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我國高級職業學校品牌管理實施現況，以及提升學
校品牌管理之具體作法，依研究目的與文獻分析的結果，建立研究架
構，並採用調查研究法，使用問卷蒐集資料後，以 SPSS 統計軟體進行
分析，以獲得有效的實徵數據來考驗各項研究假設，並解答所擬定之
待答問題。本章共分五節，第一節為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第二節為
研究步驟、第三節為研究對象、第四節為研究工具、第五節為資料處
理與分析，藉以說明整個研究設計及實施程序。

第一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

本研究經由文獻探討與本研究相關的理論與研究，作為研究架構
的基礎，並透過調查研究法來蒐集研究資料，以瞭解現今高級職業學
校品牌管理實施現況，以及提升學校品牌管理之具體作法。
壹、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進行，研究對象主要是針對台灣本島高級職
業學校教師進行問卷調查。依據研究目的與文獻分析的結果，自編「高
級職業學校品牌管理現況調查問卷」，進行調查。
貳、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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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背景變項
一、性別
二、年齡
三、行政職務
四、教育程度
五、服務年資
六、任教類別
學校背景變項
一、學校性質
二、地理區域
三、學校歷史
四、學校規模
五、城鄉位置
六、招生率

品牌管理內涵
一、品牌忠誠度
二、品牌知名度
三、品牌聯想
四、知覺品質
五、其他品牌資產

圖 3-1 研究架構圖

根據本研究目的、待答問題、研究假設以及文獻分析，規劃出本
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示，旨在探討高級職業學校品牌管理的現
況，進而分析其關係及影響，本研究有關之變項分述如下：
一、自變項：
本研究之自變項方面，包括我國本島公、私立高級職業學校教師的
個人背景變項（性別、年齡、行政職務、教育程度、服務年資、任教
類別）及學校背景變項（學校性質、地理區域、學校歷史、學校規模、
城鄉位置、招生率）
，其將由問卷之基本背景資料中獲得。
二、依變項：
本研究之依變項將品牌管理內涵分為品牌忠誠度、品牌知名度、
知覺品質、品牌聯想、其他品牌資產等五個向度，將透過問卷調查以獲
得其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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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步驟

本研究旨在瞭解高級職業學校品牌管理之現況，分析影響高級職業學
校品牌管理策略之背景變相的關連，據以提供教育行政機關、學校教育人
員之參考。茲就研究方法與研究步驟分述如下：
壹、研究步驟
本研究的實施步驟依序說明如下，如下圖 3-2 所示：
一、蒐集相關文獻資料，進行整理與分析。
蒐集品牌管理相關文獻，如國內外期刊、雜誌、論文等。探討其相
關理論基礎，進行整理分析與探討，作為研究設計、發展問卷及結
論分析等依據。
二、確定研究題目、目的、方法，並建立研究架構。
依據文獻探討結果，並商請指導教授指正，確立研究題目。針對研
究題目擬定研究目的、研究方法，而建立研究架構。
三、擬定研究計畫。
學校品牌管理的理念與內涵是否能提升高職學校經營與管理的正
面意義，確實值得深入加以探討及分析。因此，研究者乃決定選定
高級職業學校品牌管理之實施現況作為研究主題。
四、蒐集、整理與分析國內外有關學校品牌管理的相關文獻。
對於國內、外相關文獻進行蒐集與整理，包含網路資料、期刊、書
籍及相關實證研究。
五、編製專家內容效度問卷。
從文獻探討所得資料，參酌國內外學者相關研究的量表，編製「高
級職業學校品牌管理現況調查專家內容效度問卷」。
六、邀請專家學者進行問卷內容審查。
透過專家內容效度問卷調查，邀請學校品牌管理相關之學者專家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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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位，針對問卷內容、用語與研究主題之相關性等，提出保留、刪
除、修改之專家建議，以確定問卷的可用性與適切性。
七、發展問卷初稿。
專家內容效度問卷所得之建議事項加以修改彙整，進一步編製「高
級職業學校品牌管理現況調查問卷」作為預試問卷。
八、問卷預試與項目分析。
預試施測內湖高工等二十一所學校，共294份問卷。完成問卷之預
試後，隨即進行項目分析以篩選題目。
九、信度考驗
問卷經由項目分析刪除部分不適合的題目，再進行信度考驗。信度
方面以Cronbach’s Alpha 係數考驗問卷內部一致性。
十、修正問卷與定稿
問卷經過信效度分析後，進行問卷題號編碼、版面設計等工作，即
進行正式施測。問卷施測日期自96年04月08日至96年05月15日完
成，歷時近六週，共發放630份問卷，有效回收問卷399份，有效問
卷回收率為63.3％。
十一、實施問卷調查。
本研究以分層隨機叢集抽樣方式，對台灣本島高級職業學校教師實
施問卷調查。
十二、問卷資料統計與分析。
問卷回收後，將填答資料輸入電腦，再以統計軟體SPSS進行資料
的統計，並分析其結果。
十三、歸納結論並提出建議。
根據統計分析結果，符應待答問題，提出本研究之結論。並針對主
管教育機關、學校教師等教育相關人員提出適切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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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流程圖

蒐集相關資料
確定研究題目與目的
擬定研究計劃
文獻蒐集、整理與分析

編製專家內容效度問卷
專家學者問卷內容審查
發展問卷初稿

母群建檔
取樣數量

問卷預試與項目分析

樣本選取

信度考驗
修正問卷

實施問卷調查
資料分析整理
提出結論與建議
撰寫研究報告
完成研究論文
圖 3-2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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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樣本

壹、研究對象（母群體）
本研究以台灣本島（不含金門、馬祖、澎湖）之公私立高級職業學校
教師為母群體。根據教育部統計處網站所公佈之 94 學年度高職概況表顯
示，目前台灣本島高級職業學校共計 66 所，有 6116 位教師。
貳、抽樣方式
為使樣本具代表性，採分層隨機叢集抽樣之取樣方式，分別先從學校
所在地理區域進行分層，再依公私立教師人數比例進行抽樣，抽樣學校數
利用比例分配抽樣的原則，依分布的地區抽樣學校數，最後針對校長、主
任、組長、教師進行立意抽樣。
本研究依照學校所在地，擬按地理區域分為北、中、南、東四個區域，
共計 66 所高級職業學校，北區有 21 所、中區有 23 所、南區有 17 所、東
區有 5 所。我國本島高級職業學校教師人數為 6116 人，本研究依近十分
之ㄧ的比例抽取樣本，預計調查樣本為 612 位高級職業學校教師，每所學
校至多抽取 14 位教師，合計抽取 45 所高級職業學校。本研究擬抽樣之教
師人數及學校數如下表 3-1 所示，本研究擬抽樣之學校如表 3-2 所示：
表 3-1 本研究抽樣教師人數及學校數一覽表

區域

各區域教
師人數

各區域預
計抽樣教
師人數

公、私立
學校教師
人數比例

北區
中區
南區
東區
總計

1780
2223
1638
475
6116

178
222
164
48
612

約 1.3:1
約 5.8:1
約 4.9.:1
約 12.2:1
約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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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立學 公、私立學
校預計抽
校預計抽
樣教師數
樣校數
公
私
私立 公立
立
立
101
77
7
6
189
33
13
2
136
28
10
2
44
4
4
1
470 142
34
11

表 3-2 本研究抽樣學校一覽表
區域

抽樣學校

北區

淡水商工、中壢家商、羅東高工、基隆海事、內湖高工、
鶯歌工商、三重商工、樹人家商、稻江商職、復興商工、
南強工商、豫章工商、光隆家商

中區

東勢高工、大湖農工、秀水高工、苗栗高商、員林家商、
北港農工、虎尾農工、台中高工、永靖高工、嘉義家職、
斗六家商、南投高商、沙鹿高工、大德工商、光華商工

南區

新營高工、高雄高工、旗山農工、屏東高工、嘉義高商、
台南高工、台南高商、岡山農工、鳳山商工、東港海事、
日新工商、萬能工商

東區

花蓮高工、台東農工、花蓮高農、花蓮高商、中華工商

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參酌國內外有關品牌管理相關文獻與問卷，並依據本研究
之研究架構，整理編製成「高級職業學校學校品牌管理實施現況調查
問卷」
，收集本研究所需要資料。其主要內容分為二個部份，第一部份
為基本背景資料，主要瞭解台灣本島公、私立高級職業學校教師及學
校相關背景因素，第二部份為「高級職業學校品牌管理現況調查問
卷」
，用來調查受試者對學校品牌管理實施現況知覺，將品牌管理分為
品牌忠誠度、品牌知名度、知覺品質、品牌聯想、其他品牌資產等五個
構面。茲將預試、正式問卷編製過程與整體問卷內容信度、效度、填
答與計分方式及實施過程敘述如下：
壹、預試問卷
本研究問卷之編製，擬根據文獻探討並參考相關問卷，經修改後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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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初稿，並參酌指導教授與相關領域學者之意見後，編製「高級職業
學校品牌管理現況調查預試問卷」
。
一、專家內容效度
專家內容效度問卷（附錄一）之主要目的為確定問卷的可用性與適
切性，請學者專家對問卷內容、用語與研究主題之相關性等進行審核評
估，並提出其個人看法與修正之建議，以初步建立本研究問卷之效度。
由於專家內容效度問卷調查乃是要獲得專家對問卷內容的意見並
建立內容效度，因此本研究之專家內容效度採立意取樣，共徵詢 5 位學
校品牌管理之學者專家。專家選擇時依其專業背景為考量，先以電話聯
絡方式向各專家代表說明本研究目的，並徵詢其同意後，始列入研究對
象，如表 3-3 所示。
表 3-3 專家內容效度問卷對象基本資料表
代碼

專家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1

饒達欽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系

教授

2

徐昊杲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系

教授

3

朱益賢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工業科技系

副教授

4

陳清誥

台北市立南港高工

校長

5

張銘華

國立基隆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校長

專家內容效度問卷經回收後，對學者專家所提之建議進行問卷內容、
用語等修改，修改後之問卷題向由 40 題刪改為 39 題，並進一步根據專家
內容效度問卷結果形成研究之預試問卷（附錄二）。
貳、問卷內容
經專家內容效度所形成研究之預試問卷，其預試問卷之內容包括基本
資料及學校品牌管理向度等兩個部份，分別敘述如下：
一、教師個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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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性別：
（1）男；
（2）女
2. 年齡：
（ 1）30 歲（含）以下；
（2）31~ 35 歲；
（3）36~ 40 歲；
（4）
41~ 45 歲；
（5）46 ~ 50 歲；（6）51 歲（含）以上。
3. 行政職務：
（1）校長；
（2）處室主任(一級主管，如教務主任、訓
導主任)；
（3）組長（二級主管，如各科主任及組長）
；
（4）導師或專任教師。
4. 本校服務年資：
（1）5 年（含）以下；
（2）6~ 10 年；
（3）11~ 15
年；（4）16~20 年；（5）21 年（含）以上。
（3）農業類；
（4）家事類
5. 任教類別：
（1）工業類；
（2）商業類；
（5）海事類；（6）藝術類；
（7）一般科目。
6. 教育程度：（1）研究所（含四十學分班）以上；（2）大學；
（3）專科。
二、學校背景變項
1. 學校性質：（1）公立；（2）私立。
2. 地理區域：（1）北部；（2）中部；
（3）南部；
（4）東部。
3. 學校歷史：（1）30 年（含）以下；
（2）31~ 40 年；（3）41~ 50
年；（4）51~ 60 年；
（5）61 年（含）以上。
4. 學校規模：（1）24 班（含）以下；
（2）25~ 36 班；（3）37~ 48
（5）61 班（含）以上。
班；（4）49~ 60 班；
5. 城鄉位置：（1）都市（院、省、縣轄市）；
（2）鄉鎮。
6. 招生率：
（1）80%（含）以下；（2）81%~85%；（3）86%~90%
（4）91%~95%；（5）96%（含）以上。
三、學校品牌管理之問卷
根據文獻蒐集、歸納與發現，以國內外學者對於品牌管理最常援引
的概念便是「品牌權益」
，故以品牌權益的『品牌忠誠度、品牌知名度、
知覺品質、品牌聯想、其他品牌資產』等五大方面作為本問卷探討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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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構面。用以了解高級職業學校學校品牌管理現況。將本研究五個構面
之定義敘述如下：
（一）品牌忠誠度：在了解學校實施加強家長、學生或社會大眾對學
校認同與支持之管理策略。
（二）品牌知名度：在了解學校提升家長、學生或社會大眾對學校知
悉程度之管理策略。
（三）品牌聯想：在了解學校提升家長、學生或社會大眾對學校主體
產生正向情感之管理策略。
（四）知覺品質：在了解學校加強家長、學生或社會大眾對學校教學
及行政持正面印象之管理策略。
（五）其他品牌資產：係指讓家長、學生或社會大眾認同學校有發展
優勢及競爭力之管理策略。
四、預試問卷填答及計分方式
本問卷採李克特式（Likert）五點量表填答，每一題項各有五個選
項，即「非常符合」5 分、「符合」4 分、「中立意見」3 分、「不符合」
2 分、
「非常不符合」1 分。其所有題目加總後之平均數，即代表學校品
牌管理的實施程度。受測教師依據學校品牌管理實施現況，選取最符合
的答案，分數越高者表示學校品牌管理實施現況越正向。本問卷並未設
計反向題，故不採取反向計分。
参、問卷預試
一、預試樣本選取與實施
本研究問卷經由參考相關文獻編製，並請指導教授與相關領域專家
學者指導後，進行問卷預試，採分區及立意取樣的方式，針對研究母群
選取預試之樣本學校。預計選取市立內湖高工、國立鶯歌工商、國立三
重商工、私立樹人家商、私立稻江商職、私立復興商工、國立台中高工、
國立永靖高工、國立嘉義家職、國立斗六家商、國立南投高商、國立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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鹿高工、私立大德工商、國立台南高工、國立台南高商、國立岡山農工、
國立鳳山商工、國立東港海事、私立日新工商、國立花蓮高農、國立花
蓮高商等二十一所學校，共計 294 份問卷。
二、預試項目分析
項目分析的主要目的在於從預試問卷中選擇適切的題目，本研究採
用 SPSS13.0 套裝軟體以獨立樣本 t 檢定進行項目分析，資料分析結果
呈現如表 3-4 所示。項目分析在於求出每一題項的決斷值（CR 值）
，若
決斷值未能達.05 之顯著水準，表示該題目未能區別受試者的符合程
度，則刪除此題項。本研究之問卷預試，採用兩種方法來進行項目分析。
（一）內部一致性分析法（criterion internal consistency）
內部一致性分析法係將所有受試者預試量表的全部題項得分
加總，計算出每位樣本的總分，加以排序後，區分高低分組，以樣
本總和的前 27%為高分組，後百分之 27%為低分組。分組後再以
t-test 考驗高低分組在同一題項得分之差異，求得各題項之決斷
值，若決斷值未達顯著，則該題項應予以刪除。
（徐昊杲、邱佳椿，
民 91）。
（二）相關分析法（correlation analysis）
相關分析法係指計算每一題目與問卷總分的積差相關，進行相
關分析後如各題項與總分的相關未達.05 的顯著水準時，表示該題
目未能區別受試者反應的程度，故此題項將予以刪除。
經 SPSS 統計分析結果，如表 3-4 所示，本研究預試問卷每個
題項之「CR 值」、
「與總分之相關」皆達顯著水準，因此在項目分
析階段，問卷所有題項皆予保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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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本研究調查問卷項目分析結果
題項

CR 值

A1.提供教師成長機會，鼓勵教師進修
A2.落實績效獎勵制度，獎勵或表揚績效高的人員
A3.設有輔導機制獎低學生休學或轉學比例
A4.設有獎勵制度，以鼓勵學生參與各種校內外競賽
A5.輔導學生至適當就業機構實習，以因應未來就業需要
A6.本校家長、志工部定期協助校內事務或活動
A7.舉辦校友與在校生交流、座談等活動
B1.將學校舉辦的相關活動及資訊適時登上學校網頁
B2.發行校刊報導學校教學措施或活動
B3.運用媒體（如報紙、雜誌、電視）宣傳辦學績效
B4.主動向相關機構爭取舉辦大型活動
B5.製作學校簡介、文宣品，以提升知名度
B6.定期舉辦家長座談會獲邀請家長來校參觀
B7.利用戶外看板或車廂廣告介紹本校
B8.會主動寄發學校簡介至國中進行宣傳
C1.教師甄選有公開透明化機制
C2.對有意升學的學生舉辦演講、說明會等活動以協助取得資訊
C3.行政主管會定期或不定期以任何形式（如會議、電子郵件等）
向教職員生傳達學校辦學理念
C4.與其他產業進行策略聯盟，共同推展學校活動
C5.對於欲就業之畢業生能提供就業輔導措施
C6.定期宣導校務活動或計畫讓家長知悉
C7.定期或不定期舉辦社區服務系列活動
C8.舉辦創意畢業典禮活動或校慶活動
D1.定期舉辦各科教學觀摩，以鼓勵教師進行交流
D2.對於教師教學內容與成效設有具體評鑑指標
D3.定期更新教學設施（如課桌椅、資訊器材）
D4.各處室定期開會進行溝通與協調
D5.針對重要教育服務要項實施滿意度調查
D6.能即時公佈學校競賽成果或師生個人優良表現
D7.定期舉辦校內各科競賽，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D8.學校關係人對學校有抱怨或建議時，會即時進行了解與處理
E1.提供校車（含校名、校徽等識別系統）以協助同學上下學
E2.對於清寒學生提高輔助或降低收費
E3.提供學生多項獎助學金
E4.設有對外發言單位或公關人員，主動與教育主管機關、媒體
及一般大眾維持良好的互動關係
E5.附屬設施充足（如福利社、餐廳、運動設備等）
E6.與社區大眾保持良好互動關係，達到資源共向的目的
E7.能將校徽等識別標章載於信件或是文宣品上
E8.備有多元、活潑創意的社團活動

9.027***
9.236***
6.169***
8.127***
8.972***
9.763***
10.884***
7.886***
9.113***
8.909***
9.582***
9.340***
7.535***
8.429***
7.511***
8.058***
11.024***

與總分
的相關
.521***
.534***
.456***
.530***
.562***
.589***
.627***
.459***
.517***
.508***
.572***
.601***
.518***
.517***
.519***
.474***
.602***

11.215***

.617***

9.598***
11.479***
15.391***
12.286***
9.310***
8.998***
11.439***
11.243***
8.363***
11.573***
8.002***
10.998***
9.852***
8.690***
7.603***
8.655***

.588***
.638***
.768***
.679***
.533***
.589***
.637***
.582***
.557***
.664***
.506***
.651***
.649***
.442***
.427***
.556***

12.190***

.670***

10.205***
11.322***
7.478***
10.466***

.552***
.585***
.475***
.586***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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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信度檢定
本研究的問卷信度，預計採取內部一致性信度考驗，利用 SPSS13.0
套裝軟體，將預試所得之資料分析出每個構面及整份問卷之「Cronbach′s
α」係數，進行信度的檢定。而本研究擬採取 DeVellis（1991）所提之 α
值須達.70 以上是可接受的最小信度值（吳明隆，民 89）
。
本研究之信度分析結果，如表 3-5 所示。高級中等職業學校品牌管理
現況研究調查表之內部一致性係數為 0.943，其各構面之內部一致性係數
分別為：品牌忠誠度 0.769、品牌知名度 0.791、品牌聯想 0.840、知覺品
質 0.844、其他品牌資產 0.785；所有構面之內部一致性係數均在.70 以上，
為可被接受之信度係數。
表 3-5 信度分析表
問卷構面
品牌忠誠度
品牌知名度
品牌聯想
知覺品質
其他品牌資產
全體

問卷題號
A1、A2、A3、A4、A5、A6、A7
B1、B2、B3、B4、B5、B6、B7、B8
C1、C2、C3、C4、C5、C6、C7、C8
D1、D2、D3、D4、D5、D6、D7、D8
E1、E2、E3、E4、E5、E6、E7、E8

內部一致性係數
( Cronbach＇s α)
0.769
0.791
0.840
0.844
0.785
0.943

伍、正式問卷
透過信效度檢定後，將預試問卷做最後的修正，並編製成正式問卷，
（附錄三）其正式問卷內容，分別敘述如下：
一、基本背景資料的調查內容
本研究基本背景資料含個人背景變項（性別、年齡、本校服務年
資、教育程度、行政職務、任教類別）及學校背景變項（學校歷史、
學校規模、學校性質、城鄉位置、地理區域、招生率）等變項，用以
探討填答者的屬性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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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品牌管理之問卷
根據文獻蒐集、歸納與發現，以國內外學者對於品牌管理最常援
引的概念便是「品牌權益」
，故以品牌權益的『品牌忠誠度、品牌知名
度、知覺品質、品牌聯想、其他品牌資產』等五大方面作為本問卷探
討的研究構面。用以了解高級職業學校學校品牌管理現況。將本研究
五個構面之定義敘述如下：
（一）品牌忠誠度：在了解學校實施加強家長、學生或社會大眾對學
校認同與支持之管理策略。
（二）品牌知名度：在了解學校提升家長、學生或社會大眾對學校知
悉程度之管理策略。
（三）品牌聯想：在了解學校提升家長、學生或社會大眾對學校主體
產生正向情感之管理策略。
（四）知覺品質：在了解學校加強家長、學生或社會大眾對學校教學
及行政持正面印象之管理策略。
（五）其他品牌資產：係指讓家長、學生或社會大眾認同學校有發展
優勢及競爭力之管理策略。
正式問卷採李克特式（Likert）五點量表填答，每一題項各有五個
選項，即「非常符合」5 分、
「符合」4 分、
「中立意見」3 分、
「不符合」
2 分、
「非常不符合」1 分。其所有題目加總後之平均數，即代表學校品
牌管理的實施程度。受測教師依據學校品牌管理實施現況，選取最符合
的答案，分數越高者表示學校品牌管理實施現況越正向。本問卷並未設
計反向題，故不採取反向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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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料處理與分析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所提出之問題及變項的特性進行研究，在問卷的
回收之後，經過整理剔除無效問卷或填答者亂填之問卷後，使用 SPSS for
Windows 13.0 版統計軟體進行資料的統計分析。各項考驗水準訂為.05，
以驗證各研究假設。以下分別從描述性統計及推論統計說明本研究所用到
的統計方法，再由各研究問題說明本研究所使用的統計方式。
壹、描述性統計
針對問卷之各項填答及整體資料的呈現，描述自變項及依變項之分佈
情 形 ， 將 類 別 資 料 以 次 數 分 配 （ frequency distribution ） 及 百 分 比
（percentage）方式描述，等距變項則以平均數（mean）及標準差（standard
deviation）等加以描述，利用這些方法統計出教師對問卷項目的反應情況。
貳、推論性統計
一、單一樣本 t 考驗（one sample t-test）
當母群分配未知時，利用單一樣本 t 考驗來比較單一樣本平均數
（連續變項）與母群平均數期望值之間是否有明顯差異。
二、獨立樣本 t 考驗（independent-sample t-test）
獨立樣本 t 考驗係考驗一個二分類別變項對一個連續變項之差異
性檢定，用以分析不同類別變項間是否有顯著差異。獨立樣本 t 考驗的
基本假設為兩個樣本的平均數必須符合常態分配的假設才可以互相比
較，且要符合樣本變異數同質性假設。
三、單因子變異數分析（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變異數分析係使用 F 考驗的一種統計方法，通常用以當作三個或三
個以上母群平均數的差異性考驗工具，亦可適用於兩個平均數間的差異
性考驗，若只討論單一自變項的變異數分析時，稱為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四、雪費法（Scheffe’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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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兩個以上樣本變異數分析結果 F 考驗達顯著水準，即推翻了平均
數相等的虛無假設，表示至少有兩組間平均數有顯著差異，必須進ㄧ步
針對不同水準樣本兩兩配對，進行多重比較，以了解各組間的差異情形。
參、待答問題與統計方法
一、高級職業學校學校品牌管理之現況如何？
統計方法：採次數分配、百分比、平均數、標準差及單一樣本 t
考驗進行分析。
二、不同學校背景之教師對於學校品牌管理知覺程度是否有差異？
針對學校性質、學校城鄉位置等變項，採用獨立樣本 t 考驗來進行
統計分析是否達到顯著差異。針對學校歷史、學校規模、學校地理區域、
招生率等變項，採用單因子變異數分析，進行統計考驗是否達到顯著差
異。如達顯著水準，則利用雪費法進行事後比較，以了解各組間的差異
情形。
三、不同個人背景之教師對於學校品牌管理知覺程度是否有差異？
針對教師性別、教育程度等變項，採用獨立樣本 t 考驗來進行統計
分析是否達到顯著差異。針對教師年齡、服務年資、行政職務、任教類
別等變項，採用單因子變異數分析，進行統計考驗是否達到顯著差異。
如達顯著水準，則利用雪費法進行事後比較，以了解各組間的差異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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