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7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針對台北縣九十四學年度「組織再造與人力規劃試辦方案」

的公立國中試辦學校，作執行情況的探討。 

本章內容分為五節，依序為研究結構、研究對象、研究工具、實施

程序及資料處理等，分別陳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概念架構，係根據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問題及文獻

探討分析，而提出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示。架構包含背景變項、「組

織再造與人力規劃試辦方案」及「學校效能」等三部分，分別說明如下： 

 

 

 

 

 

 

 

 

 

 

 

 

圖 3-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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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變項 

背景變項區分環境變項與人口變項：在人口變項裡分為職務、性別 

、年齡、學歷和服務年資，在環境變項中則有所處地區、學校規模及校

齡，茲就此變項說明如下： 

ㄧ、性別：分成「男」、「女」兩種類型。 

二、服務年資：分成「5 年以下」、「6-10 年」、「11-15 年」、

「16-20 年」、「21 年以上」五種類型。 

三、學歷：分成「博士」、「碩士」、「研究所 40 學分班」、

「師範院校」、「一般大學」五種類型。 

四、職務：分成「校長」、「教師兼主任」、「教師兼組長」、

「導師」、「專任老師」五種類型。 

五、年齡：分成「25 歲以下」、「26-35 歲」、「36-45 歲」、

「46-55 歲」、「56 歲以上」五種類型。 

六、學校規模：分成「1 到 12 班」、「13 到 24 班」、「25 到 59

班」、「60 班以上」四種類型。 

七、學校位置：分成「都會型學校」、「城鄉型學校」、「偏遠學

校」三種類型。 

八、學校歷史：分成「5 年以下」、「6-10 年」、「11-54 年」、

「55 年以上」四種類型。  

 

貳、組織再造與人力規劃試辦方案 

「組織再造與人力規劃試辦方案」內涵包括組織結構再造、組織文

化改變與人力資源規劃三個向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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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學校效能 

「學校效能」包含行政效能、教學效能、學生學習成長及社區認同

參與等四個向度。 

綜合以上：探討自變數背景變項的不同，是否在依變項試辦「組織

再造與人力規劃試辦方案」與「學校效能」上有差異？另外，依「組織

再造與人力規劃試辦方案」內涵不同，再探究與「學校效能」的表現是

否有差異？其次，分析「組織再造與人力規劃試辦方案」試辦情形與

「學校效能」之間的積差相關，最後了解「組織再造與人力規劃試辦方

案」試辦情形對「學校效能」是否有預測作用？且其典型相關又如何？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以台北縣九十四學年度試辦「組織再造與人力規劃試辦

方案曁學校實施計畫」的四十二所公立國民中學，為取樣對象，方式分

為問卷、訪談兩種。 

壹、問卷對象 

本問卷取樣以在該校服務一年以上教師為對象，樣本分配數如表 3-

1 所列，正式問卷調查樣本基本資料分析表（如附錄四）： 

表 3-1 問卷調查樣本分配表 

學校規模   校長或主任 組長   導師  專任教師      合計 

1 到 12 班         2 3 3 2          10 

13 到 24 班        3 4 5 3          15 

25 到 59 班        3 5        8     4          20 

60 班以上         3 5       11     6          25 

   

本問卷共寄發 805 份，回收問卷 577 份，問卷的回收率為

71.7.3%，有效問卷為 555 份，佔回收問卷 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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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訪談對象 

  本訪談對象為在問卷回收統計後，針對試辦學校及有經驗的校長，

立意取樣選擇 3 人訪問（如表 3-2），並對量化的結果之原因作深入探

討，以加強結果的解釋。 

表 3-2 訪談對象名單表 

代號 學校規模大小 性別 訪談日期 訪談對象 

Ａ 25 到 59 班（48） 男 96.6.9 校長 

Ｂ 25 到 59 班（55） 男 96.6.5 校長 

Ｃ 1 到 12 班（5） 女 96.6.8 校長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量化部份採問卷調查法，為研究者自編的『「組織再造與

人力規劃試辦方案」與「學校效能」之研究調查問卷』，卷內容分為：

（1）基本資料；（2）「臺北縣國民中學組織再造及人力規劃方案」調

查問卷』與「國民中學學校效能調查問卷」。以下依問卷工具之編製過

程與內容、填答與計分方式、信度及效度的分析，分別說明如下： 

 

壹、編製預試問卷 

本研究參酌文獻資料，經由研究者與指導教授討論後，確定問卷初

稿，並由指導教授具函推薦（如附錄五），敦請 6 位教育行政研究領域

的專家學者及 4 位具學校行政經驗的現任國中校長（名單如表 3-3），

填答『「組織再造與人力規劃試辦方案」與「學校效能」之研究調查』

（專家問卷），就問卷之內容、結構、用辭提供修正意見。經兩度修

正，形成專家內容效度，作為預試問卷編製之重要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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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本研究預試問卷的學者專家名冊（依姓氏筆劃排列） 
編號  姓名     專長            現職 

1  井敏珠  教育行政 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教務主任、公私立高中校務評鑑委員 

2   吳清山  教育行政  台北市立教育大學教授兼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執行長 

3   林邦傑  教育行政  銘傳大學專任教授 

4   陳木金  教育行政  政治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授兼總務長 

5   黃能堂  教育行政  台灣師範大工業科技教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6   黃乃熒  教育行政  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系教授 

7   王秀燕  學校行政  台北縣立汐止國民中學校長 

8   吳慧蘭  學校行政  台北縣立豐珠國民中小學校長 

9   陳憲傳  學校行政  台北縣立三峽國民中學校長 

10  曾春榮  學校行政  台北縣立安溪國民中學校長 

第一次專家效度問卷（如附錄六）中，在組織再造部分，自編「台

北縣國民中學組織再造與人力規劃試辦方案調查問卷」，在學校效能部

分，則採用蔡進雄（2000a）的「國民中學學校效能調查問卷」。結果

意見結果統計表（如附錄七）及專家意見表（如附錄八）呈現：「組織

文化改變」部分用辭與「學校效能」問卷直接的引用的適切性，需考慮

修改，經與指導教授討論，效能部分重編，並重組題號（如附錄九）。 

第二次專家審核意見結果，只作問卷提問，用字小部分修改。 

 

貳、預試問卷之實施與分析 

  經過專家效度審核，研究者再與指導教授討論，完成預試問卷之編

製（如附錄十），實施預測，預試問卷學校如表 3-4。 

表 3-4  預試問卷學校 

學校    發出卷數    回收卷數    回收百分比（%） 

安溪國中      20             20               100 

深坑國中      15             10                66 

平溪國中      10             10               100 

中山國中      25             25               100 

文山國中      20             16                80 

三峽國中      20             20               100 

合計         110            101                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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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預試問卷的施測 

預試樣本取安溪、深坑、平溪、中山、文山、三峽等國中教師共

110 人，回收問卷 101 份，佔 91.8%，有效問卷 101 份，無效問卷 0

份，將資料以 SPSS for Windows 13.0 進行分析。 

二、預試問卷的題目分析與篩選 

本預試問卷在各因素向度上的α係數為：組織結構再造（.884）、

組織文化改變（.879）、人力資源規劃（.875）、總組織再造

（.853）、行政效能（.874）、教學效能（.884）、學生學習成長

（.891）、社區認同參與（.891）、總效能（.855），總問卷

（.902），皆在 0.7 之上，屬於高信度。信度分析如表 3-5。 

 

表 3-5  預試問卷信度分析表 

整個方案  學校效能 

因素向度 與總分相關性 α係數 因素向度 與總分相關性 α係數 

組織結構再造 .766 .884 行政效能 .905 .874 

組織文化改變 .754 .879 教學效能 .798 .884 

人力資源規劃 .887 .875 學生學習成長 .589 .893 

組織再造 .930 .853 社區認同參與 .656 .891 

  學校效能 .921 .855 

 

三、因素分析 

  本問卷經因素分析後，在「組織再造及人力規劃試辦方案」部分，

如表 3-6 所示，分為「組織結構再造」、「組織文化改變」及「人力資

源規劃」三個因素。在「學校效能」方面，本研究參酌相關文獻，將此

部分則分為「行政效能」、「教學效能」、「學生學習成長」及「家長

社區參與」四個因素，如表 3-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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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組織再造及人力規劃試辦方案」因素分析 
 

項度 
預測問卷

題號 

正式問卷題

號 
題數

因素 

負荷量
共同性 特徵值

解釋變異量

（﹪） 

累積解釋變異

量（﹪） 

H5 H4 .776 .638
H3 H2 .754 .600
H14 H10 .751 .627
H13 H9 .750 .587
H4 H3 .705 .523
H6 H5 .645 .479
H12 H8 .626 .562
H15 H11 .536 .435
R8 H7 .519 .499
R7 H6 .517 2.96

因

素

ㄧ 

人力資源規劃 

H2 H1 

11 

.486 .343

11.143 37.142 37.142

C6 C6 .788 .637
C7 C7 .759 .628
C5 C5 .720 .602
C8 C8 .705 .550
C3 C3 .704 .531
C4 C4 .648 .517
C9 C9 .639 .528
C2 C2 .587 .613
C11 C10 .557 .598

因

素

二 

組織文化改變 

C1 C1 

10 

.552 .497

2.905 9.685 46.827

R4 R4 .788 .654
R5 R5 .711 .642
R6 R6 .698 .531
R3 R3 .653 .597
R2 R2 .627 .490
R1 R1 .611 .508
R7 R7 .549 .487
R9 R8 .537 .340

因

素

三 

組織結構再造 

R10 R9 

9 

.536 .416

1.976 6.588 53.415

 

表 3-7 「學校效能」因素分析 
 

項度 題號 
正式問卷題

號 
題數

因素 

負荷量
共同性 特徵值

解釋變異量

（﹪） 

累積解釋變異

量（﹪） 

E2 E1 .811 3.08
E5 E2 .770 3.09
E14 E7 .704 3.09
E6 E3 .696 3.20
E9 E4 .675 3.33
E15 E8 .593 3.25
E13 E6 .575 3.33

因

素

ㄧ 

行政效能 

E10 E5 

8 

.549 2.88

7.617 34.624 34.624

E19 E10 .771 2.95
E20 E11 .712 3.67
E18 E9 .688 3.38
E21 E12 .577 3.54
E24 E14 .575 3.61

因

素

二 

教學效能 

E23 E13 

6 

.565 3.55

2.161 9.821 44.446

E38 E21 .835 3.33
E34 E18 .753 3.18
E37 E20 .696 3.09
E35 E19 .637 3.13

因

素

三 

社區認同參與 

E39 E22 

5 

.551 3.34

1.741 7.912 52.358

E27 E15 .665 3.55
E32 E17 .664 3.45

因

素

四

學生學習成長 

E31 E16 

3 

.553 3.54

1.343 6.106 58.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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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正式問卷的實施 

經過專家效度審核、題目分析與篩選、信度分析及因素分析等統計

考驗後，將預試問卷的題目精簡成正式問卷（如附錄十一），並施測。 

 

肆、填答與計分方式 

  本問卷採李克特式（Likert type）五點量尺方式作答，分別為

「極大部分相同」、「大部分相同」、「部分相同」、「小部分相

同」、「極小部分相同」五個選項，依次序給予 5、4、3、2、1 分，由

填答者自我知覺勾選，分數越高，代表對該題的認同越高。 

 

第四節  實施程序 

 

  本研究實施程序如圖 3-2，先參閱文獻，根據動機與目的擬定研究

主題，確定研究問題與研究變項，進行研究設計與實施，經過資料分析

與討論，最後提出結論與建議，其程序分別說明如下： 

 

壹、擬定研究主題 

  參考文獻後擬定研究主題，並與指導教授討論研究動機與目的，修

正研究主題，確認研究主題的可行性與價值性。 

 

貳、確定研究問題與研究變項 

  依據研究動機與目的，提出研究問題，並探討研究變項中的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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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進行研究設計與實施 

  依據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問題與研究變項的相關擬定研究架

構，選擇研究對象，確定樣本與抽樣，編修「組織再造與人力規劃試辦

方案」與學校效能之研究調查問卷的研究工具，經過專家效度審核，修

訂預試問卷，針對研究對象取樣百位作預試問卷施測，再經信度、效

度、題目分析與因素分析後，修正為正式題目。 

 

肆、資料分析與討論 

  回收問卷，整理資料，以統計套裝軟體 SPSS for Windows 13.0 進

行資料統計與分析，並依統計結果進行半結構式訪談，再綜合討論。 

 

伍、結論與建議 

  依據統計分析的資料與半結構式訪談的結果，撰寫研究論文初稿，

並與指導教授討論修正論文的內容，提出結論與建議，完成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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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研究歷程圖 

 

 

 

 

 

確定研究主題、目的、問題

選擇觀察、訪談與問卷施測對象收集文獻資料

研究設計 

預試問卷施測

觀察、訪談與問卷施測 

編製正式問卷

資料整理、分析

撰寫論文 

論文計畫審查 

蒐集有興趣研究題目資料

編製問卷與訪談大綱 



 77

第五節  資料處理 

 

調查問卷回收後，將有效問卷逐一編碼，鍵入電腦中，經前處理後 

，使用SPSS 13.0 版統計套裝軟體進一步作資料分析。就調查問卷的處

理與訪談記錄處理分述如下： 

 

壹、調查問卷處理 

    本研究問卷回收後，立即逐一檢視，進行無效問卷之刪除，然後進

行進行資料分析，並依據研究問題選用適當統計方法，茲說明如下。 

一、採用描述統計之「平均數與標準差」 

以分析「國民中小學組織再造及人力規劃方案執行情形」之調查問

卷及「學校效能問卷」中有效樣本在各向度、各題得分上的分佈情形，

以了解各層面和整體的現況。 

 

二、「平均數差異考驗(t-test)」、「單因子變異數分析(one-way 

ANOVA)」考驗背景變項 

考驗不同個人背景變項(性別、年齡、服務年資、最高學歷、擔任 

職務)與學校背景變項(學校規模、學校地區、學校歷史)的教師，對於

「組織再造及人力規劃試辦方案」執行情形及「學校效能」所知覺之現

況，是否具有頗著的差異？ 

考驗「組織再造及人力規劃試辦方案」各因素對於「學校效能」所

知覺之現況，是否具有頗著的差異？若達顯著差異，則以「薛費多重比

較(Scheffe´ method)」進行事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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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運用「皮爾遜積差相關(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來了解試辦學校教師所知覺「組織再造及人力規劃試辦方案」執行 

情形與「學校效能」的關係。 

四、採用「典型相關」（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方法 

來分析「組織再造及人力規劃試辦方案」各因素執行情形與「學校 

效能」各因素的典型關係 

五、以「逐步多元迴歸分析」（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統計方法 

檢定「組織再造及人力規劃試辦方案」各因素對「學校效能」的預 

測力。 

 

貳、訪談紀錄處理 

一、文字資料整理： 

將訪談錄音內容，整理訪談劄記，條列歸納記錄重點，進行初步訪

談資料的分類。 

二、歸納編碼： 

依訪談內容之類別予以整理，分別給予不同類別不同代碼，第一碼

為受訪者代碼，以A、B、C分別代表三位受訪者，第二碼為題目題綱代碼 

，以阿拉伯數字1、2…分別代表各題號，第三、四碼為題綱下子題題目

代碼，以阿拉伯數字01、02…分別代表各題號，第五、六碼以阿拉伯數

字01、02…分別代表該題目受訪內容之行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