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

錄

編

號 

9232 

狀

態 
G0496145252 

助

教

查

核 

建檔完成 

索

書

號 

查核完成 

學

校

名

稱 

輔仁大學 

系

所

名

稱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 

舊

系

所

名

稱 

 

學

號 
496145252  

研

究

生

(

中

) 

吳勝揚 

研

究

生

(

英

) 

WU, SHENG-YANG 

論 臺北縣國民小學校長科技領導與教師資訊素養關係之研究 



文

名

稱

(

中

) 

論

文

名

稱

(

英

)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NCIPALS’ TECHNOLOGY 

LEADERSHIP AND TEACHERS’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ELEMENTARY SCHOOLS OF TAIPEI COUNTY 

其

他

題

名 

 

指

導

教

授

(

中

) 

蔡進雄 

指

導

教

授

(

英

) 

TSAI, CHIN-HSIUNG 

校

內

全

文

開

放

日

期 

不公開 

校

外

全

不公開 



文

開

放

日

期 

全

文

不

開

放

理

由 

因論文尚未正式對外發表 

電

子

全

文

送

交

國

圖

. 

不同意 

國

圖

全

文

開

放

日

期

. 

不公開 

檔

案

說

明 

封面+審定書 謝詞 摘要 目表圖次 CH1 CH2 CH3 CH4 CH5 附錄 參考文獻 

電

子

全

文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學

位

類

別 

碩士 



畢

業

學

年

度 

97 

出

版

年 

98 

語

文

別 

中文 

關

鍵

字

(

中

) 

校長科技領導 教師資訊素養 

關

鍵

字

(

英

) 

principals’ technology leadership teachers’ information literacy 

摘

要

(

中

) 

本研究旨在探討臺北縣國民小學校長科技領導與教師資訊素養之關係，並分

別針對不同教師個人背景變項和學校環境變項在校長科技領導與教師資訊素

養上差異情形加以探討；其次分析校長科技領導對教師資訊素養的預測力。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臺北縣公立國民小學教師為調查和分析的對象，並

編製「臺北縣國民小學校長科技領導與教師資訊素養之現況調查問卷」進行

調查，抽取臺北縣 638 位國小教師為樣本，回收 425 份問卷；蒐集的資料以

平均數、標準差、描述性統計、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Scheffé 事後考

驗法、Pearson 積差相關、逐步多元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研究結

果如下： 一、臺北縣國民小學校長科技領導與教師資訊素養之現況均屬良

好程度。 二、臺北縣國民小學校長科技領導的部分層面會因教師職務、學

校位置、學校規 模等不同，而有顯著差異情形。 三、臺北縣國民小學教師

資訊素養的部分層面會因教師性別、年齡、服務年資、 是否為資訊種子學

校等變項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情形。 四、臺北縣國民小學校長科技領導

與教師資訊素養的整體與分層面具有顯著正相 關。 五、臺北縣國民小學校

長科技領導對教師資訊素養各層面具有預測力。 最後，本研究針對教育行

政機關、國民小學校長、國民小學教師以及未來研究者提出建議。 

摘

要

(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NCIPALS’ TECHNOLOGY 

LEADERSHIP AND TEACHERS’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ELEMENTARY SCHOOLS OF TAIPEI COUNTY WU, SHENG-YANG 



英

) 

ABSTRACT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ncipals’ 

technology leadership and teachers’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elementary schools of 

Taipei County,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principals’ technology leadership and 

teachers’ information literacy resulting from the variables of teacher personal 

background and school environment. Furthermore, it analyzed the predictability of 

principals’ technology leadership toward teachers’ information literacy.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 Taipei County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chosen 

as the target for this study, using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method. The 

questionnaires, “Questionnaire of Principals’ Technology Leadership and 

Teachers’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elementary Schools of Taipei County”, were 

prepared and delivered to 638 Taipei County teachers, selected randomly as samples, 

and there were 425 questionnaires retrieved. Average, standard deviation,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one-way ANOVA, Scheffé post test method,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other statistical methods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and followings are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1. The current statuses 

of the principals’ technology leadership and the teachers’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Taipei County elementary schools are in fairly good level. 2. Some parts in the Taipei 

County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s’ technology leadership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resulting from the teachers’ positions, school location, and school size. 3. 

Some parts in the Taipei County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formation literacy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due to the teachers’ gender, age, length of teaching 

experience, and whether their schools being one of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ed 

Schools. 4. There ar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s, both overall and sub-levels, 

between the principals’ technology leadership and teachers’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Taipei County. 5. In Taipei County, principals’ technology leadership have 

predictive capability toward teachers’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every level.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some suggestions were provided to the needs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s,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s and teachers, and further 

studies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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