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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中) 

摘 要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於了解基隆市國民小學教育人員對於學校行銷

策略及學校形象的知覺程度；並探討不同背景變項之教育人員在學校行銷

策略及學校形象知覺的差異，以及二者之間的相關情形，最後探討學校行

銷是否對學校形象具有預測力。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採自編之「國民小

學學校行銷策略量表」及「國民小學學校形象量表」為工具，以基隆市四

十二所公立小學之教育人員為對象，進行調查，共發放問卷 934 份，回收

755 份，有效問卷 743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達 79.6%。所得資料以描述性統

計、t 考驗、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皮爾遜積差相關、簡單迴歸、多元逐步

迴歸等方法進行統計分析，所得結論簡述如下： 一、基隆市國民小學教育

人員對學校行銷策略的知覺程度在「中上」以上，其中 以「溝通通路策

略」之平均數最高。 二、基隆市國民小學教育人員對學校形象的知覺程度

在「中上」以上，其中以「教 師形象」之平均數最高。 三、基隆市國民

小學教育人員對學校行銷策略之知覺程度，會因為不同背景變項 如年齡、

擔任職務、工作年資、學校規模之不同而有所差異。 四、不同背景變項之

基隆市國民小學教育人員對學校形象之知覺程度，會因為年 齡、擔任職

務、工作年資、學校規模之不同而有所差異。 五、學校行銷策略和學校形

象呈正相關。 六、學校行銷策略對於學校形象具有預測力。 關鍵詞：學

校行銷、學校行銷策略、學校形象  

摘

要

(英) 

ABSTRACT The study intends to explore the perceptions of school marketing 

strategies and of school image from educators serving in elementary schools in 

Keelung City, to discuss the difference among perceptions by educators of different 

backgound variables, to underst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m, and to see how 

school marketing strategies can serve as predictors of school image. The research 

tool employed a self-devised “Scale for Elementary School Marketing Strategies” 

and “Scales for Elementary School Image.” The population for the study was all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 educators in Keelung City. Total of 934 subjects drawn 

from the 42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s were surveyed; 755 study subjects responded 

to the survey, and 743 of them were valid, yielding an effective return rate of 79.6%. 

Collected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one-way ANOVA,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simple regression,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were as follows: 1. In Keelung city, elementary 

school educators’ perceptions of school marketing strategies reach the midium-

high level and even higher; of all the strategies, “communicating channels 

strategy” scores a highest mean. 2. In Keelung city, elementary school educators’ 

perceptions of school image reach the midium-high level or even higher, and 

“teachers’ image” scores a highest mean. 3. In Keelung city, elementary school 

educators’ perceptions of school marketing strategies vary among subjects of 

different backgound variables like age, position, length of serving and school scale. 



4. In Keelung city, elementary school educators’ perceptions of school image vary 

among subjects of different backgound variables like age, position, length of serving 

and school scale. 5. School marketing strategies show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school image. 6. School marketing strategies can predict school image. Key 

Wrods：school marketing,school marketing strategy,school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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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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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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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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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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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7/27 

全

文

檔

存

取

記

錄 

496145161 2009.7.26 19:15 125.225.165.40 new 01 496145161 2009.7.26 19:15 

125.225.165.40 new 02 496145161 2009.7.26 19:16 125.225.165.40 new 03 

496145161 2009.7.26 19:19 125.225.165.40 new 04 496145161 2009.7.26 19:23 

125.225.165.40 new 04 496145161 2009.7.26 19:24 125.225.165.40 new 05 

496145161 2009.7.26 19:25 125.225.165.40 new 06 496145161 2009.7.26 19:26 

125.225.165.40 new 07 496145161 2009.7.26 19:30 125.225.165.40 new 08 

496145161 2009.7.26 19:31 125.225.165.40 new 09 496145161 2009.7.26 19:39 

125.225.165.40 new 09 496145161 2009.7.26 19:47 125.225.165.40 new 10 

496145161 2009.7.26 19:57 125.225.165.40 new 11 496145161 2009.7.26 19:58 

125.225.165.40 new 12 496145161 2009.7.26 20:04 125.225.165.40 new 13 

496145161 2009.7.27 11:10 140.136.115.141 new 14 496145161 2009.7.27 11:14 

140.136.115.141 del 04 496145161 2009.7.27 11:17 140.136.115.141 del 14 

496145161 2009.7.27 11:18 140.136.115.141 new 4 030540 2009.7.27 11:25 

140.136.209.41 del 05 030540 2009.7.27 11:25 140.136.209.41 del 06 030540 

2009.7.27 11:25 140.136.209.41 del 07 030540 2009.7.27 11:25 140.136.209.41 del 

08 030540 2009.7.27 11:25 140.136.209.41 del 09 030540 2009.7.27 11:25 

140.136.209.41 del 10 030540 2009.7.27 11:25 140.136.209.41 del 11 030540 

2009.7.27 11:25 140.136.209.41 del 12 030540 2009.7.27 11:25 140.136.209.41 del 

13 030540 2009.7.27 11:25 140.136.209.41 del 4 030540 2009.7.27 11:29 

140.136.209.41 new 04 030540 2009.7.27 11:29 140.136.209.41 new 05 030540 

2009.7.27 11:29 140.136.209.41 new 06 030540 2009.7.27 11:29 140.136.209.41 

new 07 030540 2009.7.27 11:29 140.136.209.41 new 08 030540 2009.7.27 11:29 

140.136.209.41 new 09 030540 2009.7.27 11:30 140.136.209.41 new 10 030540 

2009.7.27 11:30 140.136.209.41 new 11 030540 2009.7.27 11:30 140.136.209.41 

new 12 030540 2009.7.27 11:31 140.136.209.41 new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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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125.225.165.40 M 496145161 Y2009.M7.D26 20:23 125.225.165.40 M 

496145161 Y2009.M7.D26 20:35 125.225.165.40 M 496145161 Y2009.M7.D26 

20:36 125.225.165.40 M 496145161 Y2009.M7.D26 20:40 125.225.165.4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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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2009.M7.D27 11:11 140.136.115.141 M 496145161 Y2009.M7.D27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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