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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高雄市立國民中小學校長及教師為對象，以自編之問卷調查其對於高

雄市國民中小學學校評鑑效用性之評定。研究對象之選取係採取多階段分層抽

樣，分層的依據為學校的教育階段及規模，總計抽取 1,032 名來自 40 所國中、

60 所國小之校長及教師參與本研究，經剔除無效問卷後，共得有效問卷 686

份，有效回收率為 66.5%。調查結果經統計分析，並邀集學者專家及校長協

會、教師組織、家長團體等代表召開兩次研究諮詢會議，獲致以下結論：1. 高

雄市國民中小學學校評鑑效用性為中高程度，且過程性效用高於結果性效用；

2. 學校評鑑過程性效用中，以「學習評鑑知能」之效用性為最高；3. 學校評鑑

結果性效用中，「校務經營」高於「學能發展」；4. 就學校層級變項而言，國民

小學、學校規模為 12 班以下或是 37 班以上的研究參與者對於學校評鑑效用性

的評定較高；5. 就個人層級變項而言，校長、前次評鑑參與程度較高的研究參

與者對於學校評鑑效用性的評定較高；6. 學校評鑑過程性效用與結果性效用具

高度相關。最後根據研究結論，本研究提出後續學校評鑑規劃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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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utility of school evaluation in Kaohsiung. As evaluation 

and accountability have become educational key issues in Taiwan, it is of importance 

to inquire how school evaluation exerts effects. To explore this issue,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concepts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utility and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1,032 principals and teachers drawn from 40 junior high schools 

and 60 elementary schools in Kaohsiung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Consequently, 686 

questionnaires were effectively collected. The effective response rate was 66.5%.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shown as follows. First, the utility of school evaluation in 

Kaohsiung is moderately high and the utility of evaluation process is higher than the 

utility of evaluation finding. Second, principals and personnel who were more involved 

in school evaluation gave higher scores to utility of school evaluation than other 

participants. Third, there i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utility of evaluation 

process and the utility of evaluation finding. Finally, based on the above findings, this 

study provides some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making. 

 

Keywords: evaluation utility, Kaohsiung, school evaluation, utility of evaluation 

finding, utility of evalu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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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一、研究背景 

評鑑是根據一組明確或隱藏之標準，針對方案或政策的運作歷程或結果，透過

系統性的資料蒐集與評估，並進行價值判斷的過程，以作成決定或促進改善 

(Weiss, 1998/2014)。根據評鑑的定義，則學校評鑑 (school evaluation) 係指以學

校事務為主要評鑑對象，經由連續性組織、分析既存資料，加以融合主、客觀

系統化敘述之價值判斷歷程，運用事後之成果檢核方式，藉以回饋、改進學校

發展缺失（鄭彩鳳，2008）。學校評鑑的辦理主要是源自於對學校辦學品質與績

效責任的關注，一方面希望學校辦學具有一定品質，另一方面希望學校辦學能

有回應性，符合利害關係人的期待（王麗雲、葉珍玲，2019）。 

 

縱觀臺灣學校評鑑之發展，可以發現中央與各地方政府早已針對不同教育階

段，實施各項訪視與學校評鑑，相關的學術研究也相當豐富，顯見國人對學校

評鑑的日益重視。然而近年來臺灣卻出現一波「反評鑑」的浪潮，學校評鑑更

是首當其衝。在要求「行政減量」的呼聲中，學校評鑑被視為是內容過於繁

雜、增加學校負擔的行政作為，且學校面對評鑑並不敢大意，多嚴陣以待，相

關準備工作力求完備，更是徒增學校人員的負擔（王麗雲、葉珍玲，2019）。再

者學校評鑑雖已辦理多年，但是對於學校端而言，學校評鑑所帶來的效益與對

學校整體效能是否有所提升，並沒有明確的追蹤與評估程序，因而未能彰顯評

鑑成效（鄭彩鳳，2016）。若學校評鑑的結果未受到系統性的運用，未能有效協

助學校改進，不免引發利害關係人的質疑，更使之偏離學校評鑑之原旨。面對

上述的檢討與挑戰，實應加以重視與探究，據以改進學校評鑑之規劃與辦理，

進而發揮學校評鑑的功能與貢獻。 

 

「評鑑最重要的目的不在證明 (prove)，而在於改進 (improve)」(Stufflebeam, 

2002: 283)，從這段廣為引用的話可知，評鑑不僅用來評定績效，更積極性的意

義是希望從評鑑中獲得改進，因此針對評鑑功能如何發揮之「評鑑效用性」

(evaluation use) 議題亦應受到關注，始有助於評鑑目的之達成。在評鑑領域

中，「評鑑效用性」的相關議題向來備受討論，不過傳統的評鑑研究側重以評鑑

的結果性應用 (findings use) 為討論重點，常將焦點放在評鑑的結果如何被使

用，以及其影響決策的程度。直至 1990 年代末，過程性應用 (process use) 才

開始被陸續提及，說明學界意識到評鑑所能發揮的功能，並非只是評鑑結果的

運用而已，在評鑑過程當中亦會產生促使人員、方案或組織改變的功能（潘慧

玲，2005，2018；鄭淑惠，2009）。因此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教育評鑑的概念

已被賦予新的意涵，它不僅是被用來當作績效考核的工具，並且可用以培育成

員能力或是促進學校發展。綜合而言，對於教育評鑑的規劃或檢討，「評鑑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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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應是優先關注的議題，並應結合評鑑理論的發展，系統性加以檢視。 

 

為瞭解學校辦學情形，促使學校落實教育願景，提升教育品質，高雄市政府教

育局於縣市合併後賡續辦理國民中小學學校評鑑；先進行原高縣及原高市評鑑

指標與內涵之整合與簡化後，於 104 學年度開始實施，以四年為期，並已於

107 學年度完成全市國民中小學之學校評鑑。關於高雄市國民中小學學校評鑑

之後續規劃與發展，引發各方關注，相關建言甚多，故高雄市政府教育審議委

員會曾決議組成評鑑觀察團，從旁觀察學校評鑑實際施行情況，以提供推動學

校評鑑修正方針。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復於 2017 年 10 月 24 日舉行國民中小學學

校評鑑辦理諮詢會議，邀集學者專家、校長、教師及家長團體代表，研商評鑑

觀察團之建議，會中決議將規劃後設評鑑，以檢視學校評鑑辦理成效。 

 

從評鑑學理而言，後設評鑑 (Meta-evaluation) 為評鑑單位的自我評核機制，包

含瞭解受評單位意見、蒐集評鑑委員建議以及評估評鑑實施的專業性等，當有

助於促進評鑑專業之提升（鄭彩鳳，2016；Cooksy, & Caracelli, 2009; 

Stufflebeam, 2000）。高雄市國民中小學前一週期學校評鑑業已完成，然當時並

未同步辦理後設評鑑，現若回溯進行全面性調查恐有困難。揆諸評鑑效用性議

題已漸受重視，且為確保評鑑功能之發揮，評鑑效用性已被視為評鑑規劃與執

行所應優先關注的議題，故值得援引據以探究（潘慧玲，2018；鄭淑惠，

2016；Alkin & King, 2017; Weiss, 1998）。再者評鑑效用性的探究，一方面係為

避免評鑑的功能未能彰顯，另一方面，更希望增強評鑑對受評鑑對象的助益

（鄭淑惠，2009），此亦符合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研議對學校評鑑進行後設評鑑之

意旨。綜合而言，本研究計畫將以評鑑效用性為取徑，探討高雄市國民中小學

學校評鑑之辦理成效，期能系統性加以評估，並提出後續評鑑規劃之建議。 

 

二、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之主要目的有四： 

1. 探究高雄市國民中小學學校評鑑效用性的評估架構； 

2. 探討高雄市國民中小學學校評鑑之效用性； 

3. 分析不同背景變項受訪者對於學校評鑑效用性評估的差異情形； 

4. 提出高雄市國民中小學學校評鑑效用性的問題與改進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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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壹、高雄市國民中小學學校評鑑的規劃與實施 

高雄縣市係全國各縣市中，率先由地方政府自辦教育評鑑的縣市之一。根據郭昭

佑 (2000) 的研究，臺灣國民教育階段的學校評鑑，於 1990 年代後方有制度化的

持續辦理，而高雄縣市為當時少數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皆已實施校務評鑑的縣市。

縣市合併後，為瞭解學校辦學情形，促使學校落實教育願景，提升教育品質，高

雄市政府教育局賡續辦理國民中小學學校評鑑。以下將統整高雄市國民中小學學

校評鑑的發展沿革，並分別探討高雄市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學校評鑑的規劃與實

施。 

 

一、高雄市國民中小學學校評鑑的發展沿革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為整合國民中小學例行教育評鑑工作，簡化學校行政業務，鼓

勵學校改進校務工作，於八十六學年度起依據「高雄市各級學校校務評鑑要點」，

以四年為期對於全市國民中小學進行校務評鑑。「高雄市各級學校校務評鑑要點」

明訂其預期效益有三，分別為：落實各項教育政策與教育改革措施，提高學校效

能；協助學校改進校務，增進辦學績效；以及整合相關年度性、例行性評鑑，達

到行政簡化之作用。根據「高雄市各級學校校務評鑑要點」，國民中小學校務評

鑑內容包含辦學目標、課程教學、訓育實施、輔導活動、行政管理、校舍設備、

研究進修、社區發展與家長會、學校特色等九項。校務評鑑之辦理時間，以校長

初任或續任該校第三年下學期時為原則。評鑑成績之計算，採取等第制，以各項

指標分數加總為總分，據以區分為五個等第，其中總分 162 分以上為優等、

140∼161.9 分為甲等、126∼139.9 分為乙等、108∼125.9 分為丙等、107.9 分以下

者為丁等。評鑑結果除予以公告外，並訂定敍獎及追蹤輔導辦法（李淑惠，2006；

薛容秀，2009）。 

 

前述國民中小學校務評鑑辦理完成後，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為審視校務評鑑的辦理

成效，並為回應各界的相關檢討與建議，組成工作小組研擬學校評鑑實施要點草

案，修訂學校評鑑的項目與指標，並召開多次會議，廣納各團體意見，最終分別

發布「高雄市立國民小學學校評鑑實施要點」與「高雄市立國民中學學校評鑑實

施要點」。和舊制校務評鑑不同的是，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的學校評鑑各有其法

源，各自依據各級學校的實施要點分開辦理，以符合各級學校的不同屬性。依據

前述兩項要點，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於九十二學年度起對於全市市立國民中小學進

行學校評鑑（李淑惠，2006；鄭進斛，2015；薛容秀，2009）。 

 

在國中學校評鑑方面，2003 年發布的「高雄市立國民中學學校評鑑實施要點」將

評鑑項目分為校務領導、校務推動策略、資源規劃與運用、教學與評量等四大項

目，共有 26 項指標。此外評鑑結果的評定，也由等第制改為認可制，評鑑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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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評定結果分為「符合」、「不符合」兩種，評鑑結果以評鑑指標符合項目達百分

之八十為基準。受評學校評鑑指標符合項目達百分之八十以上者列為績優，由該

校依符合項目比率提報相關人員敘獎；未達百分之八十者，該校應提出改進計畫，

並於改進計畫提出六個月後辦理複評（薛容秀，2009）。 

 

在國小學校評鑑方面，「高雄市立國民小學學校評鑑實施要點」將評鑑項目分為

學校經營、教學實施及學校特色等三大類，其中學校經營類有 31 個指標、教學

實施類有 35 個指標以及學校特色 10-15 個指標。評鑑方式分為校內自我評鑑及

小組評鑑，外部評鑑小組由教育局聘請之五位委員所組成，成員為學者專家、校

長、家長代表、教師代表、督學各一名。此外評鑑結果的評定，也由等第制改為

認可制，評鑑指標的評定結果分為「符合」、「不符合」兩種，評鑑結果以評鑑指

標符合項目達百分之八十為基準。受評學校評鑑指標符合項目達百分之八十以上

者列為績優，由該校依符合項目比率提報相關人員敘獎；未達百分之八十者，該

校應提出改進計畫，並於改進計畫提出六個月後辦理複評（李淑惠，2006）。 

 

縣市合併後，為瞭解學校辦學情形，促使學校落實教育願景，提升教育品質，高

雄市政府教育局賡續辦理國民中小學學校評鑑。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於 2015 年頒

布「高雄市立國民小學學校評鑑實施要點」，另修訂「高雄市立國民中學學校評

鑑實施要點」。依據前述兩項要點，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於一百零四學年度起以四

年為期，對於全市市立國民中小學進行學校評鑑。關於現行高雄市國民中學與國

民小學學校評鑑的規劃與實施，以下將分別敘之。 

 

二、高雄市國民中學學校評鑑的規劃與實施 

鄭彩鳳 (2016) 指出，對於評鑑規劃與運作相關議題的討論中，不外是為何評、

評什麼、誰來評以及如何評等議題；「為何評」係指評鑑目的，「評什麼」係指評

鑑內容與指標，「誰來評」係指評鑑人員組成，「如何評」係指評鑑方式與成績計

算。本研究將依此架構，析論高雄市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學校評鑑的規劃與實施。 

 

（一）評鑑目的 

高雄市立國民中學學校評鑑之目的，明訂於「高雄市立國民中學學校評鑑實施要

點」第一條。該條文明示，評鑑目的係為建立學校品質經營系統，通過了解、診

斷、檢討學校改進的機制，促使學校落實教育願景，進而建立全贏的教育品質。 

 

（二）評鑑內容 

高雄市立國民中學學校評鑑之內容，區分為六項不同規準，分別為：校務領導、

資源管理、教學活動、評量與輔導、安全維護與健康管理，以及學校、家庭與社

區合作。在每項規準之下，各有 4 至 7 個指標，總計為 34 項指標。每項規準所

包含之指標，明訂於學校評鑑實施計畫中，如表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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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高雄市立國民中學學校評鑑之規準與指標 

規準 指標 

校務領導 

1.學校應訂定明確之教育願景、目標，且應符合教育基本法、國民

教育法及其相關法令規章。 

2.學校應訂定校務中長程發展計畫、合理可行之校務章則及具體

績效指標，並能符合相關法規、學校教育願景及教育目標。 

3.校長與校內團隊成員應建立有效多元溝通管道，適時檢討校務

運作成效及改進建議，以確保校務經營永續精進。 

4.校長應採取有效措施，建立校內團隊合作共識，能引導成員主

動參與共同投入。 

5.學校應建立持續改進機制，針對校務經營及教育過程作有效性

分析，並提出改正與矯正措施，以確保持續提升學校經營績效。

資源管理 

1.學校應依法規及校務計畫之需求，甄選進用合格教師及專任工

作人員，以確保人力符合教育活動及校務工作之推動。 

2.學校能依需求安排專業成長活動，提供成員適切的資源與表現

的機會，並對於團隊成員的努力給予激勵，以提升學校經營績效。

3.學校應建立評核機制，定期評核以確保現有團隊成員能符合工

作要求。如發現未能勝任工作情況時，應提供必要協助，並留下

紀錄。 

4.學校應配合教育目標與教學計畫，妥善運用經費，以提供所需

之教學環境、教具及設備，確保教學活動與相關計畫能夠順利推

動。 

5.學校應經常維護環境、教具及設備之安全、整潔與功能，並能充

分使用，且適時維修增購，以確保教學效能之提升。 

6.學校應系統管理公文、教育法規、專業資訊及課程與教學資源，

並分類保存與呈現，方便相關人員使用，以協助教育工作有效進

行。 

教學活動 

1.學校應依據部頒課程綱要、教育政策、學校願景及教育目標，訂

定適切的課程與教學活動計畫。 

2. 學校教學活動之設計，應評估學生之個別差異，並考量均衡、

多元、適性發展、實作體驗與新的帶領原則，涵蓋團體、小組、

個別之教學型態。 

3.學校應依前項(3.2)之原則，在實施教學活動之前，檢核教學活動

計畫並維持檢核紀錄，以呈現教學活動計畫之適切性。 

4.學校應落實教學活動計畫並作成紀錄，以確保符合所訂之計畫

(如因特殊需求或狀況改變，在符合相關法規要求下可做彈性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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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但須記錄更動情形及理由)。 

5.學校應確保教師及相關人員在教學過程中應透過鼓勵、支持及

信任，營造互信的師生關係與正向學習氛圍，引導學生建立自信，

培養自主學習態度與合作雙贏的素養。 

6.學校應建立教學視導機制，適時檢核教學過程之執行及其成效，

必要時提出改進計畫，並確實執行追蹤，以確保有效落實教學活

動計畫。 

7.學校應確保教師針對教學活動之規劃、實施及其成效進行自我

檢討，必要時提出自我改進措施，以確保教學活動實施之有效性。

評量與輔導 

1.學校應規劃與實施學生學習評量，並讓學生及家長了解，以評

估學生在教學過程中達成所訂教育目標之程度。 

2.學校的評量應採用多元方式進行，確保評量方法及標準之有效

性與一致性，並留下適切紀錄。 

3.學校應確保教師在學習評量的紀錄中，呈現學生質性與量化之

能力表現，且能提出學生後續學習與成長之具體協助建議。 

4.學校應針對未達教育目標之學生，提供必要輔導與協助，追蹤

其學習歷程與輔導效果，並留下適切紀錄，以確保帶好每一個孩

子。 

5.學校應依據評量結果，審視調整相關教學活動，以提升效能。

6.學校發現學生有特殊協助之需求時，應知會家長並採行必要措

施，包括提供輔導、改變教學計畫，或轉介學諮、社政、醫療等

相關機構，以協助學生獲得適切之教育與照顧。 

安全維護與健

康管理 

1.學校應依據相關法規，規劃與執行適切的學生身心安全維護、

健康促進及個人資料保護措施，以確保學生在安全、健康的環境

中成長。 

2.學校應依據相關法規，規劃與實施適切之安全與健康教育活動，

融入學生日常生活，以提高學生自我安全維護與健康管理能力。

3.學校應確實檢核學生安全維護、健康管理及其教育活動之執行

成效，且依據檢核紀錄，提出改進措施，以促進學生安全與身心

健康。 

4.學校應規劃與執行緊急處置與補救措施，以確保學生安全與健

康受到危害時，得以適切處理。 

學校、家庭與

社區合作 

1.學校應依據教育目標與教學計畫，規劃實施親職教育活動，促

使家長積極參與。 

2.學校應實施親職教育之成效評估，包括後續所需採行之改進措

施。 

3.學校應建立多元之交流管道，確保親師溝通順暢，以建立合作

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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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校應確保家長瞭解學校教育相關措施與所需配合事項，並確

實檢核成效，適時調整溝通方式。 

5.學校應依據教育活動計畫與社區特色，規劃與執行社區交流活

動，善用社區資源，以提升學校、家庭與社區合作之成效。 

6.學校應主動關懷並協助弱勢或高風險家庭之學生，包括提供資

源、轉介等服務，以發揮教育功能。 

 

（三）評鑑人員組成 

評鑑人員分為校內自我評鑑小組與訪視評鑑小組。校內自我評鑑小組方面，校長

擔任小組召集人，小組成員包括行政人員、教師及家長等代表；訪視評鑑小組方

面，由教育局聘請取得學校評鑑相關訓練合格證書者及具備評鑑專長之學者專家

等代表組成，每小組人數 5 至 11 人，由教育局指定一人為每小組召集人。 

 

（四）評鑑方式 

高雄市立國民中學學校評鑑之評鑑方式包括自我評鑑與訪視評鑑。自我評鑑方面，

學校依據評鑑內容辦理自我評鑑，針對評鑑內容提出具體成果或遭遇問題，必要

時得邀請專家學者參與。各校校長應督促全體教職員就本身教學或經辦業務實施

自我評鑑，再由校內評鑑小組辦理自我評鑑。自我評鑑結果除應提送訪視評鑑小

組參考外，並應提校務會議報告檢討改進後，函報教育局備查。 

 

訪視評鑑方面，其實施程序為評鑑說明、簡報及資料查閱、現場評鑑以及綜合座

談等。評鑑方式主要係經由檢視學校設施、觀察教學活動、瞭解學生學習情形、

與學校有關人員晤談等方式，深入了解、診斷學校發展現況與相關問題。 

 

（五）成績計算方式 

評鑑指標的評定結果分為「不符合 1」、「不符合 2」、「符合 3」與「符合 4」等四

種，「不符合 1」是指該指標達成情形為無系統/整體績效無法掌握，「不符合 2」

是指該指標達成情形為不完整系統/整體績效欠佳，「符合 3」是指該指標達成情

形為具基礎系統/整體績效一般，「符合 4」是指該指標達成情形為具完整系統/整

體績效卓越。其中評定為「不符合 1」、「不符合 2」者，該指標為不符合，評定

為「符合 3」、「符合 4」者，該指標為符合。 

 

評鑑結果以評鑑指標符合項目達百分之八十為基準。受評學校評鑑指標符合項目

達百分之八十以上者列為績優，由該校依符合項目比率提報相關人員敘獎；未達

百分之八十者，該校應提出改進計畫，並於改進計畫提出六個月後辦理複評。 

 

三、高雄市國民小學學校評鑑的規劃與實施 

（一）評鑑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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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國民小學學校評鑑之目的，明訂於「高雄市立國民小學學校評鑑實施要

點」第一條。該條文明示，評鑑目的係為瞭解學校現況，提供改善建議，精進校

務經營品質，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促進學校永續發展。「高雄市國民小學 104-107 

學年度學校評鑑計畫」據此將評鑑目的以條列方式示之，分別為： 

1. 瞭解學校現況，提供改善建議，促進學校永續發展。 

2. 落實領導管理，精進課程教學，整合資源全面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3. 診斷學校教育問題，建立改善機制，促進自我成長，精進整體教育品質。 

 

（二）評鑑內容 

高雄市立國民小學學校評鑑之內容，區分為五個項目，分別為：校長領導與行政

管理、課程教學與評量、學生事務與輔導、教學資源與整合、學校特色。在每項

項目之下，除學校特色項目外，各有 4 至 6 個指標，總計為 21 項指標。每項項

目所包含之指標，明訂於學校評鑑實施計畫中，如表 2-2 所示。 

 

表 2-2 

高雄市立國民小學學校評鑑之項目與指標 

項目 指標 

校長領導與行政管理 

1.校長能依教育政策，帶領團隊透過經營領導與行政管

理，有效達成學校願景與教育目標。 

2.依據願景，擬定、執行與檢討各項具體行動方案。 

3.透過內部檢核機制，分析執行困境及解決策略，以提升

學校教育品質。 

4.學校教評會與成績考核委員會依法運作。 

課程教學與評量 

1.健全課程與教學組織，並能有效運作。 

2.積極發展課程、落實教學正常化，並持續改進。 

3.實施適性教學，運用有效教學策略。 

4.依教學目標進行多元評量以改進教學。 

5.教師積極參與專業成長活動與分享，提升專業能力。 

6.對學習低成就學生實施補救教學，進行適性化教學與輔

導措施。 

學生事務與輔導 

1.依計畫執行學生的訓輔活動，並檢討改進。 

2.鼓勵與輔導學生參加多元展能學習活動。 

3.教師有班級經營規劃，並營造良好學習情境。 

4.指導學生生活教育有具體成效。 

5.運用多元方式及技巧，進行親師生溝通。 

教學資源與整合 

1.整合規劃各種適切的在職進修活動，促進成員專業成

長。 

2.營造合宜的校園環境及教學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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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健全學校採購、財產管理及安全維護制度，發揮資源效

益。 

4.學校能整合人力、物力、財力資源，完整規劃、執行運

用與檢討。 

5.有健全的家長會與志工團，且能積極參與校務並支援學

校各項活動。 

學校特色 1.發展學校特色 

 

（三）評鑑人員組成 

評鑑人員分為校內自我評鑑小組與委員評鑑小組。校內自我評鑑小組方面，由校

長擔任小組召集人，小組成員包括行政人員、教師及家長會等代表，小組人數 5

至 9 人，必要時得邀請專家學者參與；委員評鑑小組方面，由教育局聘請具備評

鑑領域相關學者專家、教育行政人員、校長團體、教師團體、家長團體等代表，

組成委員評鑑小組，每小組人數 5 至 11 人，由教育局指定一人為每小組召集人。 

 

（四）評鑑方式 

高雄市立國民小學學校評鑑之評鑑方式包括自我評鑑與委員評鑑。自我評鑑方面，

由各校參照評鑑指標進行資料彙整，另組成自我評鑑小組進行自我評鑑，並依據

結果撰寫「學校自我評鑑報告」，經相關會議通過，報局備查。 

 

委員評鑑方面，評鑑方式以線上評鑑及現場評鑑之方式相互並進。線上評鑑方式

要求各校應將評鑑相關資料，自行審酌按類別區分，上傳至 E 化評鑑網站。委員

現場評鑑方面，其工作進程分六項進行，以半天為原則，分別如下： 

1. 簡報：受評鑑學校應準備簡報書面資料，並應就評鑑指標類別分別報告學校

狀況及自我評鑑之結果。 

2. 實地參觀：觀察學校實際運作情形，如學校相關教學活動及學校現有軟硬體

設施。 

3. 檢閱資料：檢閱有關資料，驗證上傳資料(無須列印紙本)。 

4. 晤談教職員工、學生、家長代表：為使資料來源更客觀與深入，評鑑委員得

分別與該校代表晤談。 

5. 委員會議：評鑑委員就前四項評鑑工作完成後，進行意見交流並形成共識，

以做為評鑑報告之依據。 

6. 綜合座談：評鑑委員進行評鑑報告，並由學校相關人員回應。 

 

（五）成績計算方式 

高雄市立國民小學學校評鑑結果之評定，係採用等第制，由評鑑指標符合項目所

占之比例，作為評定等第之依據。其中評鑑指標符合項目達 90%以上者為優等，

符合項目達 80%至 89%者為甲等；評鑑指標符合項目未達 80%者，學校應於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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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結果公布後一個月內提出改進計畫，由教育局追蹤輔導，並將輔導結果送評鑑

委員確認。換言之，評鑑結果係以評鑑指標符合項目達 80%為基準，達 80%以上

者列為績優學校，由學校按符合項目比率提報相關人員敘獎。 

 

 

貳、評鑑效用性的理論與內涵 

傳統的評鑑研究側重以評鑑的結果性利用 (findings use) 為討論重點，常將焦點

放在評鑑的結果如何被使用，以及評鑑結果被使用的幅度會有多大。直至 1990 

年代末，評鑑過程所產生的效用才開始被陸續提及，說明學界意識到評鑑所能

發揮的功能，並非只是評鑑結果的運用而已，在評鑑過程當中亦會涉及個體在

思考與行為上的改變，以及方案或組織在程序與文化上的改變（潘慧玲，

2005，2018；鄭淑惠，2009）。Patton (1997) 指出大多數關於評鑑利用的討論都

是放在評鑑結果應用上，但是「參與評鑑過程可以是有用的，而這是不同於來

自評鑑結果的」(p.88)。因此他認為評鑑效用性 (evaluation utilization) 應可區分

為兩種，分別為：結果性效用 (use of findings)，以及過程性效用 (process 

use)。Alkin 與 Taut (2003) 回顧相關研究，亦主張將評鑑效用性區分為結果性

效用與過程性效用兩種。基於上述理路，本研究將學校評鑑效用性區分為過程

性效用與結果性效用。 

 

一、過程性效用的定義與內涵 

Patton (1997) 將評鑑的過程性效用定義為，發生在參與評鑑過程的學習所帶來

的影響；他更進一步闡述過程性效用的意涵，指出評鑑對於我們方案的影響

「並不只有來自結果，更是從頭到尾來自評鑑所要求的思考過程」(p.90)。

Patton 對於評鑑過程性效用的定義為學界廣泛引用，也奠定後續研究的基礎，

故本研究援引其定義 (Alkin & King, 2016; Amo & Cousins, 2007)。 

 

綜合相關文獻，過程性效用包含「學習評鑑知能」、「鼓舞成員士氣」、「創造共

同理解」、「引導自我改進」等四個層面，以下分別說明其內涵： 

 

（一）學習評鑑知能 

參與評鑑可促進成員學習評鑑知能、培養蒐集與分析評鑑資料的能力，因此參

與評鑑可以是強化組織學習的一種方式。學習評鑑知能的意涵，係指藉由參與

評鑑，學習如何評估反應，並從多種資訊來源尋求影響的事實與證據。這是產

生見解和知識的過程，在評鑑的過程進行學習，產生豐盛收穫 (Forss, Rebien, & 

Carlsson, 2002)。相關文獻指出，參與評鑑可以促進學習的價值，諸如協助成員

瞭解評鑑意涵，以同理為什麼人們對某一專案評鑑等有某些看法，並可學習從

評鑑資料中尋求新的資訊，並以多元的方式檢證有效性與可靠性（鄭彩鳳，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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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鼓舞成員士氣 

評鑑的過程性效用不僅著重參與者學習評鑑知能，亦在於建構參與式評鑑取

向，使成員積極投入工作。促發成員學習評鑑知能之前提在於提升其對於評鑑

工作之責任與歸屬，從中營造凝聚氛圍，藉以提供適當機會以增進評鑑參與者

專業能力與自我決定 (self-determination)之機會 (Fetterman, 1994；Patton, 

2007)。鼓舞成員士氣的意涵，是指評鑑過程能讓成員受到評鑑機制的鼓舞，強

化組織成員的積極行動並產生熱情，進而與價值體系進行連結，使成員士氣受

到提振（鄭彩鳳，2020）。對於學校評鑑表現特優學校，亦應給予實質獎勵，包

含績效及計畫型經費獎助，以期提升組織成員之士氣（李達平，2013）。Forss 

等人 (2002) 指出，進行探究、聽取觀點以及收集數據，可以提振各類人員的

士氣，並對方案起整體的積極作用，因此鼓舞成員士氣亦是評鑑過程性效用的

重要構面之一。 

 

（三）創造共同理解 

創造共同理解亦即創造共識，係指組織成員能夠透過評鑑與他人合作，建構、

發展並分享知識與經驗，促使成員瞭解組織的目標與目的，並理解優先事項與

彼此的動機（鄭彩鳳，2020）。相關研究指出，評鑑會使組織內部的不同看法更

加明確，然而公開透明與充分溝通的評鑑過程，可使不同意見獲得更好的調

解，成員也會理解彼此的動機，並在某種程度上尊重差異 (Preskill, Zuckerman, 

& Matthews, 2003)。評鑑過程性效用取決於評鑑活動中參與者經驗和技能交流

之品質，故為達過程性效用之成效，參與者應具備評鑑專業智識，並積極投入

評鑑參與，方可促進受評學校成員認同學校願景，並深化其對於行政、教學工

作之理解，藉以創造受評學校組織行動之共同理解。 

 

（四）引導自我改進 

關於評鑑過程性效用的內涵中，其核心價值在於將評鑑之實施過程作為整體評

鑑的一部分。評鑑係由參與者執行，從中拓展其洞察該校各層面之優、缺項目

(Bourgeois & Whynot, 2018)，因此由受評學校參與者自我檢視相關缺失，並研

擬具體解決方向，此即為「引導自我改進」層面之實然作為。相關研究指出，

為增進評鑑參與者自主執行、應用評鑑之能力，學校評鑑的目的在於引導學校

建立相關自我評鑑機制，藉由蒐集評鑑委員對評鑑執行的改善意見，以作為自

主規劃、修訂該校相關法規之依據（陳世育，2005；鄭彩鳳，2016）。此外透過

參與評鑑，亦會引導參與者思考教學風貌、整建資源設備等需求，進而促進自

我改進（陳錦玉，2016）。因此引導自我改進亦是評鑑過程性效用的重要構面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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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果性效用的定義與內涵 

學校評鑑結果性效用的概念，係指藉由評鑑工作中所獲得的相關結果，將其運

用到後續校務運作的改進措施上；換言之，結果性效用的重點在於探討學校評

鑑能否促使學校改進（薛煒霖，2020；Hopkins, 1989）。鄭彩鳳 (2015) 指出，

學校評鑑的研究近年來已有豐碩成果，但所有的研究幾乎都是聚焦於評鑑的本

身，至於學校評鑑是否能有效地促使學校進步，提升學校效能，則是有待後續

研究加以補實。他建議欲探究此評鑑功能與成效的發揮，其指標的設定必須回

歸與對應評鑑方案指標的設定，並建議結果性效用主要可以區分為「校務經

營」與「學能發展」等兩大層面。 

 

考量到高雄市國民中小學學校評鑑的評鑑內容，亦可歸納為「校務經營」與

「學能發展」等兩大類，故本研究依此架構，發展結果性效用的內涵，並分別

說明如下： 

 

（一）校務經營 

結果性效用之實施時機在於評鑑周期結束且報告公布後發生，藉以決定是否修

正與重構學校發展脈絡，從而以鉅觀思維，透過評鑑結果檢視學校發展整體與

各層面優、劣勢，以謀求改進的決策，以期評鑑工作發揮形成性與總結性的功

能。從校務經營的評鑑指標而言，其內涵包含行政效能、資源整合、組織互動

與環境改善等面向，故可用評鑑之後學校在這些面向運作效率的提升程度，作

為衡量結果性效用的依據（鄭彩鳳，2015）。 

 

（二）學能發展 

學校評鑑的效益不僅提升校務經營的效能，促進教師的專業成長與回歸學生的

學習成就，也是評鑑主要的效益之一。相關研究指出，結果性效用包含引導教

學亮點、協助教師整理教學方向、推動校內發展教師專業社群以及調整教師面

對評鑑的心態，不僅精進教學者調整教材教法以檢視教學成效，亦協助其改善

班級經營與班級輔導層面（陳錦玉，2016；薛煒霖，2020）。從學能發展的評鑑

指標而言，其內涵包含課程規劃、教師專業、學生展能與拔尖扶弱等面向，經

由學校評鑑的實施，使教育人員在教學過程中發現問題，輔以量、質化結果以

分析實施困境，適時調整教學計畫，進而改善「教與學」樣態，以期提升教學

品質（張媛甯、郭懷升，2010；陳芝筠，2009）。故可用評鑑之後學校在這些面

向成效的提升程度，作為衡量結果性效用的依據（鄭彩鳳，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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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係以高雄市立國民中小學校長及教師為對象，調查其

對於高雄市國民中小學學校評鑑效用性之評定。根據研究目的及文獻探討結

果，本研究發展研究工具，並選定抽樣樣本，進行實證調查。以下依序加以說

明。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依據文獻探討與相關政策文件分析結果，發展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

示。本研究將評鑑效用性區分為過程性效用與結果性效用兩大層面，再將各層

面評鑑效用性區分為不同分層面。其中過程性效用包含四個分層面，分別為：

學習評鑑知能、鼓舞成員士氣、創造共同理解、引導自我改進；結果性效用包

含兩個分層面，分別為：校務經營、學能發展。 

 

在背景變項方面，本研究將之分為學校層級變項與個人層級變項等兩類，學校

層級變項包含學校之教育階段、學校位置與學校規模等，其中學校級別分為國

民中學與國民小學，學校位置區分為一般地區、非山非市與偏遠地區等三組，

學校規模部份則區分為 12 班以下、13~36 班與 37 班以上等三組。 

 

個人層級變項包含性別、擔任職務與評鑑參與情形等變項，其中性別分為男性

與女性，擔任職務為類別變項，分為校長、教師兼主任、教師兼組長、導師及

專任教師等類別，評鑑參與情形分為高度參與、中度參與及低度參與等三種。 

 

 

 

 

 

 

 

 

 

 

 

 

 

圖 3-1  研究架構 

 

  

背景變項 

（一）學校層級變項 

1. 學校級別 

2. 學校位置 

3. 學校規模 

 

（二）個人層級變項 

1. 性別 

2. 擔任職務 

3. 評鑑參與情形 

過程性效用 

1. 學習評鑑知能 

2. 鼓舞成員士氣 

3. 創造共同理解 

4. 引導自我改進 

結果性效用 

1. 校務經營 

2. 學能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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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高雄市立國民中小學校長與教師。為求樣本的代表性，乃採取多

階段分層抽樣 (multi-stage stratified sampling)。分層的依據為學校的教育階段及

規模：教育階段區分為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並依據班級數將學校規模區分為

三類，12 班以下者設定為小型學校，班級數為 13~24 班者設定為中型學校，班

級數 25 班以上者設定為大型學校。 

 

根據統計，109 學年度高雄市市立國民中學共 80 所，國民小學共 242 所（教育

部統計處，2021）；因有 1 所國中與 5 所國小為實驗教育學校，故本研究之母群

學校為國中 79 所，國小 237 所。為求樣本的代表性，依據學校的教育階段及規

模抽取樣本學校，其中國中階段每一規模類別抽取 1/2 為原則，國小階段每一

規模類別抽取 1/4 為原則，抽樣學校分布情形如表 3-1 與表 3-2 所示。其中國

中方面，12 班以下之學校抽取 13 所，班級數為 13~24 班之學校抽取 11 所，班

級數 25 班以上之學校抽取 16 所；國小方面，12 班以下之學校抽取 24 所，班

級數為 13~24 班之學校抽取 16 所，班級數 25 班以上之學校抽取 20 所。總計抽

取國中 40 所，國小 60 所，共計 100 所國中小參與本研究，國中與國小抽樣學

校名單，分別如表 3-3 與表 3-4 所示。 

 

表 3-1 

國民中學抽樣學校與人數分布情形 

 母群學校數 抽樣學校數 抽樣人數 小計 

12 班以下 26 13 6 78 

13-24 班 21 11 10 110 

25 班以上 32 16 15 240 

小計 79 40  428 

 

表 3-2 

國民小學抽樣學校與人數分布情形 

 母群學校數 抽樣學校數 抽樣人數 小計 

12 班以下 97 24 6 144 

13-24 班 65 16 10 160 

25 班以上 75 20 15 300 

小計 237 60  604 

 

問卷發放係依據學校規模分配填答人數，其分布情形如表 3-1 與表 3-2 所示。

學校規模 12 班以下者，每校抽樣 6 人，其中校長 1 人、主任及組長 3 人、教師

2 人；學校規模 13~24 班者，每校抽樣 10 人，其中校長 1 人、主任及組長 5

人、教師 4 人；學校規模 25 班以上者，每校抽樣 15 人，其中校長 1 人、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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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組長 7 人、教師 7 人。總計抽取國中校長及教師 428 名，國小校長及教師

604 名，共計 1,032 名國中小校長及教師參與本研究。 

 

表 3-3 

抽樣學校名單：國小部分 

編號 學校名稱 班級數 學校規模 學校類型 

1 市立一甲國小 13 13-24 班 非山非市 

2 市立三埤國小 6 12 班以下 偏遠 

3 市立下坑國小 7 12 班以下 非山非市 

4 市立大東國小 12 12 班以下 一般地區 

5 市立大社區大社國小 27 25 班以上 一般地區 

6 市立大湖國小 16 13-24 班 非山非市 

7 市立五甲國小 13 13-24 班 一般地區 

8 市立太平國小 19 13-24 班 一般地區 

9 市立水寮國小 12 12 班以下 一般地區 

10 市立王公國小 26 25 班以上 一般地區 

11 市立四維國小 84 25 班以上 一般地區 

12 市立左營國小 14 13-24 班 一般地區 

13 市立吉洋國小 6 12 班以下 非山非市 

14 市立竹圍國小 50 25 班以上 一般地區 

15 市立竹滬國小 11 12 班以下 非山非市 

16 市立那瑪夏區民權國小 6 12 班以下 極度偏遠 

17 市立坪頂國小 12 12 班以下 一般地區 

18 市立明宗國小 16 13-24 班 非山非市 

19 市立明義國小 17 13-24 班 一般地區 

20 市立河堤國小 24 13-24 班 一般地區 

21 市立金竹國小 6 12 班以下 特殊偏遠 

22 市立阿蓮國小 42 25 班以上 非山非市 

23 市立前金國小 39 25 班以上 一般地區 

24 市立屏山國小 15 13-24 班 一般地區 

25 市立建山國小 6 12 班以下 極度偏遠 

26 市立建國國小 7 12 班以下 一般地區 

27 市立後紅國小 17 13-24 班 一般地區 

28 市立昭明國小 18 13-24 班 一般地區 

29 市立紅毛港國小 20 13-24 班 一般地區 

30 市立曹公國小 9 12 班以下 一般地區 

31 市立深水國小 6 12 班以下 偏遠 

32 市立莊敬國小 49 25 班以上 一般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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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市立莒光國小 40 25 班以上 一般地區 

34 市立鳥松國小 23 13-24 班 一般地區 

35 市立勝利國小 57 25 班以上 一般地區 

36 市立援中國小 27 25 班以上 一般地區 

37 市立景義國小 6 12 班以下 特殊偏遠 

38 市立陽明國小 70 25 班以上 一般地區 

39 市立集來國小 6 12 班以下 特殊偏遠 

40 市立圓潭國小 6 12 班以下 非山非市 

41 市立愛群國小 15 13-24 班 一般地區 

42 市立新發國小 6 12 班以下 極度偏遠 

43 市立楠陽國小 54 25 班以上 一般地區 

44 市立溪洲國小 7 12 班以下 非山非市 

45 市立獅湖國小 57 25 班以上 一般地區 

46 市立瑞豐國小 43 25 班以上 一般地區 

47 市立路竹國小 40 25 班以上 非山非市 

48 市立過埤國小 34 25 班以上 一般地區 

49 市立壽天國小 36 25 班以上 一般地區 

50 市立壽齡國小 6 12 班以下 非山非市 

51 市立旗津國小 18 13-24 班 一般地區 

52 市立漢民國小 55 25 班以上 一般地區 

53 市立鳳山區忠孝國小 29 25 班以上 一般地區 

54 市立鳳鳴國小 6 12 班以下 一般地區 

55 市立樂群國小 31 25 班以上 一般地區 

56 市立興達國小 8 12 班以下 非山非市 

57 市立龍山國小 6 12 班以下 偏遠 

58 市立龍肚國小 6 12 班以下 偏遠 

59 市立寶來國小 6 12 班以下 極度偏遠 

60 市立鹽埕區忠孝國小 14 13-24 班 一般地區 

 

表 3-4 

抽樣學校名單：國中部分 

編號 學校名稱 班級數 學校規模 學校類型 

61 市立三民國中 37 25 班以上 一般地區 

62 市立大仁國中 17 13-24 班 一般地區 

63 市立小港國中 39 25 班以上 一般地區 

64 市立五甲國中 35 25 班以上 一般地區 

65 市立內門國中 6 12 班以下 偏遠 

66 市立民族國中 26 25 班以上 一般地區 



17 
 

67 市立田寮國中 3 12 班以下 偏遠 

68 市立甲仙國中 4 12 班以下 極度偏遠 

69 市立立德國中 12 12 班以下 一般地區 

70 市立光華國中 34 25 班以上 一般地區 

71 市立杉林國中 6 12 班以下 特殊偏遠 

72 市立岡山國中 52 25 班以上 一般地區 

73 市立明華國中 54 25 班以上 一般地區 

74 市立明義國中 36 25 班以上 一般地區 

75 市立青年國中 46 25 班以上 一般地區 

76 市立前金國中 21 13-24 班 一般地區 

77 市立前峰國中 32 25 班以上 一般地區 

78 市立南隆國中 11 12 班以下 非山非市 

79 市立英明國中 23 13-24 班 一般地區 

80 市立茄萣國中 20 13-24 班 非山非市 

81 市立梓官國中 21 13-24 班 非山非市 

82 市立鳥松國中 7 12 班以下 一般地區 

83 市立陽明國中 92 25 班以上 一般地區 

84 市立楠梓國中 58 25 班以上 一般地區 

85 市立溪埔國中 9 12 班以下 偏遠 

86 市立獅甲國中 14 13-24 班 一般地區 

87 市立瑞豐國中 13 13-24 班 一般地區 

88 市立鼎金國中 25 25 班以上 一般地區 

89 市立壽山國中 11 12 班以下 一般地區 

90 市立旗津國中 12 12 班以下 一般地區 

91 市立福山國中 69 25 班以上 一般地區 

92 市立翠屏國中(小) 12 12 班以下 一般地區 

93 市立鳳甲國中 51 25 班以上 一般地區 

94 市立鳳翔國中 21 13-24 班 一般地區 

95 市立潮寮國中 6 12 班以下 偏遠 

96 市立橋頭國中 28 25 班以上 一般地區 

97 市立燕巢國中 16 13-24 班 非山非市 

98 市立龍肚國中 6 12 班以下 偏遠 

99 市立彌陀國中 15 13-24 班 非山非市 

100 市立鹽埕國中 18 13-24 班 一般地區 

 

  



18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研究工具為研究團隊所編製的「高雄市國民中小學學校評鑑效用性之

研究調查問卷」，係由研究團隊根據文獻探討，以及參酌相關問卷所編製而成，

以蒐集本研究所需之實證資料。 

 

本調查問卷初稿主要基於鄭彩鳳 (2020) 所提出之學校評鑑利用指標，再經文

獻探討與專家討論所編製而成，係基於學校評鑑效用性 (evaluation utilization) 

之理論架構，將評鑑效用性區分為過程性效用與結果性效用兩大層面，再將各

層面評鑑效用性區分為不同分層面。其中過程性效用包含四個分層面，分別

為：學習評鑑知能、鼓舞成員士氣、創造共同理解、引導自我改進；結果性效

用包含兩個分層面，分別為：校務經營、學能發展。依據各層面與分層面之內

涵，並參考國內外相關文獻，進而發展各分層面之評估指標。 

 

問卷初稿編製完成後，本研究 2021 年 4 月 23 日於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大樓

3 樓 1310 教育專題研討室召開研究諮詢會議，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國中教育科

顏君竹科長與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諮詢會議，邀集學者專家及校長協會、教師

組織、家長團體等代表與會，提供修訂建議（如附錄一）。本研究依據諮詢會議

之建議，加以修訂調查問卷初稿，最後完成研究問卷定稿（如附錄二）。 

 

問卷內容包含二部份，第一部分為「基本資料」，第二部分為「學校評鑑效用

性」。在「基本資料」部分，係用以瞭解研究參與者之背景資料，其內容包括： 

(1) 學校級別、(2) 學校位置、(3) 學校規模、(4)性別、(5)擔任職務、(6)學校評

鑑參與程度，以及 (7) 學校評鑑參與事項等。在「學校評鑑效用性」部分，則

依據理論區分為過程性效用與結果性效用兩個分量表，其中過程性效用分量表

有 21 題，結果性效用分量表有 16 題。另方面，本量表採李克特式 (Likert-

type) 5 點量表計分方式，反應項目從非常符合（5 分）至非常不符合（1 分），

得分愈高，表示填答者認為該敘述之符合程度愈高。 

 

為瞭解本研究工具之品質，本研究採用統計軟體 Mplus 8.3 進行驗證性因素分

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以檢測本研究量表架構與實徵資料的適

配情形。第一次因素分析結果指出，根據 Mplus 所提供的修正指標 

(modification index, MI)，可知 B15 出現交叉負荷 (cross-loading) 的情形，故予

以刪除。再次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得到主要適配度指標分別為：χ²(164) = 

674.345，p < .001，CFI = 0.959，TLI = 0.953，RMSEA = 0.067 (90 Percent C.I.= 

[0.062, 0.073])，SRMR = 0.027；符合 Hair 等人 (2010) 所提出符合適配性良好

的指標條件，說明學校評鑑過程性效用量表具有良好的建構效度。 

 

在學校評鑑結果性效用分量表方面，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得到主要適配度指標



19 
 

分別為：χ²(103) = 460.881，p < .001，CFI = 0.970，TLI = 0.965，RMSEA = 

0.071 (90 Percent C.I.= [0.065, 0.078])，SRMR = 0.023；亦符合 Hair 等人 (2010) 

所提出符合適配性良好的指標條件，說明學校評鑑結果性效用量表具有良好的

建構效度。 

 

再就信度而言，過程性效用與結果性效用兩個分量表之 Cronbach’s α係數分別

為 .971 與 .975，由於該係數高於 0.9 代表高信度值，故本研究量表具有良好

信度。整體而言，本研究工具具有良好之信效度。 

 

四、研究實施 

本研究抽樣學校名單確定後，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於 2021 年 5 月 12 日以高市教

中字第 11033292902 號函，請抽樣學校協助問卷調查（如附錄三）；本研究於

2021 年 5 月 17 日向抽樣之 40 所國民中學與 60 所國民小學寄發問卷，並附上

說明函及回郵信封。本研究於問卷回收截止日到期後，對於尚未寄回之學校進

行催收，再於 2021 年 6 月 11 日進行第二次催收，期間少數學校表示未收到郵

寄之問卷，皆以掛號方式補寄問卷，最後於 2021 年 6 月 30 日截止問卷回收。 

 

本研究問卷寄出後，隨即面臨防疫警戒升級，各級學校改為線上教學，教學與

行政工作頓時大增，但受訪學校仍撥冗協助，方始本研究調查能順利完成。問

卷回收後，本研究隨即進行清點與編號，再將資料輸入電腦，並對資料進行檢

核；對於問卷一頁以上之題項皆未填答或一致性作答者，則視為無效問卷。總

計本研究共發出問卷 1,032 份，實際回收 943 份，剔除無效問卷後，共得有效

問卷 686 份，有效回收率為 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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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 

一、學校評鑑效用性之評定 

本單元主要以描述統計方式報告調查結果，呈現研究參與者對於高雄市國民中

小學學校評鑑效用性之評定結果。本研究工具係採用Likert五點量表，依平均值

界定其符合程度如下：低於2分者，表示低度程度；介於2.01～3.00分者，表示

中低程度；介於3.01～4.00分者，表示中高程度；高於4.01分者，表示高度程度 

(Othman & Nasrudin, 2012)。 

 

（一）學校評鑑效用性之整體分析 

本研究參與者對於高雄市國民中小學學校評鑑效用性之評定結果，如表4-1所

示；其中「過程性效用」之單題平均數為3.25，屬於中高程度，「結果性效

用」之單題平均數為3.01，亦屬於中高程度，再就整體評鑑效用性進行分析，

其單題平均數為3.15，係屬於中高程度。故本研究結果顯示，就整體評鑑效用

性而言，或是就其所區分而出之「過程性效用」與「結果性效用」等層面而

言，高雄市國民中小學學校評鑑效用性皆達到中高程度。 

 

為考驗不同層面學校評鑑效用性評定結果之差異情形，本研究採用相依樣本 t

檢定進行統計分析，結果顯示「過程性效用」與「結果性效用」之評定結果存

在顯著差異，t(684)=17.15，p<.001。就單題平均值而言，「過程性效用」

(M=3.25) 顯著高於「結果性效用」(M=3.01)，說明本研究參與者認為學校評鑑

之「過程性效用」高於「結果性效用」。 

 

表 4-1 

學校評鑑效用性評定結果摘要 

 平均數 標準差 題數 單題平均數 

過程性效用 64.91 16.19 20 3.25 

結果性效用 48.14 13.83 16 3.01 

整   體 113.46 29.61 36 3.15 

 

（二）學校評鑑過程性效用分層面之分析 

學校評鑑之「過程性效用」係由「創造共同理解」、「鼓舞成員士氣」、「學

習評鑑知能」、「引導自我改進」等四個分層面所組成，各分層面之評定結果

如表4-2所示。其中「創造共同理解」分層面平均值為 16.46，單題平均值為 

3.29；「鼓舞成員士氣」分層面平均值為 15.34，單題平均值為 3.07；「學習

評鑑知能」分層面平均值為 16.84，單題平均值為 3.37；「引導自我改進」分

層面平均值為 16.42，單題平均值為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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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相依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對於「過程性效用」不同分層面之評定結果進行

差異分析，結果發現，「過程性效用」不同分層面之評定結果存在顯著差異，F 

(3, 2052)=72.92，p<.001。其中以「學習評鑑知能」分層面之平均值為最高 

(M=3.37)，「鼓舞成員士氣」分層面之平均值為最低 (M=3.07)，至於「創造共

同理解」(M=3.29) 與「引導自我改進」(M=3.28)等分層面則介於中間。說明本

研究參與者認為學校評鑑的過程性效用中，以「學習評鑑知能」之效用性為最

高，次為「創造共同理解」與「引導自我改進」之效用性，而「鼓舞成員士

氣」之效用性較低。 

 

表4-2 

學校評鑑過程性效用分層面之評定結果摘要 

 平均數 標準差 題數 單題平均數 

(1) 創造共同理解 16.46 4.48 5 3.29 

(2) 鼓舞成員士氣 15.34 4.80 5 3.07 

(3) 學習評鑑知能 16.84 4.15 5 3.37 

(4) 引導自我改進 16.42 4.22 5 3.28 

 

學校評鑑過程性效用分為四個分層面，各由其所屬題目所組成，各層面所屬題

目之評定情形，如表4-3所示。調查結果發現，「學習評鑑知能」分層面各項題

目之得分普遍較高，其中以「準備評鑑能讓本校同仁學習到蒐集與整理資料的

能力」之平均值為最高 (M=3.62)，說明研究參與者認為參與評鑑的過程中，學

習到蒐集與整理資料的能力為最具效用性的項目；至於「鼓舞成員士氣」分層

面之平均值為最低，其所屬的題目「準備評鑑能激發本校同仁對自身教學或行

政工作投入」之平均值亦是所有題目中最低 (M=2.96)，說明研究參與者認為參

與評鑑的過程中，並未能激發學校同仁對自身教學或行政工作投入。 

 

表4-3 

學校評鑑過程性效用個別題目之評定結果 

分層面 題    項 平均

數 

標準

差 

創
造
共
同
理
解 

準備評鑑有助於提升本校同仁對學校願景的認同 3.18 1.02

準備評鑑有助於促進本校同仁間經驗的交流 3.34 1.01

準備評鑑有助於促進本校同仁共同關注校務發展 3.33 1.00

準備評鑑有助於本校同仁尋求解決問題的共識 3.23 1.01

準備評鑑有助於本校同仁對教學或行政工作的理解 3.38 1.03

鼓
舞
成

員
士
氣 

準備評鑑能提高本校同仁的凝聚力 3.04 1.04

準備評鑑能激發本校同仁對自身教學或行政工作投入 2.96 1.11

準備評鑑能提供本校同仁展現專業表現的機會 3.16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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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評鑑能提升本校同仁對於校務工作的參與感 3.08 1.11

準備評鑑能提升本校同仁對於學校的責任感 3.11 1.08

學
習
評
鑑
知
能 

準備評鑑能讓本校同仁學習到蒐集與整理資料的能力 3.62 0.98

準備評鑑能讓本校同仁學習到分析與解釋資料的能力 3.42 0.95

準備評鑑能促使本校同仁自我檢核工作成效 3.45 0.96

準備評鑑能促使本校同仁省思政策或方案背後的理念 3.14 0.99

準備評鑑能讓本校同仁學習到評鑑相關的知能 3.20 1.00

引
導
自
我
改
進 

準備評鑑有助於引導學校檢視法規文件並予修訂 3.46 0.95

準備評鑑有助於引導學校落實校本課程 3.27 1.01

準備評鑑有助於引導學校強化教師專業成長 3.10 1.03

準備評鑑有助於引導學校整理與改善環境設備 3.39 1.03

準備評鑑有助於引導學校辦理自我評鑑 3.20 1.01

 

 

（三）學校評鑑結果性效用分層面之分析 

學校評鑑之「結果性效用」係由「校務經營」與「學能發展」等兩個分層面所

組成，各分層面之評定結果如表4-4所示。其中「校務經營」分層面平均值為 

24.63，單題平均值為 3.08；「學能發展」分層面平均值為 23.51，單題平均值

為 2.94。 

 

再以相依樣本 t檢定分析不同分層面「結果性效用」評定結果之差異情形，結

果顯示不同分層面之評定結果存在顯著差異，t(685)=8.94，p<.001。就單題平均

值而言，「校務經營」(M=3.08) 顯著高於「學能發展」(M=2.94)，說明本研究

參與者認為學校評鑑的結果性效用中，「校務經營」之效用性高於「學能發

展」之效用性。 

 

表4-4 

學校評鑑結果性效用分層面之評定結果摘要 

 平均數 標準差 題數 單題平均數 

(1) 校務經營 24.63 6.98 8 3.08 

(2) 學能發展 23.51 7.24 8 2.94 

 

學校評鑑結果性效用分為兩個分層面，各由其所屬題目所組成，各層面所屬題

目之評定情形，如表4-5所示。調查結果發現，「校務經營」分層面各項題目之

得分普遍較高，其中以「評鑑後本校更為重視檢討回饋機制以持續改進」之平

均值為最高 (M=3.26)，說明研究參與者認為學校更為重視檢討回饋機制以持續

改進是學校評鑑結果性運用中最具效用性的項目；至於「學能發展」分層面各

項題目之得分普遍較低，其所屬的題目「評鑑後學生的學習落差能逐漸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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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平均值亦是所有題目中最低 (M=2.56)，說明研究參與者認為學校評鑑對於縮

小學生學習落差的效用較不顯著。 

 

表4-5 

學校評鑑結果性效用個別題目之評定結果 

分層面 題    項 平均

數 

標準

差 

校
務
經
營 

評鑑後本校的發展願景更為合宜明確 3.14 1.00 

評鑑後本校的行政效能更為提升 3.02 1.04 

評鑑後本校更為重視檢討回饋機制以持續改進 3.26 1.00 

評鑑後本校具更佳的校務運作動能 3.07 1.00 

評鑑後本校行政人員與教師之間的互動更為良好 2.83 1.05 

評鑑後本校更能善加運用與整合校內外資源 3.16 1.02 

評鑑後本校教學設備與圖書更加充實 2.97 1.07 

評鑑後本校空間與設備的管理與維護更為良好 3.17 0.96 

學
能
發
展 

評鑑後教師的教學活動更為適性化 2.97 0.97 

評鑑後教師的教學與班級經營更為精進 2.97 1.02 

評鑑後教師更積極參與專業成長活動 2.94 1.04 

評鑑後教師更會檢視教學成效以調整教材或教法 3.03 1.01 

評鑑後教師更能有效引導學生學習 2.90 1.00 

評鑑後本校更積極提供學生多元成長的學習機會 3.03 1.04 

評鑑後本校的友善校園工作更為落實 3.11 1.02 

評鑑後學生的學習落差能逐漸縮小 2.56 1.02 

 

 

二、學校評鑑效用性之差異分析 

為瞭解不同背景變項之研究參與者，對於高雄市國民中小學學校評鑑效用性之

評定是否有所差異，本研究依據研究參與者所屬之組別，呈現其對於學校評鑑

效用性量表及分量表之得分，並加以分析其差異。 

 

（一）依學校級別 

本研究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任教於不同學校級別之研究參與者對於學校評鑑

效用性評定之差異情形，其結果如表 4-6 所示。就學校評鑑效用性之整體得分

而言，任教於不同學校級別之研究參與者對於學校評鑑效用性之評定達顯著差

異，t(670)= -2.65，p=.008，國民小學組別之平均數 (M=116.12, SD=28.31) 顯著

高於國民中學組別之平均數(M=110.05, SD=30.91)。再就「過程性效用」層面而

言，任教於不同學校級別之研究參與者之評定結果達顯著差異，t(680)= -2.41，

p=.015，國民小學組別之平均數 (M=66.24, SD=15.40) 顯著高於國民中學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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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平均數  (M=63.20, SD=17.01)；而在「結果性效用」層面中，任教於不同學

校級別之研究參與者之評定結果亦達顯著差異，t(684)= -2.29，p=.022，國民小

學組別之平均數  (M=49.21, SD=13.20) 顯著高於國民中學組別之平均數  

(M=46.74, SD=14.52)。 

 

表 4-6 

不同學校級別研究參與者對於學校評鑑效用性之評定結果 

層  面 組  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過程性效用 
(1) 國民中學 298 63.20 17.01 -2.41* 

(2) 國民小學 384 66.24 15.40 

結果性效用 
(1) 國民中學 298 46.74 14.52 -2.29* 

(2) 國民小學 388 49.21 13.20 

整   體 
(1) 國民中學 295 110.05 30.91 -2.65** 

(2) 國民小學 377 116.12 28.31 

* p<.05, **p<.01. 

 

（二）依學校位置 

本研究將學校位置區分為一般地區、非山非市與偏遠地區等三組，不同學校位

置之研究參與者對於學校評鑑效用性之評定結果，如表 4-7 所示。就學校評鑑

效用性之整體得分而言，一般地區研究參與者評定之平均數為 113.01，標準差

為 29.95；非山非市地區研究參與者評定之平均數為 114.96，標準差為 

28.35；偏遠地區研究參與者評定之平均數為 114.26，標準差為 29.42。再就

「過程性效用」層面而言，一般地區研究參與者評定之平均數為 64.51，標準

差為 16.17；非山非市地區研究參與者評定之平均數為 65.72，標準差為 

15.74；偏遠地區研究參與者評定之平均數為 66.44，標準差為 17.00。而在

「結果性效用」層面中，一般地區研究參與者評定之平均數為 48.01，標準差

為 14.03；非山非市地區研究參與者評定之平均數為 48.95，標準差為 13.26；

偏遠地區研究參與者評定之平均數為 47.81，標準差為 13.45。 

 

分析學校位置對於學校評鑑效用性評定之效果，發現不同學校位置之研究參與

者對於學校評鑑效用性之評定結果並沒有顯著差異，其結果如表 4-7 所示。就

學校評鑑效用性之整體得分而言，不同學校位置之研究參與者並未存在顯著差

異，F(2, 669)= 0.219，p=.803；再就「過程性效用」與「結果性效用」層面而

言，不同學校位置研究參與者之評定結果亦未達顯著差異 (F(2, 679)= 0.620; 

p=.538; F(2, 683)= 0.227; p=.797)。故高雄市國民中小學校長及教師對於學校評

鑑效用性的評定，並未因學校位置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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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不同學校位置研究參與者對於學校評鑑效用性之評定結果 

層  面 組  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過程性效用 

(1) 一般地區 499 64.51 16.17 0.620 

(2) 非山非市 108 65.72 15.74 

(3) 偏遠地區 75 66.44 17.00 

結果性效用 

(1) 一般地區 502 48.01 14.03 0.227 

(2) 非山非市 108 48.95 13.26 

(3) 偏遠地區 76 47.81 13.45 

整   體 

(1) 一般地區 492 113.01 29.95 0.219 

(2) 非山非市 106 114.96 28.35 

(3) 偏遠地區 74 114.26 29.42 

 

 

（三）依學校規模 

本研究將學校規模區分為 12 班以下、13~36 班與 37 班以上等三組，不同學校

規模組別研究參與者對於學校評鑑效用性之評定，及其差異分析結果，如表 4-

8 所示。研究結果顯示，不同學校規模組別之研究參與者對於學校評鑑效用性

之評定，存在顯著差異，分別說明如下： 

 

表 4-8 

不同學校規模研究參與者對於學校評鑑效用性之評定結果 

層  面 組  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過程性效用 

(1) 12 班以下 153 67.15 16.32 9.166*** 

 

(1), (3)>(2)

(2) 13~36 班 321 62.14 15.88 

(3) 37 班以上 208 67.55 15.93 

結果性效用 

(1) 12 班以下 154 48.84 13.58 5.558** 

 

(3)>(2) 

(2) 13~36 班 323 46.37 13.29 

(3) 37 班以上 209 50.34 14.53 

整   體 

(1) 12 班以下 151 116.13 28.98 7.281** 

 

(1), (3)>(2)

(2) 13~36 班 316 108.96 28.99 

(3) 37 班以上 205 118.42 30.12 

** p<.01, ***p<.001. 

 

就學校評鑑效用性之整體得分而言，不同學校規模之研究參與者對於學校評鑑

效用性之評定存在顯著差異，F(2, 669)= 7.281，p=.001；事後比較顯示 12 班以

下的學校 (M=116.13, SD=28.98) 與 37 班以上的學校 (M=118.42, SD=30.12) 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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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高於 13~36 班的學校 (M=108.96, SD=28.99)。 

 

就「過程性效用」層面而言，不同學校規模研究參與者之評定得分存在顯著差

異，F(2, 679)= 9.166，p<.001；事後比較顯示 12 班以下的學校 (M=67.15, 

SD=16.32) 與 37 班以上的學校 (M=67.55, SD=15.93) 顯著高於 13~36 班的學

校 (M=62.14, SD=15.88)。 

 

再就「結果性效用」層面而言，不同學校規模研究參與者之評定得分亦存在顯

著差異，F(2, 683)= 5.558，p=.004；事後比較顯示 37 班以上的學校 (M=50.34, 

SD=14.53) 顯著高於 13~36 班的學校 (M=46.37, SD=13.29)。 

 

（四）依性別 

本研究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任教於不同性別之研究參與者對於學校評鑑效用

性評定之差異情形，發現性別對於學校評鑑效用性的評定並無顯著效果，其結

果如表 4-9 所示。就學校評鑑效用性之整體得分而言，不同性別之研究參與者

對於學校評鑑效用性之評定未存在顯著差異，t(669)= -0.050，p=.960，男性研

究參與者之平均數 (M=113.43, SD=30.46) 與女性研究參與者之平均數 

(M=113.54, SD=28.94) 並無顯著差異。就「過程性效用」層面而言，不同性別

研究參與者之評定未存在顯著差異，t(679)= 0.386，p=.699，男性研究參與者之

平均數 (M=65.19, SD=16.83) 與女性研究參與者之平均數 (M=64.71, SD=15.65) 

並無顯著差異。再就「結果性效用」層面而言，不同性別研究參與者之評定未

存在顯著差異，t(683)= -0.341，p=.734，男性研究參與者之平均數 (M=47.96, 

SD=14.24) 與女性研究參與者之平均數 (M=48.32, SD=13.51) 並無顯著差異。 

 

表 4-9 

不同性別研究參與者對於學校評鑑效用性之評定結果 

層  面 組  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過程性效用 
(1) 男性 311 65.19 16.83 0.386 

(2) 女性 370 64.71 15.65 

結果性效用 
(1) 男性 311 47.96 14.24 -0.341 

(2) 女性 374 48.32 13.51 

整   體 
(1) 男性 305 113.43 30.46 -0.050 

(2) 女性 366 113.54 28.94 

* p<.05, **p<.01. 

 

 

（五）依擔任職務 

本研究將擔任職務區分為校長、教師兼主任、教師兼組長、導師及專/科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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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五種類別，不同職務研究參與者對於學校評鑑效用性之評定，及其差異分析

結果，如表 4-10 所示。研究結果顯示，不同職務之研究參與者對於學校評鑑

效用性之評定，存在顯著差異，分別說明如下： 

 

就學校評鑑效用性之整體得分而言，不同職務之研究參與者對於學校評鑑效用

性之評定存在顯著差異，F(4, 666)= 3.85，p=.004；事後比較顯示校長之平均值 

(M=122.69, SD=28.05) 顯著高於組長之平均值 (M=108.98, SD=29.90)，至於主

任  (M=111.75, SD=29.06)、導師  (M=113.34, SD=28.56) 與科任教師  

(M=118.63, SD=30.84) 的平均值兩兩之間沒有顯著差異。 

 

就「過程性效用」層面而言，不同職務研究參與者之評定得分存在顯著差異，

F(4, 676)= 5.58，p<.001；事後比較顯示，校長之平均值 (M=72.05, SD=15.54) 

顯著高於主任 (M=64.23, SD=15.77)、組長 (M=62.32, SD=16.26) 及導師  

(M=64.24, SD=15.44)，至於校長與科任教師 (M=67.22, SD=16.75) 則沒有顯著

差異。 

 

再就「結果性效用」層面而言，不同職務研究參與者之評定得分存在顯著差

異，F(4, 680)= 3.12，p=.015；事後比較顯示，各組別兩兩之間沒有顯著差異。 

 

表 4-10 

不同職務研究參與者對於學校評鑑效用性之評定結果 

層  面 組  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過程性效用 

(1) 校長 71 72.05 15.54 5.58*** 

 

(1)>(2),(3),(4)

(2) 主任 150 64.23 15.77 

(3) 組長 211 62.32 16.26 

(4) 導師 150 64.24 15.44 

(5) 科任教師 99 67.22 16.75 

結果性效用 

(1) 校長 71 50.64 13.46 3.12* 

(2) 主任 150 47.18 13.62 

(3) 組長 212 46.20 13.95 

(4) 導師 151 48.58 13.34 

(5) 科任教師 101 51.20 14.37 

整   體 

(1) 校長 71 122.69 28.05 3.85** 

 

(1)>(3) 

(2) 主任 146 111.75 29.06 

(3) 組長 206 108.98 29.90 

(4) 導師 148 113.34 28.56 

(5) 科任教師 100 118.63 30.84 

* p<.05, **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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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依參與程度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評鑑參與程度對於學校評鑑效用性評定之效果，結果

如表 4-11 所示。研究結果顯示，不同評鑑參與程度之受訪者對於學校評鑑效用

性之評定，存在顯著差異，分別說明如下： 

 

表 4-11 

評鑑參與程度對於學校評鑑效用性評定之效果 

層  面 組  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過程性效用 

(1) 高度 271 67.93 17.18 10.45*** 

(1)>(2), (3)(2) 中度 239 64.17 15.03 

(3) 低度 165 60.84 15.27 

結果性效用 

(1) 高度 273 50.03 14.72 5.23** 

(1)>(3) (2) 中度 239 47.56 13.24 

(3) 低度 167 45.78 12.94 

整   體 

(1) 高度 269 118.48 31.52 8.33*** 

(1)>(3) (2) 中度 232 112.12 27.72 

(3) 低度 164 106.85 27.85 

** p<.01, *** p<.001. 

 

就學校評鑑效用性之整體得分而言，不同評鑑參與程度之受訪者對於學校評鑑

效用性之評定存在顯著差異，F(2, 662)= 8.33，p<.001；事後比較顯示高度參與

程度者 (M=118.48, SD=31.52) 顯著高於低度參與程度者 (M=106.85, 

SD=27.85)，但與中度參與程度者 (M=112.12, SD=27.72) 相較，則沒有顯著差

異 (p=.055)。 

 

就「過程性效用」層面而言，不同評鑑參與程度受訪者之評定得分存在顯著差

異，F(2, 672)= 10.45，p<.001；事後比較顯示，高度參與程度者 (M=67.93, 

SD=17.18) 顯著高於中度參與程度者 (M=64.17, SD=15.03) 與低度參與程度者 

(M=60.84, SD=15.27)，中度參與程度者與低度參與程度者相較，則未達顯著差

異 (p=.120)。 

 

就「結果性效用」層面而言，不同評鑑參與程度受訪者之評定得分存在顯著差

異，F(2, 676)= 5.23，p=.006；事後比較顯示，事後比較顯示高度參與程度者 

(M=50.03, SD=14.72) 顯著高於低度參與程度者 (M=45.78, SD=12.94)，但與中

度參與程度者 (M=47.56, SD=13.24) 相較，則沒有顯著差異 (p=.130)。 

 

整體而言，本研究結果指出高雄市國民中小學校長及教師對於學校評鑑效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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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評定，會因為其對於學校評鑑參與程度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且參與程度

較高者，對於學校評鑑效用性的評定也較高。 

 

三、學校評鑑過程性效用與結果性效用之相關分析 

為探討學校評鑑過程性效用與結果性效用之關聯，本研究採用 Pearson 積差相

關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以表示兩個變項間是否共同產生變化

的關聯程度。研究結果顯示，學校評鑑過程性效用與結果性效用之相關係數 

r=.90，且達顯著水準 (p<.001)，說明研究參與者對於學校評鑑過程性效用的評

定與其對於結果性效用的評定有顯著相關。根據邱皓政 (2000) 對於相關係數

強度的界定，相關係數 0.4 以下為低度相關，0.4~0.7 為中度相關，大於 0.7 為

高度相關，故學校評鑑過程性效用與結果性效用之關聯屬於高度相關。 

 

四、綜合分析 

表 4-12 為不同背景變項研究參與者對於學校評鑑效用性評定之差異分析摘要

表，可知研究參與者對於學校評鑑效用性之評定，會受到其背景變項的影響，

其中背景變項可分為學校層級背景變項與個人層級背景變項，相關分析結果可

統整說明如下： 

 

研究結果分為以下形式論述之。在「學校評鑑效用性之評定」部分，本節以描述

統計呈現研究參與者對於高雄市國民中小學學校評鑑效用性之評定結果。在「整

體」層面，結果顯示「過程性效用」與「結果性效用」之評定結果存在顯著差異，

藉以詮釋研究參與者認為學校評鑑之「過程性效用」高於「結果性效用」。在「過

程性效用」分層面，結果發現不同分層面之評定結果存在顯著差異，以「學習評

鑑知能」分層面之平均值為最高，「鼓舞成員士氣」分層面之平均值為最低，顯

示本研究參與者認為學校評鑑的過程性效用中，以「學習評鑑知能」之效用性為

最高，次為「創造共同理解」與「引導自我改進」之效用性，而「鼓舞成員士氣」

之效用性較低。在「結果性效用」分層面中，結果發現不同分層面之評定結果存

在顯著差異，以單題平均值而言，「校務經營」顯著高於「學能發展」，說明本

研究參與者認為學校評鑑的過程性效用中，「校務經營」之效用性高於「學能發

展」。 

 

在「學校評鑑效用性之差異分析」部分，本研究依據不同背景變項之研究參與者

對於學校評鑑效用性量表及分量表之得分，以分析其差異。整體而言，本研究結

果指出高雄市國民中小學校長及教師對於學校評鑑效用性的評定，會因為其所屬

學校級別、學校規模、職務、參與程度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其中國民小學、

12 班以下的學校、37 班以上的學校、校長、高度參與程度者，對於學校評鑑效

用性顯著性相對較高。在「過程性效用」層面，不同學校級別、學校規模、職務、

參與程度之研究參與者對於學校評鑑過程性效用之評定達顯著差異，其中國民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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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12 班以下的學校、37 班以上的學校、校長、高度參與程度者，對於學校評

鑑過程性效用顯著性相對較高。在「結果性效用」層面，不同學校級別、學校規

模、職務之研究參與者對於學校評鑑結果性效用之評定達顯著差異，其中國民小

學、37 班以上的學校、高度參與程度者對於學校評鑑結果性效用顯著性相對較

高。 

 

表 4-12 

不同背景變項研究參與者對於學校評鑑效用性評定之差異分析摘要表 

背景變項 組別 過程性效用 結果性效用 整體 

一、學校級別 (1) 國民中學

(2) 國民小學

-2.41* 

(2)>(1) 

-2.29* 

(2)>(1) 

-2.65** 

(2)>(1) 

二、學校位置 (1) 一般地區

(2) 非山非市

(3) 偏遠地區

0.620 0.227 0.219 

三、學校規模 (1) 12 班以下

(2) 13~36 班 

(3) 37 班以上

9.166*** 

(1), (3)>(2) 

5.558** 

(3)>(2) 

7.281** 

(1), (3)>(2) 

四、性別 (1) 男性 

(2) 女性 

0.386 -0.341 -0.050 

五、擔任職務 (1) 校長 

(2) 主任 

(3) 組長 

(4) 導師 

(5) 科任教師

5.58*** 

 

(1)>(2),(3),(4)

3.12* 3.85** 

 

(1)>(3) 

六、參與程度 (1) 高度 

(2) 中度 

(3) 低度 

10.45*** 

(1), (2)>(3) 

5.23** 

(1)>(3) 

8.33*** 

(1)>(3) 

* p<.05, **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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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以高雄市立國民中小學校長及教師為對象，調查其對於高雄市國民中小

學學校評鑑效用性之評定。依據研究目的，並綜合文獻探討與研究結果，以下

歸納出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高雄市國民中小學學校評鑑效用性為中高程度，且過程性效用高於結果

性效用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方式，由高雄市國民中小學校長及教師對於學校評鑑效用性

進行評定；研究結果顯示，學校評鑑的整體效用性為中高程度，再就其所區分

而出之過程性效用與結果性效用等層面而言，亦達中高程度，其中過程性效用

顯著高於結果性效用。本研究結果說明，高雄市國民中小學校長及教師認為學

校評鑑具有其效用性，且以過程性效用為最；由於傳統對於學校評鑑效用性的

討論側重於學校辦學產出的改變，本研究結果指出參與評鑑過程可以帶來效

用，豐富學校評鑑效用性的內涵。 

 

（二）學校評鑑過程性效用中，以「學習評鑑知能」之效用性為最高 

學校評鑑之過程性效用係由「創造共同理解」、「鼓舞成員士氣」、「學習評鑑知

能」、「引導自我改進」等四個分層面所組成，研究結果顯示，研究參與者對於

不同分層面之評定結果存在顯著差異，其中以「學習評鑑知能」之效用性為最

高，次為「創造共同理解」與「引導自我改進」之效用性，而「鼓舞成員士

氣」之效用性較低。本研究結果說明，雖然過程性效用的四個分層面皆達中高

程度，但仍高低有別，以「學習評鑑知能」之效用性為最高，但對「鼓舞成員

士氣」而言，則其效用性相對較低。 

 

（三）學校評鑑結果性效用中，「校務經營」高於「學能發展」 

本研究結果顯示，研究參與者對於學校評鑑結果性效用不同分層面之評定結果

存在顯著差異，其中「校務經營」之效用性高於「學能發展」之效用性。由於

「校務經營」係以辦學成效與行政運作為主，而「學能發展」係以教學品質與

學習成效為主，因此本研究結果說明學校評鑑對於行政運作的效用性較高，而

對於教學與學習的影響則相對較少。 

 

（四）就學校層級變項而言，國民小學、學校規模為 12 班以下或是 37 班以上

的研究參與者對於學校評鑑效用性的評定較高 

本研究結果指出，高雄市國民中小學校長及教師對於學校評鑑效用性的評定，

會因為其所屬學校級別、學校規模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其中國小教育人員

對於學校評鑑效用性之整體評定，或是對於過程性效用及結果性效用之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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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高於國中教育人員。此外在學校規模方面，12 班以下或是 37 班以上學校的

研究參與者，對於學校評鑑效用性之整體評定，或是對於過程性效用之評定，

均高於學校規模為 13~36 班者的評定。至於不同學校位置的研究參與者，其對

於學校評鑑效用性之評定並未達顯著差異，說明學校位置並不影響研究參與者

對於學校評鑑效用性的評定。 

 

（五）就個人層級變項而言，校長、前次評鑑參與程度較高的研究參與者對於

學校評鑑效用性的評定較高 

本研究結果指出，高雄市國民中小學校長及教師對於學校評鑑效用性的評定，

會因為其擔任職務、前次評鑑參與程度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其中校長對於

學校評鑑效用性的評定較高，相對而言組長對於學校評鑑效用性的評定則是較

低，這也說明學校內部的教育人員對於學校評鑑的效用性，存在相當落差的評

價。此外前次學校評鑑的參與程度也會影響研究參與者對於學校評鑑效用性的

評定，前次學校評鑑為高度參與程度的研究參與者，對於學校評鑑效用性之整

體評定，或是對於過程性效用及結果性效用之評定，均高於低度參與程度的研

究參與者。至於不同性別的研究參與者，其對於學校評鑑效用性之評定並未達

顯著差異，說明性別並不影響研究參與者對於學校評鑑效用性的評定。 

 

（六）學校評鑑過程性效用與結果性效用具高度相關 

本研究結果指出，學校評鑑過程性效用與結果性效用之間具有顯著相關，且為

高度相關；說明學校評鑑過程性效用的提升，有助於讓研究參與者知覺到較佳

的結果性效用。 

 

二、建議 

（一）學校評鑑效用性具有豐富內涵，應為未來評鑑規劃所重視 

本研究結果指出，學校評鑑的整體效用性為中高程度，且過程性效用高於結果

性效用，說明高雄市國民中小學校長及教師認為學校評鑑具有其效用性，且更

為認可過程性效用。相較於近年來反評鑑呼聲高漲，本研究結果顯示受訪校長

及教師並未否定學校評鑑的效用性，且指出學校評鑑效用性的多元面向，對於

學校評鑑存廢或是修正轉型的相關討論具有相當的意義與啟示。本研究認為，

學校評鑑效用性具有豐富內涵亦為研究參與者所認可，故建議教育行政主管機

關應正視學校評鑑之效用性，積極回應相關意見與質疑，並以提升評鑑效用性

為目標，進行學校評鑑的修正與規劃。 

 

（二）透過學校評鑑促進組織學習，並應建立適當獎勵機制 

本研究結果指出，研究參與者對於學校評鑑過程性效用四個分層面的評定皆達

中高程度，但仍高低有別，以「學習評鑑知能」之效用性為最高，但對「鼓舞

成員士氣」而言，則其效用性相對較低。就「學習評鑑知能」而言，本研究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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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顯示學校評鑑可促進組織學習，故建議應重視評鑑準備過程之省思與對話，

藉以帶動組織學習。再就「鼓舞成員士氣」而言，本研究結果顯示學校評鑑對

於激發校成員的工作投入與凝聚力之效用性較不顯著，這應與我國學校評鑑制

度未強制連結到績效獎懲或學校獎補助款有關，造成參與評鑑工作缺乏誘因，

故建議教育主管機關應理解教育人員的心態，並以適當獎勵方式鼓勵學校評鑑

成績較佳者。 

 

（三）強化學校評鑑與教學及學習的連結 

本研究將學校評鑑結果性效用區分為「校務經營」與「學能發展」等兩個分層

面所組成，研究結果顯示「校務經營」之效用性高於「學能發展」之效用性。

由於「校務經營」係以辦學成效與行政運作為主，而「學能發展」係以教學品

質與學習成效為主，說明研究參與者較能知覺到學校評鑑對於行政運作的效用

性，但卻較未能知覺到其對於教學與學習的影響。因此強化學校評鑑與教學及

學習的連結，應是未來學校評鑑應著力之處，特別是課程評鑑的實施，以及學

生基本學力的確保，都是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要項，故建議應優先將此列入

研議。 

 

（四）重視不同職務教育人員對於學校評鑑看法的落差 

本研究結果顯示，不同職務之研究參與者對於學校評鑑效用性之評定存在顯著

差異，其中校長對於學校評鑑效用性的評定較高，相對而言組長對於學校評鑑

效用性的評定則是較低，這也說明學校內部的教育人員對於學校評鑑的效用

性，存在相當落差的評價。本研究認為，這反應長久以來學校內部對於評鑑準

備工作勞逸不均、評鑑目的缺乏共識的問題，亟需加以重視。故建議未來學校

評鑑應減少要求學校準備一次性資料，並應釐清學校評鑑的目的，重視與學校

人員的溝通與討論，以縮小教育人員對於學校評鑑看法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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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國民中小學學校評鑑效用性研究第一次諮詢會議紀錄 

壹、時 間：110 年 4 月 23 日(星期五) 9:30-12:00 

貳、地 點：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大樓 3 樓 1310 教育專題研討室 

參、主持人：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張教授炳煌、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顏科長君竹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 錄：沈曉晴、蔡旻宏 

 

伍、主席致詞 

 1.張炳煌 教授 

本次會議為高雄市國民中小學學校評鑑效用性之研究計畫之問卷編制第一次

諮詢會議，藉以進行高雄市學校評鑑效用性之學術評估，評鑑實施造成學校壓力

大或產生助益之部分，並以系統性探討評鑑效益達成與否，以進行後續實徵性探

討，期望兼具政策與學術對話機制。感謝各位委員前來指導，謝謝。 

2.顏君竹科長 

本研究以國中科主政，教審會提案國中小四年一次評鑑將暫停兩年，提供專業

單位實施檢視，感謝高師大接受教育局委託辦理 110 學年度高雄市學校評鑑效

用性研究計畫，針對學校評鑑效用性議題邀請各界(專家學者、教師代表等)參與，

期望學校評鑑作為組織革新之參考，希望藉由本次會議以進行更精確之研討，謝

謝。 

 

陸、討論要項 

 (一)學校評鑑概念與指標建構 

  1.學校評鑑為系統或技術評鑑性質，有待討論之。 

  2.學校評鑑委員之定位未明確(身兼申復小組、評鑑執行者、指標說明者)。 

  3.評鑑目的在於改進教學績效並提升學校效能，近年發現仍流於形式。 

  4.國中小共同思考學校評鑑議題、理論背景與哲學觀，已有評鑑數據與相關資

訊，而執行方法尚待說明之。 

  2.評鑑指標 

   (1)指標訂定者若非具備專業性或評鑑參與經驗，整體效度仍受質疑。 

   (2)評鑑研習課程若未檢視評鑑指標意義(含意涵)，將降低評鑑效益。 

 (二)學校評鑑效用性 

  1.過程性效用 

   (1)評鑑實施歷程中引導受評學校進行檢視 

(2)釐清擔任職務對於評鑑實施之相對位置   (3)評鑑報告公布之前 

  2.結果性效用 

   (1)受評學校學習與能力發展  (2)評鑑報告公布之後 

  3.過程性與結果性應用之脈絡與連結較難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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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評鑑效用建議納入受評學校情境、評鑑整體思考脈絡與時間考量。 

 (三)後設評鑑與學校評鑑效用性之關聯 

  1.本次計畫定調效用性研究，應探討與後設評鑑之差異。 

  2.後設評鑑無從實施，結果受質疑，應由評鑑參與者思考評鑑效用問題。 

  3.學校現場仍爭議後設評鑑被詬病之處與評鑑效用性之關聯。 

 (四)校長領導與學校評鑑效用性之關聯 

  1.校長領導方向影響學校評鑑之實施成效。 

  2.應先強化校長領導能力與教師專業素養指標，再討論評鑑效用性。 

 (五)問卷編制與發放 

  1.分為學校、個人背景變項，以 Likert 五點量表表示之。 

  2.國中、小評鑑指標相異:僅提列評鑑指標之共同部分。 

  3.建議同時編列並發放內部、外部問卷。 

 (六)問卷題項修訂 

  1.基本資料 

   (1)增加背景變項 

    深入了解校務評鑑參與者之背景(擔任職務)。 

   (2)擔任職務 

    ○1 建議增加「家長會長」變項 

 →專為家長協會調查且樣本數不足，故未置入「擔任職務」變項。 

    ○2 建議增加「專家學者」變項 

   (3)學校評鑑參與程度 

    效度模糊，是否有其必要性→參考國外問卷編制而作為連續變項。 

   (4)強化題項前後連貫性 

  2.「過程性效用」層面 

   (1)引導自我改進:建議移至「結果性效用」之「校務經營」層面。 

      校務經營思考社區連結與政策執行層面。 

   (2)第 18 題:建議修改為「準備評鑑有助於引導學校落實校本課程」。 

   3.「結果性效用」層面 

   (1)校務經營:建議增列以下三項 

    ○1準備評鑑有助於改進學校變革與創新。 

    ○2評鑑後提升本校校務評鑑動能。 

    ○3評鑑後本校善加運用校務評鑑資源。 

   (2)學能發展: 

    ○1 第 36 題:建議增加「落實友善校園」論述。 ○2 建議增加:教師之替代方案。 

   (3)偏重教務發展，建議補充學務層面。 

 (七)問卷發放對象與統計結果 

  須具備學理性，不可有預設立場，研究數據應有說服性以提升公信力(誠信)。 

 (八)其他與會委員(家長代表)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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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家長代表之立場:學校評鑑之目的為發展學校特有專長與學生技能特色。 

  2.期望教育局持續追蹤評鑑應用情形，而非流於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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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國民中小學學校評鑑效用性之研究調查問卷 

敬愛的教育先進，您好： 
    非常感謝您撥冗填寫這份問卷，這是一份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所委託

研究的調查問卷，主要是想瞭解您對於學校評鑑效用性的相關意見，以作

為政策改進之參考。您所填答的資料，不做個別探討，只做整體綜合分析，

問卷也不記名，敬請放心填答。您的意見非常寶貴，請根據您實際的看法，

逐題進行填寫，並請填妥後逕交貴校教務主任彙整。衷心感謝您的協助！

    敬祝 
教祺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張炳煌  敬上

中華民國一百一十年五月

本問卷請由曾經歷過學校評鑑者填答為原則，謝謝配合！ 

第一部份：基本資料 

1. 學校級別： □ (1) 國民中學 □ (2) 國民小學 

2. 學校位置： □ (1) 一般地區 □ (2) 非山非市  □ (3) 偏遠地區 

3. 學校規模： □ (1) 12 班以下 □ (2) 13~36 班  □ (3) 37 班以上 

4. 性    別： □ (1) 男   □ (2) 女 

5. 擔任職務： □ (1) 校長 □ (2) 教師兼主任   □ (3) 教師兼組長 

□ (4) 導師 □ (5) 專/科任教師 

6. 貴校最近一次的學校評鑑時，您的參與程度為何？ 

   □ (1) 高度參與 □ (2) 中度參與  □ (3) 低度參與 

7. 貴校最近一次的學校評鑑時，您主要參與下列哪些事項？(可複選) 

  □ (1) 提供學校評鑑佐證資料   □ (2) 綜合整理或上傳學校評鑑資料 

□ (3) 撰寫學校自評報告       □ (4) 評鑑當日協助指引委員或說明資料 

□ (5) 其他(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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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學校評鑑效用性 

關於學校評鑑所帶來的效用，您認為下列敘述與實際情形的符合程度如何？ 

 非

常

符

合 

   
非

常

不

符

合

 5 4 3 2 1 

1. 準備評鑑有助於提升本校同仁對學校願景的認同 □ □ □ □ □

2. 準備評鑑有助於促進本校同仁間經驗的交流 □ □ □ □ □

3. 準備評鑑有助於促進本校同仁共同關注校務發展 □ □ □ □ □

4. 準備評鑑有助於本校同仁尋求解決問題的共識 □ □ □ □ □

5. 準備評鑑有助於增進本校同仁對於教學或行政工

作的理解 
□ □ □ □ □

      

6. 準備評鑑能提高本校同仁的凝聚力 □ □ □ □ □

7. 準備評鑑能激發本校同仁對自身教學或行政工作

的投入 
□ □ □ □ □

8. 準備評鑑能提供本校同仁展現專業表現的機會 □ □ □ □ □

9. 準備評鑑能提升本校同仁對於校務工作的參與感 □ □ □ □ □

10. 準備評鑑能提升本校同仁對於學校的責任感 □ □ □ □ □

      

11. 準備評鑑能讓本校同仁學習到蒐集與整理資料的

能力 
□ □ □ □ □

12. 準備評鑑能讓本校同仁學習到分析與解釋資料的

能力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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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常

符

合 

   

非

常

不

符

合

 5 4 3 2 1 

13. 準備評鑑能促使本校同仁自我檢核工作成效 □ □ □ □ □

14. 準備評鑑能促使本校同仁省思政策或方案背後的

理念 
□ □ □ □ □

15. 準備評鑑能促使本校同仁更加重視評鑑的價值 □ □ □ □ □

      

16. 準備評鑑能讓本校同仁學習到評鑑相關的知能 □ □ □ □ □

17. 準備評鑑有助於引導學校檢視法規文件並予修訂 □ □ □ □ □

18. 準備評鑑有助於引導學校落實校本課程 □ □ □ □ □

19. 準備評鑑有助於引導學校強化教師專業成長 □ □ □ □ □

20. 準備評鑑有助於引導學校整理與改善環境設備 □ □ □ □ □

      

21. 準備評鑑有助於引導學校辦理自我評鑑 □ □ □ □ □

22. 評鑑後本校的發展願景更為合宜明確 □ □ □ □ □

23. 評鑑後本校的行政效能更為提升 □ □ □ □ □

24. 評鑑後本校更為重視檢討回饋機制以持續改進 □ □ □ □ □

25. 評鑑後本校具更佳的校務運作動能 □ □ □ □ □

      

26. 評鑑後本校行政人員與教師之間的互動更為良好 □ □ □ □ □

27. 評鑑後本校更能善加運用與整合校內外資源 □ □ □ □ □

28. 評鑑後本校教學設備與圖書更加充實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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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常

符

合 

   

非

常

不

符

合

 5 4 3 2 1 

29. 評鑑後本校空間與設備的管理與維護更為良好 □ □ □ □ □

30. 評鑑後教師的教學活動更為適性化 □ □ □ □ □

      

31. 評鑑後教師的教學與班級經營更為精進 □ □ □ □ □

32. 評鑑後教師更積極參與專業成長活動 □ □ □ □ □

33. 評鑑後教師更會檢視教學成效以調整教材或教法 □ □ □ □ □

34. 評鑑後教師更能有效引導學生學習 □ □ □ □ □

35. 評鑑後本校更積極提供學生多元成長的學習機會 □ □ □ □ □

      

36. 評鑑後本校的友善校園工作更為落實 □ □ □ □ □

37. 評鑑後學生的學習落差能逐漸縮小 □ □ □ □ □

 

感謝您的填答，請再檢核一次是否有遺漏的題目 

敬祝平安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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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國民中小學學校評鑑效用性研究第二次諮詢會議紀錄 

壹、時 間：110 年 9 月 2 日（星期四）下午 2:00-4:00 

貳、地 點：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大樓 3 樓 1310 教育專題研討室 

參、主持人：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張教授炳煌、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顏科長君竹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 錄：沈曉晴、蔡旻宏 

伍、調查結果簡報 

計畫主持人進行調查結果簡報，補充說明： 

(一) 抽樣過程及依據：國民中、小學及學校規模 

抽樣人數依學校規模大小（分為三群）分配 

(二) 問卷為五點量表，調查結果平均數之達成程度： 

2 分以下為低度，2-3 分為中低程度，3-4 分為中高程度，4-5 分為高度。 

(三) 不同學校規模之差異分析 

研究結果為「中型學校對於效用性之評定小於大型或小型學校」，與數

篇學校效能研究結果相似。 

(四) 不同擔任職務之差異分析 

研究結果為「組長認為之學校評鑑效用性小於其他職務參與者」，尤須

關注「組長」對於學校評鑑效用性評定程度較低之因素。 

 

陸、討論與建議要項 

(一)鄭彩鳳教授 

1. 蒐集樣本數達 1000 份以上，研究結果具代表性。 

2. 請再確認五點量表高低程度區間之界定，並註明引用依據。 

3. 建議研究結果所呈現的統計數據「平均數」可以轉換為「百分位數」，

使讀者較易理解也一目瞭然。 

4. 過程性、結果性效用分層面所涵蓋之題項應加入調查結果報告，若對

問題本身的結構、內容再作分析，或許可以得出更具體、詳盡之結

果。 

5. 認為無效問卷比率稍高並非研究之缺點，而是顯示了本研究的嚴謹，

研究報告中並已清楚說明無效問卷的判定基準。 

(二)鍾蔚起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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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具備嚴謹之評鑑方法與流程。 

2. 建議或許可以加入過程性、結果性效用兩層面相關性之分析。 

3. 認為研究結果符應實際學校現況—位居組長職務之人員負擔較大，對

評鑑看法也偏負面，此亦扣合「鼓舞成員士氣」層面分數較低之研究

結果，建議可加強探討造成此情況之細部因素。 

4. 建議在「結論與建議」章節中，說明評鑑如何利用過程性效用及結果

性效用引導學校自我改進。 

5. 可從中思考「學能發展」結果如何應用於學校場域。 

6. 建議樣本納入私立學校，並比較公私立學校對於評鑑之看法。 

→張教授回應：高雄市學校評鑑採行之學校類別以「公立學校」為

主。 

7. 建議調整「非山非市」名稱用詞。 

→科長回應：此為國教署採用之正式用詞。 

(三)吳百祿副校長 

1. 建議探討無效問卷比例偏高之因素。 

2. 進行研究推論時，須留意國中、小評鑑指標之差異。 

(四)魏孟雪理事長 

認為研究對象皆為學校教育人員，但對於家長團體來說，在理解研究

結果的部分恐怕會有困難，故建議於後面結論與建議中可提出造成研

究結果之可能原因，並從中提出建議，使家長團體閱讀方便，協助家

長更加了解研究結果。 

(五)張永芬校長 

1. 建議應定調清楚每個評鑑的類別與目的，並消除教職人員對評鑑之疑

慮（舉例：認為評鑑僅是為了校長主任遴選標準），以降低教職人員對

評鑑的抗拒。 

2. 應重新定調學校評鑑功能在於促使全校教師向上成長，以達永續發展

目標。 

3. 評鑑委員之評分標準須一致，盡量在評鑑前訂定好標準，以減少評鑑

委員間評定的落差，校際之間也較不會因評鑑結果差異而感到不平

衡。 

4. 由於評鑑事務負擔最大的職位為組長，故不排除當下參與者因評鑑事

務之壓力在填寫調查問卷時有負面的情緒，進而影響到研究結果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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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5. 建議可再更注重評鑑平時積累的「過程」，而非僅注重「結果」，導致

學校人員為做評鑑而做，因此建議強化評鑑共識與觀念溝通。 

(六)曾振興校長 

1. 這應該是國內第一次看到相關主題的實徵調查，值得重視。 

2. 表示能夠理解結果性效用比較弱，因為現場看也其實是這樣，也可理

解「學能發展」層面分數較低。 

3. 須留意國中、小評鑑指標之差異，高雄市國中和國小的學校評鑑是發

展成兩套不同的制度在運作。 

4. 認為評鑑應可以參酌 CIPP 模式，考量學校個別差異，因應各所學校的

特色及條件、性質以設計評鑑的方式及標準等。 

(七)邱元泰教師 

1. 附議前面彩鳳教授的建議，認為應呈現分層面下面的題項。 

2. 希望能細緻化研究結果，使其能被基層人員利用並改進之。 

3. 身為教師代表，於現場時看到許多基層教職人員都對評鑑持負面看

法，因此對本研究結果呈現效用性分數高於五點量表平均數的情況感

到驚訝，也擔心外界對研究結果呈現之分數及調查精確度產生質疑。 

4. 教師組織並非反對評鑑，也認同彩鳳教授所提出評鑑之重點：評什

麼、誰來評、怎麼評、評鑑後如何處理，亟需深入討論。 

(八)董書攸教師 

1. 「校務經營」與「學能發展」向度之意涵不同，學校評鑑主要係評鑑

學校經營，如果又把學能發展混進去，是不是也會造成老師們面對學

校評鑑的混淆。 

2. 學校已存在諸多評鑑，再加入學校評鑑，容易產生畫蛇添足之問題，

此為須要檢討之原因，不管往後怎麼做，我們要去討論回到核心，評

鑑存在意義是什麼。 

3. 學校本來就有行政和教學部分，應為相扶相助，而非互相干擾，這對

孩子才是最大的受益。 

(九)何耿旭教師 

1. 認為最後結論與建議的重點應放在如何讓現今研究結果所顯示的中高

程度效用性，提升至高度效用性。 

2. 強化學校評鑑委員培訓之專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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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希望進行評鑑過程中可以降低對學校的干擾性（舉例：評鑑時教育現

場人員必須隨時待命…）。 

4. 認為除了著重評鑑的結果外，也應探討使某些條件不好的學校品質提

升改善的過程因素。 

5. 依實際學校現場推論「組長」對於學校評鑑效用性評定程度較低之因

素，在於承擔過度之學校評鑑工作量。 

(十)鍾淑芳教師 

1. 釐清評鑑方式與其對於受評學校之助益，以俾後續追蹤與分析。 

2. 準備學校評鑑的負擔都到組長身上，應深入探討組長為何對於學校評

鑑反應不佳的原因。 

3. 評鑑並非檢討個人缺失，而是著重校務全面性的檢視。 

4. 這一兩年校務評鑑停辦，學校是否就變爛了？應探討學校評鑑之實施

與否對於國中、小學校績效之影響。 

(十一) 王宗坤校長 

1. 欣慰看到過程性效用大於結果性效用，顯示評鑑過程的重要性，而非

結果論，呼應近年評鑑派典的轉移，此可作為學校本位發展、教師專

業成長的評估。 

2. 由於研究架構中有呈現「過程性效用」、「結果性效用」兩層面，建議

應探討此兩者間之關聯性。 

(十二) 蔡嘉興校長 

1. 研究報告誤植學校規模之界定範圍，應修正為「12 班以下」、「13-35

班」、「36 班以上」。 

2. 建議可更細緻看不同學校規模成員的看法，可能小型學校之運作方式

跟大型學校的運作方式會有所不同，對評鑑看法也較不同。 

(十三) 王怡舜理事 

1. 建議未來可進一步做學校效用性評估的研究，強化追蹤學校長期的效

用性，若有起伏可探討其中影響之因素，同時也藉以呈現各校的優勢

及劣勢，使對各校校務經營有所幫助。 

2. 想瞭解教育局對於未通過評鑑之學校，是否有後續之輔導機制。 

(十四) 黃雀華副理事長 

  建議規劃評鑑委員入班觀課，觀察教學策略是否有效，以實際了解教學

成效、觀念及教學方法。



 

52 
  



 

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