 寄發予

13位德懷術小組委員，並請委員於97年1月17日前以 e-mail 的方式回

覆。其次，在問卷寄發後，以電話或 e-mail 追蹤並確認問卷是否收到，

及對問卷內容是否有疑惑、填答是否有困難等問題。並於接收到德懷術

委員之填答結果後，以 e-mail 告知傳送成功之訊息。問卷回收完畢後，

研究者開始進行問卷之統計分析、意見整理、修正問卷及編製第二次德

懷術問卷。 

（二）第二次德懷術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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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德懷術問卷的目的在請德懷術小組委員依研究者所提供的

第一次問卷之統計分析及專家意見彙整結果，重新評定各題項的適切

性，或提供其他意見與觀點，參與委員可改變或不改變原來的評定，但

如果堅持與多數人不同意見，需請其儘量能說明理由。 

第二次德懷術問卷與研究說明函，於97年2月25日以 e-mail 寄發予

13位德懷術小組委員，並請委員於3月3日前以 e-mail 回覆。其次，在

問卷寄發後，以電話或 e-mail 確認是否有收到；並在收到填答結果後，

以 e-mail 告知傳送成功。問卷回收完畢後，研究者開始進行問卷之統

計分析、意見整理、修正指標，並建構出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領導指標。 

四、建立指標權重體系 

將建構出之「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領導指標」，進而再編製成「國民

中小學校長科技領導指標相對權重問卷」，再次邀請上述學者專家們填寫

問卷並將問卷蒐集之資料以層級分析法進行分析，以訂定出國民中小學校

長科技領導指標權重體系。 

五、 完成階段 

將問卷所得之結果，進行質與量的資料分析，並對研究結果加以進行

討論。最後彙整並建構出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領導指標及權重體系，並

根據研究結果，撰寫研究結論與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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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料處理與分析 

 本研究所使用之工具為「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領導指標建構調查問

卷」及「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領導指標相對權重問卷」。因此本節分為指

標建構調查問卷及指標相對權重調查問卷兩部份，進行資料之處理與分

析。 

壹、指標建構調查問卷 

指標建構採用德懷術問卷資料處理方式，依其處理的性質不同，將之

分為質化部分與量化部分加以討論： 
 

一、質化部分  

根據各次德懷術問卷各題項的意見陳述、各層面的綜合評論、以及

問卷最後的整體評論，並彙整相關的文獻加以分析。將同質性較高的意

見加以整合，對於不同的看法則予以分類歸納，並分析其意涵與見解，

以作為刪除或增列指標之參考。 
 

二、量化部分  

對於德懷術問卷各題項的適切性評定，以簡單的平均數、標準差、次數

分配及百分比等，來呈現每題的填答次數、集中與離散的情形，並於下次

問卷內提供統計結果予填答者參考，以期能達到凝聚共識的功能。 

德懷術視研究需要來決定所需的統計處理方式，通常計算下列統計

數（簡茂發、劉湘川，1993）：所有專家對各方案評價值的平均數 (平均

數愈大，相對重要性愈大)、計算各方案之評價滿分頻率(滿分率愈高，相

對重要性愈大)、 計算專家意見的離散程度(平均標準差，愈小愈好)與協

調程度(愈大愈好)—此法可篩選低度協調專家，以便排除之。 

    本研究針對樣本專家對於各指標適切性的意見，統計處理方式採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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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數以了解各項指標的適切性，採用標準差以了解各專家意見的離散程

度，採取眾數以了解各指標的滿分頻率。茲分別敘述本研究所選擇統計量

數的性質（余民寧，2006），以及運用在指標項目選擇的判斷標準。 

(一)統計量數的性質 

1.次數分配 

次數分配(frequency distribution)的方法是將原始資料先行加以初步分

類，然後進行劃記，以獲得一個次數分配表。根據這個次數分配表，研究

者大致可以看出某個研究特性或變項上所形成的大概趨勢或明瞭它的分

佈形狀與可能具有的涵意。次數分配是描述統計裡的基本工作，有助於了

解分配的集中情形、分散情形、偏態和峰度，故可藉由次數分配得知德懷

術學者專家們填答意見一致性的傾向。 

2.算術平均數  

算術平均數(arithmetic mean，簡寫成M)又簡稱為平均數(mean)，常

以數學符號M來表示，係集中量數的一種，可用來代表一個團體分數的集

中趨勢。因本研究所使用德懷術調查問卷係以五點量表設計，故平均數若

大於4，則代表學者專家們所填答的意見傾向高分，代表指標項目的適切

程度較高，故應列入指標項目之一。 

3.眾數  

眾數(mode，簡寫成Mo)也是一種集中量數，可以被用來表示團體分

數的集中趨勢，常以數學符號Mo表示，是指團體分數中出現次數最多的

數值，或最多人得到的分數。因於眾數具有簡單計算與適用於名義資料兩

項優點，故本研究在指標項目選擇的考量上，除了根據各指標項目所得之

平均數外，也應考慮其眾數的大小，若眾數趨於高分，則代表大多數的學

者均認同其適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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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標準差  

標準差(standard deviation，簡寫成SD)是變異量數的一種，用來表示團

體分數分散情形的統計量數。若各項指標項目在標準差上的得分小於某一數

值，即表示學者專家們填答的意見較為集中在某一點附近，顯示反應的意見

較有一致性，反之則否。 

5.四分差  

四分差(quartile deviation，簡寫成Q)與標準差一樣，都是用來描述團體

分數分散情形的一種量數或指標。簡單的說，四分差是指團體中最中間50

％的人之分數全距的一半，常以數學符號Q表示（余民寧，2006）。四分差

即是第一四分位數至第三四分位數的距離的二分之一，若四分差愈大，即表

示團體中各份子愈分散、愈參差不齊。在指標項目一致性的考量上，除了標

準差外，也會考量各指標項目在四分差上的得分。 

(二)指標項目選擇的判斷標準 

1.專家穩定度判別 

由統計數據中，取得眾數（Mo）、平均數（M）之差的絕對值︳Mo

－M︳≦1 者，表示 Delphi 諮詢委員意見一致性高，反之若其值大於 1，

表示 Delphi 諮詢委員對本調查問卷意見紛歧。因此，當數次問卷所得之

值小於 1 時，即可停止問卷進行（蘇俞禎，2007）。 

2.專家一致性判別 

Faherty（1979）建議欲判斷 Delphi 小組成員們對問卷中的各個項目

的看法是否達高度一致性，可以問卷評估等級十分之一的值作為判斷的依

據，即四分差小於或等於此值時，便可判定成員對該問卷項目的看法達高

度一致性（引自伍于芬，2005）。張美蘭（2002） 、黃世雄和林佳慧（1998） 、

徐敏榮（2002）的研究視四分位差大於 1.0 者，表示專家意見未達一致

性。據此原則，本研究問卷為五點量表，因此，當該題項的四分差小於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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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於 0.5 時(Q≦0.5)，即可判定成員對該變項已達高度一致性，即達高度

共識。 

張豔華（2002）的研究中對於指標之選取認為，若專家勾選之重要程

度之平均數達 4 以上者，表示重要程度夠高。標準差小於 1 者，表示具

有一定的專家共識。根據上述之研究，本研究將刪除不具一致性，即平均

數未達 4 ，或是標準差大於 1 之指標。 

3.採用標準 

採用標準方面，參考徐敏榮（2001）、黃淑蘭（2002）、黃淑卿（2002）、

張豔華（2002）、蘇俞禎（2007）等人的做法，並與指導教授討論後，

決定以：1.平均數須在4.0以上（M≧4）；2.標準差小於 1（SD≦1）；

3.四分差維持在 0.5 之水平之下（Q≦0.5）；4.眾數（Mo）、平均數（M）

之差的絕對值︳Mo－M︳≦1 者。為指標選用的標準，若其中一點不符

合者則予以刪除，以維持指標的適切性。  

 

貳、指標相對權重調查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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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運算分析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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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