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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北市高級職業學校校務自我評鑑，依研究目的

與文獻分析的結果，建立研究架構。採取問卷調查，達成本次研究之

目的。本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為研究方法與架構；第二節為研究步

驟及流程；第三節為研究對象；第四節為研究工具；第五節為資料處

理的方式，藉以說明研究設計及實施程序。 

 

第一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本研究是經由文獻探討及分析相關之研究，以作為研究架構之基

礎，並以調查研究法來收集相關資料，以瞭解目前台北市高級職業學

校辦理校務自我評鑑之情況。 

壹、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調查研究法作為主要之研究方法，研究依據文獻探討的

結果，並參考相關問卷，編製「台北市高級職業學校實施校務自我評

鑑現況調查問卷」，使用問卷調查來蒐集量的資料，以探討台北市高

級職業學校實施校務自我評鑑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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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架構 

    根據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的結果，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

示： 

 

 

 

 

 

 

 

 

 

 

 

 

 

 

 

 

 

 

 

 

 

背景變項 

    

 

 

 
 

 

 

 

 

 

依變項 

     1.自我評鑑目的之認同 

     2.自我評鑑前之宣導及準備 

     3.自我評鑑之流程 

     4.自我評鑑結果之處理與運用 

     5.自我評鑑實施困難處 

     6.自我評鑑實施之改進建議 

 

圖 3-1 研究架構 

（環境背景變項） 

  1.學校種類 

  2.學校性質 

  3.學校規模 

 

（個人背景變項） 

1.性別 

2.最高學歷 

3.現任職務 

4.服務年資 

5.參與自我評鑑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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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步驟及流程 

 

壹、研究步驟 

有關本研究所進行之步驟，茲敘述如下： 

一、擬定研究計畫 

先就初步蒐集的文獻資料，加以研讀，逐漸形成研究方向，確

定研究主題，訂定研究目的，進而對研究對象、範圍、基本概念加

以界定，最後確立研究方法，並規劃設計研究實施程序。 

二、進行文獻探討 

依據研究主題與範圍，做進一步文獻的蒐集與分析及整理，作

為本研究理論探究、問卷設計和分析討論的基礎。 

三、編製問卷 

綜合文獻資料與理論，並參考相關研究之問卷以編製問卷初

稿，並請專家學者對問卷內容賜予意見，以修改問卷中不適當或不

足之題目後，編成正式問卷。 

四、實施問卷 

決定問卷發放對象後，以電話或當面聯絡委託，再將問卷附回

郵方式，郵寄實施問卷調查。 

五、資料整理與分析 

將資料經由電腦套裝軟體SPSS11.0版進行統計分析及整理。 

六、撰寫研究論文 

  依據整理分析之結果，歸納出結論與建議，並提出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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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流程 

有關本研究所進行之流程如圖3-2所示： 

 

 

 

 

 

 

 

 

 

 

 

 

 

 

 

 

 

 

 

 

 

 

圖3-2 研究流程 

確定研究題目 

訂定研究目的 

擬定研究計畫 

文獻收集分析 

編製問卷 

專家審查 

決定問卷
發放對象 論文計畫口試 

修訂研究方向 

修正問卷 

完成論文 

論文口試 

撰寫研究報告 

資料處理分析 

實施問卷調查 

結語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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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 

     

    由於本研究主要欲了解自九十一學年度第二學期起，接受台北市

教育局評鑑之十八所公、私立高級職業學校（含日間部、夜間部、建

教合作班及實用技能班等學制）及十所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其校

務自我評鑑之辦理情況，是以之故，高級職業學校以其校長、各處室

主任、各專業類科科主任、專業類科教師為研究對象。而十所高中附

設職業類科學校，僅「專業類科」範疇受評，故以校長、各專業類科

科主任、專業類科教師為研究對象。受評學校與受評科別如表3-1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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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臺北市受評學校科別一覽表 

編號 類  別 學校名稱 受評科別 

1111    公立高職 大安高工 
資訊、控制、電子、電機、冷凍空調、機械、汽

車、製圖、建築、印刷 

2 公立高職 松山工農 
資訊、控制、電子、電機、機械、汽車、化工、

園藝、食品加工 

3 公立高職 內湖高工 資訊、控制、電子、電機、冷凍空調 

4 公立高職 南港高工 
電子、電機、冷凍空調、機械、汽車、鑄造、模

具、重機、土木、建築 

5 公立高職 木柵高工 
電子、電機、冷凍空調、機械、鑄造、模具、製

圖、配管 

6 公立高職 松山家商 
商業經營、會計事務、國際貿易、資料處理、廣

告設計、室內設計 

7 公立高職 士林高商 
商業經營、會計事務、國際貿易、資料處理、廣

告設計 

8 私立高職 惇敘工商 
電機、機械、汽車、建築、室內空間設計、資料

處理 

9 私立高職 育達家商 
商業經營、國際貿易、資料處理、應用外語（英、

日）、幼兒保育 

10 私立高職 稻江高商 商業經營、廣告設計、應用外語（日）、觀光事業 

11 私立高職 喬治工商 
資訊、資料處理、觀光事業、餐飲管理、應用外

語（日）、美容、電影電視 

12 私立高職 恕德家商 
資料處理、廣告設計、觀光事業、餐飲管理、應

用外語（英、日）、幼兒保育 

13 私立高職 協和工商 
資訊、電子、電機、汽車、美工、資料處理、廣

告設計、應用外語（日） 

14 私立高職 東方工商 
資訊、汽車、資料處理、觀光事業、餐飲管理、

美容 

15 私立高職 開南商工 
資訊、電子、電機、機械、汽車、資料處理、廣

告設計、觀光事業 

16 私立高職 志仁家商 廣告設計、觀光事業、幼兒保育 

17 私立高職 稻江護家 
餐飲管理、應用外語（英、日）、家政、美容、護

理 

18 私立高職 華岡藝校 西樂、國樂、戲劇、舞蹈、美術、表演藝術 

19 附設職業類科 金甌女中 商業經營、資料處理、應用外語（英、日） 

20 附設職業類科 靜修女中 商業經營、文書事務 

21 附設職業類科 大同高中 電子、機械、資料處理 

22 附設職業類科 景文高中 資訊、電子、國際貿易、資料處理、廣告設計 

23 附設職業類科 開平高中 餐飲管理 

24 附設職業類科 泰北高中 
資訊、電機、美工、國際貿易、資料處理、廣告

設計、應用外語（日） 

25 附設職業類科 滬江高中 
電子、建築、室內空間設計、資料處理、廣告設

計 

26 附設職業類科 強恕高中 美工、資料處理、美容、幼兒保育 

27 附設職業類科 大誠高中 資訊、資料處理 

28 附設職業類科 十信高中 資料處理 

（資料來源：台北市教育局，民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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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次研究主要之研究工具為「台北市高級職業學校實施校務自我

評鑑現況調查問卷」。在實證分析的步驟上，主要採行廣泛被使用的

統計分析軟體SPSS 11.0版來進行資料的分析。問卷的編製過程、問

卷內容及施測情形，說明如后： 

壹、編製問卷 

    研究者依據研究目的與文獻資料及參考他人相關調查問卷之內

容，繼而編製問卷。 

貳、建立效度 

本問卷題目擬依研究目的及待答問題來設計，並經文獻分析來編

製題目，問卷初稿（如附件一）委請五位教育專家學者（如表3-2）

以書面審查之方式鑑定問卷內容結構（專家學者之修正意見如附件

二）。本研究問卷之發展，就效度而言，建立問卷工具之內容效度（編

製之正式問卷如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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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專家學者一覽表（依姓氏筆劃順序排列） 

 姓   名   現          職 備                 註 

 田振榮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工業

教育學系系主任兼所長 

擔任台北市高級職業學校91至93年

度評鑑工作總幹事、台灣省暨金馬地

區高級職業學校92至95年度評鑑工

作總召集人 

 李基常 東南技術學院教務長 擔任台北市高級職業學校91至93年

度評鑑工作專業類科範疇總召集

人、台灣省暨金馬地區高級職業學校

92至95年度評鑑工作副總召集人 

 徐昊杲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工業

教育學系教授 

擔任台北市高級職業學校91至93年

度評鑑工作研究員、台灣省暨金馬地

區高級職業學校92至95年度評鑑工

作副總幹事 

 許全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工業

教育學系教授 

擔任台北市高級職業學校91至93年

度評鑑工作研究員、台灣省暨金馬地

區高級職業學校92至95年度評鑑工

作副總幹事 

 張晉昌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工業

教育學系教授 

擔任台灣省暨金馬地區高級職業學

校92至95年度評鑑工作總幹事 

 

參、問卷內容 

本問卷目的旨在瞭解本次受評學校中教育人員實施校務自我評

鑑之狀況。分為「基本資料」與「問卷內容」兩大部分，其中問卷內

容分為「自我評鑑目的之認同」、「自我評鑑前之宣導及準備」、「自



 

 87

我評鑑之流程」、「自我評鑑結果之處理與運用」、「自我評鑑實施

困難處」、「自我評鑑實施之改進建議」等面向進行調查。題項採

Likert 五點量表。「非常同意」、「完全達到」給分為 5 分；「同意」、

「大部分達到」給分為 4 分；「無意見」給分為 3 分；「不同意」、「大

部分未達到」給分為 2 分；「非常不同意」、「無法達到」給分為 1 分。

題目配置如下所述： 

一、基本資料： 

個人背景變項共 5 題，內容如下： 

（一）性    別：分為男、女。 

（二）最高學歷：分為專科或以下、學士、研究所四十學分、  

             碩士、博士。 

（三）現任職務：分為校長、處室主任、科主任、專業類科 

             教師。 

（四）服務年資：分為 5 年以下、6~10 年、 11~15 年、  

16~20 年、 21 年以上。 

（五）參與自我評鑑次數：分為無、1 次 ~3 次、 4 次 ~6 次、  

7 次 ~9 次、 10 次以上。  

  二、問卷內容： 

      問卷內容分成六大構面，共五十二題，並於「自我評鑑結果之

處理與運用」構面設有一題反向題，題目分布情形如表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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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3 問卷構面及題目配置表 

構                面           題數 
反向題對應

之題號 

（1）校務自我評鑑目的之認同 14  

（2）校務自我評鑑前之宣導及準備 8  

（3）校務自我評鑑之流程 7  

（4）校務自我評鑑結果之處理與運用 7      7 

（5）校務自我評鑑實施困難處 8  

（6）自我評鑑實施之改進建議 8  

 

肆、問卷施測狀況 

  一、問卷發放對象 

      高級職業學校及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之問卷施測對象，分   

  述如下： 

    （一）高級職業學校部分：對校長、各處室主任、各專業類科科

主任進行普查；專業類科每科隨機抽取兩位曾參與九十二

年度自我評鑑之教師。 

    （二）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部分：對校長、各專業類科科主任

進行普查；專業類科每科隨機抽取兩位曾參與九十二年度

自我評鑑之教師。 

二、問卷調查回收情形 

      本次問卷施測回收狀況如表 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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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4 問卷調查回收情形統計表 

項 目 別 校長 處室主任 科主任 專業類科教師 

發出份數 28 119 133 308 

合     計 588 

回收份數 22 106 109 221 

合     計 458 

回 收 率 77.89﹪ 

有效份數 21 99 96 206 

合     計 422 

有     效 

回 收 率 
71.77﹪ 

    

 

第五節 資料處理的方式 

 

本研究調查問卷回收後，首先進行資料檢視，刪除不良的問卷，

對有效之問卷加以編號（採流水號1,2, …）方式，以利資料比對之

用。將回收有效問卷，按編碼計畫，將填答資料鍵入電腦儲存，做為

後續處理及統計之用。將輸入電腦之資料予以比對，以求資料之正確

性。並利用統計套裝軟體SPSS 11.0 For Windows 進行統計分析。以

下將本研究所使用的統計分析方法說明如下： 

壹、百分比及次數分配 

以百分比、次數分配呈現填答者基本資料的分布情形，及在各

變項上填答的分布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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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t 檢定 

    一、單一樣本 t 考驗 

  針對「台北市高級職業學校實施校務自我評鑑現況調查問

卷」問卷部份意見構面題項進行同意程度考驗，依問卷之同意等

第考驗，以 3 為期望值來進行單一樣本 t 考驗。 

  二、獨立樣本 t 考驗 

      對於問卷部分背景變項為二分類別變項時，欲對一個連續變

項進行考驗，以檢視兩個平均數之間是否有差異時使用。 

參、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事後比較： 

用來考驗基本資料中，各變項類型含兩個以上不同之填答者對

實施校務自我評鑑選項填答之差異情形。因為各組人數並不相等，

所以若有顯著差異時則採用「Scheffe」作事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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