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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有關宜蘭縣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領導、

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與教師教學效能的現況，並分別針對教師個

人背景變項與學校環境變項在校長科技領導、教師資訊科技素

養與教師教學效能的差異情形加以探討，再加以分析三者相關

情形，最後則探討其線性關係。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宜蘭縣公立國中、小教師為研究

對象，利用「國中、小校長科技領導、教師資訊科技素養及教

師教學效能」線上問卷進行調查，抽取 92所國民中、小學 579

位編制內教師為樣本。將蒐集的資料以描述性統計、t 考驗、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及結構方程模式等統

計方法進行分析。研究結果如下：  

一、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教師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現況是屬

於中上程度。  

二、教師知覺校長科技領導會因年齡、擔任職務、學校類別與

學校所在地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三、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教師資訊科技素養現況是屬於中

高程度。  

四、教師資訊科技素養會因年齡、教育程度、擔任職務與學校

類別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五、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效能現況是屬於中高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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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師教學效能會因性別、年齡、任教科目與學校類別不同，

而有顯著差異。  

七、校長科技領導、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與教學效能之間有顯著

正相關。  

八、校長科技領導與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能影響教師教學效能。  

依據上述研究結論，對學校行政領導與教學及未來研究者，

提出具體建議。  

關鍵詞：科技領導、資訊科技素養、教學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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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Principals’ Technology 

Leadership, Teacher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iteracy and 

Teachers’ Teaching Efficiency of Junior High and Elementary 

Schools in Yilan County 

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current condition of Yilan County 

public junior high school and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s’ technology 

leadership, teacher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iteracy and teachers’ 

teaching efficiency, and aimed at discussing each individual teacher’s 

background variables and school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under the 

differences of principals’ technology leadership, teacher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iteracy and teachers’ teaching efficiency, and I further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s of these three, then finally, to explore the 

linear relationship. 

In this study, I adap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using Yilan 

County public junior high school and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as 

studying object. I applied the “Principals’ Technology Leadership, 

Teacher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iteracy and Teachers’ Teaching 

Efficiency Questionnaire” as the online questionnaire to survey 

samples from 92 junior high schools and elementary schools’ 579 

certified teachers. After data collected, I use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 

test, one 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for analysis. The results of 

research are as follows:  

1. Current Yilan County public junior high school and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perception on principals’ technology leadership is 

above average.  

2. Teacher’s perception on principals’ technology leadership differs 

significantly because of the age, position, type of school and school 

location.  

3. Yilan County junior high school and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iteracy is high.  

4. Teacher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iteracy differs significantly 

because of age, education level, position and type of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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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urrent Yilan County junior high school and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teaching efficiency is high.  

6. Teachers’ teaching efficiency differs significantly by gender, age, 

teaching subjects and type of schools. 

7.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rincipals’ 

technology leadership, teacher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iteracy 

and teachers’ teaching efficiency. 

8. Principals’ technology leadership and teacher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iteracy influence teachers’ teaching efficiency.  

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 conclusions I submitted specific 

recommendations on school administration leadership, teaching and 

future researchers. 

Keywords: technology leadership,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iteracy, 

teaching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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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本研究旨在瞭解校長科技領導、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與教師教學效能間之

關連，尤其是校長科技領導、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與教師教學效能之結構關係，

並檢視校長科技領導與教師資訊科技素養對教師教學效能之影響，提出具體

建言，俾供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及國民中、小學校長推動科技領導，提昇教師

資訊科技素養，以增進教師教學效能之參考。 

本章旨在闡述本研究的基本理念與架構，其內容分為五個方面：第一節

為研究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第三節為名詞釋義；第四節為

研究方法與步驟；第五節為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動機動機動機動機 

壹壹壹壹、、、、校長校長校長校長科技領導的趨勢已然成形科技領導的趨勢已然成形科技領導的趨勢已然成形科技領導的趨勢已然成形 

隨著時代的變遷與資訊科技的日新月異，學校的領導者的角色已從傳統

的學校管理者、資源提供者，發展到教學與課程領導者，以及科技領導者等

多元角色（張奕華，2007）。而科技領導角色的出現，更顯示出校內的科技領

導與管理，是校長在領導上所不可忽視的責任；校長具備科技領導角色的目

的，係在提昇校長的科技專業能力，以因應資訊社會的來臨，並為學生面對

資訊科技時代做好準備。綜觀中外論述可知，新興科技發展下的學校領導者

科技領導，已逐漸成為領導新典範（張奕華、蕭霖、許正妹，2007）。做為國

家資訊發展基礎、培養全民資訊素養及應用資訊能力第一線的學校領導者，

是否已經具備新數位科技的領導能力，以創造美好的教育遠景，提昇未來國

家競爭力（蔡瑞倫，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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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領導角色的演進改變趨勢，不僅反映出現代學校行政工作對於科技

領導需求的迫切性，亦彰顯出校長成為科技領導者的必要性。然而，校長成

為科技領導者對於學校經營發展與師生的教學有何助益？在學校情境中新興

教育科技的執行上，校長所能扮演的變革角色已愈來愈重要，要使科技有效

的應用在學校的教學計畫中，校長必須將強有力的領導（strong leadership）

提供在學校情境上，並有效的示範科技領導（張奕華，2007）。陳木金（2002）

指出，校長是學校組織的行政首長，如何運用有效的科學方法，對於學校內

人、事、財、物等業務，作最妥善而適當的處理，以促進教育進步，達成教

育目標。 

綜上所述，在資訊時代的當下，校長的理念和科技專業是影響學校目標

發展的重大因素，如校長認為資訊科技素養是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必備的重要

能力；同時校長也具備的良好的科技素養，那麼學校就會朝向實施資訊科技

融入教學活動的目標去發展。目前宜蘭縣國中、小校長的領導風格多元且各

具特色，且科技領導的趨勢已然成形亦日趨成熟，但在宜蘭縣內並無相關研

究，故其施行現況值得進一步瞭解，為本研究的動機之一。 

貳貳貳貳、、、、瞭解瞭解瞭解瞭解教師教師教師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資訊科技素養資訊科技素養資訊科技素養的的的的現況與差異情形現況與差異情形現況與差異情形現況與差異情形 

欲使人人具備資訊科技素養的能力，必須從教育下手；欲培育學生資訊

科技素養的能力，必須先從教師下手。在教學科技的發展上，由於網際網路

及多媒體資訊科技的發達，讓教學與學習的型態也有所改變；多媒體素材的

利用、網路學習社群、線上教學型態逐漸受到重視。學校教師應適當運用各

種教學策略、教學科技、方法與媒體素材，才能確保教學效能的提昇與教育

目標的達成。為落實此等政策，教育部於2001年公布「中小學資訊教育總藍

圖」訂定下列四年指標作為施行之依據：1.師師用電腦，處處上網路。2.教師

（含新任及在職）均能運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教學活動時間達20%。3.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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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全面上網，各學習領域均擁有豐富且具特色之教學資源（含素材庫、教材

庫等）。4.學生均具備正確資訊學習態度、瞭解並尊重資訊倫理。5.建立600

所（20%）種子學校，發展資訊教學特色。6.全面建構學校無障礙網路學習

環境，縮短數位落差。7.各縣市教育行政工作均達資訊化、自動化、透明化。 

對學生的學習而言，資訊科技最大的影響，是逐步改變了學習方法。主

動學習、合作學習與創意學習等方式將大量出現，將有更多機會得以實現。

在科技發展的進程中科技或許提供了內涵，這不是科技決定其對教育的意義，

而是由教師決定科技在教育中的意義。如前所述，教育部（2001）對學生、

教師與學校提出具體策略：1.改進學生的學習方式。2.提昇學生學習素養。3.

加強師資養成教育。4.全面培訓在職教師。5.建立校內「領域資訊教學小組」。

6.推展種子學校與先導學校。 

綜上所述，資訊與通信科技不斷地推陳出新，也讓教育人員不得不在處

理資訊及傳達資訊之間尋找出新的教學模式。然而，另一個角度來看，推行

教學資訊化的重要關鍵因素是教師，因此教師資訊科技素養之優劣將成為教

學效能及政府推展資訊科技成效之指標，故瞭解教師資訊科技素養現況及差

異情形，為本研究的動機之二。 

參參參參、、、、教學效能的教學效能的教學效能的教學效能的增進增進增進增進有賴於科技有賴於科技有賴於科技有賴於科技資訊資訊資訊資訊 

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與進步，人類生活與科技已密不可分，放眼二十一

世紀，各國教育的核心莫不在於提昇國際競爭力， 其中提高教師的教學效能

至為關鍵。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後，教師在教學、課程及方法上均面臨極大的

挑戰，教師的教學是否有效，學生是否具備帶得走的能力，均關係到整個國

家的教育品質。許多專家學者如Dias和Moersch也指出，資訊科技與資訊素

養可以促進教育改革，為傳統教學帶來革新，故探討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與教

學效能的關係有其重要性（引自張順發、羅希哲，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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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是關係著學生學習成效的關鍵人物，他是教學的設計者，更是學生

價值觀的引導者。教師的「教」與學生的「學」相互作用的過程中，教師的

教學行為極為重要，為決定教學效能的關鍵。所以教師如能提高其本身資訊

素養並運用於教學，必能增強其教學效果（吳雲道，2006）。 

綜上所述，教學效能是確保教師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果的重要因素，

教師教學效能的高低，密切關係著教學成果的好壞，唯有高教學效能的教師，

才能達成有效的教學活動。教師在課室的教學過程中，如能配合資訊科技，

定能發揮更大的效能，並加以運用網路有效地連結校內外資源，則不僅學生

學習更具效能，且教師的教學成效也可能提高。除了瞭解現階段國民中、小

學教師教學效能現況外，本研究仍試圖進一步瞭解影響教學效能的因素為何，

為本研究的動機之三。 

肆肆肆肆、、、、校長科技領導與教師資訊科技素養對教師教學效能的影響校長科技領導與教師資訊科技素養對教師教學效能的影響校長科技領導與教師資訊科技素養對教師教學效能的影響校長科技領導與教師資訊科技素養對教師教學效能的影響 

近年來，有關教師教學效能的研究成果很多；至於教師資訊科技素養的

研究，在國外已有不少研究成果，而國內亦日漸增多；對於校長科技領導的

研究，則是近年來的新趨勢。惟有關校長科技領導、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與教

師教學效能關係之研究成果，不論國內、外均有待進一步研究。基於研究者

本身於宜蘭縣任教，本論文係以校長科技領導、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與教師教

學效能之關係為探討主軸，對宜蘭縣之國中、小教師進行調查研究，並探討

出其間的線性關係，為本研究的動機之四。 



 

5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與待答問題與待答問題與待答問題 

壹壹壹壹、、、、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一）了解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領導之現況與差異情形。 

（二）了解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教師資訊科技素養之現況與差異情形。 

（三）分析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效能之現況與差異情形。 

（四）探討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領導、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與教

學效能之相關程度。 

（五）檢視校長科技領導、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與教師教學效能之線性關係。 

（六）根據以上的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作為相關單位與國民中、小學改進校

長科技領導、教師資訊科技素養、教學效能及進一步研究之參考。 

參參參參、、、、研究假設研究假設研究假設研究假設 

茲根據本研究動機與目的、待答問題，提出本研究假設如下所示： 

假設1：不同背景變項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上有顯著差異。 

假設2：不同背景變項在教師資訊科技素養上有顯著差異。 

假設3：不同背景變項在教師資訊科技素養上有顯著差異。 

假設4：校長科技領導、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與教師教學效能彼此有顯著 

的相關。 

假設5：校長科技領導與教師資訊科技素養可有效預測教師教學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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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待答問題待答問題待答問題待答問題 

根據上述之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之待答問題如下： 

（一）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領導之現況與差異情形為何？ 

（二）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教師資訊科技素養之現況與差異情形為何？ 

（三）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效能之現況與差異情形為何？ 

（四）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領導、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與教學效

能之相關程度為何？ 

（五）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領導、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與教學效

能之線性關係為何？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名詞釋義名詞釋義名詞釋義名詞釋義 

本研究所使用之重要變項與名詞：國民中、小學教師、校長科技領導、

教師資訊科技素養、教師教學效能分別釋義如下： 

壹壹壹壹、、、、國民中國民中國民中國民中、、、、小學小學小學小學教師教師教師教師 

本研究之國民中、小學教師，係指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教師而言。

包括主任、組長、導師及專任教師。 

貳貳貳貳、、、、校長校長校長校長科技領導科技領導科技領導科技領導 

校長科技領導（principals’ technology leadership）係指校長結合新興的科

技和領導的技巧，發展學校科技願景，支持成員的科技訓練，提供優質的軟

硬體設施，營造有利科技應用的文化與環境，做好科技評鑑，關注科技使用

的倫理，注重人際溝通與資訊素養的養成，以促進教學和學校行政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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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教師在〈校長科技領導調查問卷〉得分高低為基準，其內容包

括五個向度如下：（1）願景、計畫與管理；（2）成員發展與訓練；（3）科技

與基本設施支持；（4）評鑑與研究；以及（5）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計分方

式採用Likert五點量尺計分，教師在〈校長科技領導調查問卷〉問卷上得分

愈高教師所知覺之校長科技領導的程度愈高。 

參參參參、、、、教師教師教師教師資訊資訊資訊資訊科技科技科技科技素養素養素養素養 

教師資訊科技素養（teacher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iteracy）係指教師運

用本身的資訊整合及應用技巧，將資訊科技融入於教學活動中，藉以提高教

學成效，並藉助本身的科技能力與設備，幫助學生更有效率學習的能力。 

本研究以教師在〈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調查問卷〉得分高低為基準，其內

容包括四個向度如下：（1）軟、硬體操作；（2）法律與倫理；（3）教學應用；

以及（4）資訊科技認知。計分方式採用Likert五點量尺計分，教師在〈教師

資訊科技素養調查問卷〉上得分愈高代表資訊科技素養愈好。 

肆肆肆肆、、、、教師教師教師教師教學效能教學效能教學效能教學效能 

教師教學效能（teachers’ teaching efficiency）係指教師藉由教學活動前的

充分準備，在教學活動中透過多元的教學方式、師生互動的歷程，營造良好

學習氣氛，並運用多樣化的教學策略與教學評量，增進學生的學習成效，以

有效達成教學目標的一種信念。 

本研究以教師在〈教師教學效能調查問卷〉得分高低為基準，其內容包

括五個向度如下：（1）教材內容的呈現；（2）教學技巧的使用；（3）班級氣

氛與師生互動；（4）教學評量的設計；以及（5）自我效能信念。計分方式採

用Likert五點量尺計分，教師在〈教師教學效能調查問卷〉上得分愈高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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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效能愈佳。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研究方法與步驟研究方法與步驟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旨在探討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領導、教師資訊科技

素養與教師教學效能之關係，藉由文獻探討與分析，作為本研究的理論基礎，

並進一步做為問卷調查的依據，據以提供教育行政機關、學校行政人員之參

考。茲就研究方法與研究步驟分述如下： 

壹壹壹壹、、、、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研究藉由校長科技領導、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與教師教學效能的相關文

獻分析與探討，歸納出校長科技領導、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與教師教學效能的

定義與相關層面，作為本研究的理論基礎。 

依據文獻探討所獲得的理論，配合學校現況，並參考張奕華（2006）編

製「國民小學校長科技領導、教師資訊素養、教師教學效能」調查問卷，針

對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教師進行問卷調查。經由問卷填答者所給予的回

饋，利用統計軟體加以分析解釋，以瞭解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

領導、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與教師教學效能之現況與相互間的關係，並據以提

出具體建議。 

貳貳貳貳、、、、研究步驟研究步驟研究步驟研究步驟 

本研究之研究步驟分為準備、實施及完成三個階段，茲分述如下： 

一、準備階段 

先廣泛蒐集相關文獻，與指導教授研議主題方向，再閱讀文獻瞭解研究

方向之可行性，確定研究主題、界定研究範圍、擬定研究計畫及進度，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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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大綱。 

二、執行階段 

（一）文獻蒐集與探討 

尋找與本研究主題相關之文獻資料，加以分析、比較與歸納後，界定出

適合本研究之理論基礎。 

（二）建構研究工具 

依據張奕華（2006）所編製「國民小學校長科技領導、教師資訊素養、

教師教學效能」調查問卷，修訂後進行施測。 

（三）實施問卷調查與回收 

確立研究工具，採用「政治大學電算中心線上問卷」系統以線上問卷方

式抽取樣本。 

（四）進行資料分析整理 

回收問卷進行資料整理，使用SPSS 14.0 for Windows 中文版統計套裝軟

體及LISREL 8.80，進行統計分析與探討其間線性關係。 

三、完成階段 

依據資料分析結果，歸納研究發現，作成研究結論與建議，撰寫研究論

文，待完成初稿後，請指導教授指證疏漏之處，經不斷修正後完成研究論文。

茲將研究步驟整理如圖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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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 研究步驟 

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節就研究範圍與限制，茲分別說明如下： 

研議研究主題研議研究主題研議研究主題研議研究主題 蒐集蒐集蒐集蒐集、、、、閱讀文獻閱讀文獻閱讀文獻閱讀文獻 

評估研究主題評估研究主題評估研究主題評估研究主題 確定研究主題確定研究主題確定研究主題確定研究主題 

撰寫研究大綱撰寫研究大綱撰寫研究大綱撰寫研究大綱 文獻蒐集與探討文獻蒐集與探討文獻蒐集與探討文獻蒐集與探討 

研究計畫口試研究計畫口試研究計畫口試研究計畫口試 

資料分析與整理資料分析與整理資料分析與整理資料分析與整理 

建構研究工具建構研究工具建構研究工具建構研究工具 

撰寫研究論文撰寫研究論文撰寫研究論文撰寫研究論文 

問卷調查與回收問卷調查與回收問卷調查與回收問卷調查與回收 

研究論文口試研究論文口試研究論文口試研究論文口試 指導教授指正指導教授指正指導教授指正指導教授指正 

作成結論與建議作成結論與建議作成結論與建議作成結論與建議 

完成研究論文完成研究論文完成研究論文完成研究論文 修正研究論文修正研究論文修正研究論文修正研究論文 

準
 備

 階
 段

 
執

 行
 階

 段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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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階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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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 

一、研究地區 

本研究係以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小學為研究的地區範圍。 

二、就研究對象而言 

本研究係以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 

三、就研究內容而言 

本研究係以宜蘭縣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領導、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與教

師教學效能為研究主題。至於背景變項方面，本研究則探討教師性別、年齡、

服務年資、教育程度、任教科目、擔任職務。而環境變項則探討學校類別、

學校所在地區及學校規模。 

貳貳貳貳、、、、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 

一、就研究對象而言 

由於經費與人力、物力及時間的限制，本研究僅以宜蘭縣公立國民中、

小學教師為主要研究對象，不宜作過度之推論。 

二、就研究方法而言 

由於時間與能力之限制，本研究主要採取問卷調查方式進行量化研究。

惟受試者在填答問卷時，可能受到其主觀判斷、個人認知、情緒等因素的影

響，而出現不符合實際狀況的填答。因此，在內容分析與結果的解釋上，會

產生一定程度的誤差。 

三、就研究工具而言 

本研究採用問卷作為主要的研究工具，藉以蒐集受試者的相關資料。 

四、就研究地區而言 

本研究基於時間與經濟因素，僅以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小學為研究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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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調查。故研究結果僅限於宜蘭地區，無法推論至其他縣市。 

五、就抽樣方式而言 

本研究採用「政治大學電算中心線上問卷」系統進行線上施測，無法得

知樣本群組，在問卷催收方面，僅能採用被動方式通知；在問卷回收率計算

上，恐有回收率偏低情形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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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宜蘭縣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領導、教師資訊科技素養

與教師教學效能之關係，本章以相關理論與研究為文獻探討重點，廣泛蒐集

國內外相關文獻，加以歸納、分析與比較，以作為本研究之理論基礎之依據。

本章的文獻探討分成四節，第一節為校長科技領導之意涵； 第二節為教師資

訊科技素養之意涵；第三節為教師教學效能之意涵；第四節為校長科技領導、

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與教師教學效能之相關研究。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校長科技領導校長科技領導校長科技領導校長科技領導之意涵之意涵之意涵之意涵 

本節根據研究目的與相關文獻，分別就校長科技領導的意義、校長科技

領導的相關理論、校長科技領導的內涵，加以分析、歸納與敘述如下： 

壹壹壹壹、、、、校長科技領導的意義校長科技領導的意義校長科技領導的意義校長科技領導的意義 

對於科技領導的定義，首先就相關學者所提出的看法依時間先後依序整

理如表 2- 1所示。 

表表表表 2- 1  
科技領導定義科技領導定義科技領導定義科技領導定義 

研究者 年代 科技領導的定義 

張奕華 2003a 校長們應用必要的領導技巧，為學校追求新穎與
新興的教育科技。換言之，「科技領導即是學校領

導者應用必要的領導技巧，以幫助機構應用科技

在有益的方向上」。 
葉連祺 2003 提供了校長領導另一項思維，主要聚焦於結合科

技和領導，充實科技方面的軟硬體設施和人員的

科技素養，塑造應用科技的有利環境和文化，以

促使校長、教師和其他學校人員能善用科技，增

進教學和行政的成效。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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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 1 （（（（續續續續）））） 

李隆盛 2004 科技指的是科學技術，科技乃是人們利用材料、

工具、知識、資源和創意，以調適人和環境之間

的關係。而領導是一種影響別人的藝術，能促使

別人發揮最大的潛能，以達成相關的任務、目標

或計劃。 
徐潔如 2005 領導者具備科技素養、整合資源的能力，運用領

導技巧，協助教師與學校行政人員適切應用科技

於教學實踐和行政作為上，並能塑造一個共享、

支持的學校情境，以促使教學和行政的成效達到

最大化。 
吳清山、林天祐 2006 領導者能夠善用領導技巧，使所屬成員能夠運用

科技，致力於組織目標的達成。 
吳聖威 2006 領導者結合新穎與新興的科技和必要的領導技

巧，提供優質的軟硬體設施，營造有利科技應用

的文化與環境，透過組織全員資訊科技素養的養

成與提昇，促進組織的效能。  
張盈霏 2006 校長在綜理校務的過程中身體力行的將科學研究

的態度與方法，融入領導行為當中，促使組織成

員能夠運用過程技能，致力實現組織的美好願景。 
高上倫 2007 領導者結合科技和領導，運用科技的軟硬體，提

昇成員科技素養，塑造應用科技的環境及文化，

以促使成員善用科技，增進組織的效能。 
Bailey、Lumley
和Dunbar 

1995 學校領導者應用必要的領導技能，促使其學校能

夠運用科技以致力於實現其美好的願景。 

Siegel 1995 一位領導者能處理多樣問題的能力。從傳統的觀
點來看，科技領導著重並強調群眾魅力及個人長

處的重要性。 

Aten 1996 領導者為支持有效的教學實踐，透過個人的人際

關係和有效整合運用目前科技的多種知識，並能

預期未來科技發展趨勢，以達成教育的願景。 
Murphy 和

Gunter 
1997 領導者能夠示範和支持電腦科技，使得教師能更

有效能的將科技融入課程中。 

註註註註：：：：研究者整理。 

綜合以上觀點，可以看出校長科技領導乃是學校領導者善用科學技術、

整合資源能力等必要的領導技巧，提供優質的軟硬體設施，協助教師與學校

行政人員適切應用科技於教學實踐和行政作為上，增進教學和行政的成效，



 

15 

 

致力實現組織的美好願景。可見，校長科技領導已為時代新趨勢，學校校長

為組織的領導者，必須因應因科技而快速變革的教育環境，善用科技並融入

於實際的領導行動，以增進學校行政和教師教學的成效。所以，本研究所稱

之校長科技領導為校長結合新興的科技和領導的技巧，發展學校科技願景，

支持成員的科技訓練，提供優質的軟硬體設施，營造有利科技應用的文化與

環境，做好科技評鑑，關注科技使用的倫理，注重人際溝通與資訊科技素養

的養成，以促進教學和學校行政效能。 

貳貳貳貳、、、、校長科技領導的內涵校長科技領導的內涵校長科技領導的內涵校長科技領導的內涵 

一一一一、、、、國內國內國內國內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張奕華（2003a）在其標題名為〈美國中小學校長領導的新趨勢：科技領

導〉的研究，歸納相關科技領導之文獻並發展出教職員評量校長科技領導效

能之七項層面：1.願景、計畫與管理（vision, planning and management）；2.

成員發展訓練（in-service training）；3.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interpersonal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4.倫理與法律議題（ethical and legal issues）；5.整合科

技於課程教學（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into the curriculum）；6.科技與基本設

施的支持（technological support and infrastructure）；7.評鑑與研究（evaluation, 

research, and assessment）。 

葉連祺（2003）參考 ISTE和一些非營利組織所共同發展出的TSSA，認

為就校長科技領導而言，應包括六類標準：1.領導和願景：係啟發學校人員

進行全面科技整合的共享願景，並形成實踐願景和文化。2.教導和學習：是

確保課程設計、教學策略和學習環境，能整合科技，以最大化學習和教導的

成效。3.生產力和專業實務：指應用科技去促進學校人員的專業實務，增進

自己和他人的生產力（productivity）。4.支持、管理和運作：在確保整合科技，

以支持有益學習和行政的系統。5.評量和評鑑：泛指使用科技去計畫和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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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評量及評鑑的全面系統。6.社會、法理和倫理議題：即了解有關科技的

社會、法理（legal）和倫理議題，並形成決策責任的規範。 

張奕華（2004b）在其標題名為〈教育領導新趨勢：科技領導及其效能

之研究〉的研究中將相關科技領導之文獻歸納為五項層面：1.願景、計劃與

管理：好的領導者需要有願景，科技領導的一個重要元素，就是發展與清楚

說明科技如何產生變革的能力。清楚說明學校中科技使用的願景，發展科技

計畫並且有效地利用資源予以推動。2.成員發展與訓練：成員發展的構念係

由三種能力所組成，亦即描述和確定成員發展的資源、計劃和設計成員發展

的課業，以及基於不同的決策者（教師、行政人員、資訊協調者或校長），制

定不同的成員發展計劃。3.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當教師和職員有問題或需

要協助時，科技領導者需要提供技術的支持，讓他們能得到幫助，是科技整

合成功的關鍵之一。所以確保相同的機會取得科技資源，以及確保適當的科

技使用設備，是校長科技領導技巧之一。4.評鑑與研究：校長能評鑑教師個

人成長，建立科技標準，並引導教師專業發展計劃。更重要的是，校長能應

用科技相關的研究以引導學校中科技的使用。5.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人際

關係技巧被視為比科技專門技術更為重要，應了解和確認教職員及學生在科

技上的需求和關心，並公平與尊重對待所有學校人員，與其溝通有關科技的

議題。 

伍于芬（2005）於〈國民小學行政人員資訊科技素養指標建構之研究〉

碩士論文中，參考國內外相關文獻，歸納整理，將國民小學行政人員資訊科

技素養指標歸納成七個向度：1.領導與願景；2.課程的教與學；3.生產力和專

業實際；4.支援、管理和實行；5.評估與評鑑；6.社會、倫理、法律以及人類

方面的議題；7.操作與概念。 

李淑莉（2005）於〈學校行政人員資訊素養檢定指標發展之研究〉碩士

論文中，將國民小學行政主管落實校園E化檢核表區分為四項層面：1.管理、

運作與評鑑；2.領導與提昇資訊專業；3.資訊科技之應用；4.社會、法律與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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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議題。 

徐潔如（2005）的研究則歸納出校長必須具備的科技領導知能，分為五

大層面：1.共擬願景和計畫；2.行政規劃、評鑑與教學領導；3.專業發展與示

範；4.提昇工作效能；5.支持、管理與運作。 

吳清山與林天祐（2006）指出學校科技領導者應該扮演下列角色：1.激

勵者：激勵所屬成員能夠學習資訊科技，使成員具備資訊素養。2.示範者：

領導者願意學習各種資訊科技，本身具有資訊使用能力。3.分享者：領導者

能夠分享自己學習資訊經驗，並形塑一個資訊分享文化，以建立資訊校園。

4.溝通者：領導者利用各種場合或時機，說明和宣導資訊科技對於行政、教

學和學習的價值及重要性。5.資源提供者：領導者提供各類資訊科技軟硬體

設備以利資訊分享。 

吳聖威（2006）參考與歸納國內外學者之相關研究與文獻，綜合整理出

科技領導的重要特徵，提出六項科技領導的面向，分別為：1.發展科技願景、

計畫與管理：校長能領導成員共塑學校科技願景，擬訂學校科技計畫，倡導

科技的使用，分配與管理科技資源。2.學校成員發展與訓練：校長能鼓勵與

支持學校組織成員在科技方面的專業發展與訓練。3.學校科技設施與融入教

學的支持：校長能提供適當軟硬體的科技設備，以作為學校組織成員行政與

融入教學的使用。4.評鑑與研究：校長能依據評鑑的規準評鑑學校組織成員，

在科技使用的情況，對運用科技於行政與教學上，做持續性的檢討與回饋。

5.社會、法律和倫理議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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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與成員討論使用科技時的道德議題。6.人際關

係與溝通技巧：校長能瞭解和關心教職員工和學生在科技方面的需求，並能

展現耐心來激發教職員工學習使用科技，對於科技廠商、社區人士、家長、

支持團體都能維持正面的關係。 

陳易昌（2006）將校長科技領導分為「規劃與管理」、「成員發展」、「科

技整合」、「人際溝通」等四項層面：1.規劃與管理層面：指校長能運用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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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規劃、評鑑來推動科技的應用，並能宣導智慧財產權等相關倫理議題。

目的在達成共同的願景、形成共識，呈現未來科技運用及發展的方向；並有

效運用資源，利用政策與環境規劃提供良好的實施流程與進行評鑑。2.成員

發展層面：指校長注重學校成員科技素養的訓練與發展，以落實科技的運用。

目的在促進成員學習並提昇科技相關知能，建立科技專業成長的團隊與機制，

提昇成員的科技專業素養，以利科技運用的推動。3.科技整合層面：指校長

鼓勵教師將科技整合到日常的行政、課程與教學之中，並且提供資訊科技基

礎建設的支持，以促進教學與學習。目的在建構完善的軟硬體科技基礎建設，

提供良好易使用的介面，使成員能整合科技到課程之中，幫助教學與學習，

提昇其表現與效果。4.人際溝通層面：指校長能經營良好的人際關係，運用

正確溝通技巧，協調各部門以推展科技政策，並爭取外部的支持與配合。目

的在運用正確的溝通技巧，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除了對於科技政策實施的

推展與各部協調有正面助益，更能取得外部支持與配合。  

秦夢群與張奕華（2006）在其標題名為〈校長科技領導層面與實施現況

之研究〉綜合相關科技領導文獻，抽取臺中市700名國民小學教師，檢測校

長科技領導之層面，研究結果顯示出科技領導內涵層面如下：1.評鑑與研究；

2.願景、計畫與管理；3.校長的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4.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

以及5.成員發展與訓練。 

張盈霏（2006）綜合學者專家的觀點，歸納出衡量校長科技領導的五項

層面：1.學校願景、計畫與管理：係指校長帶領學校成員形塑學校科技發展

願景、規劃科技發展計畫、並進行合理有效的科技發展管理，藉以凝聚共識

與承諾，促使科技發展願景與計畫能真實的實踐。2.成員發展與訓練：係指

校長能夠整合科技資源，提供學校成員在職進修的機會，訓練與發展其科技

運用技能。3.科技與基本設施：係指校長能夠積極規劃成立科技資源中心，

有充裕的科技設備、應用軟體、維修機制、發展基金等，支持學校成員運用

科技於教學和行政，藉以提昇教學品質與行政績效。4.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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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校長在進行科技領導的過程中，能夠靈活運用溝通技巧，圓熟的處理與

營造校內外利害關係人的人際互動關係，團結合作而心甘情願的為學校科技

發展貢獻心力。5.評鑑與研究：係指校長會透過評鑑程序與行動研究，評估

教學與行政績效，並引導學校成員落實科技專業發展，促使學校成為具有豐

厚科技素養的學習型組織。 

高上倫（2007）在其研究中提出，落實國小校長科技領導宜符合：1.願

景計畫與管理、2.成員發展與訓練、3.人際溝通與法理議題、4.整合科技於課

程與教學、5.評鑑與研究及6.實際操作與示範等六個層面。 

張奕華、蕭霖與許正妹（2007）針對臺灣七個縣市（包括臺北市、高雄

市、基隆市、新竹市、臺中市、嘉義市、臺南市），共計抽取1,880位教師，

區分為北部（臺北市、基隆市、新竹市）、中部（臺中市、嘉義市）、南部（臺

南市、高雄市），依其總體教師比例抽取樣本人數，建構出學校科技領導的五

個向度及二十二項指標如下：1.願景計畫與管理：(1)清楚地說明學校中科技

使用的願景。(2)授權一個包含不同成員的科技計畫團隊。(3)提倡學校的科技

資源。(4)有效地管理科技上的變革。(5)利用科技以有效地管理行政運作。2.

成員發展與訓練：(1)鼓勵在科技領域上的在職訓練。(2)支持設計一個科技上

的在職訓練課程。(3)支持傳遞科技上的在職訓練。(4)提供時間以作為科技訓

練之用。3.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1)確保科技設備的使用是適當的。(2)確保

學校人員有相同的機會取得科技資源。(3)當學校人員需要協助時，能確保科

技的支持。(4)確保設備的及時修理與維護。4.評鑑與研究：(1)考慮有效的使

用科技是評量教職員表現的一部份。(2)評鑑學校的科技計畫。(3)從成本效益

的觀點評鑑科技。(4)評鑑教室和實驗室中的電腦操作系統。(5)利用地區的資

料去評鑑教學上使用科技的情形。5.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1)瞭解教職員和

學生在科技上的需求和關心。(2)有關於科技上的實務，能與教職員生維持正

面的關係。(3)有效地與教職員和學生溝通有關科技的議題。(4)鼓勵學校人員

利用有關資訊資源作為科技專業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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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丞芳（2008）根據科技領導的層面與相關文獻資料的探討，將校長科

技領導分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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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個層面。 

二二二二、、、、國外研究國外研究國外研究國外研究 

Ray (1992)認為優質的教育科技領導包括三項層面：1.願景（vision）：建

立共同的發展目標，並擬訂發展策略。2.誠信（integrity）：以誠實的心態與

成員進行溝通，獲得成員的信賴與支持。3.知覺（consciousness）：對科技的

發展與科技對教學的影響有敏銳的知覺，因地制宜隨時修正，以確保科技願

景的發展方向與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需求。 

Aten (1996)在其「加州學校再造的教育領導本質分析」博士論文中提出，

學校科技領導的本質包含四項如下：1.共同領導（shared leadership）：領導者

與成員共同合作一起決定、同時能夠依成員能力的不同提供適宜的任務。2.

額外補償（extra compensation）：除了應負的學校責任之外，對於在運用科技

方面表現優異的成員應給予獎勵。3.科技整合（technology integration）：將科

技整合進課程中、支持學校運作與教學、使用科技瞭解未來的趨勢。4.人際

關係技巧（interpersonal skills）：學校能夠持續和其他群體聯繫，包括家長、

社群組織和支持學校科技發展之團體。  

Bailey (1997)則認為行政人員需要瞭解他們在科技領導的角色，並以下列

十項層面觀察行政人員的科技領導：1.變革（change）；2.科技計畫（technology 

planning）；3.倫理（ethics）；4.教學與學習（teaching and learning）；5.安全與

保密（safety and security）；6.課程（curriculum）；7.成員發展（staff development）；

8.設施（infrastructure）；9.科技的支持（technological support）；10.科技領導

（technology leadership）。 

Casson, Bauman, Fisher, Linblad, Sumpter, Tornatzky和Vickery以下列四項

層面來測量科技領導（引自陳易昌，2006）：1.願景：領導者對於科技的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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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堅強的信念，透過與成員溝通信念，建立共同的目標。2.增權賦能於成員：

分享式的決定、鼓勵冒險，以及對科技表現優良者予以獎賞。3.示範科技的

使用：校長本身就運用電子郵件、軟體、網路、討論區等，運用於日常的工

作中；並且在教師與學生學習新的軟硬體時，亦在一旁學習和參與。4.互動：

與教師共同站在教學實務現場，瞭解學校實施科技的情形與需求。 

國際教育科技協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簡稱

ISTE)在2009年公布了學校行政人員科技標準（National Educational 

Technology Standards and Performance Indicators for Administrators, NETS•A）

(ISTE, 2009)。NETS•A包含五項層面，此五項層面如下：1.有願景的領導

(visionary leadership)：教育領導者能啟發並帶領組織朝向共同的願景。2.數位

時代的學習文化(digital-age learning culture)：教育領導者創造、促進，並且維

持數位時代的學習文化。3.卓越的專業實踐(excellence in professional practice)：

教育領導者提供一個專業學習與創新的環境，讓教師鼓勵學生透過現代科技

與數位資源來學習。4.有系統的改進(systemic improvement)：教育領導者提供

數位時代的領導和管理，藉由科技資源與資訊不斷地改進組織。5.數位化的

公民責任(digital citizenship)：教育領導者形塑一個與社會，道德和法律相關

的數位文化。 

茲將校長科技領導層面分析如表 2- 2所示。 

  



 

22 

 

表表表表 2- 2  
校長科技領導層面分析校長科技領導層面分析校長科技領導層面分析校長科技領導層面分析 

         
        層面 
研究者 

願景

計畫

與管

理 

成員

發展

訓練 

人際

關係

與溝

通技

巧 

倫理

與法

律議

題 

整合

科技

於課

程教

學 

科技

與基

本設

施的

支持 

評鑑

與研

究 

教導

和學

習 

操作

與概

念 

額外

補償 

張奕華（2003a） ＊ ＊ ＊ ＊ ＊ ＊ ＊ - - - 
葉連祺（2003） ＊ ＊ - ＊ - ＊ ＊ ＊ - - 
張奕華（2004b） ＊ ＊ ＊ - - ＊ ＊ - - - 
伍于芬（2005） ＊ ＊ - ＊ - ＊ ＊ ＊ ＊ - 
李淑莉（2005） ＊ ＊ - ＊ ＊ - ＊ - - - 
徐潔如（2005） ＊ ＊ - - ＊ ＊ ＊ - - - 
吳清山、林天祐

（2006） 
- ＊ ＊ - ＊ ＊ - ＊ - - 

吳聖威（2006） ＊ ＊ ＊ ＊ - ＊ ＊ - - - 
陳易昌（2006） ＊ ＊ ＊ - ＊ - - - - - 
秦夢群、張奕華

（2006） 
＊ ＊ ＊ - - ＊ ＊ - - - 

張盈霏（2006） ＊ ＊ ＊ - - ＊ ＊ - - - 
高上倫（2007） ＊ ＊ ＊ ＊ ＊ - ＊ - ＊ - 
張奕華、蕭霖與

許正妹（2007） 
＊ ＊ ＊ - - ＊ ＊ - - - 

許丞芳（2008） ＊ ＊ ＊ ＊ ＊ ＊ ＊ - - - 
Ray(1992) ＊ - ＊ - - - ＊ - - - 
Aten(1996) ＊ - ＊ - ＊ - - - - ＊ 

Bailey(1997) ＊ ＊ - ＊ ＊ ＊ - ＊ - - 
ISTE(2009) ＊ - - ＊ ＊ ＊ ＊ - - - 
Casson等(2006) ＊ - - - ＊ - - ＊ - ＊ 

計次 18 15 12 9 11 13 14 5 2 2 

註註註註：：：：＊ 表示研究者所提出層面。 

綜合以上分析，從各研究者所提出層面中，大部份研究皆以願景、計畫

與管理、成員發展與訓練、評鑑與研究、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人際關係與

溝通技巧作為科技領導的層面，雖然整合科技於課程教學及倫理與法律議題

亦有多人提及，然研究者認為其應屬於教師教學範疇，未必屬於學校領導者

應有作為，故未納入本研究層面。茲列出本研究校長科技領導的五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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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述如下： 

（一）願景、計畫與管理：係指校長必須瞭解新興科技發展的趨勢與動向，

並與所有利害關係人（例如教師、家長、學生和社區）共同規劃出學

校的科技願景。充分瞭解科技在教室中的功能，具備資源管理(resource 

management)的能力，以期實現學校科技願景。 

（二）成員發展與訓練：係指校長能指導每一位教師，以幫助其完成教學科

技計畫，並能夠整合科技資源，提供學校成員在職進修的時間與機會，

訓練與發展其科技運用技能。 

（三）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係指校長在教師和職員需要協助時，適時提供

充裕的科技設備、應用軟體、維修機制、技術的支持，藉以提昇教學

品質與行政績效。 

（四）評鑑與研究：係指校長會根據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使用科技的效能，作

為評估教師績效的指標，並透過評鑑或行動研究，評估教學與行政績

效，並引導學校成員落實科技專業發展計畫。 

（五）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係指校長在進行科技領導的過程中，能經營良

好的人際關係，利用各種場合或時機，說明和宣導資訊科技對於行政、

教學和學習的價值及重要性。 

本研究將依據此五個層面編製調查問卷，蒐集實證資料，進一步分析宜

蘭縣國民中、小學教師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現況。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資訊科技素養資訊科技素養資訊科技素養之意涵之意涵之意涵之意涵 

本節根據研究目的與相關文獻，分別就教師資訊科技素養的意義、教師

資訊科技素養的內涵，加以分析、歸納與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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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教師教師教師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資訊科技素養資訊科技素養資訊科技素養的意義的意義的意義的意義 

早在1974年美國圖書館與資訊科學學會主席Paul Zurkowski就提出資訊

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這個名詞，當時將資訊素養定義為：找出應用在

工作上的資訊，並學習到相關的技巧以解決問題的能力(Webber & Johnston, 

2000)。然隨著科技發展的日新月異，對「資訊素養」的定義又加入了科技的

元素，Kuhlthau(1987)在〈資訊社會中所需的資訊技巧〉(Information skills for an 

information society)一文中，提到「資訊素養」概念的核心涵蓋了圖書館技巧

和電腦素養。資訊素養的概念指能利用圖書館或電腦等工具有效率的尋找自

己所需的資訊。 

McClure(1994)及陳仲彥（1996）認為「資訊素養」是一種利用資訊解決

問題的能力，所謂的「資訊素養」應包含傳統素養（traditional literacy）、網

路素養（network literacy）、電腦素養（computer literacy）及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等四種素養，其中傳統素養指的是具備讀、寫、說以及計算的能力；

而網路素養指的是利用電腦進行網路資訊搜尋的相關資訊並加以處理利用的

能力；電腦素養則是指有能力利用電腦與軟體來完成實際上的工作；最後，

媒體素養則可分為傳統媒體、近代媒體及利用電子通訊技術所發展的新媒體

三類。而資訊素養則是這四種素養的核心，也是這四種素養之結合，其關係

如圖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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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 資訊素養分析。取自McClure (1994), Network literacy: A role for 

librarie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Libraries, June 1994, p. 118. 

而1998年美國圖書館學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簡稱ALA)之會

議對「資訊素養」的定義是指：「一個人具有能力去察覺何時需要資訊，且能

有效尋獲、評估、與使用所需要的資訊。」(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98)。 

李隆盛（2002）在〈教育人員的科技素養〉一文中談到，對教育人員而

言，一方面本身應努力充實、終身學習，成為具有科技素養的人，另一方面

該「己立立人」，促使全民成為具有科技素養的人，並將科技的定位詮釋如圖 

2- 2。 

 

 

 

 

 

 

 

圖 2- 2 科技的定位。取自〈教育人員的科技素養〉，李隆盛，2002。生活科生活科生活科生活科

技教育技教育技教育技教育，，，，35(7)，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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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hra和Koehler(2006)在〈教育科技知能：教師知識的新架構〉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A new framework for teacher 

knowledge)一文中提出一個關於教師知識的新架構。如圖 2- 3所示，他們認

為教師知識主要由學科知識(content knowledge, CK)、教育知識(pedagogical 

knowledge, PK)、科技知識(technology knowledge, TK)所組成，進而交疊架構

出四個新知識：教育知能(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PCK)、科技知能

(technology content knowledge, TCK)、科技教育知識(technology pedagogical 

knowledge, TPK)、教育科技知能(technology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TPCK)。TPCK不同於一般教育與科技專家的知識，它是良好教學建立在使

用科技並瞭解科技概念的基礎；是使用科技來建構學科內容的教學技巧；是

利用科技幫助學生匡正所面臨問題，更容易釐清概念的知識；是學生的先備

知識與認知；是利用科技在既有知識上，以開創新的認知或強化舊的知識。 

 

 

 

科技知識(TK) 

教育知識(PK) 學科知識(CK) 

科技教育知識 

(TPK) 

教育知能 

(PCK) 

科技知能 

(TCK) 

教育科技知能 

(TPCK) 

 圖 2- 3 教師知識架構分析。取自Mishra, P., & Koehler, M. J. (2006).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A new framework for teacher 
knowledge.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108(6), p.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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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教育科技委員會（ISTE）建議所有教師應具備下列五大領域的資訊

科技素養（ISTE, 2009b）：1.促進與啟發學生學習與創意(facilitate and inspire 

stydent learning and creativity)：教師利用他們在教學與科技的主要內容知識來

累積經驗，以增進學生不論在面授或是虛擬環境中的學習、創造力與創新。

2.設計與發展數位時代的學習經驗與評估(design and develop digital-age 

learning experiences and assessments)：教師設計、發展和評估真實的學習經驗

和評估現代工具與資源，在學生教育科技標準中，盡可能的提高其學習的內

容、知識、技能與態度。3.形塑一個數位時代的工作與學習(model digital-age 

work and learning)：教師展現他們的知識、技能與工作流程，塑造一個全球化

與數位化社會的專業創新。4.促進與形塑數位公民與責任(promote and model 

digital citizenship and responsibility)：教師瞭解日新月異的在地與全球性的社會

議題和責任，並以他們的專業作法示範法律與倫理實務。5.致力於專業成長

與領導(engage in professional growth and leadership)：教師不斷地提高他們的專

業實踐，塑造終身學習的典範，證明他們利用數位工具與資源的專業效能並

展現他們的學校領導。 

茲將各研究者對資訊科技素養之定義，擇其要者分述如表 2- 3所示。 

  



 

28 

 

表表表表 2- 3  
資訊資訊資訊資訊科技素養定義科技素養定義科技素養定義科技素養定義 

研究者 年代 資訊科技素養的定義 

李隆盛 1994 一組人人要解決實務問題、調適和環境互動關係所

必須具備的基本能力。 
吳美美 1996b 有效發現自己的資訊需要，尋找資訊，以及使用資

訊的能力，一般而言，資訊素養描述一個人在資訊

社會了解以及和外界做有意義溝通所需要的能力。 
孫仲山、張史

如 
1997 在科技的領域裡，具備寬廣的知識與技能基礎，以

及正確觀念、態度，俾能適當、有效地應用於日常

生活情境。 
張雅芳、徐加

玲 
1998 在資訊時代，一般人必須有能力和資訊社會的環境

做合理的溝通。 
康春枝 1999 廣義上看來，資訊素養包含傳統素養、媒體素養、

電腦素養及網路素養。狹義上看來，有的人只是將

之視為電腦素養而已。 
葉宗青 1999 首要為具有瞭解、安裝、操作、選擇、運用資訊科

技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其次為瞭解電腦與網路教學

環境，能結合其學科知識，發展並建置其教學資源；

再來為運用電腦與網路進行教學管理工作，最後為

能瞭解資訊科技對學習理念與教學環境的衝擊與改

變，形成並能實踐自我理念。 
張雅玲、徐新

逸 
2000 資訊社會的主要概念，強調適應未來的社會生活或

有效適應急遽變遷的環境。 
賴苑玲 2000 代表一種狀況，也是一種技能，不但具有認知及技

能的成份，同時也含有情意的成份。 
王耀誼 2001 我們可從「處理資訊問題的綜合能力」和「取得或

處理資訊的管道不同」兩方面，來加以區分說明資

訊素養的定義。 
楊仁興 2001 由「資訊」與「素養」組合而成外，資訊素養是一

種自我學習的工具獲一套自我學習的技能。 
吳麗花 2002 包含覺知、蒐集及決策三個層面，在資訊社會時代

人人都必須具備此三種能力 
李隆盛 2002 包含三個相依的向度：知識、思考和行動方式、以

及能耐。科技素養就像基本的讀、寫、算能力一樣，

有此工具才能有智慧和設想週到地參與周遭世界。

但科技素養因時因地而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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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 3 （（（（續續續續）））） 

研究者 年代 資訊科技素養的定義 

白慧如 2003 具備資訊的知識與技能，能夠操作資訊軟硬體應用

於工作或是日常生活中，並對有效的資訊加於蒐

集、整理、評鑑及利用資訊的能力。 
簡木全 2003 分析並歸納資訊素養含有有以下九種意涵：  

1.溝通(Connect)：能將資訊與環境合理的溝通。    
2.組織(Organize)：能有效的組織資訊。 
3.管理(Manage)：能有效的管理資訊。  
4.力量(Power)：視資訊為能量。  
5.應用(Use)：運用資訊用於問題解決。  
6.轉換(Transfer)：能將資訊轉換並傳送給需要者。  
7.評估(Evaluate)： 有效評估資訊的價值性。  
8.尊重(Respect)：尊重資訊  
9.分享(Share)：將資訊做有意義的分享。 

李航申 2004 一個資訊科技時代的代名詞，更是一種解決問題的

關鍵能力、一種與外界做合理而有效溝通和互動，

且終身受用的能力。 
溫嘉榮、施文

玲、林鳳釵 
2004 個體所具備的資訊處理技巧及資訊利用知識的素

養。 
薛雅勻 2008 有效運用資訊以幫助問題解決的能力，是可以「帶

著走」的一種整合型的能力，其目的在於了解資訊

的價值。 

Plotnick 1999 一種決定未來成功與否的關鍵能力，除了熟識平面

印刷文字之外，包含各種視覺媒體、聲音媒體、電

腦、網路及其他基本的能力都是資訊素養的範疇。 
Shelly、
Cashman與

Waggoner 

（引自

張雅

玲、徐

新逸，

2000） 

分為「內在」和「外顯」的能力。前者指的是能思

考釐清問題所在，能分析所需要的資訊，能正確解

讀資訊，能分析、綜合與組織有用的資訊。後者指

的是能知道資訊的來源所在，知道如何獲取資訊，

能用合適方式將組織及內化後的資訊呈現出來。 

Bailey 2005 學生必須從多樣的資料中評估及使用資訊的能力，

具備這些技巧來解決它他們所需的資訊，並成為社

會上有生產力的一份子。 

Revercomb 2005 建構及評鑑網路上所發現的資料的一種能力，需要
電腦及網路素養的基本操作技巧，使得學生可以使

用電腦及網路發現資料的一種能力。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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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 3 （（（（續續續續）））） 

研究者 年代 資訊科技素養的定義 

Stephanie 2006 在資訊社會裡使用數位設備、網路溝通來解決問
題，這種能力包括把科技當成是一種研究、組織、

評鑑及溝通工具。  
Rector和

Aggarwal 
2007 一種發現、修正、分析及使用資訊的一連串技能，

這些技能讓學生使用資訊以完成作業，更重要的是

具備終身學習的能力。 

註註註註：：：：研究者整理。 

綜合以上觀點，可以看出資訊科技素養乃是包含資訊素養、科技素養、

電腦素養及網路素養在教育科技上的層面。從原來的「解決問題的能力」層

面，逐漸轉換到「以科技蒐集資訊及評估」、「使用科技來建構學科內容」層

面；有關資訊科技素養之定義，隨著時代及資訊科技的進步而所更迭，各研

究對資訊科技素養的定義、論點及強調之處，亦各有不同。可知，資訊科技

素養並非僅是一種解決問題的基本能力、一種資訊處理技巧及資訊利用知識

的素養、與外界做合理而有效溝通和互動，且終身受用的能力。資訊科技素

養的意義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及時代變遷而有所不同，但資訊科技素養是一

種運用現代科技並有系統地的解決問題的一種帶著走的能力、態度，自我導

向學習的必要條件與技能。所以，本研究所稱之教師資訊科技素養為教師運

用本身的資訊整合及應用技巧，將資訊科技融入於教學活動中，藉以提高教

學成效，並藉助本身的科技能力與設備，幫助學生更有效率學習的能力。 

貳貳貳貳、、、、教師教師教師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資訊科技素養資訊科技素養資訊科技素養的內涵的內涵的內涵的內涵 

一一一一、、、、國內研究國內研究國內研究國內研究 

王千倖（1987）認為教師的資訊素養為：對電腦科技有正確的認知、能

運用電腦科技處理教學及學習上的事務、能運用電腦科技引導學生從事分析、

具備批判及篩選資訊的能力。 

周宣光（1996）認為，教師的電腦知識應包括基本個人電腦之使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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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網路之使用、常閱讀電腦雜誌，了解電腦軟硬體之進步情形、學習利用電

腦及網路來進行教學活動（如蒐集資料、準備教材、收受作業、進行考試，

甚至與學生溝通）、嘗試使用市面上與教學相關的軟體，以了解其適用性。 

施郁芬（1996）認為未來教師應具備的「電腦與教學」相關的知能，包

括套裝軟體的應用、課程軟體的評估、網際網路的應用、整合應用電腦科技

於教學工作之中。 

陳美靜（1999）將教師必備之電腦基本能力分成三類30項，包括電腦

相關知能、教學應用、資訊倫理及智慧財產權三方面，共有30項能力。 

溫明正（2000）指出教師的資訊素養應包括：網路應用、學科整合、軟

體選用、行政電腦管理能力及電腦應用之知能。吳麗花（2002）認為國小教

師資訊素養的內涵在於培養學生從電腦的操作學習中，體會電腦使用的樂趣

與功能，進而將電腦視為未來生活及學習中不可或缺的工具。 

陳泰安（2002）認為教師的資訊素養能力，可以從教師應用資訊科技融

入教學的範圍來劃分成以下三個部分： 

（一）學習與資訊科技相關的知識與技能(learning about information 

technology)：目的在培養學生的電腦素養、網路素養、媒體素養與資訊素養；

為了讓學生能完整獲得最新的資訊科技，因此教師必須具備最新的資訊科技

相關的知識和技能。其內容如下：1.資訊課程專業素養；2.資訊科技的使用與

概念；3.資料的處理與分析。 

（二）從資訊科技來學習(learning from information technology)：亦即將資

訊科技視為傳遞系統或教學媒體。其內容包括多媒體教學、電腦輔助教學、

電視教學、廣播教學、網際網路，線上學習等相關資訊科技的媒體教學與實

習。為了讓學生能從不同的教學方式，獲得知識與技能，因此教師要能熟悉

各種資訊科技的教學方式。其內容如下：1.教學整合應用；2.教學整合創新：。 

（三）用資訊科技來學習(learning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讓學生學

會將資訊科技視為學習工具，幫助學生終身學習。教育的最終目的，乃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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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主動學習、終身學習，因此「用資訊科技來學習」乃是資訊科技融入

教學的教點與重心。其內容如下：1.資訊的搜尋與應用；2.資訊的溝通與表達。 

郭閔然（2002）歸納出教師最須具備的資訊素養包括：一般電腦基本操

作、套裝軟體的使用、網路在教學上的應用、電腦在教學上的應用等四類。 

簡木全（2003）將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分為以下四個層面：1.資訊整合能

力：教師在教學活動前，利用資訊設備蒐集教學材料，管理自己的教學文件，

編修教學資源；在教學活動中，利用本身的資訊素養，操作各種資訊教學設

備；在教學活動後，能利用資訊設備紀錄學生評量結果，並與別人交換教學

資源與教學心得之能力。2.融入教學活動：教師在上課中，利用資訊設備進

行教學活動，使用遠距教學系統，帶領學生進行學習，藉以提高學生的學習

興趣，提高教學成效。3.展現教學資源：教師利用本身對軟硬體的操作能力，

將本身準備的教學資源或學生學習的成果彙整記錄，利用網路及資訊設備，

向家長及學生展現教學資源。4.輔助學生學習：教師指導學生利用資訊設備，

蒐集相關資料，完成指定作業，並發表自己的作品，藉以加深加廣學習內容。 

李航申（2004）認為資訊素養的內涵，就資訊的範圍，應包含傳統素養、

媒體素養、電腦素養、網路素養，就資訊的技能而言，應包含資訊認知、資

訊搜尋、資訊整合、資訊應用、以及資訊評鑑等五項資訊技能。另一方面，

就資訊素養的運用過程而言，就是問題界定以後，藉資訊的策略、資訊的取

得、資訊的使用來解決各種資訊問題、以幫助個人在生活中、工作中所面臨

的各種情況，並且促進資訊社會整體的進步。 

溫嘉榮、施文玲與林鳳釵（2004）建構出中小學教師資訊素養指標為知

識向度（如表 2- 4）、技能向度（如表 2- 5）及態度向度（如表 2- 6）之主

指標、次指標、參考標準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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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 4  
中小學教師資訊能力知識向度指標中小學教師資訊能力知識向度指標中小學教師資訊能力知識向度指標中小學教師資訊能力知識向度指標 

主指標 次指標 參照標準 

1.資訊科技應用知
識 

1-1電腦網路經驗 1-1-1具備資訊法規知識 
1-1-2具備資訊安全知識 
1-1-3具備資訊倫理知識 

1-2電腦網路資源 1-2-1具備電腦網路資源應用知識 
1-2-2具備電腦網路硬體資源知識 

2.資訊科技融入教
學知識 

2-1規劃學習環境 2-1-1瞭解電腦網路於教學的角色 
2-2課程的教與學 2-2-1應用網路資源於課程教學的

知識 
2-2-2應用網路資源於教學管理的
知識 

2-3教學媒體科技 2-3-1具備多媒體基本知識 
2-3-2具備多媒體應用知識 

註註註註：：：：取自中小學教師應具備之資訊素養能力指標之研究（頁111）。溫嘉榮、
施文玲、林鳳釵，2004，高雄師大學報高雄師大學報高雄師大學報高雄師大學報，，，，17。 

 
表表表表 2- 5  
中小學教師資訊能力技能向度指標中小學教師資訊能力技能向度指標中小學教師資訊能力技能向度指標中小學教師資訊能力技能向度指標 

主指標 次指標 參照標準 

1.資訊科技應用技
能 

1-1電腦 
1-1-1具備電腦軟體應用的技能 
1-1-2具備電腦硬體資源應用的技能 
1-1-3具備維護電腦資訊安全的技能 

1-2網路 
1-2-1具備網路資源應用的技能 
1-2-2具備維護網路資訊安全的技能 

1-3媒體 
1-3-1具備使用媒體工具技能 
1-3-2具備管理媒體的技能 

2.資訊素養融入教
學技能 

2-1 規劃學習
環境 

2-1-1具備評估與規劃教學的能力 
2-1-2具備評估教學資源的能力 
2-1-3具備製作多媒體教材的技能 

2-2 課程的教
與學 

2-2-1具備應用電腦與網路資源於課程
教學的能力 
2-2-2具備應用問題解決法於教學的能
力 

2-3評鑑 
2-3-1具備評鑑教學成效的能力 
2-3-2具備評鑑學習成效的能力 

註註註註：：：：取自自中小學教師應具備之資訊素養能力指標之研究（頁111）。溫嘉榮、
施文玲、林鳳釵，2004，高雄師大學報高雄師大學報高雄師大學報高雄師大學報，，，，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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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 6  
中小學教師資訊能力態度向度指標中小學教師資訊能力態度向度指標中小學教師資訊能力態度向度指標中小學教師資訊能力態度向度指標 

主指標 次指標 參照標準 

1.資訊認知態度 

1-1資訊科技的接受態
度 

1-1-1對資訊科技有用性的態度 
1-1-2對資訊科技易用性的態度 

1-2資訊人文倫理的態
度 

1-2-1對資訊倫理的觀感 
1-2-2對資訊法規的觀感 
1-2-3對資訊安全的觀感 

2.資訊學習態度 

2-1學習資訊科技的態
度 

2-1-1學習資訊科技的信心 
2-1-2學習資訊科技的喜好 
2-1-3學習資訊科技的焦慮 

2-2使用資訊科技的意
願 

2-2-1運用資訊科技的意願 
2-2-2運用資訊科技的評價 

3.教學應用態度 

3-1資訊融入教學 
3-1-1資訊融入教學的看法 
3-1-2資訊融入教學的意願 

3-2師生溝通聯繫 

3-2-1運用資訊工具進行親師、師
生溝通之看法 
3-2-2運用資訊工具進行親師、師
生溝通之意願 

註註註註：：：：取自自中小學教師應具備之資訊素養能力指標之研究（頁111）。溫嘉榮、
施文玲、林鳳釵，2004，高雄師大學報高雄師大學報高雄師大學報高雄師大學報，，，，17。 

徐式寬（2007）採用美國 ISTE學會的NETS-T(National Educational 

Technology Standards for Teachers)標準為架構，結合國內教師的經驗發展出包

含教師自評能力、態度與實際應用頻率的自評表，並經由25縣市、4,911位

國中、小教師參與抽樣，取得3,729份有效問卷，經過因素分析後得到六個

資訊科技素養的向度如下：1.教材準備與資料蒐集；2.教材製作及硬體問題解

決；3.規劃、教學與評量；4.專業成長與自我學習；5.教導資訊倫理與安全知

識；以及6.注重健康、安全與公平。 

薛雅勻（2008）研究所界定的資訊素養其內容包含：1.覺知資訊的能力：

當面臨問題解決時對資訊來與需求的覺知。2.檢索資訊的能力：進行蒐集、

檢索的行動，找出所需的資訊。3.組織資訊的能力：將所蒐集的資訊加以整

理、分析、批判。4.運用資訊的能力：組織並運用資訊。5.帶著走的能力：當

面對問題時，能再次提取並快速搜尋、類推、轉換、運用以幫助個人或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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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問題解決的能力。 

二二二二、、、、國外研究國外研究國外研究國外研究 

Olsen (1992)認為資訊素養除了具備傳統能讀、寫、說的基本素養技巧外，

尚包括四個部分：1.能體認資訊的角色與功能；2.能了解資訊內容與形式的多

樣性；3.能理解資訊的組織系統；4.除了檢索的過程外，要有評估、組織與處

理資訊的能力。 

McClure (1994)認為資訊素養是一種觀念，也是一種能夠解決資訊問題的

能力，是由傳統識字素養（traditional literacy）、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

電腦素養（computer literacy）、網路素養（network literacy）等四種素養結合

而成。 

茲將教師資訊科技素養層面分析如表 2- 7所示： 
表表表表 2- 7  
教師資訊科技素養層面分析教師資訊科技素養層面分析教師資訊科技素養層面分析教師資訊科技素養層面分析 

       
        層面 
研究者 

資訊

科技

認知 

教學

應用 
管理

與評

鑑 

法律

與倫

理 

軟硬

體操

作 

資訊

整合 
資訊

搜尋 

王千倖（1987） ＊ ＊ ＊ ＊ - - - 
周宣光（1996） ＊ ＊ - - ＊ - - 
施郁芬（1996） ＊ ＊ ＊ - ＊ - - 
陳美靜（1999） ＊ ＊ - ＊ - - - 
溫明正（2000） ＊ ＊ ＊ - ＊ - - 
吳麗花（2002） ＊ ＊ - ＊ - - - 
陳泰安（2002） ＊ ＊ - ＊ ＊ - ＊ 
郭閔然（2002） ＊ ＊ - - ＊ - - 
簡木全（2003） ＊ ＊ - - ＊ ＊ - 
李航申（2004） ＊ ＊ ＊ - - ＊ ＊ 
溫嘉榮、施文

玲與林鳳釵

（2004） 
＊ ＊ ＊ ＊ ＊ ＊ - 

徐式寬（2007） ＊ ＊ - ＊ ＊ - ＊ 
薛雅勻（2008） ＊ ＊ - - - ＊ ＊ 

Olsen(1992) ＊ ＊ - - - ＊ ＊ 

McClure(1994) - - - - ＊ ＊ ＊ 

計次 14 14 5 6 9 6 6 

註註註註：：：：＊ 表示研究者所提出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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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分析，從各研究者所提出層面中，大部份研究皆以資訊科技認

知、教學應用、軟、硬體操作及法律與倫理當作教師資訊科技素養的層面，

雖然資訊整合、搜尋及管理與評鑑亦有多人提及，然研究者認為資訊整合可

以併入軟、硬體操作層面；資訊搜尋可以併入法律與倫理層面；管理與評鑑

未必屬於教師應有作為，故未納入本研究層面。茲列出本研究教師資訊科技

素養的四個層面，分述如下： 

（一）軟、硬體操作：係指教師能瞭解並操作電腦及周邊設備，利用多媒體

器材呈現資訊，並且可以做簡易的故障排除及維修。 

（二）法律與倫理：係指教師能瞭解並尊重智慧財產權，並遵守網路使用禮

節，合法取得教學相關資源，增進教師專業成長。 

（三）教學應用：係指教師能瞭解科技與資訊在其所任教科目上的目的與重

要性，進行教學活動，並以多元評量來增進學生之資訊科技素養。 

（四）資訊科技認知：係指教師利用電腦進行文書處理、電子郵件溝通、以

及利用網路及瀏覽器搜尋參考資料，並透過各種管道學習資訊融入教

學的技術及提升學生學習的方法。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教學效能教學效能教學效能教學效能之意涵之意涵之意涵之意涵 

本節根據研究目的與相關文獻，分別就教師教學效能的意義、教師教學

效能的內涵，加以分析、歸納與敘述如下： 

壹壹壹壹、、、、教師教師教師教師教學效能的意義教學效能的意義教學效能的意義教學效能的意義 

教學活動是很複雜的歷程，涉及許多教學事件的處理與決定，學者專家

對教學效能的定義，也因研究目的與立場之不同而有各種不同的看法。有的

認為教學效能是解釋教師動機的一個複雜且多層面的概念（陳木金，1997；

Marsh, 1991）。也有的從教學情境來看，教學效能是教師相信他們能幫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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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學習，影響學生學習程 (Borich, 1994)。有的則著重在有效教學行為部分，

認為可以透過一連串的策略行動達成教育目標（林海清，1994；張碧娟，1999）。

茲將各學者對教學效能之定義，擇其要者分述如表 2- 8所示。 

表表表表 2- 8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教學效能定義教學效能定義教學效能定義教學效能定義 

研究者 年代 教師教學效能的定義 

林海清 1994 在教學活動中，教師運用多樣複雜的策略、行動，完

成教學責任信念的師生互動歷程，也就是教師本身所

具有的教學能力，對學生產生影響的主觀知覺，即為

教學效能。 
陳木金 1997 教師對學校教育的力量、學生學習成敗的責任、學習

的作用、對學生影響力的程度各方面的自我信念，及

能有效溝通學習目標，有系統的呈現教材，避免模糊

不清，檢查學生瞭解情形，提供練習與回饋，營造良

好教室氣氛，促進有效教學與學習，提高教育品質，

達成教育目標。 
林進材 1999 教師在教室中透過師生的互動歷程，依照學生不同特

性與學習經驗，運用一連串多樣複雜邏輯的策略，來

改變學生的行為，達成教育目的，此一活動，能符合

教學的有效性，即為教學效能。 
張碧娟 1999 教師為完成教育目標，於教學中所表現的有效教學行

為，而這些行為能夠增進學生學習成效。 
王淑怡 2001 包含一般教學效能和個人教學效能二部份，前者是教

師評估個人教學的能力，後者為教師認為教學能夠對

學習產生影響的信念。 
吳慧鈴 2001 教師為完成教學目標，在教學時所表現的有效教學行

為，這些行為能增進學生的學習成效。 
洪瑛璘 2001 教師在從事教育工作時，對學校教育的功效與教導學

生學習所持的信念與整體性知覺。教師教學效能感由

二個不同層面所構成：一般教學效能感及個人教學效

能感;教師的教學行為是統合此二層面的信念與預期
所產生。 

蔡麗華 2001 教師在教學各方面表現績效，以及達成學校教育目標

的程度。其內容包括：教學準備與計畫、教師專業知

能與教學技巧、班級經營管理、教學成果與評量。 
簡玉琴 2002 教師從事教學工作時，能夠依據教學計畫教學，以達

成教育目標，促進有效教與學。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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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 8 （（（（續續續續）））） 

研究者 年代 教師教學效能的定義 

白慧如 2003 教師在教學活動中，透過有計劃蒐集教材、組織教材

並擬定完善教學計劃，運用多元的教學策略行動，並

可透過評鑑來檢視，一連串完成教學目標的活動。此

活動可促成學生有效學習並達成教育目標。 
陳慕賢 2003 教師在從事教學工作時，能塑造良好的學習氣氛，規

劃有效率的學習環境，透過有效的教學方法，以提昇

學生的學習成效，即謂之教學效能。 
馮雯 2003 教師對自己教學能力的肯定，並能在教學過程中，依

照學生差異，安排適當且有效之教學活動，達成教育

目標的主觀知覺及評價。 
簡木全 2003 教學效能包含｢教師自我效能｣及｢教師有效教學｣兩

個向度。 
李航申 2004 教師在教學活動中，透過有計劃蒐集教材、組織教材

並擬定完善教學計劃，運用多元的教學策略行動，並

可透過評鑑來檢視，一連串完成教學目標的活動。此

活動可促成學生有效學習並達成教育目標。 
馬蕙慈 2004 教師對自我教學能力的肯定，並在教學活動中能因應

學生個別差異，安排或設計有效得教學活動，透過師

生互動的歷程，增進學生學習成效，以有效達成教學

目標的一種信念。 
楊雅真 2004 教師從事教學行為時，能塑造良好學習環境，依據教

學計畫有效教學，以達成教育目標，促進學生有效學

習。 
魏韶勤 2004 教師在教學歷程中，運用各種教學策略與技巧，使學

生學習成效提昇，以達成預期教育目標。 
林炯炘 2005 教師為達成教學目標，有效使用不同的教學技巧和多

元評量，增進學生的學習成就。其重點涵蓋教學計

劃、教學內容、教材呈現、教學技術、教學策略、教

學評量、教學互動及師生關係。 
吳雲道 2006 教師在教學活動中透過師生互動的歷程，運用多樣化

的教學策略，營造良好學習氣氛，增進學生的學習成

效，以有效達成教學目標的一種信念。 
徐進文 2007 教師預期學生的學習結果，在教學情境中，透過良好

互動過程，根據學生個別差異，擬定教學計劃，系統

呈現教材，使用不同教學策略並實施多元評量，激勵

學生學習，以增進具體成效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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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 8 （（（（續續續續）））） 

研究者 年代 教師教學效能的定義 

邱義川 2008 教師在實際教學過程中能運用且發揮自己所學之專

業知能，為達成教學目標、促進有效教學，採取一連

串策略、行動及經營方式的實際教學表現。 
高玉玲 2009 教師從事教學活動時，為達成教學目標，促進有效教

學，所採取的一連串策略、行動及經營方式，它包括

教師在教學前能縝密完成教學計畫，準備豐富之教材

內容；教學能依原定計畫，臨機運用多元且適切的方

式引發學習者動力，促進學生有效的學習，達成既定

的教育目標，平日並能適切地運用管理策略經營班

級，以提昇班級正向氣氛；教學後則能有效評量學生

學習成效，並持續自我反思與改進教學。 
徐志文 2009 教師從事教學工作時，對自己的教學工作有信心，塑

造良好的學習氣氛，規劃有效率的學習環境，透過有

效教學方法，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徐春花 2009 教師能在自我效能感的激勵下，對其自我教學能力能

在依其自由意志的理性思考下作出判斷，從而令其產

生認真教學的動機並建立相關情境，能在教學工作中

講求教學方法，熟悉教材，激勵關懷學生，讓學生在

學習上或行為上具有優良的表現以追求最好的教學

成效，達到特定的教育目標。 

註註註註：：：：研究者整理。 

綜合以上觀點，可以看出教師教學效能乃是教師為達成教學目標，在教

學過程中，透過蒐集教材、組織教材，依照學生個別差異，運用各種教學策

略與技巧，透過良好互動過程，讓學生在學習上或行為上具有優良的表現以

追求最好的教學成效，達成教育目標，促進學生有效學習。因此，本研究所

稱之教師教學效能為教師藉由教學活動前的充分準備，在教學活動中透過多

元的教學方式、師生互動的歷程，營造良好學習氣氛，並運用多樣化的教學

策略與教學評量，增進學生的學習成效，以有效達成教學目標的一種信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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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教師教學效能的內涵教師教學效能的內涵教師教學效能的內涵教師教學效能的內涵 

陳木金（1997）對教學效能提出以下六個向度進行研究：1.教學自我效

能信念：係指教師從事教學工作時，其對本身所具有的能力，以及對學生影

響程度的一種主觀的評價。2.系統呈現教材內容：係指教師在教室教學時，

必須有系統地呈現教材內容，明確傳達教學意向，提供完整的知識架構，清

楚地教導教材知識。3.多元有效教學技術：係指教師在教室教學時，必須採

用多元有效教學技術，引起並維持學生注意力，能使用多種不同教學方法，

能運用教學媒體，及使用發問及討論的技巧，並給予學生回饋、校正與獨立

練習，增進教學與學習的效果。4.有效運用教學時間：係指教師在教室教學

時，必須有效運用教學時間，合理分配每一教學活動時間，維持緊湊流暢的

教學步調，促使學生能積極學習，增進教學與學習的效果。5.建立和諧師生

關係：係指教師在教室教學時，必須努力建立和諧師生關係，重視學生個別

的反應與需求，建立和諧愉快的教室氣氛，給予學生公平的待遇，積極關懷

激勵學生，增進教學與學習的效果。6.營造良好班級氣氛：係指教師在教室

教學時，必須負起營造良好班級氣氛的責任。 

張碧娟（1999）則將教學效能的內涵歸納為以下五個層面：1.教學計劃

準備：係指教師會根據學生差異，擬定教學計劃，精熟教材，事前做好教學

安排。2.系統呈現教材：係指教師教學時會說明單元目標，層次分明的呈現

教材，提供學生練習機會，彈性調整教學。3.多元教學策略：係指教師教學

時會引起動機，集中學生注意力，運用不同的教學媒體或方法，掌握發問技

巧。4.善用教學評量：係指教師會適度評量學生學習成效，立即回饋，給予

合理期待，獎勵學習進步。5.良好學習氣氛：係指教師會維持和諧師生關係，

掌握教室管理，以積極的態度鼓勵學生。 

簡木全（2003）對教學效能分成四個層面如下：1.自我效能的高低：係

指教師對本身自我信念的認同感，包含自我概念、態度等。依據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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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學效能的高低影響學生的學習成就，教師在教學歷程中，是否能透過

各種專業知能的發揮，提高教師教學效能，藉以提昇學習者的學習態度和成

就。2.教材內容的呈現：係指教師是否能對教材內容以系統性呈現。包括是

否以清晰、有組織、有系統、學業導向等技術，有效組織與運用教材，擬定

各種策略，增強學生的學習成效。3.教學時間的運用：探討教師對於時間的

掌握及分配，是否可以針對教學情境，作各種專業上的因應。在教師教學方

面，可以將時間作最有效率的運用，使教學活動達到預期的目標；在學生學

習方面，可以引導學生將注意力集中於學習上，增加學生在學習上的時間量，

以達到有效的學習。4.師生關係的建立：教師能否注意其本身的教學方式、

教師期望、教師行為、教師效能感等均會影響學習者的學習特質與學習成就。

教師應以本身的表現或想法，來影響學生的學習態度和成就，以提昇教學效

能。 

李航申（2004）將教師教學效能的內涵歸納為以下五個層面：1.教學規

劃：教師在教學前能清楚教學目標，熟悉教材內容，使教學流程、活動在妥

善的安排下，能循序流暢的進行，並能視學生的特質與差異，彈性的調整教

學活動。2.教學策略：教師在教學開始時，能運用策略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

並引導學生瞭解學習目標的重要性。在教學中則能有效的運用時間，清楚、

有系統的呈現新教材，並能靈活變化教學技巧及適當的選用教學媒體，以維

持學生的專注，增進其學習成效。3.教學氣氛：教師與學生之間能保持良好

的溝通與互動，並能有效實施獎懲原則，減少學生偏差的行為，鼓勵正向行

為，以營造和諧、積極的學習環境。4.教學評鑑：教師能適度運用多元的評

量方式，評量學生的學習成效，並給予學生合理的期待及適當的回饋，以促

進其學習的成就感。另一方面，教師亦藉評量的過程與結果，瞭解學生學習

錯誤與不足的情形，作為反省、調整自己教學的依據。5.教學研究：教師能

夠依據教學目標及教學計畫，主動探索研究、專業成長進修、運用資源創新

教學方法，並深入研究相關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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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雅真（2004）將教學效能分為六個層面內涵如下：1.教學自我效能訓

練：包括一般教學效能感和個人教學效能感，如：教師專業服務精神、教師

研究進修、教學自我效能訓練等，其不僅直接影響教師本身的行為，而且間

接影響學生的成就。2.系統呈現教材內容：包括教學計畫與教材內容，為教

學活動的主要素材。3.有效多元教學技術：包括發問、多元教學策略等教學

技術。4.有效運用教學時間：包括教學歷程上時間的安排、有效運用教學時

間。5.建立和諧師生關係：包括教師輔導學生、與學生溝通、教學互動形式

等師生關係。6.營造良好班級氣氛：包括班級經營、教室管理、建構良好的

學習環境等。 

吳雲道（2006）將教學效能分為四個面向如下：1.教學規劃：教學規劃

在整個教學過程中具有引導作用，有了週詳的教學計畫並作好教學準備工作，

整個教學過程必能順利進行，且當親臨教學現場時，也不會慌張、手足無措， 

而且對於教學的內容進度也能掌握，同時也會在教師的腦海中形成一「課程

地圖」，使學生的學習成果較有成效。2.教學策略：教師在教學開始時，能運

用策略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並引導學生瞭解學習目標的重要性。在教學中

則能有效的運用時間，清楚、有系統的呈現新教材，並能靈活變化教學技巧

及適當的選用教學媒體，以維持學生的專注力，增進其學習成效。3.教學技

巧與評量：教師能適度運用多元的評量方式，評量學生的學習成效，並給予

學生合理的期待及適當的回饋，以促進其學習的成就感。另一方面，教師亦

藉評量的過程與結果，瞭解學生學習錯誤與不足的情形，作為反省、調整自

己教學的依據。4.教學氣氛：良好的學習氣氛對學生的學習效果影響很大。 

賴阿福與塗淑君（2006）將教學效能分成六個層面如下：1.自我效能的

高低：係指教師本身自我信念的認同感，包含自我概念、態度等。2.教材內

容的呈現：係指教師能系統性的呈現教材內容。3.教學時間的運用：係指教

師對於教學情境之時間的掌控及分配。4.師生關係的建立：係指教師應以本

身的表現或想法來影響學生的學習態度和成就，以提昇教學效能。5.教學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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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的展現：係指教師運用教學相關技巧來激發學習者的學習動機，有效增進

學習效果，以達教學目標。6.班級氣氛的營造：係指教師在教室生活中必須

瞭解班級生活的特性、團體氣氛，以作為教學活動的參考，提昇教學效能。 

張奕華與吳怡佳（2008）將教師教學效能的內涵分為五方面如下：1.教

材內容使用：包括教師在教學前能充分經熟教學單元、事先做好教學計畫、

單元教材、教具、設備的準備、安排預習活動並要求學生確實做到等。2.教

學技巧使用：包括教師在教學開始前，能引發學習動機、教學過程中能變化

教學活動以維持學生的注意力、能配合教學需要以進行實驗活動等方式教學、

能以問題形式，由淺而深探詢學生是否真正瞭解等。3.班級氣氛與師生互動：

包括教師能以民主的方式，給予學生自我表達和作決定的機會、能以幽默的

氣氛帶動教室裡輕鬆愉快的學習氣氛、能對學生的進步給予讚美和鼓勵、能

保持良好的師生溝通與創造融洽的學習氣氛等。4.教學評量設計：包括能應

用多元評量方式，評定學生成績、能依據評量結果來調整教學進度、能依據

教學需要，有效實施各種評量方式、能分析解釋並運用評量結果等。5.自我

效能信念：包括教師具有足夠的學識和經驗可以處理學生學習的問題、即使

學生的學習動機不佳依然能把他們教好、縱使學校環境設備不佳也能發揮教

學的成效等。  



 

44 

 

茲將教師教學效能層面分析如表 2- 9所示： 

表表表表 2- 9  
教師教學效能層面分析教師教學效能層面分析教師教學效能層面分析教師教學效能層面分析 

 
        層面 
研究者 

教材

內容

的呈

現 

教學

技巧

的使

用 

教師

自我

效能

信念 

營造

良好

班級

氣氛 

有效

運用

教學

時間 

建立

和諧

師生

關係 

教學

評量

的設

計 

教學

前的

準備 

陳木金（1997） ＊ ＊ ＊ ＊ ＊ ＊ - - 
張碧娟（1999） ＊ ＊ - ＊ - - ＊ ＊ 
簡木全（2003） ＊ - ＊ - ＊ ＊ - - 
李航申（2004） - ＊ - ＊ - ＊ ＊ ＊ 
楊雅真（2004） ＊ ＊ ＊ ＊ ＊ ＊ - - 
吳雲道（2006） - ＊ - ＊ - - ＊ ＊ 
賴阿福、塗淑君

（2006） 
＊ ＊ ＊ ＊ ＊ ＊ - - 

徐進文（2007） ＊ ＊ ＊ - ＊ ＊ - - 
邱義川（2008） ＊ ＊ - - - ＊ ＊ - 
張奕華、吳怡佳

（2008） 
＊ ＊ ＊ ＊ - ＊ ＊ - 

徐志文（2009） ＊ ＊ ＊ ＊ ＊ ＊ - - 

計次 9 10 7 7 6 9 5 3 

註註註註：：：：＊ 表示研究者所提出層面。 

綜合以上分析，從各研究者所提出層面中，大部份研究皆以教學技巧的

使用、教材內容的呈現、建立師生和諧關係、教師自我效能信念、營造良好

班級氣氛、有效運用教學時間與教學評量的設計作為教師教學效能的層面，

然研究者認為建立師生和諧關係與營造良好班級氣氛可以合併為班級氣氛與

師生互動層面；有效運用教學時間可以併入教學技巧的使用層面。茲列出本

研究教師教學效能的五個層面，分述如下： 

（一）教材內容的呈現：係指教師於教學前做好教學計畫、精熟授課內容，

準備教材、教具，蒐集或編印相關資訊以充實教學內容，並選用適當

的教學媒體。 

（二）教學技巧的使用：係指教師能引發學生學習動機，視教學需要採取多

元方式（如：實驗、分組、提問）進行教學，利用例證與習題引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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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觸類旁通、熟悉教材，掌控教學活動的順利進行。 

（三）班級氣氛與師生互動：係指教師能營造融洽的學習氣氛，給予學生提

問表達的機會，並適時給予讚美和鼓勵，維持良好的師生溝通。 

（四）教學評量的設計：係指教師能依教學需要應用多元評量方式，評估評

量結果來調整教學，並與家長及學生共同檢討評量的結果，來改進、

更正錯誤。 

（五）自我效能信念：係指教師對自身的學識、經驗及能力有信心，對班級

經營、學生學習需求能充分掌控，並能積極參與進修充實自我以提昇

教學品質。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校長科技領導校長科技領導校長科技領導校長科技領導、、、、教師教師教師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資訊科技素養資訊科技素養資訊科技素養與教師教學與教師教學與教師教學與教師教學 

效能之效能之效能之效能之相關研究相關研究相關研究相關研究 

本節根據研究目的與相關文獻，分別就校長科技領導的相關研究、教師

資訊科技素養的相關研究與教師教學效能的相關研究，加以分析、歸納與敘

述如下： 

壹壹壹壹、、、、校長科技領導的相關研究校長科技領導的相關研究校長科技領導的相關研究校長科技領導的相關研究 

一一一一、、、、國內研究國內研究國內研究國內研究 

張奕華（2004a）的研究中提出，欲成為有效能的科技領導者，校長必須

在學校中發展與執行科技遠景和長期科技計畫、鼓勵教師的科技發展與訓練

活動、提供適當的基本設施與科技支援，以及為學校發展有效的科技評鑑計

畫。 

徐潔如（2005）的研究中發現：1.國小校長科技領導需具備「共擬願景

和計畫」、「行政規劃、教學領導與評鑑」、「專業發展與示範」、「提昇工作效

能」以及「支持、管理與運作」等五個向度三十項知能。2.國小校長科技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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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知能現況中，以「支持、管理與運作」層面較高，而「行政規劃、教學領

導與評鑑」層面則有待努力。3.國小校長科技領導專業發展需求，以科技運

用之「學校發展策略規劃」、「教學領導」、「行政管理和決策」、「著作權和安

全性的知識」等四個層面的需求性較高。4.國小校長認為現階段的職前儲訓

課程應加入資料的蒐集與分析、應用資訊科技進行知識管理、運用簡報的能

力以及探究資訊融入各領域教學之應用與可能性等科技領導相關課程。5.科

技領導知能較低的國小校長，在科技領導實踐上，多面臨校長本身及學校內

部因素兩方面的困境。6.科技領導知能較高的國小校長，在科技領導實踐上，

多面臨學校內部及學校外部因素兩方面之困境。 

張奕華、曾大千（2005）的研究中發現校長的科技領導效能，是各項教

育科技政策與計畫之成敗關鍵；並根據美國科技領導學院的發展趨勢，列出

下列四項建議以供我國中小學學校行政革新之參考：1.設立科技領導學院或

領導課程；2.評鑑中小學校長科技領導現況；3.加強學校內的科技評鑑與研究；

4.定位並強化科技領導研究取向。 

吳聖威（2006）的研究中發現：1.國民小學教師對校長科技領導的現況

知覺，屬於中上程度。2.國民小學教師對校長科技領導的知覺，因性別、年

齡、服務年資之不同而有差異。3.國民小學教師對校長科技領導之知覺，因

學校地區、學校規模與教室網路連結之不同而有差異。4.國民小學校長的科

技領導，因校長性別、學歷的不同而有差異。 

陳易昌（2006）以臺北市公立國民小學教師為調查和分析的對象得到研

究結論如下：1.臺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科技領導屬良好程度。2.臺北市國民小學

校長科技領導會因教師年資、職務、學校規模、學校歷史之不同，而有顯著

差異情形；至於在性別、年齡、學歷上，則無差異。3.臺北市國民小學校長

科技領導、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具有顯著典型相關。4.臺北市國民小學校長

科技領導、組織學習對整體學校效能具有高度預測力。5.臺北市國民小學校

長科技領導、組織學習對學校效能各層面具有高度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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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上倫（2007）在其研究中提出：1.落實國小校長科技領導宜符合「願

景計畫與管理」、「成員發展與訓練」、「人際溝通與法理議題」、「整合科技於

課程與教學」、評鑑與研究及「實際操作與示範」等六個層面四十八項內容指

標；2.國民小學教師認為校長科技領導實施效能，以「整合科技於課程與教

學」層面表現較佳，「研究與評鑑」層面則有待加強；3.校長宜落實「整合科

技於課程與教學」層面的科技領導，使學校除兼任主任之外，其他成員都能

感受校長科技領導的引領。 

孫承偉（2007）研究結果發現國小校長對科技領導知覺在性別、年齡、

擔任現職校長年資、是否為資訊種子學校等變項有所差異；而教師對校長科

技領導知覺在性別、年齡、不同學校規模、是否為資訊種子學校等變項有所

差異，而各校校長知覺與教師知覺比對結果發現有69.1％的學校教師不認同

校長的科技領導。再進一步調查研究、類型分析與半結構訪談結果，將校長

科技領導歸納成四種類型，類型一校長與教師均屬高知覺，稱為卓越領導型；

類型二校長屬高知覺、教師屬低知覺，教師在各層面上均不認同校長科技領

導，稱為本位領導型；類型三校長屬低知覺、教師屬高知覺，校長科技領導

在各層面獲得教師的認同，稱為蓄勢領導型；類型四校長與教師均屬低知覺，

校長與教師對彼此都充滿期待，稱為保守領導型。 

張奕華、蕭霖與許正妹（2007）的研究中在發現教師知覺學校科技領導

現況的人口與環境變項，年齡、學校規模、年資、職務、地區等變項均達顯

著差異，僅學歷變項未達顯著差異。該研究並提出以下建議：1.規劃具有願

景、完整性的科技計畫，以取得教職員生的認同與信任，並建立行政團對與

教學團隊的向心力。2.配合完善的專業成長活動計畫，確保教職員工在進行

計畫時，擁有足夠的專業知能。3.在計畫的執行過程中，宜確保資訊設備的

來源充足，並規劃資訊與設備支援的策略。4.定期評鑑並改進校內的科技軟

硬設備，以期符合師生的期待。 

吳勝揚（2009）的研究中發現：1.臺北縣國民小學校長科技領導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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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良好程度。2.臺北縣國民小學校長科技領導的部分層面會因教師職務、學

校位置、學校規模等不同，而有顯著差異情形。 

傅齊榮（2009）的研究中發現：1.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科技領

導的現況屬中高程度。2.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科技領導會因教師年

資、職務、學校規模與學校歷史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二二二二、、、、國外研究國外研究國外研究國外研究 

Aten在1996年隨機抽取113所美國加州SB1274學校成員為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如下（引自蔡瑞倫，2008）：1.學校科技領導本質：(1)分享領導，亦

即領導者與成員共同合作一起決定、同時能夠依成員能力的不同提供適宜的

任務。(2)獎賞機制，除了應負的學校責任之外，對於在運用科技方面表現優

異的成員應給予獎賞。(3)支持教師使用科技，並能夠將科技融入教學中。(4)

人際關係能力，也就是學校能夠持續和其他群體聯繫，包括家長、社群組織

和支持學校科技發展團體。2.學校科技領導能力：(1)提供成員發展，獲得特

定的能力。(2)以有助於教育價值和影響力的觀點來評估科技。(3)評定最新的

或已存在的科技。(4)明瞭需購買什麼軟體。(5)協助成員運用各種軟體。(6)

明瞭需購買什麼硬體。(7)知道如何使用電腦。(8)能夠解決基本的設備問題。

(9)網路設備應用能力。3.學校科技領導知識：(1)在課程中融入科技。(2)了解

科技的力量與限制。(3)從多方面獲取資訊。(4)掌握未來科技發展的趨勢。(5)

了解科技相關議題。(6)了解未來工作所需要的能力。(7)了解組織的改變歷程。

(8)了解成人學習理論。(9)知道多元的資金資源運用。4.學校科技領導行為特

徵：(1)良好的溝通能力。(2)幽默感。(3)任務的優先次序能依需求度而有調整。

(4)具有好的組織、策劃能力。(5)有效的領導。(6)說明科技如何支持學校改變。

(7)運用科技解決學校的問題。(8)做好時間管理。(9)能妥善處理模糊不清的情

況。(10)尋求專業發展。 

Inkster於1998年比較兩個在Minnesota中心小學的科技領導個案研究，

透過訪談校長來了解學校行政人員對科技的相關態度、行為、能力和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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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研究結果指出（引自蔡瑞倫，2008）：1.校長科技行為：(1)選擇和運用適當

的教學目標。(2)創造一個科技融入課程的願景。(3)有計畫的提供機會給予成

員在職訓練。(4)提供技術支持以及給予成員時間。2.校長科技相關態度：(1)

正面態度。(2)努力嘗試。(3)你可以做到。(4)從錯誤中學習。(5)要做什麼才

是給學生最好的。(6)願意花時間。(7)給予成員較大的自主權。(8)期望學到更

多。3.校長的科技相關能力：(1)科技使用能力。(2)科技領導能力。(3)溝通能

力。(4)科技行政和管理能力。4.七個科技相關的角色：(1)科技領導者。(2)科

技管理者。(3)科技決策者。(4)示範科技者。(5)科技教導者。(6)科技促進者。

(7)鼓勵科技者。 

科技領導對學校教師的教學和學校行政的措施產生重大影響，而學者專

家也強調科技領導是時代趨勢，有其時代使命。有關科技領導的任務本研究

則歸納為五項：1.願景、計畫與管理；2.成員發展與訓練；3.科技與基本設施

支持；4.評鑑與研究；5.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在科技領導的技巧方面，學校

校長必須具備的科技領導核心能力有五項：1.建立學校願景、計畫與管理科

技資源的能力；2.成員發展與訓練的能力；3.規劃科技基本設施支持的能力；

4.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的能力；5.評鑑與研究的能力。  

綜上所述，科技領導乃是領導者身體力行的將科學研究的態度與方法，

融入領導行為當中，促使組織成員能夠運用過程技能，致力實現組織的美好

願景，它提供領導另一個思維。科技帶來教學與學習的重大改變，學習不再

受時間及空間的限制。校長綜理校務的過程中，運用科技確實掌握學校的優

勢與發展性，以有效的領導策略激勵學校教職員工的教育承諾，發揮團隊合

作的精神，確實落實學校行政領導與支援教學的功能，改善教學品質，提昇

學校教育績效，而順利完成學校教育的目標與任務。 



 

50 

 

貳貳貳貳、、、、教師教師教師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資訊科技素養資訊科技素養資訊科技素養的相關研究的相關研究的相關研究的相關研究 

茲將影響資訊科技素養之背景因素探討分析如下： 

一、性別與教師資訊科技素養之相關研究 

從文獻探討中發現有關資訊科技素養的層面上男性教師各方面都顯著

優於女性教師（王嘉祐，2006；白慧如，2003；何志中，1999；何俊賢，2007；

吳雲道，2006；吳勝揚，2009；吳麗花，2002；李航申，2004；林育立，2005；

林國芬，2009；徐式寬，2007；張雅玲，2001；梁素梅，2007；莊奇勳，1992；

陳怜怜，2000；陳韋穎，2004；陳勝文，2004；塗淑君，2007；簡木全，2003）。

但林曉妮（1997）認為電腦素養在性別變項上並沒有顯著差異。因此，不同

性別之國中、小教師資訊科技素養是否真正存在差異，是本研究的重點之一。 

二、年齡因素與教師資訊科技素養之相關研究 

相關研究發現不同年齡層之教師，在資訊科技素養知能上有顯著之差異，

年紀較輕之教師，其電腦素養知能較年紀較長之教師為高（王嘉祐，2006；

白慧如，2003；何俊賢，2007；吳雲道，2006；吳勝揚，2009；吳麗花，2002；

李航申，2004；林育立，2005；洪秀熒，2003；陳韋穎，2004；陳勝文，2004；

黃雅君，2000；塗淑君，2007；薛雅勻，2007；簡木全，2003）。但潘文福（1996）

對「高雄市國小資訊教師電腦素養之研究」中指出：國小資訊教師在不同年

齡層的資訊科技素養沒有顯著差異。徐式寬（2007）的研究中則指出教師年

齡對資訊融入教學的程度上沒有造成顯著影響。因此，不同年齡層之國中、

小教師資訊科技素養是否真正存在差異，是本研究的重點之一。 

三、服務年資與教師資訊科技素養之相關研究 

不少的研究指出不同的任教年資對電腦態度上呈現顯著的差異（王嘉祐，

2006；白慧如，2003；何俊賢，2007；吳雲道，2006；吳勝揚，2009；吳麗

花，2002；李航申，2004；林育立，2005；梁素梅，2007；陳韋穎，2004；

陳勝文，2004；薛雅勻，2007；簡木全，2003）。而陳怜怜（2000）、湯昶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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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和塗淑君（2007）在探討不同的任教年資對教師資訊科技素養上並

無顯著的差異。資訊融入教學的內涵，除了年輕人較熟悉的資訊科技應用外，

還包括了資深教師擁有深厚的學科教學知識，以及對學生學習過程的掌握與

瞭解，使得真正能夠做到資訊融入教學各個面像的人，還需要豐富的教學知

識（徐式寬，2007）。然由於電腦科技的精進，學習成長環境的變遷，服務年

資較淺的教師，可能在成長階段即學習到較新的電腦知能，或是較容易感受

來自各種媒體的電腦新知，也可能較有機會接觸到電腦素養的新知，是否其

電腦素養就較高呢？所以不同服務年資之國中、小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能力是

否真正存在差異，是本研究的重點之一。 

四、教育程度與教師資訊科技素養之相關研究 

在相關研究中發現學歷在資訊科技素養上有顯著的差異存在，學歷高的

教師顯著優於學歷較低的教師（白慧如，2003；何志中，1999；何俊賢，2007；

吳美惠，1992；吳雲道，2006；李航申，2004；林育立，2005；徐式寬，2007；

塗淑君，2007；薛雅勻，2007；簡木全，2003）。而吳麗花（2002）的研究中

則指出學歷對資訊科技素養上並無顯著的差異。因此，不同學歷之國中、小

教師資訊科技素養是否真正存在差異，是本研究的重點之一。 

五、任教科目與教師資訊科技素養之相關研究 

部分的研究指出不同任教類別的教師在資訊素養上有顯著差異（吳雲道，

2006；梁素梅，2007；陳怜怜，2000；陳韋穎，2004；陳勝文，2004）。徐式

寬（2007）則指出，除了電腦科之外，其他科的教師之間並沒有發現太大的

差異。但是仔細檢視則發現國中升學的主科如國文、英語、數學、理化、地

理、歷史等均排名在最後，表示這些科目的老師都比較少進行資訊融入教學。

然而研究者認為，隨著電子書及多媒體教材的普及，使用資訊融入教學的老

師勢必日趨增多，有進一步研究之必要。因此，不同任教科目之國中、小教

師資訊科技素養是否真正存在差異，是本研究的重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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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擔任職務與教師資訊科技素養之相關研究 

許多研究指出不同職務的教師在教師資訊科技素養上有顯著差異（王嘉

祐，2006；何俊賢，2007；吳雲道，2006；吳麗花，2002；李航申，2004；

林育立，2005；林國芬，2009；徐式寬，2007；陳韋穎，2004；塗淑君，2007；

簡木全，2003）。而吳勝揚（2009）的研究中則指出不同職務的教師在教師資

訊科技素養上沒有顯著差異。因此，擔任不同職務之國中、小教師資訊科技

素養是否真正存在差異，是本研究的重點之一。 

七、學校規模與教師資訊科技素養之相關研究 

白慧如（2003）、卓俊良（2001）、陳勝文（2004）、塗淑君（2007）、楊

瑞華（2001）與關淑尤（2002）的研究發現，學校規模不同，對教師資訊科

技素養具有顯著差異。而部分的研究中則指出學校規模對資訊科技素養上並

無顯著的差異（吳雲道，2006；吳勝揚，2009；吳麗花，2002；林育立，2005；

簡木全，2003）。因此，不同學校規模之國中、小教師資訊科技素養是否真正

存在差異，是本研究的重點之一。 

八、學校所在地與教師資訊科技素養之相關研究 

白慧如（2003）和莊奇勳（1992）指出教師電腦素養，因服務地區的不

同，電腦素養有顯著差異，服務於都會地區之教師電腦素養優於鄉鎮地區之

教師。而林育立（2005）、吳雲道（2006）、吳勝揚（2009）、吳麗花（2002）

與簡玉琴（2002）的研究中則指出學校所在地對資訊科技素養上並無顯著的

差異。由於學校所在位置之現代化程度不一，教師資訊科技素養是否因所在

地而存在明顯的差異，是值得我們探討的議題。因此，不同學校所在地之國

中、小教師資訊科技素養是否真正存在差異，是本研究的重點之一。 

九、校長科技領導與教師資訊科技素養之相關研究 

部分的研究結果顯示，校長科技領導對教師資訊科技素養具有顯著且正

向的影響（張奕華，2006；張奕華、徐正妹，2009；Rogers, 2000）。張臺隆

（2004）的研究顯示，校長之資訊素養與服務學校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情形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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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典型相關，而校長之資訊素養又為其科技領導之基礎。吳勝揚（2009）的

研究中指出臺北縣國民小學校長科技領導與教師資訊素養的整體與分層面具

有顯著正相關，並且臺北縣國民小學校長科技領導對教師資訊素養各層面具

有預測力。因此，研究者認為校長科技領導可能正面的影響教師資訊科技素

養，並進一步探討兩者間的線性關係。 

歸納上述研究結果可得知，有關資訊科技素養之研究中，大多以個人背

景和環境因素作為變項進行研究。在背景方面學者通常針對個人之性別、年

齡、服務年資、學歷、學校類別、學校規模及學校所在地等因素加以探究，

各學者對教師資訊科技素養之研究，不論是在個人背景變項或環境變項上均

無一致的定論，有待進一步之研究。本研究將宜蘭縣國民中、小學教師資訊

科技素養個人背景變項的範圍界定為：「性別」、「年齡」、「服務年資」、「最高

學歷」、「任教科目」、「擔任職務」等六項；影響教師資訊科技素養的環境變

項範圍則包括「學校類別」、「學校規模」與「學校所在地」等三項。 

參參參參、、、、教師教學效能的相關研究教師教學效能的相關研究教師教學效能的相關研究教師教學效能的相關研究 

教師教學效能是教師教學的成效的展現，也是學生學習重要的一環，有

關教學效能的研究非常多，影響教師教學效能的變項也多，茲將教師教學效

能的個人與學校背景變項與教學效能之關係的研究探討分析如下： 

一、性別與教師教學效能之相關研究 

從許多國內外研究發現教學效能層面上存在性別間的差異（白慧如，

2003；吳雲道，2006；吳慧鈴，2001；李航申，2004；李新寶，2001；汪成

琳，2002；徐進文，2007；郭蘭，2003；傅齊榮，2009；蔡麗華，2001；簡

木全，2003；顏銘志，1996；Dupont, 1990; Franklin, 1989）。但也有研究顯示

兩者無顯著差異存在，如邱義川（2008）、徐志文（2009）、張俊紳（1997）、

張碧娟（1999）、郭蘭（2003）、陳韋穎（2004）、塗淑君（2007）、廖居治（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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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ers(1980)、Wu(2005)。根據整理研究分析，性別與教學效能的關係尚無

定論，或與取樣的地區、階段以及個人的人格特質有關，值得進一步探討。

因此，不同性別之國中、小教師教學效能是否真正存在差異，是本研究的重

點之一。 

二、年齡因素與教師教學效能之相關研究  

許多的研究顯示出，不同年齡層的教師在教師教學效能有顯著的差異

（吳雲道，2006；李新寶，2001；汪成琳，2002；邱義川，2008；郭蘭，2003；

徐進文，2007；陳韋穎，2004；陳慕賢，2003；傅齊榮，2009；塗淑君，2007；

楊雅真，2004）。但也有研究顯示兩者無顯著差異存在（白慧如，2003；吳麗

花，2002；李航申，2004；塗淑君，2007；薛雅勻，2007；簡木全，2003；

簡玉琴，2002）。從上述的研究整理分析，年齡因素與教學效能的關係尚無定

論，值得進一步探討。因此，不同年齡之國中、小教師教學效能是否真正存

在差異，是本研究的重點之一。 

三、服務年資與教師教學效能之相關研究 

許多研究結果指出不同任教年資的教師在教師效能上有顯著差異（吳慧

鈴，2001；李新寶，2001；張俊紳，1997；郭蘭，2003；徐進文，2007；陳

韋穎，2004；陳慕賢，2003；傅齊榮，2009；馮莉雅，1997；塗淑君，2007；

楊雅真，2004；蔡麗華，2001；簡木全，2003；簡玉琴，2002；顏銘志，1996）。

但有些研究指出服務年資不會影響教師教學效能，如白慧如（2003）、吳雲道

（2006）、吳麗花（2002）、李航申（2004）、汪成琳（2002）、邱義川（2008）、

徐進文（2007）、廖居治（2000）、薛雅勻（2007）、Showers(1980)、Greenwood、

Olejnik和Parkay(1990)、Cavers(1998)、Wu(2005)等學者的研究結果顯示年齡

對教學效能無顯著差異存在。綜合上述研究結果得知，國內外對於服務年資

與教學效能的研究結果不盡相同，國內研究傾向於有顯著差異，而國外研究

則認為無顯著差異。國內外研究結果南轅北轍，值得進一步探究。因此，不

同服務年資之國中、小教師教學效能是否真正存在差異，是本研究的重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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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四、教育程度與教師教學效能之相關研究 

許多學者的研究中提出，不同教育程度的教師在教師效能上具有顯著差

異，且學歷高者較學歷低者具有較高的教學效能（白慧如，2003；李航申，

2004；邱義川，2008；張俊紳，1997；陳木金，1997；馮莉雅，1997；蔡麗

華，2001；薛雅勻，2007；簡木全，2003；顏銘志，1996）。但有部分研究指

出，學歷不會影響教學效能，如吳雲道（2006）、吳麗花（2002）、李新寶（2001）、

汪成琳（2002）、林海清（1994）、張碧娟（1999）、郭蘭（2003）、廖居治（2000）、

塗淑君（2007）、簡玉琴（2002）等研究。因此，不同教育程度之國中、小教

師教學效能是否真正存在差異，是本研究的重點之一。 

五、任教科目與教師教學效能之相關研究 

吳雲道（2006）的研究中指出不同任教科目之教師在教學效能上有顯著

差異，任教科目是電腦的國民中學教師高於任教科目是語文、數學、社會、

健康與體育、自然與科技、藝術與人文、綜合活動的國中教師。而徐春花（2009）、

陳韋穎（2004）的研究中指出不同任教科目的教師在教學效能上並無顯著差

異。除少數研究曾對任教科目此一背景變項加以分析外，並無相關研究提及。

然而研究者認為，隨著E化電子書、多媒體教材、校本課程與教學輔具的的

普及，影響教師教學效能的變因增多，有進一步研究之必要。因此，不同任

教科目之國中、小教師教學效能是否真正存在差異，是本研究的重點之一。 

六、擔任職務與教師教學效能之相關研究 

許多研究中指出，不同職務的教師的教學自我效能有顯著差異（白慧如，

2003；吳慧鈴，2001；吳麗花，2002；汪成琳，2002；林國芬，2009；徐春

花，2009；張碧娟，1999；陳木金，1997；郭蘭，2003；傅齊榮，2009；馮

莉雅，1997），普遍指出兼任行政工作的教師教學效能高於導師及專任教師。

但是吳雲道（2006）、林海清（1994）、邱義川（2008）、徐進文（2007）、陳

韋穎（2004）、廖居志（2000）、塗淑君（2007）和簡木全（2003）卻發現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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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不同不會影響教師教學效能。因此，擔任不同職務之國中、小教師教學

效能是否真正存在差異，是本研究的重點之一。 

七、學校規模與教師教學效能之相關研究 

許多的研究發現，學校規模不同，對教師教學效能具有顯著差異（王嘉

祐，2006；白慧如，2003；李航申，2004；邱義川，2008；張俊紳，1997；

陳木金，1997；郭蘭，2003）。但是也有研究指出，學校規模大小對於教學效

能上並無顯著差異（吳雲道，2006；吳慧鈴，2001；吳麗花，2002；李新寶，

2001；林海清，1994；洪秀熒，2003；徐春花，2009；徐進文，2007；傅齊

榮，2009；楊瑞華，2001；廖居治，2000；蔡麗華，2001；簡木全，2003；

Wu, 2005）。因此，不同學校規模之國中、小教師教學效能是否真正存在差異，

是本研究的重點之一。 

八、學校所在地與教師教學效能之相關研究 

白慧如（2003）、邱義川（2008）、郭蘭（2003）、Cavers(1988)、Franklin(1989) 、

Newman、Rutter與Sｍith(1989)和 Wu(2005)等研究結果指出學校地區不同，

會影響教師的自我效能。其因素可能為城鄉差異、資源分布不均、學生文化

不利等等。但也有部分研究指出，教師的教學效能不因學校地區不同而有所

差異，如吳雲道（2006）、吳麗花（2002）、林海清（1994）、陳木金（1997）、

張碧娟（1999）、廖居治（2000）、蔡麗華（2001）、簡玉琴（2002）。因此，

不同學校所在地之國中、小教師教學效能是否真正存在差異，是本研究的重

點之一。 

九、校長科技領導與教師教學效能之相關研究 

張奕華與吳怡佳（2008）的研究以結構方程模式的標準化參數估計，顯

示出校長科技領導對教師教學效能有顯著且正向的影響。傅齊榮（2009）在

探討臺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的科技領導與教師教學效能之現況及其關係的研究

指出：臺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科技領導與教師教學效能具有顯著正相關，且臺

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科技領導，以「願景、計畫與管理」、評鑑與研究對整體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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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教學效能具有預測作用。因此，研究者認為校長科技領導可能正面的影響

教師資訊科技素養，並進一步探討兩者間的線性關係。 

十、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與教師教學效能之相關研究 

王嘉祐（2006）、白慧如（2003）、李航申（2004）、林欣妤（2006）、吳

雲道（2006）、吳麗花（2002）、林國芬（2009）、陳韋穎（2004）、薛雅勻（2008）、

塗淑君（2007）、簡木全（2003）等研究均指出在教師資訊科技素養愈高者，

在教學效能也愈高。因此，研究者認為教師資訊科技素養可能正面的影響教

師教學效能，並進一步探討兩者間的線性關係。 

歸納上述各學者研究結果可得知，各學者對教師教學效能之研究，不論

是在個人背景變項或環境變項上並無一致的定論，有待進一步之研究。本研

究為更深入瞭解教師個人背景變項與教學效能之關係，及試圖找出影響教師

教學效能的學校環境變項，依據上述相關研究之結果，研究者將從宜蘭縣國

民中、小學教師的「性別」、「年齡」、「服務年資」「最高學歷」、「任教科目」、

「擔任職務」等個人背景變項來探討宜蘭縣國民中、小學教師在教學效能上

是否具有顯著的差異，而影響教師教學效能的環境變項範圍則包括「學校類

別」、「學校規模」與「學校所在地」。 

此外，張奕華（2006）的研究中指出校長科技領導與教師科技素養、教

學效能之間緊密的相互影響關係，當校長具備了科技領導與整合的能力，塑

造出科技學習的學校氛圍，教師的科技素養與教學效能便會受到提昇，進而

正向的影響學生的能力與學習成就的表現，於是三者之間構成了相互連鎖關

係。校長如何扮演適切的科技領導角色，以領導學校教師提昇科技素養，以

期在教育改革中進而促進教師教學效能與學生學業成就，是為其首要任務。

也就是說，校長的科技領導正向的影響教師的資訊科技素養和直接影響教師

在課程與教學的科技應用；教師資訊科技素養亦直接影響教師的教學效能。

本研究亦是根據此項結果來進一步探討宜蘭縣國民中、小學在三者之間的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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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研究設計與實施研究設計與實施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有關「宜蘭縣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領導、教師資訊

科技素養與教師教學效能」之間的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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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教育改進

的參考。本章的研究設計與實施分成五節，第一節為研究架構與變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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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節敘述如下：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與變項與變項與變項與變項 

本研究根據文獻探討分析發現，校長科技領導、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與教

師教學效能之間有很大的關聯性存在，而且校長科技領導、教師資訊科技素

養與教師教學效能亦可能因為人口及環境變項而有所差異，所以本研究提出

的研究架構，將分析在不同的人口及環境變項下，校長科技領導、教師資訊

科技素養與教師教學效能之現況、這三者之間有否差異情形、是否具有預測

力及探討三者之間的線性關係。 

壹壹壹壹、、、、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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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架構旨在分析不同的背景變項（教

師個人、學校）下，校長科技領導、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與教師教學效能的差

異情形及探討三者間的關係。本研究以量化分析方法，依據研究上述架構，

進行資料分析，茲說明如下：  

A. 以t考驗或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針對不同的背景變項（教師個人、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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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分析，探討其在校長科技領導、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與教師教學

效能三方面的差異情形。  

B. 以Pearson積差相關探討校長科技領導、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與教師教

學效能彼此間的相關程度。 

C. 以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分析校長科技領導、

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與教師教學效能之間的線性關係。 

 

 

 

 

 

 

 

 

 

 

 

 

 

 

 

 

 

人口變項 

1.性別 

2.年齡 

3.服務年資 

4.教育程度 

5.任教科目 

6.擔任職務 

環境變項 

1.學校類別 

2.學校規模 

3.學校所在地 

校長科技領導 

1.願景、計畫與管理 

2.成員發展與訓練 

3.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 

4.評鑑與研究 

5.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教師資訊科技素養 

1.軟、硬體操作 

2.法律與倫理 

3.教學應用 

4.資訊科技認知 

教師教學效能 

1.教材內容的呈現 

2.教學技巧的使用 

3.班級氣氛與師生互動 

4.教學評量的設計 

5.自我效能信念 

圖 3- 1 研究架構 

A 

A 

A B 

B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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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研究研究研究研究變項變項變項變項  

本研究主要的變項包括：背景變項、校長科技領導、教師資訊科技素養

與教師教學效能四類。 

一、背景變項 

（一）人口變項  

1. 性別：分為男、女。 

2. 年齡：分為30歲以下、31（含）～40歳、41（含）～50歲、51（含）

歲以上等四類。 

3. 服務年資：分為 5 年以下、6（含）～10 年、11（含）～15 年、16

（含）～20 年、21 （含）年以上等五類。 

4. 教育程度：分為專科或大學、研究所(含四十學分班)以上。 

5. 任教科目：包班、文科、理科、術科、電腦及其他等五類。 

6. 擔任職務：分為主任、組長、導師、專任（科任）教師等四類。 

（二）環境變項  

1. 學校類別：分為國小、國中。 

2. 學校規模：分為 6 班（含）以下、7（含）～12 班、13（含）～24 班、

25（含）～36 班、37班（含）以上等五類。 

3. 學校所在地：分為一般、偏遠。 

二、校長科技領導 

包括願景、計畫與管理、成員發展與訓練、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評鑑

與研究、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五個層面。 

三、教師資訊科技素養 

包括軟、硬體操作、法律與倫理、教學應用、資訊科技認知四個層面。 

四、教師教學效能 

包括教材內容的呈現、教學技巧的使用、班級氣氛與師生互動、教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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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的設計、自我效能信念五個層面。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宜蘭縣101所公立國民中、小學教師為調查研究之母群體，採

普查方式取樣。有關樣本的取得，依據宜蘭縣政府九十八學年度學校名冊為

準，國民中學有24所，國民小學不含分校共有77所，共有國中教師1,010

位，國小教師1,847位，合計2,857位。 

表表表表 3- 1  
宜蘭縣九十八學年度宜蘭縣九十八學年度宜蘭縣九十八學年度宜蘭縣九十八學年度國民中國民中國民中國民中、、、、小學規模小學規模小學規模小學規模 

註註註註：：：：研究者整理。 

  

類別 規模 學校名稱 小計 

國
    中

 

6 班（含）以下 榮源、大同 2 
7（含）～12 班 南安、吳沙、順安、興中、利澤、南澳 6 
13（含）～24 班 凱旋、蘇澳、三星、冬山、五結、員山 6 
25（含）～36 班 宜蘭、中華、頭城、文化、礁溪、壯圍 6 
37班（含）以上 復興、羅東、國華、東光 4 

國
    小

 

6 班（含）以下 蓬萊、士敏、永樂、岳明、大溪、大里、

梗枋、玉田、過嶺、七賢、湖山、武淵、

大進、柯林、憲明、萬富、南山、寒溪、

南澳、碧候、武塔、澳花、東澳、金岳、

金洋 

26 

7（含）～12 班 育才、凱旋、育英、竹安、四結、三民、

壯圍、公館、大福、新南、深溝、同樂、

大湖、內城、東興、廣興、中興、孝威、

大洲、大隱、清溝、人文、慈心、四季 

22 

13（含）～24 班 中山、力行、新生、南安、二城、龍潭、

古亭、員山、五結、學進、利澤、三星、

四季、大同 
14 

25（含）～36 班 宜蘭、竹林、蘇澳、馬賽、礁溪、冬山、

順安 
7 

37班（含）以上 光復、黎明、南屏、羅東、成功、公正、

北成、頭城 
8 

共計有國中24所、國小77所，共101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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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參考國民中、小學行政組織來分類，本研究將宜蘭縣學校的規模分

類為6 班（含）以下、7（含）～12 班、13（含）～24 班、25（含）～36 班、

37班（含）以上，茲將學校類別及普通班班級數規模整理如表 3- 1所示，

並就預試階段及正式施測階段之情形說明如下：  

壹壹壹壹、、、、預試對象預試對象預試對象預試對象 

本研究以宜蘭縣公立國中、小教師為研究對象，為求編製問卷之信度與

效度，進行預試施測，共回收207份預試問卷，扣除含有遺漏值問卷，共完

成188份預試問卷。預試抽樣學校及問卷統計表，如表 3- 2所示。 

表表表表 3- 2  
預試抽樣學校及問卷統計預試抽樣學校及問卷統計預試抽樣學校及問卷統計預試抽樣學校及問卷統計 

環境變項 分類 回收預試問卷 百分比 

學校類別 國中 81 43.1 
國小 107 56.9 

學校規模 6 班（含）以下 15 8.0 
7（含）～12 班 19 10.1 
13（含）～24 班 49 26.0 
25（含）～36 班 34 18.1 
37班（含）以上 71 37.8 

學校所在地 一般 152 80.9 
偏遠 36 19.1 

總計 188  

貳貳貳貳、、、、正式施測對象正式施測對象正式施測對象正式施測對象 

本研究採用「政治大學電算中心線上問卷」系統進行施測，總共抽取651

位編制內國民中、小學教師，扣除含有遺漏值問卷，共計回收579份正式問

卷。依問卷填答者基本資料分析基本資料後可知：就性別而言，男性樣本225

人，占38.9%，女性樣本354人，占61.1%；年齡方面，30歲以下74人，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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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31（含）～40歳330人，占57.0%，41（含）～50歲156人，占26.9%，

51（含）歲以上19人，占3.3%；教育程度為專科或大學331人，占57.2%，

研究所(含四十學分班)以上248人，占42.8%；任教年資在5 年以下65人，

占11.2%，6（含）～10 年217人，占37.5%，11（含）～15 年150人，占

25.9%，16（含）～20 年103人，占17.8%，21 （含）年以上44人，占7.6%；

任教科目為包班209人，占36.1%，文科122人，占21.1%，理科123人，

占21.2%，術科48人，占8.3%，電腦及其他77人，占13.3%；擔任職務為

主任84人，占14.5%，組長144人，占24.9%，導師275人，占47.5%，專

任（科任）教師76人，占13.1%。 

學校類別為國小335人，占57.9%，國中244人，占42.1%；學校規模

在6 班（含）以下65人，占11.2%，7（含）～12 班65人，占11.2%，13

（含）～24 班126人，占21.8%，25（含）～36 班134人，占23.3%，37

班（含）以上166人，占32.5%；學校所在地一般465人，占80.3%，偏遠

114人，占19.7%；茲將樣本背景分析製成如表 3- 3。 

表表表表 3- 3  
問卷填答者基本資料分析問卷填答者基本資料分析問卷填答者基本資料分析問卷填答者基本資料分析 

背景變項 分類 人數 百分比 總數 

性別 男 225 38.9 
579 

女 354 61.1 
年齡 30歲以下 74 12.8 

579 
31（含）～40歳 330 57.0 
41（含）～50歲 156 26.9 
51（含）歲以上 19 3.3 

學歷 專科或大學 331 57.2 
579 

研究所(含四十學分班)以上 248 42.8 
年資 5 年以下 65 11.2 

579 

6（含）～10 年 217 37.5 
11（含）～15 年 150 25.9 
16（含）～20 年 103 17.8 
21 （含）年以上 4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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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 3 （（（（續續續續）））） 

背景變項 分類 人數 百分比 總數 

科目 包班 209 36.1 

579 

文科 122 21.1 
理科 123 21.2 
術科 48 8.3 
電腦及其他 77 13.3 

職務 主任 84 14.5 
579 組長 144 24.9 

導師 275 47.5 
專任（科任）教師 76 13.1  

學校類別 國小 335 57.9 
579 

國中 244 42.1 
學校規模 6 班（含）以下 65 11.2 

579 

7（含）～12 班 65 11.2 
13（含）～24 班 126 21.8 
25（含）～36 班 135 23.3 
37班（含）以上 188 32.5 

學校所在地 一般 465 80.3 
579 

偏遠 114 19.7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研究工具的形成包含問卷選用、預試問卷施測與修訂後形成正

式問卷，茲說明如下：  

壹壹壹壹、、、、問卷選用問卷選用問卷選用問卷選用 

本研究之預試問卷內容經過文獻探討後，統整歸納國內外相關之研究，

再依據張奕華（2006）之「國民小學校長科技領導、教師資訊素養、教師教

學效能」之調查問卷內容編製而成，該問卷經過專家審題與預試修定，各分

量表的Cronbach’s alpha係數分別如下：願景、計畫和管理 (.96)；成員發展

和訓練 (.90)；科技和基礎設施支持 (.92)；評鑑和研究 (.96)；人際關係與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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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技巧 (.93)；軟、硬體操作 (.94)；法律與倫理 (.90)；科技教學應用 (.91)；

管理與評鑑 (.90)；教學內容的呈現 (.92)；教學技巧的使用 (.88)；班級氣氛

與師生互動 (.93)；教學評量的設計 (.89)；自我效能和信念 (.95)。經與指導

教授討論後，進行部分詞句修訂後，形成預試問卷。  

貳貳貳貳、、、、預試預試預試預試問卷問卷問卷問卷施測施測施測施測 

本研究以宜蘭縣公立國中、小教師為研究對象，為求編製問卷之信度與

效度，選取207位教師作為預試樣本進行預試，經資料處理、驗證性因素分

析與統計分析，考驗研究工具的信度與效度後，最後修訂編製成正式問卷。 

參參參參、、、、問卷修訂問卷修訂問卷修訂問卷修訂 

本研究待預試問卷回收完成後，將有效問卷資料輸入電腦，並進行驗證

性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以考驗研究工具的信度與效度。茲就「校長科技領

導量表」、「教師資訊科技素養量表」與「教師教學效能量表」三個量表之

分析結果說明如下： 

一、校長科技領導量表 

（一）模式建構及假設 

依據文獻分析結果提出校長科技領導的理論架構模型如圖 3- 2所示，並

以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進行模式適配度之評鑑與變項間因素負荷量作題目刪

減，確定第一潛在變項願景、計畫與管理共有6個測量變項；第二潛在變項

成員發展與訓練共有3個測量變項；第三潛在變項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共有

5個測量變項；第四潛在變項評鑑與研究共有6個測量變項；第五潛在變項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共有3個測量變項。 



 

 

圖 3- 2 校長科技領導的理論架構模型

（二）效度評鑑 

效度評鑑需包括三種檢定

計，必須加以處理，否則隨後之兩種檢定是無效的

檢定，通過此一檢定代表模式整體具有效度

定的項目為標準化參數是否顯著

1.違犯估計之檢視 

本研究的假設評鑑指標是以

模式估計時，需先檢視是否產生以下違犯估計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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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的理論架構模型 

評鑑需包括三種檢定，一為違犯估計，如模式之輸出結果有違犯估

否則隨後之兩種檢定是無效的。二為整體模式適配度的

通過此一檢定代表模式整體具有效度。三為個別變項之效度檢定

定的項目為標準化參數是否顯著（黃芳銘，2007）。 

本研究的假設評鑑指標是以LISREL 8.80版統計軟體計算出來的

需先檢視是否產生以下違犯估計之現象：(1)有無負的誤差變異

 

如模式之輸出結果有違犯估

二為整體模式適配度的

三為個別變項之效度檢定，檢

版統計軟體計算出來的，檢驗

有無負的誤差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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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存在；(2)標準化係數是否超過或太接近1；(3)是否有太大的標準誤。由表 

3- 4看到標準化參數（λ值）介於 .77至 .94之間，表示其非過大的參數。再

者，觀察變項測量誤之值介於 .40至 .16之間，也顯示無太大的標準誤，且

無負的誤差變異數。這些結果顯示皆無發生違犯估計，因此可以評鑑整體模

式適配。 

表表表表 3- 4  
校長科技領導校長科技領導校長科技領導校長科技領導測量模式參數估計摘要測量模式參數估計摘要測量模式參數估計摘要測量模式參數估計摘要 

參

數 

非標

準化

參數

值 

標準

誤 
t值 R2 

標準

化參

數值 

參

數 

非標

準化

參數

值 

標準

誤 
t值 R2 

標準

化參

數值 

λ1 1.00 - - .65 .80 ε1 .38 .04 9.03 - .35 
λ2 1.02 .07 14.66 .78 .88 ε2 .20 .02 8.42 - .22 
λ3 1.14 .07 15.60 .84 .92 ε3 .17 .02 7.75 - .16 
λ4 1.09 .07 15.53 .84 .92 ε4 .16 .02 7.82 - .16 
λ5 1.09 .08 14.38 .76 .87 ε5 .26 .03 8.55 - .24 
λ6 1.10 .07 15.04 .80 .90 ε6 .20 .02 8.20 - .20 
λ7 1.00 - - .80 .90 ε7 .17 .02 7.08 - .20 
λ8 1.01 .05 19.12 .83 .91 ε8 .15 .02 6.63 - .17 
λ9 0.93 .06 16.23 .71 .84 ε9 .25 .03 8.14 - .29 
λ10 1.00 - - .84 .92 ε10 .14 .02 7.06 - .16 
λ11 0.96 .05 19.02 .78 .88 ε11 .19 .02 7.92 - .22 
λ12 0.97 .06 17.62 .73 .86 ε12 .25 .03 8.32 - .27 
λ13 1.03 .05 19.39 .79 .89 ε13 .21 .03 7.79 - .21 
λ14 0.91 .06 14.66 .62 .79 ε14 .37 .04 8.88 - .38 
λ15 1.00 - - .80 .90 ε15 .19 .02 8.19 - .20 
λ16 1.02 .05 20.19 .84 .92 ε16 .15 .02 7.73 - .16 
λ17 0.98 .05 18.92 .80 .89 ε17 .18 .02 8.21 - .20 
λ18 1.07 .06 19.11 .81 .90 ε18 .21 .03 8.15 - .19 
λ19 1.02 .05 18.56 .79 .89 ε19 .22 .03 8.32 - .21 
λ20 1.03 .06 18.35 .78 .88 ε20 .23 .03 8.38 - .22 
λ21 1.00 - - .82 .91 ε21 .14 .02 6.03 - .18 
λ22 1.09 .06 17.68 .78 .89 ε22 .22 .03 6.78 - .22 
λ23 0.86 .06 13.66 .60 .77 ε23 .32 .04 8.52 -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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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 4 （（（（續續續續）））） 

參

數 

非標

準化

參數

值 

標準

誤 
t值 R2 

標準

化參

數值 

參

數 

非標

準化

參數

值 

標準

誤 
t值 R2 

標準

化參

數值 

γ11 .78 .06 12.32 - .94 ζ1 .08 .02 4.36 - .12 
γ21 .79 .06 14.26 - .94 ζ2 .08 .02 3.81 - .11 
γ31 .77 .06 13.77 - .90 ζ3 .14 .02 5.72 - .20 
γ41 .75 .06 12.54 - .85 ζ4 .21 .03 6.57 - .28 
γ51 .73 .05 13.56 - .90 ζ5 .12 .03 4.82 - .18 

 

2.模式整體效度之檢定 

經由LISREL 8.80版統計軟體估計，如圖 3- 3及表 3- 5所呈現。從絕對

適配量測來看，χ
2
(225)＝388.46，p < .01，顯示樣本共變數矩陣與理論估計共

變數矩陣之間是不適配的，然卡方值對樣本數相當敏感，當樣本數愈大時，

卡方值愈容易達顯著（黃芳銘，2007），故本研究仍參照其他指標進一步評

鑑模式之適配度。表中GFI值為 .85，小於接受值 .90；RMR值為 .032，小

於建議值之 .05；RMSEA值為 .06，大於建議值之 .05；AGFI值為 .81，小

於接受值 .90。從增值適配量測來看，表中NFI值為 .98；NNFI值為 .99；

CFI值為 .99；IFI值為 .99；RFI值為 .98，皆遠大於接受值 .90。從簡效適

配量測來看，表中PNFI值為 .87，遠大於接受值 .50；PGFI值為 .69，大於

接受值.50；CN值為124.18，小於接受值200；
χ
�

��
值為1.73，小於接受值3。 

整體而言，多數指標通過或是尚可接受所要求的接受值，表示本假設模

式可以接受，也顯示本假設模式是符合實證資料的一個模式。所以，本測驗

具有整體的建構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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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 5  
校長科技校長科技校長科技校長科技領導量表領導量表領導量表領導量表驗驗驗驗證性因素分析之模式適配度證性因素分析之模式適配度證性因素分析之模式適配度證性因素分析之模式適配度 

適配度指標 判斷值 結果 是否達到標準 

χ
2
(225) 不顯著 388.46 (p < .01) 否 

GFI >.90 .85 否 

RMR <.05 .032 是 

RMSEA ≦.05 .06 否 

AGFI >.90 .81 否 

NFI >.90 .98 是 

NNFI >.90 .99 是 

CFI >.90 .99 是 

IFI >.90 .99 是 

RFI >.90 .98 是 

PNFI >.50 .87 是 

PGFI >.50 .69 是 

critical N ≧200 124.18 否 

�
�

��
  <3 1.73 是 

圖 3- 3 校長科技領導測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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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模式個別變項之檢定 

接著檢驗個別變項的效度，也就是觀察變項在其所反映的因素上的標準

化負荷量。由表 3- 4中，可以看出所有的標準化係數皆具有很高的顯著水準，

因此，所有項目皆可以作為其所屬因素的指標。 

（三）信度評鑑 

在信度的檢驗方面，可以檢定單一變項的信度以及潛在變項的信度。從

表 3- 6可以看出，所有測量變項與潛在變項的信度皆通過 .50的標準，顯示

本量表的信度相當良好。 

表表表表 3- 6  
校長科技領導量表校長科技領導量表校長科技領導量表校長科技領導量表測量變項信度與潛在變項的組合信度測量變項信度與潛在變項的組合信度測量變項信度與潛在變項的組合信度測量變項信度與潛在變項的組合信度 

二級因素 一級因素 測量變項 R2 組合信度 
平均變異 
抽取量 

校長科技領導    .96 .82 
 願景、計畫與管理   .95 .78 

  X11 .65   

  X14 .78   

  X15 .84   

  X16 .84   

  X17 .76   

  X18 .80   

 成員發展與訓練   .91 .78 

  X21 .80   

  X22 .83   

  X23 .71   

 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   .94 .76 

  X31 .84   

  X32 .78   

  X33 .73   

  X34 .79   

  X35 .62   

 評鑑與研究   .96 .80 

  X41 .80   

  X42 .84   

  X43 .80   

（接下頁） 



 

72 

 

表表表表 3- 6 （（（（續續續續）））） 

二級因素 一級因素 測量變項 R2 組合信度 
平均變異 
抽取量 

  X44 .81   

  X45 .79   

  X46 .78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89 .74 
  X51 .82   
  X52 .78   
  X53 .60   

二、教師資訊科技素養量表 

（一）模式建構及假設 

依據文獻分析結果提出教師資訊科技素養的理論架構模型如圖 3- 4所

示，並以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進行模式適配度之評鑑與變項間因素負荷量作

題目刪減，確定第一潛在變項軟、硬體操作共有5個測量變項；第二潛在變

項法律與倫理共有3個測量變項；第三潛在變項教學應用共有3個測量變項；

第四潛在變項資訊科技認知共有3個測量變項。 

（二）效度評鑑 

效度評鑑需包括三種檢定，一為違犯估計，如模式之輸出結果有違犯估

計，必須加以處理，否則隨後之兩種檢定是無效的。二為整體模式適配度的

檢定，通過此一檢定代表模式整體具有效度。三為個別變項之效度檢定，檢

定的項目為標準化參數是否顯著（黃芳銘，2007）。 

1.違犯估計之檢視 

本研究的假設評鑑指標是以LISREL 8.80版統計軟體計算出來的，檢驗

模式估計時，需先檢視是否產生以下違犯估計之現象：(1)有無負的誤差變異

數存在；(2)標準化係數是否超過或太接近1；(3)是否有太大的標準誤。由表 

3- 7看到標準化參數（λ值）介於 .74至 .93之間，表示其非過大的參數。再

者，觀察變項測量誤之值介於 .46至 .13之間，也顯示無太大的標準誤，且

無負的誤差變異數。這些結果顯示皆無發生違犯估計，因此可以評鑑整體模

式適配。 



 

 

圖 3- 4 教師資訊科技素養的理論架構模型

表表表表 3- 7  
教師資訊科技素養測量模式參數估計摘要教師資訊科技素養測量模式參數估計摘要教師資訊科技素養測量模式參數估計摘要教師資訊科技素養測量模式參數估計摘要

參

數 

非標

準化

參數

值 

標準

誤 
t值

λ1 1.00 - - 
λ2 1.01 .08 13.41
λ3 1.00 .07 13.44
λλλλ4 1.18 .09 13.08

73 

教師資訊科技素養的理論架構模型 

教師資訊科技素養測量模式參數估計摘要教師資訊科技素養測量模式參數估計摘要教師資訊科技素養測量模式參數估計摘要教師資訊科技素養測量模式參數估計摘要 

值 R2 

標準

化參

數值 

參

數 

非標

準化

參數

值 

標準

誤 
t值 

 .61 .78 ε1 .24 .03 8.58 

13.41 76 .87 ε2 .12 .02 7.41 

13.44 .77 .88 ε3 .12 .02 7.37 

13.08 .73 .86 ε4 .19 .02 7.73 

（

 

R2 

標準

化參

數值 

- .39 

- .24 

- .23 

- .27 

（接下頁） 



 

74 

 

表表表表 3- 7 （（（（續續續續）））） 

參

數 

非標

準化

參數

值 

標準

誤 
t值 R2 

標準

化參

數值 

參

數 

非標

準化

參數

值 

標準

誤 
t值 R2 

標準

化參

數值 

λ5 1.21 .10 12.53 .69 .83 ε5 .25 .03 8.14 - .31 
λ6 1.00 - - .80 .89 ε6 .10 .02 5.65 - .20 
λ7 1.00 .06 16.08 .77 .88 ε7 .12 .02 6.27 - .23 
λ8 0.95 .06 14.68 .69 .83 ε8 .17 .02 7.52 - .31 
λ9 1.00 - - .77 .88 ε9 .16 .02 6.89 - .23 
λ10 1.07 .06 16.81 .79 .89 ε10 .17 .03 6.60 - .21 
λ11 1.00 .06 17.70 .84 .92 ε11 .11 .02 5.32 - .16 
λ12 1.00 - - .54 .74 ε12 .31 .04 8.78 - .46 
λ13 1.03 .08 12.88 .87 .93 ε13 .06 .01 4.18 - .13 
λ14 1.05 .08 12.57 .82 .90 ε14 .09 .02 5.74 - .18 
γ11 .51 .05 9.81 - .82 ζ1 .13 .03 4.46 - .33 
γ21 .49 .05 10.20 - .77 ζ2 .16 .03 5.44 - .40 
γ31 .47 .06 8.17 - .64 ζ3 .33 .05 6.57 - .59 
γ41 .51 .05 9.42 - .84 ζ4 .11 .03 4.02 - .30 

2.模式整體效度之檢定 

經由LISREL 8.80版統計軟體估計，如圖 3- 5及表 3- 8所呈現。從絕對

適配量測來看，χ2
(73)＝178.65，p< .001，顯示樣本共變數矩陣與理論估計共變

數矩陣之間是不適配的，然卡方值對樣本數相當敏感，當樣本數愈大時，卡

方值愈容易達顯著（黃芳銘，2007），故本研究仍參照其他指標進一步評鑑

模式之適配度。表中GFI值為 .88，小於接受值 .90；RMR值為 .029，小於

建議值之 .05；RMSEA值為 .088，大於建議值之 .05；AGFI值為 .83，小

於接受值 .90。從增值適配量測來看，表中NFI值為 .96；NNFI值為 .97；

CFI值為 .98；IFI值為 .98；RFI值為 .96，皆遠大於接受值 .90。從簡效適

配量測來看，表中PNFI值為 .77，遠大於接受值 .50；PGFI值為 .61，大於

接受值 .50；CN值為117.19，小於接受值200；
χ
�

��
值為2.45，小於接受值3。 

整體而言，多數指標通過或是尚可接受所要求的接受值，表示本假設模

式可以接受，也顯示本假設模式是符合實證資料的一個模式。所以，本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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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整體的建構效度。 

 

圖 3- 5 教師資訊科技素養測量模式分析 

表表表表 3- 8  
教師資訊科技素養教師資訊科技素養教師資訊科技素養教師資訊科技素養量表量表量表量表驗驗驗驗證性因素分析之模式適配度證性因素分析之模式適配度證性因素分析之模式適配度證性因素分析之模式適配度 

適配度指標 判斷值 結果 是否達到標準 

χ
2
(73) 不顯著 178.65 (p < .001) 否 

GFI >.90 .88 否 

RMR <.05 .029 是 

RMSEA ≦.05 .088 否 

AGFI >.90 .83 否 

NFI >.90 .96 是 

NNFI >.90 .97 是 

CFI >.90 .98 是 

IFI >.90 .98 是 

RFI >.90 .96 是 

PNFI >.50 .77 是 

PGFI >.50 .61 是 

critical N ≧200 117.19 否 

�
�

��
  <3 2.45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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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度評鑑 

在信度的檢驗方面，可以檢定單一變項的信度以及潛在變項的信度。從

表 3- 9可以看出，所有測量變項與潛在變項的信度皆通過 .50的標準，顯示

本量表的信度相當良好。 

表表表表 3- 9  
教師資訊科技素養量表測量變項信度與潛在變項的組合信度教師資訊科技素養量表測量變項信度與潛在變項的組合信度教師資訊科技素養量表測量變項信度與潛在變項的組合信度教師資訊科技素養量表測量變項信度與潛在變項的組合信度 

二級因素 一級因素 測量變項 R2 組合信度 
平均變異 
抽取量 

資訊科技素養    .85 .60 
 軟、硬體操作   .93 .71 

  Y12 .61   

  Y13 76   

  Y16 .77   

  Y17 .73   

  Y18 .69   

 法律與倫理   .90 .75 

  Y21 .80   

  Y22 .77   

  Y23 .69   

 教學應用   .93 .80 

  Y32 .77   

  Y33 .79   

  Y34 .84   

 資訊科技認知   .89 .74 

  Y48 .54   

  Y49 .87   

  Y410 .82   

三、教師教學效能量表 

（一）模式建構及假設 

依據文獻分析結果提出教師資訊科技素養的理論架構模型如圖 3- 6所

示，並以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進行模式適配度之評鑑與變項間因素負荷量作

題目刪減，確定第一潛在變項教材內容的呈現共有5個測量變項；第二潛在

變項教學技巧的使用共有6個測量變項；第三潛在變項班級氣氛與師生互動



 

 

共有5個測量變項；第四潛在變項

潛在變項自我效能信念

圖 3- 6 教師教學效能的理論架構模型

（二）效度評鑑 

效度評鑑需包括三種檢定

計，必須加以處理，否則隨後之兩種檢定是無效的

檢定，通過此一檢定代表模式整體具有效度

定的項目為標準化參數是否顯著

77 

第四潛在變項教學評量的設計共有4個測量變項

自我效能信念共有4個測量變項。 

教師教學效能的理論架構模型 

效度評鑑需包括三種檢定，一為違犯估計，如模式之輸出結果有違犯估

否則隨後之兩種檢定是無效的。二為整體模式適配度的

通過此一檢定代表模式整體具有效度。三為個別變項之效度檢定

定的項目為標準化參數是否顯著（黃芳銘，2007）。 

個測量變項；第五

 

如模式之輸出結果有違犯估

二為整體模式適配度的

三為個別變項之效度檢定，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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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違犯估計之檢視 

本研究的假設評鑑指標是以LISREL 8.80版統計軟體計算出來的，檢驗

模式估計時，需先檢視是否產生以下違犯估計之現象：(1)有無負的誤差變異

數存在；(2)標準化係數是否超過或太接近1；(3)是否有太大的標準誤。由表 

3- 10看到標準化參數（λ值）介於 .75至 .94之間，表示其非過大的參數。

再者，觀察變項測量誤之值介於 .44至 .11之間，也顯示無太大的標準誤，

且無負的誤差變異數。這些結果顯示皆無發生違犯估計，因此可以評鑑整體

模式適配。 

表表表表 3- 10  
教師教學效能測量模式參數估計摘要教師教學效能測量模式參數估計摘要教師教學效能測量模式參數估計摘要教師教學效能測量模式參數估計摘要 

參

數 

非標準化

參數值 

標準

誤 
t值 R2 

標準化

參數值 

參

數 

非標準

化參數

值 

標準

誤 
t值 R2 

標準化

參數值 

λ1 1.00 - - .80 .90 ε1 .10 .01 7.55 - .20 
λ2 1.03 .06 17.07 .74 .86 ε2 .15 .02 8.18 - .26 
λ3 1.05 .05 19.39 .83 .91 ε3 .09 .01 7.16 - .17 
λ4 0.91 .06 15.80 .69 .83 ε4 .15 .02 8.53 - .31 
λ5 0.91 .06 15.91 .69 .83 ε5 .15 .02 8.50 - .31 
λ6 1.00 - - .67 .82 ε6 .16 .02 8.76 - .33 
λ7 1.07 .07 14.74 .75 .87 ε7 .12 .01 8.33 - .25 
λ8 1.00 .07 13.95 .70 .84 ε8 .14 .02 8.63 - .30 
λ9 1.11 .07 15.65 .81 .90 ε9 .09 .01 7.78 - .19 
λ10 1.02 .07 14.60 .74 .86 ε10 .12 .01 8.39 - .26 
λ11 0.99 .08 13.07 .64 .80 ε11 .18 .02 8.87 - .36 
λ12 1.00 - - .56 .75 ε12 .21 .02 9.17 - .44 
λ13 1.25 .10 12.62 .74 .86 ε13 .15 .02 8.52 - .26 
λ14 1.12 .09 12.50 .73 .86 ε14 .13 .01 8.59 - .27 
λ15 1.24 .09 13.93 .88 .94 ε15 .06 .01 6.71 - .12 
λ16 1.26 .09 14.04 .89 .94 ε16 .05 .01 6.35 - .11 
λ17 1.00 - - .76 .87 ε17 .11 .02 7.32 - .24 
λ18 1.08 .07 16.42 .77 .88 ε18 .12 .02 7.17 - .23 
λ19 1.08 .07 15.56 .73 .85 ε19 .15 .02 7.70 - .27 
λ20 1.04 .08 13.85 .64 .80 ε20 .22 .03 8.38 -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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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 10 （（（（續續續續）））） 

參

數 

非標準化

參數值 

標準

誤 
t值 R2 

標準化

參數值 

參

數 

非標準

化參數

值 

標準

誤 
t值 R2 

標準化

參數值 

λ21 1.00 - - .66 .81 ε21 .15 .02 8.04 - .34 
λ22 1.05 .08 13.00 .68 .82 ε22 .14 .02 7.83 - .32 
λ23 1.12 .09 12.66 .66 .81 ε23 .18 .02 8.03 - .34 
λ24 1.02 .09 11.96 .61 .78 ε24 .19 .02 8.38 - .39 
γ11 .57 .04 13.15 - .89 ζ1 .09 .02 5.81 - .22 
γ21 .55 .04 12.99 - .96 ζ2 .02 .01 2.97 - .07 
γ31 .46 .04 10.65 - .88 ζ3 .06 .01 5.11 - .23 
γ41 .52 .04 12.41 - .87 ζ4 .08 .02 5.50 - .24 
γ51 .49 .04 12.04 - .93 ζ5 .04 .01 3.64 - .14 

 
2.模式整體效度之檢定 

經由LISREL 8.80版統計軟體估計，如圖 3- 7及表 3- 11所呈現。從絕

對適配量測來看，χ
2
(247)＝441.71，p< .001，顯示樣本共變數矩陣與理論估計

共變數矩陣之間是不適配的，然卡方值對樣本數相當敏感，當樣本數愈大時，

卡方值愈容易達顯著（黃芳銘，2007），故本研究仍參照其他指標進一步評

鑑模式之適配度。表中GFI值為 .84，小於接受值 .90；RMR值為 .019，小

於建議值之 .05；RMSEA值為 .065，大於建議值之 .05；AGFI值為 .80，

小於接受值 .90。從增值適配量測來看，表中NFI值為 .98；NNFI值為 .99；

CFI值為 .99；IFI值為 .99；RFI值為 .97，皆遠大於接受值 .90。從簡效適

配量測來看，表中PNFI值為 .87，遠大於接受值 .50；PGFI值為 .69，大於

接受值 .50；CN值為121.71，小於接受值200；
��

��
值為1.79，小於接受值3。 

整體而言，多數指標通過或是尚可接受所要求的接受值，表示本假設模

式可以接受，也顯示本假設模式是符合實證資料的一個模式。所以，本測驗

具有整體的建構效度。 

（三）信度評鑑 

在信度的檢驗方面，可以檢定單一變項的信度以及潛在變項的信度。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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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2可以看出，所有測量變項與潛在變項的信度皆通過 .50的標準，顯

示本量表的信度相當良好。 

表表表表 3- 11  
教師教學效能教師教學效能教師教學效能教師教學效能量表量表量表量表驗驗驗驗證性因素分析之模式適配度證性因素分析之模式適配度證性因素分析之模式適配度證性因素分析之模式適配度 

適配度指標 判斷值 結果 是否達到標準 

χ
2
(247) 不顯著 441.71 (p < .001) 否 

GFI >.90 .84 否 

RMR <.05 .019 是 

RMSEA ≦.05 .065 否 

AGFI  >.90 .80 否 

NFI >.90 .98 是 

NNFI  >.90 .99 是 

CFI  >.90 .99 是 

IFI  >.90 .99 是 

RFI  >.90 .97 是 

PNFI  >.50 .87 是 

PGFI  >.50 .69 是 

critical N  ≧200 121.71 否 

�
�

��
  <3 1.79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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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7 教師教學效能測量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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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 12  
教師教學效能量表測量變項信度與潛在變項的組合信度教師教學效能量表測量變項信度與潛在變項的組合信度教師教學效能量表測量變項信度與潛在變項的組合信度教師教學效能量表測量變項信度與潛在變項的組合信度 

二級因素 一級因素 測量變項 R2 組合信度 
平均變異 
抽取量 

教師教學效能    .96 .82 
 教材內容的呈現   .94 .75 

  Y51 .80   

  Y52 .74   

  Y53 .83   

  Y56 .69   

  Y57 .69   

 教學技巧的使用   .94 .72 

  Y61 .67   

  Y62 .75   

  Y64 .70   

  Y66 .81   

  Y67 .74   

  Y69 .64   

 班級氣氛與師生互動   .94 .76 

  Y71 .56   

  Y72 .74   

  Y73 .73   

  Y74 .88   

  Y75 .89   

 教學評量的設計   .91 .72 

  Y82 .76   

  Y83 .77   

  Y84 .73   

  Y85 .64   

 自我效能信念   .88 .65 

  Y91 .66   

  Y95 .68   

  Y98 .66   

  Y911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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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形成正式問卷形成正式問卷形成正式問卷形成正式問卷 

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工具為〈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領導、教師資訊科

技素養及教師教學效能〉（如附錄二）調查問卷，問卷內容共分為四部份，第

一部份為教師背景變項；第二部份為校長科技領導量表；第三部份為教師資

訊科技素養量表；第四部份為教師教學效能量表。茲將問卷分述如下，並臚

列各層面所含題數如表 3- 13所示： 

本研究所使用的校長科技領導量表係修正自張奕華（2006）之〈國民小

學校長科技領導、教師資訊素養、教師教學效能〉問卷而來，量表題目包含

23題，分為以下五大層面：（1）願景、計畫與管理；（2）成員發展與訓練；

（3）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4）評鑑與研究；以及（5）人際關係與溝通技

巧。計分方式採用Likert五點量尺計分，教師在〈校長科技領導調查問卷〉

問卷上得分愈高教師所知覺之校長科技領導的程度愈高，並依得分高低區分

程度為中高（4～5分）、中上（3～4分）、中低（2～3分）與低（1～2分）。 

本研究所使用的教師資訊科技素養量表係修正自張奕華（2006）之〈國

民小學校長科技領導、教師資訊素養、教師教學效能〉問卷而來，量表題目

包含14題，分為以下四個層面：（1）軟、硬體操作；（2）法律與倫理；（3）

教學應用；以及（4）資訊科技認知。計分方式採用Likert五點量尺計分，教

師在〈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調查問卷〉上得分愈高代表資訊科技素養愈好，並

依得分高低區分程度為中高（4～5分）、中上（3～4分）、中低（2～3分）

與低（1～2分）。 

本研究所使用的教師教學效能量表係修正自張奕華（2006）之〈國民小

學校長科技領導、教師資訊素養、教師教學效能〉問卷而來，量表題目包含

24題，分為以下五個層面：（1）教材內容的呈現；（2）教學技巧的使用；（3）

班級氣氛與師生互動；（4）教學評量的設計；以及（5）自我效能信念。計分

方式採用Likert五點量尺計分，教師在〈教師教學效能調查問卷〉上得分愈



 

84 

 

高代表教學效能愈佳，並依得分高低區分為中高（4～5分）、中上（3～4

分）、中低（2～3分）與低（1～2分）。 

表表表表 3- 13  
正式問卷各層面題數正式問卷各層面題數正式問卷各層面題數正式問卷各層面題數 

量表名稱 層面 正式問卷題數 

校長科技領導量表 願景、計畫與管理 6 
成員發展與訓練 3 
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 5 
評鑑與研究 6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3 

教師資訊科技素養量表 軟、硬體操作 5 
法律與倫理 3 
教學應用 3 
資訊科技認知 3 

教師教學效能量表 教材內容的呈現 5 
教學技巧的使用 6 
班級氣氛與師生互動 5 
教學評量的設計 4 
自我效能信念 4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實施程序實施程序實施程序實施程序 

本研究之實施程序，包括下列步驟：首先在確定使用「政治大學電算中

心線上問卷」系統進行問卷調查時，便積極聯繫宜蘭縣教育處，經教網中心

同意協助以電子郵件通知全縣公立國中、小教師，並於問卷回收後進行教師

身份比對後，隨即進行線上問卷施測。施測時間為99年4月，問卷逾15天

後以電子郵件聯繫各校教務（導）主任進行催收。共計回收問卷651份，回

收率為 24.57 %，因線上問卷施測需依題序回答才能完成，含有遺漏值之未

完成問卷均需刪除，共得579份有效問卷，可用率 88.94 %。問卷回收後即

進行資料輸入與統計分析，並根據資料分析結果，撰寫論文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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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資料處理與資料處理與資料處理與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本研究進行資料分析時，使用統計套裝軟體SPSS 14.0 for Windows，進

行描述性統計、因素分析、信效度分析以及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並進一

步透過LISREL 8.80軟體，檢視校長科技領導、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與教師教

學效能的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關係，茲分述如下： 

壹壹壹壹、、、、描述性統計描述性統計描述性統計描述性統計 

分析各研究變項的平均數、標準差、偏態及峰度，並檢驗原始資料是否

符合常態分配假設。 

貳貳貳貳、、、、t考驗考驗考驗考驗 

以 t考驗檢定不同性別、不同教育程度、不同學校類別及不同學校所在

地之教師對校長科技領導、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與教師教學效能之差異情形，

進行平均數差異顯著性考驗。 

參參參參、、、、單因子變異數分析單因子變異數分析單因子變異數分析單因子變異數分析 

本研究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不同個人變項（年齡、服務年資、任教

科目、擔任職務）及不同學校環境變項（學校規模）對校長科技領導、教師

資訊科技素養與教師教學效能之差異情形。若其差異達到顯著水準，再以

Scheffé法進行事後比較，以考驗各組相互之間的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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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Pearson積差相關積差相關積差相關積差相關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本研究以校長科技領導為第一組變項，教師資訊科技素養為第二組變項，

教師教學效能為第三組變項，求三者得分上的積差相關，以瞭解相關情形。 

伍伍伍伍、、、、結構方程模式關係檢定結構方程模式關係檢定結構方程模式關係檢定結構方程模式關係檢定 

本研究針對研究題目「校長科技領導、教師資訊科技素養及教師教學效

能之結構方程模式是否獲得支持」以結構方程模式透過驗證性因素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探討潛在變項的因素架構，解析其關係，建

構校長科技領導、教師資訊科技素養及教師教學效能之結構方程模式如圖 3- 

8，各符號說明如下：○中的符號校長科技領導（ξ）為潛在自變項；教師資

訊科技素養（η1）為中介變項；教師教學效能（η2）為潛在依變項；□中

的變項代表可觀察到變項，例如在□中的X1、X2、X3、X4、X5分別代表可

觀察到校長科技領導變項；而在□中的Y1、Y2、Y3、Y4分別代表教師資訊

科技素養的潛在依變項；在□中的Y5、Y6、Y7、Y8、Y9分別代表教師教學

效能測量變項。λX1、λX2、λX3、λX4、λY11、λY21、λY31、λY41、λY52、

λY62、λY72、λY82、λY92分別代表X1、X2、X3、X4、X5、Y1、Y2、Y3、

Y4、Y5、Y6、Y7、Y8、Y9對 ξ、η1與η2的估計值（這些 λ值又稱為因素負荷

量）。δ1、δ2、δ3、δ4、δ5、ε1、ε2、ε3、ε4、ε5、ε6、ε7、ε8、

ε9分別代表X1、X2、X3、X4、X5、Y1、Y2、Y3、Y4、Y5、Y6、Y7、Y8、

Y9對 ξ、η1與η2的測量誤差。γ11、γ21代表 ξ對η1與η2的影響。β21代表η1

對η2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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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模式估計以最大概似法 (maximum likelihood, ML)，並運用下列三

類檢定指標進行整體模式適配考驗（張芳全，2008；黃芳銘，2007），茲整理

各項適配度指標檢定標準如表 3- 14。 

一、絕對適配量測(absolute fit measures)：1.概似比卡方考驗值 (likelihood-ratio 

χ
2)、2.良性適配指標 (goodness of fit index, GFI)、3.均方根殘差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RMR)、4.近似誤差均方根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5.調整後良性適配指標 (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index, AGFI)。 

二、增值適配量測(incremental fit measures)：1.規範適配指標 (normed fit index, 

NFI)、2.非規範適配指標 (non- normed fit index, NNFI)、3.比較適配指標 

(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4.增值適配指標 (incremental fit index, IFI)、5.

相對適配指標 (relative fit index, RFI)。 

三、簡效適配量測(parsimonious fit measures)：1.簡效規範適配指標 (parsimony 

願景、計畫與管理(X1) 

成員發展與訓練(X2) 

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X3) 

評鑑與研究(X4)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X5) 

軟、硬體操作(Y1) 

法律與倫理(Y2) 

教學應用(Y3) 

資訊科技認知(Y4) 

教材內容的呈現(Y5) 

教學技巧的使用(Y6) 

班級氣氛與師生互動(Y7) 

教學評量的設計(Y8) 

自我效能信念(Y9) 

科技領導 

資訊科技 

教學效能 

δ1 

δ2 

δ3 

δ4 

δ5 

ε1 

ε2 

ε3 

ε4 

ε5 

ε6 

ε7 

ε8 

ε9 

λX1 

ξ 

η1 

η2 γ11 

γ21 

β21 

 

λX2 

λX3 

λX4 

λX5 

λY11 

λY21 
λY31 
λY41 

λY92 

λY82 
λY72 

λY62 

λY52 

圖 3- 8 SEM線性關係假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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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ed fit index, PNFI)、2.簡效良性適配指標 (parsimony goodness of fit 

index, PGFI)、3.Hoelter的樣本指標 (Hoelter’s critical N, CN)、4.卡方值除

以自由度(normed chi-square, 
χ
�

��
)。 

表表表表 3- 14  
適配度指標檢定標準適配度指標檢定標準適配度指標檢定標準適配度指標檢定標準 

適配度指標 指標意涵 理想數值 

χ
2（概似比卡方考驗值） 整體適配的最基本測量指標 不顯著 

GFI（良性適配指標） 
解釋樣本資料的變異數與共

變數的程度 
>.90 

RMR（均方根殘差） 用以表示模式的優劣 <.05 
RMSEA（近似誤差均方根） 評鑑接近適配的指標 ≦.05 

AGFI（調整後良性適配指標） 
比較同一組資料不同模式的

適配 
>.90 

NFI（規範適配指標） 
愈接近 1，表示理論模式對基
線模式的改進愈大 

>.90 

NNFI（非規範適配指標） 對NFI做自由度調整的指標 >.90 

CFI（比較適配指標） 
介於0與1之間，值愈大表示
模式適配愈好 

>.90 

IFI（增值適配指標） 
介於0與1之間，值愈大表示
模式適配愈好 

>.90 

RFI（相對適配指標） 
介於0與1之間，值愈大表示
模式適配愈好 

>.90 

PNFI（簡效規範適配指標） 
每一個自由度所能達成得較

高適配程度，其值愈高愈好 
>.50 

PGFI（簡效良性適配指標） 
值介於0與1之間，值愈大表
示模式愈簡效 

>.50 

critical N（樣本規模適切性） 反映樣本規模的適切性 ≧200 

�
�

��
（卡方值除以自由度） 反映模式的適合度 <3 

註註註註：：：：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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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研究結果與討論研究結果與討論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旨在探討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領導、教師資訊科技素

養與教師教學效能之關係，依據問卷調查結果，進行統計分析，並針對統計

結果加以討論。本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為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校長科

技領導之現況與差異情形；第二節為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教師資訊科技

素養之現況與差異情形；第三節為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效能之

現況與差異情形；第四節為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領導、教師資

訊科技素養與教學效能之相關程度；第五節為校長科技領導、教師資訊科技

素養與教師教學效能之線性關係。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公立國民中公立國民中公立國民中公立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領導小學校長科技領導小學校長科技領導小學校長科技領導 

之現況與差異情形之現況與差異情形之現況與差異情形之現況與差異情形 

本節就問卷調查所得資料，分析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領導

之現況與差異情形，據以回答待答問題一。 

壹壹壹壹、、、、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領導之小學校長科技領導之小學校長科技領導之小學校長科技領導之整體暨各層面整體暨各層面整體暨各層面整體暨各層面現況現況現況現況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一、就整體而言 

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教師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平均數為3.60，標準

差為0.73，其值介於有點符合與大致符合之間，屬於中上程度。 

二、就各層面而言 

由表 4- 1可知，就各層面而言，以成員發展與訓練(M= 3.82)為最高，科

技與基本設施支持(M= 3.77)次之，再來為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M= 3.74)、願

景、計畫與管理(M= 3.54)，評鑑與研究(M= 3.12)分數最低。而上述各層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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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數都介於有點符合與大致符合之間，顯示教師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現況

尚稱良好。 

綜上所述，此研究結果與徐潔如（2005）、秦夢群和張奕華（2006）、高

上倫（2007）、張奕華和吳怡佳（2008）、蔡瑞倫（2008）與吳勝揚（2009）

的研究結果大致相符。 

表表表表 4- 1  
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領導各層面與整體小學校長科技領導各層面與整體小學校長科技領導各層面與整體小學校長科技領導各層面與整體現況現況現況現況分析摘要分析摘要分析摘要分析摘要 

層面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願景、計畫與管理 3.54 0.83 4 
成員發展與訓練 3.82 0.81 1 
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 3.77 0.78 2 
評鑑與研究 3.12 0.88 5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3.74 0.81 3 
整體 3.60 0.73 - 

貳貳貳貳、、、、不同個人背景變項下校長科技領導之差異比較不同個人背景變項下校長科技領導之差異比較不同個人背景變項下校長科技領導之差異比較不同個人背景變項下校長科技領導之差異比較 

本研究個人背景變項包含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教學年資、任教科目

及擔任職務共六項，經統計結果，將不同個人背景變項之教師在知覺校長科

技領導的差異比較分析，分別說明如下： 

一、就性別而言 

不同性別的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整體與各層面的樣本數、平均數、

標準差、t值、95%的信賴區間、效果值與統計考驗力，如表 4- 2所示。為

考驗假設，以下就性別變項對知覺校長科技領導之差異，分別進行說明。 

在整體方面，男性教師的平均數為3.55，標準差為0.77，女性教師的平

均數為3.62，標準差為0.70，其 t值未達顯著(t(577)= -1.10, p= .27)，顯示不

同性別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整體方面上，沒有差異。 

在願景、計畫與管理方面，男性教師的平均數為3.50，標準差為0.87，

女性教師的平均數為3.56，標準差為0.81，其 t值未達顯著(t(577)=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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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37)，顯示不同性別教師在願景、計畫與管理上，沒有差異。 

表表表表 4- 2  
不同性別不同性別不同性別不同性別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 t考驗分析摘要考驗分析摘要考驗分析摘要考驗分析摘要 

變項 
男 

(n=225) 

女 

(n=354) 
 95% 

信賴區間 
  

M SD M SD t值 p LL UL η2 1-β 

願景、計畫與管理 3.50 0.87 3.56 0.81 -0.89 .37 -.20 .08 <.01 .15 

成員發展與訓練 3.79 0.83 3.85 0.80 -0.81 .42 -.19 .08 <.01 .13 

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 3.71 0.83 3.81 0.75 -1.48 .14 -.23 .03 <.01 .31 

評鑑與研究 3.08 0.93 3.14 0.84 -0.84 .40 -.21 .08 <.01 .13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3.70 0.83 3.76 0.80 -0.98 .33 -.20 .07 <.01 .17 

整體 3.55 0.77 3.62 0.70 -1.10 .27 -.19 .05 <.01 .20 

在成員發展與訓練方面，男性教師的平均數為3.79，標準差為0.83，女

性教師的平均數為3.85，標準差為0.80，其t值未達顯著(t(577)= -0.81, p= .42)，

顯示不同性別教師在成員發展與訓練上，沒有差異。 

在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方面，男性教師的平均數為3.71，標準差為0.83，

女性教師的平均數為3.81，標準差為0.75，其 t值未達顯著(t(577)= -1.48, 

p= .14)，顯示不同性別教師在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上，沒有差異。 

在評鑑與研究方面，男性教師的平均數為3.08，標準差為0.93，女性教

師的平均數為3.14，標準差為0.84，其 t值未達顯著(t(577)= -0.84, p= .40)，

顯示不同性別教師在評鑑與研究上，沒有差異。 

在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方面，男性教師的平均數為3.70，標準差為0.83，

女性教師的平均數為3.76，標準差為0.80，其 t值未達顯著(t(577)= -0.98, 

p= .33)，顯示不同性別教師在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上，沒有差異。 

綜上所述，不同性別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整體與各層面上，沒有顯

著差異。因此，假設不同性別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上有顯著差異，未獲得支

持。也就是說，教師的性別並不會影響教師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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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年齡而言 

不同年齡的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整體與各層面的樣本數、平均數、

標準差與95%的信賴區間，如表 4- 3所示；對知覺校長科技領導層面之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如表 4- 4所示。為考驗假設，以下就年齡變項對知覺校長科

技領導之差異，分別進行說明。 

表表表表 4- 3  
不同年齡不同年齡不同年齡不同年齡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的的的平均數平均數平均數平均數、、、、標準差與信賴區間標準差與信賴區間標準差與信賴區間標準差與信賴區間 

變項 

(1)30歲以下 (2)31(含)～40歲 (3)41(含)～50歲 (4)51(含)歲以上 

(n =74) (n =330) (n =156) (n =19) 

M 95%信賴區間 M 95%信賴區間 M 95%信賴區間 M 95%信賴區間 

(S D) 下界 上界 (S D) 下界 上界 (S D) 下界 上界 (S D) 下界 上界 

願景、計畫

與管理 

3.58 

(0.79) 
3.40 3.77 

3.47 

(0.85) 
3.38 3.56 

3.59 

(0.82) 
3.46 3.72 

4.01 

(.62) 
3.71 4.31 

成員發展與

訓練 

3.82 

(0.70) 
3.66 3.99 

3.80 

(0.80) 
3.72 3.89 

3.81 

(0.88) 
3.67 3.95 

4.26 

(0.80) 
3.88 4.65 

科技與基本

設施支持 

3.86 

(0.66) 
3.71 4.02 

3.70 

(0.80) 
3.61 3.78 

3.83 

(0.79) 
3.70 3.95 

4.39 

(0.50) 
4.15 4.63 

評鑑與研究 
3.30 

(0.79) 
3.12 3.48 

3.05 

(0.88) 
2.95 3.14 

3.12 

(0.90) 
2.97 3.26 

3.64 

(0.84) 
3.24 4.04 

人際關係與

溝通技巧 

3.83 

(0.77) 
3.66 4.01 

3.67 

(0.80) 
3.58 3.76 

3.78 

(0.84) 
3.65 3.91 

4.18 

(0.77) 
3.80 4.55 

整體 
3.68 

(0.63) 
3.54 3.83 

3.54 

(0.73) 
3.46 3.62 

3.62 

(0.77) 
3.50 3.75 

4.10 

(0.64) 
3.79 4.41 

表表表表 4- 4  
不同年齡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不同年齡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不同年齡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不同年齡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 

變項 
變異 

來源 
SS df MS F p 

事後 

比較 
ω2 1-β 

願景、計畫與管理 組間 6.17 3 2.06 2.98 .03 ns .02 .71 

組內 396.56 575 0.69      

總和 402.73 578       

成員發展與訓練 組間 3.82 3 1.27 1.95 .12  .01 .50 

組內 374.43 575 0.65      

總和 378.25 578       

科技與基本設施支

持 
組間 10.28 3 3.43 5.74 <.01 (4)>(2) .02 .95 

組內 342.84 575 0.60   (4)>(3)   

總和 353.11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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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 4 （（（（續續續續）））） 

變項 
變異 

來源 
SS df MS F p 

事後 

比較 
ω2 1-β 

評鑑與研究 組間 9.31 3 3.10 4.10 .01 (4)>(2) .02 .85 

組內 435.06 575 0.76      

總和 444.37 578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

巧 
組間 6.17 3 2.06 3.14 .02 ns .01 .73 

組內 376.02 575 0.65      

總和 382.19 578       

整體 組間 6.53 3 2.18 4.13 .01 (4)>(2) .02 .85 

組內 303.35 575 0.53      

總和 309.88 578       

在整體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達顯著水準(F(3, 

575)= 4.13, p= .01)，代表不同年齡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整體方面上有所

差異，經Scheffé法進行事後比較結果發現，51(含)歲以上(M= 4.10)顯著大於

31(含)～40歲(M= 3.54)。 

在願景、計畫與管理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達顯

著水準(F(3, 575)= 2.98, p= .03)，代表不同年齡教師在願景、計畫與管理上有

所差異，經Scheffé法進行事後比較結果，卻找不出組別之間的差異，顯示不

同年齡教師在願景、計畫與管理上，沒有差異。 

在成員發展與訓練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未達顯

著((3, 575)F= 1.95, p= .12)，顯示不同年齡教師在成員發展與訓練上，沒有差

異。 

在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達

顯著水準(F(3, 575)= 5.74, p< .01)，代表不同年齡教師在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

上有所差異，經Scheffé法進行事後比較結果發現，51(含)歲以上(M= 4.39)顯

著大於31(含)～40歲(M= 3.70)與41(含)～50歲(M= 3.83)。 

在評鑑與研究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達顯著水準

(F(3, 575)= 4.10, p= .01)，代表不同年齡教師在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上有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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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經Scheffé法進行事後比較結果發現，51(含)歲以上(M= 3.64)顯著大於

31(含)～40歲(M= 3.05)。 

在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達

顯著水準(F(3, 575)= 3.14, p= .02)，代表不同年齡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上

有所差異，經Scheffé法進行事後比較結果，卻找不出組別之間的差異，顯示

不同年齡教師在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沒有差異。 

綜上所述，在整體方面，51(含)歲以上顯著大於31(含)～40歲；在科技

與基本設施支持層面，51(含)歲以上顯著大於31(含)～40歲與41(含)～50歲；

在評鑑與研究層面，51(含)歲以上顯著大於31(含)～40歲。因此，假設不同

年齡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上有顯著差異，獲得支持。由以上的結果可以發現，

年齡是影響教師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重要因素。探究其原因，研究者認為可

能是本研究中51(含)歲以上樣本數太少所致。 

三、就教育程度而言 

不同教育程度的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整體與各層面的平均數、標

準差、t值、95%的信賴區間、效果值與統計考驗力，如表 4- 5所示。為考

驗假設，以下就性別變項對知覺校長科技領導之差異，分別進行說明。 

表表表表 4- 5  
不同不同不同不同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 t考驗分析摘要考驗分析摘要考驗分析摘要考驗分析摘要 

變項 

專科及大學 
(n=331) 

研究所以上 

(n=248) 

 95% 

信賴區間 

  

M SD M SD t值 p LL UL η2 1-β 

願景、計畫與管理 3.59 0.82 3.47 0.85 1.72 .09 -.02 .26 .01 .40 

成員發展與訓練 3.86 0.81 3.77 0.80 1.28 .20 -.05 .22 <.01 .25 

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 3.81 0.77 3.73 0.80 1.11 .27 -.06 .20 <.01 .20 

評鑑與研究 3.17 0.84 3.05 0.92 1.61 .11 -.03 .26 <.01 .36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3.76 0.82 3.71 0.81 0.65 .52 -.09 .18 <.01 .10 

整體 3.64 0.72 3.55 0.75 1.44 .15 -.03 .21 <.01 .30 

在整體方面，專科及大學的平均數為3.64，標準差為0.72，研究所(含四

十學分班)以上的平均數為3.55，標準差為0.75，其 t值未達顯著(t(577)=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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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5)，顯示不同教育程度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整體方面上，沒有差異。 

在願景、計畫與管理方面，專科及大學的平均數為3.59，標準差為0.82，

研究所(含四十學分班)以上的平均數為3.47，標準差為0.85，其 t值未達顯著

(t(577)= 1.72, p= .09)，顯示不同教育程度教師在願景、計畫與管理上，沒有

差異。 

在成員發展與訓練方面，專科及大學的平均數為3.86，標準差為0.81，

研究所(含四十學分班)以上的平均數為3.77，標準差為0.80，其 t值未達顯著

(t(577)= 1.28, p= .20)，顯示不同教育程度教師在成員發展與訓練上，沒有差

異。 

在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方面，專科及大學的平均數為3.81，標準差為0.77，

研究所(含四十學分班)以上的平均數為3.73，標準差為0.80，其 t值未達顯著

(t(577)= 1.11, p= .27)，顯示不同教育程度教師在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上，沒有

差異。 

在評鑑與研究方面，專科及大學的平均數為3.17，標準差為0.84，研究

所(含四十學分班)以上的平均數為3.05，標準差為0.92，其 t值未達顯著

(t(577)= 1.61, p= .11)，顯示不同教育程度教師在評鑑與研究上，沒有差異。 

在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方面，專科及大學的平均數為3.76，標準差為0.82，

研究所(含四十學分班)以上的平均數為3.71，標準差為0.81，其 t值未達顯著

(t(577)= .65, p= .52)，顯示不同教育程度教師在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上，沒有

差異。 

綜上所述，不同教育程度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整體與各層面上，沒

有顯著差異。因此，假設不同教育程度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上有顯著差異，

未獲得支持。此結果與秦夢群和張奕華（2006）、蔡瑞倫（2008）的研究結果

大致相符。也就是說，教師的教育程度並不會影響教師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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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就教學年資而言 

不同教學年資的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整體與各層面的樣本數、平

均數、標準差與95%的信賴區間，如表 4- 6所示；對知覺校長科技領導層面

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如表 4- 7所示。為考驗假設，以下就教學年資變項對

知覺校長科技領導之差異，分別進行說明。 

表表表表 4- 6  
不同年資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平均數不同年資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平均數不同年資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平均數不同年資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平均數、、、、標準差與信賴區間標準差與信賴區間標準差與信賴區間標準差與信賴區間 

變項 

(1)5年以下 (2)6(含)～10年 (3)11(含)～15年 (4)16(含)～20年 (5)21(含)年以上 

(n =65) (n =217) (n =150) (n =103) (n =44) 

M 95%信賴區間 M 95%信賴區間 M 95%信賴區間 M 95%信賴區間 M 95%信賴區間 

(S D) 下界 上界 (S D) 下界 上界 (S D) 下界 上界 (S D) 下界 上界 (S D) 下界 上界 

願景、計畫

與管理 

3.62 

(0.81) 
3.42 3.82 

3.47 

(0.82) 
3.36 3.58 

3.54 

(0.86) 
3.40 3.68 

3.51 

(0.88) 
3.33 3.68 

3.79 

(0.73) 
3.57 4.01 

成員發展與

訓練 

3.85 

(0.74) 
3.67 4.04 

3.78 

(0.79) 
3.68 3.89 

3.86 

(0.77) 
3.73 3.98 

3.79 

(0.94) 
3.60 3.97 

3.96 

(0.80) 
3.72 4.21 

科技與基本

設施支持 

3.83 

(0.72) 
3.65 4.01 

3.73 

(0.75) 
3.63 3.83 

3.79 

(0.76) 
3.67 3.91 

3.72 

(0.91) 
3.54 3.90 

3.98 

(0.76) 
3.75 4.21 

評鑑與研究 3.39 

(0.77) 
3.20 3.58 

3.04 

(0.84) 
2.92 3.15 

3.12 

(0.87) 
2.98 3.26 

3.08 

(0.95) 
2.89 3.26 

3.20 

(0.97) 
2.90 3.49 

人際關係與

溝通技巧 

3.87 

(0.79) 
3.67 4.06 

3.66 

(0.80) 
3.56 3.77 

3.75 

(0.78) 
3.62 3.87 

3.72 

(0.90) 
3.54 3.89 

3.91 

(0.77) 
3.68 4.14 

整體 3.71 

(0.65) 
3.55 3.87 

3.54 

(0.70) 
3.44 3.63 

3.61 

(0.73) 
3.49 3.73 

3.56 

(.85) 
3.40 3.73 

3.77 

(0.73) 
3.55 3.99 

表表表表 4- 7  
不同年資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不同年資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不同年資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不同年資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 

變項 
變異 
來源 

SS df MS F p ω2 1-β 

願景、計畫與管理 組間 4.50 4 1.12 1.62 .17 <.01 .50 

組內 398.24 574 0.69     

總和 402.73 578      

成員發展與訓練 組間 1.54 4 0.39 .59 .67 <.01 .20 

組內 376.71 574 0.66     

總和 378.25 578      

科技與基本設施支

持 
組間 2.74 4 0.68 1.12 .35 <.01 .35 

組內 350.38 574 0.61     

總和 353.11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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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 7 （（（（續續續續）））） 

變項 
變異 
來源 

SS df MS F p ω2 1-β 

評鑑與研究 組間 6.74 4 1.69 2.21 .07 .01 .65 

組內 437.63 574 0.76     

總和 444.37 578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

巧 
組間 3.61 4 0.90 1.37 .24 <.01 .43 

組內 378.58 574 0.66     

總和 382.19 578      

整體 組間 3.09 4 0.77 1.45 .22 <.01 .45 

組內 306.79 574 0.53     

總和 309.88 578      

在整體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未達顯著(F(4, 574)= 

1.45, p= .22)，代表不同教育年資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整體方面上沒有差

異。 

在願景、計畫與管理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未達

顯著(F(4, 574)= 1.62, p= .17)，顯示不同教育年資教師在願景、計畫與管理上，

沒有差異。 

在成員發展與訓練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未達顯

著(F(4, 574)= 0.59, p= .67)，顯示不同教育年資教師在成員發展與訓練上，沒

有差異。 

在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未

達顯著(F(4, 574)= 1.12, p= .35)，顯示不同教育年資教師在科技與基本設施支

持上，沒有差異。 

在評鑑與研究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未達顯著(F(4, 

574)= 2.21, p= .07)，顯示不同教育年資教師在評鑑與研究上，沒有差異。 

在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未

達顯著(F(4, 574)= 1.37, p= .24)，顯示不同教育年資教師在人際關係與溝通技

巧上，沒有差異。 

綜上所述，不同教學年資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整體與各層面上，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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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顯著差異。因此，假設不同服務年資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上有顯著差異，

未獲得支持。此結果與秦夢群和張奕華（2006）、蔡瑞倫（2008）的研究結果

大致相符。也就是說，教師的教學年資並不會影響教師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

結果。 

五、就任教科目而言 

不同任教科目的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整體與各層面的樣本數、平

均數、標準差與95%的信賴區間，如表 4- 8所示；對知覺校長科技領導層面

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如表 4- 9所示。為考驗假設，以下就任教科目變項對

知覺校長科技領導之差異，分別進行說明。 

表表表表 4- 8  
不同科目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平均數不同科目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平均數不同科目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平均數不同科目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平均數、、、、標準差與信賴區間標準差與信賴區間標準差與信賴區間標準差與信賴區間 

變項 

(1)包班 (2)文科 (3)理科 (4)術科 (5)電腦及其他 

(n =209) (n =122) (n =123) (n =48) (n =77) 

M 
95% 

信賴區間 
M 

95% 

信賴區間 
M 

95% 

信賴區間 
M 

95% 

信賴區間 
M 

95% 

信賴區間 

(S D) 
下

界 

上

界 
(S D) 

下

界 

上

界 
(S D) 

下

界 

上

界 
(S D) 

下

界 

上

界 
(S D) 

下

界 

上

界 

願景、計畫

與管理 
3.52 

(0.84) 
3.41 3.64 

3.58 

(0.81) 
3.44 3.73 

3.55 

(0.79) 
3.41 3.69 

3.47 

(0.88) 
3.21 3.72 

3.50 

(0.91) 
3.29 3.71 

成員發展

與訓練 
3.85 

(0.81) 
3.74 3.96 

3.90 

(0.76) 
3.76 4.03 

3.80 

(0.80) 
3.65 3.94 

3.69 

(0.83) 
3.45 3.93 

3.77 

(0.88) 
3.57 3.97 

科技與基

本設施支

持 

3.78 

(0.77) 
3.68 3.89 

3.83 

(0.80) 
3.69 3.97 

3.73 

(0.75) 
3.60 3.87 

3.74 

(0.80) 
3.51 3.97 

3.75 

(0.83) 
3.56 3.94 

評鑑與研

究 
3.06 

(0.90) 
2.94 3.18 

3.15 

(0.83) 
3.00 3.30 

3.13 

(0.81) 
2.99 3.28 

3.16 

(0.89) 
2.90 3.42 

3.16 

(0.99) 
2.93 3.38 

人際關係

與溝通技

巧 

3.71 

(0.82) 
3.60 3.82 

3.75 

(0.83) 
3.60 3.90 

3.76 

(0.75) 
3.63 3.90 

3.71 

(0.86) 
3.46 3.96 

3.76 

(0.84) 
3.57 3.95 

整體 3.59 

(0.74) 
3.49 3.69 

3.64 

(0.71) 
3.52 3.77 

3.60 

(.69) 
3.47 3.72 

3.55 

(0.78) 
3.33 3.78 

3.59 

(0.80) 
3.41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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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 9  
不同科目不同科目不同科目不同科目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 

變項 
變異 
來源 

SS df MS F p ω2 1-β 

願景、計畫與管理 組間 0.70 4 0.17 0.25 .91 -.01 .11 

組內 402.03 574 0.70     

總和 402.73 578      

成員發展與訓練 組間 2.02 4 0.51 0.77 .54 <.01 .25 

組內 376.23 574 0.66     

總和 378.25 578      

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 組間 0.70 4 0.17 0.28 .89 -.01 .11 

組內 352.41 574 0.61     

總和 353.11 578      

評鑑與研究 組間 1.05 4 0.26 0.34 .85 -.01 .13 

組內 443.32 574 0.77     

總和 444.37 578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組間 0.33 4 0.08 0.12 .97 -.01 .08 

組內 381.86 574 0.67     

總和 382.19 578      

整體 組間 0.38 4 0.09 0.17 .95 -.01 .09 

組內 309.51 574 0.54     

總和 309.88 578      

在整體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未達顯著(F(4, 574)= 

0.17, p= .95)，代表不同任教科目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整體方面上沒有差

異。 

在願景、計畫與管理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未達

顯著(F(4, 574)= 0.25, p= .91)，顯示不同任教科目教師在願景、計畫與管理上，

沒有差異。 

在成員發展與訓練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未達顯

著(F(4, 574)= 0.77, p= .54)，顯示不同任教科目教師在成員發展與訓練上，沒

有差異。 

在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未

達顯著(F(4, 574)= 0.28, p= .89)，顯示不同任教科目教師在科技與基本設施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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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上，沒有差異。 

在評鑑與研究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未達顯著(F(4, 

574)= 0.34, p= .85)，顯示不同任教科目教師在評鑑與研究上，沒有差異。 

在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未

達顯著(F(4, 574)= 0.12, p= .97)，顯示不同任教科目教師在人際關係與溝通技

巧上，沒有差異。 

綜上所述，不同任教科目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整體與各層面上，沒

有顯著差異。因此，假設不同任教科目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上有顯著差異，

未獲得支持。也就是說，教師的任教科目並不會影響教師知覺校長科技領導

的結果。 

六、就擔任職務而言 

不同擔任職務的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整體與各層面的樣本數、平

均數、標準差與95%的信賴區間，如表 4- 10所示；對知覺校長科技領導層 

 

表表表表 4- 10  
不同職務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平均數不同職務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平均數不同職務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平均數不同職務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平均數、、、、標準差與信賴區間標準差與信賴區間標準差與信賴區間標準差與信賴區間 

變項 

(1)主任 (2)組長 (3)導師 (4)專任（科任）教師 

(n =84) (n =144) (n =275) (n =76) 

M 95%信賴區間 M 95%信賴區間 M 95%信賴區間 M 95%信賴區間 

(S D) 下界 上界 (S D) 下界 上界 (S D) 下界 上界 (S D) 下界 上界 

願景、計畫

與管理 
3.68 

(0.78) 
3.51 3.85 

3.47 

(0.86) 
3.33 3.61 

3.53 

(0.81) 
3.43 3.62 

3.54 

(0.91) 
3.33 3.75 

成員發展與

訓練 
4.02 

(0.70) 
3.87 4.18 

3.80 
(0.80) 

3.67 3.93 
3.75 

(0.83) 
3.66 3.85 

3.90 
(0.83) 

3.71 4.09 

科技與基本

設施支持 
3.97 

(0.78) 
3.80 4.14 

3.72 
(0.81) 

3.59 3.85 
3.73 

(0.74) 
3.64 3.81 

3.84 
(0.86) 

3.64 4.03 

評鑑與研究 
3.23 

(0.85) 
3.04 3.41 

3.09 
(0.88) 

2.94 3.23 
3.06 

(0.84) 
2.96 3.16 

3.26 
(1.00) 

3.03 3.48 

人際關係與

溝通技巧 
4.01 

(0.79) 
3.84 4.18 

3.75 
(0.79) 

3.62 3.88 
3.64 

(0.80) 
3.54 3.73 

3.76 
(0.88) 

3.56 3.96 

整體 
3.78 

(0.69) 
3.63 3.93 

3.57 
(0.74) 

3.44 3.69 
3.54 

(0.71) 
3.46 3.63 

3.66 
(0.81) 

3.47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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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如表 4- 11所示。為考驗假設，以下就擔任職務變

項對知覺校長科技領導之差異，分別進行說明。 

表表表表 4- 11  
不同職務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不同職務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不同職務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不同職務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 

變項 
變異 
來源 

SS df MS F p 
事後

比較 
ω2 1-β 

願景、計畫與管理 組間 2.41 3 0.80 1.15 .33  <.01 .31 

組內 400.32 575 0.70      

總和 402.73 578       

成員發展與訓練 組間 5.21 3 1.74 2.68 .05  .01 .65 

組內 373.04 575 0.65      

總和 378.25 578       

科技與基本設施支

持 
組間 4.62 3 1.54 2.54 .06  .01 .63 

組內 348.49 575 0.61      

總和 353.11 578       

評鑑與研究 組間 3.56 3 1.19 1.55 .20  <.01 .41 

組內 440.81 575 0.77      

總和 444.37 578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

巧 
組間 8.89 3 2.96 4.57 <.01 (1)>(3) .02 .89 

組內 373.30 575 0.65      

總和 382.19 578       

整體 組間 4.18 3 1.39 2.62 .05  .01 .64 

組內 305.70 575 0.53      

總和 309.88 578       

在整體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未達顯著(F(3, 575)= 

2.62, p= .05)，代表不同擔任職務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整體方面上沒有差

異。 

在願景、計畫與管理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未達

顯著(F(3, 575)= 1.15, p= .33)，顯示不同擔任職務教師在願景、計畫與管理上，

沒有差異。 

在成員發展與訓練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未達顯

著(F(3, 575)= 2.68, p= .05)，顯示不同擔任職務教師在成員發展與訓練上，沒

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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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未

達顯著(F(3, 575)= 2.54, p= .06)，顯示不同擔任職務教師在科技與基本設施支

持上，沒有差異。 

在評鑑與研究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未達顯著(F(3, 

575)= 1.55, p= .20) ，顯示不同擔任職務教師在評鑑與研究上，沒有差異。 

在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達

顯著水準(F(3, 575)= 4.57, p< .01)，代表不同擔任職務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

導上有所差異，經Scheffé法進行事後比較結果發現，主任(M=4.01)顯著大於

導師(M=3.64)。 

綜上所述，在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層面，主任顯著大於導師。因此，假

設不同擔任職務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上有顯著差異，少部分獲得支持。此結

果與秦夢群和張奕華（2006）、蔡瑞倫（2008）與吳勝揚（2009）的研究結果

大致相符。由以上的結果可以發現，擔任職務是影響教師知覺校長科技領導

的重要因素。探究其原因，研究者認為可能與擔任主任之教師長時間與校長

接觸，較容易知覺校長理念及作法所致。 

參參參參、、、、不同學校環境變項下校長科技領導之差異比較不同學校環境變項下校長科技領導之差異比較不同學校環境變項下校長科技領導之差異比較不同學校環境變項下校長科技領導之差異比較 

本研究學校環境變項包含學校類別、學校規模及學校所在地共三項，經

統計結果，將不同學校環境變項之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差異比較分析，

分別說明如下： 

一、就學校類別而言 

不同學校類別的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整體與各層面的平均數、標

準差、t值、95%的信賴區間、效果值與統計考驗力，如表 4- 12所示。為考

驗假設，以下就性別變項對知覺校長科技領導之差異，分別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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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 12  
不同學校類別不同學校類別不同學校類別不同學校類別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 t考驗分析摘要考驗分析摘要考驗分析摘要考驗分析摘要 

變項 

國小 

(n=335) 

國中 

(n=244) 

 95% 

信賴區間 
  

M SD M SD t值 P LL UL η2 1-β 

願景、計畫與管理 3.60 0.82 3.44 0.85 2.32 .02 .02 .30 .01 .64 

成員發展與訓練 3.89 0.79 3.73 0.83 2.26 .02 .02 .29 .01 .62 

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 3.83 0.76 3.70 0.81 2.10 .04 .01 .27 .01 .55 

評鑑與研究 3.14 0.88 3.09 0.88 0.67 .50 -.10 .19 <.01 .10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3.77 0.82 3.69 0.80 1.17 .24 -.05 .21 <.01 .22 

整體 3.65 0.73 3.53 0.74 1.90 .06 .00 .24 .01 .47 

在整體方面，國小教師的平均數為3.65，標準差為0.73，國中教師的平

均數為3.53，標準差為0.74，其 t值未達顯著(t(577)= 1.90, p= .06)，顯示不同

學校類別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整體方面上，沒有差異。 

在願景、計畫與管理方面，國小教師的平均數為3.60，標準差為0.82，

國中教師的平均數為3.44，標準差為0.85，其 t值達顯著水準(t(577)= 2.32, 

p= .02)，顯示國小教師在願景、計畫與管理上，顯著大於國中教師。 

在成員發展與訓練方面，國小教師的平均數為3.89，標準差為0.79，國

中教師的平均數為3.73，標準差為0.83，其 t值達顯著水準(t(577)= 2.26, p= .02)，

顯示國小教師在成員發展與訓練上，顯著大於國中教師。 

在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方面，國小教師的平均數為3.83，標準差為0.76，

國中教師的平均數為3.70，標準差為0.81，其 t值達顯著水準(t(577)= 2.10, 

p= .04)，顯示國小教師在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上，顯著大於國中教師。 

在評鑑與研究方面，國小教師的平均數為3.14，標準差為0.88，國中教

師的平均數為3.09，標準差為0.88，其 t值未達顯著(t(577)= 0.67, p= .50)，顯

示不同學校類別教師在評鑑與研究上，沒有差異。 

在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方面，國小教師的平均數為3.77，標準差為0.82，

國中教師的平均數為3.69，標準差為0.80，其 t值未達顯著(t(577)= 1.17, p= .24)，

顯示不同學校類別教師在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上，沒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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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在願景、計畫與管理、成員發展與訓練與科技與基本設施支

持層面，國小教師顯著大於國中教師。因此，假設不同學校類別在知覺校長

科技領導上有顯著差異，部分獲得支持。由以上的結果可以發現，不同學校

類別是影響教師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重要因素。探究其原因，研究者認為可

能與國小教師固定週三下午校內進修研習，與校長間的互動較為密切所致。 

二、就學校規模而言 

不同學校規模的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整體與各層面的樣本數、平

均數、標準差與95%的信賴區間，如表 4- 13所示；對知覺校長科技領導層

面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如表 4- 14所示。為考驗假設，以下就學校規模變

項對知覺校長科技領導之差異，分別進行說明。 

表表表表 4- 13 
不同學校規模教師不同學校規模教師不同學校規模教師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平均數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平均數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平均數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平均數、、、、標準差與信賴區間標準差與信賴區間標準差與信賴區間標準差與信賴區間 

變項 

(1)6班(含)以下 (2)7(含)～12班 (3)13(含)～24班 (4)25(含)～36班 (5)37班(含)以上 

(n =65) (n =65) (n =126) (n =135) (n =188) 

M 95% 

信賴區間 

M 95% 

信賴區間 

M 95% 

信賴區間 

M 95% 

信賴區間 

M 95% 

信賴區間 

(S D) 下界 上界 (S D) 下界 上界 (S D) 下界 上界 (S D) 下界 上界 (S D) 下界 上界 

願景、計畫

與管理 

3.61 

(0.78) 
3.41 3.80 

3.61 

(0.66) 
3.45 3.77 

3.40 

(0.84) 
3.25 3.54 

3.41 

(0.94) 
3.25 3.57 

3.67 

(0.81) 
3.55 3.79 

成員發展與

訓練 

3.94 

(0.73) 
3.76 4.12 

3.88 

(0.71) 
3.71 4.06 

3.79 

(0.79) 
3.65 3.93 

3.65 

(0.89) 
3.50 3.80 

3.91 

(0.80) 
3.80 4.03 

科技與基本

設施支持 

3.91 

(0.78) 
3.72 4.11 

3.90 

(0.63) 
3.75 4.06 

3.71 

(0.80) 
3.57 3.85 

3.65 

(0.86) 
3.51 3.80 

3.81 

(0.75) 
3.71 3.92 

評鑑與研究 3.20 

(0.82) 
3.00 3.41 

3.16 

(0.85) 
2.95 3.37 

3.07 

(0.91) 
2.91 3.23 

2.98 

(0.88) 
2.83 3.13 

3.20 

(0.87) 
3.07 3.33 

人際關係與

溝通技巧 

3.83 

(0.80) 
3.63 4.02 

3.86 

(0.70) 
3.68 4.03 

3.69 

(0.81) 
3.54 3.83 

3.61 

(0.89) 
3.46 3.76 

3.79 

(0.79) 
3.68 3.90 

整體 3.70 

(0.69) 
3.53 3.87 

3.68 

(0.61) 
3.53 3.84 

3.53 

(0.74) 
3.40 3.66 

3.46 

(0.81) 
3.32 3.60 

3.68 

(0.71) 
3.57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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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 14  
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 

變項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事後

比較 
ω2 1-β 

願景、計畫與

管理 
組間 8.78 4 2.19 3.20 .01 ns .02 .83 

組內 393.96 574 0.69      

總和 402.73 578       

成員發展與

訓練 
組間 6.67 4 1.67 2.57 .04 ns .01 .73 

組內 371.59 574 0.65      

總和 378.25 578       

科技與基本

設施支持 
組間 5.24 4 1.31 2.16 .07  .01 .64 

組內 347.88 574 0.61      

總和 353.11 578       

評鑑與研究 組間 4.69 4 1.17 1.53 .20  <.01 .48 

組內 439.68 574 0.77      

總和 444.37 578       

人際關係與

溝通技巧 
組間 4.47 4 1.12 1.70 .15  .01 .52 

組內 377.73 574 0.66      

總和 382.190 578       

整體 組間 5.43 4 1.36 2.56 .04 ns .01 .72 

組內 304.46 574 0.53      

總和 309.88 578       

在整體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

發現，其F值達顯著水準(F(4, 574)= 2.56, p= .04)，代表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在

知覺校長科技領導上有所差異，經Scheffé法進行事後比較結果，卻找不出組

別之間的差異，顯示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整體方面上，沒

有差異。 

在願景、計畫與管理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達顯

著水準(F(4, 574)= 3.20, p= .01)，代表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

上有所差異，經Scheffé法進行事後比較結果，卻找不出組別之間的差異，顯

示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在願景、計畫與管理上，沒有差異。 

在成員發展與訓練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達顯著

水準(F(4, 574)= 2.57, p= .04)，代表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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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差異，經Scheffé法進行事後比較結果，卻找不出組別之間的差異，顯示

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在成員發展與訓練上，沒有差異。 

在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未

達顯著(F(4, 574)= 2.16, p= .07)，顯示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在科技與基本設施支

持上，沒有差異。 

在評鑑與研究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未達顯著(F(4, 

574)= 1.53, p= .20)，顯示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在評鑑與研究上，沒有差異。 

在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未

達顯著(F(4, 574)= 1.70, p= .15)，顯示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在人際關係與溝通技

巧上，沒有差異。 

綜上所述，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整體與各層面上，沒

有顯著差異。因此，假設不同學校規模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上有顯著差異，

未獲得支持。也就是說，不同學校規模並不會影響教師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

結果。 

三、就學校所在地而言 

不同學校所在地的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整體與各層面的平均數、

標準差、t值、95%的信賴區間、效果值與統計考驗力，如表 4- 15所示。為

考驗假設，以下就學校所在地變項對知覺校長科技領導之差異，分別進行說

明。 

表表表表 4- 15  
不同學校所在地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不同學校所在地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不同學校所在地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不同學校所在地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 t考驗分析摘要考驗分析摘要考驗分析摘要考驗分析摘要 

變項 

一般 

(n=465) 

偏遠 

(n=114) 

 95% 

信賴區間 
  

M SD M SD t值 p LL UL η2 1-β 

願景、計畫與管理 3.58 0.84 3.37 0.82 2.35 .02 .03 .37 .01 .65 

成員發展與訓練 3.84 0.83 3.76 0.72 0.89 .37 -.09 .24 <.01 .15 

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 3.79 0.78 3.72 0.79 0.82 .41 -.09 .23 <.01 .13 

評鑑與研究 3.14 0.88 3.02 0.85 1.25 .21 -.07 .29 <.01 .24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3.75 0.83 3.68 0.75 0.89 .37 -.09 .24 <.01 .15 

整體 3.62 0.74 3.51 0.68 1.40 .16 -.04 .26 <.01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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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體方面，一般教師的平均數為3.62，標準差為0.74，偏遠教師的平

均數為3.51，標準差為0.68，其 t值未達顯著(t(577)= 1.40, p= .16)，顯示不同

學校所在地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整體方面上，沒有差異。 

在願景、計畫與管理方面，一般教師的平均數為3.58，標準差為0.84，

偏遠教師的平均數為3.37，標準差為0.82，其 t值達顯著水準(t(577)= 2.35, 

p= .02)，顯示一般教師在願景、計畫與管理上，顯著大於偏遠教師。 

在成員發展與訓練方面，一般教師的平均數為3.84，標準差為0.83，偏

遠教師的平均數為3.76，標準差為0.72，其 t值未達顯著(t(577)= 0.89, p= .37)，

顯示不同學校所在地教師在成員發展與訓練上，沒有差異。 

在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方面，一般教師的平均數為3.79，標準差為0.78，

偏遠教師的平均數為3.72，標準差為0.79，其 t值未達顯著(t(577)= 0.82, p= .41)，

顯示不同學校所在地教師在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上，沒有差異。 

在評鑑與研究方面，一般教師的平均數為3.14，標準差為0.88，偏遠教

師的平均數為3.02，標準差為0.85，其 t值未達顯著(t(577)= 1.25, p= .21)，顯

示不同學校所在地教師在評鑑與研究上，沒有差異。 

在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方面，一般教師的平均數為3.75，標準差為0.83，

偏遠教師的平均數為3.68，標準差為0.75，其 t值未達顯著(t(577)= 0.89, p= .37)，

顯示不同學校所在地教師在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上，沒有差異。 

綜上所述，在願景、計畫與管理層面，一般地區教師顯著大於偏遠地區

教師。因此，假設不同學校所在地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上有顯著差異，少部

分獲得支持。由以上的結果可以發現，不同學校所在地是影響教師知覺校長

科技領導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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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教師知覺校長科技領導差異結果分析整理如表 4- 16： 

表表表表 4- 16  
教師知覺校長科技領導教師知覺校長科技領導教師知覺校長科技領導教師知覺校長科技領導差異差異差異差異結果分析結果分析結果分析結果分析 

背景

變項 
分組 

校長科

技領導 

願景、

計畫與

管理 

成員發

展與訓

練 

科技與

基本設

施支持 

評鑑與

研究 

人際關

係與溝

通技巧 

性別 (1)男 

(2)女 

- - - - - - 

年齡 (1)30歲以下 

(2)31(含)～40歲 

(3)41(含)～50歲 

(4)51(含)歲以上 

(4)>(2) - - (4)>(2) 

(4)>(3) 

(4)>(2) - 

教育

程度 

(1)專科或大學 

(2)研究所以上 

- - - - - - 

教學

年資 

(1)5年以下 

(2)6（含）～10年 

(3)11（含）～15 年 

(4)16（含）～20 年 

(5)21 含）年以上 

- - - - - - 

任教

科目 

(1)包班 

(2)文科 

(3)理科 

(4)術科 

(5)電腦及其他 

- - - - - - 

擔任

職務 

(1)主任 

(2)組長 

(3)導師 

(4)專任(科任)教師 

- - - - - (1)>(3) 

學校

類別 

(1)國小 

(2)國中 

- (1)>(2) (1)>(2) (1)>(2) - - 

學校

規模 

(1)6 班(含)以下 

(2)7(含)～12 班 

(3)13(含)～24 班 

(4)25(含)～36 班 

(5)37班(含）以上 

- - - - - - 

學校

所在

地 

(1)一般 

(2)偏遠 

- (1)>(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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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公立國民中公立國民中公立國民中公立國民中、、、、小學教師資訊科技小學教師資訊科技小學教師資訊科技小學教師資訊科技 

素養之現況與差異情形素養之現況與差異情形素養之現況與差異情形素養之現況與差異情形 

本節就問卷調查所得資料，分析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教師資訊科技

素養之現況與差異情形，據以回答待答問題二。 

壹壹壹壹、、、、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教師資訊科技素養之整體暨各層面現況小學教師資訊科技素養之整體暨各層面現況小學教師資訊科技素養之整體暨各層面現況小學教師資訊科技素養之整體暨各層面現況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一、就整體而言 

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教師資訊科技素養的平均數為4.24，標準差為

0.49，其值介於大致符合與非常符合之間，屬於中高程度。 

二、就各層面而言 

由表 4- 17可知，就各層面而言，以法律與倫理(M= 4.42)為最高，資訊

科技認知(M= 4.36)次之，再來為軟、硬體操作(M= 4.31)，教學應用(M= 3.87)

分數最低。而上述各層面的平均數除教學應用介於有點符合與大致符合之間

外，其餘均介於大致符合與非常符合之間，顯示教師資訊科技素養的現況屬

於中高程度。 

綜上所述，此結果與李航申（2004）、林育立（2005）以及吳勝揚（2009）

的研究結果相符。 

表表表表 4- 17  
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教師資訊科技素養各層面與整體小學教師資訊科技素養各層面與整體小學教師資訊科技素養各層面與整體小學教師資訊科技素養各層面與整體現況現況現況現況分析摘要分析摘要分析摘要分析摘要 

層面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軟、硬體操作 4.31 0.66 3 
法律與倫理 4.42 0.56 1 
教學應用 3.87 0.71 4 
資訊科技認知 4.36 0.64 2 
整體 4.24 0.49 - 



 

110 

 

貳貳貳貳、、、、不同個人背景變項下不同個人背景變項下不同個人背景變項下不同個人背景變項下教師資訊科技素養教師資訊科技素養教師資訊科技素養教師資訊科技素養之差異比較之差異比較之差異比較之差異比較 

本研究個人背景變項包含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教學年資、任教科目

及擔任職務共六項，經統計結果，將不同個人背景變項之教師在資訊科技素

養的差異比較分析，分別說明如下： 

一、就性別而言 

不同性別的教師，在教師資訊科技素養整體與各層面的平均數、標準差、

t值、95%的信賴區間、效果值與統計考驗力，如表 4- 18所示。為考驗假設，

以下就性別變項對教師資訊科技素養之差異，分別進行說明。 

表表表表 4- 18  
不同性別不同性別不同性別不同性別教師在教師資訊科技素養的教師在教師資訊科技素養的教師在教師資訊科技素養的教師在教師資訊科技素養的 t考驗分析摘要考驗分析摘要考驗分析摘要考驗分析摘要 

變項 

男 

(n=225) 

女 

(n=354) 

 95% 

信賴區間 
  

M SD M SD t值 p LL UL η2 1-β 

軟、硬體操作 4.53 0.62 4.17 0.65 6.73 <.01 .26 .47 .07 1.00 

法律與倫理 4.41 0.56 4.42 0.57 -0.01 .99 -.10 .09 <.01 .05 

教學應用 3.94 0.74 3.83 0.70 1.67 .10 -.02 .22 .01 .39 

資訊科技認知 4.33 0.64 4.38 0.64 -0.87 .39 -.15 .06 <.01 .14 

整體 4.30 0.51 4.20 0.48 2.49 .01 .02 .19 .01 .70 

在整體方面，男性教師的平均數為4.30，標準差為0.51，女性教師的平

均數為4.20，標準差為0.51，其 t值達顯著差異(t(577)= 2.49, p = .01)，顯示男

性教師在教師資訊科技素養整體方面上，顯著高於女性教師。 

在軟、硬體操作方面，男性教師的平均數為4.53，標準差為0.62，女性

教師的平均數為4.17，標準差為0.65，其t值達顯著差異(t(577)= 6.73, p < .01)，

顯示男性教師在軟、硬體操作上，顯著高於女性教師。 

在法律與倫理方面，男性教師的平均數為4.41，標準差為0.56，女性教

師的平均數為4.42，標準差為0.57，其 t值未達顯著(t(577)= -0.01, p = .99)，

顯示不同性別之教師在法律與倫理上，沒有差異。 

在教學應用方面，男性教師的平均數為3.94，標準差為0.74，女性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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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數為3.83，標準差為0.70，其 t值未達顯著(t(577)= -1.67, p = .10)，顯

示在不同性別之教師在教學應用上，沒有差異。 

在資訊科技認知方面，男性教師的平均數為4.33，標準差為0.64，女性

教師的平均數為4.38，標準差為0.64，其 t值未達顯著(t(577)= -0.87, p = .39)，

顯示在不同性別之教師在資訊科技認知上，沒有差異。 

綜上所述，在整體方面及軟、硬體操作層面，男性教師顯著高於女性教

師。因此，假設不同性別在教師資訊科技素養上有顯著差異，獲得支持。此

結果與國內相關研究的結果相符（王嘉祐，2006；白慧如，2003；何志中，

1999；何俊賢，2007；吳雲道，2006；吳勝揚，2009；吳麗花，2002；李航

申，2004；林育立，2005；林國芬，2009；徐式寬，2007；張雅玲，2001；

梁素梅，2007；莊奇勳，1992；陳怜怜，2000；陳韋穎，2004；陳勝文，2004；

塗淑君，2007；簡木全，2003）。由以上的結果可以發現，性別是影響教師資

訊科技素養的重要因素。探究其原因，研究者認為可能是男性教師在教學工

作的過程中，基於本身需要及興趣，較能認同資訊科技所致。 

二、就年齡而言 

不同年齡的教師，在資訊科技素養整體與各層面的樣本數、平均數、標

準差與95%的信賴區間，如表 4- 19所示；對資訊科技素養層面之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如表 4- 20所示。為考驗假設，以下就年齡變項對資訊科技素養

之差異，分別進行說明。 

在整體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未達顯著(F(3, 575)= 

0.79, p= .50)，代表不同年齡教師在教師資訊科技素養整體方面上沒有差異。 

在軟、硬體操作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達顯著水

準(F(3, 575)= 3.68, p= .01)，代表不同年齡教師在軟、硬體操作上有所差異，

經Scheffé法進行事後比較結果發現，30歲以下(M= 4.44)顯著大於41(含)～

50歲(M=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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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 19  
不同年齡教師在不同年齡教師在不同年齡教師在不同年齡教師在資訊科技素養的平均數資訊科技素養的平均數資訊科技素養的平均數資訊科技素養的平均數、、、、標準差與信賴區間標準差與信賴區間標準差與信賴區間標準差與信賴區間 

變項 

(1)30歲以下 (2)31(含)～40歲 (3)41(含)～50歲 (4)51(含)歲以上 

(n =74) (n =330) (n =156) (n =19) 

M 95%信賴區間 M 95%信賴區間 M 95%信賴區間 M 95%信賴區間 

(S D) 下界 上界 (S D) 下界 上界 (S D) 下界 上界 (S D) 下界 上界 

軟、硬體操作 4.44 

(0.59) 
4.30 4.57 

4.35 

(0.66) 
4.28 4.42 

4.17 

(0.67) 
4.07 4.28 

4.23 

(0.71) 
3.89 4.57 

法律與倫理 4.30 

(0.58) 
4.16 4.43 

4.40 

(0.58) 
4.34 4.46 

4.46 

(0.53) 
4.37 4.54 

4.77 

(0.33) 
4.61 4.93 

教學應用 3.83 

(0.71) 
3.66 3.99 

3.88 

(0.71) 
3.80 3.96 

3.86 

(0.72) 
3.74 3.97 

4.12 

(0.66) 
3.80 4.44 

資訊科技認知 4.32 

(0.69) 
4.16 4.48 

4.38 

(0.64) 
4.31 4.45 

4.35 

(0.61) 
4.25 4.44 

4.39 

(0.69) 
4.05 4.72 

整體 4.22 

(0.47) 
4.11 4.33 

4.25 

(0.51) 
4.20 4.31 

4.21 

(0.48) 
4.13 4.28 

4.38 

(0.47) 
4.15 4.60 

 
表表表表 4- 20  
不同年齡不同年齡不同年齡不同年齡教師在資訊科技素養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教師在資訊科技素養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教師在資訊科技素養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教師在資訊科技素養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 

變項 變異 
來源 

SS df MS F p 事後 
比較 

ω2 1-β 

軟、硬體操作 組間 4.72 3 1.57 3.68 .01 (1)>(3) .01 .80 

組內 245.74 575 0.43      

總和 250.46 578       

法律與倫理 組間 3.83 3 1.28 4.06 .01 (4)>(1) .02 .84 

組內 180.53 575 0.31   (4)>(2)   

總和 184.35 578       

教學應用 組間 1.35 3 0.45 0.89 .45  <.01 .25 

組內 291.94 575 0.51      

總和 293.30 578       

資訊科技認知 組間 0.23 3 0.08 0.19 .91  <.01 .09 

組內 234.85 575 0.41      

總和 235.08 578       

整體 組間 0.58 3 0.19 0.79 .50  <.01 .22 

組內 140.68 575 0.24      

總和 141.26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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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與倫理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達顯著水準

(F(3, 575)= 4.06, p= .01)，代表不同年齡教師在法律與倫理上有所差異，經

Scheffé法進行事後比較結果發現，51(含)歲以上(M= 4.77)顯著大於30歲以下

(M= 4.30)與31(含)～40歲(M= 4.40)。 

在教學應用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達顯著水準(F(3, 

575)= 0.89, p= .45)，代表不同年齡教師在教學應用上沒有差異。 

在資訊科技認知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達顯著水

準(F(3, 575)= 0.19, p= .91)，代表不同年齡教師在資訊科技認知上沒有差異。 

綜上所述，在軟、硬體操作層面，30歲以下教師顯著大於41(含)～50

歲教師；在法律與倫理層面，51(含)歲以上教師顯著大於30歲以下與31(含)

～40歲教師。因此，假設不同年齡在教師資訊科技素養上有顯著差異，部分

獲得支持。此結果與國內相關研究的結果相符（王嘉祐，2006；白慧如，2003；

何俊賢，2007；吳雲道，2006；吳勝揚，2009；吳麗花，2002；李航申，2004；

林育立，2005；洪秀熒，2003；陳韋穎，2004；陳勝文，2004；黃雅君，2000；

塗淑君，2007；薛雅勻，2007；簡木全，2003）。由以上的結果可以發現，年

齡是影響教師資訊科技素養的重要因素。探究其原因，研究者認為在軟、硬

體操作層面上，可能與年紀較輕教師較早接觸電腦，甚至在求學階段已在學

校修習資訊科技相關課程，於是在使用電腦及網路上較為熟練，而年紀較長

教師可能從事教學數年後，才有電腦科技的出現，對於使用電腦會產生抗拒

感；至於在法律與倫理層面，可能與年紀較長教師不熟悉資訊科技的使用，

使其在使用上更加小心謹慎所致。 

三、就教育程度而言 

不同教育程度的教師，在資訊科技素養整體與各層面的平均數、標準差、

t值、95%的信賴區間、效果值與統計考驗力，如表 4- 21所示。為考驗假設，

以下就教育程度變項對資訊科技素養之差異，分別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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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 21  
不同不同不同不同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師在資訊科技素養的教師在資訊科技素養的教師在資訊科技素養的教師在資訊科技素養的 t考驗分析摘要考驗分析摘要考驗分析摘要考驗分析摘要 

變項 

 

專科及大學 

(n=331) 

研究所以上 

(n=248) 

 95% 

信賴區間 
  

M SD M SD t值 p LL UL η2 1-β 

軟、硬體操作 4.24 0.67 4.41 0.63 -3.10 <.01 -.28 -.06 .02 .87 

法律與倫理 4.42 0.55 4.41 0.58 .34 .74 -.08 .11 <.01 .06 

教學應用 3.83 0.71 3.93 0.71 -1.64 .10 -.22 .02 .01 .37 

資訊科技認知 4.33 0.68 4.40 0.58 -1.26 .21 -.17 .04 <.01 .24 

整體 4.21 0.51 4.29 0.48 -1.93 .05 -.16 .00 .01 .49 

 

在整體方面，專科及大學的平均數為4.21，標準差為0.51，研究所(含四

十學分班)以上的平均數為4.29，標準差為0.48，其 t值未達顯著(t(577)= -1.93, 

p= .05)，顯示不同教育程度教師在教師資訊科技素養整體方面上，沒有差異。 

在軟、硬體操作方面，專科及大學的平均數為4.24，標準差為0.67，研

究所(含四十學分班)以上的平均數為4.41，標準差為0.63，其 t值達顯著差異

(t(577)= -3.10, p< .01)，顯示研究所(含四十學分班)以上教師在軟、硬體操作上，

顯著高於專科及大學教師。 

在法律與倫理方面，專科及大學的平均數為4.42，標準差為0.55，研究

所(含四十學分班)以上的平均數為4.41，標準差為0.58，其 t值未達顯著

(t(577)= 0.34, p= .74)，顯示不同教育程度教師在法律與倫理上，沒有差異。 

在教學應用方面，專科及大學的平均數為3.83，標準差為0.71，研究所(含

四十學分班)以上的平均數為3.93，標準差為0.71，其 t值未達顯著(t(577)= 

-1.64, p= .10)，顯示不同教育程度教師在教學應用上，沒有差異。 

在資訊科技認知方面，專科及大學的平均數為4.33，標準差為0.68，研

究所(含四十學分班)以上的平均數為4.40，標準差為0.58，其 t值未達顯著

(t(577)= -1.26, p= .21)，顯示不同教育程度教師在資訊科技認知上，沒有差異。 

綜上所述，在軟、硬體操作層面上，研究所(含四十學分班)以上教師顯

著高於專科及大學教師。因此，假設不同教育程度在教師資訊科技素養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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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差異，少部分獲得支持。此結果與國內相關研究的結果相符（白慧如，

2003；何志中，1999；何俊賢，2007；吳美惠，1992；吳雲道，2006；李航

申，2004；林育立，2005；徐式寬，2007；塗淑君，2007；薛雅勻，2007；

簡木全，2003）。由以上的結果可以發現，教育程度是影響教師資訊科技素養

的重要因素。探究其原因，研究者認為可能與研究所以上之教師因為職前教

育學程較久，並且在研究進行中需要找尋大量的資料，而在無形中提昇其資

訊素養所致。 

四、就教學年資而言 

不同教學年資的教師，在資訊科技素養整體與各層面的樣本數、平均數、

標準差與95%的信賴區間，如表 4- 22所示；對資訊科技素養層面之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如表 4- 23所示。為考驗假設，以下就教學年資變項對資訊科

技素養之差異，分別進行說明。 

 

表表表表 4- 22  
不同年資教師不同年資教師不同年資教師不同年資教師在在在在資訊科技素養的平均數資訊科技素養的平均數資訊科技素養的平均數資訊科技素養的平均數、、、、標準差與信賴區間標準差與信賴區間標準差與信賴區間標準差與信賴區間 

變項 

(1)5年以下 (2)6(含)～10年 (3)11(含)～15年 (4)16(含)～20年 (5)21(含)年以上 

(n =65) (n =217) (n =150) (n =103) (n =44) 

M 
95% 

信賴區間 
M 

95% 

信賴區間 
M 

95% 

信賴區間 
M 

95% 

信賴區間 
M 

95% 

信賴區間 

(S D) 
下

界 

上

界 
(S D) 

下

界 

上

界 
(S D) 

下

界 

上

界 
(S D) 

下

界 

上

界 
(S D) 

下

界 

上

界 

軟、硬

體操作 

4.49 

(0.57) 
4.34 4.63 

4.38 

(0.64) 
4.29 4.46 

4.23 

(0.70) 
4.12 4.34 

4.24 

(0.65) 
4.11 4.37 

4.15 

(0.69) 
3.94 4.36 

法律與

倫理 

4.35 

(0.64) 
4.19 4.51 

4.36 

(0.58) 
4.28 4.44 

4.47 

(0.53) 
4.38 4.55 

4.45 

(0.53) 
4.34 4.55 

4.53 

(0.55) 
4.36 4.70 

教學應

用 

4.02 

(0.70) 
3.85 4.20 

3.85 

(0.71) 
3.76 3.95 

3.86 

(0.73) 
3.74 3.98 

3.86 

(0.71) 
3.72 4.00 

3.82 

(0.65) 
3.62 4.02 

資訊科

技認知 

4.47 

(0.60) 
4.32 4.61 

4.37 

(0.65) 
4.29 4.46 

4.31 

(0.67) 
4.20 4.42 

4.36 

(0.57) 
4.25 4.47 

4.33 

(0.67) 
4.13 4.54 

整體 4.33 

(0.48) 
4.21 4.45 

4.24 

(0.50) 
4.17 4.31 

4.22 

(0.51) 
4.13 4.30 

4.23 

(0.47) 
4.14 4.32 

4.21 

(0.52) 
4.05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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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 23  
不同年資教師在資訊科技素養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不同年資教師在資訊科技素養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不同年資教師在資訊科技素養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不同年資教師在資訊科技素養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 

變項 
變異 
來源 

SS df MS F p 
事後 

比較 
ω2 1-β 

軟、硬體操作 組間 5.77 4 1.44 3.38 .01 ns .20 .85 

組內 244.70 574 0.43      

總和 250.46 578       

法律與倫理 組間 2.07 4 0.52 1.63 .16  <.01 .50 

組內 182.28 574 0.32      

總和 184.35 578       

教學應用 組間 1.69 4 0.42 0.83 .50  <.01 .27 

組內 291.60 574 0.51      

總和 293.30 578       

資訊科技認知 組間 1.24 4 0.31 0.76 .55  <.01 .25 

組內 233.83 574 0.41      

總和 235.08 578       

整體 組間 0.70 4 0.18 0.72 .58  <.01 .23 

組內 140.55 574 0.24      

總和 141.26 578       

在整體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未達顯著(F(4, 574)= 

0.72, p= .58)，代表不同教學年資教師在教師資訊科技素養整體方面上沒有差

異。 

在軟、硬體操作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達顯著水

準(F(4, 574)= 3.38, p= .01)，代表不同教學年資教師在軟、硬體操作上有所差

異，經Scheffé法進行事後比較結果後，卻找不出組別之間的差異，顯示不同

教學年資教師在整體方面上，沒有差異。 

在法律與倫理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達顯著水準

(F(4, 574)= 1.63, p= .16)，代表不同教學年資教師在法律與倫理上沒有差異。 

在教學應用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達顯著水準(F(4, 

574)= 0.83, p= .50)，代表不同教學年資教師在教學應用上沒有差異。 

在資訊科技認知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達顯著水

準(F(4, 574)= 0.76, p= .55)，代表不同教學年資教師在資訊科技認知上沒有差



 

117 

 

異。 

綜上所述，不同教學年資教師在資訊科技素養整體與各層面上，沒有顯

著差異。因此，假設不同服務年資在教師資訊科技素養上有顯著差異，未獲

得支持，此結果與國內相關研究的結果相符（陳怜怜，2000；湯昶洪，2003；

塗淑君，2007）。也就是說，教師的教學年資並不會影響教師資訊科技素養的

結果。 

五、就任教科目而言 

不同任教科目的教師，在資訊科技素養整體與各層面的樣本數、平均數、

標準差與95%的信賴區間，如表 4- 24所示；對資訊科技素養層面之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如表 4- 25所示。為考驗假設，以下就任教科目變項對資訊科

技素養之差異，分別進行說明。 

 

表表表表 4- 24  
不同科目教師不同科目教師不同科目教師不同科目教師在在在在資訊科技素養的平均數資訊科技素養的平均數資訊科技素養的平均數資訊科技素養的平均數、、、、標準差與信賴區間標準差與信賴區間標準差與信賴區間標準差與信賴區間 

變項 

(1)包班 (2)文科 (3)理科 (4)術科 (5)電腦及其他 

(n =209) (n =122) (n =123) (n =48) (n =77) 

M 95% 

信賴區間 

M 95% 

信賴區間 

M 95% 

信賴區間 

M 95% 

信賴區間 

M 95% 

信賴區間 

(S D) 
下

界 

上

界 
(S D) 

下

界 

上

界 
(S D) 

下

界 

上

界 
(S D) 

下

界 

上

界 
(S D) 

下

界 

上

界 

軟、硬體

操作 
4.31 

(0.63) 
4.22 4.40 

4.17 

(0.71) 
4.05 4.30 

4.39 

(0.66) 
4.27 4.51 

4.27 

(0.54) 
4.11 4.42 

4.42 

(0.68) 
4.27 4.58 

法律與倫

理 
4.47 

(0.51) 
4.40 4.54 

4.38 

(0.57) 
4.27 4.48 

4.38 

(0.59) 
4.27 4.48 

4.36 

(0.55) 
4.20 4.52 

4.41 

(0.66) 
4.26 4.56 

教學應用 3.84 

(0.68) 
3.75 3.93 

3.87 

(0.70) 
3.75 4.00 

3.92 

(0.73) 
3.79 4.05 

3.83 

(0.82) 
3.59 4.07 

3.93 

(0.75) 
3.76 4.10 

資訊科技

認知 
4.40 

(0.66) 
4.31 4.48 

4.42 

(0.61) 
4.31 4.53 

4.25 

(0.68) 
4.13 4.37 

4.21 

(0.55) 
4.05 4.37 

4.46 

(0.59) 
4.33 4.59 

整體 4.25 

(0.47) 
4.19 4.32 

4.21 

(0.49) 
4.12 4.30 

4.23 

(0.53) 
4.14 4.33 

4.17 

(0.47) 
4.03 4.30 

4.31 

(0.53) 
4.19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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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 25  
不同科目教師在資訊科技素養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不同科目教師在資訊科技素養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不同科目教師在資訊科技素養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不同科目教師在資訊科技素養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 

變項 
變異 

來源 
SS df MS F p 

事後 

比較 
ω2 1-β 

軟、

硬體

操作 

組間 4.13 4 1.03 2.40 .05  .01 .69 

組內 246.33 574 0.43      

總和 250.46 578       

法律

與倫

理 

組間 1.15 4 0.29 0.90 .46  <.01 .29 

組內 183.20 574 0.32      

總和 184.35 578       

教學

應用 
組間 0.82 4 0.20 0.40 .81  <.01 .14 

組內 292.48 574 0.51      

總和 293.30 578       

資訊

科技

認知 

組間 4.15 4 1.04 2.58 .04 ns .11 .73 

組內 230.93 574 0.40      

總和 235.08 578       

整體 組間 0.75 4 0.19 0.76 .55  <.01 .25 

組內 140.51 574 0.24      

總和 141.26 578       

在整體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未達顯著(F(4, 574)= 

0.76, p= .55)，代表不同任教科目教師在教師資訊科技素養整體方面上沒有差

異。 

在軟、硬體操作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未達顯著

(F(4, 574)= 2.40, p= .05)，顯示不同任教科目教師在軟、硬體操作上，沒有差

異。 

在法律與倫理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未達顯著(F(4, 

574)= 0.90, p= .46)，顯示不同任教科目教師在法律與倫理上，沒有差異。 

在教學應用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未達顯著(F(4, 

574)= 0.40, p= .81)，顯示不同任教科目教師在教學應用上，沒有差異。 

在資訊科技認知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達顯著水

準(F(4, 574)= 2.58, p= .04)，代表不同任教科目教師在資訊科技認知上有所差

異，經Scheffé法進行事後比較結果後，卻找不出組別之間的差異，顯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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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教科目教師在資訊科技認知上，沒有差異。 

綜上所述，不同任教科目教師在資訊科技素養整體與各層面上，沒有顯

著差異。因此，假設不同任教科目在教師資訊科技素養上有顯著差異，未獲

得支持，此結果與徐式寬（2007）研究的結果相符。也就是說，教師的任教

科目並不會影響教師資訊科技素養的結果。 

六、就擔任職務而言 

不同擔任職務的教師，在資訊科技素養整體與各層面的樣本數、平均數、

標準差與95%的信賴區間，如表 4- 26所示；對資訊科技素養層面之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如表 4- 27所示。為考驗假設，以下就擔任職務變項對資訊科

技素養之差異，分別進行說明。 

表表表表 4- 26  
不同職務教師在不同職務教師在不同職務教師在不同職務教師在資訊科技素養的平均數資訊科技素養的平均數資訊科技素養的平均數資訊科技素養的平均數、、、、標準差與信賴區間標準差與信賴區間標準差與信賴區間標準差與信賴區間 

變項 

(1)主任 (2)組長 (3)導師 (4)專任（科任）教師 

(n =84) (n =144) (n =275) (n =76) 

M 95%信賴區間 M 95%信賴區間 M 95%信賴區間 M 95%信賴區間 

(S D) 下界 上界 (S D) 下界 上界 (S D) 下界 上界 (S D) 下界 上界 

軟、硬體

操作 
4.51 

(0.64) 
4.38 4.65 

4.30 

(0.61) 
4.20 4.41 

4.23 

(0.66) 
4.15 4.30 

4.39 

(0.70) 
4.23 4.55 

法 律 與

倫理 
4.57 

(0.57) 
4.45 4.69 

4.39 
(0.49) 

4.31 4.47 
4.39 

(0.57) 
4.32 4.46 

4.39 
(0.63) 

4.24 4.53 

教 學 應

用 
3.99 

(0.71) 
3.83 4.14 

3.91 
(0.68) 

3.79 4.02 
3.81 

(0.71) 
3.72 3.89 

3.92 
(0.75) 

3.75 4.09 

資 訊 科

技認知 
4.42 

(0.62) 
4.29 4.55 

4.34 
(0.62) 

4.23 4.44 
4.31 

(0.67) 
4.23 4.39 

4.54 
(0.52) 

4.42 4.65 

整體 
4.37 

(0.50) 
4.27 4.48 

4.23 
(0.45) 

4.16 4.31 
4.18 

(0.50) 
4.12 4.24 

4.31 
(0.51) 

4.19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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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 27  
不同職務教師在資訊科技素養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不同職務教師在資訊科技素養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不同職務教師在資訊科技素養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不同職務教師在資訊科技素養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 

變項 
變異 
來源 

SS df MS F p 事後比較 ω2 1-β 

軟、硬

體操

作 

組間 5.95 3 1.98 4.67 <.01 (1)>(3) .02 .89 

組內 244.51 575 0.43      

總和 250.46 578       

法律

與倫

理 

組間 2.40 3 0.80 2.53 .06  .01 .63 

組內 181.95 575 0.32      

總和 184.35 578       

教學

應用 
組間 2.60 3 0.87 1.72 .16  <.01 .45 

組內 290.69 575 0.51      

總和 293.30 578       

資訊

科技

認知 

組間 3.40 3 1.13 2.81 .04 ns .01 .68 

組內 231.68 575 0.40      

總和 235.08 578       

整體 組間 2.73 3 0.91 3.78 .01 (1)>(3) .01 .82 

組內 138.52 575 0.24      

總和 141.26 578       

在整體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達顯著水準(F(3, 

575)= 3.78, p= .01)，代表不同擔任職務教師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上有所差異，

經Scheffé法進行事後比較結果發現，主任(M= 4.37)顯著大於導師(M= 4.18)。 

在軟、硬體操作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達顯著水

準(F(3, 575)= 4.67, p< .01)，代表不同擔任職務教師在軟、硬體操作上有所差

異，經Scheffé法進行事後比較結果發現，主任(M= 4.51)顯著大於導師(M= 

4.23)。 

在法律與倫理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未達顯著(F(3, 

575)= 2.53, p= .06)，顯示不同擔任職務教師在法律與倫理上，沒有差異。 

在教學應用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未達顯著(F(3, 

575)= 0.40, p= .81)，顯示不同擔任職務教師在教學應用上，沒有差異。 

在資訊科技認知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達顯著水

準(F(3, 575)= 2.81, p= .04)，代表不同擔任職務教師在資訊科技認知上有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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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經Scheffé法進行事後比較結果後，卻找不出組別之間的差異，顯示不同

擔任職務教師在資訊科技認知上，沒有差異。 

綜上所述，在整體及軟、硬體操作層面方面，主任顯著大於導師。因此，

假設不同擔任職務在教師資訊科技素養上有顯著差異，獲得支持。此結果與

國內相關研究的結果相符（王嘉祐，2006；何俊賢，2007；吳雲道，2006；

吳麗花，2002；李航申，2004；林育立，2005；林國芬，2009；徐式寬，2007；

陳韋穎，2004；塗淑君，2007；簡木全，2003）。由以上的結果可以發現，擔

任職務是影響教師資訊科技素養的重要因素。探究其原因，研究者認為可能

與行政人員在工作上皆須經常使用電腦，而主任均有較長的行政資歷，以至

於在資訊科技素養上較優於一般教師。 

參參參參、、、、不同學校環境變項下不同學校環境變項下不同學校環境變項下不同學校環境變項下教師資訊科技素養教師資訊科技素養教師資訊科技素養教師資訊科技素養之差異比較之差異比較之差異比較之差異比較 

本研究學校環境變項包含學校類別、學校規模及學校所在地共三項，經

統計結果，將不同學校環境變項之教師在資訊科技素養的差異比較分析，分

別說明如下： 

一、就學校類別而言 

不同學校類別的教師，在資訊科技素養整體與各層面的平均數、標準差、

t值、95%的信賴區間、效果值與統計考驗力，如表 4- 28所示。為考驗假設，

以下就學校類別變項對資訊科技素養之差異，分別進行說明。 

在整體方面，國小教師的平均數為4.29，標準差為0.47，國中教師的平

均數為4.17，標準差為0.52，其 t值達顯著差異(t(577)= 2.77, p= .01)，顯示國

小教師在教師教師資訊科技素養整體方面上，顯著高於國中教師。 

在軟、硬體操作方面，國小教師的平均數為4.34，標準差為0.63，國中

教師的平均數為4.26，標準差為0.70，其 t值未達顯著(t(577)= 1.49, p= .14)，

顯示不同學校類別教師在軟、硬體操作上，沒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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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 28  
不同學校類別不同學校類別不同學校類別不同學校類別教師在資訊科技素養的教師在資訊科技素養的教師在資訊科技素養的教師在資訊科技素養的 t考驗分析摘要考驗分析摘要考驗分析摘要考驗分析摘要 

變項 

國小 

(n=335) 

國中 

(n=244) 
 95%信賴

區間 
  

M SD M SD t值 p LL UL η2 1-β 

軟、硬體操作 4.34 0.63 4.26 0.70 1.49 .14 -.03 .19 <.01 .32 

法律與倫理 4.49 0.51 4.32 0.62 3.44 <.01 .07 .26 .02 .94 

教學應用 3.92 0.68 3.80 0.75 2.00 .05 .00 .24 .01 .51 

資訊科技認知 4.40 0.63 4.31 0.64 1.68 .09 -.02 .20 <.01 .39 

整體 4.29 0.47 4.17 0.52 2.77 .01 .03 .20 .01 .79 

 

在法律與倫理方面，國小教師的平均數為4.49，標準差為0.51，國中教

師的平均數為4.32，標準差為0.62，其 t值達顯著差異(t(577)= 3.44, p< .01)，

顯示國小教師在法律與倫理上，顯著高於國中教師。 

在教學應用方面，國小教師的平均數為3.92，標準差為0.68，國中教師

的平均數為3.80，標準差為0.75，其 t值達顯著差異(t(577)= 2.00, p= .05)，顯

示國小教師在教學應用上，顯著高於國中教師。 

在資訊科技認知方面，男性教師的平均數為4.40，標準差為0.63，女性

教師的平均數為4.31，標準差為0.64，其 t值未達顯著(t(577)= 1.68, p= .09)，

顯示不同學校類別教師在資訊科技認知上，沒有差異。 

綜上所述，在整體方面、法律與倫理及教學應用層面，國小教師顯著高

於國中教師。因此，假設不同學校類別在教師資訊科技素養上有顯著差異，

獲得支持。由以上的結果可以發現，學校類別是影響教師資訊科技素養的重

要因素。探究其原因，研究者認為可能與國小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因為沒有

升學壓力，教學方式較為多元，運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的情形較國中教師普

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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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學校規模而言 

不同學校規模的教師，在資訊科技素養整體與各層面的樣本數、平均數、

標準差與95%的信賴區間，如表 4- 29所示；對資訊科技素養層面之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如表 4- 30所示。為考驗假設，以下就學校規模變項對資訊科

技素養之差異，分別進行說明。 

表表表表 4- 29  
不同學校規模不同學校規模不同學校規模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在教師在教師在教師在資訊科技素養的平均數資訊科技素養的平均數資訊科技素養的平均數資訊科技素養的平均數、、、、標準差與信賴區間標準差與信賴區間標準差與信賴區間標準差與信賴區間 

變項 

(1)6班(含)以下 (2)7(含)～12班 (3)13(含)～24班 (4)25(含)～36班 (5)37班(含)以上 

(n =65) (n =65) (n =126) (n =135) (n =188) 

M 95%信賴

區間 

M 95%信賴

區間 

M 95%信賴

區間 

M 95%信賴

區間 

M 95%信賴

區間 

(S D) 下界 上界 (S D) 下界 上界 (S D) 下界 上界 (S D) 下界 上界 (S D) 下界 上界 

軟、硬

體操作 

4.40 

(0.59) 
4.25 4.55 

4.36 

(0.59) 
4.21 4.51 

4.31 

(0.63) 
4.20 4.42 

4.32 

(0.70) 
4.20 4.44 

4.25 

(0.69) 
4.15 4.35 

法律與

倫理 

4.55 

(0.47) 
4.44 4.67 

4.40 

(0.50) 
4.28 4.52 

4.43 

(0.58) 
4.33 4.53 

4.37 

(0.62) 
4.27 4.48 

4.39 

(0.56) 
4.31 4.47 

教學應

用 

3.97 

(0.70) 
3.80 4.15 

3.80 

(0.64) 
3.64 3.96 

3.88 

(0.68) 
3.76 4.00 

3.76 

(0.75) 
3.64 3.89 

3.94 

(0.73) 
3.83 4.04 

資訊科

技認知 

4.41 

(0.73) 
4.23 4.59 

4.38 

(0.58) 
4.24 4.52 

4.39 

(0.62) 
4.28 4.50 

4.27 

(0.68) 
4.15 4.38 

4.39 

(0.60) 
4.30 4.47 

整體 4.33 

(0.48) 
4.22 4.45 

4.23 

(0.43) 
4.13 4.34 

4.25 

(0.49) 
4.17 4.34 

4.18 

(0.53) 
4.09 4.27 

4.24 

(0.50) 
4.17 4.31 

表表表表 4- 30  
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在資訊科技素養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在資訊科技素養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在資訊科技素養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在資訊科技素養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 

變項 
變異 
來源 

SS df MS F p ω2 1-β 

軟、硬體操作 組間 1.41 4 0.35 0.81 .52 <.01 .26 

組內 249.06 574 0.43     

總和 250.46 578      

法律與倫理 組間 1.62 4 0.40 1.27 .28 <.01 .40 

組內 182.74 574 0.32     

總和 184.35 578      

教學應用 組間 3.37 4 0.84 1.67 .16 .01 .51 

組內 289.93 574 0.51     

總和 293.30 578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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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 30 （（（（續續續續）））） 

變項 
變異 
來源 

SS df MS F p ω2 1-β 

資訊科技認知 組間 1.64 4 0.41 1.01 .40 <.01 .32 

組內 233.43 574 0.41     

總和 235.08 578      

整體 組間 1.08 4 0.27 1.10 .36 <.01 .35 

組內 140.18 574 0.24     

總和 141.26 578      

在整體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未達顯著(F(4, 574)= 

1.10, p= .36)，代表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在教師資訊科技素養整體方面上沒有差

異。 

在軟、硬體操作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未達顯著

(F(4, 574)= 0.81, p= .52)，顯示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在軟、硬體操作上，沒有差

異。 

在法律與倫理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未達顯著(F(4, 

574)= 1.27, p= .28)，顯示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在法律與倫理上，沒有差異。 

在教學應用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未達顯著(F(4, 

574)= 1.67, p= .16)，顯示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在教學應用上，沒有差異。 

在資訊科技認知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未達顯著

(F(4, 574)= 1.01, p= .40)，顯示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在資訊科技認知上，沒有差

異。 

綜上所述，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在資訊科技素養整體與各層面上，沒有顯

著差異。因此，假設不同學校規模在教師資訊科技素養上有顯著差異，未獲

得支持。此結果與國內相關研究的結果相符（吳雲道，2006；吳勝揚，2009；

吳麗花，2002；林育立，2005；簡木全，2003）。也就是說，不同學校規模並

不會影響教師資訊科技素養的結果。 

三、就學校所在地而言 

不同學校所在地的教師，在資訊科技素養整體與各層面的平均數、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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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t值、95%的信賴區間、效果值與統計考驗力，如表 4- 31所示。為考驗

假設，以下就學校所在地變項對資訊科技素養之差異，分別進行說明。 

表表表表 4- 31  
不同學校所在地不同學校所在地不同學校所在地不同學校所在地教師在資訊科技素養的教師在資訊科技素養的教師在資訊科技素養的教師在資訊科技素養的 t考驗分析摘要考驗分析摘要考驗分析摘要考驗分析摘要 

變項 

一般 

(n=465) 

偏遠 

(n=114) 

 95% 

信賴區間 
  

M SD M SD t值 p LL UL η2 1-β 

軟、硬體操作 4.31 0.65 4.30 0.69 .23 .82 -.12 .15 <.01 .06 

法律與倫理 4.42 0.56 4.38 0.60 .68 .50 -.08 .16 <.01 .10 

教學應用 3.88 0.72 3.87 0.69 .12 .90 -.14 .16 <.01 .05 

資訊科技認知 4.38 0.61 4.31 0.73 .92 .36 -.08 .22 <.01 .18 

整體 4.25 0.48 4.21 0.54 .64 .52 -.07 .13 <.01 .10 

在整體方面，一般教師的平均數為4.25，標準差為0.48，偏遠教師的平

均數為4.21，標準差為0.54，其 t值未達顯著(t(577)= 0.64, p= .52)，顯示不同

學校所在地教師在教師資訊科技素養整體方面上，沒有差異。 

在軟、硬體操作方面，一般教師的平均數為4.31，標準差為0.65，偏遠

教師的平均數為4.30，標準差為0.69，其 t值未達顯著(t(577)=0.23, p= .82)，

顯示不同學校所在地教師在軟、硬體操作上，沒有差異。 

在法律與倫理方面，一般教師的平均數為4.42，標準差為0.56，偏遠教

師的平均數為4.38，標準差為0.60，其 t值未達顯著(t(577)= 0.68, p= .50)，顯

示不同學校所在地教師在法律與倫理上，沒有差異。 

在教學應用方面，一般教師的平均數為3.88，標準差為0.72，偏遠教師

的平均數為3.87，標準差為0.69，其 t值未達顯著(t(577)= 0.12, p= .90)，顯示

不同學校所在地教師在教學應用上，沒有差異。 

在資訊科技認知方面，一般教師的平均數為4.38，標準差為0.61，偏遠

教師的平均數為4.31，標準差為0.73，其 t值未達顯著(t(577)= 0.92, p= .36)，

顯示不同學校所在地教師在資訊科技認知上，沒有差異。 

綜上所述，不同學校所在地教師在資訊科技素養整體與各層面上，沒有

顯著差異。因此，假設不同學校所在地在教師資訊科技素養上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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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獲得支持。此結果與國內相關研究的結果相符（林育立，2005；吳雲道，

2006；吳勝揚，2009；吳麗花，2002；簡玉琴，2002）。也就是說，不同學校

所在地並不會影響教師資訊科技素養的結果。 

茲將教師資訊科技素養差異結果分析整理如表 4- 32： 

表表表表 4- 32  
教師資訊科技素養教師資訊科技素養教師資訊科技素養教師資訊科技素養差異差異差異差異結果分析結果分析結果分析結果分析 

背景

變項 
分組 

資訊科 
技素養 

軟、硬

體操作 
法律與

倫理 
教學應

用 
資訊科

技認知 

性別 (1)男 

(2)女 

(1)>(2) (1)>(2) - - - 

年齡 (1)30歲以下 

(2)31(含)～40歲 

(3)41(含)～50歲 

(4)51(含)歲以上 

- (1)>(3) (4)>(1) 

(4)>(2) 

- - 

教育

程度 

(1)專科或大學 

(2)研究所以上 

- (2)>(1) - - - 

教學

年資 

(1)5年以下 

(2)6（含）～10年 

(3)11（含）～15 年 

(4)16（含）～20 年 

(5)21 含）年以上 

- - - - - 

任教

科目 

(1)包班 

(2)文科 

(3)理科 

(4)術科 

(5)電腦及其他 

- - - - - 

擔任

職務 

(1)主任 

(2)組長 

(3)導師 

(4)專任(科任)教師 

(1)>(3) (1)>(3) - - - 

學校

類別 

(1)國小 

(2)國中 

(1)>(2) (1)>(2)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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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 32 （（（（續續續續）））） 

背景

變項 
分組 

資訊科 
技素養 

軟、硬

體操作 
法律與

倫理 
教學應

用 
資訊科

技認知 

學校

規模 

(1)6 班(含)以下 

(2)7(含)～12 班 

(3)13(含)～24 班 

(4)25(含)～36 班 

(5)37班(含）以上 

- - - - - 

學校

所在

地 

(1)一般 

(2)偏遠 

- - - - -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公立國民中公立國民中公立國民中公立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效能小學教師教學效能小學教師教學效能小學教師教學效能 

之現況與差異情形之現況與差異情形之現況與差異情形之現況與差異情形 

本節就問卷調查所得資料，分析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效能

之現況與差異情形，據以回答待答問題三。 

壹壹壹壹、、、、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效能之小學教師教學效能之小學教師教學效能之小學教師教學效能之整體暨各層面整體暨各層面整體暨各層面整體暨各層面現況現況現況現況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一、就整體而言 

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效能的平均數為4.21，標準差為0.44，

其值介於大致符合與非常符合之間，屬於中高程度。 

二、就各層面而言 

由表 4- 33可知，就各層面而言，以班級氣氛與師生互動(M= 4.34)為最

高，教材內容的呈現(M= 4.29)次之，再來為教學技巧的使用(M= 4.21)、自我

效能信念(M= 4.15)，教學評量的設計(M= 4.08)分數最低。而上述各層面的平

均數均介於大致符合與非常符合之間，顯示教師資訊科技素養的現況屬於中

高程度。 

綜上所述，本研究結果與李航申（2004）、徐志文（2009）的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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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符。 

表表表表 4- 33  
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效能各層面與整體小學教師教學效能各層面與整體小學教師教學效能各層面與整體小學教師教學效能各層面與整體現況現況現況現況分析摘要分析摘要分析摘要分析摘要 

層面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教材內容的呈現 4.29 0.55 2 
教學技巧的使用 4.21 0.49 3 
班級氣氛與師生互動 4.34 0.51 1 
教學評量的設計 4.08 0.57 5 
自我效能信念 4.15 0.49 4 
整體 4.21 0.44 - 

貳貳貳貳、、、、不同個人背景變項下不同個人背景變項下不同個人背景變項下不同個人背景變項下教師教學效能教師教學效能教師教學效能教師教學效能之差異比較之差異比較之差異比較之差異比較 

本研究個人背景變項包含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教學年資、任教科目

及擔任職務共六項，經統計結果，將不同個人背景變項之教師在教學效能的

差異比較分析，分別說明如下： 

一、就性別而言 

不同性別的教師，在教學效能整體與各層面的平均數、標準差、t值、

95%的信賴區間、效果值與統計考驗力，如表 4- 34所示。為考驗假設，以

下就性別變項對教學效能之差異，分別進行說明。 

表表表表 4- 34  
不同性別不同性別不同性別不同性別教師在教師教學效能的教師在教師教學效能的教師在教師教學效能的教師在教師教學效能的 t考驗分析摘要考驗分析摘要考驗分析摘要考驗分析摘要 

變項 

男 

(n=225) 

女 

(n=354) 

 95% 

信賴區間 

  

M SD M SD t值 p LL UL η2 1-β 

教材內容的呈現 4.21 0.56 4.33 0.54 -2.64 .01 -.22 -.03 .01 .75 

教學技巧的使用 4.17 0.48 4.24 0.50 -1.52 .13 -.15 .02 <.01 .33 

班級氣氛與師生互動 4.32 0.53 4.34 0.50 -0.52 .60 -.11 .06 <.01 .08 

教學評量的設計 4.02 0.58 4.13 0.57 -2.20 .03 -.20 -.01 .01 .59 

自我效能信念 4.14 0.48 4.15 0.49 -0.28 .78 -.09 .07 <.01 .06 

整體 4.17 0.44 4.24 0.44 -1.74 .08 -.14 .01 .01 .41 

在整體方面，男性教師的平均數為4.17，標準差為0.44，女性教師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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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數為4.24，標準差為0.44，其 t值未達顯著差異(t(577)= -1.74, p= .08)，顯

示不同性別教師在教師教學效能整體方面上，沒有差異。 

在教材內容的呈現方面，男性教師的平均數為4.21，標準差為0.56，女

性教師的平均數為4.33，標準差為0.54，其 t值達顯著差異(t(577)= -2.64, 

p= .01)，顯示女性教師在教材內容的呈現上，顯著高於男性教師。 

在教學技巧的使用方面，男性教師的平均數為4.17，標準差為0.48，女

性教師的平均數為4.24，標準差為0.50，其t值未達顯著(t(577)= -1.52, p= .13)，

顯示不同性別教師在教學技巧的使用上，沒有差異。 

在班級氣氛與師生互動方面，男性教師的平均數為4.32，標準差為0.53，

女性教師的平均數為4.34，標準差為0.50，其 t值未達顯著(t(577)= -0.52, 

p= .60)，顯示不同性別教師在班級氣氛與師生互動上，沒有差異。 

在教學評量的設計方面，男性教師的平均數為4.02，標準差為0.58，女

性教師的平均數為4.13，標準差為0.57，其 t值達顯著差異(t(577)= -2.20, 

p= .03)，顯示女性教師在教學評量的設計上，顯著高於男性教師。 

在自我效能信念方面，男性教師的平均數為4.14，標準差為0.48，女性

教師的平均數為4.15，標準差為0.49，其 t值未達顯著(t(577)= -0.28, p= .78)，

顯示不同性別教師在自我效能信念上，沒有差異。 

綜上所述，在教材內容的呈現與教學評量的設計層面，女性教師顯著高

於男性教師。假設不同性別在教師教學效能上有顯著差異，部分獲得支持。

此結果與國內外相關研究結果相符（白慧如，2003；吳雲道，2006；吳慧鈴，

2001；李航申，2004；李新寶，2001；汪成琳，2002；徐進文，2007；郭蘭，

2003；傅齊榮，2009；蔡麗華，2001；簡木全，2003；顏銘志，1996；Dupont, 

1990; Franklin, 1989）。由以上的結果可以發現，性別是影響教師教學效能的

重要因素。探究其原因，研究者認為可能與女性教師心思較男性教師縝密，

課程準備較為充分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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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年齡而言 

不同年齡的教師，在教學效能整體與各層面的樣本數、平均數、標準差

與95%的信賴區間，如表 4- 35所示；對教學效能層面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如表 4- 36所示。為考驗假設，以下就年齡變項對教學效能之差異，分別進

行說明。 

表表表表 4- 35  
不同年齡不同年齡不同年齡不同年齡教師在教學教師在教學教師在教學教師在教學效能的平均數效能的平均數效能的平均數效能的平均數、、、、標準差與信賴區間標準差與信賴區間標準差與信賴區間標準差與信賴區間 

變項 

(1)30歲以下 (2)31(含)～40歲 (3)41(含)～50歲 (4)51(含)歲以上 

(n =74) (n =330) (n =156) (n =19) 

M 95%信 

賴區間 

M 95%信 

賴區間 

M 95%信 

賴區間 

M 95%信 

賴區間 

(S D) 下界 上界 (S D) 下界 上界 (S D) 下界 上界 (S D) 下界 上界 

教材內容的呈

現 
4.26 

(0.57) 
4.13 4.40 

4.26 

(0.57) 
4.20 4.32 

4.33 

(0.51) 
4.25 4.41 

4.47 

(0.48) 
4.24 4.70 

教學技巧的使

用 
4.16 

(0.53) 
4.04 4.29 

4.18 

(0.50) 
4.13 4.24 

4.26 

(0.47) 
4.18 4.33 

4.51 

(0.38) 
4.32 4.69 

班級氣氛與師

生互動 
4.33 

(0.49) 
4.21 4.44 

4.31 

(0.52) 
4.26 4.37 

4.36 

(0.50) 
4.28 4.43 

4.61 

(0.37) 
4.43 4.79 

教學評量的設

計 
4.08 

(0.60) 
3.94 4.22 

4.05 

(0.56) 
3.99 4.11 

4.11 

(0.58) 
4.02 4.21 

4.41 

(0.47) 
4.18 4.64 

自我效能信念 
4.03 

(0.48) 
3.92 4.14 

4.13 

(0.50) 
4.08 4.19 

4.19 

(0.46) 
4.11 4.26 

4.46 

(0.38) 
4.28 4.64 

整體 
4.17 

(0.44) 
4.07 4.28 

4.19 

(0.45) 
4.14 4.24 

4.25 

(0.43) 
4.18 4.32 

4.49 

(0.33) 
4.33 4.65 

在整體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達顯著水準(F(3, 

575)= 3.43, p= .02)，代表不同年齡教師在教學效能整體方面上有所差異，經

Scheffé法進行事後比較結果發現，51(含)歲以上(M=4.49)顯著大於30歲以下

(M=4.17)與31(含)～40歲(M=4.19)。 

在教材內容的呈現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未達顯

著(F(3, 575)= 1.34, p= .26)，代表不同年齡教師在教材內容的呈現上沒有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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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 36  
不同年齡教師在教學效能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不同年齡教師在教學效能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不同年齡教師在教學效能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不同年齡教師在教學效能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 

變項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事後比較 ω2 1-β 

教材內容的呈現 組間 1.22 3 0.41 1.34 .26  <.01 .36 

組內 174.81 575 0.30      

總和 176.03 578       

教學技巧的使用 組間 2.43 3 0.81 3.37 .02 ns .01 .76 

組內 138.33 575 0.24      

總和 140.76 578       

班級氣氛與師生互動 組間 1.67 3 0.56 2.15 .09  .01 .55 

組內 149.22 575 0.26      

總和 150.89 578       

教學評量的設計 組間 2.48 3 0.83 2.55 .05  .01 .63 

組內 186.23 575 0.32      

總和 188.71 578       

自我效能信念 組間 3.18 3 1.06 4.53 <.01 (4)>(1) .02 .88 

組內 134.86 575 0.23   (4)>(2)   

總和 138.04 578       

整體 組間 1.99 3 0.66 3.43 .02 (4)>(1) .01 .77 

組內 111.37 575 0.19   (4)>(2)   

總和 113.36 578       

在教學技巧的使用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達顯著

水準(F(3, 575)= 3.37, p= .02)，代表不同年齡教師在教學技巧的使用上有所差

異，經Scheffé法進行事後比較結果後，卻找不出組別之間的差異，顯示不同

年齡教師在教學技巧的使用上，沒有差異。 

在班級氣氛與師生互動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達

顯著水準(F(3, 575)= 2.15, p= .09)，代表不同年齡教師在班級氣氛與師生互動

上沒有差異。 

在教學評量的設計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達顯著

水準(F(3, 575)= 2.55, p= .05)，代表不同年齡教師在教學評量的設計上沒有差

異。 

在自我效能信念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達顯著水

準(F(3, 575)= 4.53, p< .01)，代表不同年齡教師在教學效能整體方面上有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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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經Scheffé法進行事後比較結果發現，51(含)歲以上(M= 4.46)顯著大於30

歲以下(M= 4.03)與31(含)～40歲(M= 4.13)。 

綜上所述，在整體方面與自我效能信念層面，51(含)歲以上教師顯著大

於30歲以下與31(含)～40歲教師。因此，假設不同年齡在教師教學效能上

有顯著差異，獲得支持。此結果與國內相關研究的結果相符（吳雲道，2006；

李新寶，2001；汪成琳，2002；邱義川，2008；郭蘭，2003；徐進文，2007；

陳韋穎，2004；陳慕賢，2003；傅齊榮，2009；塗淑君，2007；楊雅真，2004）。

由以上的結果可以發現，年齡是影響教師教學效能的重要因素。探究其原因，

研究者認為可能與資深教師教學經驗豐富，自我效能感覺良好所致。 

三、就教育程度而言 

不同教育程度的教師，在教學效能整體與各層面的平均數、標準差、t

值、95%的信賴區間、效果值與統計考驗力，如表 4- 37所示。為考驗假設，

以下就教育程度變項對教學效能之差異，分別進行說明。 

 

表表表表 4- 37  
不同不同不同不同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師在教學效能的教師在教學效能的教師在教學效能的教師在教學效能的 t考驗分析摘要考驗分析摘要考驗分析摘要考驗分析摘要 

變項 

專科及 

大學 

(n=331) 

研究所 

以上 

(n=248) 

 
95%信賴

區間 

  

M SD M SD t值 p LL UL η2 1-β 

教材內容的呈現 4.28 0.54 4.30 0.56 -0.36 .72 -.11 .07 <.01 .07 

教學技巧的使用 4.21 0.49 4.21 0.50 -0.08 .93 -.08 .08 <.01 .05 

班級氣氛與師生互動 4.33 0.50 4.34 0.52 -0.28 .78 -.10 .07 <.01 .06 

教學評量的設計 4.10 0.56 4.07 0.59 0.68 .50 -.06 .13 <.01 .10 

自我效能信念 4.14 0.49 4.15 0.49 -0.35 .72 -.10 .07 <.01 .06 

整體 4.21 0.43 4.21 0.46 -0.08 .94 -.08 .07 <.01 .05 

在整體方面，專科及大學教師的平均數為4.21，標準差為0.43，研究所(含

四十學分班)以上教師的平均數為4.21，標準差為0.46，其t值未達顯著(t(577)= 

-0.08, p= .94)，顯示不同教育程度教師在教師教學效能整體方面上，沒有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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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材內容的呈現方面，專科及大學教師的平均數為4.28，標準差為0.54，

研究所(含四十學分班)以上教師的平均數為4.30，標準差為0.56，其 t值未達

顯著(t(577)= -0.36, p= .72)，顯示不同教育程度教師在教材內容的呈現上，沒

有差異。 

在教學技巧的使用方面，專科及大學教師的平均數為4.21，標準差為0.49，

研究所(含四十學分班)以上教師的平均數為4.21，標準差為0.50，其 t值未達

顯著(t(577)= -0.08, p= .93)，顯示不同教育程度教師在教學技巧的使用上，沒

有差異。 

在班級氣氛與師生互動方面，專科及大學教師的平均數為4.33，標準差

為0.50，研究所(含四十學分班)以上教師的平均數為4.34，標準差為0.52，

其 t值未達顯著(t(577)= -0.28, p= .78)，顯示不同教育程度教師在班級氣氛與

師生互動上，沒有差異。 

在教學評量的設計方面，專科及大學教師的平均數為4.10，標準差為0.56，

研究所(含四十學分班)以上教師的平均數為4.07，標準差為0.59，其 t值未達

顯著(t(577)= -0.68, p= .50)，顯示不同教育程度教師在教學評量的設計上，沒

有差異。 

在自我效能信念方面，專科及大學教師的平均數為4.14，標準差為0.49，

研究所(含四十學分班)以上教師的平均數為4.15，標準差為0.49，其 t值未達

顯著(t(577)= -0.35, p= .72)，顯示不同教育程度教師在自我效能信念上，沒有

差異。 

綜上所述，不同教育程度教師在教學效能整體與各層面上，沒有顯著差

異。因此，假設不同教育程度在在教學效能上有顯著差異，未獲得支持。此

結果與國內相關研究的結果相符（吳雲道，2006；吳麗花，2002；李新寶，

2001；汪成琳，2002；林海清，1994；張碧娟，1999；郭蘭，2003；徐進文，

2007；廖居治，2000；塗淑君，2007；簡玉琴，2002）。也就是說，教師的教

育程度並不會影響教師教學效能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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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就教學年資而言 

不同教學年資的教師，在教學效能整體與各層面的樣本數、平均數、標

準差與95%的信賴區間，如表 4- 38所示；對教學效能層面之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如表 4- 39所示。為考驗假設，以下就教學年資變項對教學效能之差

異，分別進行說明。 

表表表表 4- 38  
不同年資不同年資不同年資不同年資教師在教師在教師在教師在教學效能的平均數教學效能的平均數教學效能的平均數教學效能的平均數、、、、標準差與信賴區間標準差與信賴區間標準差與信賴區間標準差與信賴區間 

變項 

(1)5年以下 (2)6(含)～10年 (3)11(含)～15年 (4)16(含)～20年 (5)21(含)年以上 

(n =65) (n =217) (n =150) (n =103) (n =44) 

M 
95%信

賴區間 
M 

95%信

賴區間 
M 

95%信

賴區間 
M 

95%信

賴區間 
M 

95%信

賴區間 

(S D) 
下

界 

上

界 
(S D) 

下

界 

上

界 
(S D) 

下

界 

上

界 
(S D) 

下

界 

上

界 
(S D) 

下

界 

上

界 

教材內容

的呈現 

4.30 

(0.61) 
4.15 4.45 

4.31 

(0.54) 
4.24 4.38 

4.25 

(0.58) 
4.16 4.35 

4.25 

(0.53) 
4.15 4.36 

4.35 

(0.45) 
4.22 4.49 

教學技巧

的使用 

4.23 

(0.50) 
4.11 4.35 

4.19 

(0.51) 
4.12 4.26 

4.19 

(0.50) 
4.11 4.27 

4.25 

(0.48) 
4.16 4.34 

4.27 

(0.40) 
4.15 4.39 

班級氣氛

與師生互

動 

4.36 

(0.22) 
4.23 4.49 

4.33 

(0.48) 
4.27 4.39 

4.30 

(0.55) 
4.21 4.39 

4.36 

(0.52) 
4.26 4.46 

4.40 

(0.48) 
4.25 4.54 

教學評量

的設計 

4.40 

(0.60) 
3.85 4.15 

4.09 

(0.60) 
4.01 4.17 

4.04 

(0.53) 
3.95 4.12 

4.16 

(0.57) 
4.05 4.27 

4.16 

(0.53) 
4.00 4.33 

自我效能

信念 

4.03 

(0.49) 
3.91 4.15 

4.15 

(0.49) 
4.08 4.21 

4.10 

(0.49) 
4.02 4.18 

4.22 

(0.46) 
4.13 4.31 

4.28 

(0.47) 
4.14 4.43 

整體 4.18 

(0.44) 
4.07 4.29 

4.21 

(0.44) 
4.16 4.27 

4.18 

(0.46) 
4.10 4.25 

4.25 

(0.44) 
4.16 4.33 

4.29 

(0.41) 
4.17 4.42 

 

在整體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未達顯著(F(4, 574)= 

0.88, p= .48)，代表不同教學年資教師在教學效能整體方面上沒有差異。 

在教材內容的呈現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未達顯

著(F(4, 574)= 0.47, p= .76)，代表不同教學年資教師在教材內容的呈現上沒有

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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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 39  
不同年資教師在教學效能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不同年資教師在教學效能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不同年資教師在教學效能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不同年資教師在教學效能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 

變項 
變異 
來源 

SS df MS F p 事後比較 ω2 1-β 

教材內容的呈現 組間 0.57 4 0.14 0.47 .76  <.01 .16 

組內 175.46 574 0.31      

總和 176.03 578       

教學技巧的使用 組間 0.46 4 0.12 0.47 .76  <.01 .16 

組內 140.30 574 0.24      

總和 140.76 578       

班級氣氛與師生互

動 
組間 0.46 4 0.12 0.44 .78  <.01 .15 

組內 150.43 574 0.26      

總和 150.89 578       

教學評量的設計 組間 1.69 4 0.42 1.29 .27  <.01 .41 

組內 187.02 574 0.33      

總和 188.71 578       

自我效能信念 組間 2.70 4 0.67 2.86 .02 ns .13 .78 

組內 135.35 574 0.24      

總和 138.04 578       

整體 組間 0.69 4 0.17 0.88 .48  <.01 .28 

組內 112.68 574 0.20      

總和 113.36 578       

在教學技巧的使用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未達顯

著(F(4, 574)= 0.47, p= .76)，代表不同教學年資教師在教學技巧的使用上沒有

差異。 

在班級氣氛與師生互動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未

達顯著(F(4, 574)= 0.44, p= .78)，代表不同教學年資教師在班級氣氛與師生互

動上沒有差異。 

在教學評量的設計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未達顯

著(F(4, 574)= 1.29, p= .27)，代表不同教學年資教師在教學評量的設計上沒有

差異。 

在自我效能信念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達顯著水

準(F(4, 574)= 2.86, p= .02)，代表不同教學年資教師在教學效能整體方面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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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差異，經Scheffé法進行事後比較結果後，卻找不出組別之間的差異，顯示

不同教學年資教師在自我效能信念上，沒有差異。 

綜上所述，不同教學年資教師在教學效能整體與各層面上，沒有顯著差

異。因此，假設不同服務年資在教師教學效能上有顯著差異，未獲得支持。

此結果與國內外相關研究的結果相符（白慧如，2003；吳雲道，2006；吳麗

花，2002；李航申，2004；汪成琳，2002；邱義川，2008；廖居治，2000；

薛雅勻，2007；Cavers, 1998; Greenwood, Olejnik, & Parkay, 1990; Showers, 1980; 

Wu, 2005）。也就是說，教師的教學年資並不會影響教師教學效能的結果。 

五、就任教科目而言 

不同任教科目的教師，在教學效能整體與各層面的樣本數、平均數、標

準差與95%的信賴區間，如表 4- 40所示；對教學效能層面之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如表 4- 41所示。為考驗假設，以下就任教科目變項對教學效能之差

異，分別進行說明。 

表表表表 4- 40  
不同科目不同科目不同科目不同科目教師在教學效能的平均數教師在教學效能的平均數教師在教學效能的平均數教師在教學效能的平均數、、、、標準差與信賴區間標準差與信賴區間標準差與信賴區間標準差與信賴區間 

變項 

(1)包班 (2)文科 (3)理科 (4)術科 (5)電腦及其他 

(n =209) (n =122) (n =123) (n =48) (n =77) 

M 
95%信賴

區間 
M 

95%信賴

區間 
M 

95%信賴

區間 
M 

95%信賴

區間 
M 

95%信賴

區間 

(S D) 
下

界 

上

界 
(S D) 

下

界 

上

界 
(S D) 

下

界 

上

界 
(S D) 

下

界 

上

界 
(S D) 

下

界 

上

界 

教材內容

的呈現 
4.22 

(0.53) 
4.15 4.29 

4.43 

(0.53) 
4.34 4.53 

4.32 

(0.52) 
4.23 4.41 

4.17 

(0.48) 
4.03 4.31 

4.25 

(0.68) 
4.10 4.41 

教學技巧

的使用 
4.22 

(0.48) 
4.16 4.29 

4.27 

(0.50) 
4.18 4.35 

4.20 

(0.47) 
4.11 4.28 

4.12 

(0.49) 
3.98 4.26 

4.19 

(0.56) 
4.06 4.32 

班級氣氛

與師生互

動 

4.35 

(0.46) 
4.29 4.41 

4.37 

(0.56) 
4.27 4.47 

4.26 

(0.53) 
4.17 4.36 

4.35 

(0.50) 
4.20 4.49 

4.35 

(0.53) 
4.23 4.47 

教學評量

的設計 
4.14 

(0.53) 
4.07 4.21 

4.13 

(0.57) 
4.02 4.23 

3.99 

(0.60) 
3.88 4.09 

3.96 

(0.56) 
3.80 4.13 

4.09 

(0.61) 
3.96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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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 40 （（（（續續續續）））） 

變項 

(1)包班 (2)文科 (3)理科 (4)術科 (5)電腦及其他 

(n =209) (n =122) (n =123) (n =48) (n =77) 

M 
95%信賴

區間 
M 

95%信賴

區間 
M 

95%信賴

區間 
M 

95%信賴

區間 
M 

95%信賴

區間 

(S D) 
下

界 

上

界 
(S D) 

下

界 

上

界 
(S D) 

下

界 

上

界 
(S D) 

下

界 

上

界 
(S D) 

下

界 

上

界 

自我效能

信念 
4.18 

(0.44) 
4.12 4.24 

4.11 

(0.53) 
4.01 4.20 

4.09 

(0.47) 
4.00 4.17 

4.15 

(0.45) 
4.02 4.28 

4.21 

(0.58) 
4.08 4.35 

整體 4.22 

(0.42) 
4.16 4.28 

4.26 

(0.45) 
4.18 4.34 

4.17 

(0.44) 
4.09 4.25 

4.15 

(0.40) 
4.03 4.26 

4.22 

(0.52) 
4.10 4.34 

 
表表表表 4- 41  
不同科目教師在教學效能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不同科目教師在教學效能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不同科目教師在教學效能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不同科目教師在教學效能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 

變項 變異 
來源 

SS df MS F p 事後 
比較 

ω2 1-β 

教材內容的呈現 組間 4.41 4 1.10 3.68 .01 (2)>(1) .02 .88 

組內 171.63 574 0.30      

總和 176.03 578       

教學技巧的使用 組間 0.85 4 0.21 0.87 .48  <.01 .28 

組內 139.91 574 0.24      

總和 140.76 578       

班級氣氛與師生

互動 
組間 0.87 4 0.22 0.84 .50  <.01 .27 

組內 150.02 574 0.26      

總和 150.89 578       

教學評量的設計 組間 2.80 4 0.70 2.16 .07  .01 .64 

組內 185.91 574 0.32      

總和 188.71 578       

自我效能信念 組間 1.20 4 0.30 1.26 .29  <.01 .40 

組內 136.84 574 0.24      

總和 138.04 578       

整體 組間 0.73 4 0.18 0.93 .44  <.01 .30 

組內 112.63 574 0.20      

總和 113.36 578       

在整體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達顯著水準(F(4, 

574)= 0.93, p= .44)，代表不同任教科目教師在教學效能整體方面上沒有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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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材內容的呈現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達顯著

水準(F(4, 574)= 3.68, p= .01)，代表不同任教科目教師在教學效能整體方面上

有所差異，經Scheffé法進行事後比較結果發現，文科教師(M=4.43)顯著大於

包班教師(M=4.22)。 

在教學技巧的使用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達顯著

水準(F(4, 574)= 0.87, p= .48)，代表不同任教科目教師在教學技巧的使用上沒

有差異。 

在班級氣氛與師生互動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達

顯著水準(F(4, 574)= 0.84, p= .50)，代表不同任教科目教師在班級氣氛與師生

互動上沒有差異。 

在教學評量的設計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達顯著

水準(F(4, 574)= 2.16, p= .07)，代表不同任教科目教師在教學評量的設計上沒

有差異。 

在自我效能信念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達顯著水

準(F(4, 574)= 1.26, p= .29)，代表不同任教科目教師在自我效能信念上沒有差

異。 

綜上所述，在教材內容的呈現層面，文科教師顯著大於國小包班教師。

因此，假設不同任教科目在教師教學效能上有顯著差異，少部分獲得支持。

此結果與陳韋穎（2004）研究的結果相符。由以上的結果可以發現，任教科

目是影響教師教學效能的重要因素。探究其原因，研究者認為可能與國小包

班教師所學專長有限，有效能的呈現所有科目有其相對困難度所致。 

六、就擔任職務而言 

不同擔任職務的教師，在教學效能整體與各層面的樣本數、平均數、標

準差與95%的信賴區間，如表 4- 42所示；對教學效能層面之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如表 4- 43所示。為考驗假設，以下就擔任職務變項對教學效能之差

異，分別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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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 42  
不同職務不同職務不同職務不同職務教師在教學效能的平均數教師在教學效能的平均數教師在教學效能的平均數教師在教學效能的平均數、、、、標準差與信賴區間標準差與信賴區間標準差與信賴區間標準差與信賴區間 

變項 

(1)主任 (2)組長 (3)導師 (4)專任（科任）教師 

(n =84) (n =144) (n =275) (n =76) 

M 95%信 

賴區間 

M 95%信 

賴區間 

M 95%信 

賴區間 

M 95%信 

賴區間 

(S D) 下界 上界 (S D) 下界 上界 (S D) 下界 上界 (S D) 下界 上界 

教材內

容的呈

現 

4.27 

(0.61) 
4.14 4.40 

4.31 

(0.55) 
4.22 4.40 

4.26 

(0.54) 
4.19 4.32 

4.37 

(0.52) 
4.25 4.49 

教學技

巧的使

用 

4.27 

(0.52) 
4.16 4.39 

4.20 

(0.49) 
4.12 4.28 

4.20 

(0.49) 
4.14 4.25 

4.23 

(0.50) 
4.12 4.35 

班級氣

氛與師

生互動 

4.43 

(0.54) 
4.32 4.55 

4.33 

(0.50) 
4.25 4.42 

4.29 

(0.51) 
4.23 4.35 

4.38 

(0.51) 
4.26 4.50 

教學評

量的設

計 

4.09 

(0.55) 
3.97 4.21 

4.15 

(0.56) 
4.06 4.24 

4.04 

(0.59) 
3.97 4.11 

4.11 

(0.56) 
3.98 4.24 

自我效

能信念 
4.23 

(0.51) 
4.12 4.34 

4.15 

(0.49) 
4.06 4.23 

4.12 

(0.48) 
4.07 4.18 

4.13 

(0.48) 
4.02 4.24 

整體 
4.26 

(0.47) 
4.16 4.36 

4.23 

(0.43) 
4.15 4.30 

4.18 

(0.44) 
4.13 4.24 

4.24 

(0.42) 
4.15 4.34 

在整體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達顯著水準(F(3, 

575)= 0.89, p= .45)，代表不同擔任職務教師在教學效能整體方面上沒有差

異。 

在教材內容的呈現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達顯著

水準(F(3, 575)= 0.97, p= .41)，代表不同擔任職務教師在教材內容的呈現上沒

有差異。 

在教學技巧的使用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達顯著

水準(F(3, 575)= 0.60, p= .61)，代表不同擔任職務教師在教學技巧的使用上沒

有差異。 

在班級氣氛與師生互動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達

顯著水準(F(3, 575)= 1.83, p= .14)，代表不同擔任職務教師在班級氣氛與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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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上沒有差異。 

表表表表 4- 43  
不同職務教師在教學效能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不同職務教師在教學效能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不同職務教師在教學效能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不同職務教師在教學效能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 

變項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ω2 1-β 

教材內容的呈

現 
組間 0.89 3 0.30 0.97 .41 <.01 .27 

組內 175.14 575 0.30     

總和 176.03 578      

教學技巧的使

用 
組間 0.44 3 0.15 0.60 .61 <.01 .18 

組內 140.32 575 0.24     

總和 140.76 578      

班級氣氛與師

生互動 
組間 1.43 3 0.48 1.83 .14 <.01 .48 

組內 149.46 575 0.26     

總和 150.89 578      

教學評量的設

計 
組間 1.10 3 0.37 1.12 .34 <.01 .30 

組內 187.61 575 0.33     

總和 188.71 578      

自我效能信念 組間 0.77 3 0.26 1.08 .36 <.01 .30 

組內 137.27 575 0.24     

總和 138.04 578      

整體 組間 0.52 3 0.17 0.89 .45 <.01 .25 

組內 112.84 575 0.20     

總和 113.36 578      

在教學評量的設計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達顯著

水準(F(3, 575)= 1.12, p= .34)，代表不同擔任職務教師在教學評量的設計上沒

有差異。 

在自我效能信念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達顯著水

準(F(3, 575)= 1.08, p= .36)，代表不同擔任職務教師在自我效能信念上沒有差

異。 

綜上所述，不同擔任職務教師在教學效能整體與各層面上，沒有顯著差

異。因此，假設不同擔任職務在教師教學效能上有顯著差異，未獲得支持。

此結果與國內相關研究的結果相符（吳雲道，2006；林海清，1994；邱義川，

2008；徐進文，2007；陳韋穎，2004；廖居志，2000；塗淑君，2007；簡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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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2003）。也就是說，教師的擔任職務並不會影響教師教學效能的結果。 

參參參參、、、、不同學校環境變項下不同學校環境變項下不同學校環境變項下不同學校環境變項下教師教學效能教師教學效能教師教學效能教師教學效能之差異比較之差異比較之差異比較之差異比較 

本研究學校環境變項包含學校類別、學校規模及學校所在地共三項，經

統計結果，將不同學校環境變項之教師在教學效能的差異比較分析，分別說

明如下： 

一、就學校類別而言 

不同學校類別的教師，在教學效能整體與各層面的平均數、標準差、t

值、95%的信賴區間、效果值與統計考驗力，如表 4- 44所示。為考驗假設，

以下就學校類別變項對教學效能之差異，分別進行說明。 

表表表表 4- 44  
不同學校類別不同學校類別不同學校類別不同學校類別教師在教學效能的教師在教學效能的教師在教學效能的教師在教學效能的 t考驗分析摘要考驗分析摘要考驗分析摘要考驗分析摘要 

變項 

國小 

(n=335) 

國中 

(n=244) 

 95%信賴

區間 
  

M SD M SD t值 P LL UL η2 1-β 

教材內容的呈現 4.25 0.52 4.34 0.58 -2.07 .04 -.19 .00 .01 .56 

教學技巧的使用 4.24 0.48 4.17 0.51 1.65 .10 -.01 .15 <.01 .38 

班級氣氛與師生互動 4.36 0.49 4.30 0.54 1.57 .12 -.02 .15 <.01 .35 

教學評量的設計 4.13 0.53 4.02 0.62 2.48 .01 .02 .21 .01 .70 

自我效能信念 4.19 0.45 4.09 0.53 2.40 .02 .02 .18 .01 .67 

整體 4.23 0.41 4.18 0.48 1.37 .17 -.02 .12 <.01 .28 

在整體方面，國小教師的平均數為4.23，標準差為0.41，國中教師的平

均數為4.18，標準差為0.48，其 t值未達顯著(t(577)= 1.37, p= .17)，顯示不同

學校類別教師在教學效能整體方面上，沒有差異。 

在教材內容的呈現方面，國小教師的平均數為4.25，標準差為0.52，國

中教師的平均數為4.34，標準差為0.58，其 t值達顯著水準(t(577)= -2.07, 

p= .04)，顯示國中教師在教材內容的呈現上顯著高於國小教師。 

在教學技巧的使用方面，國小教師的平均數為4.24，標準差為0.48，國

中教師的平均數為4.17，標準差為0.51，其 t值未達顯著(t(577)= 1.65,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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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不同學校類別教師在教學技巧的使用上，沒有差異。 

在班級氣氛與師生互動方面，國小教師的平均數為4.36，標準差為0.49，

國中教師的平均數為4.30，標準差為0.54，其 t值未達顯著(t(577)= 1.57, p= .12)，

顯示不同學校類別教師在班級氣氛與師生互動上，沒有差異。 

在教學評量的設計方面，國小教師的平均數為4.13，標準差為0.53，國

中教師的平均數為4.02，標準差為0.62，其 t值達顯著水準(t(577)= 2.48, p= .01)，

顯示國小教師在教學評量的設計上顯著高於國中教師。  

在自我效能信念方面，國小教師的平均數為4.19，標準差為0.45，國中

教師的平均數為4.09，標準差為0.53，其 t值達顯著水準(t(577)= 2.40, p= .02)，

顯示國小教師在自我效能信念上顯著高於國中教師。 

綜上所述，在教材內容的呈現層面，國中教師顯著高於國小教師；在教

學評量的設計與自我效能信念層面，國小教師顯著高於國中教師。因此，假

設不同學校類別在教師教學效能上有顯著差異，部分獲得支持。由以上的結

果可以發現，學校類別是影響教師教學效能的重要因素。探究其原因，研究

者認為在教材內容的呈現層面上，可能與國中課程有升學與進度壓力，教學

內容變異性較小有關；在教學評量的設計與自我效能信念層面，可能與國小

教師在教學方式較為多元、較容易獲得成就感所致。 

二、就學校規模而言 

不同學校規模的教師，在教學效能整體與各層面的樣本數、平均數、標

準差與95%的信賴區間，如表 4- 45所示；對教學效能層面之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如表 4- 46所示。為考驗假設，以下就學校規模變項對教學效能之差

異，分別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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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 45  
不同學校規不同學校規不同學校規不同學校規模模模模教師在教學效能的平均數教師在教學效能的平均數教師在教學效能的平均數教師在教學效能的平均數、、、、標準差與信賴區間標準差與信賴區間標準差與信賴區間標準差與信賴區間 

變項 

(1)6班(含)以下 (2)7(含)～12班 (3)13(含)～24班 (4)25(含)～36班 (5)37班(含)以上 

(n =65) (n =65) (n =126) (n =135) (n =188) 

M 95%信

賴區間 

M 95%信

賴區間 

M 95%信

賴區間 

M 95%信

賴區間 

M 95%信

賴區間 

(S D) 下

界 

上

界 

(S D) 下

界 

上

界 

(S D) 下

界 

上

界 

(S D) 下

界 

上

界 

(S D) 下

界 

上

界 

教材內容

的呈現 

4.23 

(0.57) 
4.09 4.37 

4.22 

(0.49) 
4.10 4.34 

4.35 

(0.53) 
4.26 4.45 

4.21 

(0.60) 
4.11 4.32 

4.34 

(0.54) 
4.26 4.42 

教學技巧

的使用 

4.27 

(0.50) 
4.15 4.39 

4.23 

(0.45) 
4.12 4.34 

4.24 

(0.47) 
4.16 4.33 

4.12 

(0.53) 
4.03 4.21 

4.23 

(0.48) 
4.16 4.30 

班級氣氛

與師生互

動 

4.41 

(0.52) 
4.28 4.53 

4.34 

(0.48) 
4.22 4.46 

4.35 

(0.50) 
4.26 4.43 

4.24 

(0.51) 
4.16 4.33 

4.37 

(0.52) 
4.29 4.44 

教學評量

的設計 

4.16 

(0.59) 
4.02 4.31 

4.08 

(0.56) 
3.94 4.22 

4.11 

(0.50) 
4.02 4.20 

3.96 

(0.63) 
3.85 4.07 

4.13 

(0.55) 
4.05 4.21 

自我效能

信念 

4.15 

(0.51) 
4.02 4.27 

4.20 

(0.40) 
4.10 4.30 

4.17 

(0.44) 
4.09 4.24 

4.08 

(0.54) 
3.99 4.18 

4.16 

(0.50) 
4.09 4.23 

整體 4.24 

(0.45) 
4.13 4.36 

4.22 

(0.41) 
4.11 4.32 

4.24 

(0.42) 
4.17 4.32 

4.12 

(0.48) 
4.04 4.21 

4.24 

(0.44) 
4.18 4.31 

表表表表 4- 46  
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在教學效能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在教學效能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在教學效能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在教學效能的單因子變異數分析摘要 

變項 
變異 
來源 

SS df MS F p ω2 1-β 

教材內容的呈現 組間 2.21 4 0.55 1.83 .12 .01 .56 

組內 173.82 574 0.30     

總和 176.03 578      

教學技巧的使用 組間 1.52 4 0.38 1.56 .18 <.01 .49 

組內 139.24 574 0.24     

總和 140.76 578      

班級氣氛與師生互動 組間 1.65 4 0.41 1.59 .18 <.01 .49 

組內 149.24 574 0.26     

總和 150.89 578      

教學評量的設計 組間 2.92 4 0.73 2.26 .06 .01 .66 

組內 185.79 574 0.32     

總和 188.71 578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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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 46 （（（（續續續續）））） 

變項 
變異 
來源 

SS df MS F p ω2 1-β 

自我效能信念 組間 0.80 4 0.20 0.84 .50 <.01 .27 

組內 137.24 574 0.24     

總和 138.04 578      

整體 組間 1.42 4 0.35 1.82 .12 .01 .55 

組內 111.95 574 0.20     

總和 113.36 578      

在整體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未達顯著(F(4, 574)= 

1.82, p= .12)，代表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在教學效能整體方面上沒有差異。 

在教材內容的呈現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未達顯

著(F(4, 574)= 1.83, p= .12)，代表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在教材內容的呈現上沒有

差異。 

在教學技巧的使用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未達顯

著(F(4, 574)= 1.56, p= .18)，代表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在教學技巧的使用上沒有

差異。 

在班級氣氛與師生互動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未

達顯著(F(4, 574)= 1.59, p= .18)，代表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在班級氣氛與師生互

動上沒有差異。 

在教學評量的設計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未達顯

著(F(4, 574)= 2.26, p= .06)，代表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在教學評量的設計上沒有

差異。 

在自我效能信念方面，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其F值未達顯著

(F(4, 574)= 0.84, p= .50)，代表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在自我效能信念上沒有差

異。 

綜上所述，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在教學效能整體與各層面上，沒有顯著差

異。因此，假設不同學校規模在教師教學效能上有顯著差異，未獲得支持。

此結果與國內相關研究的結果相符（吳雲道，2006；吳慧鈴，2001；吳麗花，

2002；李新寶，2001；林海清，1994；洪秀熒，2003；徐春花，2009；徐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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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2007；傅齊榮，2009；楊瑞華，2001；廖居治，2000；蔡麗華，2001；

簡木全，2003）。也就是說，不同學校規模並不會影響教師教學效能的結果。 

三、就學校所在地而言 

不同學校所在地的教師，在教學效能整體與各層面的平均數、標準差、

t值、95%的信賴區間、效果值與統計考驗力，如表 4- 47所示。為考驗假設，

以下就學校所在地變項對教學效能之差異，分別進行說明。 

表表表表 4- 47  
不同學校所在地不同學校所在地不同學校所在地不同學校所在地教師在教學效能的教師在教學效能的教師在教學效能的教師在教學效能的 t考驗分析摘要考驗分析摘要考驗分析摘要考驗分析摘要 

變項 

一般 

(n=465) 

偏遠 

(n=114) 

 95%信賴

區間 

  

M SD M SD t值 p LL UL η2 1-β 

教材內容的呈現 4.30 0.53 4.23 0.64 1.22 .22 -.04 .18 <.01 .23 

教學技巧的使用 4.22 0.48 4.17 0.54 0.90 .37 -.06 .17 <.01 .16 

班級氣氛與師生互動 4.35 0.49 4.29 0.58 0.96 .34 -.05 .15 <.01 .17 

教學評量的設計 4.08 0.57 4.10 0.58 -0.26 .80 -.13 .10 <.01 .06 

自我效能信念 4.16 0.47 4.10 0.55 1.10 .27 -.04 .16 <.01 .20 

整體 4.22 0.42 4.18 0.52 0.92 .36 -.05 .13 <.01 .15 

在整體方面，一般教師的平均數為4.22，標準差為0.42，偏遠教師的平

均數為4.18，標準差為0.52，其 t值未達顯著差異(t(577)= 0.92, p = .36)，顯示

不同學校所在地教師在教師教學效能整體方面上，沒有差異。也就是說，不

同學校所在地教師的並不會影響教師資訊科技素養的結果。 

在教材內容的呈現方面，一般教師的平均數為4.30，標準差為0.53，偏

遠教師的平均數為4.23，標準差為0.64，其 t值未達顯著(t(577)= 1.22 p = .22)，

顯示不同學校所在地教師在教材內容的呈現上，沒有差異。 

在教學技巧的使用方面，一般教師的平均數為4.22，標準差為0.48，偏

遠教師的平均數為4.17，標準差為0.54，其 t值未達顯著(t(577)= 0.90, p= .37)，

顯示不同學校所在地教師在教學技巧的使用上，沒有差異。 

在班級氣氛與師生互動方面，一般教師的平均數為4.35，標準差為0.49，

偏遠教師的平均數為4.29，標準差為0.58，其 t值未達顯著(t(577)= 0.96, 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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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不同學校所在地教師在班級氣氛與師生互動上，沒有差異。 

在教學評量的設計方面，一般教師的平均數為4.08，標準差為0.57，偏

遠教師的平均數為4.10，標準差為0.58，其t值未達顯著(t(577)= -0.26, p= .80)，

顯示不同學校所在地教師在教學評量的設計上，沒有差異。 

在自我效能信念方面，一般教師的平均數為4.16，標準差為0.47，偏遠

教師的平均數為4.10，標準差為0.55，其 t值未達顯著(t(577)= 1.10, p= .27)，

顯示不同學校所在地教師在自我效能信念上，沒有差異。 

綜上所述，不同學校所在地教師在教學效能整體與各層面上，沒有顯著

差異。因此，假設不同學校所在地在教師教學效能上有顯著差異，未獲得支

持。此結果與國內相關研究的結果相符（吳雲道，2006；吳麗花，2002；林

海清，1994；陳木金，1997；張碧娟，1999；廖居治，2000；蔡麗華，2001；

簡玉琴，2002）。也就是說，不同學校所在地並不會影響教師教學效能的結果。 

  



 

147 

 

茲將教師教學效能差異結果分析整理如表 4- 48： 

表表表表 4- 48  
教師教學效能教師教學效能教師教學效能教師教學效能差異差異差異差異結果分析結果分析結果分析結果分析 

背景

變項 
分組 

教學效 
能 

教材內

容的呈

現 

教學技

巧的使

用 

班級氣

氛與師

生互動 

教學評

量的設

計 

自我效

能信念 

性別 (1)男 

(2)女 

- (1)>(2) - - (1)>(2) - 

年齡 (1)30歲以下 

(2)31(含)～40歲 

(3)41(含)～50歲 

(4)51(含)歲以上 

(4)>(1) 

(4)>(2) 

- - - - (4)>(1) 

(4)>(2) 

教育

程度 

(1)專科或大學 

(2)研究所以上 

- - - - - - 

教學

年資 

(1)5年以下 

(2)6（含）～10年 

(3)11（含）～15 年 

(4)16（含）～20 年 

(5)21 含）年以上 

- - - - - - 

任教

科目 

(1)包班 

(2)文科 

(3)理科 

(4)術科 

(5)電腦及其他 

- (2)>(1) - - - - 

擔任

職務 

(1)主任 

(2)組長 

(3)導師 

(4)專任(科任)教師 

- - - - - - 

學校

類別 

(1)國小 

(2)國中 

- (2)>(1) - - (1)>(2) (1)>(2) 

學校

規模 

(1)6 班(含)以下 

(2)7(含)～12 班 

(3)13(含)～24 班 

(4)25(含)～36 班 

(5)37班(含）以上 

- - - - - - 

學校

所在

地 

(1)一般 

(2)偏遠 

- (1)>(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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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公立國民中公立國民中公立國民中公立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領導小學校長科技領導小學校長科技領導小學校長科技領導、、、、教師資訊教師資訊教師資訊教師資訊科技素科技素科技素科技素

養與教學效能之相關程度養與教學效能之相關程度養與教學效能之相關程度養與教學效能之相關程度 

本節就問卷調查所得資料，分析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領導、

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與教學效能之相關程度，據以回答待答問題四。 

壹壹壹壹、、、、校長科技領導與教師資訊科技素養之相關程度校長科技領導與教師資訊科技素養之相關程度校長科技領導與教師資訊科技素養之相關程度校長科技領導與教師資訊科技素養之相關程度 

校長科技領導包括願景、計畫與管理、成員發展與訓練、科技與基本設

施支持、評鑑與研究、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五個層面。教師資訊科技素養包

括軟、硬體操作、法律與倫理、教學應用、資訊科技認知四個層面。為考驗

假設，茲就兩變項之整體與各層面之相關分析進行說明。 

如表 4- 49所示，校長科技領導與教師資訊科技素養整體與各層面之相

關情形，其相關係數皆達 .01顯著水準。就校長科技領導與教師資訊科技素

養之相關而言，相關係數介於 .14～ .35之間，顯示校長科技領導包括願景、

計畫與管理、成員發展與訓練、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評鑑與研究、人際關

係與溝通技巧五個層面，與教師資訊科技素養包括軟、硬體操作、法律與倫

理、教學應用、資訊科技認知四個層面皆有顯著正相關。因此，假設校長科

技領導與教師資訊科技素養有顯著的相關，獲得支持。也就是說，教師知覺

校長科技領導整體及各層面得分愈高，教師資訊科技素養整體及各層面的得

分也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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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 49  
校長科技領導與教師資訊科技素養校長科技領導與教師資訊科技素養校長科技領導與教師資訊科技素養校長科技領導與教師資訊科技素養整體與各層面之相關分析整體與各層面之相關分析整體與各層面之相關分析整體與各層面之相關分析 

 校長科

技領導 
願景、

計畫與

管理 

成員發

展與訓

練 

科技與

基本設

施支持 

評鑑與

研究 
人際關

係與溝

通技巧 

教師資訊科技素養 .35** .29** .33** .30** .27** .35** 

軟、硬體操作 .20** .14** .20** .21** .12** .24** 

法律與倫理 .31** .27** .29** .29** .23** .29** 

教學應用 .32** .31** .29** .22** .33** .29** 

資訊科技認知 .23** .17** .22** .22** .15** .24** 

註註註註：N＝579 

**  p< .01. 

貳貳貳貳、、、、校長科技領導與教師教學效能校長科技領導與教師教學效能校長科技領導與教師教學效能校長科技領導與教師教學效能之相關程度之相關程度之相關程度之相關程度 

校長科技領導包括願景、計畫與管理、成員發展與訓練、科技與基本設

施支持、評鑑與研究、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五個層面。教師教學效能包括教

材內容的呈現、教學技巧的使用、班級氣氛與師生互動、教學評量的設計、

自我效能信念五個層面。為考驗假設，茲就兩變項之整體與各層面之相關分

析進行說明。 

如表 4- 50所示，校長科技領導與教師教學效能整體與各層面之相關情

形，其相關係數皆達 .01顯著水準。就校長科技領導與教師教學效能之相關

而言，相關係數介於 .17～ .30之間，顯示校長科技領導包括願景、計畫與

管理、成員發展與訓練、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評鑑與研究、人際關係與溝

通技巧五個層面，與教師教學效能包括教材內容的呈現、教學技巧的使用、

班級氣氛與師生互動、教學評量的設計、自我效能信念五個層面皆有顯著正

相關。因此，假設教師知覺校長科技領導與教師教學效能有顯著的相關，獲

得支持。也就是說，教師知覺校長科技領導整體及各層面得分愈高，教師教

學效能整體及各層面的得分也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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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 50  
校長科技領導與教師教學效能校長科技領導與教師教學效能校長科技領導與教師教學效能校長科技領導與教師教學效能整體與各層面之相關分析整體與各層面之相關分析整體與各層面之相關分析整體與各層面之相關分析 

 校長科

技領導 
願景、

計畫與

管理 

成員發

展與訓

練 

科技與

基本設

施支持 

評鑑與

研究 
人際關

係與溝

通技巧 

教師教學效能 .30** .25** .25** .27** .29** .28** 

教材內容的呈現 .21** .18** .19** .18** .19** .21** 

教學技巧的使用 .28** .23** .24** .23** .25** .27** 

班級氣氛與師生互動 .26** .21** .23** .23** .24** .25** 

教學評量的設計 .27** .21** .22** .25** .28** .24** 

自我效能信念 .24** .21** .17** .23** .24** .23** 

註註註註：N＝579 

**  p< .01. 

參參參參、、、、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與教師教學效能素養之相關程度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與教師教學效能素養之相關程度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與教師教學效能素養之相關程度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與教師教學效能素養之相關程度 

教師資訊科技素養包括軟、硬體操作、法律與倫理、教學應用、資訊科

技認知四個層面。教師教學效能包括教材內容的呈現、教學技巧的使用、班

級氣氛與師生互動、教學評量的設計、自我效能信念五個層面。為考驗假設，

茲就兩變項之整體與各層面之相關分析進行說明。 

如表 4- 51所示，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與教師教學效能整體與各層面之相

關情形，其相關係數皆達 .01顯著水準。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與教師教學效能

之相關而言，相關係數介於 .25～ .61之間，顯示教師資訊科技素養包括軟、

硬體操作、法律與倫理、教學應用、資訊科技認知四個層面，與教師教學效

能包括教材內容的呈現、教學技巧的使用、班級氣氛與師生互動、教學評量

的設計、自我效能信念五個層面皆有顯著正相關。因此，假設教師資訊科技

素養與教師教學效能有顯著的相關，獲得支持。也就是說，教師資訊科技素

養整體及各層面得分愈高，教師教學效能整體及各層面的得分也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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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 51  
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與教師教學效能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與教師教學效能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與教師教學效能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與教師教學效能整體與各層面之相關分析整體與各層面之相關分析整體與各層面之相關分析整體與各層面之相關分析 

 教師資

訊科技

素養 

軟、硬體

操作 
法律與

倫理 
教學應

用 
資訊科

技認知 

教師教學效能 .61** .36** .49** .50** .53** 

教材內容的呈現 .57** .35** .45** .43** .54** 

教學技巧的使用 .57** .32** .43** .48** .51** 

班級氣氛與師生互動 .52** .33** .42** .40** .44** 

教學評量的設計 .48** .25** .39** .43** .41** 

自我效能信念 .45** .29** .38** .35** .35** 

註註註註：N＝579 

**  p< .01. 

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校長科技領導校長科技領導校長科技領導校長科技領導、、、、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與教師教學效能之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與教師教學效能之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與教師教學效能之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與教師教學效能之

線性關係線性關係線性關係線性關係 

本節就問卷調查所得資料，分析教師知覺校長科技領導、教師資訊科技

素養與教師教學效能之線性關係，據以回答待答問題五。 

本研究使用結構方程模式(SEM)分析教師知覺校長科技領導、教師資訊

科技素養與教師教學效能的關係，圖 4- 1為LISREL以完全標準化係數

(completely standardized solution)估計所得到的結果，茲就模式的適配度及變

項間的效果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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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 結構方程模式 

壹壹壹壹、、、、模式之適配度檢定模式之適配度檢定模式之適配度檢定模式之適配度檢定 

表 4- 52為本研究模式的適配度指標分析，從絕對適配量測來看，χ
2
(71)

＝281.60，P< .05，顯示藉由卡方檢定，本模式之適配度不符合要求。但是卡

方檢定本身有許多的限制，當樣本數愈大時，卡方值愈容易達顯著（黃芳銘，

2007），故本研究仍參照其他指標進一步評鑑模式之適配度。表中GFI值

為 .93，大於接受值 .90；RMR值為 .035，小於建議值之 .05；RMSEA值

為 .072，大於建議值之 .05，但仍屬於不錯的適配（黃芳銘，2007）；AGFI

值為 .90，合於接受值 .90。從增值適配量測來看，表中NFI值為 .97；NNFI

值為 .97；CFI值為 .98；IFI值為 .98；RFI值為 .96，皆大於接受值 .90。

從簡效適配量測來看，表中PNFI值為 .76，大於接受值 .50；PGFI值為 .63，

大於接受值 .50；CN值為203.99，大於接受值200；
��

��
值為3.97，大於接受

值3。這些適配度指標的結果清楚的顯示本研究所提出的模式，具有良好的

適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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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 52  
本研究模式的適配度指標分析本研究模式的適配度指標分析本研究模式的適配度指標分析本研究模式的適配度指標分析 

貳貳貳貳、、、、標準化參數估計標準化參數估計標準化參數估計標準化參數估計 

在確認理論模式適配於觀察資料後，進一步考慮結構方程模式的標準化

參數估計，如圖 4- 1所示，願景、計畫與管理、成員發展與訓練、科技與基

本設施支持、評鑑與研究、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五個層面構成了教師知覺校

長科技領導的要素，所有的標準化參數都達顯著(.89, .89, .87, .81, .85)。軟、

硬體操作、法律與倫理、教學應用、資訊科技認知四個層面構成了教師資訊

科技素養的要素，所有的標準化參數也都達顯著(.57, .69, .78, .65)。教材內容

的呈現、教學技巧的使用、班級氣氛與師生互動、教學評量的設計、自我效

能信念五個層面構成了教師教學效能的要素，而且所有的標準化參數也都達

顯著(.82, .91, .78, .80, .77)，亦即上述層面能有效的測量教師知覺校長科技領

導、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與教師教學效能三個潛在變項。 

適配度指標 判斷值 結果 是否達到標準 

χ
2
(71) 不顯著 281.60 (p< .05) 否 

GFI >.90 .93 是 

RMR <.05 .035 是 

RMSEA ≦.05 .072 適當 

AGFI >.90 .90 是 

NFI >.90 .97 是 

NNFI >.90 .97 是 

CFI >.90 .98 是 

IFI >.90 .98 是 

RFI >.90 .96 是 

PNFI >.50 .76 是 

PGFI >.50 .63 是 

critical N ≧200 203.99 是 

��

��
  <3 3.97 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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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模式模式模式模式各變項間的效果各變項間的效果各變項間的效果各變項間的效果 

在直接效果方面，由圖 4- 1可以看出，教師知覺校長科技領導對教師資

訊科技素養的直接效果為 .39，教師資訊科技素養對教師教學效能的直接效

果為 .55，教師知覺校長科技領導對教師教學效能的直接效果為 .29。 

在間接效果方面，教師知覺校長科技領導透過教師資訊科技素養對教師

教學效能的間接效果為 .39* .55＝ .21(R2＝.51)。因此，教師知覺校長科技領

導對教師教學效能的總效果為 .29（直接效果）＋ .21（間接效果）＝ .50，

而且教師知覺校長科技領導透過教師資訊科技素養的中介效果對教師教學效

能具有51%的解釋力。 

從上述結果來看，不僅教師知覺校長科技領導與教師資訊科技素養對教

師教學效能有顯著正向的影響，而且教師知覺校長科技領導還能藉由教師資

訊科技素養的中介效果對教師教學效能產生間接效果。如此一來，與先前文

獻發現結果相符，本研究所提假設模式亦獲得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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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瞭解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領導、教師資訊科技

素養與教師教學效能之關係，特別是三者之間結構方程模式，檢視校長科技

領導與教師資訊科技素養對教師教學效能之影響。本章主要係根據問卷調查

結果進行分析、歸納與整理後提出研究之結論及相關建議，俾供教育行政主

管機關、學校領導與教學及未來後續研究之參考。 

本章共分二節，第一節針對研究發現結果整理成結論，第二節則根據研

究結論提出建議，以供教育行政機關、國民中小學校長以及後續研究之參考。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本節針對本研究的研究發現，分別就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

領導、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與教師教學效能的現況、不同背景變項、環境變項

的差異情形，三個變項間的相關情形、結構方程模式，提出結論如下： 

壹壹壹壹、、、、宜蘭宜蘭宜蘭宜蘭縣公立國民中縣公立國民中縣公立國民中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教師小學教師小學教師小學教師知覺知覺知覺知覺校長科技領導校長科技領導校長科技領導校長科技領導現況是屬於中上現況是屬於中上現況是屬於中上現況是屬於中上

程度程度程度程度 

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教師知覺校長科技領導方面，普遍情形良好。

在各層面中，以成員發展與訓練表現最好，而評鑑與研究表現較差。 

貳貳貳貳、、、、不同年齡不同年齡不同年齡不同年齡、、、、不同擔任職務不同擔任職務不同擔任職務不同擔任職務、、、、不同學校類別與不同學校所在地在不同學校類別與不同學校所在地在不同學校類別與不同學校所在地在不同學校類別與不同學校所在地在教教教教

師師師師知覺知覺知覺知覺校長科技領導校長科技領導校長科技領導校長科技領導上上上上，，，，有顯著差異有顯著差異有顯著差異有顯著差異 

在整體方面，51(含)歲以上顯著大於31(含)～40歲。在願景、計畫與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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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層面上，國小教師顯著大於國中教師、一般地區教師顯著大於偏遠地區教

師。在成員發展與訓練層面上，國小教師顯著大於國中教師。在科技與基本

設施支持層面上，51(含)歲以上顯著大於31(含)～40歲與41(含)～50歲、國

小教師顯著大於國中教師。在評鑑與研究層面上，51(含)歲以上顯著大於

31(含)～40歲。在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層面上，主任顯著大於導師。 

參參參參、、、、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小學小學小學小學教師資訊科技素養現況是屬於中高程度教師資訊科技素養現況是屬於中高程度教師資訊科技素養現況是屬於中高程度教師資訊科技素養現況是屬於中高程度 

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教師資訊科技素養方面，普遍的得分集中於高

分，顯示目前教師資訊科技素養的情形良好。在各層面中，以法律與倫理表

現最好，教學應用表現較差。 

肆肆肆肆、、、、不同年齡不同年齡不同年齡不同年齡、、、、不同教育程度不同教育程度不同教育程度不同教育程度、、、、不同擔任職務與不同學校類別在教師不同擔任職務與不同學校類別在教師不同擔任職務與不同學校類別在教師不同擔任職務與不同學校類別在教師

資訊科技素養上資訊科技素養上資訊科技素養上資訊科技素養上，，，，有顯著差異有顯著差異有顯著差異有顯著差異 

在整體方面，男性教師顯著高於女性教師、主任顯著大於導師、國小教

師顯著高於國中教師。在軟、硬體操作層面上，男性教師顯著高於女性教師、

30歲以下教師顯著大於41(含)～50歲教師、研究所(含四十學分班)以上教師

顯著高於專科及大學教師、主任顯著大於導師。在法律與倫理層面上，51(含)

歲以上教師顯著大於30歲以下與31(含)～40歲教師、國小教師顯著高於國

中教師。在教學應用層面上，國小教師顯著高於國中教師。 

伍伍伍伍、、、、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小學小學小學小學教師教學效能現況是屬於中高程度教師教學效能現況是屬於中高程度教師教學效能現況是屬於中高程度教師教學效能現況是屬於中高程度 

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效能方面，普遍的得分集中於高分，

顯示目前教師教學效能的情形良好。在各層面中，以班級氣氛與師生互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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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最好，教學評量的設計表現較差。 

陸陸陸陸、、、、不同性別不同性別不同性別不同性別、、、、不同年齡不同年齡不同年齡不同年齡、、、、不同任教科目與不同學校類別在教師上教不同任教科目與不同學校類別在教師上教不同任教科目與不同學校類別在教師上教不同任教科目與不同學校類別在教師上教

學效能學效能學效能學效能，，，，有有有有顯著差異顯著差異顯著差異顯著差異 

在整體方面，51(含)歲以上教師顯著大於30歲以下與31(含)～40歲教師。

在教材內容的呈現層面上，女性教師顯著高於男性教師、文科教師顯著大於

包班教師、國中教師顯著高於國小教師。在教學評量的設計層面上，女性教

師顯著高於男性教師、國小教師顯著高於國中教師。在自我效能信念層面上，

51(含)歲以上教師顯著大於30歲以下與31(含)～40歲教師、國小教師顯著高

於國中教師。 

柒柒柒柒、、、、校長科技領導校長科技領導校長科技領導校長科技領導、、、、教師資訊教師資訊教師資訊教師資訊科技科技科技科技素養與教學效能素養與教學效能素養與教學效能素養與教學效能之間之間之間之間有有有有顯著正相關顯著正相關顯著正相關顯著正相關 

本研究發現，教師知覺校長科技領導包括願景、計畫與管理、成員發展

與訓練、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評鑑與研究、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五個層面，

教師資訊科技素養包括軟、硬體操作、法律與倫理、教學應用、資訊科技認

知四個層面與教師教學效能包括教材內容的呈現、教學技巧的使用、班級氣

氛與師生互動、教學評量的設計、自我效能信念五個層面之間的相關程度，

不論在整體或是各層面上皆達顯著正相關。 

捌捌捌捌、、、、校長科技領導校長科技領導校長科技領導校長科技領導與與與與教師資訊教師資訊教師資訊教師資訊科技科技科技科技素養素養素養素養能能能能影響影響影響影響教師教學效能教師教學效能教師教學效能教師教學效能 

本研究發現，不僅教師知覺校長科技領導與教師資訊科技素養對教師教

學效能有顯著的直接影響，而且教師知覺校長科技領導還能藉由教師資訊科

技素養的中介效果對教師教學效能產生間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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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依據以上的研究結果，研究者分別針對學校行政領導與教學及未來研究

提出建議，茲分述如下： 

壹壹壹壹、、、、對學校對學校對學校對學校行政行政行政行政領導領導領導領導與與與與教學方面的建議教學方面的建議教學方面的建議教學方面的建議 

一、校長應成為科技應用典範，引領教師提昇科技素養。 

本研究發現校長科技領導可以正面的影響教師資訊科技素養，並藉由中

介效果影響教師教學效能。因此，建議校長應為科技領導之表率，將新興科

技擴及學校的行政管理、課程發展與教學應用上，提昇科技領導能力。 

二、強化學區內校際間的合作，落實九年一貫精神。 

本研究發現國中、小教師不論在知覺校長科技領導、資訊科技素養與教

學效能上，國小教師顯著優於國中教師。因此，建議學區內國中、小應可建

立教師間的對話機制，彼此交流合作、互相學習，以期落實九年一貫精神。 

三、辦理資訊科技教學觀摩，增進教師教育科技知能。 

本研究發現在教學應用的平均數偏低，而科技領導的層面之一是成員發

展與訓練。因此，學校應為強化教育科技實際運用在教學上，應主動並積極

針對學校教師需求，辦理教學觀摩研習訓練活動，以培養教師教育科技素養。 

貳貳貳貳、、、、對未來研究的建議對未來研究的建議對未來研究的建議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以宜蘭縣國中、小教師為研究對象，在文獻探討中發現，相關研

究多數是以都會區、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建議未來研究可以針對偏遠、中

學教師為研究對象，找出城鄉間的差異，進一步尋求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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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主要採用問卷調查之量化研究方式，並使用線上問卷方式施測，

雖然採取普查方式取樣，但為提高問卷填答樣本數，除給予較高填答誘因外，

僅能被動通知。建議未來研究除可採取質量並重的方式外，如何提昇樣本的

回收率，使得研究的進行更為順暢。 

三、研究變項方面 

本研究係以校長科技領導、教師資訊科技素養來解釋教師教學效能，雖

然假設模式獲得驗證。建議未來研究可以改採其他變項來探討，進一步找出

更適配的解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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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 更換學位論文口試委員申請書更換學位論文口試委員申請書更換學位論文口試委員申請書更換學位論文口試委員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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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 「「「「國中國中國中國中、、、、小校長科技領導小校長科技領導小校長科技領導小校長科技領導、、、、教師資訊科技素養及教師資訊科技素養及教師資訊科技素養及教師資訊科技素養及教師教師教師教師

教學效能教學效能教學效能教學效能」」」」調查調查調查調查預試預試預試預試問卷問卷問卷問卷 

指導教授指導教授指導教授指導教授：：：：張奕華博士張奕華博士張奕華博士張奕華博士 

敬愛的教育先進道鑑： 
感謝您於百忙中撥冗填寫此份問卷，本問卷的主要目的在於了解校長科校長科校長科校長科

技領導技領導技領導技領導、、、、教師資訊教師資訊教師資訊教師資訊科技科技科技科技素養與教師教學效能素養與教師教學效能素養與教師教學效能素養與教師教學效能的現況。 
本問卷共分成四部分：第一部份為基本資料，第二部分校長科技領

導量表；第三部份為「教師資訊科技素養量表」；第四部份為「教師教學效能

量表」。請您就以下三部分的每一小題作答，依照您個人的看法與同意

的程度，在題目後的選項□中打「ˇ」，您的意見非常寶貴，懇請您撥

冗指導。 
本問卷僅供學術研究之用，問卷不必具名，資料絕對保密，請您寬心填

答。在此感謝您的協助與支持，並致上最誠摯的謝意。 
敬頌 
教祺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學校行政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施宏杰敬上   

二00九年十二月 

壹壹壹壹、、、、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請您在□內依據個人狀況打「ˇ」】 

1 您的性別： □男 □女 

2 您的年齡： 
□30歲以下 □31（含）～40歳 □41（含）～50
歲 □51（含）歲以上 

3 您的教育程度： 
□研究所(含四十學分班)以上 □大學 □專科 □
其他 ╴╴╴╴╴╴ 

4 您從事教職的年資： 
□5 年以下 □6（含）～10 年 □11（含）～20 年 
□21 （含）年以上 

5 您的主要任教科目： □文科 □理科 □術科 □電腦 □包班 □其他 
6 您擔任的職務： □主任或組長 □導師 □專任（科任）教師 
7 您的學校類別： □國小 □國中 

8 您的學校規模： 
□6 班（含）以下 □7（含）～12 班 □13（含）
～24 班 □25（含）～36 班 □37班（含）以上 

9 您的學校所在地： □一般 □偏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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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問卷內問卷內問卷內問卷內容容容容 

【下列敘述是為能瞭解校長促進校內科技使用

的角色，依序由非常符合到非常不符合，問卷並

無特定答案，請您根據學校實際狀況與了解在適

當的□內打「ˇ」。所所所所謂謂謂謂科技係指電腦科技係指電腦科技係指電腦科技係指電腦軟硬軟硬軟硬軟硬體及體及體及體及

其其其其週邊設備週邊設備週邊設備週邊設備、、、、網路資網路資網路資網路資源源源源與學習平與學習平與學習平與學習平台台台台、、、、支援支援支援支援教學的教學的教學的教學的

科技科技科技科技設備等設備等設備等設備等。】 

非
常
符
合

 

大
致
符
合

 

有
點
符
合

 

大
致
不
符
合

 

非
常
不
符
合

 

一一一一、、、、校長科技領導校長科技領導校長科技領導校長科技領導 
(一一一一)願願願願景景景景、、、、計畫與計畫與計畫與計畫與管管管管理理理理 
1. 校長能向學校同仁清楚地說明校內科技使用
的願景 

□ □ □ □ □ 

2. 校長能與學校同仁共同發展科技使用計畫   □ □ □ □ □ 

3. 校長能授權校內成員的科技計畫團隊 □ □ □ □ □ 

4. 校長能基於科技化的原則去執行學校改善計
畫 

□ □ □ □ □ 

5. 校長能整合校內的科技資源讓學校成員使用 □ □ □ □ □ 

6. 校長能有效地管理科技對學校產生的影響 □ □ □ □ □ 

7. 校長能有效地分配資源以提高校內科技計畫
的執行 

□ □ □ □ □ 

8. 校長能善用科技以促進行政運作的有效管理 □ □ □ □ □ 

(二二二二)成員發展與成員發展與成員發展與成員發展與訓練訓練訓練訓練      
1. 校長能鼓勵校內成員在科技領域上的專業發
展 

□ □ □ □ □ 

2. 校長能支持學校成員校內外在職訓練，以提昇
科技素養 

□ □ □ □ □ 

3. 校長能提供資源給校內成員，以作為在科技訓
練之用 

□ □ □ □ □ 

4. 校長能提供科技訓練課程給校內成員 □ □ □ □ □ 

5. 校長能提供時間給校內成員，作為科技訓練之
用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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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三三)科技與基本科技與基本科技與基本科技與基本設設設設施施施施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1. 校長能提供校內師生適當的科技設備，以作
為學校行政與教學的使用 

□ □ □ □ □ 

2. 校長能確保校內師生在科技設備上的適當
使用 

□ □ □ □ □ 

3. 校長能確保校內成員具有相同的機會使用
科技資源 

□ □ □ □ □ 

4. 校長能在校內成員需要科技設施時，提供協
助與支持 

□ □ □ □ □ 

5. 校長能確保校內設備的即時修護 □ □ □ □ □ 

6. 校長能提供多樣化的軟體應用程式給校內
成員 

□ □ □ □ □ 

7. 校長能積極地尋求外部的資源，以充實校內
科技設施 

□ □ □ □ □ 

(四四四四) 評評評評鑑鑑鑑鑑與研究與研究與研究與研究      
1. 校長能有效地評鑑教職員的科技專業素養 □ □ □ □ □ 

2. 校長能評鑑教師在教學計畫中有關科技融
入教學的情況 

□ □ □ □ □ 

3. 校長能從成本效益的觀點來評鑑學校的科
技計畫 

□ □ □ □ □ 

4. 校長能評鑑教室中的電腦操作系統 □ □ □ □ □ 

5. 校長能根據指標來評鑑教學上使用科技的
情形 

□ □ □ □ □ 

6. 校長能善用與科技相關的研究以引導學校
中科技的使用 

□ □ □ □ □ 

(五五五五) 人人人人際際際際關係與關係與關係與關係與溝通溝通溝通溝通技技技技巧巧巧巧      
1. 校長能了解師生在科技上的需求和關心 □ □ □ □ □ 

2. 校長能善用溝通技巧，鼓勵師生學習使用科
技 

□ □ □ □ □ 

3. 校長能與學校外的團體維持良好的互動關
係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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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校長能與校內成員溝通科技的相關議題 □ □ □ □ □ 

5. 校長能與校外人士溝通科技的相關議題 □ □ □ □ □ 

二二二二、、、、教師科技素養教師科技素養教師科技素養教師科技素養      
（（（（一一一一））））軟軟軟軟、、、、硬硬硬硬體體體體操操操操作作作作      
1. 我能正確說出電腦主要的周邊設備名稱 □ □ □ □ □ 

2. 當電腦故障時，我能做簡易的維修排除故障 
(如印表機卡紙) 

□ □ □ □ □ 

3. 我會操作基本的電腦硬體周邊設備 (如磁

碟機、光碟機、印表機、掃描器或數位相機等) 
□ □ □ □ □ 

4. 我了解電腦硬體基本組件的功能 (如
CPU、記憶體等) 

□ □ □ □ □ 

5. 我會使用多媒體器材（如單槍投影機）將資

訊呈現在他人面前 
□ □ □ □ □ 

6. 我能使用電腦周邊設備如燒錄器、隨身碟

等，以存取所需資訊 
□ □ □ □ □ 

7. 我會使用解壓縮軟體，將資訊檔案進行解壓

縮 
□ □ □ □ □ 

8. 我會使用掃毒軟體清除電腦病毒 □ □ □ □ □ 

9. 我會使用網頁製作軟體 (如 frontpage)編輯
網頁 

□ □ □ □ □ 

（（（（二二二二））））法律法律法律法律與與與與倫倫倫倫理理理理      
1. 我能遵守網路使用禮節及相關規範準則 □ □ □ □ □ 

2. 我能瞭解並尊重智慧財產權 □ □ □ □ □ 

3. 我能在不侵犯智慧財產權下，將在網路上所

搜尋到得資料加以利用 
□ □ □ □ □ 

4. 我能遵守學校使用電腦的規則，不安裝非法
軟體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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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覺得電腦及網路可以幫助我完成許多教
學相關資源 

□ □ □ □ □ 

6. 我認為電腦及網路有助於我在教學上的專
業成長 

□ □ □ □ □ 

（（（（三三三三））））教學教學教學教學應用應用應用應用      
1. 我可以在設計教學活動時，加入學生運用電
腦發表作品的活動 

□ □ □ □ □ 

2. 我能了解任教科目，應用科技與資訊的原理
和方法 

□ □ □ □ □ 

3. 我能了解任教科目，應用科技與資訊的理論
背景和發展 

□ □ □ □ □ 

4. 我能了解任教科目，應用科技與資訊的目的
和重要性 

□ □ □ □ □ 

5. 我能利用網路教材進行教學活動 □ □ □ □ □ 

6. 我會依學生學習狀況設計電腦輔助教材 □ □ □ □ □ 

（（（（四四四四））））管管管管理與評理與評理與評理與評鑑鑑鑑鑑      
1. 我具備編製系統化教學設計的知能 □ □ □ □ □ 

2. 我能系統化管理教學軟體 □ □ □ □ □ 

3. 我具備指導學生參加資訊競賽的能力 □ □ □ □ □ 

4. 我具備評鑑線上教材的能力 □ □ □ □ □ 

5. 我會妥善使用所蒐集來的教學資料 □ □ □ □ □ 

6. 我經常使用電子郵件 □ □ □ □ □ 

7. 我會使用文書處理軟體（如：Microsoft 
Word）將收集到的課程相關資料加以編輯或出
考題 

□ □ □ □ □ 

8. 我能使用網路資源 (如電子郵件、電子公布
欄或FTP等) 與其他教師交換教學資源 (教學
心得、文件等)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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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當需要資訊時，我能夠利用不同的查詢方式
取得所需要的資訊 

□ □ □ □ □ 

10.我能將所蒐集的資料加以整理，擷取出教學
所需的內容 

□ □ □ □ □ 

三三三三、、、、教師教學效能教師教學效能教師教學效能教師教學效能      
（（（（一一一一））））教教教教材材材材內內內內容容容容的的的的呈呈呈呈現現現現      
1. 在進行教學前，我會充分精熟授課單元的內
容 

□ □ □ □ □ 

2. 在進行教學前，我會事先做好教學計畫 □ □ □ □ □ 

3. 在進行教學前，我會將該單元所需教材準備
齊全 

□ □ □ □ □ 

4. 在進行教學前，我會安排預習活動並要求學
生確實做到 

□ □ □ □ □ 

5. 在教學過程中，我會總結學生發表的意見並
加以指導 

□ □ □ □ □ 

6. 我會補充資料充實教材內容 □ □ □ □ □ 

7. 我能依照教材的內容選用適當的教學媒體 □ □ □ □ □ 

（（（（二二二二））））教學技教學技教學技教學技巧巧巧巧的的的的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1. 在教學開始前，我會引發學習動機 □ □ □ □ □ 

2. 在教學過程中，我會變化教學活動維持學生
的注意力 

□ □ □ □ □ 

3. 我會配合教學需要，進行多元（如實驗、分
組活動等）方式教學 

□ □ □ □ □ 

4. 我會以問題型式，由淺而深探詢學生是否真
正瞭解 

□ □ □ □ □ 

5. 我會以開放式問題，引導學生進一步思考 □ □ □ □ □ 

6. 我會引導學生觸類旁通 □ □ □ □ □ 

7. 我會提供學生引導性的練習，以熟悉學習教
材的機會 

□ □ □ □ □ 

8. 我會合理分配每一個教學活動時間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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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我會注意教學活動的緊湊流暢 □ □ □ □ □ 

10.我會在轉換教學活動時，對學生作清楚明白
的指示 

□ □ □ □ □ 

11.我會以簡短的時間處理課堂上突發的問題 □ □ □ □ □ 

12.我會在上課前先做好上課時間的安排 □ □ □ □ □ 

13.我會給予學生足夠討論的時間 □ □ □ □ □ 

14.在每節結束前，我會總結教材內容並摘要學

習重點 
□ □ □ □ □ 

15.我會與學生分享彼此的經驗，促進師生感情
交流 

□ □ □ □ □ 

16.我會對有學習困難的學生，表達善意和幫助 □ □ □ □ □ 

（（（（四四四四））））班班班班級級級級氣氣氣氣氛氛氛氛與師生與師生與師生與師生互互互互動動動動      
1. 我會以民主的方式，給予學生自我表達和作
決定的機會 

□ □ □ □ □ 

2. 我會以幽默的氣氛帶動教室裡輕鬆愉快的
學習氣氛 

□ □ □ □ □ 

3. 我會對學生的進步給予鼓勵 □ □ □ □ □ 

4. 在我的教室裡，我能保持良好的師生溝通 □ □ □ □ □ 

5. 在我的教室裡，我能創造融洽的學習氣氛 □ □ □ □ □ 

（（（（五五五五））））教學評量的教學評量的教學評量的教學評量的設設設設計計計計      
1. 我會應用多元評量方式，評定學生成績 □ □ □ □ □ 

2. 我能依據評量結果來調整教學 □ □ □ □ □ 

3. 我能依據教學需要，有效實施多元評量方式 □ □ □ □ □ 

4. 我能分析、解釋並運用評量結果 □ □ □ □ □ 

5. 我會和學生共同地檢討評量的結果，並更正
錯誤 

□ □ □ □ □ 

6. 我會讓家長了解學生的學習狀況 □ □ □ □ □ 

（（（（六六六六））））自我自我自我自我效能信效能信效能信效能信念念念念      
1. 我覺得我有足夠的能力可以處理學生學習
的問題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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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只要我盡力我一定能教好我的學生 □ □ □ □ □ 

3. 不論學校環境設備好壞，我也能發揮教學的
成效 

□ □ □ □ □ 

4. 對不守紀律的學生，我有辦法讓他們接受紀

律的要求 
□ □ □ □ □ 

5. 我覺得我能對學生的學習成就有正面的影
響力 

□ □ □ □ □ 

6. 我積極參加校內外進修活動以提昇教學品
質 

□ □ □ □ □ 

7. 我具有反省思考的能力，並能實際進行行動
研究 

□ □ □ □ □ 

8. 在我的教室裡，學生們聽課的態度良好 □ □ □ □ □ 

9. 在我的教室裡，我有很強的團隊凝聚力 □ □ □ □ □ 

10.在我的教室裡，學生們都能遵守上課公約 □ □ □ □ □ 

11.在我的教室裡，學生們的學習需求都能得到
滿足 

□ □ □ □ □ 

 
【感謝您的耐心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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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附錄四附錄四附錄四 「「「「國中國中國中國中、、、、小校長科技領導小校長科技領導小校長科技領導小校長科技領導、、、、教師資訊科技素養及教師教師資訊科技素養及教師教師資訊科技素養及教師教師資訊科技素養及教師

教學效能教學效能教學效能教學效能」」」」調查調查調查調查正式正式正式正式問卷問卷問卷問卷 

指導教授指導教授指導教授指導教授：：：：張奕華博士張奕華博士張奕華博士張奕華博士 

敬愛的教育先進道鑑： 

感謝您於百忙中撥冗填寫此份問卷，本問卷的主要目的在於了解校長科校長科校長科校長科

技領導技領導技領導技領導、、、、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與教師教學效能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與教師教學效能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與教師教學效能教師資訊科技素養與教師教學效能的現況。 

本問卷共分成四部分：第一部份為基本資料，第二部分校長科技領

導量表；第三部份為「教師資訊科技素養量表」；第四部份為「教師教學效能

量表」。請您就以下三部分的每一小題作答，依照您個人的看法與同意

的程度，在題目後的選項□中打「ˇ」，您的意見非常寶貴，懇請您撥

冗指導。 

本問卷僅供學術研究之用，問卷不必具名，資料絕對保密，請您寬心填

答。在此感謝您的協助與支持，並致上最誠摯的謝意。 

敬頌 

教祺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學校行政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施宏杰敬上   

2010年4月 

壹壹壹壹、、、、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請您在□內依據個人狀況打「ˇ」】 

1 您的性別： □男 □女 

2 您的年齡： 
□30歲以下 □31（含）～40歳 □41（含）～50
歲 □51（含）歲以上 

3 您的教育程度： □專科及大學 □研究所(含四十學分班)以上 

4 您從事教職的年資： 
□5 年以下 □6（含）～10 年 □11（含）～15
年 □16（含）～20年 □21（含）年以上 

5 您的主要任教科目： □包班 □文科 □理科 □術科 □電腦及其他 

6 您擔任的職務： □主任 □組長 □導師 □專任（科任）教師 

7 您的學校類別： □國小 □國中 

8 您的學校規模： 
□6 班（含）以下 □7（含）～12 班 □13（含）
～24 班 □25（含）～36 班 □37班（含）以上 

9 您的學校所在地： □一般 □偏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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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問卷內問卷內問卷內問卷內容容容容    

【下列敘述是為能瞭解校長促進校內科技使

用的角色，依序由非常符合到非常不符合，問

卷並無特定答案，請您根據學校實際狀況與了

解在適當的□內打「ˇ」。所所所所謂謂謂謂科技係指電腦科技係指電腦科技係指電腦科技係指電腦

軟硬軟硬軟硬軟硬體及其體及其體及其體及其週邊設備週邊設備週邊設備週邊設備、、、、網路資網路資網路資網路資源源源源與學習平與學習平與學習平與學習平台台台台、、、、

支援支援支援支援教學的科技教學的科技教學的科技教學的科技設備等設備等設備等設備等。】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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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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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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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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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校長科技領導校長科技領導校長科技領導校長科技領導    

((((一一一一))))願願願願景景景景、、、、計畫與計畫與計畫與計畫與管管管管理理理理    

1. 校長能向學校同仁清楚地說明校內科技使

用的願景    
□ □ □ □ □ 

2. 校長能基於科技化的原則去執行學校改善

計畫 
□ □ □ □ □ 

3. 校長能整合校內的科技資源讓學校成員使

用 
□ □ □ □ □ 

4. 校長能有效地管理科技對學校產生的影響 □ □ □ □ □ 

5. 校長能有效地分配資源以提高校內科技計

畫的執行 
□ □ □ □ □ 

6. 校長能善用科技以促進行政運作的有效管

理 
□ □ □ □ □ 

((((二二二二))))成員發展與成員發展與成員發展與成員發展與訓練訓練訓練訓練  
1. 校長能鼓勵校內成員在科技領域上的專業

發展    
□ □ □ □ □ 

2. 校長能支持學校成員校內外在職訓練，以

提升科技素養 
□ □ □ □ □ 

3. 校長能提供資源給校內成員，以做為在科

技訓練之用 
□ □ □ □ □ 

((((三三三三))))科技與基本科技與基本科技與基本科技與基本設設設設施施施施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1. 校長能提供校內師生適當的科技設備，以

做為學校行政與教學的使用    
□ □ □ □ □ 

2. 校長能確保校內師生在科技設備上的適當

使用 
□ □ □ □ □ 

3. 校長能確保校內成員具有相同的機會使用

科技資源 
□ □ □ □ □ 

4. 校長能在校內成員需要科技設施時，提供

協助與支持 
□ □ □ □ □ 

5. 校長能確保校內設備的即時修護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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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評評評評鑑鑑鑑鑑與研究與研究與研究與研究     
1.    校長能有效地評鑑教職員的科技專業素養 □ □ □ □ □ 

2. 校長能評鑑教師在教學計畫中有關科技融

入教學的情況 
□ □ □ □ □ 

3. 校長能從成本效益的觀點來評鑑學校的科

技計畫 
□ □ □ □ □ 

4. 校長能評鑑教室中的電腦操作系統 □ □ □ □ □ 

5. 校長能根據指標來評鑑教師教學上使用科

技的情形 
□ □ □ □ □ 

6. 校長能善用與科技相關的研究以引導學校

中科技的使用 
□ □ □ □ □ 

((((五五五五))))    人人人人際際際際關係與關係與關係與關係與溝通溝通溝通溝通技技技技巧巧巧巧     
1. 校長能了解師生在科技上的需求和關心    □ □ □ □ □ 

2. 校長能善用溝通技巧，鼓勵師生學習使用

科技 
□ □ □ □ □ 

3. 校長能與學校外的團體維持良好的互動關

係 
□ □ □ □ □ 

二二二二、、、、教師教師教師教師資訊資訊資訊資訊科技素養科技素養科技素養科技素養 
 

（（（（一一一一））））軟軟軟軟、、、、硬硬硬硬體體體體操操操操作作作作 

1. 當電腦故障時，我能做簡易的維修排除故

障 (如：印表機卡紙) 
□ □ □ □ □ 

2. 我會操作基本的電腦硬體周邊設備 

(如：光碟機、印表機、掃描器或數位相機等) 
□ □ □ □ □ 

3. 我能使用電腦周邊設備（如：燒錄器、隨

身碟等），以存取所需資訊 
□ □ □ □ □ 

4. 我會使用解壓縮軟體，將資訊檔案進行解

壓縮 
□ □ □ □ □ 

5. 我會使用掃毒軟體清除電腦病毒 □ □ □ □ □ 

（（（（二二二二））））法律法律法律法律與與與與倫倫倫倫理理理理     
1. 我能遵守網路使用禮節及相關規範準則 □ □ □ □ □ 

2. 我能了解並尊重智慧財產權 □ □ □ □ □ 

3. 我能在不侵犯智慧財產權下，將在網路上

所搜尋到的資料加以利用 
□ □ □ □ □ 

（（（（三三三三））））教學教學教學教學應用應用應用應用  
1. 我能了解任教科目在應用科技與資訊的原

理和方法 
□ □ □ □ □ 

2. 我能了解任教科目在應用科技與資訊的

理論背景和發展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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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能了解任教科目在應用科技與資訊的目

的和重要性 
□ □ □ □ □ 

（（（（四四四四））））資訊科技資訊科技資訊科技資訊科技認認認認知知知知     
1. 我能使用網路資源 (如：電子郵件、電子

公布欄或 FTP等) 與其他教師交換教學資源 

(如：教學心得、文件等) 

□ □ □ □ □ 

2. 當需要資訊時，我能夠利用不同的查詢方

式取得所需要的資訊 
□ □ □ □ □ 

3. 我能將所蒐集的資料加以整理，擷取出教

學所需的內容 
□ □ □ □ □ 

三三三三、、、、教師教學效能教師教學效能教師教學效能教師教學效能    
     

（（（（一一一一））））教教教教材材材材內內內內容容容容的的的的呈呈呈呈現現現現    

1. 在進行教學前，我會充分精熟授課單元的
內容 

□ □ □ □ □ 

2. 在進行教學前，我會事先做好教學計畫 □ □ □ □ □ 

3. 在進行教學前，我會將該單元所需教材準

備齊全 
□ □ □ □ □ 

4. 我會補充資料充實教材內容 □ □ □ □ □ 

5. 我能依照教材的內容選用適當的教學媒體 □ □ □ □ □ 

（（（（二二二二））））教學技教學技教學技教學技巧巧巧巧的的的的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1. 在教學開始前，我會引發學習動機 □ □ □ □ □ 

2. 在教學過程中，我會變化教學活動維持學

生的注意力 
□ □ □ □ □ 

3. 我會以問題型式，由淺而深探詢學生是否

真正了解 
□ □ □ □ □ 

4. 我會引導學生觸類旁通 □ □ □ □ □ 

5. 我會提供學生引導性的練習，以熟悉學習

教材的機會 
□ □ □ □ □ 

6. 我會注意教學活動的緊湊流暢 □ □ □ □ □ 

（（（（三三三三））））班班班班級級級級氣氣氣氣氛氛氛氛與師生與師生與師生與師生互互互互動動動動  
1. 我會以民主的方式，給予學生自我表達和

作決定的機會 
□ □ □ □ □ 

2. 我會以幽默的氣氛帶動教室裡輕鬆愉快的

學習氣氛 
□ □ □ □ □ 

3. 我會對學生的進步給予鼓勵 □ □ □ □ □ 

4. 在我的教室裡，我能保持良好的師生溝通 □ □ □ □ □ 

5. 在我的教室裡，我能創造融洽的學習氣氛 □ □ □ □ □ 

（（（（四四四四））））教學評量的教學評量的教學評量的教學評量的設設設設計計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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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能依據評量結果來調整教學 □ □ □ □ □ 

2. 我能依據教學需要有效實施多元評量方式 □ □ □ □ □ 

3. 我能分析、解釋並運用評量結果 □ □ □ □ □ 

4. 我會和學生共同地檢討評量的結果，並更

正錯誤 
□ □ □ □ □ 

（（（（五五五五））））自我自我自我自我效能信效能信效能信效能信念念念念     
1. 我覺得我有足夠的能力可以處理學生學習

的問題 
□ □ □ □ □ 

2. 我覺得我能對學生的學習成就有正面的影

響力 
□ □ □ □ □ 

3. 在我的教室裡，學生們聽課的態度良好 □ □ □ □ □ 

4.在我的教室裡，學生們的學習需求都能得到

滿足 
□ □ □ □ □ 

 

【感謝您的耐心填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