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5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灣省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教師評鑑內涵之

相關議題調查分析，依研究目的及第二章文獻探討分析歸納之結

果，自編問卷並採用調查研究法進行研究。本章共分為五節：分

別是研究方法與架構、研究步驟及流程、研究對象、研究工具及

資料處理的方式等，依序說明如后： 

 

第一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本研究旨在調查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教師評鑑內涵之相關議

題的看法，蒐集國內外相關教師評鑑的學術教育資料，並就相關

學術論文、研究報告、相關書籍及期刊等文獻加以整理分析彙

整，作為研究架構之基礎，並以調查研究法來收集相關資料，以

瞭解目前台灣省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教師評鑑內涵之看法。 

壹、研究方法 

為達成本研究目的，係以調查研究法來進行研究。依研究目

的、文獻探討分析彙整結果，並參考教師評鑑相關研究問卷，編

製「高職教師評鑑內涵調查問卷」，並據以進行調查高職專業類

科教師對教師評鑑內涵的看法，將問卷彙整並做分析整理。將獲

致的研究結果，供政府教育行政機關在未來規劃高職教師評鑑制

度時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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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架構 

 

 

 

 

 

 

 

 

 

 

 

 

 

圖 3-1 研究架構圖 

 

第二節  研究步驟與流程 

 

壹、研究步驟 

本研究的實施步驟如下所述： 

一、蒐集相關文獻、資料彙整、分析。 

    蒐集國內外相關教育評鑑的學術教育資料，並就相關學術

論文、研究報告、書籍及期刊等文獻加以整理分析彙整後，作

為撰寫研究計畫之參考。 

二、擬定研究計畫 

依所蒐集、彙整的相關文獻資料及理論基礎，並與指導教

背景變項  

 

個人背景變項  
1.性別  
2.學歷  
3.現任職務  
4.服務年資  
5.任教類別   

環境背景變項  
1.學校屬性  

高職教師評鑑內涵變項  

 

 
1.高職教師評鑑目的
 
2.高職教師評鑑項目  
 
3.高職教師評鑑之實施方式  
 
4.高職教師評鑑資料之蒐集
方式  

 
5.高職教師評鑑之實施程序 
 
6.高職教師評鑑結果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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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指導討論後，確定本研究題目、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

對象及建立研究架構，以擬定研究計畫。 

三、編製問卷 

依研究目的、文獻探討分析彙整結果，並參考教師評鑑相

關研究問卷，編製「高職教師評鑑內涵調查問卷(初稿)」。 

四、專家審查 

    問卷初稿於二月二十日至三月一日以書面審查的方式，委

請專家學者審查，針對問卷初稿內容賜予意見，修改不適當之

題目，以建立問卷之內容效度。 

五、實施問卷之預試 

從母群中選擇學校，於三月二十一日至三月三十日進行問

卷預試，回收後進行整份問卷的信效度分析。且分析預試結

果，與指導教授討論後，進行預試問卷的修訂，形成正式問卷。 

六、實施問卷調查與回收 

    施測學校決定後，聯絡並懇請學校協助幫忙，於四月二十

日至五月十日進行正式問卷調查，聯絡追蹤施測情形並整理回

收問卷。 

七、資料整理與分析 

    將回收問卷資料以電腦套裝軟體 SPSS11.0 版進行統計分

析與整理。 

八、撰寫研究論文 

    依統計分析結果加以彙整做出綜合結論與建議，最後整理

及校對本研究所有內容，提出本研究論文。 

貳、研究流程 

本研究所進行之流程如圖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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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研究流程圖 

確定母群與研究對象  

確定研究問題  

訂定研究目的  

擬定研究計畫  

文獻蒐集、探討與分析

樣本選取  

論文口試  

修訂研究方向  編製問卷  

專家審查  

問卷預試  

修正問卷  

實施問卷調查

資料分析整理

結論與建議  

撰寫研究報告

完成論文

論文計畫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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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 

 
壹、研究母群  

本研究旨在探討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教師評鑑內涵之看

法，因此本研究的主要對象，為 93 學年度任教於台灣省高級職

業學校之工業類、商業類、家事類及農業類此四類專業類科教

師。台灣省設有工業類科、商業類科、家事類科及農業類科之高

級職業學校(不包含台北市、高雄市及外島地區)，亦不包含高中

附設職業類科之學校及綜合高中。台灣省設置此四類科的職校，

公立為 105 校，私立為 88 校，總共 193 所職校。如表 1-1。故以

此四類專業類科教師為研究對象。  

貳、取樣方法及樣本  

本研究的取樣方法，從母群中以隨機取樣方法抽取所欲施測

學校，依工業類、商業類、家事類及農業類各公私立學校數，分

別各取25%的學校數。隨機取樣所抽取到的學校共47校，因不同

類科重複抽到的學校有六校，所以施測學校總共有41校。如表3-1

所示。  

    本研究的様本，就工業類、商業類、家事類及農業類等四類

之施測學校各科分別所開設的班級數為基數，以一專業類科開設

一班，編有 1.5 個專業類科教師員額來估算。在 41 所施測職校

中，工業類科、商業類科、家事類科及農業類科此四類科共開設

922 班, 以各科班級數取 1.5 倍後，遇小數點無條件捨去，所得

到的樣本數為 1372 人，亦即本研究所寄發的問卷總數。如表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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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台灣省專業類科教師評鑑內涵之研究的施測學校表  

類別 
學校 

屬性 

學校

數 

抽取 25% 

的學校數 

所抽取的學校 

 

公立 47 12 

基隆商工、虎尾農工、旗山農工、民雄農工

淡水商工、新營高工、員林崇實高工、永靖

高工、瑞芳高工、桃園農工、東勢高工、屏

東高工 

工 

業 

類 

私立 38 09 

培德工家、日新工商、大慶商工、育德工家、

永平工商、豫章工商、萬能工商、復興商工、

高英工商 

公立 30 07 

二林工商、中壢家商、基隆商工、斗六家商、

鳳山商工、豐原高商、臺南高商 
商 

業 

類 
私立 37 09 

亞洲工商、立德商工、大慶商工、大同高商、

民生家商、豫章工商、穀保家商、永平工商、

樹人家商  

公立 8 2 

曾文家商、員林家商  

家 

事 

類 

私立 
13 3 

華德工家、龍德家商、穀保家商  

公立 20 5 
花蓮高農、岡山農工、民雄農工、苗栗農工、

員林農工 農 

業 

類 
私立 

0 0 

總 

 合 
193 47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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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台灣省專業類科教師評鑑內涵之研究的樣本統計表 

類別 學校 屬性 學校 科數 
 
班級數 

 

樣本數= 
班級數×
1.5 

備註 

基隆商工   2 6 9  

虎尾農工   4 15 22  
旗山農工   3 15 22  

民雄農工   3 18 27  
淡水商工   4 24 36  
新營高工   5 25 37  

員林崇實高工   6 27 40  
永靖高工   7 31 46  
瑞芳高工   8 32 48  
桃園農工   7 36 54  
東勢高工   11 42 63  

公 
 
 
 
 
 
 
 
立 

屏東高工   8 45 67  
小計 12     316 471  

培德工家 2 6 9  

日新工商 3 7 10  

大慶商工 2 9 13  

育德工家 3 10 15  

永平工商 3 18 27  

豫章工商 3 20 30  

萬能工商 3 20 30  

復興商工 2 30 45  

私 
 
 
 
 
 
立 

高英工商 4 15 22  

工 

 

 

業 

 

 

類 

 小計 9  135 201  

二林工商 2 7 10  
中壢家商 3 15 22  
基隆商工 5 15 22  
斗六家商 5 24 36  
鳳山商工 5 32 48  
豐原高商 6 39 58  

公 
 
 
 
 
立 

臺南高商 6 48 72  
小計 7  180 268  

亞洲工商 1 4 6  
立德商工 2 6 9  
大慶商工 3 11 16  
大同高商 4 12 18  
民生家商 4 15 22  
豫章工商 4 22 33  
穀保家商 4 27 40  
永平工商 4 31 46  

私 
 
 
 
 
 
立 

樹人家商 4 35 52  

商 

業 

類 

小計 9  163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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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台灣省專業類科教師評鑑內涵之研究的樣本統計表(續) 

類別 學校 屬性 學校 科數 
 
班級數 

 

樣本數=
班級數×
1.5 

備註 

曾文家商 2 6 9  公 
立 員林家商 3 12 18  
小計 2  18 27  

華德工家 2 6 9  
龍德家商 2 9 13  

私 
立 

穀保家商 3 25 37  

家 
 
事 
 
類 

小計 3  40 59  
花蓮高農 6 7 10  
岡山農工 3 9 13  
民雄農工 3 12 18  
苗栗農工 6 18 27  

公 
立 

員林農工 6 24 36  

農 
業 
類 

小計 5  70 104  
總 
 合    41        922 1372 

 

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為達成研究目的，廣泛蒐集教師評鑑相關文獻，自編

「高職教師評鑑內涵之調查問卷 (初稿 )」(如附錄一 )，問卷架構分

為基本資料與問卷內容兩大部份。委請十位教育專家學者 (如表

3-3)以書面審查之方式鑑定問卷初稿內容，以建立問卷內容效

度。修正後完成預試問卷 (如附錄二 )。於三月二十一日至三月三

十日進行問卷預試。將預試資料進行項目分析、效度分析及信度

考驗，針對所得結果，與指導教授討論後，刪除及修正部份題目，

最後定稿成為正式問卷 (如附錄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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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專家學者一覽表 (依姓氏筆劃順序排列 ) 

姓名  職稱  服務單位  

王才義  副  教  授  國立中興大學園藝系  

李基常  教  務  長  私立東南技術學院  

林佳生  校     長  私立能仁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吳榕峯   校     長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  

吳廉章  教務主任  私立能仁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徐昊杲   教     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  

陳美紀   系  主  任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商業教育學系 

施溪泉   校     長  國立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郭陳城   教務主任  國立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陽  琪 副 教 授 國立台北護理學院嬰幼兒保育學系 

 

壹、問卷架構  

    本問卷包括基本資料與問卷內容兩大部份。其所包含的項目

各分述如下：  

一、基本資料  

教師個人背景變項如下：  

(一)性    別：為男與女二個選項。 

(二)學    歷：為碩士以上(含研究所40學分班)、大學  與

專科三個選項。 

(三)現任職務：為專任教師、導師與專任教師兼行政(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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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長、科主任)三個選項。 

(四 )服務年資：為5年以下、6-10年、11-15年與16年以上四

個選項。  

(五 )任教類別：為工業類、商業類、農業類與家事類等四

個選項。  

學校屬性變項為公立與私立兩選項，並不在問卷上呈現，

在進行資料統計分析時由研究者自行編碼。  

二、問卷內容  

      問卷內容總有「高職教師評鑑目的」、「高職教師評鑑項

目」、「高職教師評鑑之實施方式」、「高職教師評鑑資料之蒐

集方式」、「高職教師評鑑之實施程序」與「高職教師評鑑結

果之應用」六大構面，共四十二題，各構面之題目數配置情

形如表3-4所示：  

 

表3-4 問卷內容各議題之題目數配置表 

構                                面 題目數 備註 

一、高職教師評鑑目的 
7 

 

二、高職教師評鑑項目 9  

三、高職教師評鑑實施方式 7  

四、高職教師評鑑資料蒐集方式 7  

五、高職教師評鑑之實施程序 7  

六、高職教師評鑑結果應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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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填答與計分方式 

    問卷之基本資料部分，即性別、學歷、現任職務、服務年資

與任教類別等項目。由問卷填答者以劃記方式勾選合於個人適當

之選項。 

    本問卷之問卷內容「高職教師評鑑目的」、「高職教師評鑑

項目」、「高職教師評鑑之實施方式」及「高職教師評鑑資料之

蒐集方式」等四大構面，採用李克特式(Likert)五點量表來計分，

由問卷填答者依其個人所認為的重要性來勾選「非常重要」、「重

要」、「普通」「不重要」及「非常不重要」等五個不同等級之

選項，而計分方式，依序為5分、4分、3分、2分及1分。各題項

分數愈高者，表示填答者認為該題項重要程度高；反之表示該題

項重要程度低。 

    「高職教師評鑑之實施程序」與「高職教師評鑑結果之運用」

二構面，同樣採用李克特式(Likert)五點量表來計分，由問卷填

答者依其個人的認同度來勾選「非常同意」、「同意」、「無意

見」「不同意」及「非常不同意」等五個不同等級之選項，而計

分方式，依序為5分、4分、3分、2分及1分。各題項分數愈高者，

表示填答者對該題項的贊同度高；反之表示對該題項的贊同度

低。 

參、問卷之項目分析、效度分析與信度分析 

    本研究問卷經專家書面審查修正後，從母群中挑選兩校，分

別是公立西螺農工及私立職校能仁家商來進行預試。兩校各發出

55份問卷，共110份。西螺農工回收44份，能仁家商回收53份，

共回收97份。扣除無效問卷8份，有效問卷為89份。 

    將89份有效問卷，利用統計套裝軟體SPSS 11.0 For 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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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統計分析。就項目分析、因素分析及信度分析分別說明如下： 

一、項目分析 

    高職教師評鑑內涵調查問卷，根據預試樣本填答的資料算

出各題項的t值，即決斷值(CR值)。若決斷值顯著(P＜  .05)，

則表示此題項具鑑別度，則予以保留；若決斷值未達顯著水

準，則該題項不具鑑別度，則需刪除。緊接著求各題項與總分

之相關，若各題項與總分相關皆達顯著水準(P＜  .05)則不必刪

題，若有與總分相關未達顯著水準之題項，則需刪題。高職教

師評鑑內涵調查預試問卷之項目分析表，如表3-5所示。得知

預試問卷第七議題「實施高職教師評鑑可能遭遇的困難」的

G1、G2、G3、G4、G5、G6與G7等題項，無論是CR值或各題

項與總分相關皆未顯著準，則予以刪除。 

 

表3-5 高職教師評鑑內涵調查預試問卷分析摘要表 

題項                 CR值              與總分的相關   刪除 

A1                 5.920***              .734***        
A2                 6.204***              .764*** 
A3                 7.109***              .864*** 
A4                 5.874***              .749*** 
A5                 6.164***              .759*** 
A6                 7.247***              .712*** 
A7                 6.605***              .686*** 
B1                 4.970***              .719***            
B2                 5.936***              .791*** 
B3                 7.376***              .781*** 
B4                 6.347***              .726*** 
B5                 6.981***              .784*** 
B6                 3.491***              .771*** 
B7                 5.685***              .712*** 
B8                 6.336***              .718*** 
B9                 6.418***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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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 高職教師評鑑內涵調查預試問卷分析摘要表(續) 

題項                 CR值              與總分的相關   刪除 

C1                 3.252**               .541*** 
C2                 4.470***              .545*** 
C3                 6.350***              .719*** 
C4                 5.267***              .605*** 
C5                 6.814***              .776*** 
C6                 6.224***              .688*** 
C7                 5.966***              .607*** 
D1                 4.989***              .680*** 

 D2                 5.488***              .680*** 
 D3                 4.869***              .634*** 
 D4                 4.618***              .576*** 

D5                 6.037***              .632*** 
D6                 5.805***              .658*** 
E1                 5.437***              .737*** 
E2                 3.343**               .557*** 
E3                 3.627***              .580*** 
E4                 4.257***              .585*** 
E5                 4.326***              .583*** 
E6                 4.757***              .611*** 
E7                 4.956***              .597*** 
F1                 6.656***              .689*** 
F2                 6.811***              .739*** 
F3                 5.550***              .626*** 
F4                 6.907***              .688*** 
F5                 8.643***              .738*** 
F6                 4.804***              .682*** 
F7                 5.164***              .701*** 
G1                 - 1.114               - .131        刪除  
G2                   .961               - .073        刪除  
G3                  - .135               - .119        刪除  
G4                 - 1.187               - .199        刪除  
G5                   .491               - .045        刪除  
G6                  1.066               - .008        刪除  
G7                  - .763               - .092        刪除 

**P＜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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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效度分析 

本研究的問卷效度兼具內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與建構效

度，問卷內容效度方面，在編制問卷時是參考相關研究之問卷，

並透過專家書面審查，針對問卷初稿內容賜予意見，彙整十位專

家的意見，再與指導教授討論，修改不適當的題目與語句，完成

預試問卷，以建立問卷之內容效度。 

問卷的建構效度方面，以因素分析來進行。經項目分析刪除

第七議題各題項後，將問卷剩下的四十三題項作因素分析。首先

經過巴特萊球型考驗值(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 Approx.Chi- 

Square=3791.119,df=903,p=.000),已達.01顯著水準，表示量表有

共同因素存在(林邦傑，民75)。而本研究KMO的抽樣適度量(Ka- 

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為 .891。林邦傑

(民75)認為若KMO小於  .5時，較不宜進行因素分析。當KMO值

愈大時，表示變項間的共同因素愈多，愈適合進行因素分析。本

研究的KMO值已大於 .5以上，故可進行因素分析。  

本研究進行因素分析係以主成份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s)

進行之，以相關矩陣(Corrlelation matrix)來抽取共同因素,抽取因

素是以特徵值(Eigenvaule)大於1的因素才予以保留。輸出決定抽

取的共同因素數目之後，經正交最大變異轉軸法(Varimax roation)

進行因素轉軸。預試問卷因素分析的結果如表3-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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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  高職教師評鑑內涵調查預試問卷因素分析摘要表 

                    抽    取    的    因    素             (共同性)  

題項                                                        效度係數 

    因素1  因素2   因素3  因素4   因素5    因素6   因素7                

高E5 .860 .154 .222 -4.077E-02 8.809E-02 6.576E-02 1.175E-02 .826 

職E6 .845 .209 .216 1.659E-02 .151 1.378E-02 -3.790E-02 .828 

教E4 .842 .143 .153 -3.785E-02 4.562E-02 .134 .101 .784 

師E3 .8319.422E-02 .116 .218 -3.775E-03 5.280E-02 .133 .780 

評E2 .784 .167 2.865E-02 .314 .104 -8.803E-02 -9.430E-03 .761 

鑑E7 .782 .140 .160 .139 5.221E-02 .197 6.962E-02 .723 

之E1 .724 .321 .122 .267 .165 .165 .101 .778 

實F7 .570 .245 .478 4.726E-02 2.671E-02 .177 .167 .675 

施   

程   

序   

高B4 .108 .743 .164 .109 .428 .209 5.238E-02 .833 

職B8 .177 .742 .140 .228 8.469E-02 .160 .212 .731 

教B3 .265 .740 .244 .128 .265 5.061E-02 .182 .800 

師B6 .219 .695 .200 .181 .240 .292 4.186E-02 .748 

評B5 9.932E-02 .692 .111 .373 .316 .251 .133 .821 

鑑B1 .286 .682 .215 .266 .178 3.866E-02 9.008E-02 .705 

項B9 .206 .664 .219 .167 .103 .109 .173 .611 

目B7 .295 .643 .276 .135 -6.293E-02 .281 .221 .727 

  B2 .359 .619 .274 .212 .154 5.948E-02 .270 .732 

高F3 .338 .105 .776 .153 .222 -7.671E-02 3.353E-02 .807 

職F4 6.733E-02 .295 .761 .194 .149 .182 6.793E-02 .769 

教F5 .210 .218 .754 .226 9.477E-02 .180 .230 .806 

師F2 .274 .243 .714 .217 .119 .175 .201 .777 

評F1 .294 .213 .602 .169 .218 .266 5.852E-02 .644 

鑑F6 .493 .192 .579 1.186E-02 6.009E-02 .148 .226 .692 

結   

果   

之   

應   

用   

                                                      續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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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A1 .288 .356 .223 .741 .161 6.728E-02 .125 .855 

職A2 .250 .366 .271 .729 .101 7.237E-02 .269 .890 

教A5 .187 .299 .337 .587 5.537E-02 .323 .271 .763 

師A3 .243 .382 .283 .581 .209 .235 .357 .849 

評A6 -9.332E-03 .359 .366 .561 .329 .339 2.469E-02 .801 

鑑A4 .149 .546 3.616E-02 .552 .214 .251 .207 .779 

目A7 8.740E-03 .255 .445 .522 .371 .345 -2.995E-02 .794 

的   

高D4 9.250E-02 .260 6.549E-02 .167 .827 .128 9.949E-02 .819 

職D3 .128 .240 .210 .162 .727 .160 .158 .723 

教D5 7.032E-02 .241 .284 6.452E-02 .643 .327 .217 .715 

師D2 .382 .220 .367 .131 .425 2.698E-02 .289 .611 

評D1 .346 .215 .214 .158 .416 .215 .376 .598 

鑑   

資   

料   

之   

蒐   

集   

方   

式   

高C7 8.983E-02 .223 .189 .120 .242 .803 .131 .828 

職C6 .126 .398 .180 .243 .162 .704 9.986E-02 .798 

教D6 .287 .139 .143 .152 .352 .581 .328 .715 

師C5 .232 .328 .383 .289 .132 .447 .304 .701 

評C1 .104 .212 5.100E-02 .212 .260 -1.089E-03 .760 .749 

鑑C2 -2.519E-02 .232 .229 7.519E-02 .101 .205 .759 .741 

之C4 .173 .207 .199 .195 9.804E-02 .386 .542 .603 

實   

施   

方   

式   
特徵值  6.764   6.652     5.056    3.869     3.375     3.173     2.801   
解釋的 
變異量  16.104% 15.839%  12.038%   9.212%   8.035%    7.554%   6.669%  
累積的 
解釋變 16.104% 31.943%  43.981%  53.193%  61.228%   68.782%   75.451% 
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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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3-6的因素分析結果顯示，「高職教師評鑑內涵調查預試

問卷」共抽取七個共同因素，其各題項在各共同因素的負苛量均

在  .3以上，故所有題項均予以保留，做為判斷各題項的因素歸

屬。F7題項為「高職教師評鑑結果之應用」構面的第七題：發現

表現不佳教師，並提供協助及處置；D6題項為「高職教師評鑑資

料之蒐集方式」構面的第六題：問卷或訪談(家長和學生)。此兩

題雖因素負苛量均為 .3以上，但卻沒歸置於原屬的共同因素中，

本應刪除。與指導教授討論後，以文獻及專家審查之內容效度來

支持此兩題項，予以保留於原來的構面中。 

C 構面為「高職教師評鑑之實施方式」因素分析後被抽取為

兩個共同因素，分別是 C1 題項為自我評鑑、C2 題項為同儕評鑑

與 C4 題項為學生評鑑，此三個題項為一共同因素；而 C5 題項為

校內評鑑小組評鑑(由行政人員及教師代表所組的)、C6 題項為校

外人士評鑑(包括教育行政官員、教育專家學者或其他學校的校

長、教師或專門評鑑教師的團體)與C7題項為非教育人士評鑑(指

家長、家長會委員或社會人士)，此三個題項為一共同因素。由

此可知，此「高職教師評鑑之實施方式」構面以評鑑者的面向而

言，被細分為高職教師評鑑之實施方式及評鑑小組成員的組成二

個構面。所以預試問卷因素分析後刪除 C3 上級對老師評鑑(如校

長、教務主任)此題項，故C 構面 C4、C5、C6 與 C7 的題號往前

遞補，最後 C 構面部分共有六題。 
三、信度分析 

本研究問卷之信度是採用Cronbach’s α系數，表示問卷的內部

一致性。本研究問卷之信度分析結果，如表3-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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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7 高職教師評鑑內涵調查正式問卷信度分析表 
問卷構面                問  卷   題   號                Cronbach α  
高職教師評鑑目的        A1、A2、A3、A4、A5、A6、A7          .9423  
高職教師評鑑項目        B1、B2、B3、B4、B5、B6、B7、B8、B9   .9456               
高職教師評鑑實施方式    C1、C2、C4、C5、C6、C7               .8545 

高職教師評鑑資料蒐集方式D1、D2、D3、D4、D5、D6               .8756   
高職教師評鑑實施程序    E1、E2、E3、E4、E5、E6、E7            .9440 

高職教師評鑑結果應用    F1、F2、F3、F4、F5、F6、F7             .9234 

全    體                                                     .9733 

 

肆、問卷施測狀況 

    本研究「高職教師評鑑內涵調查問卷」施測對象，為任教於

高級職業學校工業類、商業類、家事類與農業類的專業類科老師。 

問卷調查回收情形如表3-8所示： 

 

表3-8 問卷調查回收情形統計表 

類    別 工業類 商業類 家事類 農業類 

寄發份數 672 510 86 104 

合    計 1372 

回收份數 443 299 62 72 

合    計 876 

回 收 率 63.85% 

有效份數 402 262 57 68 

合    計 789 

有    效 
回 收 率 5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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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處理的方式 

 

本研究之調查問卷回收後，首先進行資料檢視及整理，刪除

無效問卷，將有效之問卷加以編號（採流水號1,2, …）方式處理，

以利資料比對之用。將回收之有效問卷，經編碼後，將填答資料

輸入電腦，將輸入電腦之資料再次核對，以求資料之正確性。並

以統計套裝軟體SPSS 11.0 For Windows 進行統計與資料分析。

並參閱徐昊杲、邱佳椿(民91)技職教育研究教戰手冊.SPSS基礎

篇，進行資料處理。本研究所使用的統計分析方法茲說明如下： 

 

壹、百分比及次數分配 

將回收的有效問卷作描述性統計，以百分比、次數分配來瞭

解問卷填答者基本資料的分布情形。 

 

貳、 t 考驗 

一、單一樣本t考驗 

針對所有填答者對「高職教師評鑑內涵調查問卷」各構面

題項的意見進行重要程度與贊成程度考驗，依問卷之重要與贊

成等第考驗，以3.5為期望值來進行單一樣本t考驗。 

二、獨立樣本t考驗 

    本研究問卷中個人背景變項為二分類別變項，欲對一個連

續變項進行考驗時，以獨立樣本t考驗來進行，以檢視兩個平

均數是否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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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與事後比較 

本研究問卷中個人背景變項，為一個二分以上類別變項欲對

一個連續變項間進行考驗時，以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考

驗其間的平均數是否有差異。若有顯著差異存在時，則以薛費法

(Scheffe method) 進行事後比較，瞭解其間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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