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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有關苗栗縣國民中學「教師資訊素養」與「教學

效能」之間的相關關係，希望能透過 

文獻與理論探討，編制量表進行實際的調查研究，期藉此研究發現作為

將來國民中學教育改進的參考。 

    現將本研究的研究架構、研究假設、研究對象與取樣方法、研究工

具、實施程序、資料處理與分析分節敘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根據研究動機與目的、待答問題、相關文獻資料

之分析整理，提出本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示。 

 

 

 

 

 

 

 

 

 

 

 

 

            圖 3-1  研究架構圖 

 

環境變項 

1 學校規模 

 

2 學校所在地 

背景變項 

1 性別 

2 年齡 

3 學歷 

4 修業科系 

5 服務年資 

6 職務 

7 不同任教科目

8 資訊研習時數

9 資訊研習項目  

資訊素養 

資訊整合應用 

資訊操作 

資訊倫理 

資訊認知 

 

教學效能 

教學策略 

教學技巧與評量 

教學氣氛 

教學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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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本研究架構分析如下： 

一、教師資訊與教學效能雖然受到許多因素影響，但本研究僅就基本資

料所列出之影響因素加以探究，其中背景變項包括教師人口變項

（性別、年齡、學歷、修業科系、服務年資、職務、不同任教科目、

資訊研習時數、資訊研習項目）及學校環境變項（學校規模、學校

所在地）二個變項。 

二、本研究將國民中學教師資訊素養分成四個向度，包括：「資訊應用

整合」、「資訊操作」、「資訊倫理」、「資訊認知」；教師教學效能也

分成四個向度，包括：「教學策略」、「教學技巧與評量」、「教學氣

氛」、「教學規劃」。 

三、本研究主要是探討苗栗縣國民中學「教師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

之間的相關性。 

四、背景變項及環境變項分別對教師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之間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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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與取樣方法 
 

本研究以探討苗栗縣國民中學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及「教學效能」

為主，故研究之母群體是以苗栗縣國民中學教師為研究對象。而研究者

希望瞭解的是大部份苗栗縣國民中學教師之資訊素養及教學效能。因

此，本研究之研究對象之抽樣以苗栗縣國民中學之合格教師，包括各處

室主任、組長及教師。 

 

壹、 預試樣本與取樣 

 

本研究所抽取之預試樣本，係以母群體（苗栗縣公立國民中學）為

範圍，預試之抽樣依各不同規模學校之校數，抽取預試之樣本，規模在

「12班以下」之學校，於16 所中隨機抽取3 所，每校取14 人，計42 人；

「13~24 班」之學校，於8 所中隨機抽取3 所，每校取17人，計51 人；

「25 班以上」之學校，於12 所中隨機抽取3 所，每校取22 人，計66 

人，共計抽取9 所學校，159 名教師作為預試之對象。但因各校協助填

寫問卷數目不一，以致回收問卷143份，回收率89.9%。其抽取學校數及

每校取樣人數如表3-1所示： 

表3-1預試問卷調查樣本分配表 

學校規模    抽樣學校數     抽樣各職務類別教師數      

                                 主任 組長 導師專任教師      

     12班以下        3  2    4    6    2  

     13─24班        3  3    6    6    2  

     25－48班        3  4    6    8    4  



 46

合計                 9   27   48   60   24 159 

貳、正式問卷研究對象 

正式問卷之樣本抽取，以母群體（苗栗縣公立國民中學）為範圍，

正式問卷之抽樣，係依各不同規模學校之校數抽取正式問卷之樣本，「12 

班以下」學校，於16 所中隨機抽取8 所，每校取14人，計112人；「13~24 

班」學校，於8 所中隨機抽取4 所，每校取17 人，計68 人；「25-48 班」

學校，於12 所中隨機抽取6 所，每校取22 人，計13 人。總計共抽取

18 所學校，312 人。已在預試抽過之學校，於正式施測中，不再重覆

抽取（正式施測之學校名稱詳見附錄一）。 

 

表3-2正式問卷調查樣本分配表 

 

學校規模    抽樣學校數     抽樣各職務類別教師數      

                                 主任 組長 導師專任教師      

     12班以下        8  2    4    6    2  

     13─24班        4  3    6    6    2  

     25－48班        6  4    6    8    4  

合計                18   52   92  120   48 312 

 

正式問卷之調查樣本確定後，於民國95 年1月底分別以電話聯絡各

校，於該校聯絡人同意協助後，隨即寄發各校，並委請該校負責人回收

問卷，受限於現實情況，各學校願意協助填寫問卷數目不一，致使正式

問卷之調查樣本無法完全符合原定樣本抽取之分配，與預期有所出入。

其樣本分布與問卷回收情況如表3-3 所示。本問卷共寄發312 份，計回

收問卷285 份，問卷回收率91.3%。 

 

表3-3 正式問卷調查樣本分布及回收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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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規模 發出問卷數 回收問卷數 回收問卷率 

12 班以下 112 100 89.2% 

13~24班 68 64 94.1% 

25-48班 132 121 91.6% 

總計 312 285 91.3% 

 

正式問卷回收後，隨即進行樣本之分析工作，首先對285份有效樣本

之基本資料個別進行次數與百分比分析，其有效樣本之基本資料如表

3-4 所示： 

 

表3-4正式問卷調查有效樣本之基本資料 

 

變項 組別 人數 百分比% 
性別 男 117 41.1% 

 女 168 58.9% 
 總合 285 100% 

年齡 30 歲以下 101 35.4% 
 31-40 歲 131 46.0% 
 41-50 歲 43 15.1% 
 51 歲以上 10 3.5% 
 總合 285 100% 

學歷 一般大學 126 44.2% 
 師大 86 32.2% 
 研究所以上 73 25.6% 
 總合 285 100% 

修業科系 非資訊本科 264 92.6% 
 主修資訊本科 8 2.8% 
 輔修資訊或相關科系 13 4.6% 
 總合 285 100% 

服務年資 5 年以下 126 44.2% 
 6-15 年 127 44.6% 
 16-25 年 24 8.4% 
 26 年以上 8 2.8% 
 總合 28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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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正式問卷調查有效樣本之基本資料(續) 
職務 教師兼主任 48 16.8 

 教師兼組長 80 28.1 
 導師 105 36.8 
 專任教師 52 18.2 
 總合 285 100% 

任教科目 語文 93 32.6% 
 數學 49 17.2% 
 社會 32 11.2% 
 健康與體育 18 6.3% 
 自然與生活科技 46 16.1% 
 藝術與人文 29 10.2% 
 綜合活動 9 3.2% 
 電腦 9 3.2% 
 總合 285 100% 

資訊研習時數 20 小時以下 136 47.2% 
 20-41 小時 66 23.2% 
 41-60 小時 38 13.3% 
 61 小時以上 45 15.8% 
 總合 285 100% 

資訊研習項目 視窗文書處理 33 11.6% 
 簡報製作 71 24.9% 
 網路應用及網頁製作 100 35.1% 
 電腦及多媒體教學 11 3.9% 
 光碟教學應用 70 24.6% 
 總合 285 100% 

學校規模 12 班以下 80 28.1 
 13-24 班 82 28.8% 
 25-48 班 123 43.2% 
 總合 285 100% 

學校所在地 一般地區 213 74.9% 
 偏遠地區 72 25.3% 
 總合 28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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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苗栗縣國民中學教師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

效能之關係，在研究方法上採用問卷調查法，以取得苗栗縣教師教學資

訊素養與教學效能之問卷資料，作為研究分析的依據，並藉以求得此二

者相關情形。問卷主要內容分成三部分：第一部份為基本資料，第二部

份為「國民中學教師資訊素養問卷」，第三部份為「國民中學教師教師

教學效能問卷」。茲將預試問卷的編製與內容，填答與記分方式，信度

及效度分析，分別敘述如下：  

 

一、預試問卷的編製與施測 

預試問卷係參酌教育部所公佈之「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資訊教 

育五類核心資訊能力」及李航申(2004)之「台中市國民小學教師資訊素

養與教學效能」問卷，修訂改編成初稿再實施預測。預試的樣本包括苗

栗縣明仁、大倫、建國、苗栗、三義、文林、頭屋、西湖、大湖等國民

中學教師，共159人，至十一月底回收了143 份，如表3-4-1預試樣本一

覽表所示，最後刪除未完全作答的無效問卷2份，有效問卷為141份，隨

後將資料進行因素分析，將因素負荷量小於.50的題目刪除後，進行α

值信度、效度分析(附錄二)，以期能通過效度及信度的考驗後，編為正

式的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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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5預試樣本一覽表 

 

學校          發出卷數         回收卷數      回收百分比（%）

明仁國中       22               20                 91% 

大倫國中       22               20                 91% 

建國國中       22               18                 81% 

苗栗國中       17               16                 94% 

三義國中       17               15                 88% 

文林國中       17               17                100% 

頭屋國中       14               12                 86% 

西湖國中       14               11                 79% 

大湖國中       14               14                100% 

 

二、發展正式問卷 

預試問卷收回後，運用電腦統計軟體進行項目分析、信度分析、效

度分析，再依據其結果將問卷題目加以補充或刪減，修改後再請指導教

授審核後修訂為本研究正式問卷。本問卷調查表共分為三部分，第一部

份為基本資料，第二部份為教師資訊素養能力調查表，第三部份為教師

教學效能調查表，問卷內容層面如下表3-6、表3-7 所示。 

 

表3-6「國民中學教師資訊素養調查表」題目層面分佈表 

資訊素養各層面 題號 變項數 

資訊應用整合 8.11.15.17.18.19.20.21 8 

資訊操作 3.5.9.10.12.13.14.16.22 9 

資訊倫理 23.24.25.26 4 

資訊認知 1.2.4.6.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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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國民中學教師教學效能調查表」題目層面分佈表 

教學效能各層面 題號 變項數  

教學策略 7.8.9.11.12.13.16.17.19.20.30.31 12  

教學技巧與評量 10.14.15.18.22.27.28.29.34.35 10  

教學氣氛 21.23.24.25.26.32.36 7  

教學規劃 1.2.3.4.5.6.33 7  

 

三、填答與計分 

作答方式採Likert，五點量尺方式計分，分為「完全不符合」、「不

太符 

合」、「符合」、「頗為符合」、「完全符合」五個選項，依次序分別

給予1分、2分、3分、4分、5分。填答的方式是透過受訪者立即的感受

或知覺，選擇最適當的答案作答，其分數越高代表對該題的認同感越高。 

 

四、信度及效度分析 

（一）效度分析 

 本問卷量表的效度分析除了以內容效度為主，參考國內、外學者

所編的量表外，經過數位實際教育工作者及指導教授的修正題意編製完

成外，並根據問卷內容作建構效度分析，分別對「國民中學教師資訊素

養」、「國民中學教師教學效能」二部份說明如下: 

      1.「國民中學教師資訊素養」 

本部分以問卷中關於「國民中學教師資訊素養」所得分數進行因素

分析求得建構效度，其KMO值為0.942，Bartlett的球型檢定值為

5304.486(P＜.001)，表示樣本的選取適當且問卷題目有共同因素存

在，適合進行因素分析。利用斜交轉軸法抽取四個因素，並捨棄絕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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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0以下的因素負荷量的題目，方以予選用，共26題，解說總變異數

為69.12﹪。因素分析結果如表3-10，四個因素名稱分別是資訊應用整

合、資訊操作、資訊倫理、資訊認知。 

 

      2.「國民中學教師教學效能」 

本部分以問卷中關於「國民中學教師教學效能」所得分數進行因素分析

求得建構效度，其KMO值為0.942，Bartlett的球型檢定值為5304.486(P

＜.001)，表示樣本的選取適當且問卷題目有共同因素存在，適合進行

因素分析。利用斜交轉軸法抽取四個因素，並捨棄絕對值在.50以下的

因素負荷量的題目，方以予選用，共36題，累積解說總變異數為59.72

﹪。因素分析結果如表3-11，四個因素名稱分別是教學策略、教學技巧

與評量、教學氣氛、教學規劃。 

 

（二）信度分析 

本研究根據問卷調查之填答結果，進行問卷之「內部一致性分析」，

以Cronbach alpha係數(α係數)考驗本問卷之內部一致性。其結果分析

如表3-12。本量表以Cronbach α係數考驗信度，在「國民中學教師資

訊素養」量表上，其α係數為0.956，各分層面之α係數分別是「資訊

應用整合」為0.925、「資訊操作」為0.928、「資訊倫理」為0.877、

「資訊認知」為0.821；在「國 

民中學教師教學效能」量表上，其α係數為0.960，各分層面之α係數

分別是、「教學策略」為0.939、「教學技巧與評量」為0.878、「教學

氣氛」為0.856，「教學規劃」為0.865，表示各題項之間具有相當的一

致性。 

綜合以上分析此問卷，經過項目分析、效度、信度的考驗之後，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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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了本研究工具有良好的效度、信度，可以正確測量所要的資料。 

 

 

表 3-8 國民中學教師資訊素養因素分析摘要表 

 預試      題目 

題號  

因素一 因素

二 

因素

三 

因素四

19   我能利用電腦輔助教學軟體從事教學活動              .800    

20   我會指導學生利用文書處理，製作文件               .765    

22   我能利用FTP上傳或下載檔案，並指導學生使用        .754    

12   我會使用教學網路廣播系統，進行教學活動           .720    

18   我能利用電腦資訊科技工具，做班級事務工作之處理   .684    

21   我能利用網路教材，配合各科學習領域，進行教學活動  .684    

16.  我會使用單槍投影機進行教學                        .580    

資訊

應用

整合 

9    我會進行管理電腦檔案分類工作                     .544    

14   我會下載、複製、編輯、存檔所蒐集的教學資料         .792   

11  我會使用電腦來存取電腦或網路上的資料               .774   

10  我會設定、管理、收發自己的電子郵件                .767   

15  我會安裝自己要用的電腦軟體                          .684   

4   我具備電腦基本操作知能                              .665   

13  我會使用網路瀏覽器                                  .643   

17  我會從網路上檢索出所需要的資訊，並加以組織          .622   

23  我能透過電腦網際網路，查詢相關網站，解決問題       .617   

資訊

操作 

6   我了解電腦網路上有各種資料庫                       .494   

24  我能尊重智慧財產權及著作權法之相關規定         .885  

25  我能遵守網路使用的相關規範準則                     .857  

26  我能遵守網路安全守則                                .834  

資訊

倫理 

28  我會指導學生使用網路之相關規範       .611  

2   我能正確說出電腦主要的周邊設備名稱                   .748 

3   我了解電腦應用於教學的效益                           .663 

5   我常常充實電腦資訊科技知能                            .653 

7   我了解任教科目(學習領域)，應用資訊科技的原理         .606 

資訊

認知 

8   我能做電腦簡易維修排除故障                           .543 

 特徵值 12.714 2.281 1.683 1.293 

 變異量解釋比(%) 22.341 21.728 12.835 12.217

 累積變異量解釋(%) 22.341 44.069 56.904 69.122

 Cronbach α  0.925 0.928 0.877 0.821 

 (問卷題目)內部一致性Cronbach α 係數 0.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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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9國民中學教師教學效能因素分析摘要表 

 

 預試                   題目 

題號  

因素 

一 

因素

二 

因素

三 

因素

四 

20   我能依據評量結果使用電腦輔助教學來調整教學進  

      度、難度和方法   

.711    

12  我會使用CAI教學軟體協助教學，使教學更生動活潑    .709    

10  在教學過程中，我會使用網頁編輯軟體展現教學內容 .653    

21 我能利用線上測驗與評量，讓學生課後練習，來瞭解 

     學生學習成就 

.652    

17  我可以指導學生使用電腦資訊設備發表作品      .629    

9.  我會使用DV(攝影機)拍攝教學活動並製作成教材 .624    

14  我會利用網際網路提供例證與示範，引導學生觸類旁 

     通   

.565    

32  我會設計數位化教案，以提昇教學效能             .562    

18  我會利用教學軟體或光碟提供學生引導性的練 

     習，以熟悉學習教材的機會   

.542    

8  我會使用單槍投影機進行教學活動                    .529    

13  我能依教學科目教材內容選用適當的教學媒體        .520    

教 

學 

策 

略 

33  我能利用科技教學媒體，進行教學活動研究          .492    

31  我具有反省思考的能力，並能實際進行行動研究      .768   

15  教學過程中我會鼓勵學生主動提出意見或想法        .731   

24  我能營造融洽的班級學習氣氛                      .705   

19  我會運用多元評量方式，評定學生成績              .701   

30  我會對學生的進步給予讚美和鼓勵                  .694   

29  在我的教室裡，我能維持良好的上課秩序            .572   

36  我積極參加校內外進修活動以提昇教學品質 .537   

教 

學 

技 

巧 

與 

評 

量 

37  我積極參加校內外資訊活動以提升教學技能 .509   

 16  我會指導學生利用網路蒐集資料與同學或老師分享   

11  我會配合教學需要，進行實驗、分組活動等方式教學  

.472 

.458 

  

 

教 

學 

27 我會利用網路或e-mail與學生分享彼此經驗，促進師 

      生互動與情感交流   

 .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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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我能利用聊天室幫學生解決生活、課業上的問題及瞭

解學生的想法 

 .720  

26  我能利用資訊科技來佈置教學情境，師生們共同訂定班

級公約並能遵守 

 .638  

28  我會以民主的方式，給予學生自我表達和做決定的機 

      會   

 .574  

34  我能善用家長人力資源，主動進行教學研究           .572  

38 我會透過電腦資訊設備及網路與校內外同儕專業對 

      話方式改進教學方法               

 .496  

氣 

氛 

23 我可以使用電腦資訊設備紀錄學生的學習過程與成 

      果 

 .335  

1. 教學準備前，我可以使用電腦資訊設備來製作自己的 

      教學計畫及文件(學習單) 

  .809 

6. 我可以在教學準備時，上網尋找適合課程的教學資源   

(圖片、文件、網頁、網站…等) 

  .747 

4.  我會在教學準備時，尋找校內適合課程的電腦教學軟 

      體、光碟來輔助教學 

  .696 

7   我會以電腦設計個別化的教學方案及評量活動           .621 

3.  在上課前，我會將教材製作成powerpoint，並將教  

      具、設備等準備齊全 

  .557 

35  我能善用網路資源，主動進行教學研究     .356 

教 

學 

規 

劃 

5   我上課前會先去了解任課班級學生的起點行為           .348 

特徵值 15.15 3.09 1.913 1.337

變異量解釋比(%) 42.10 8.60 5.313 3.715

累積變異量解釋(%) 42.10 50.70 56.10 59.73

Cronbach α  0.939 0.887 0.857 0.864

 

(問卷題目)內部一致性Cronbach α 係數 0.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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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問卷構面之內部一致性α係數   

 

   

 

 

 

 

 

 

 

 

 

 

 

 

 

 

 

量表 構面 各構面α值 各量表α值 

 

資訊素養 

 

 

教學效能 

 

資訊應用整合 

資訊操作 

資訊倫理 

資訊認知 

教學策略 

教學技巧與評量 

教學氣氛 

教學規劃 

0.925 

0.928 

0.877 

0.821 

0.939 

0.887 

0.857 

0.864 

0. 956 

 

 

 

0.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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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實施程序 
 

本研究蒐集資料及處理程序分為擬定研究主題、決定研究架構、修

訂研究工具、正式施測、資料分析、整理總結等階段。其進行的步驟分

別如下： 

一、擬定研究主題 

進行文獻探討並與指導教授討論後，審核修正，確認本研究主題具

學術研究與實務應用價值。 

二、決定研究架構 

擬定研究架構，選取研究對象，進行研究計劃的撰寫。 

三、修訂研究工具 

（一）修訂預試問卷 

進行文獻探討與分析，並統整歸納國內外相關研究，選擇適合之

相關問卷，叁考李航申(民93)所編制的「台中市國民小學教師資

訊素養與教學效能」研究問卷，對問卷之題目進行分析比較，並

與指導教授討論後，修訂成預試問卷。 

（二）預試問卷施測 

選取159位國民中學教師，作為預試樣本進行預試，經資料處理與

統計分析，考驗研究工具的信度與效度後，最後修訂編製成正式

問卷。 

四、正式施測 

預試問卷修正後印製正式問卷。寄出調查問卷，進行施測。 

五、資料分析 

問卷回收後，分析整理資料，以SPSS for windows 12.0 統計套軟

體進行統計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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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整理總結 

資料統計分析後，撰寫研究論文完成初稿，並與指導教授討論，修

正論文的內容，提出結論與建議，完成論文。 

 

第五節 資料處理與分析 
 

    本研究經過問卷調查取得資料後，其資料處理過程及統計分析方法

分別如下所示： 

一、資料處理過程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經施測調查之後，研究者將問卷資料加以歸類整

理，並將可用之問卷逐一編碼、登錄並輸入個人電腦後，再以 SPSS 12.0 

for Windows 統計套裝軟體進行統計分析。 

 

二、統計分析方法 

(一)探索性因素分析（exo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以因素分析探討題目背後所看不見的特質，並根據數個同一特質的

題目集合命名。 

 

(二)信度分析（reliability analysis） 

以內部一致性分析探討問卷之信度，α值愈大表示內部一致性愈

高，信度愈高。 

 

(三)描述性統計、平均數、標準差 

以描述性統計、平均數、標準差來瞭解教師資訊素養及教學效能各

題目平均得分，以瞭解國民中學教師資訊素養及教學效能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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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 t 檢定、單因子變異數分析、薛費事後多重比較法分析苗栗縣

國民中學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及教學效能是否隨著個人性別、學

歷、服務年資、職務、不同任教科目、資訊研習時數及學校規模、

學校所在地等而有顯著差異。 

(五)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利用線性結構模組LISREL8.5版，對正式樣本資料與探索性因素分

析所抽取的潛在因素行驗證，檢驗兩者之間的適配度，以驗證本研

究問卷所建立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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