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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透過問卷調查法，企圖瞭解教師評鑑試辦政策的執行

現況及臺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對此政策的接受度，同時探究這兩者的關

係。為達此研究目的，研究者以自編之「臺北市國民中學教師評鑑政策

執行與教師接受度」調查問卷作為研究工具，並以臺北市 59 所公立國

民中學教師為研究對象，藉由分層隨機抽樣的方式，抽取 784 位教師填

答問卷，總計回收有效問卷 692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88％。問卷資料

則採用描述統計、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森積差相

關、淨相關及多元逐步回歸分析等統計方法分析。 研究發現，臺北市國



民中學教師評鑑試辦政策的執行現況屬中等程度，而教師對於此政策的

接受度情形僅為中下程度。於背景變項中，學校規模大小與教師已加入

或未來將加入參與教師評鑑之教師對教師評鑑政策的執行看法上呈現顯

著差異，但在教師對此政策的接受度上，所有的教師背景變項皆與接受

度達顯著差異。本研究亦發現教師評鑑試辦政策的執行情形與教師接受

度具有顯著正相關，且政策執行中的三個變項，「政策本身條件」、

「非政策條件」及「已參與教師評鑑試辦政策的教師」，能有效預測教

師對政策的接受度。 根據研究發現，本研究對於教育主管機關、學校及

教師提出幾項建議。建議教育主管機關應透過管道、有效溝通，減少教

師疑慮，並利用各種獎勵措施來提升教師的意願與動機，以增進教師對

教師評鑑的正確認知與期待。學校則可建立積極正向的團隊士氣與氣

氛，朝建構互信與互助的工作環境努力。對於教師則鼓勵主動參與相關

研習，以瞭解教師評鑑制度的內涵。教師亦應自我開放，不斷追求自我

的專業成長。  

摘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current condi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lementation of teachers’ evaluation policy and teachers’ 

receptivity in Taipei junior high school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was used 

in this study by the instrument in title of “The Questionnair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lementation of Teachers’ Evaluation Policy and Teachers’ 

Receptivity in Taipei Junior High Schools.” This study surveyed 784 

administrators and teachers at 59 Taipei municipal junior high schools. There 

were 692 valid data with 88％ of responding rate.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one way ANOVA, 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s and 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s.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The 

current condition on implementation of teachers’ evaluation policy in Taipei 

junior high schools received the moderate scores. With respect to the teachers’ 

receptivity about the policy, a below-average score was recorded. As for the 

background variables,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relationship was shown between the 

school size and the teachers’ participation attitude toward teachers’ evaluation 

policy. The teachers’ background variables were significantly negative 

correlated with teachers’ receptivity about the policy. There w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eachers’ evaluation policy 

and their receptivity. In addition, there were three variables regarding policy 

implementation could effectively predict teachers’ receptivity about the policy. 

These variables were “policy factors,” “non-policy factors,” and 

“participants of the teachers’ evaluation polic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were provided to the Bureau of Education, 

schools and teachers. In order to decrease teachers’ anxiety toward the 

teacher’s evaluation policy, the Bureau of Education should effectively 

communicate with teachers through a variety of communication channels. The 

Bureau of Education could also design different kinds of encouragement packages 

to enhance teachers’ willingness and motivation on implementing the teachers’ 

evaluation policy. All of the above actions will increase teachers’ recognition 

and expectation toward teachers’ evaluation policy. With respect to the schools, 



the administrators need to create positive morale, active atmosphere and a 

trustworthy and helpful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teachers’ 

evaluation policy effectively. In the last, th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encourage 

teachers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different workshops regarding the teachers’ 

evaluation policy in order for them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policy. Teachers should also become open-minded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ir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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