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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中

)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瞭解臺北市國中組織學習與教師評鑑接受度的現況及兩者

間的關聯性，以自編「臺北市國民中學組織學習與教師評鑑接受度」調查問

卷作為研究工具，並以臺北市 59 所公立國中教師為研究對象，藉由分層比

例抽樣的方式，抽取 788 位教師，總計回收有效問卷 597 份，有效回收率為

75.76%。並以描述統計、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皮爾森積差相關

及多元逐步迴歸等統計方法分析資料。   研究發現，臺北市國中組織學

習屬中上程度，教師對於評鑑的接受程度為趨中程度；在背景變項中，教師

所擔任的職務及教學年資對於組織學習和教師評鑑接受度皆有顯著差異，而

組織學習與教師評鑑接受度間具有顯著正相關，其中以資訊運用最能有效預

測教師對於評鑑的接受程度。   依此，建議教育主管機關應強化校長組

織領導知能，並將推動組織學習成果納入校務評鑑與校長遴選之參考。學校

則應建構組織學習文化，加強溝通協調、工作輪調及鼓勵進修機制，凝聚團

隊動能。教師則應積極轉換職務，以建立多元觀點，並主動參與教師評鑑，

持續進修提升專業。  

摘

要

(

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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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twee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receptivity of teacher evaluation in the public 

junior high schools of Taipei City. A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was used in this 

study by the self-designed instrument in title of “The Questionnair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receptivity of teacher evaluation in 



the public junior high schools of Taipei City.” This study surveyed 788 teachers at 59 

public junior high schools in Taipei City using the method of stratified-proportionate 

sampling. There were 597 valid data with 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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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the study 

indicated that the scores on the current condition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in the 

public junior high schools of Taipei City were above average. With the receptivity of 

teacher evaluation in the public junior high schools of Taipei City, a moderate score 

was recorded. With regard to the background variables, the teachers’ positions and 

teaching experience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receptivity of teacher evaluation. In addition, there w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receptivity of teacher evaluation. 

The teachers’ receptivity of teacher evaluation could be best predicted by the variable 

of information use.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it is reasonable to suggest 

that the Bureau of Education should enhance principals'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 and put the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results into consideration 

when evaluating school performance and selecting school principals. To schools, the 

principal should foster the culture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He or she should also 

enhance communication, negotiation and team coherence among school members as 

well as encourage job rotation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or the purpose of 

broadening teachers’ perspectives, they should actively assume new positions and 

participate in teacher evaluation as well as continually improve their prof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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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註  



全

文

點

閱

次

數 

 

資

料

建

置

時

間 

2009/7/17 

轉

檔

日

期 

2009/07/20 

全

文

檔

存

取

記

錄 

496145123 2009.7.17 9:34 163.21.52.250 new 01 496145123 2009.7.17 9:35 

163.21.52.250 new 02 496145123 2009.7.17 9:36 163.21.52.250 new 03 496145123 

2009.7.17 9:36 163.21.52.250 new 04 496145123 2009.7.17 9:36 163.21.52.250 new 

05 496145123 2009.7.17 17:41 61.228.79.133 del 01 496145123 2009.7.17 17:44 

61.228.79.133 new 01 496145123 2009.7.17 17:45 61.228.79.133 new 06 496145123 

2009.7.17 17:46 61.228.79.133 new 07 496145123 2009.7.17 17:48 61.228.79.133 

new 08 496145123 2009.7.17 17:48 61.228.79.133 new 09 496145123 2009.7.17 

17:49 61.228.79.133 new 10 496145123 2009.7.17 17:49 61.228.79.133 new 11 

496145123 2009.7.17 17:50 61.228.79.133 new 12 496145123 2009.7.17 17:51 

61.228.79.133 new 13 496145123 2009.7.17 17:52 61.228.79.133 new 14 496145123 

2009.7.17 17:53 61.228.79.133 new 15 

異

動

記

錄 

C 496145123 Y2009.M7.D17 9:15 163.21.52.250 M 496145123 Y2009.M7.D17 9:22 

163.21.52.250 M 496145123 Y2009.M7.D17 9:38 163.21.52.250 M 496145123 

Y2009.M7.D17 9:38 163.21.52.250 M 496145123 Y2009.M7.D17 17:40 

61.228.79.133 M 496145123 Y2009.M7.D17 17:41 61.228.79.133 M 496145123 

Y2009.M7.D17 17:55 61.228.79.133 M 496145123 Y2009.M7.D17 17:57 

61.228.79.133 M 496145123 Y2009.M7.D17 17:57 61.228.79.133 M 496145123 

Y2009.M7.D17 17:57 61.228.79.133 M 496145123 Y2009.M7.D17 17:58 

61.228.79.133 M 496145123 Y2009.M7.D17 22:00 61.228.85.223 M 496145123 

Y2009.M7.D17 22:00 61.228.85.223 M 496145123 Y2009.M7.D17 22:01 

61.228.85.223 M edle3387 Y2009.M7.D17 22:01 61.228.85.223 M 496145123 

Y2009.M7.D17 22:02 61.228.85.223 M Edle3387 Y2009.M7.D20 8:18 

140.136.115.143 M Edle3387 Y2009.M7.D20 10:11 140.136.115.143 M Edle3387 

Y2009.M7.D20 11:20 140.136.115.143 M Edle3387 Y2009.M7.D20 11:20 

140.136.115.143 M Edle3387 Y2009.M7.D20 11:20 140.136.115.143 M Edle3387 

Y2009.M7.D20 11:30 140.136.115.143 I 030540 Y2009.M7.D20 11:33 

140.136.209.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