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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在於應用重視度表現值分析法（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 
IPA），來評選教師個人教學屬性中，需要改進的輕重緩急次序，以作為優先研究

發展改善項目的依據。 
為了達成此項目的，本研究係以敏惠醫護管理專科學校的一位數學教師為對

象，針對其任教一個學期後的教學屬性，進行 185 位修課學生的滿意度問卷調

查，來取得學生的反應訊息，以計算教學屬性的表現值，而表現值係由全體修課

學生對各個教學屬性評估後而獲得的平均值。 
雖然問卷調查本身並無設計直接去獲取教學屬性的重視度項目，但本研究透

過表現值採用變異數本位法（variance-based method）來間接計算出各個教學屬

性的重視度。 
如此，即可畫出該位教師個人教學屬性各個項目的「重視度×表現值」之坐

標圖，經由坐標位置在分類上的比較分析，可以建議該位教師應優先加強研究改

進的教學屬性先後次序為「遲到、早退、調課及缺課」、「教學活動的規劃適切

有序」、「能善用比喻、例題、實例激發學生思考及興趣」、「對學生作業及考

試結果能提供建設性的改善建議」。 
 
關鍵字：重視度表現值分析法、變異數本位法、教學滿意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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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what teaching attributes a teacher will develop or 
improve in high priority, and what in low priority? 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 
(IPA) offers a simple, yet useful method for simultaneously considering both the 
importance-performance dimensions when evaluating or defining attributes. The study 
applies IPA to evaluate teaching attributes in a junior college in Taiwan. For above, a 
mathematics teaching is as an example. 

In the case study, a student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was surveyed and 185 
students were asked to respond. The performance for each attribute in the survey can 
be computed by the mean value, while the importance for each attribute was evaluated 
by the variance-based methods. 

Then, a four-quadrant importance-performance map can be used to offer the 
teacher and his manager how they develop and improve their teaching attributes. 
 
Keywords: 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 Variance-Based Method, Student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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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就目前而言，在臺灣總計共有 146 所大學，包含科技大學、技術學院和 16
所專科學校。以往，大學教師較注重研究工作，因為可以據以作為教師升等的一

項重要資料與評估。近年來，教育當局及大學本身轉而重視教師之教學品質與成

效，並爲求提升教學水準，莫不投下大量經費如教育部的五年五百億新臺幣，用

來獎助各大學執行是項工作，並進而要求教師個人也重視及加強改進教學。而在

專科學校長期以來就是以教學為主，為此，教育當局亦於每學年獎助各校龐大經

費，用以提升各校之教學品質與成效。 
而本個案研究對象是專科學校的一位教師。專科學校之學生是國中畢業學

生，就讀專科學校五年成績及格，即可取得畢業文憑。其中，教師主要職責在於

教授學生知識，所以更應以教學為主，研究為輔。一般而言，臺灣的專科學校教

師資格取得，必須擁有國內外大學碩士以上文憑，但不一定須修習教育學分或接

受一些有關職前訓練。另外，以往大學或專科學校教師之培育，並沒有受到大家

的重視和規劃，但現在則已在改善之中。因此，在大學或專科學校之教師教學品

質更格外受到重視。 
因為學生是受教者，對教師之教學情形，感受最為直接且最為深刻，所以近

一些年來，教育當局及學校本身無不大力推動透過學生的教學滿意度調查，來評

估教師的教學成效，以作為教師本身謀求改進教學之參考。是以，本研究意欲藉

由學生的教學滿意度調查，透過重視度表現值分析法（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IPA），來提供教師需要改進教學的屬性訊息，並給予輕重緩急的改善

次序事項。 
為此，本研究中設定教師教學滿意度問卷包含 15 個問題，於學期末要求每

位學生須針對每一科目的教師教學滿意度調查問卷做出回饋反應，以提供分析的

材料。 
 

貳、理論 

首先讓我們來回顧與探討重視度表現值分析法（以下簡稱 IPA）。IPA 法早在

西元 1977 年在 Martilla & James 的論文中就已提出。其中，重視度係指受測者對

於有關特定行為或論點的期待滿意度；而表現值則是指針對對方行為或論點而呈

現的認知滿意度（Magal & Levenbury, 2005）。IPA 的主要論述在於對任何一項行

為或論點，若僅僅考慮其重視度而忽略表現值，或僅考慮表現值卻忽略重視度

時，分析所得之結論，都難免有遺珠之憾，甚或失於偏頗之虞。改進之道，就在

於將重視度與表現值二者要同時放在一起考慮；這樣的分析法，已經成功而廣泛

的應用在很多領域，如教育評鑑、市場決策、旅遊導覽……等方面，並幫助相關

人員如教師、公司管理者、導覽者……等去決定策略改進的優先順序或資源投入

的方向。 
對於特定行為或論點的重視度分析，通常有下列幾種方法： 

（一）變異數本位法（variance-based method） 
（二）感度分析法（sensitivity analysis） 
（三）亂度法（entropy method） 
（四）層級分析法（AHP method） 
（五）問卷調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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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研究係採用變異數本位法，至於表現值（performance）通常都可直接由

問卷調查而得。 
就 IPA 而言，主要在利用同時考慮了重視度與表現值兩者去作決策判斷，目

前有兩個主流方法論。其一是聚焦在缺口（gaps）的討論。所謂缺口指的是表現

值與重視度的差，亦即表現值減去重視度而得的數值。若此值為正，則表示此項

屬性的表現是可被接受。反之，若為負，則表示有待加強（O’neill, Wright, & Fitz, 
2001 ; Shaw, DeLone, & Niederman, 2002 ; Skok, Kophamel, & Richardson, 
2001）。然而，此方法論常受批評為缺乏理論依據（Bacon, 2003）。另一個 IPA 的

方法是先行計算出所有屬性的重視度與表現值的平均值。然後，在平面建立一個

直角坐標系，通常的作法是以 x 軸表示表現值，而以 y 軸表示重視度（對調亦

可），並以上述兩者所求出的平均值為坐標系原點，如此即建立了一個 IPA 的平

面上二維直角坐標系。 
此 IPA 二維平面直角坐標系則將平面分為 A、B、C、D 四個象限（four- 

quadrant），如圖一所示。A、B、C、D 四個象限分別代表優先改進（concentrate 
here）、繼續保持（keep up with the good work）、後續改進（low priority）、過度

表現（possible overkill）。其中 x軸愈向右則表示表現愈高，愈向左則反是。而 y
軸愈向上則表示愈受重視，愈向下則表示愈不受重視。最後，可將每一個屬性依

其重視度與表現值在 IPA 坐標平面上的象限找出其相對應的一個點來表示。如

此，每一個屬性將分佈在 A、B、C、D 之某一個象限，又均分別代表不同意義，

這個訊息將分別提供教師或決策管理者作為教學改進或市場決策之參考。兹再詳

述如下： 

 
圖一 重視度表現值分析圖 

 
象限 A 優先改進：落在此象限的點（屬性）陳述了此屬性在學生的期待滿意度

是屬於受重視的部份，但相對的是表現值較低，亦即對學生

有較低的教學滿意度。因此，教師必須要更專注的投入更多

努力。如此，將能獲致最大的成效。 
象限 B 繼續保持：此象限的屬性表示不但是受重視而且表現亦佳，所以教師或

決策管理者則須繼續保持此項屬性即可。 
象限 C 後續改進：顯示此象限的屬性，並不是滿意度表現得很好，但也不是很

受重視，所以教師可將此象限的教學屬性視為後續改進項目。 
象限 D 過度表現：表示此象限的屬性雖然教師教學滿意度表現很好，但卻屬於

低受重視的項目，教師有過度表現或投入較多資源之虞。 
建立一個 IPA 坐標圖，就必須先取得這些屬性的表現值和重視度。本研究對

於教師的每一教學屬性之教學表現程度，係來自於所有填寫問卷的學生對該教學

表現值 

重
視
度 

優先改進 

後續改進     過度表現 

A B 

C D 

繼續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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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的評估值的平均而得。至於獲得特定行為之重視度訊息，有前述幾種方法被

廣泛應用。本研究一開始並沒有設計去獲得每一教學屬性項目重視度的直接訊

息。而是間接利用變異數權重（variance weighting）來得到每一項目的重視度訊

息。亦即在本研究裏，每一項目的重視度是由所有學生對該屬性的變異數計算而

得。 
  一般而言，教師的教學屬性之所以受重視或是具有參考價值，是由於此屬性

受評定（rating）價值的意見不一致，亦即所得屬性評定價值的變異數較大所致，

因此變異數權重被當成重視度概念的建構基石。 
假設 kx 為第 k 個教學屬性，則其變異數權重 kw 的求法，是依如下的計算公

式： 
                         ( )/M)-mVar(xw kk =                         （1） 

其中 ( ) ( ) 1
1

2 -/nR)-(xRxVar
kn

j
kkkjk ∑

=

= ；m 和 M 分別表示所有教學屬性中之最小

與最大變異量； ( )kj xR 是表示第 j 位學生對教學屬性 kx 的評定值； kn 為對教學屬

性 kx 評定值的學生人數以及 kR 是教學屬性 kx 的平均評定值（Herlocker, Konstan, 
Brochers & Riedl, 1999）。在實際應用上，在當教師教學屬性之整體滿意度未知

時，我們可利用上述變異數權重 ( )/M)-mVar(xw kk = 來求出每一教學屬性的重視

度。 
在本研究中，建構一個重視度表現值分析圖（IPA map），我們探取下列 5 個

步驟： 
步驟 1：每一個教學屬性的表現值係由所有學生所給予的評定值平均而得。本研

究之調查對象學生人數為 185 人。所以，對每一教學屬性 kx 之平均表現

評定值 ∑
=

=
kn

j
kkjk /nxp

1
，其中 kix 是每一調查對象（學生）對於教學屬性 kx

之個別表現評定值，k= 1, 2, 3, …, 15。 
步驟 2：我們將利用前述公式 ( )/M)-mVar(xw kk = 計算出每一教學屬性 kx 的重視

度權重。 
步驟 3：由變異數本位法所求出的各教學屬性重視度的權重之後，結合相對的表

現評定值，形成一組有序數對（ordered pair）。本研究之 15 組有序數對

將以 ( p1 , w1 ) , ( p2 , w2 ) , … , ( p15 , w15
 ) 形式呈現。 

步驟 4：建立變異數本位法的重視度表現值分析圖，此圖頗為類似平面上直角坐

標系。首先，我們以 x軸（橫軸）代表教學屬性之表現評定值，而以 y 軸
（縱軸）表示教學屬性之重視度權重。兩軸相互垂直於點(x0, y0)，將此

點視為此坐標系之原點（origin），其中 x0 = ∑
=

15

1k
kp /15，y0 = ∑

=

15

1k
kw /15。

如此，互相垂直的兩坐標軸將平面分割成 4 個象限。上述一個有序數對

即代表平面上一個點。然後，將上述所求出的各有序數對一個一個描在

建立的 IPA 平面坐標系上。 
步驟 5：根據此畫出的重視度表現值分析圖，說明各教學屬性所需改進之輕重緩

急項目。亦即落在不同象限即代表不同的改進需求，已詳述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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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研究個案 

本研究個案是針對敏惠醫護管理專科學校一年級某一數學教師所授課的 4
個班級，共 185 名學生為研究對象，並於上課一學期課程結束後給予學生對其數

學任課教師的一項教學滿意度調查。調查所用之問卷信度係以 Cronbach’s α 係

數來評估其內部一致性，並求出其信度α ＝.93。一般而言，α 信度係數若高於

0.7 即視為一項良好的問卷（Black, 1999），因此顯示本問卷信度良好。另外，本

問卷效度則採用專家意見來作評估修正。 
經由問卷調查及作上述步驟 1 與 2 之分析，對於此項研究之每一教學屬性表

現值與變異數本位法所求出的重視度，詳如表 1。 
 

表 1 教師教學屬性的重視度與表現值 

題號 教學屬性 重視度 表現值

1 教師對本科目的專業知識精熟，教學內容豐富充實。 0.066 4.26

2 教師上課前能充分準備。 0.026 4.23

3 教師根據選課學生程度，調整授課方式滿足學生求知慾。 0.026 4.24

4 教師對教學活動的規劃適切有序。 0.079 4.20

5 教師能善用比喻、例題、實例激發學生思考及興趣。 0.105 4.22

6 教師上課時能將教學內容作重點摘要及統合，使教學有

成效。 
0.066 4.21

7 教師能適時處理學生上課反應，並解決學生提出的問題。 0.092 4.27
8 教師教學常鼓勵學生發問，表達自己的想法。 0.053 4.21
9 教師教學能依教學進度妥善控制授課時間，使教學達到

預期目標。 
0.053 4.20

10 教師上課不無故遲到、早退、調課及缺課。 0.316 4.20
11 教師教學態度認真負責。 0.000 4.37
12 教師上課講解清楚、條理分明，具邏輯、組織概念。 0.066 4.25
13 教師能了解學生學習需求和困惑，並提供適當的協助。 0.026 4.29
14 教師對學生作業及考試結果能提供建設性的改善建議。 0.092 4.23
15 教師對學生各項評量之考核客觀合理。 0.039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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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為了使每一教學屬性之重視度表現值分析更能一目了然的呈現，再將表 1
的結果，透過 IPA 圖將之呈現在象限上，詳如圖二所示。 
 
 
 
 
 
 
 
 
 
 
 
 
 
 
 
 

如圖二中所示，在本個案研究發現，依學生之反應調查分析，15 項教學屬

性都分布在 IPA 圖上。其中 4 項屬性 4、5、10、14 是落在第 A 象限，落在此象

限的屬性表示教師在這些教學屬性上的滿意度表現是低的，但重視度卻是屬於高

的事項，所以可以了解的是，這些教學屬性是該位教師所急需改進的項目。尤有

甚者，屬性 10 被認為是所有教學屬性中最受重視，但卻是滿意度表現最低的事

項，更是急需發展改進。 
而在第 B 象限中，卻僅有教學屬性 7 而已。就該任課教師而言，這顯示了

一個事實：僅有教學屬性 7 是其一項不但重視度高而且滿意度表現高的教學，應

繼續保持下去。 
然而，卻有 6 個教學屬性 6、9、8、15、2、3 落在第 C 象限，這表示這些

屬性不僅是低重視性而且也是低滿意度表現，所以教師的教學改進可將此視為可

以留下來的後續工作。 
此外，我們也了解到有 4 個教學屬性是過度表現，因這些屬性是屬於滿意度

表現高，但却是低受重視的事項。尤其屬性 11 是所有屬性中滿意度表現最高卻

也是最受不重視的項目，可謂最過度表現的了。 
 

肆、結論 

本研究討論了當有關教學屬性的重視度在做問卷調查時並無法直接獲得

時，在此情况之下，我們介紹了一種變異數本位的方法，並將應用在重視度表現

值分析法上面。 
  這個變異數本位的方法是利用了此一公式 ( )/M)-mVar(xw kk = 去評估每一教

學屬性的重視度。如此，每一教師都能對其教學屬性分別獲得一個屬於自己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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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的重視度表現值分析圖。 
透過此 IPA 法的分析，教師個人都能藉由 IPA 圖深刻了解其在班級教學時所

應改進的各種情形。 
在當教學屬性被視為極受重視但卻是低表現時，就得急思改善；反之，當教

學屬性是極不受重視但卻有很高的表現時，那麼表示有過度強調的可能，也表示

了過多的努力或應用於此。然而，倘若我們在一些重視度低的教學屬性上僅僅聚

焦於考量滿意度表現的高低良窳，這將是毫無意意與價值。同理，一個重視度高

的教學屬性不意味著我們必須全然很努力於這上面，因為這些高重視度的教學屬

性有些則已有很好的教學滿意度表現。 
所以，重視度與表現值應該必須同時被考慮才是妥適，才是有意義的。 

本個案研究可以建議該位教師應優先加強研究改進的教學屬性先後次序為「遲

到、早退、調課及缺課」、「教學活動的規劃適切有序」、「能善用比喻、例題、

實例激發學生思考及興趣」、「對學生作業及考試結果能提供建設性的改善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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