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旨在探討臺北市國中學校本位管理實施之成效，以瞭解目前

實施情況及未來改進的參考。本研究之設計係依據研究目的，參酌相關

文獻發展而成，本章就研究架構、研究對象、研究工具、實施程序、資

料處理與統計分析等五節分別加以說明如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根據研究目的及文獻分析，本研究之架構如圖3-1 所示。由圖3-1 可

知，本研究架構圖可區分成四個主要變項，說明如下：  

一、國民中學教師人口背景變項  

（一） 性別：分成男、女兩類。  

（二） 服務年資：分成5年（含）以下、6-15 年、16-25 年、26 年

以上四種類別。  

（三） 職務：分為校長、教師兼主任、教師兼組長、導師或專任教

師四種類型。  

（四）學歷：分成一般大學（含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師大、研究

所（含研究所四十學分班）以上三種類型。  

二、學校環境變項  

（一） 學校性質：分成公立學校及私立學校兩種類型。  

（二） 學校規模：分成12班（含）以下、13-24班、25-59班及60 班

（含）以上四種規模。  

三、學校本位管理運作層面  

學校本位管理運作知覺程度之變項，包括校務層面、人事層面、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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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與教學層面、經費層面等四個面向。以不同學校受試者在學校本位管

理調查問卷之得分為基準。  

四、實施成效層面  

經文獻分析後，區分為「行政效能」、「組織氣候」、「教學專業

成長」、「學業表現」、「家長參與」及「績效責任承擔」等六個層面。

以不同學校受試者在實施成效調查問卷之得分為基準。  

 

 

 

 

 

 

 

 

 

 

 

 

 

 

學校本位管理運作  
1. 校務層面  
2. 人事層面  
3. 課程與教學層面  
4. 經費層面  

實施成效  
1. 行政效能  
2. 組織氣候  
3. 教學專業成長  
4. 學業表現  
5. 家長參與  
6. 績效責任承擔  

教師背景變項  

1. 性  別  
2. 年  資  
3. 職  務  
4. 學  歷  

學校環境變項  

1.學校性質  
2.學校規模  

 

 圖 3-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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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針對全臺北市公私立國民中學實施部份抽取樣本數，以全市七十九

所公私立國民中學的教育人員為資料蒐集的對象，為了兼顧樣本的代表

性及經濟性，故採用「分層抽樣法」。在本研究中依學校的班級數，分

成四層：「12班以下」、「13-24班」、「25-59 班」、「60 班以上」，

分別調查，抽取全校約四分之一的教師數，依序為十名、十名、廿名及

三十名教師或行政人員。經調查全臺北市之公私立國民中學及班級數，

並將之分層，抽取學校的樣本數如表3-1。  

表3-1  全台北市國民中學抽取樣本數  

 學校班級數  母數  抽取學校數  抽取樣本數  

第一層  12班以下  3 2 2＊10＝20 

第二層  13-24班  17 8 8＊10＝80 

第三層  25-59班  35 12 12＊20＝240 

第四層  60班以上  24 8  8＊30＝180 

總計   79 30 520 

     

如上所述，本研究寄發520份問卷，回收470份，回收率為90.4%，

經剔除填答不全和固定性作答，可用問卷為446份，可用率85.8%，茲將

樣本基本資料分析摘要（如表3-2）整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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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樣本基本資料分析摘要表  

背景變項  類別  人數  百分比% 

男  166 37 
性   別  

女  280 63 

5年（含）以下  159 36 

6-15 年  148 33 

16-25 年  103 23 
服務年資  

26 年以上  36 8 

校   長  6 1 

教師兼主任  56 13 

教師兼組長  217 49 
學校職務  

導師或專任教師  167 37 

一般大學（含學士後教

育學分班）  
210 47 

師    大  108 24 最高學歷  

研究所（含研究所四十

學分班）  
128 29 

公   立  419 94 
學校性質  

私   立  27 6 

12班（含）以下  15 3 

13-24班  65 15 

25-59班  224 50 
學校規模  

60 班（含）以上  142 32 

合   計     44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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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壹、問卷內容  
本研究工具係根據文獻探討所得，自編臺北市國中學校本位管理實

施成效之調查問卷，其中包含三部分，第一部份為個人資料部分；第二

部分為「學校本位管理運作現況」；第三部份為「學校本位管理實施成

效」。三部份合而為「學校本位管理實施成效之調查問卷」。以瞭解臺

北市國中教師對學校本位管理運作現況與實施成效之看法與知覺程度，

做為實施學校本位管理之參考。茲將研究工具主要內容及項目，說明如

下：  

一、基本資料  

本研究基本資料分成國民中學教師人口變項及學校環境變項。人口

變項包括：性別、服務年資、最高學歷及職務；學校環境變項包括：學

校規模、學校性質。  

二、學校本位管理運作現況  

依文獻分析後，並參酌林雍智（民89）、陳國正（民90）、陳鐘金

（民91）、朱淑英（民91）等人所編製之問卷。本量表涵蓋四個主要層

面，分別為：校務層面共有4題、人事層面共有5 題、課程與教學層面共

有6 題及經費層面共有3 題，研究者在編製問卷時即以此四個層面為軸。 

三、實施成效  

經文獻分析後，同時參酌徐雅君（民90）、陳鐘金（民91）、黃美

芳（民90）等人之問卷，歸納出六大面向，分別為：行政效能共有4題、

組織氣候共有7 題、教學專業成長共有6題、學業表現共有5 題、家長參

與共有5題及績效責任承擔共有4題，編製成本研究之「實施成效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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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效度及信度考驗  
 

一、專家效度  

問卷初步編製完成後，委請國內教育行政學有專精的學者與有豐富

學校行政經驗的專家，包括秦夢群教授、士林高商徐善德校長、長安國

中王天才校長、螢橋國中徐孝恭校長等4位，為本問卷的內容適切性及範

圍涵蓋性做一評定，審查結果如下：  

1.「學校本位管理運作現況」部份：原第5、9、20、21 題文字敘述

修正；原第19題「學校能自主處理年度經費節餘款」，在「臺北市政府

附屬單位預算執行要點」第二十點中提到：「以特定收入用以支應特定

政事用途者，除有累積賸餘可供支應或專案報經主管機關核定者外，其

實際用途，應於實際來源數額內辦理為原則」，因該題已有明文規範，

故予以刪除。原第20題、21題因涉及教育法令的認知，加註說明；其餘

原有題目均保留，共計20 題，是為第一部分。  

2.「實施成效」部份：原第1、9、12、26、28題文字敘述修正；在

「家長參與方面」，加入「社區家長能支援學校經費」一題；其餘原有

題目均保留，共計29 題，是為第二部分。  

二、項目分析  

以東湖國中、士林國中、實踐國中、明湖國中、景美國中、石牌國

中、弘道國中、金華國中、螢橋國中共9所學校72位教育人員為問卷預試

對象。在預試完成後，先計算填答者在第一部份「學校本位管理運作現

況」20題的總分，再以得分高低人數各27%，將填答者分為高分組與低

分組，進行高低分組平均差異的 t-test；並進行各題與總分之相關分析。

其摘要如表3-3。第二部份「實施成效」部份亦以同樣的方式求出決斷值

和與總分之相關值。其摘要如表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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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學校本位管理運作現況項目分析摘要表            N=72 

層面  題號  決斷值（CR）
各題與總分的相

關（r）  
結果  

1 7.412*** .6089***  

2 5. 659*** .5863***  

3 5.597*** .5281***  
校務層面  

4 6.509*** .5541***  

5 4.789*** .4450***  

6 4.538*** .4733***  

7 5.667*** .5309***  

8 5.774*** .5394***  

人事層面  

9 5.628*** .4632***  

10 9.597*** .6983***  

11 5.959*** .6511***  

12 6.347*** .6396***  

13 1.494 .1343 刪除  

14 5.926*** .5572***  

15 5.250*** .4820***  

課程與教學層

面  

16 7.926*** .6952***  

17 6.455*** .5942***  

18 5.918*** .5695***  

19 2.732** .1947*  

經費層面  

20 1.633 .1098 刪除  

 ＊＊p＜ .01 ＊＊＊p＜ .001 

「學校本位管理運作現況」量表在72 份有效問卷共20個題項中，除

第13、20 題外，其餘18題皆達 .01的顯著水準，表示這些題項能鑑別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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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受試者的反應程度。另一方面，就相關係數而言，結果亦同於決斷值。

故依分析結果而言，將第13、20題予以刪除。  

 

 

表3-4  學校本位管理實施成效項目分析摘要表           N=72 

層面  題號  決斷值（CR）
各題與總分

的相關（r）  
結果  

1 6.523*** .6858***  

2 4.785*** .5773***  

3 5.651*** .7218***  
行政效能  

4 8.825*** .7504***  

5 8.965*** .7473***  

6 6.459*** .6540***  

7 8.589*** .7262***  
組織氣候  

8 6.118*** .5297***  

9 5.785*** .7246***  

10 6.805*** .7403***  

11 5.667*** .6302***  

12 5.728*** .6350***  

13 5.491*** .7111***  

教學專業成長  

14 5.936*** .7223***  

15 7.293*** .7457***  

16 7.742*** .7853***  

17 6.739*** .8145***  

18 7.300*** .6214***  

學生的學業表現  

19 8.224*** .7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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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

家長

績效責

＊＊p＜ .0

  「學校

各題的決

題目予以

 

 

 

 

 

 

 

 

 

 

 

 

表 3-4  學校本位管理實施成效項目分析摘要表（續）  

面  題號  決斷值（CR）
各題與總分

的相關（r）  
結果  

20 4.828*** .5424***  

21 3.912*** .5940***  

22 5.999*** .7066***  

23 4.869*** .6014***  

24 5.274*** .6488***  

參與  

25 8.068*** .7706***  

26 3.202** .2024**  

27 4.009*** .4273***  

28 3.900** .3694***  
任承擔  

29 2.382* .2497**  

1 ＊＊＊p＜ .001 

本位管理實施成效」量表在72份有效問卷共29個題項中，所有

斷值均達顯著水準，且其相關亦達 .01的顯著水準。因此，全數

保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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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度分析  

本問卷信度的計算，係採用Cronbach 所創用的α係數，以表示其內

部一致性的信度，茲將學校本位管理運作現況及實施成效的信度分析摘

要如表3-5及表3-6。  

表3-5 學校本位管理運作現況之信度分析表  

層  面  α係數  

校務層面  .89 

人事層面  .87 

課程與教學層面  .91 

經費層面  .80 

總量表  .92 

根據「學校本位管理運作現況」量表施測結果所建立的信度，總量

表α係數為0.92；就學校校本位管理分量表而言，其α係數介於 .80至 .91

之間，可見本問卷具有相當的信度。  

表3-6 學校本位管理實施成效之信度分析表  

層  面  α係數  

行政效能  .89 

組織氣候  .90 

教學專業成長  .91 

學生的學業表現  .92 

家長參與  .91 

績效責任承擔  .66 

總量表  .95 

根據表3-5 所示，「學校本位管理實施成效」量表施測結果所建立

的信度，總量表α係數為0.95；就個別層面而言，除「績效責任承擔」

的信度稍低外，其餘五個層面α係數介於 .89至 .92 之間，可見本問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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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當的信度。  

第四節  實施程序 

 

本研究之設計方法兼採文獻分析法與問卷調查法。首先，先就學校

本位管理涵義、理論、國內外實施情形及實施成效進行相關文獻收集、

分析，以建立本研究之理論基礎；另一方面，以問卷調查法針對本研究

之目的進行調查研究。  

實施程序可分成文獻蒐集、文獻分析、編製研究工具、編製正式問

卷、問卷施測、資料分析與歸納調查結果等幾個步驟，茲以下述六點詳

細說明。  

一、文獻蒐集、擬定研究計畫  

研究者自民國九十三年四月確定研究方向之後，便開始蒐集有關學

校本位管理相關文獻。除經由國家圖書館與國內相關大學圖書館找尋有

關中英文書籍、期刊、碩博士論文與微縮影片外，亦利用線上搜尋索引，

如ERIC 來進行國外文獻檢索。文獻蒐集後，並經文獻閱讀及彙整過程

中，進一步確定研究方向及計畫大綱，進而擬定研究計畫。  

二、進行文獻分析，建立理論基礎  

經與指導教授討論確定研究題目之後，透過文獻蒐集及閱讀，研究

者開始進行文獻整理工作，並進一步進行相關文獻分析，茲為建立本研

究之理論基礎。本研究之理論架構以三個主要方向來進行說明：1.學校

本位管理的涵義，2.國內外學校本位管理實施情形，及3.學校本位管理

實施成效之相關研究。  

三、根據文獻基礎，編製研究工具  

將所彙整之文獻為理論基礎，以建立研究工具之主要架構與內容大

綱，並參酌相關研究工具之編製，並經指導教授修正後進一步形成擬定

問卷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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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由預試程序編製正式問卷  

在經由專家內容效度分析後，抽取3所臺北市國中，共72份問卷為本

研究預試對象，並經由項目分析、因素分析與α係數以建構本研究工具

之信度。根據修正結果，始編製成正式問卷。  

五、問卷施測、回收及進行相關資料分析  

正式問卷編製完成後，再進行施測，以親自或郵寄發放的方式將問

卷送至抽測國中，委請各校教學組長協助問卷的分發。待問卷回收後，

首先進行問卷編碼的工作，並根據填答結果，進行資料輸入的工作，以

進行相關統計分析。  

六、歸納調查結果，提出結論與建議  

根據問卷回統計及分析結果，整理為主要研究發現。並根據研究發

現，提出研究之結論與建議、進行報告之撰寫，以供相關教育行政單位

及學校行政人員之參考。  

 

第五節  資料處理與分析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及問題，並根據研究工具所調查而來的資料，

在剔除無效問卷資料之後，以社會科學統計套裝軟體程式SPSS for 

Windows11.0統計套軟體程式進行資料分析之用。相關的統計方法之應

用說明如下：  

一 採用平均數、標準差分析國民中學教育人員所知覺的學校本位管理

運作現況及實施成效之情形，以回答問題一及問題二。  

二 採用獨立樣本 t 考驗（ t-test）及單因子變異數分析（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比較不同性別、年資、學歷、職稱、學校規模、學校

性質的國中教育人員，對學校本位管理運作現況及實施成效之看法

及差異性，若達顯著，進一步作事後比較，以回答問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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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採用單因子變異數分析（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比較不同程

度（高、中、低三組）之學校本位管理現況看法的國中教師，對實

施成效之看法及差異性，以回答問題四。  

四 採用皮爾遜積差相關（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分析

學校本位管理運作現況與實施成效之相關，以回答問題五。  

五 採用多元逐步迴歸（Stepwise Linear Regression），分析學校本位管

理運作現況各層面對整體實施成效及各向度之預測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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