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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實施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影響因素量表發展之研究 :
以影響組織變革環境因素、組織變革策略、教師個人特性為主
* 張媛甯 ** 郭重明 *** 蘇建洲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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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發展國小實施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影響因素之評估量表，透過文獻探討瞭解
國內外有關教師評鑑與其影響因素的理論與實務，以建立構念和發展題項。藉由焦點
團體與項目分析進行題項的修正、篩選與確認，再運用探索性因素分析以純化測量工
具；其次，採驗證性因素分析進行競爭模式的比較以選擇最簡效模式，繼而進行該模
式的信效度檢定及測量恆等性驗證。研究結果發現，本量表整體模式適配度評估皆符
合統計考驗，並具有二階層模式的因素結構，分為影響組織變革環境因素、組織變革
策略及教師個人特性三個分量表，總計 69 個測量題項。最後，依據研究結果，提供國
民小學與後續研究之具體建議。
關鍵詞：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影響因素、驗證性因素分析

* 張媛甯，南臺科技大學教育領導與評鑑所教授（本文通訊作者）
** 郭重明，南臺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副教授
*** 蘇建洲，高雄市燕巢區燕巢國小總務主任
電子信箱：ynch@mail.stust.edu.tw
來稿日期：2015 年 3 月 25 日；修稿日期：2015 年 11 月 24 日；採用日期：2015 年 11 月 24 日

27

師資培育與教師專業發展期刊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fluencing Factor Assessment
Scale of Teacher Evaluation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Elementary Schools: Focusing on Environment Factors
Influencing Organizational Change, Organizational Change
Strategies and Teacher Personal Factors
* Yuan-Ning Chang ** Chung-Ming Kuo *** Chien-Chou Su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velop an assessment scale on influencing
factor of Teacher Evaluation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EPD) in elemen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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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s. According to the literature review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implementing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valuation, the construct and measuring items
were developed. First, the factor structure and items of the preliminary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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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confirmed by focus group experts’ modifications and item analysis, and then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purify the dimensions and measuring
items of influencing factor for TEPD. Seco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was
employed to choose the best model by comparisons of model fits, and further it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were tested.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wo-hierarchical factor
structure of the scale was verified, and its goodness-of-fitness conformed to standard.
The 69 item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subscales which included environment factors
influencing organizational change, organizational change strategies, and teacher
personal factors. Last, suggestions were offered for elementary schools and future
research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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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教師人數而言仍有進步的空間。尤其在《教

壹、前 言

師法》修正條文現已送立法院審議作為教師

教學品質是教育品質的核心，而教師是

評鑑法源之際（教育部，2014），為免重蹈國

決定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的關鍵性人物

內教育政策成效不佳的覆轍，針對教師專業

（Tucker & Stronge, 2005）；各 國政 府 致力

發展評鑑的各項影響因素進行探究有其必要

於提升教育的人力素質、推動教師專業知能

性，可讓未來實施學校有所參考依循，以促使

的教育政策之際，焦點之一便是透過提昇教

將來全面推動時更具可行性，有助於教師評

師專業素質和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的教師評

鑑政策之推動與評鑑目標之達成。
目前國內有關國小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

Danielson, 2001）。教 師評鑑 被 視 為是增進

實徵研究，大多集中在評鑑的實施情形與成效

教師專業發展的可行途徑，同時也是確保學

（如秦夢群、陳清溪、吳政達、郭昭佑，2013；

生學習成就的重要機制（孫志麟，2008），並

馮莉雅，2010；潘慧 玲、高嘉 卿，2012）以 及

可作為教師改進與學校革新的催化劑（Toch,

教師對專業發展評鑑的認知或態度（如江佳

2008），因此備受政府、學校、教師、家長與

勳、莊雪華，2013；吳金香、陳世穎，2008；洪

學生等利害關係人的關注與重視。

文芬、謝文英，2007；葉連祺，2010），至於探

d

鑑來改善教育成果（Avalos & Assael, 2006;

討國小教師參與專業發展評鑑之影響因素的

度期待，95 學年度起推動為期三年的「補助

實徵研究較為少見，僅如張德銳、周麗華、李

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以教師自願

俊達（2011）的研究，其關注焦點在於組織與

參加為前提，鼓勵學校參與試辦，希望透過

環境的總體層次而忽略個體層次，且研究方

診斷、輔導方式，提供教師自我反省教學的機

法為質性之個案研究而在推論上有其侷限性；

會，並輔以教學輔導教師制度，促進教師同儕

呂錘卿、陳楦政（2009）採行量化研究並考量

合作，進而協助教師專業成長、增進教師專

教師個體層次的因素，然沒有考量組織變革

業素養，以提升教學品質（教育部，2006）。

的觀點。再者，
上述均侷限於某一縣市的研究，

98 學年度起進一步將試辦計畫改為常態性計

因而形成理論與研究間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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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為回應社會各界對教育品質的高

畫，公布「補助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是近年來一項重要的

要點」，目的在藉由常態性辦理教師專業發

教育政策，也是學校組織的重大革新措施，其

展評鑑促進中小學教師的專業發展，以增進

實施過程需要內、外部環境取得動態平衡，才

學生學習成果（2014）。

能求取組織之安定及發展，故除了必須考慮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已推動八年有餘，

內外部會影響組織改革之環境因素外，同時

在國小方面，參與試辦的學校數由 95 學年度

也必須考量以學校教師個人特性為基礎，推

的 125 所 成 長 到 103 學 年 度 的 1,117 所（比

動適當的組織內部改革策略。吳政達（1999）

率由 4.6％成長至 42.1%），參與教師數也由

指出教師評鑑過程為教師個人發展與學校

95 學 年 度 的 2,341 人 成 長 到 103 學 年 度 的

行政革新的一部分，Daft（1989）也指出學校

23,585 人（比 率 由 1.8% 擴 增 到 24.2%）
（教

組織對於新理念之採行，即為學校組織變革

師專業發展評鑑網，2015），然相對於全體國

（organizational change）
。然組織因為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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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變革的影響因素；Goodson（2001）則強

應，必須透過變革活動使組織得以重新啟動。

調千禧年以來的教育變革須重新思考變革的

在變革模式方面，Kurt Lewin 提出變革過程

內部事務、外部關係與個人因素之間的平衡，

包含三個步驟（轉引自 Cummings & Worley,

分析變革時應把個人轉變置於首位，只有當

2001），分別為（一）解凍（unfreezing）：尋找

教師的個人投入被視為變革動力及其必要目

主題或事件，並使組織成員察覺到變革的需

標時，教育變革才最有成效。林煥民（2007）

求及獲得所需的資訊，以配合尋求解決之道；

認為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實施過程受到社會

（二）行動或變革（moving）：採取行動改變

輿論、教師文化、經濟因素，以及結構、政治

組織系統或部門的行為，或是對組織結構及

等環境影響；張德銳、周麗華、李俊達（2011）

過程加以變革，以發展對於實施教學評鑑的

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方案之影響因素聚焦在

新行為、價值、態度；
（三）再結凍（refreezing）
：

教學領導、教師文化與外界環境三項，呂錘卿、

建立一種新的過程，使新行為或行政運作能

陳楦政（2009）則歸納影響國小辦理教師專

維持。基此，為求更客觀、廣泛地瞭解國小教

業發展評鑑的因素分別為校長角色、行政運

師參與專業發展評鑑的影響因素，本研究特

作、教師表現、學校組織、評鑑計畫及校外因

從 Kurt Lewin 組織變革之解凍、行動與再結

素。綜合上述，本研究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凍三階段觀點切入，透過文獻探討與焦點團

視為學校組織變革的重大措施，其影響因素

體等方法建構量化評估量表，以北、中、南、

分就影響組織變革之環境因素、組織變革策

東等地區的國小教師進行施測，並運用探索

略及教師個人特性三層面探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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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滯與衰退，無法適切地滿足環境與顧客回

性與驗證性分析，檢驗及釐清國小教師參與
專業發展評鑑的影響因素，以充分掌握過程

一、影響組織變革之環境因素

中的影響因素，有助於研擬周延可行的改進

（一）社會因素

策略。

社會大眾對於教育品質與教學績效極為

基於前述的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希

重視，對教師專業的議題備受關注，因而對

冀達成下述之研究目的：一、建立具有良好信

於教師評鑑方案有所期待（李俊湖，2007；黃

效度之國小實施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影響因素

新民，2010）；歐美先進國家皆以教師評鑑作

的測量工具；二、根據研究結果，對國民小學

為提升教師專業成長的手段， 因此，實施教

與後續研究提出具體建議。

師專業發展評鑑制度，一方面是順應社會變
遷與時代潮流，另一方面則是以專業能力尋
求社會肯定（林煥民，2007；黃新民，2010）。

貳、文獻探討

（二）政治因素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是教育部近年來大力

家長團體與教師團體對於教師評鑑的評

推動的政策方案，也是學校組織的重大變革

鑑目的各有所執。家長希望藉由教師評鑑制

措施。楊振昇
（2009）指出，教育系統外的政治、

度之實施以淘汰不適任教師，教師則希望評

經濟、社會與文化，或是教育系統內的組織成

鑑目的是協助教師專業成長，而不在評斷優劣

員、組織結構、互動模式、組織危機等，都是

（林煥民，2007）；政策制定者希望教師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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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改進教師教學表現，適度緩和大眾對不適

（2011）、張德銳（2009）、秦夢群等（2013）

任教師的指責（李俊湖，2007）。在各方政治

皆建 議儘 速修正《教 師法》，確 立「教 師評

角力之下，目前的教師評鑑方案係由中央層級

鑑」實施法源，才能利於方案的推動。張德銳

推動，透過地方層級縣市政府的規劃與輔導，

（2009）則建議宜保持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與

給予試辦學校經費補助，期能通過立法以適

績效考核、不適任教師處理、教師分級制度

用全體。

脫鉤，否則會傷害教師對教育行政機構的信

（三）經濟因素

任基礎。
（五）組織文化

在目前尚缺乏教師評鑑法源依據而僅有

學校組織文化是推動組織改革中的重要

的支持系統是左右教師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

影響因素，而國內相關研究則顯現推動教師

鑑的關鍵：財務資源與支持的不足是阻礙高

專業發展評鑑的主要困境之一便是缺乏支持

品質教師專業發展及其評鑑推動的重要因素

性的組織文化，包含缺乏行政的協助與支援

（張 德 銳，2013；秦 夢 群 等，2013）；未 能有

（洪瑞富，2008；馮莉雅，2010）、工作忙碌而

效獎勵及輔導評鑑不佳者的規劃與處理（秦

時間不足（丁一顧，2013；秦夢群等，2013；陳

夢群等，2013），亦造成評鑑推動的困難。因

鳳如、羅文蓉，2011）以及無明確輔導措施與

此，寬列經費補助、專業成長資源提供和有

適當獎勵方式（秦夢群等，2013；潘慧玲等，

效的激勵與輔導措施，有助於評鑑方案的推

2014），這些都是影響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

動（秦夢群等，2013；潘慧玲、吳俊憲、張素

動的組織文化因素。學校行政主管應表達高

貞，2014；Darling-Hammond, 2013；Smyile,

度支持與投入的態度，並設法降低教師對於

2014）。其 次，評 鑑 人才培 育與能力發 展會

教師評鑑的恐懼（Tuytens & Devos, 2011），

影響 教 師評鑑方案的推 動（馮莉雅，2014；

培養行政人員與教師之間的信任合作關係，以

Murphy, Hallinger, & Heck, 2013），而教師

有效激勵教師參與評鑑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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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實施要點的情況下，教育行政機關層級

最需要專業成長資源的支持（潘慧玲、王麗雲、

二、組織變革策略

張素貞、吳俊憲、鄭淑惠，2010）。因此學校應
主動積極爭取相關經費，提供分享討論之互

從 Kurt Lewin 組織變革觀點來看，國小

動空間與器材設備等物理層面的資源支持
（丁

實施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可分為解凍、行動、再

一顧，2013；秦夢群等，2013），並尋求適合的

結凍三階段之策略構面，茲探討如下：

專家夥伴進行輔導或分享，提供教師必要的

（一）解凍階段策略

協助、諮詢與指導（張素貞，2009），以減輕

1. 激發變革需求

教師參與評鑑的工作負擔與壓力。

Jackson （2000）、Kotter （2007）認 為

（四）法律因素

如果組織成員自滿程度高時，參與變革的興

目前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尚未通過立法辦

趣就會低落，若又缺少激勵因素，則變革工作

理，因為缺乏法源依據而受到各縣市教師會

就更加困難。成功的變革大多源自於個人或

與一般基層教師的反對（李孟倫，2013；吳錦

團體開始認真去思考組織的競爭情勢，注意

惠、張育銓、吳俊憲，2013）。吳和堂、黃翠蓮

到潛在危機，故 Kotter （2007）提出變革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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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八個步驟的首要關鍵便是建立危機意識，

法完成。成立一個強而有力的變革團隊是組

尤其 在目前 許多小型學校面臨少子化的衝

織變革轉型不可或缺的因素，它的成員組合

擊，如何激發教師參與專業發展評鑑來進行

必須彼此互信並有共同目標，唯有團隊成員

組織變革的意願，提升學校整體競爭力，確

都擁有追求共同卓越目標的熱望時，真正的

保教學品質，以吸引家長與學生。組織變革的

團隊合作才會發生。

推動需要組織成員的高度配合，透過危機意

2. 建構共同願景
組織共同願景是組織變革能否成功的關

度，故如何發展成員對組織變革的需求，危機

鍵要素之一（Hall & Hord, 2001）。因為組織

意識的培養是不可或缺的手段。藉由危機的

願景具有三種作用：釐清組織變革的方向、

覺知找出組織顯現的潛在危機及機會點，或

激發組織成員朝正確方向採取適當行動、迅

經由對市場競爭情勢與組織現況的瞭解以促

速有效地幫助組織成員協調彼此行動。願景

進組織成員反省自身處境，進而增加其對組

如同呈現一幅未來的圖像，並對夥伴須努力

織變革的承諾。

創造的未來提供公開或暗示的解釋，Keyton

2. 分析變革環境

d

識來激發變革需求關係到變革行動的配合程

（2005）進一步指出願景的形成有賴變革領
導者有效能地溝通協調以達成共識，透過全

在解凍階段消除學校組織成員對於推動教師

員參與過程來增強團隊的變革認知，整合教

專業發展評鑑變革的阻力，以及塑造有利於

師個人目標與組織目標，以提升學校組織變

變革的組織文化。在變革計劃推動之時，必然

革效能。

會出現有助於變革的正向趨力與有礙於變革

3. 激勵變革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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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慶瑞（2003）、謝文豪（2004）指出，應

的負向趨力。Fidler（1996）認為學校組織在

對個人、團體或組織而言，變革常伴隨著

此階段有三個重要工作，分別為呈現組織問

痛苦與困難（Torres & Preskill, 2001），引起

題的證據、連結組織問題與學校目標以引發

個人對未來不確定的焦慮感，或組織產生結

教職員的憂慮與動機、呈現可能解決的策略；

構慣性或團體慣性的抗拒，威脅到既有權力

換言之，在解凍階段若要消除推動教師專業

關係（Robbins & Judge, 2007），因此，可採

發展評鑑之組織不利因素，學校應該對於學

用激勵變革創新或減少抗拒變革方法，如增

校不利環境進行分析，並讓學校成員知悉，進

加員工參與和溝通以促進其認同與支持、加

而據以結合學校目標擬定解決策略。

強員工教育訓練、採取物質與精神獎勵、諮

（二 ) 行動階段策略

商和循序漸進的方式等（吳定，1999）。此外，

1. 組織變革團隊

相關研究指出，外在激勵動機也是非常重要

Keyton（2005）指出，學校推動變革的前

之影響因素，尤其是以同儕影響、主任邀約之

提，是學校必須根據組織特性及學生、教職

因素居多數（李坤調，2007；洪劭品，2007；

員、社區與家長的期待來擬訂學校變革計劃，

陳鳳如、羅文蓉，2011）。

將變革的行動策略確實執行。Yukl（2002）進

4. 促進教師增能

一步指出，組織工作的計劃與推動過程需要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是以教師專業發展為

強大的力量，若僅靠領導者一人之力勢必無

主要導向，目的在協助教師專業成長，增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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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專業素養、提升教學品質。學校經營者若能

有利於提升績效，同時確保主管言行一致（顏

建構一個讓教師充分發揮專長與潛能而願意

國樑，2003；Kotter, 2007），讓成員清楚看到

分享的平台，並充分授權、分層負責，應用教

並肯定變革的成效，進而為變革成效做大力

學領導、教師領導等分散式領導的概念，應

宣導。若能將組織變革與組織文化相結合，則

可激勵成員變革與創新，以有效達成組織目標

組織成員不但能遵守組織變革的制度，更能

（李明堂，2003；林俊傑，2011；張德銳、周麗

衷心接受組織變革的理念（Kotter, 2007）。

華、李俊達，2011），並達到教師賦權增能的
功能。此外，結合有利資源以營造變革的支持

三、教師個人特性

環境，尋求上級單位、社區、家長等資源協助，

（一 ) 教師的需求與態度
教師專業發展的需求來自「現實面」與

林淑貞，2005），俾利提升教師專業發展的動

「理想面」的角色知覺差距（孫國華，1997），

能。

形成專業發展的需求知覺來源；除外在社會

（三）再結凍策略

的變化與政策的要求外，也來自於不滿自己

1. 適時檢討改善

d

以提供符合教師需求的軟硬體設備（廖春文、

知識和技能的水平，並追求進步與發展，以達
更高層次的水平而產生獲取新知的驅力（何

與運作能持續，而不回復原來狀態，將推動

縕琪，1999）。張素貞、林和春（2006）指出，

階段所得之成效予以穩固及保留。在評量變

由於學校實施新的課程、教學與評量之政策

革成效後，必須將評量結果回饋給組織成員

需要，教師自覺角色由教學者轉變為研究者，

及修正變革策略，並透過獎勵制度、資源支持、

需要教師專業發展以提高教師自信心和自我

正增強作用等途徑，使變革計劃成為組織正

效能感，並藉由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瞭解自己

式規劃，以長期保留變革成效。無論在組織、

專業之不足及專業成長之需要與內涵，以提

個人或團體以及技術層面的變革，在持續一

升教師之專業地位；Livingston 與 Robertson

段時間後若能達成學校組織的變革目標，則

（2001）也提及現今教師專業發展多著重在

必須使之制度化與正式化，讓變革成效能長

與教學有關的學習上，不論是汲取新知或是

久保存，使組織回歸至穩定平衡的狀態，也

教學技 巧和策略的改 進等。其次，Castle 與

就是組織制度化及組織成員新行為的永久化

Aichele（1994）認為內發動機是促使教師持

（Hall & Hord, 2001）；當然，若組織變革的

續專業成長的重要動能，教師個人的教育信

成效不如預期，甚至是造成負面的影響時，則

念與專業覺知使其自覺專業發展的需要，從

必須回饋到前兩個步驟，以穩定組織氣氛並

內在產生驅力追求專業成長；Beerens（2001）

重新擬定變革計劃。

也指出教師專業發展的最佳方式，便是讓教

2. 塑造變革文化

師基於內在動機和需求性而主動追求；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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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結凍階段指建立某種程序使新的行為

組織文化是組織成員的行為規範與共同

Cranston（2009）亦指出教 師態 度是專業成

價值，只有當變革轉化為組織文化並融入組

長最重要的因素，國內研究也發現教師的主

織的血液時，變革才能夠持久。在形塑變革文

動性及個人動機與態度皆是重要的影響因素

化時，必須讓成員知道新的作法、行為如何

（陳佩英、焦傳金，2009；李佩玲，2002），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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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教師變革關注階段特徵釋義
段

名稱

特

1
2

察覺
資訊

3

個人

對革新甚少關心或參與。
對革新具有一般的認識，並想瞭解更多有關革新的內容。
個人會針對革新與現存學校結構的衝突、革新與自己現在需要承
擔的責任之間的矛盾、革新對自己及同事在待遇及地位上的涵義
等問題深加考慮。

4

管理

關注集中在落實革新的歷程與工作，以及使用資訊和資源的最佳
方法。特別關注工作效率、組織、管理、計畫及時間限度的要求。

5

結果

關注革新對學生的影響。焦點集中在革新對學生的適切性，學生
學習成果的評鑑以及增益學生表現的變革需求。

6

協作

關注在實施革新時 , 如何與他人協調、合作。

調整

關注從革新中探索更廣泛的利益。包括探討大幅度變革或由另一
革新取代的可行性，個人對革新有其他方案或更明確的想法來選
擇或進行革新。

自我關注

任務關注

影響關注

jte
p

7

徵

d

階

資 料 來 源 : 修 改 自 “Change in schools: Facilitating the process, ” by G. E. Hall & S. M. Hord, 1987,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p.60.

如個別教師有擔任國教輔導員的角色需要、

（consequence）、協 作（collaboration）與 調

藉此有系統整理教學檔案和資料、瞭解自己

整（refocusing）等七個發展階段，強調個人

專業程度或教學優缺點、願意擔任開創先鋒

面向在變革過程中的重要性，因其攸關改革

者的角色等（張素貞、林和春，2006）。本研究

之成敗，而教師便是以關注的形式影響學校

透過教師對專業發展的需求及對教學、評鑑

的變革動力。細究 Hall 與 Hord（1987, 2001）

的態度之探討，來了解教師參與專業發展評

「關注本位採用模式」的關注階段之特性，

鑑的影響因素。

可依其定義性質歸入 Fuller（1969）所提出的

（二）教師關注

關注階段，其中的察覺關注雖原作者 Hall 與

教師關注的探討源於 Fuller（1969）的「關

Hord 將之歸為「無關注」，然研究者與洪瑛璘

注理論」，她將教師關注分為自我關注、任務

（2001）
及孫志麟、陳建銘（2007）等看法一致，

關注和影響關注三階段，認為教師對教學的

認為「察覺」一詞即帶有關注的意涵，因此將

關注就是一種需求，也是學習的動機。承襲

察覺關注視為自我關注的一部份，其統整觀

教 師 教 學 關 注 的 研 究，Hall 與 Hord（1987,

點如表 1 所示。

2001）提出「關注本位採用模式」（Concerns-

Hall 與 Hord（2001）認為任何變革歷程

Based Adoption Model, CBAM），將教師關

絕非一成不變，必然呈現一種發展的型態，身

注分為察覺（awareness）
、資訊（information）
、

處其中的變革參與者對變革的關注情況，在

個人（personal）、管理（management）、結果

時間流轉下受個人經驗、見識、觀感及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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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參與度改變的影響而產生變化。教師關注

後實施焦點團體問卷，透過教育部教師專業

的意見隱含其所面對的問題、需要的協助和

發展評鑑網資料，邀請擔任輔導委員的學者

對革新的心理抗拒（Hall & Hord, 1987; Hall

八位、中央輔導群或輔導夥伴的校長或主任

& Shieh, 1998），也呈現組織成員的投入與

九位，以及所服務學校辦理專業發展評鑑超

承諾，此為組織變革之動力與能量的催化來

過三年且本身為輔導夥伴或擔任初階／進階

源，需要變革促進者提供有效的支援與介入。

研習講師的教師八位，總計 25 人，就量表結
構與題項之適切性與符合度提供修改意見，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藉此建立專家內容效度。經修改字句並增刪
題項後，發展成 79 題之預試問卷量表尺度均

一、研究對象

採用 Likert-type 五點評定量表，從「非常同

本研究依據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網（2014）

意」、「同意」、「無意見」、「不同意」、到「非

所提供的資料，針對全國各縣市選取有實施

常不同意」，依序給予 5 到 1 分，用以反映受

國小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經驗的學校進行施
（一）預試調查的樣本規劃

測教師對於題項陳述的同意程度。

d

測。

本研究在預試階段對測量題項進行下述

處理：1. 採用極端值檢驗法，將預試樣本前

本研究依國小教師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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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各 27％分為高低兩組，以二者之差距達顯

鑑之比例，立意選取北（3）、中（2）、南（2）、

著 差異作為 鑑 別 度，刪 除不具 鑑 別 度 的 題

東（1）地區的 8 所學校的教師作為預試調查

項；2. 以題目與總分相關分析法，刪 除題項

對 象，自 2014 年 9 月 1 日至 9 月 18 日止，共

對量表總分的相關係數低於 0.3 及刪除題項

發出 300 份問卷，扣除填答不完整及沒有參

後 Cronbach’s α 係數會提高的題項；3. 採行

與評鑑經驗而填答的無效問卷後，有效樣本

Hair、Anderson、Tatham 與 Black（2009）的

數為 276 份。

建議，刪除共同性低於 0.5 的題項。依此三道

（二）正式調查的樣本規劃

程序檢驗後，影響組織變革之環境因素與組

本研究再依北、中、南、東地區的國小教

織變革策略的題項全部保留，教師個人特性

師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比例進行施測，

刪除 4 題，剩餘 75 個題項；各題項與量表總

自 2014 年 9 月 25 日至 10 月 31 日止，共抽取

分的相關係數介於 .302 到 .793 之間，三構面

48 所學校，總計發放 920 份問卷，回收的有

的 Cronbach’s α 係數分別為 .860、.951及 .937，

效樣本數為 736 份。本研究以觀察值隨機樣

總量表信度係數為 .966。

本選擇法，將樣本分為二等分，第一組樣本作
為驗證性因素分析之用，也作為測量均等性

三、研究方法

之基準組樣本，而第二樣本則作為測量均等
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與統整後，建構一

性之驗證組樣本。

個以影響組織變革之環境因素、組織變革策
略及教師個人特性的研究架構，發展國小實

二、研究工具

施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影響因素評估量表內

研究者首先編製初步的 124 題調查問卷

容，並確認其因素結構。除了上述經由專家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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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修正而建立專家內容效度和以項目分析進

潛在因素之間彼此獨立而無相關存在；其測

行信度檢驗外，主要透過探索性因素分析及

量誤差之間是無關的，且各測量變項在所屬

驗證性因素分析以確認量表之信效度：

的潛在因素上皆有一個非零的因素負荷量存

（一）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在，但對其他潛在因素的因素負荷量則為零。

Analysis, EFA）

（4）多因素斜交模式

為確立各題項之測量和所代表之構念間

此模 式為多因素的一 階驗 證 性因素模

的關係，本研究以 SPSS20.0 版進行探索性因

式，假設測量變項可萃取出多個潛在因素，且

素分析，採主軸分析法萃取共同因素，並以直

因素之間彼此有相關存在；其測量誤差之間

接斜交法進行斜交轉軸，據以評估各題項與

是無關的，且各測量變項分別在所屬的潛在

構面的適切性，以純化分類量表。

因素上皆有一個非零的因素負荷量存在。

（二）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5）二階層因素模式

Analysis, CFA）

此模式為多因素的二階驗證性因素模式，
同時具有測量模式與結構模式，由一階的潛

量表編製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可有效檢驗測

在因素與二階的潛在因素所組成，其中的一

驗的構念／因素效度；本研究量表經過測量

階潛在因素屬內因潛在變項，而二階潛在因

純化後，使用結構方程模 式 軟體 Amos20.0

素屬外因潛在變項。此模式假設測量變項萃

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

取出的潛在因素彼此相關，可用更高的潛在

1. 競爭模式之比較

因素來解釋。

jte
p

d

Noar（2003）認為結構方程模式在心理

本研究採用 Noar（2003）的建 議，以競

為 驗 證 上 述 一 系 列 的 競 爭 模 式， 本 研

爭模式進行分析來找出最簡效模式，其一系列

究 參 考 Bagozzi 與 Yi（1988）、Jöreskog 與

模式界定如下：

Sörbom（1996）以及 Hair 等人（2009）的意

（1）虛無模式

見，使用整體模式適配度的指標，包含 a. 絕

此模式作為其他模式比較的基底模式，

對指標的卡方與自由度的比值（χ2/df）、適

假設測量變項之間沒有任何共同的潛在因素

配指標（Goodness of Fit Index, GFI）、殘差

存在，亦即每個測量變項均受到不同因素的

均方根（Root Mean-square Residual, RMR）

影響。

與平均近似誤差均方根（Root Mean-Square

（2）單一因素模式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b. 增 值

此模式為單一因素的一階驗證性因素模

指標的調整適配指標（Adjusted Goodness of

式，假設所有測量變項僅萃取出一個共同潛

Fit Index, AGFI）、增值適配指標（Incremental

在因素，其測量誤差之間是無關的，且各測量

Fit Index, IFI）與比較適配指標（Comparative

變項在此潛在因素上皆有一個非零的因素負

Fit Index, CFI）；c. 精 簡 指 標 的 精 簡 調 整

荷量存在。

後 之 規 準 適 配 指 標（Parsimony Goodness

（3）多因素直交模式

of Fit Index, PGFI）、 精 簡 適 配 度 指 標

此模式為多因素的一階驗證性因素模

（Parsimonious Normed Fit Index, PNFI）、

式，假設測量變項可萃取出多個潛在因素，且

赤池訊息標準（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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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C）與貝氏訊息標準（Bayesian Information

的對立模式；最後利用這些對立模式與基

Criterion, BIC），針對五種競爭模式進行比

線模式進行巢套卡方差異檢定，若檢定結

較，以求簡效模式。

果 不 顯 著（p 值 ＞ 0.05）， 可 推 論 此 測 量

2. 簡效模式之信效度驗證

工具具有測量均等性（施俊名、吳裕益，
2008）。然卡方值差異量（△ "χ" ^2）易受

根據上述競爭模式選定的結果，進一步
驗證此模式的信效度：

樣本數大小而波動，因此可搭配△ NFI、

（1）信度驗證

△ IFI、 △ RFI 及 △ TLI 值 等 四 種 較 不 受

包含個別項目信度與潛在變項的組成信

模式複雜度影響的指標，若其絕對值小於

度：前者係指各測量變項對該潛在因素的因

0.05，則可接受兩個模式無差異之虛無假

素負荷量，視其是否達到統計顯著性；後

設（Little, 1997）， 亦 即 表 示 模 式 具 有 測

者是其所有測量變項信度的組成，數值愈

量均等性（黃芳銘，2007）。

高代表量表內部一致性愈好。

肆、研究結果與分析

d

（2）效度驗證

本研究結果分為兩部分，一為探索性因

者主要從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抽取量來驗

素分析，以純化分類量表結構與題項；二為驗

證； 後 者 則 以 係 數 設 定 法（Anderson &

證性因素分析，透過競爭模式的比較與信效

Gerbing, 1988）， 採 用 巢 套 模 式（nested

度再驗證，以確認量表及其因素結構，茲分述

model）的比較，將成對之潛在因素間的相

如下：

jte
p

包 括 收 斂 效 度 與 區 別 效 度 兩 種： 前

關係數設定為 1，檢定預設模式與受限模式

一、探索性因素分析

之間卡方值的差距，若達顯著水準，表示
潛在因素之間具有區別效度。

本研究針對各構面進行探索性因素分

3. 測量均等性檢定

析，三構面之 Bartlett 球形 檢 定均為顯 著，

本研究採用結構方程模式中的多群組分

KMO 值介於 .821 到 .939 之間，表示資料適

析進行測量均等性檢定，除可探討量表因素

合進行因素分析。本研究採用主軸法萃取共

結構是否在不同的樣本獲得資料模式適配

同因素，並以直接斜交法進行轉軸，刪除負

度支持，並分別檢測因素負荷量、因素之間

荷量低於 0.5 與因素負荷量差距小於 0.4 的

的共變數、殘差的均等性（游森期、余民寧，

題項，經過多次探索性因素分析後，影響組

2006）。首先假設以未設限 （unconstrained）

織變革之環境因素題項全部保留，組織變革

模 式為基 線模 式（baseline model），而後在

策略刪除 5 題以及教師個人特性刪除 1 題，

此模式下加上漸進的限制條件，分別為因素

最後保留 69 題，如表 2 所示。刪題後各構面

負 荷 量 相 等（measurement weights）、結 構

解 釋量依 次 為 64.45%、74.86% 及 82.30%，

係 數 相 等（structural weights）、結 構 共 變

Cronbach’s α 係數則分別為 .860、.944 及 .931；

數 相 等（structural covariance）、結 構 殘 差

整體而言，本研究量表在解釋變異量與信度

相 等（structural residuals） 及 測 量 殘 差相

分析上，皆符合 Hair 等人（2009）的建議標準，

等（measurement residuals）， 以 形 成 不 同

確實有不錯的純化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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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國小實施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影響因素之量表結構與題項
影響組織變革之環境因素

政治
因素
經濟
因素
法律
因素
組織
文化

保留
與否

學校考量社會大眾對於教師專業的期待
學校因應少子化帶來的招生壓力
家長對於學生學習品質的期待
教育行政機關對於教育品質的重視
教育行政機關對於學校的行政作為
教育行政機關提供經費補助
教育行政機關聘請專家學者支援
教育行政機關提供系統性知能學習的機會
因應教師評鑑即將全面實施
法源確立是落實教專評鑑的關鍵要素
學校成員參與決策的程度非常高

保留

學校教師對學校有認同感
學校成員的努力會受表揚獎勵
學校成員能適當地解決衝突
校長或主任全面支持努力工作的成員
學校成員能有效率地處理公務
學校成員能接受具有挑戰性的教育工作

分析
變革
環境
組織
變革
團隊
建構
共同
願景
激勵
變革
創新
促進
教師
增能

保留
保留

塑造
組織
文化

對評
鑑的
態度

保留
保留

對專
業發
展的
需求
察覺
關注
資訊
關注

校長支持、鼓勵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學校透過專業倡導激發教師參加教專評鑑
學校讓教師減低參加教專評鑑的恐懼焦慮
學校讓教師了解參加教專評鑑是因應社會對
於教育品質的要求。
參與教專評鑑讓教師在未來全面實施做準備
學校發展教專評鑑前進行整體環境評估診斷
學校透過特質分析發展出校本教專評鑑內涵
學校透過校務分析讓老師了解教專之重要性
學校教專評鑑團隊是由關鍵領導者帶領組成
校長在教專評鑑團隊組成過程扮演關鍵角色
教專評鑑團隊成員是由理念一致的同事組成
學校團隊成員對於教專評鑑目標會充分溝通
學校對於教專評鑑的實施，採雙向溝通方式
學校透過由下而上建構校本教專評鑑願景
參與教專評鑑能讓教師反思如何改進教學
學校會主動爭取經費提供教專評鑑所需資源
學校能激勵成員結合教專評鑑以提升績效
學校會協助老師建置學習成長的分享平台
學校針對參與教專評鑑教師的需求給予協助

保留

刪除#

參與教專評鑑可讓教師在教學上自我超越
學校能逐年修正教專評鑑規準內涵
學校會定期開會檢討教專評鑑計畫實施情形
行政主管會主動參與教專評鑑會議
參與教專評鑑後，教師會想再繼續參與下去

個人
關注

刪除#
刪除#

題項描述
我願意和其他老師互相分享教學的經驗與心得
我願意和其他老師互相分享教學的資源或新知
我願意接受他人和自己不同的看法與建議
我願意和同事合作或協同教學，以促進課程統整
我樂於參與校內的學習團隊
我認為參與教專評鑑能符合社會對教師專業期待
我認為教專評鑑有助於教學能力的提升
我認為教專評鑑有助於學生學習效能
我認為教專評鑑有助於學習文化的形成
我想藉由參與教專評鑑的機會瞭解教學的優缺點
我想參加教專評鑑，透過專業成長奠定專業角色
我想參加教專評鑑，可滿足自我實現的成就感
我覺得參與教專評鑑，能滿足我對團體的歸屬感
我不太關心教專評鑑的實施
我不想花時間來了解教專評鑑
我覺得還有其他事務比參與教專評鑑更為重要
我想了解教專評鑑實施的內容或方式

保留

保留

結果
關注

保留

協作
關注

保留

調整
關注

保留

學校教師能主動討論教專評鑑成長方向

保留

保留

刪除*
保留

保留

保留

我想知道教專評鑑的主要目的是什麼
我想知道參加教專評鑑時，有哪些資源可以協助
我想知道如何藉由教專評鑑來改善自己的教學
我想知道教專評鑑需要投入多少的時間或精力

保留

我在意沒有足夠時間準備教專評鑑的工作
我在意參加教專評鑑後會影響正常的教學
我擔心專業知能不足以符應教專評鑑的要求
我關心教專評鑑對教學工作的影響
我關心教專評鑑的結果會影響家長對我的評價
我想知道教專評鑑對學生學習提昇是否有所助益
我願意將參與教專評鑑的心得與他人分享

刪除*
刪除*
刪除*
保留
刪除#
保留
保留

我樂意成為教專評鑑推動小組成員，推動評鑑工作

我願意成為教學輔導教師去幫助需要協助的教師
我會思考教專評鑑的缺失，以提出改善建議
我願意提供參與經驗來修正目前的教專評鑑方式
我願成為講師、教輔教師或輔導夥伴去推動計畫

保留

註：
1. 各影響因素及所屬測量變項與題項係經由文獻
分析與專家內容效度而得。
2. 刪除*係指項目分析結果；刪除#係指探索性因素
分析結果

刪除#
保留

保留

教專評鑑運作已成為教師日常教學的一部分
學校協助新進教師融入學校組織文化

保留
與否

我想知道參加教專評鑑後工作內容會有什麼改變

管理
關注

學校行政人員會整合教專評鑑軟硬體資源
適時
檢討
改進

測量
變項
對教
學的
態度

jte
p

組織變革策略因素

激發
變革
需求

教師個人特性因素

題項描述

d

測量
變項
社會
因素

刪除#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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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研究量表競爭模式之適配指標分析
量表

模式

影響

虛無模式

組織

單一因素模式

變革 多因素直交模式

絕對適配指標
χ2

χ2/df

GFI

2063.129 15.170 0.410

增值適配指標

RMR RMSEA AGFI IFI
0.177

0.205

精簡適配指標

CFI PGFI PNFI

0.337 0.000 0.000 0.365

AIC

BIC

0.000 2097.129 2162.121

888.943

7.470 0.674

0.076

0.139

0.581 0.604 0.600 0.524

0.498 956.943 1086.926

420.077

3.717 0.877

0.089

0.090

0.833 0.843 0.841 0.647

0.662 500.077

652.999

環境 多因素斜交模式

261.549

2.400 0.915

0.039

0.064

0.881 0.922 0.921 0.652

0.700 349.549

517.763

因素 二階層因素模式

271.560

2.382 0.912

0.041

0.064

0.882 0.919 0.918 0.679

0.728 339.560

498.658

0.240

0.221

0.125 0.000 0.000 0.182

0.000 9891.781 9997.546

1040.641

4.525 0.777

0.037

0.102

0.732 0.807 0.806 0.733

0.695 1967.566 2179.098

變革 多因素直交模式

970.278

4.642 0.850

0.171

0.104

0.801 0.820 0.818 0.643

0.645 2004.333 2312.434

策略 多因素斜交模式

459.048

2.273 0.896

0.027

0.061

0.857 0.939 0.938 0.656

0.716 858.764 1199.053

二階層因素模式

543.139

2.447 0.882

0.031

0.066

0.854 0.924 0.923 0.710

0.770 837.285 1115.605

7934.629 19.592 0.164

0.297

0.235

0.102 0.034 0.034 0.153

0.032 7994.629 8109.321

3462.137

9.208 0.510

0.075

0.156

0.433 0.606 0.604 0.441

0.535 3580.137 3805.696

個人 多因素直交模式 1566.581 4.502 0.798

0.242

0.102

0.747 0.845 0.844 0.638

0.693 1740.581 2073.186

特性 多因素斜交模式

2.752 0.831

0.047

0.072

0.784 0.924 0.924 0.650

0.742 1125.605 1488.794

二階層因素模式 1085.754 2.975 0.811

0.048

0.077

0.775 0.908 0.908 0.681

0.780 1115.745 1463.358

組織

虛無模式

判斷值

單一因素模式

935.605

jte
p

教師

d

4428.396 17.504 0.198

虛無模式
單一因素模式

越小越好

＜3 ＞0.9 ＜0.05 ＜0.08 ＞0.8 >0.9 >0.9 ＞0.5 ＞0.5

越小越好 越小越好

二、驗證性因素分析

依據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結果，檢視各構
面的意義與分類合理性，將測量題項加以分

（一） 競爭模式之比較

類，「影響組織變革之環境因素」量表包含社

由表 3 可知，在適配性方面，相較於

會因素、政治因素、經濟因素、法律因素與組

虛無模式，單一因素模式與多因素直交模

織文化等 5 個潛在因素，合計 17 題；「組 織

式的適配指標雖有所改善，仍未臻理想；

變革策略」量表區分為解凍階段（激發變革

而多因素斜交模式與二階層因素模式的適

需求、分析變革環境）、行動階段（組織變革

配指標則大幅改善，雖部分量表之 GFI 和

團隊、建構共同願景、激勵變革創新、促進教

AGFI 略低，然 MacCallum 與 Hong（1997）

師增能）、再結凍階段（適時檢討改進、塑造

認為在模型估計的參數變多時，其判斷值

變革文化）共 8 個潛在因素，合計 23 題；「教

可 酌 量 放 寬 到 0.8， 並 建 議 RMSEA 是 較

師個人特性」量表則涵蓋教師個人需求與態

佳的指標，故此二模式之適 配指標多在可

度（對教學的態度、對評鑑的態度、對專業發

接受的範圍內。在精簡性方面，二階層因

展的需求）與教師關注（察覺關注、資訊關注、

素模式所有的精簡指標皆高於多因素斜交

個人關注、結果關注、協作關注、調整關注）

模式。在統御性方面，由於二階模式可減

共 9 個潛在因素，合計 29 題。

低 一 階 模 式 測 量 誤 差 的 相 關 缺 點，Marsh
與 Hocevar（1985） 認 為 在 比 較 一 階 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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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二階模式時，可計算其目標係數（target

皆符合 Hair 等人（2009）的建議值（>0.5），

coefficient），其意指一階模式的 χ2/ 二階

且均達顯著水準，說明所有測量變項皆足以

模式 χ2，當係數值接近 1 時，意謂二階模

反映其所建構的潛在因素。其次，三個潛在因

式可以統御一階模式，使模式更為精簡，

素的組成信度分別為 .800、.925、.921，皆在

而本研究分量表之多因素斜交模式和二階

Fornell 與 Larcker（1981）建 議 值（>0.6）的

層因素模式的目標係數皆接近 1。綜合上

標準之上，顯示量表的內部一致性良好。

述，在適配性、精簡性與統御性的綜合考

2. 效度驗證
潛在因素的平均變異萃取量是計算各測

量下，本研究選定二階層因素模式為最簡
效模式，如圖 1 所示。

量 變 項 對 該潛 在因素 的 變 異解 釋力，該 值

（二）簡效模式之信效度驗證

愈高表示潛在因素有愈佳的收斂效度。由表

1. 信度驗證

4 可知，三個潛在因素的平均變異萃取量分
別 為 .447、.609、.572，大 致 符 合 Fornell 與

量變項對其潛在因素的因素負荷量；表 4 顯

Larcker（1981）設定 的 標 準值（>0.5），表 示

示，各層面因素負荷量介於 0.53~0.97 之間，

潛在因素的收斂效度尚稱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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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個別項目信度而言，此指標是評估測

國小實施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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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量表二階層因素模式標準化參數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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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研究量表之驗證性因素分析
測量變項
層面

因素負荷量

社會因素
政治因素
經濟因素
法律因素
組織文化
激發變革需求
分析變革環境
組織變革團隊
建構共同願景
激勵變革創新
促進教師增能
適時檢討改進
塑造變革文化
對教學的態度
對評鑑的態度
對專業發展的需求
覺察關注
資訊關注
個人關注
結果關注
協作關注
調整關注

0.62
0.60
0.71
0.59
0.80
0.69
0.82
0.72
0.83
0.80
0.79
0.79
0.79
0.53
0.83
0.97
0.65
0.78
0.72
0.61
0.83
0.79

潛在變項
組成信度
（CR)

變項名稱

影響組織變革之
環境因素

0.800

0.447

0.925

0.609

j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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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變革策略

平均變異抽
取量（AVE)

教師個人特性

0.921

0.572

表5
研究量表之區別效度

受限模式
χ2 值
自由度

成對變項
組織變革環境

組織變革策略

4730.55

2250

教師個人特性
組織變革策略 教師個人特性

4791.33
5035.77

2250
2250

因素

在區別效度檢定部份，由表 5 可知，受

預設模式
χ2 值
自由度

△ χ2
84.22

4646.33

2249

145.00
389.44

P值
.000
.000
.000

達到 .05 的顯著水準，表示三個構面之間均

限模式的卡方差異值介於 84.22 ～ 389.44 之

具有區別效度。

間，在 1 個自由度的改變下，皆超 過 3.84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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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測量均等性檢定

不顯著；而結構共變數相等模式與測量殘

為驗證模式是否具有不變性與推論

差相等模式的卡方差異量 p 值雖達顯著

性，本研究以第二組樣本作為驗證組樣本，

水準，但不受模式複雜度影響的△ NFI、

檢定模式之測量均等性。由表 6 的結果顯

△ IFI、△ RFI 及△ TLI 指標之絕對值均小

示，因素負荷量相等模式、結構係數相等

於 0.05，代表模式具有測量均等性。

模式與測量殘差相等模式之卡方差異檢定
表6
四種假設模式之測量均等性檢定結果

8139.368(4498)

基線模式

因素負荷量相等模式 8192.902(4545)
結構係數相等模式

8218.871(4567)

p值

△ NFI

△ IFI

---

---

---

---

53.534(47)

.238

.003

.003

△ RFI

---

△ TLI

---

-.002

-.002

25.969(22)

.253

.001

.002

-.001

-.001

11.307(3)

.010

.001

.001

.000

.000

jte
p

結構共變數相等模式 8230.178(4570)

△ χ2(df)

d

χ2(df)

模式

結構殘差相等模式

8262.319(4594)

32.140(24)

.124

.002

.002

-.001

-.001

測量殘差相等模式

8382.428(4664)

120.110(70) .000

.006

.007

.000

.000

伍、結論與建議

師專業發展評鑑影響因素量表的內容，經
由 25 位曾擔任輔導委員、輔導夥伴或講師

在教育部大力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

之專家學者及國小行政主管與教師進行構

下，自 98 學年度進一步將試辦計畫改為常態

面與題項的修訂，以獲得專家內容效度，

性計畫，期能透過教師參與評鑑活動的過程

並透過項目分析和多次探索性因素分析後，

來促進教師專業發展，進而帶動學校組織的

建構「影響組織變革之環境因素」（包含

變革與發展，因此本研究探討國小實施教師

社會因素、政治因素、經濟因素、法律因

專業發展評鑑影響因素量表之發展，以檢驗、

素與組織文化）、「組織變革策略」（包

釐清與掌握實施過程中的影響因素，有助於

括解凍階段 — 激發變革需求與分析變革環

研擬周延可行的推動策略。茲就本研究的結

境；行動階段 — 組織變革團隊、建構共同

論和建議說明如下：

願景、激勵變革創新與促進教師增能；再
結凍階段 — 適時檢討改進與塑造變革文

一、結論

化）、「教師個人特性」（涵蓋教師個人

（一）國小實施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影響因

需求與態度 — 對教學的態度、對評鑑的態

素量表之建構內涵

度、對專業發展的需求；教師關注 — 察覺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發展國小實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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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資訊關注、個人關注、結果關注、

國小實施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影響組織變

協作關注、調整關注）三構念，合計 22 個

革之環境因素中因素負荷量最高，也代表

層面、69 個題項。

其影響性最大；在教師參與教專評鑑需投
入時間、物力等資源以了解評鑑目的、內

競爭模式之驗證，分別由絕對適配指標、

容和方式之情形下，行政主管的支持、 協

增值適配指標與精簡適配指標等的比較，

助與鼓勵以及學校成員的參與決策、認同

確立國小實施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影響因素

感和解決衝突之能力等，所構成的學校組

量表的二階層因素模式結構，其能表現出

織文化在推動計劃或改革時扮演舉足輕重

優於其它因素模式的適配性、精簡性與統

的角色。其次，經濟因素也是重要關鍵，

御性，且更利於深入探討變項之間的關係。

教育行政機構與學校所提供的經費補助和

就量表的信效度而言，在個別項目信度與

專家學者支援，能有效提升教師的評鑑與

組成信度的驗證上，確能反映出測量變項

專業知能，並消除其對評鑑的疑慮，因此

被該潛在因素的解釋量，此也表示構念指

寬列經費、人才培訓與諮詢輔導之措施均

標內部一致性良好；另在收斂效度與區別

應持續進行。而教師因應社會大眾對教育

效度的效度證據，顯示題項與其所反映的

品質與教師專業的期待以及持續少子化的

潛在因素之間具有相當的建構效度，讓研

招生壓力等社會因素，也形成教師參與教

究模式的內在品質更具有可信度與正確度。

專評鑑的要素。

最後，在測量恆等性的檢定中，除兩種假

2. 研擬 適當的教專評鑑實施之組 織變革策

設模式的△ "χ" ^2 指標受到大樣本研究影

略，以利達成實施之目的性與效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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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其次，本研究運用驗證性因素分析，藉由

響而達顯著外，其餘指標均顯示量表具有

國小教師平時忙於教學與班務，多視教專

測量恆等性之特徵，此一結果亦提供量表

評鑑為額外的工作負擔，在中小學教師評鑑

具有交互驗證的支持證據。

尚未入法之情形下，如何激起教師參與評鑑

（二）對國小實施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實

的動機，讓教師體認到專業成長與教學改進
的必要性，則有賴教專評鑑實施的組織變革

務意涵

本研究發展之國小實施教師專業發展

策略。學校應由校長或主任的關鍵領導者組

評鑑影響因素量表，不僅提供利害關係人

織教專評鑑的變革團隊，主動爭取經費以提

瞭解國小實施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影響因

供教師所需軟硬體資源並加以整合共享，給

素，在學校視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為組

予教師所需之專業成長的協助，並結合教專

織變革重大措施之際，可進一步應用各潛

評鑑與其他計畫、活動所帶來的創新與綜效，

在因素與層面所涵蓋的題項，研擬具體行

除能降低教師工作壓力外，也能提升教師成

動方針與策略以促進評鑑之實施，茲說明

就感和學校績效。如此，讓教專評鑑運作模

如下：

式成為教師日常工作的一部份，形成教師評

1. 重視教專評鑑的影響組織變革之環境因

鑑文化，以達成教師個人專業成長與學校組

素，塑造適合推動教專評鑑的氛圍

織目標之雙重目的。
3. 瞭解教師個人特性的相關因素，以提高參

由研究結果得知，「組織文化」層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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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專業發展評鑑影響因素在組織變革環境、

與評鑑意願或降低參與評鑑阻礙
由研究結果得知，教師關注中的「調整關

組織變革策略和教師個人特性之間的關係。

注」和「協作關注」是教師個人特性中因素負

建議後續研究除了運用本研究量表進行問卷

荷量最高的兩項，此也顯示目前國小教師對

調查外，可設計訪談題綱進行質性的個別訪

於教專評鑑實施的議題著重在教專評鑑本身

談或焦點團體座談，對應問卷調查的量化研

的改進和學校革新與作為，以及與他人協調

究結果，如此應能提供更為深入與完整的資

合作之層次，故學校應鼓勵與接受教師對於

訊，發揮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的最佳成效。

教專評鑑的意見與建議，並提供教師足夠的
對話與合作的時間與空間，才能提高教師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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