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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教育電子期刊》第八期社論
薪傳一甲子的教育報國襟懷
1957 年包德明博士和李應兆博士創辦銘傳銘傳女子專科學校，迄今(2017)年
剛好滿一甲子，已培育 14 萬的傑出校友。回顧這 60 年來，歷 32 年始於 1989 年從
女子專科學校改制為商業管理學院、1996 年改名為銘傳大學、2014 年設立美國分
校，以至今日擁有十二個學院，分布臺北、桃園、金門、美國四個校區，學生 2 萬
1 千人規模的一流綜合大學，見證了教育薪傳以及人才培育的重要性。
對銘傳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和教育研究所而言，在一甲子的時光歲月中，更能敬
佩到二位創辦人創立大學且辦學有成的襟懷。首先，師資培育中心的任務在為國家
培育優秀的一流中等教育師資，這些師資畢業之後，就像創辦人結實的種子散播在
全球各地，將包創辦人「人之兒女、己之兒女」的教育理念宣揚於全球各地，讓教
育的愛傳播給許許多多需要的人。其次，教育研究所的任務有二，一方面培育教育
研究人才，另方面提供中小學教師在職進修，踐履創辦人叮囑「國家強盛靠人才，
人才靠教育；教育要成功，需不斷研究」的信念。再次，無論是師資培育中心或教
育研究所的校友，在銘傳嚴管勤教的治校風範下，畢業後在教育崗位都有非常卓越
的成就與表現，不少學長姊已升任校長、主任或擔任組長、導師或專任教師，已讓
創辦人的理念薪傳桃李滿天下。
語云：「教育不是萬能，但卻有無限的可能。」大學的重要性在於人才培育的
價值，尤其是來自不同家庭、不同環境、不同社會、不同族群及不同國家的不同學
生，在大學教育的薰陶下，不但充實其專業知能，透過正式與非正式課程的潛移默
化，以及多元精彩社團活動的參與，據以培養學生具有專業知能、知書達禮、應對
進退有節、能團結合群、健康又能溝通與解決問題的優秀人才。因此，大學不僅僅
是知識的殿堂，更是提供教、學與創新的機會，透過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的啟迪，
聚集一群菁英人才開創新知、人格涵養、培養謀生的專業與技能，使每位大學畢業
的人才有能力、夠專業、能溝通、懂得解決問題的方法，進而研發創新、開創新
局。也因此，銘傳大學實施十力教育，就是要學生具有品德力、知識力、體能力、
群體力、美感力、企劃力、溝通力、國際力、解決力及就業力，讓銘傳畢業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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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為卓越、優秀、具挑戰力且能開創新局的一流人才。
歷經60年艱辛的成長歷程，銘傳始終秉持創辦人教育報國的信念，落實於卓越
化、專業化及國際化一流人才的培育。由於董事會的支持及校長李銓博士對國際化
的高瞻遠矚，不但於2010年獲得美國中部各州校院高等教育評審會（Middle
States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簡稱MSCHE）的認可(accreditation)
通過，以及2016年再認可通過長達十年的最高期程(re-accreditation for 10
years)。加上2001年率先各大學成立國際學院以來，積極拓展國際教育，2016學年
度境外學生(含國際學生、海青班、僑生、大陸學生、華語文學生等)人數超過4千
人，居全國大專校院之首。凡此種種，均展現包創辦人、李創辦人60年來創辦銘傳
大學的卓越成效，加上校長李銓博士的卓越領導傳承，使銘傳大學不僅立足於臺
灣，更能揚名於國際，且於美國密西根州設立美國分校，開創亞洲第一所日不落校
的首例。
教育是一棒接一棒的重要歷程，而教育更是人類重要的知識、思想與創新工
程。教育不但要傳薪文化，更要創新文化。然教育要成功自不是一個人所能獨力完
成的任務，銘傳的大家長李銓校長常勉勵所有夥伴，每位都是銘傳重要的英雄。走
過 60 年的歲月，讓我們曾經一起努力過，也有諸多成果讓銘傳人引以為傲。展望
下一個 60 年，又是另一個挑戰的開始，法國哲學大師笛卡兒(René Descartes)曾
說:「人是會思考的動物。」讓我們共同思考，共同面對少子女化的挑戰，共同開
創銘傳再 60 的巔峰，為人類、為文化、為教育、為國家社會持續栽培更多卓越人
才而攜手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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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
與學校創新經營關係之研究
陳建明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新北市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與學校創新經營的現
況，並比較不同背景變項所產生的差異，進而探討兩者之間的相關及預測情形；本
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新北市 104 學年度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調查所得資料以
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 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典型相關及逐步多元迴歸分
析等方法，進行資料分析。研究結論如下：
一、國小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達中高程度表現，以「建構教育空間」層面最高。
二、國小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達中高程度表現，以「學生展能創新」層面最高。
三、不同性別、年齡、教學年資及擔任職務之國小教師對於校長空間領導的知覺具
有顯著差異。
四、擔任不同職務之國小教師對於學校創新經營的知覺具有顯著差異。
五、國小校長空間領導與學校創新經營之間呈現高度正相關。
六、國小校長空間領導能正向預測學校創新經營，其中以「融入課程教學」最具預
測力。
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幾點建議供參考。

關鍵字：國小校長、校長空間領導、學校創新經營、國小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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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rincipals' Space
Leadership and School Innovative Management as Perceived
by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New Taipei City
Chien-ming Chen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present status of principals' space
leadership and school innovative management as perceived by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New Taipei City, as well as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resulted from background
variations and then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and forecast between principals' space
leadership and school innovative management. Survey research method was conducted to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New Taipei City in the 2015 school year. In this study,
statistical analyses include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ndependent Samples t-test, One-Way
ANOVA,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d 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Conclusions
were made as follows:
1. The perceptions from th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regarding the principal space
leadership were at upper-middle level, especially of “constructing of educational
space” was at the highest level.
2. The perceptions from th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regarding the school innovative
management were at upper-middle level, especially of “innovation of student
activity ” was at the highest level.
3. The gender, age, service duration, and position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could
caus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principals' space leadership.
4. The position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could caus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school innovative management.
5. There were high posi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s' space
leadership and school innovative management.
6.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s' space leadership had remarkable predictabilities on
school innovative management. And “space into curriculum teaching” had the greatest
predictability.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were also given following the above conclusions for the
future reference.
Keywords: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 Principals' space leadership, School innovative
management,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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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校長是學校校務的領航員，學校教育是否成功，則有賴校長發揮影響力，整合
校內外資源及設施，帶領全體親師生共同朝向明確可行的教育目標邁進，以確保學
校永續經營。
秦夢群（2010）在《教育領導理論與應用》探討 55 個教育領導理論，其中
「空間領導」是其中最新的教育領導理論之一。而整理近三年有關教育領導之國內
博碩士論文，主題偏重國民中小學轉型領導、服務領導、科技領導、知識領導、變
革領導、願景領導、課程領導、魅力領導、道德領導、競值領導、分佈式領導、教
學領導以及策略領導等（國家圖書館，2015），湯志民（2009）也指出學校領導者
透過空間規劃的境教情境，可與課程、教學和行政共構並引領學校發展。顯見「空
間領導」理念之形成，且其對教育影響之重要性絕不亞於「行政領導」、「教學領
導」或其他新興領導理論。
吳清山（2008）指出空間是有形的物質環境，領導卻是無形的，空間領導便是
希望學校校長善用有形的物理環境，透過無形的領導來發揮影響力，進而影響學校
的發展。「有怎樣的校長，就有怎樣的學校」(As is the principal, so is the
school)，校長的領導作為對校務的永續發展佔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地位，校長若能
積極推動空間領導，必能帶領學校邁向優質卓越。
處於二十一世紀知識經濟時代，誰擁有知識，就擁有競爭力。一波波教育改革
潮流發展，使學校教育環境面臨的壓力與挑戰不斷升高，學校經營者在此教育危機
與轉機關鍵時刻，必須揚棄舊思維及保守框架，蛻變為積極創新、活化管理，思索
何種「特色」的經營，可以贏得家長們的認同、吸引更多學生前來就讀及爭取更多
社區資源挹注學校建設，以提高學校競爭力，使創新經營成為學校進步與發展的動
能（吳清山，2004），如此才能促使學校教育永續發展。
創新經營在學校教育上的應用，不只是在行政與教學上的創新，更是去尋求學
校在經營願景、組織結構、運作流程、人力資源、活動推展、環境設施、學校與社
區互動、績效目標等方面可能的創新（引自黃宗顯，2004），學校創新經營可以著
墨的方向與重點甚多，值得學校經營者不斷推演思考，探尋創新經營之道。
校長空間領導是校長領導研究的新取向，學校創新經營的目的在提升學校競爭
力，促進學校永續經營，就過去的實證研究中發現，校長的領導能對校務發展產生
關鍵的影響力，然而校長空間領導的實施現況為何? 學校創新經營的現況如何？校
長空間領導的推動，能否創新學校經營？值得吾人關注。因此，研究者認為針對國
小校長空間領導與學校創新經營此一主題實有深入探究之價值，依據前述之研究動
機，本研究之目的分析如下：
一、瞭解新北市國小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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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究不同背景變項之新北市國小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與學校創新經營
之差異。
三、分析校長空間領導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相關情形。
四、分析校長空間領導對學校創新經營之預測情形。

貳、文獻探討
一、校長空間領導的意涵與層面
Chapman(2006)曾言，空間是一種文化力量(space as a cultural force)。每
個空間代表著設計者的中心思維與其想要表達的觀念；學校空間是一種人為建構的
潛隱性空間，其能展現教育之作為，具有言說、導引學生淨化心靈、啟迪學習的功
效，更具有境教實質的影響力（馮朝霖，2000；趙天儀，2006；Blocker &
Jeffers ,1999; Klein & Diket, 2006）。

（一）空間領導的意涵
Tanner 和 Lackney(2006)指出學校空間的規劃、設計、建造、管理和營運，需
運用各種領導原理，使之更臻完善。為使學生成功，Hilliard 和 Jackson(2011)強調
目前的教育領導趨勢應加入設施規劃與設計，Stack(2010)更說明設施領導的專業
發展，應掌握教育的需求和變遷，運用領導使設施成為策略的夥伴，並引領變革
（引自湯志民，2011）。
鄭女玲（2011）認為空間領導是領導者為了營造一個優質的、精緻的校園環
境，透過完善的設施來激勵學校內所有社群成員，產生正向且積極的效果，最終的
目標在於希望學生都能在愉悅學習、終極關懷的情境中達到教育目標。
吳清山（2013）認為，空間領導係指領導者善於規劃和運用各項硬體設施，提
供成員良好的工作環境，以利營造適切合宜的氣氛，進而提升組織效能和達成組織
目標。
湯志民於 2008 年在《教育研究月刊》提出「空間領導」名詞與理論，他認為
「空間領導」應為「教育空間領導」或「學校空間領導」的簡稱，主要係為與「課
程領導」、
「教學領導」和「行政領導」，而作對稱性的簡稱所致。他進一步指出
Tanner 和 Lackney(2006)所著《教育設施規劃：領導、建築和管理》(Educational
facilities planning: Leadership, architecture, and management)一書，將領導融入「發展
教育設施的程序模式」(A procedural for developing educational facilities)之中，已有
統整的「空間領導」概念，同時，他更從本質、對象及行動歷程等三方面分析校長
10

空間領導概念：
1.空間領導的本質，是引領學校空間和教育發展的方向。
2.空間領導的對象，係指組織中的成員，包括領導者（如校長、主任或學科召集人
等居於領導職位者）與被領導者（如教職員生）。
3.空間領導的行為，是朝向學校組織與成員的共同目標的各項策略與行動，這些策
略與行動就是透過規劃與運用校舍、校園、運動場和附屬設施，以建構對學校課
程、教師教學、學生學習、行政管理和社區公關，具有實質影響力的「點、線、
面、體」環境。
綜上所述，本研究定義校長空間領導是領導者透過資源設施整合及完善規劃學
校環境，提供全體親師生優質的學習情境，藉以創新課程教學行政、提升學習成效
及拓展社區關係等教育目標。

（二）校長空間領導的層面
湯志民（2010）研究結果指出臺北市與新北市國民中小學創新經營學校認為最
有效的空間領導方式之排序為「以空間規劃豐富學習資源」、「以空間規劃提升教育
意境」、「以空間規劃引領教學創新」、「以空間規劃帶動課程發展」、「以空間規劃拓
展社區關係」、「以空間規劃促進行政革新」。而在其他關於校長空間領導相關研
究，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程度最高的層面為「以空間規劃提升教育意境」（曾雅
慧，2011；陳炫佑，2013；劉侑承，2013），另李冠霖（2011）研究發現則以「協
助教師教學」為較高的校長空間領導知覺層面。
近年來，為積極探究空間領導內涵，將湯志民（2008、2009）提出的空間領導
方式「提升教育意境」與「豐富學習資源」整合為「建構教育空間」；將「帶動課
程發展」與「引領教學創新」整合為「融入課程教學」；並將「學生學習」、「引領
教學創新」、「帶動課程發展」及「拓展社區關係」等空間領導方式統整為「使用者
共同參與」。
本研究將湯志民（2013）所提出「形塑空間願景」、「建構教育空間」、「融入課
程教學」、「使用者共同參與」等四個層面，作為校長空間領導的重要研究構面，茲
分述如下:
1.形塑空間願景：形塑空間願景指校長帶領全校師生運用校內外資源共同發展學校
空間環境願景。
2.建構教育空間：建構教育空間指校長進行校園規劃時，能夠以全校師生的教學與
學習需求為優先。
3.融入課程教學：融入課程教學指校長進行規劃設計校園時，能符應各領域教材教
學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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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使用者共同參與：使用者共同參與指校長能給予全體師生空間規劃參與權，參與
校園規劃設計，增進師生認同感及歸屬感。

二、學校創新經營的意涵與層面
高希均（2000）在《知識經濟之路》一書中指出，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
獨領風騷，「創新」指向無限可能。而創新的產生，主要是回應全球化及動態變遷
下的三個世界環境趨勢：激烈的國際競爭、需求多元化的市場、及多樣且快速變遷
的科技發展展(Alegre, Lapiedra, & Chiva, 2006)。

（一）學校創新經營的意涵
知識經濟時代有兩項重點，一是創新，二是人才培育（方琇瑩，2001）。「追求
卓越，提升品質」一直是教育努力的方向。因此，學校的創新經營，除了產出創新
性知識外，更重要則是提高學校競爭力，俾使學校永續經營發展。林新發（2009）
指出，學校組織與企業組織一樣，正面臨高度競爭的環境，也逐漸喪失受養護性的
組織特性，再加上近年來教育經費越趨緊縮、教師專業自主權的提升、家長教育選
擇權的尊重，以及學校辦學績效的重視等因素，均使得學校經營亦須革新且創新，
才能因應當前環境的衝擊。因此，創新的智慧不但是企業組織在險峻環境中生存的
要件，在教育上看來亦是學校組織提升教育品質、滿足社會需求的關鍵（秦夢群、
濮世緯，2006）。
吳清山（2004）認為學校創新經營不僅是一種理念，更重視行動的實踐，它是
創新與經營的結合體，以「創新」為體，並以「經營」為用，以發揮學校教育的功
能。
就創新之概念來說，童鳳嬌（2009）認為創新是一種由無到有，或者是將舊有
的事物以不同以往的方式來詮釋的過程，學校的創新經營除了在舊有的基礎及過程
上進行改變外，加諸新觀念及新方法，更需透過創新環境的營造及創新文化的形
塑，才能致力於各項校務運作及革新。
爰此，本研究將學校創新經營定義為：校長因應環境與時代變遷，整合校內外
資源、人力及環境，引領成員創新思維，激發學校創新動能，運用知識系統的管理
與運作，將創意的點子轉化到學校的行政管理、課程教學、學生表現、校園營造以
及資源整合等各層面，以達到學校教育目標，發展學校特色，並確保學校的教育績
效與核心競爭力，促使學校永續發展。

（二）學校創新經營的層面
根據相關文獻（范熾文，2011；謝傳崇、蕭輝勳，2011；王甄蔓，2012；邱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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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2012；李俊緯，2013；黃以喬，2013；黃建翔，2014；翟家甫（2014）；鐘啟
哲（2015）；吳晏禎，2015）觀點，本研究將「學校創新經營」分為「行政服務創
新」、「課程教學創新」、「學生展能創新」、「環境設備創新」、「資源整合創新」等五
個層面，茲分述如下：
表1
學校創新經營層面歸納統計表
行政
服務
創新

層面
分類

研究者

行
政
與
領
導
創
新

行
政
管
理
創
新

行
政
服
務
創
新

課程
教學
創新
行
政
經
營
創
新

課
程
教
學
創
新

教
師
與
教
學
創
新

學生
展能
創新
學
生
展
能
創
新

學
生
學
習
創
新

環境
設備
創新

學
生
活
動
創
新

學
生
表
現
創
新

（年

校
園
美
化
創
新

校
園
環
境
營
造
創
新

環
境
設
備
創
新

資源
整合
創新
校
園
情
境
創
新

資
源
整
合
創
新

社
區
資
源
創
新

資
源
運
用
創
新

其他
外
部
資
源
創
新

代）
范熾文
（2011）
謝傳崇
等人
（2011）
王甄蔓
（2012）
邱世方
（2012）

*

*
*

*

*

*

*

*

*

*

*

*

李俊緯
*
（2013）
黃以喬
*
（2013）
黃建翔
*
（2014）
翟家甫
*
（2014）
鐘啟哲
*
（2015）
吳晏禎
*
（2015）
註：依年代排序

*

*

*
*

*

*

*

*
*

*

*

*

*

*

*
*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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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資
訊
科
技
創
新

*

*
*

組
織
文
化
與
氣
氛
創
新
*

*

*

*

*

*
*

*

*

*

公
共
關
係
創
新

*

1.行政服務創新
行政服務是學校行政運作的策略，也是行政創新的主軸。行政服務創新是指學
校行政能以服務的觀念，以新觀念和新作為推動學校事務，提升行政效率與有效支
援教學，達成教育目標。
2.課程教學創新
學校能激勵教師運用創意，去蒐集、研發、分享新的教材內容、教學方式及教
學評量，並鼓勵教師共同備課、觀課及議課，分享觀摩學習，以使教學活動不斷創
新，激發學生創意，進而提升教師專業成長與學生學習成就，確保學校課程教學品
質。
3.學生展能創新
學生的學習是學校經營的重要指標，學校應突破傳統，將創意展現在學生活動
的規劃中，藉由各種典禮、儀式、活動，提供學生發展多元才能的機會，鼓勵學生
勇於嘗試、發揮創意，肯定學生多元表現，開啟學生的優勢智慧。
4.環境設備創新
學校能因應教育發展需要，規劃設計出創意的校園環境，提供完善安全的軟硬
體設備設施，以營造兼具科技、藝術與人文素養的創意教育環境，發揮境教的積極
功能，並達到提升教師教學效能與學生學習成就的教育目標。
5.資源整合創新
學校能積極透過各項行銷、社區公共關係、親師關係的經營，並運用系統化創
意思維與結合創新資源網絡系統，整合所有校內外資源及環境，將教育資源發揮最
大效用，進而達到有效提升學校整體競爭力的目標。

三、校長空間領導與學校創新經營之關係
校長空間領導屬於新興教育領導議題，有關校長空間領導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研
究，在國內較少文獻針對此兩變項作探討。茲藉由校長空間領導之相關研究，來輔
助了解與學校創新經營的關係。
在實證研究方面，湯志民（2010）發現臺北市與新北市國民中小學空間領導應
用於創新經營，主要採用「成員共同參與」、「經費申請」、「校園空間活化」與「以
使用者中心之思考」等策略，且臺北市與新北市國民中小學創新經營學校之「空間
領導策略」，整體認為以「建置空間情境」為最重要；莊明達（2012）發現國小校
長空間領導與創新經營的實施現況呈現良好，不同教師背景變項在校長空間領導與
創新經營皆有顯著差異，國小校長空間領導與創新經營存在中高度正相關，校長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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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領導的各向度中，以「豐富學習資源」對整體學校創新經營最具有預測力，國小
校長空間領導對於學校創新經營具有顯著影響效果；陳炫佑（2013）發現國小校長
空間領導為中高程度，以「校長以空間規劃營造教育情境」程度最高，以男性教師
的校長空間領導感受程度較高；諶志銘（2013）發現國小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屬
中上程度，在「學校創新經營」五個層面中，以「學生活動創新」層面最高，不同
學校規模之國小教師，在整體學校創新經營有顯著差異；張茵倩（2014）發現國小
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呈現中高表現，以「環境資源整合效能」向度的表現最佳，擔任
主任或組長的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效能的知覺程度顯著高於擔任級任的教師；黃建
翔（2014）發現國小學校創新經營效能整體及各層面呈現中高表現，以「學生展能
創新效能」得分最高，國小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因不同服務年資、擔任職務
及學校地區而有顯著差異；黃國庭（2014）發現國小校長空間領導與創新經營的實
施現況呈現良好，不同教師背景變項在校長空間領導與創新經營皆有顯著差異，國
小校長空間領導與創新經營存在中高度正相關，國小校長空間領導對學校創新經營
的影響有直接效果；莊明達（2012）、黃國庭（2014）與鄭文淵（2014）研究結果
皆指出校長空間領導與創新經營有高度正相關，而且校長空間領導對學校創新經營
效能具有高度預測力。
綜合上述相關研究，可以發現校長空間領導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有密切關係，
相關發現如下：國小校長空間領導與學校創新經營的實施現況呈現中高程度，國小
校長空間領導與創新經營存在中高度正相關，國小校長空間領導對於學校創新經營
具有顯著影響效果。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工具

（一）問卷編製
第一部分為教師基本資料，包含性別、年齡、學歷、服務年資、現任職務、學
校規模等六項教師背景變項。第二部分為「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問卷，採用湯
志民（2013）「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教師組織承諾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所
編製之「學校創新經營--空間領導問卷」，包含形塑空間願景、建構教育空間、融
入課程教學、使用者共同參與等四個層面。第三部分為「國民小學學校創新經營」
問卷，參酌諶志銘（2013）、鄭文淵（2014）、黃建翔（2014）所編製之「學校創新
經營量表」，並綜合相關文獻探討成果編製而成，分為行政服務創新、課程教學創
新、學生展能創新、環境設備創新、資源整合創新等五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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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填答與計分
問卷採 Likert 五點量表，計分從「非常符合」、「符合」、「部分符合」、「不符
合」至「非常不符合」分別為 5、4、3、2 至 1 分，受試者擇一填答，在問卷上的
得分愈高，則表示受試者知覺校長空間領導與學校創新經營程度愈高，反之則愈
低。

（三）信效度分析
在效度方面，本研究「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問卷」之測量模式檢驗結果顯示
適配程度良好（χ²=331.4、df=51、GFI=.98、CFI=.98、NFI=.97、RMSEA=.073），
標準化因素負荷量依序為： .91、 .95、 .94、 .87 皆達顯著水準（p＜.001）。
而本研究「學校創新經營」問卷，以驗證性因素分析，確立資料與模式之間的適配
度能否獲得支持，整體適配度結果顯示，除 GFI = .77、AGFI = .72 未達標準外，
其餘 NFI = .95、NNFI = .98、CFI =.99、IFI = .99 均大於 .90 之檢定標準，且
RMSEA = .073 與 SRMR = 0.047 皆小於 .08 之檢定標準，所有題目的因素負荷量介
於.66 至.88 之間，結果顯示一階五因素模型獲得驗證。因此，本量表之整體模式
與內在品質良好。
在信度方面，本研究「校長空間領導問卷」經信度分析結果，Cronbach's
alpha 係數達 .96，而「學校創新經營量表」五個層面的 Cronbach’s α 值介
於 .850 至 .925 之間，總量表之 Cronbach’s α 值甚至高達 .954，因此本研究
問卷具有良好信度。

二、 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新北市公立國民小學現職教師為研究母群體，依據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網站公告 104 學年度之學校資料共 204 所國民小學，教師人數
16201 人為對象（新北市政府教育局，2015），抽樣原則採用分層隨機抽樣方式。將
全市公立國民小學依「學校規模」為分層標準，計算學校班級數 12 班以下、1324 班、25-48 班及 49 班以上等四種類別區分。
依Creative Research Systems(2015)線上抽樣數網站計算，母群體為16,201
人，信心水準為 .95，抽樣誤差為4%，應抽樣本數不得少於579人，經分層比例之
抽樣統計後，決定樣本數為600人。問卷總共回收584份，回收率為97.30%，剔除資
料不全及填答不實之問卷24份，有效問卷560份，可用率為95.89%。各規模取樣學
校樣本人數統計、回收情形如表2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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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正式問卷調查樣本統計表
學校規模

發出份數

回收份數

有效份數

12 班以下

48

46

42

13-24 班

40

37

32

25-48 班

117

114

109

49 班以上

395

387

377

小計

600

584

560

有效問卷率

93.33﹪

三、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在問卷資料收回後，刪除資料不全及作答不完整者，將資料編碼登錄，
並以 SPSS 18.0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統計分析，茲將資料處理之統計方法說明如
下：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以各層面與整體之平均數及標準差，瞭解國小教
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現況。

（二）獨立樣本 t 考驗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以「教師背景變項」為
自變項，「校長空間領導」與「學校創新經營」各層面為依變項，運用獨立樣本 t
考驗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檢定，探究不同背景變項之新北市國小教師知覺校長
空間領導與學校創新經營是否有顯著差異。

（三）典型相關分析：以典型相關分析新北市國小校長空間領導與學校創
新經營之間是否有顯著相關。

（四）逐步多元迴歸分析：使用逐步多元迴歸分析來分析校長空間領導各
層面對學校創新經營的預測力。

肆、 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 新北市國小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現

17

況

（一）新北市國小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之現況分析
由表 3 可知，新北市國小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整體之平均數為 3.81，其得
分屬於中高程度，顯示新北市國小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屬於正向的中高度表現，
與曾雅慧（2011）、莊明達（2012）、陳炫佑（2013）、劉侑承（2013）、黃國庭
（2014）及李冠瑩（2015）的研究結果相同，推究其原因，空間領導是校長發揮響
力，整合親師生人力資源所完成的校園環境建築的整體規劃，它不僅建構安全完整
的學習空間，也能引領課程教學的創新，在少子化浪潮影響下，空間領導更有其時
代意義。
表3
新北市國小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之現況分析表

（N=560）

層面

題數

平均數(M)/題數

標準差(SD)

排序

形塑空間願景

5

3.87

.688

2

建構教育空間

5

3.91

.632

1

融入課程教學

5

3.85

.662

3

使用者共同參與

5

3.61

.794

4

整體

20

3.81

.612

（二）新北市國小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之現況分析
由表 4 可知，新北市國小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整體現況之平均數為 3.95，
其得分屬於中高程度，顯示對國小教師而言，學校創新經營獲得中高程度的認知與
支持，顯示近年來各級政府積極推動學校創新經營獎、創新教學獎及 Super 教師、
特色學校等導引學校創新經營的相關活動，創新經營已成為各校提升績效、發展特
色的重要共識。
依新北市國小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層面之平均數觀之，以「學生展能創新」
的知覺程度最高，推究其原因，顯示各校重視學生多元創意學習，鼓勵學生參與創
新思考競賽，積極提供學生各種創意舞台活動，促使學生多元適性發展。
而新北市國小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程度較低的則為「行政服務創新」層面，
顯示近年來，校園民主化後，教師自主意識高張，學校行政業務繁雜，學校行政人
員流動率高，行政業務難以整體持續性發展，學校行政業務仍以循序漸進、穩健推
動為主，難以開展創新服務的格局。
18

表4
新北市國小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之現況分析表

（N=560）

層面

題數

平均數(M) /題數

標準差(SD)

排序

行政服務創新

5

3.79

.648

5

課程教學創新

5

4.05

.566

2

學生展能創新

5

4.18

.575

1

環境設備創新

5

3.93

.656

3

資源整合創新

5

3.81

.682

4

整體

25

3.95

.533

二、不同背景變項之新北市國小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與學校
創新經營之差異

（一）不同背景變項之新北市國小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之差異
「性別」、「年齡」、「教學年資」與「現任職務」變項達顯著水準，「學歷」與
「學校規模」變項未達顯著水準。
1.「性別」變項在「融入課程教學」、「使用者共同參與」層面及「整體校長空
間領導」達顯著差異，顯示新北市國小男性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顯著高於女性教
師，本研究結果與李冠霖（2011）、陳炫佑（2013）與劉侑承（2013）之研究結果
相同。推究其原因，新北市國小男教師能積極參與學校校園空間規劃，因此國小男
教師對於校園認同與歸屬感顯著高於女教師。
2.「年齡」變項在「形塑空間願景」、「建構教育空間」與「整體校長空間領
導」層面達顯著差異，顯示 51 歲以上的教師顯著高於 31-40 歲及 41-50 歲的教
師，本研究結果與曾雅慧（2011）、劉侑承（2013）與黃國庭（2014）之研究結果
相同。推究其原因，51 歲以上的教師有豐富的教學經驗及閱歷，能以完整系統
化、持續性知覺校長之空間領導作為，且對校長空間領導之知覺，較能以學校整體
教學及學習需求來看待，未受校長任期更迭之影響。
3.「教學年資」變項在「建構教育空間」與「整體校長空間領導」層面達顯著
差異，顯示任教 5 年以下的教師顯著高於任教 16-20 年的教師，推究其原因，任教
5 年以下的教師教學年資雖然資淺，但較能熱情參與與投入學校各項活動及各項改
革規劃推動案，自然能有顯著的校長空間領導知覺。
4.「現任職務」變項在「融入課程教學」、「使用者共同參與」與「整體校長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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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領導」層面達到顯著差異，顯示教師兼主任顯著高於教師兼組長、高於級任教師
及科任教師，本研究結果與李冠霖（2011）、曾雅慧（2011）、莊明達（2012）、劉
侑承（2013）與黃國庭（2014）之研究結果相似。究其原因，教師兼主任因參與各
項行政業務推展，肩負著校園環境設施規劃與建置的責任，必須與組長、級任老
師、科任老師共同建構多元的學習與生活空間。

（二）不同背景變項之新北市國小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之差異
「現任職務」變項達顯著水準，「性別」、「年齡」、「學歷」、「教學年資」與
「學校規模」變項未達顯著水準。
「現任職務」變項在「行政服務創新」、「環境設備創新」、「資源整合創新」與
「學校創新經營整體」層面達顯著差異，顯示教師兼主任顯著高於級任教師和科任
教師。顯示在新北市各國小教育現場，教師兼主任職務是學校創新經營計畫的規劃
者、推動者，教師兼主任從編擬計畫、與親師溝通會談，凝聚共識，甚至積極引進
校外資源、整合校內資源，在在顯示主任於學校創新經營各層面之推動執行上，會
比科任教師有更顯著的知覺取向。

三、新北市國小教師在校長空間領導與學校創新經營之典型相
關

（一）依典型相關程度分析
本研究分別將受試者知覺的校長空間領導的各層面視為一組變項群，另以受試
者知覺學校創新經營的各個層面視為另一組變項群，進行兩組變項群之間典型相關
分析，得到四組典型相關變項與典型相關係數，兩組達到顯著水準，其典型相關係
數為 .797、 .206，顯示新北市國小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與學校創新經營屬於高
度相關，結果詳如表 5。
表5
新北市國小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與學校創新經營典型相關分析結果
組別

特徵值

典型相關係數 ρ

2

自由度

共同變異量 ρ

顯著性

1

1.742

.797***

20

.635

.000

2

.044

.206**

12

.043

.002

3

.013

.114

6

.013

.294

4

.000

.006

2

.000

.988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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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典型因素的解釋變異量分析
依表 5 顯示，新北市國小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變項的第一個典型因素(

)，

可以解釋學校創新經營變項的第一個典型因素( )總變異量的 63.5%；而由表 6 可
知，校長空間領導的第一個典型因素( )可解釋校長空間領導總變異量的
77.041%；學校創新經營的第一個典型因素( )可解釋學校創新經營總變異量的
68.607%；再者，五個學校創新經營變項透過典型因素 與 ，可以解釋校長空間
領導的 48.949%；而另外四個校長空間領導變項透過典型相關因素 與 ，可以解
釋學校創新經營的 43.590%。

表6
新北市國小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與學校創新經營典型相關之因素結構
校長空間領導
層面

學校創新經營

典型因素

層面

典型因素

形塑空間願景

-.833

.052

行政服務創新

-.858

-.230

建構教育空間

-.872

.382

課程教學創新

-.778

.454

融入課程教學

-.913

.198

學生展能創新

-.652

.293

使用者共同參與

-.890

-.389

環境設備創新

-.905

.221

資源整合創新

-.920

-.145

抽出變異量百分比

77.041

8.490

抽出變異量百分比

68.607

8.299

重疊量百分比

48.949

.362

重疊量百分比

43.590

.354

（三）依典型相關的結構係數分析
如圖 1 顯示，校長空間領導變項中，以「融入課程教學」和第一個典型因素
(λ1)的相關較高(-.913)；學校創新經營變項中，以「資源整合創新」、「環境設備
創新」和第一個典型因素(η1)的相關較高(-.920、-.905)。從圖 1 可以看出新北
市國小教師校長空間領導的「融入課程教學」層面，係透過第一組潛在變項(λ1、
η1 )而影響到學校創新經營的「資源整合創新」層面，亦即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
導的「融入課程教學」程度愈大，則愈能顯現學校創新經營「資源整合創新」之效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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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塑空間願景

建構教育空間

-.833
.05
2
-.872

ρ1=.797
λ1

η1

.382
-.913
.198

融入課程教學
-.8
使用者共同參與

90

ρ2=.206
λ2

η2

行政服務創新
-.858
-.2
30-.778
課程教學創新
.45
4 -.652
學生展能創新
.293
-.905
.221

環境設備創新

-.9
-.14520

-.389

資源整合創新

圖 1 校長空間領導與學校創新經營典型相關路徑分析圖

因此，校長空間領導影響到學校創新經營的相關有二：一是教師知覺校長空間
領導的「融入課程教學」程度愈高，對學校創新經營的「資源整合創新」與「環境
設備創新」影響愈大；二是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的「建構教育空間」程度愈高，
對學校創新經營的「課程教學創新」影響愈大。
綜而言之，本研究結果顯示校長空間領導與學校創新經營具有高度正相關，意
即新北市國小教師所知覺校長空間領導整體及各層面表現愈好，則學校創新經營整
體及各層面的表現也愈佳。

四、新北市國小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對學校創新經營之預測
情形
本研究以新北市國小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各層面為預測變項，再分別以學校
創新經營各層面為效標變項，進行逐步多元迴歸分析，來瞭解新北市國小教師知覺
校長空間領導對學校創新經營之預測情形。綜合逐步多元迴歸分析結果彙整成摘要
如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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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新北市國小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對學校創新經營的解釋力摘要表
效標變項
行政服務創新

課程教學創新

學生展能創新

環境設備創新

資源整合創新

學校創新經營整體

進入迴歸的預測變項

解釋力

使用者共同參與

39.5%

融入課程教學

5.7%

形塑空間願景

1.3%

融入課程教學

34.1%

建構教育空間

3.9%

使用者共同參與

0.8%

融入課程教學

24.9%

形塑空間願景

2.3%

融入課程教學

44.3%

使用者共同參與

4.8%

建構教育空間

2.4%

形塑空間願景

0.4%

融入課程教學

44.6%

使用者共同參與

7.0%

形塑空間願景

1.9%

融入課程教學

51.3%

使用者共同參與

5.8%

形塑空間願景

2.2%

建構教育空間

0.6%

聯合解釋力
46.5%

38.8%

27.2%

51.9%

53.5%

59.9%

由表 7 可知，就新北市國小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對學校創新經營各層面與整
體的預測情形，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校長空間領導對學校創新經營整體之預測力分析
校長空間領導各層面能聯合預測學校創新經營整體 59.9%的變異量。其中以
「融入課程教學」層面的單獨解釋量最大，即預測力最高，亦即如果校長空間領導
「融入課程教學」層面實施程度愈高，則教師所知覺的學校創新經營整體程度愈
高。

（二）校長空間領導對學校創新經營各層面之預測力分析
以學校創新經營各層面作為效標變項，均有二到四個達顯著水準的預測變項，
且其標準化係數皆為正數，當效標變項為「行政服務創新」，預測變項中以「使用
者共同參與」有最高的 39.5％解釋力，即預測力最高；當效標變項為「課程教學
創新」，預測變項中以「融入課程教學」最高的 34.1％解釋力，即預測力最高；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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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標變項為「學生展能創新」，預測變項中以「融入課程教學」有最高的 24.9％解
釋力，即預測力最高；當效標變項為「環境設備創新」，預測變項中以「融入課程
教學」有最高的 44.3％解釋力，即預測力最高；當效標變項為「資源整合創新」，
預測變項中以「融入課程教學」有最高的 44.6％解釋力，即預測力最高。
進一步分析，鄭文淵（2014）的研究結果則以「帶動課程教學發展」最具預測
力，與本研究結果相符。而本研究結果認為如果校長空間領導「融入課程教學」層
面實施程度愈高，則教師所知覺的「整體學校創新經營」程度愈高。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依據本研究結果的討論與分析，歸納研究結論，整理臚列如下：
（一）新北市國小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整體及各層面表現達中高程度表現，其
中以「建構教育空間」層面最高，「使用者共同參與」層面最低。
（二）新北市國小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整體及各層面表現達中高程度表現，其
中以「學生展能創新」層面最高，「行政服務創新」層面最低。
（三）不同性別在「融入課程教學」、「使用者共同參與」與「整 體校長空間領
導」層面，新北市國小男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顯著高於女教師。
（四）不同年齡在「整體校長空間領導」、「形塑空間願景」及「建構教育空間」層
面，「50 歲以上」教師的知覺程度顯著高於「31-40 歲」教師及「41-50
歲」教師。
（五）不同「教學年資」在「整體校長空間領導」及「建構教育空間」層面，「5
年以下」教學年資教師的知覺程度顯著高於「16-20 年」教學年資教師。
（六）不同「現任職務」在「整體校長空間領導」部分，「教師兼主任」的知覺程
度顯著高於「級任教師」及「科任教師」；在「融入課程教學」層面，「教師
兼主任」的知覺程度顯著高於「教師兼組長」及「級任教師」；在「使用者
共同參與」層面，「教師兼主任」的知覺程度顯著高於「級任教師」。
（七）不同「現任職務」在「整體學校創新經營」、「行政服務創新」與「環境設備
創新」層面，「教師兼主任」的知覺程度顯著高於「科任教師」；而在「資源
整合創新」層面，「教師兼主任」的知覺程度顯著高於「級任教師」及「科
任教師」。
（八）新北市國小校長空間領導與學校創新經營，呈現高度正相關，其中以校長空
間領導的「融入課程教學」與學校創新經營「資源整合創新」相關性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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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新北市國小校長空間領導能正向預測學校創新經營，其中以「融入課程教
學」最具預測力。

二、 建議

（一）舉辦校長空間領導能力研習，全面提升教育情境及學校效能
本研究結果顯示，校長空間領導整體及各層面表現愈好，則學校創新經營整體
及各層面的表現也愈佳，顯示要有良好的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就須提升校長空間領
導的能力。因此，建議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對於校長在空間領導的能力上做專業的加
強，運用工作坊及校長會議等模式，定期舉辦國小校長進修增能活動，持續增強校
長空間領導能力。

（二）鼓勵校長積極任事，強化學校行政服務創新
本研究結果顯示，新北市國小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以「行政服務創新」層面
知覺程度最低，由此可知新北市國小學校行政業務繁雜，學校行政人員流動率高，
行政業務難以整體持續性發展，學校行政業務仍以循序漸進、穩健推動為主，難以
開展創新服務的格局。建議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減低各校行政業務量，減少對學校
各項評鑑業務，鼓勵各校校長積極任事，引進人力及各項資源協助學校行政業務，
倡導學校創新行政作為，快速回應親師生的各項學習需求與意見。

（三）將空間領導納入評鑑指標，有效整合創新資源
本研究結果顯示，校長空間領導「融入課程教學」與學校創新經營「資源整合
創新」相關性最高。爰此，建議教育行政主管機關，應將「融入課程教學」等空間
領導因素納為國小校務評鑑之評鑑指標，透過校務評鑑機制，督導校長以「空間領
導」為核心，系統思考規劃校園及設施，並創新整合所有校務相關資源，挹注學校
各項創新教學與學生活動。

（四）提升親師生參與規劃校園，形塑學校認同與歸屬
本研究結果顯示，新北市國小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以「使用者共同參與」知
覺程度最低，因此，期盼新北市國小校長未來推動空間領導時，能多給予師生們，
正向參與校園規劃的機會，並經由師生共同參與，使各領域的教學能有效運用學校
空間與設備，提升教學效果，以增進師生對學校認同與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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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構以課程教學為核心的空間領導，形塑全面學習的校園文化
本研究結果顯示，校長空間領導的融入課程教學對於學校創新經營最具預測
力；爰此，校長推動空間領導不只規劃有形學校建築及設施的增設成立，其影響所
及是教師教學方式的改變、學生學習成效的提升及學校課程的帶動發展。因此，學
校應建構以學生學習為核心的空間領導，為每個孩子營造「處處能學習」的全面學
習校園。

（六）積極整合民間社區資源，深化空間領導的助學效能
本研究結果顯示，以校長空間領導「融入課程教學」與學校創新經營「資源整
合創新」相關性最高，因此，校長執行空間領導時，若能結合社區人文史地或生態
資源，不僅增加學校空間設施資源，更能整合學校社區資源，將社區資源納入學校
課程與教學規劃，解決學校資源經費不足問題，協助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更展現
空間領導的助學效能。

（七）設計多元展能的適性學習潛在空間，營造無所不在的學習情境
本研究結果顯示，新北市國小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表現，以「建構教育空
間」層面最高。因此，學校不只是具有單調學習空間與設施的建築，它蘊含多元展
能的適性學習，它營造無所不在的學習情境，這也是教師實施有效教學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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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媒體素養與批判思考
關係之研究
黃拓遠

摘要
本研究旨在進行大學生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媒體素養與批判思考關
係之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北部某私立綜合大學 16,842 學生為樣
本，以隨機抽樣方式，共發放 600 份問卷，回收 556 份，得有效問卷
507 份，以結構方程模式，加以統計分析，結果歸納如下：
模式顯示社群網站使用動機、批判思考共同顯著正向影響媒體素
養；以批判思考作為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影響媒體素養的中介因素均呈
現顯著正向影響，亦即大學生的社群網站使用動機會直接影響媒體素
養，但潛在的批判思考也會間接影響，社群網站使用動機也會因批判
思考的程度高低而影響媒體素養表現。
本研究以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媒體素養及批判思考對於大學生的
關係研究之建構模式，可提供大學行政人員、大學教育人員、大學生
及未來研究者，作為瞭解大學生在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媒體素養與批
判思考關係上之參考。

關鍵詞：大學生、社群網站、媒體素養、批判思考
31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Using Motivation, Media Literacy and Critical Thinking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Student: To-Yuan Huang

Advisor: Kuo-Pao Chang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conduct the present status of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using motivation, media literacy
and critical thinking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as well as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resulted from background variations an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
among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using motivation, media literacy and critical
thinking. Finally, this study was to forecast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using motivation, media literacy, critical thinking and to
construct the model. This study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selected a north private university by using random sampling. Total issued
600 questionnaires, got 556 questionnaires, 507 valid questionnaires. The
models showed that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using motivation and critical
thinking are simultaneously positive influence to media literacy. Meanwhile,
it showed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nfluences on critical thinking as the
intermediate factor of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using motivation to influence
media literacy. Theoretical models and empirical data, to achieve the best fit
test level.
This study may provide university administrators, university educators,
university students, future researchers, as a reference to understand the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motivation to use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media
literacy and critical thinking of the relationship.
Keywords: University Students,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Media Literacy,
Critical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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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新科技不斷推陳出新，衍生出如 Facebook、Twitter、LINE、Instagram…等五
花八門的社群網站，已成為新世代人類最佳的生活寫照，而社群網站如同另一種媒
體，所提供的資訊不僅有粉絲人氣、輿論聲浪、熱門議題還有使用者的個人資訊。
Boyd(2007)認為年輕人參與線上互動可增強自我發現及產生認同感，而媒體素養
(media literacy)之所以獲得重視，乃是因為對於網路電子媒體的興起感到憂慮，最
常被提及的是對於兒童、青少年、甚至成人，因為接觸電子媒體而受到負面影響的
關切。
由於電子媒體的影響力對於民主而言是相當重要的決定力量，因此也引起了必
須藉由媒體素養來建立公民技能、提升民主的關切(Hobbs, 1998)。隨著科技發展的
日新月異，社群網站使用日益普及，面對電腦與多媒體科技的充斥，傳統的能力框
架有必要加以打破，過去媒體素養用來泛指個體對於各種媒體尤其是廣泛運用的網
際網路所承載之訊息的解讀與運用能力(朱則剛，2005；Livingstone, 2003)。近年來
學者 Potter(2004)，擴展其內涵，主張媒體素養是個體藉以接觸並主動詮釋其遭遇
之媒體訊息的一種積極態度、觀點其核心在於協助個體漫遊媒體之際，能針對大眾
媒體的本質、所運用的科技與衝擊以及媒體文本中的內容進行批判性思考(Duncan,
2005)，進而創造自己的文本(Gainer, 2010)。
本研究旨在探討：
一、大學生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媒體素養與批判思考之間的預測情形。
二、建構大學生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媒體素養與批判思考之模式。
為達成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提出二個待答問題：
一、大學生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媒體素養與批判思考之間的預測情形如何？
二、本研究所建構的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媒體素養與批判思考之理論模式與實證資
料是否適配？

貳、文獻探討
本文針對本研究相關變項的理論與研究進行探討以作為研究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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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群網站使用動機之相關論述
Gülnar、Balic和Cakir (2010)等人調查大學生使用社群網站的動機為：自戀和自
我表達、媒體露出和性能、消磨時間、信息搜索、個人地位、關係維護以及娛樂。
國內已經有過許多研究社群網站使用動機的研究，例如蔡珮（1995）針對臺灣大學
椰林風情站，對電子佈告欄之使用行為與社會臨場感所作的研究，透過封閉式問卷
與開放選項填答的方式，將使用動機概分為六大因素，分別是社交因素、自我肯定
因素、消遣娛樂因素、監督因素、工具性使用因素、以及匿名性因素。
還有王嵩音和池熙璿（1997）在研究原住民新聞群組時認為主動傳布這是動機
因素中最為積極的一個面向，指的是使用者在加入討論群時，就具有強烈的使命
感，希望傳達一些重要的相關訊息、並藉由討論群的傳播功能推動運動，或是和成
員深入地討論某些議題。

表1
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層面歸納統計表
關係維持
層面 社交、互動
分類

性、維持人際

娛樂放鬆

資訊學習

主動傳布

消遣性娛

獲得資訊、

息搜索、解

主動傳布、 工具性逃
避、即時
自我肯定、
性、方便
說服他人、
性、督、
媒體露出和
匿名性

決問題

性能

樂放鬆消

係、自戀和自
我達、個人地
研究者

資訊、資訊
習、瞭解他

磨時間

位

(年代)

人意見、信

其他

王嵩音
*

*

(1997)
胡牧野

*

*

(2003)

*

*

*

曹小鵬
(2002)

*

*

*

蔡 珮
(1995)

*

*

*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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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1)
Flanagin
et al.

*

*

*

*

(2001)
Garramo
ne et al
*

(1986)

*

Gülnar,
et al.

*

*

*

*

*

*

*

*

*

*

*

*

*

*

9

8

10

*

(2010)
Kateratta
nakul
(2002)
Parker
(2000)
Sheizaf
(1986)
Stafford
et al.
(2001)
合計

3

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歸納社群網站使用動機的定義為：社群成員使用社群網站所涉及行為的發
端、方向、強度和持續性。本研究社群網站使用動機之操作型定義細分為：關係維
持、娛樂放鬆、資訊與學習、主動傳布等四個層面。

二、媒體素養之意涵
媒體素養既為現代公民基本素養之一，我們必須對各類型媒體的形式、特質予
以瞭解(Ploghoft & Anderson, 1982)，同時也需具備有目的之訊息接收技巧，例如辨
識訊息、瞭解製作訊息的元素、評價訊息、對訊息回應、明瞭媒體產生的影響等
(Hart, 1991)。Potter(2001)提出認知層面代表心智處理及思考，素養愈佳的人會知道
超越表面資訊而觀察到內容的深度。
35

表2
媒體素養層面歸納統計表
層面分類

機關單

媒體訊息分析

閱聽人意義的反省

媒體組織分析

其他

評估媒體、瞭
解媒體訊息
容、分析媒體

思辨反映能力。批
判性了解。思辨媒
體再現、反思閱聽
人的意義

媒體組織作、
批判性分析媒
體、分析媒體
組織

製作媒
體息、
使用媒
體

位與學者
美國媒體素
養研究中心

*

*

*

*

*

（1992）
教育
(2002)
媒體素養領
袖會議

*

*

（1992）
Hobbs
*

（2000）

*

Lloyd-Kolkin
與 Tyner

*

*

（1991）
McClure
*

（1994）
Potter
（2001）

*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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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2)
Shepherd
*

*

*

4

6

3

（1993）
合計

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根據 1992 年在美國舉行的「媒體素養領袖會議」定義，媒體素養是一種可以
獲取使用、分析、評估各種媒體訊息，並且能夠製作媒體訊息以達溝通目的之能力
(Silverblatt, 2001)。本研究媒體素養操作型定義為：對於媒體有思辨、近用、分
析、評估、製作的能力；細分為：媒體訊息分析、閱聽人意義的反省、媒體組織分
析等三個層面。

三、批判思考的定義
Facione 等人(1992)則認為批判思考傾向包括七大向度，並根據七大向度編制
「加州批判思考傾向量表」(The California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Inventory,
CCTDI)，其七個測量向度：1.尋求真相(truth seeking)。2.開放的心靈(open
mindedness)：能敏於覺察自己的偏見，或瞭解自己也有產生偏見的可能性，理解且
容忍不同意見，尊重他人擁有不同意見的權利。3.分析性(analyticity)。4.系統性
(systematicity)。5.自我信心(self-confidence)。6.追根究底(inquisitiveness)。 7.成熟度
(maturity)。
洪久賢、蔡長艷（1997）、溫明麗（2002）等學者認為批判思考是一種高層次
的認知能力和思考歷程，包含認知、情意與技能三方面，表現於個人面臨抉擇、價
值判斷或做決定等問題情境時，能結合外界資訊、本身觀察所得、自己先前已接受
的理論及本身所具備的知識，依據事實、證據，客觀的檢證、評析、解釋，再以歸
納、演繹和論證的評鑑進行推論，以決定何者可信、何者當做。
孫效智（2013）更認為批判思考不僅僅運用在各種專業知識的學術研究裡，也
應該用在具體生活實踐的課題及對最根本人生問題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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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批判思考層面歸納統計表
層面分類

作者（年代）

分析能力

好奇心

反思

人群關懷

其他

分析性、
邏輯推理
能力、有
系統方法

質疑精神、
尋求真相、
求證據、追
根究底

合理反
省、成
熟度、
反省能
力

開放心胸、
人生關懷、
求真、求實
處事態度

排除迷信
和權威、
系統性、
自我心、

洪久賢、蔡長艷

*

*

（1997）
*

孫效智(2013）
溫明麗（2002）

*

*

Allen Rott(1969)

*

Brookfield(1987)

*

*

Facione (1992)

*

*

*
*
*

Norris 和

*

*

*

Ennis(1989)
Paul(1990)

*

*

Watson 和

*

*

*

*

7

3

6

3

Glaser(1980)
合計

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歸納批判性思考的定義為：專門找出自己與別人的思考與論證錯誤的一門
技巧，目的在於建構更有說服力的論證以及提昇自己的思考能力。本研究批判思考
的操作型定義為：分析能力、好奇心、反思、人群關懷等四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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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批判思考與媒體素養之相關實證研究
過去媒體素養（張宏源、蔡念中，2005）用來泛指個體對於各種媒體，不論廣
播、視聽或印刷品、電子通訊網絡，與電腦媒體，尤其是廣泛運用的網際網路所承
載之訊息的解讀與運用能力（朱則剛，2005；Livingstone, 2003）。近年來學者擴展
其內涵，主張媒體素養是個體藉以接觸並主動詮釋其遭遇之媒體訊息的一種積極態
度、觀點(Potter, 2004)，其核心在於協助個體漫遊媒體之際，能針對大眾媒體的本
質、所運用的科技與衝擊以及媒體文本中的內容進行批判性思考(Duncan, 2005)，
進而創造自己的文本(Gainer, 2010)。綜合上論本研究將檢驗此假設：
H1：批判思考對媒體素養有正向預測關係。

媒體素養的概念所關注的是，在歷史與文化條件下，如何在下列三種要素中建
立關係(Livingstone, 2003)：（1）呈現知識、文化、與價值的象徵性與物質性表徵，
即文本；（2）各個人口階層所具有的詮釋技能與能力；（3）機構，尤其是擁有權力
的國家政府，將取得與運用知識的技能交給具有識字能力者。過去媒體素養是工業
化生產的先決條件，而且媒體素養的再製需要大規模的國家機器介入，散播型態、
內容與層次合宜的媒體素養，以促進工業化進程(Hartley, 2002)。然而隨著科技發展
的日新月異，社群網站使用日益普及，面對電腦與多媒體科技的充斥，傳統的能力
框架有必要加以打破。是故本研究將探討此假設：
H2：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對媒體素養有正向預測關係。

五、社群網站與媒體素養之相關研究
資訊科技的進步不但使網路媒體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更創造出無遠弗屆的地球
村。在多元社群網站媒體的背景下，網路需求成為重要的課題。由以上文獻分析中
可以發現媒體素養與人際溝通有很大的相關，同時批判思考更關係到人際關係，批
判思考不僅僅運用在各種專業知識的學術研究裡，也應該用在具體生活實踐的課題
及對最根本人生問題的探討。而今隨著新興網路媒體的發展，社群網站媒體將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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頗具潛力之溝通管道。本研究整理對人際關係與社群網站需求相關論文發現，大學
生使用網路行為大都偏向正面的，個人特性愈負向的大學生，愈偏向負面的網路使
用行為（朱美慧，1999）。在人際廣度與電子郵件使用程度間有顯著差異（陳淑
萍，2000）。大學生會將網路中的人際關係，視為現實人際關係的延伸，現實生活
中的人際關係不滿足則可透過網路人際關係尋求替代（劉家儀，1990）。因此假
設：
H3：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對批判思考有正向預測關係。

由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媒體素養與批判思考三個變項間的相關實證來看，這些
研究所得到的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對於媒體素養有顯著的相關性；而在批判思考影響
媒體素養也顯示兩變項之間有高度的相關，甚至社群網站使用動機與批判思考也有
正向相關。故本研究歸納出以下假設：
H4：批判思考對社群網站使用動機與媒體素養有中介效果。

40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章共分三節來闡述，第一節為研究架構及理念；第二節為研究對象；第三節
為研究工具，各節分述如下：

一、研究架構及理念
根據研究動機與目的設計本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

（一）研究架構

批判思考
1.分析能力

Q1

2.好奇心
3.反思
4.人群關懷

社群網站使用動機
1.關係維持
2.娛樂放鬆
3.資訊學習

Q3

4.主動傳布

Q2
媒體素養
1.媒體訊息分析
2.閱聽人意義的反省
3.媒體組織分析

圖 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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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變項說明
本研究包括三個主要變項，分別說明如下：

A、批判思考變項：
批判思考變項包含「分析能力」、「好奇心」、「反思」、「人群關懷」等四個層
面，每個層面有 4-6 個問題。由研究者自編「批判思考問卷」為測量工具。

B、社群網站使用動機變項：
社群網站使用動機變項包含「關係維持」、「娛樂放鬆」、「資訊學習」、「主動
傳布」共四個層面，每個層面有 5 個問題。由研究者自編「社群網站使用動
機問卷」為測量工具。

C、媒體素養變項：
媒體素養變項包含「媒體訊息分析」、「閱聽人意義的反思」、「媒體組織分
析」共三個層面，每個層面有 6-7 個問題。由研究者自編「媒體素養問卷」
為測量工具。

（三）研究途徑說明
歸納本研究架構如圖 1，並解釋各研究路徑，茲分別說明如下：
路徑 Q1：分析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對批判思考之預測力。
路徑 Q2：分析批判思考對媒體素養之預測力。
路徑 Q3：分析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對媒體素養之預測力。
本研究同時建構大學生「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對「媒體素養」與「批判思考」
之影響模式，驗證理論模式與實證資料是否適配，以及檢驗批判思考對社群網站使
用動機與媒體素養的關係是否有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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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
依據前述之研究目的與研究架構，本研究所採用的資料蒐集方法為問卷調查
法，本節係針對問卷調查之研究母群體與樣本抽樣方法，加以說明如下。

（一）研究母群體
本研究以研究對象學校學生為研究母群體，依據其網站公告 2014-2015 師生人
數統計（截至 2016 年 1 月 15 日止），大學生人數（排除國際學院學生）共 16,842
人為對象（研究對象學校網站，2016），用以瞭解本研究所探討大學生社群網站使
用動機、媒體素養與批判思考之關係。

（二）樣本數及抽樣
因研究對象學校現有大學生母群體龐大，為顧及抽樣的樣本能兼具代表性、有
效性及經濟性原則，本研究問卷調查的抽樣原則採用隨機抽樣方式。在樣本數量方
面，根據學者 Sudman 的建議：實施地區性研究時，抽取樣本人數應在 500 至
1,000 人較為適宜（吳明隆，2011）。且依 Creative Research Systems(2013)線上抽樣
數網站計算，母群體為 16,201 人，信心水準為.95，抽樣誤差為 4%，應抽樣本數
不得少於 579 人。依大學生人數比例之樣本數，以簡單方式隨機抽樣，作為研究
樣本，進行問卷施測。本研究共發出問卷 600 份，回收問卷 556 份，回收率 93%。
經過整理剔除一致性填答及填答不完全者，可用問卷為 507 份（91%）。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問卷之編製，先經過蒐集分析相關文獻，參考相關問卷
內容，並請益具有專業知識之教授與實務經驗之師長，進行問卷之初稿編製。

（一）問卷內容
本研究問卷內容分為基本資料、批判思考問卷、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問卷、媒體
素養問卷等四大部分，詳述編碼內容如下：

A、基本資料
包括「性別」、「年級」、「學院」、「Facebook 使用年數」、「Facebook 使用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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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Facebook 平均每日使用時間」、「Facebook 朋友數」、「Facebook 帳號」、「主
要使用 Facebook 帳號名稱」共九題。

B、批判思考問卷
本研究所擬訂「批判思考」之研究向度有四個層面：分析能力、好奇心、反
思、人群關懷，以此建構成「批判思考問卷」。

C、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問卷
本研究所擬訂「社群網站使用動機」之研究向度有四個層面：關係維持、娛樂
放鬆、資訊學習、主動傳布，以此建構成「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問卷」。

D、媒體素養問卷
本研究所擬訂「媒體素養」之研究向度有三個層面：媒體訊息分析、閱聽人
意義的反省、媒體組織分析，以此建構成「媒體素養問卷」。

（二）驗證式因素分析
驗證式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為 SEM 統計分析的一部
分，用來檢驗研究者使用之測量工具（問卷）對研究之母體是否適當。而一個測量
模型要滿足下列幾個條件：1.因素負荷量大於 0.6（最好大於 0.7）；2.組成信度
（C.R 值）大於 0.7；3.平均變異數萃取量（AVE 值）大於 0.5；4.多元相關係數的
平方大於 0.5（張偉豪、鄭時宜，2012）。而模型需要修正，大多數都進行變數縮
減，根據以下幾個條件進行修正：1.刪除因素負荷量過低的變數，例如數值小於
0.5，因負荷量過低，所代表的是該變數之信度不佳；2.刪除擁有共線性的變數；3.
刪除殘差不獨立的變數。而 2 與 3 的條件需要依靠修正指標(Modification Index, MI)
的觀察。如果 MI 值出現在變數與變數之間，代表這兩個變項的殘差具有相關（不
獨立），一般我們不會去把線加以連結，基於模式精簡(Parsimony)原則，會擇一加
以刪除並重新估計，重覆這些動作，直到測量模型達到可接受的配適度為止。最後
CFA 的分析以表格呈現因素負荷量及測量模型因素變數的共同性，呈現的內容需包
括標準化及非標準化負荷量、標準誤、顯著性、組成信度、變異數萃取量、適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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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適度指標。
本研究有 3 個二階構面，分別為「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包含「關係維持」、
「娛樂放鬆」、「資訊學習」、「主動傳布」等 4 個一階構面。「媒體素養」，包含「媒
體訊息分析」、「閱聽人意義的反省」、「媒體組織分析」等 3 個一階構面。「批判思
考」，包含「分析能力」、「好奇心」、「反思」、「人群關懷」等 4 個一階構面。SEM
將本研究所有的構面，經過一階及二階的 CFA 分析後，將各構面各指標彙整包含
模型參數估計值（非標準化因素負荷、標準誤、C.R.值、p 值）、收斂效度（標準
化因素負荷、多元相關平方 SMC、組成信度 C.R.、平均變異數萃取量 AVE）以及
模型配適度（卡方差異值、自由度、卡方/自由度、GFI、AGFI、RMSEA）等。

（三）收斂效度
收斂效度是利用同一構面中變數之間相關程度的大小加以評估，又稱內部一致
性效度，主要是確保一個構面的變數之間至少有中度的相關。Cronbach's α 是最常
使用來建立內部一致性的方法，在探索性目的下，0.6 被視為可接受，在驗證性目
的下，0.7 被視為可接受，0.8 被認為是比較好的，本研究各構面之 Cronbach's α 值
最低為 0.768，皆大於 0.7。
在 SEM 分析中，多半採用組成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一個構面要如
何才能稱為有收斂效度？要符合以下幾個標準：1.因素負荷量(measurement weight)
要大於 0.6（最好大於 0.7）；2.組成信度要大於或等於 0.7；3.平均變異數萃取量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要大於 0.5（張偉豪、鄭時宜，2012）。本研究各
構面之因素負荷量皆大於 0.6 以上，各構面的組成信度皆大於 0.7，且平均變異數
萃取量皆大於 0.5，因此本研究各構面皆具備收斂效度。

（四）區別效度
區別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分析是對兩個構面進行統計上是否有差異性的
驗證方式，不同構面不同題目照理來看是不能具有高相關性，若有高度相關性則表
示這些題目是在衡量同件事情。本研究則使用平均變異數萃取法(AVE)來驗證是否
有區別效度。平均變異數萃取法(AVE)：取得每個構面的 AVE 值，利用 AVE 與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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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相關係數平方做比較，AVE 應該要大於相關係數的平方，證明區別效度的存
在(Fornell & Larcker, 1981)。
表4
區別效度表
區別效度
PC

RE

CU

AN

MO

PI

MA

SP

IM

HA

PC

0.849

RE

0.687

0.822

CU

0.647

0.755

0.814

AN

0.670

0.782

0.736

0.834

MO

0.521

0.608

0.573

0.593

0.815

PI

0.437

0.509

0.480

0.497

0.682

0.733

MA

0.487

0.568

0.535

0.554

0.760

0.637

0.843

SP

0.320

0.374

0.352

0.365

0.388

0.325

0.363

0.827

IM

0.350

0.409

0.385

0.399

0.424

0.355

0.396

0.662

0.809

HA

0.332

0.387

0.365

0.378

0.402

0.337

0.376

0.627

0.686

0.835

RS

0.257

0.300

0.282

0.292

0.311

0.261

0.291

0.486

0.531

0.503

RS

0.757

註：人群關懷(PC)、反思(RE)、好奇心(CU)、分析能力(AN)、媒體組織分析
(MO)、閱聽人意義的反省(PI)、媒體訊息分析(MA)、主動傳布(SP)、資訊學
習(IM)、娛樂放鬆(HA)、關係維持(RS)。

從表 4 可以看到，對角線為該構面的 AVE 平方根值，而非對角線上的數值則
為兩兩構面之標準化相關係數，譬如人群關懷(PC)←→關係維持(RS)來做區別效度
驗證，可以看到標準化相關係數為 0.257，皆未大於人群關懷及關係維持的 AVE 平
方根值，分別為 0.849 及 0.757，因此可以說人群關懷與關係維持兩構面具有區別
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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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節根據理論架構模式建立轉換成路徑圖，再進行模式的鑑定，評估模式適配
度的結果，考量模式是否需要做實質的修正，以 AMOS20.0 作模式適配度檢定，以
尋求最佳適配模式。

一、SEM 完整路徑模式
以下針對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媒體素養與批判思考 SEM 模式進行分析。

圖 2 SEM 完整路徑圖

應用 SEM 進行模型驗證時，Byrne(2010)指出不錯的模型配適度是 SEM 分析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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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條件，其配適度反應出研究所估算出來的期望共變異數矩陣與樣本共變異數矩陣
一致性的程度，配適度越好及代表模型與樣本越接近。本研究參考吳明隆(2008)、
Anderson 和 Gerbing(1988)、Bentler(1995)、Bagozzi 和 Yi(1998)所提出的方法，並
綜合其意見，挑選了幾個配適度指標來分析假設觀念模型與實際回收資料契合程
度。本研究使用的指標包括：卡方值(x2 )與自由度的比值、適配度指標(GFI)、調整
後適配度指標(AGFI)、平均近似誤差均方根(RMSEA)、漸增配適度指標(IFI)、比較
配適度指標(CFI)及標準化均方根值(SRMR)。本研究模式配適度分析指標如表 5。

表5
研究模式配適度分析摘要表
配適指標

理想值

x2 與自由

小於 3

本研究模式數值

模式配適判別

1.732

理想

0.839

可接受

0.817

可接受

度的比值
GFI

大於 0.90 配適良好
大於 0.80 可接受

AGFI

大於 0.90 配適良好
大於 0.80 可接受

RMSEA

小於 0.08

0.048

理想

IFI

大於 0.90

0.946

理想

CFI

大於 0.90

0.945

理想

SRMR

小於 0.08

0.059

理想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研究模式中的適配度考驗指標如表 5。從以上表格的資料整體而言，不論是絕
對適配指標、增值適配指標或精簡適配指標，皆通過接受值，顯示修正模式是被接
受的，理論模式與實證資料適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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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式路徑分析
本研究潛在變項之路徑分析彙整如表 6：

表6
N=507

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媒體素養與批判思考模式路徑係數
非標準化

標準誤 C.R.
(t 值)

迴歸係數

顯著性

標準化

SMC

(p 值)

迴歸係

(R2 值)

數
批判

← 社群網

思考

站使用

0.749

0.115

6.498

***

0.535

0.286

0.309

0.093

3.328

***

0.205

0.596

0.691

0.073

9.465

***

0.642

動機
媒體

← 社群網

素養

站使用
動機

媒體

← 批判

素養

思考

關係

← 社群網

維持

站使用

1

0.703

0.494

動機
娛樂

← 社群網

放鬆

站使用

1.195

0.151

7.922

***

0.817

0.668

1.439

0.175

8.198

***

0.905

0.819

動機
資訊

← 社群網

學習

站使用
動機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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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6)
主動

← 社群網

傳布

站使用

1.321

0.163

8.081

***

0.844

0.713

0.917

0.841

動機
分析

← 批判

能力

思考

好奇心

← 批判

1

0.94

0.068

13.773

***

0.891

0.795

0.994

0.069

14.396

***

0.948

0.900

0.897

0.072

12.461

***

0.815

0.664

0.902

0.813

思考
反思

← 批判
思考

人群

← 批判

關懷

思考

媒體訊

← 媒體

息分析

素養

閱聽人

← 媒體

意義的

素養

1

0.75

0.072

10.444

***

0.846

0.715

0.83

0.065

12.847

***

0.938

0.881

反省
媒體組

← 媒體

織分析

素養

*p < .05，**p < .01，***p < .001

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媒體素養與批判思考之 SEM 模式，在經過仔細的檢測標
準化殘差、修正指標及整體模式考量最後得到圖 2。所有變數的負荷量，其 t 值皆
大於 1.96，表示所有指標皆具有顯著水準（p < .05 或更好），這些變數在反應其所
形成的因素上是具有效力的，而哪些變數對因素建構貢獻度最大？可從表 4-15 得
知：對「社群網站使用動機」而言，「資訊學習」標準化迴歸係數為.905 最具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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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對「媒體素養」而言，「媒體組織分析」標準化迴歸係數為.938 最具效用；以
「批判思考」而言，「反思」標準化迴歸係數為.948 最具效用。
從表 6 得知在探討自變項與依變項間的關係與影響方面。就決定係數而論，社
群網站使用動機對媒體素養的整體解釋力達 59.6%，亦即大學生所知覺到的社群網
站使用動機解釋媒體素養的總變異量為 59.6%。批判性思考對媒體素養的整體解釋
力達 59.6%，亦即大學生所知覺到的批判思考解釋媒體素養的總變異量為 59.6%。
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對批判思考的整體解釋力達 28.6%，亦即大學生所知覺到的社群
網站使用動機解釋批判思考的總變異量為 28.6%。
分析結果顯示，控制社群網站使動機後，大學生所知覺到的批判思考對媒體素
養的標準化迴歸係數為.624(t = 9.465, p = .000)，達顯著水準，表示大學生所知覺到
的批判思考對媒體素養的影響為正向關係，即大學生所知覺到的批判思考愈高，則
其媒體素養愈正向。其次，控制批判思考後，大學生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對媒體素養
的標準化迴歸係數為.205( t = 3.328, p = .000)，達顯著水準，表示大學生的社群網站
使用動機愈高，則其媒體素養愈正向。最後，大學生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對批判思考
的標準化迴歸係數為.535( t = 6.498, p=.000)，達顯著水準，表示大學生的社群網站
使用動機愈高，則其批判思考愈正向。
如前面文獻所提及，本研究驗證的「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媒體素養與批判思考
之模式」確實顯示在 1%顯著水準下，「社群網站使用動機」、「批判思考」對「媒體
素養」皆達到顯著正向關係。

三、總效果、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
透過 SEM 結構方程式將研究模型分析後，會產生路徑係數，而這些路徑係數
的數值大小是顯示自變數對應變數所影響程度的大小。然而，多個變數的結構模
型，可能會因為其他變數間的影響而有所不同，因此需要以總效果較能說明模型變
數之間的影響程度大小。
而 SEM 分析所呈現出來的資料，可以讓研究人員將總效果解構，解構後有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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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效果、間接效果，而總效果就是直接效果和間接效果的加總：
總效果=直接效果+間接效果
本研究模式總效果、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見表 7。間接效果所能表達的是，
當變數路徑從開始到結束的時候，中間是否需要透過至少一個中介變數的存在，可
以讓路徑數值更好，影響最終變數。本研究以 Bias-corrected percentile method 中介
效果檢驗和 percentile method 中介效果檢驗，檢驗批判思考對「社群網站使用動機
與媒體素養」是否具有中介效果？

表7
總效果、直接效果、間接效果係數表
Total Effects
社群網站使用動機

批判思考

媒體素養

批判思考

0.749

0

0

媒體素養

0.827

0.691

0

社群網站使用動機

批判思考

媒體素養

批判思考

0.749

0

0

媒體素養

0.309

0.691

0

社群網站使用動機

批判思考

媒體素養

批判思考

0

0

0

媒體素養

0.518

0

0

Direct Effects

Indirect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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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Bias-corrected percentile method 高階、低階驗證表（總效果）
Bias-corrected percentile method 95% CI
Lower Bounds

Upper Bounds

社群網站

批判

媒體

社群網站

批判

媒體

使用動機

思考

素養

使用動機

思考

素養

0

0

1.110

0

0

0.487

0

1.230

0.898

0

批判 0.455
思考
媒體 0.496
素養

表9
Bias-corrected percentile method 高階、低階驗證表（直接效果）
Bias-corrected percentile method 95% CI
Lower Bounds

Upper Bounds

社群網站

批判

媒體

社群網站

批判

媒體

使用動機

思考

素養

使用動機

思考

素養

0

0

1.110

0

0

0.487

0

0.674

0.898

0

批判 0.455
思考
媒體 0.066
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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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Bias-corrected percentile method 高階、低階驗證表（間接效果）
Bias-corrected percentile method 95% CI
Lower Bounds

Upper Bounds

社群網站

批判

媒體

社群網站

批判

媒體

使用動機

思考

素養

使用動機

思考

素養

0

0

0

0

0

0

0

0.831

0

0

批判 0
思考
媒體 0.305
素養

Bias-corrected percentile method 中介效果檢驗：
透過 Bias-corrected percentile method 高階、低階驗證表，如果信賴區間未包含
0，則表示變數間之關聯性效果顯著。由表 8，發現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媒體素養
的總效果數值在低階時為 0.496，在高階時為 1.230，這兩個數值未包含 0，表示社
群網站使用動機→媒體素養總效果顯著；進一步檢視表 9 及表 10 發現，社群網站
使用動機→媒體素養的間接效果數值在低階時為 0.305，在高階時為 0.831，因社群
網站使用動機→媒體素養的間接效果顯著，且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媒體素養的直接
效果在低階時為 0.066，在高階時為 0.674 亦顯著，所以批判思考對社群網站使用
動機與媒體素養具有部分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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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Percentile method 高階、低階驗證表（總效果）
Percentile method 95% CI
Lower Bounds

Upper Bounds

社群網站

批判

媒體

社群網站

批判

媒體

使用動機

思考

素養

使用動機

思考

素養

0

0

1.128

0

0

0.493

0

1.254

0.901

0

批判 0.465
思考
媒體 0.506
素養

表 12
Percentile method 高階、低階驗證表（直接效果）
Percentile method 95% CI
Lower Bounds

Upper Bounds

社群網站

批判

媒體

社群網站

批判

媒體

使用動機

思考

素養

使用動機

思考

素養

0

0

1.128

0

0

0.493

0

0.646

0.901

0

批判 0.465
思考
媒體 0.054
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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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Percentile method 高階、低階驗證表（間接效果）
Percentile method 95% CI
Lower Bounds

Upper Bounds

社群網站

批判

媒體

社群網站

批判

媒體

使用動機

思考

素養

使用動機

思考

素養

0

0

0

0

0

0

0

0.827

0

0

批判 0
思考
媒體 0.302
素養

Percentile method 中介效果檢驗：
透過 Percentile method 高階、低階驗證表，如果信賴區間未包含 0，則表示變
數間之關聯性效果顯著。由表 11，發現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媒體素養的總效果數
值在低階時為 0.506，在高階時為 1.254，這兩個數值未包含 0，表示社群網站使用
動機→媒體素養總效果顯著；進一步檢視表 12 及表 13 發現，社群網站使用動機→
媒體素養的間接效果數值在低階時為 0.302，在高階時為 0.827，因社群網站使用動
機→媒體素養的間接效果顯著，且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媒體素養的直接效果在低階
時為 0.054，在高階時為 0.646 亦顯著，所以批判思考對社群網站使用動機與媒體
素養具有部分中介。
中介效果驗證如下：
批判思考對「社群網站使用動機與媒體素養」具有中介效果？社群網站使用動
機→媒體素養之總效果顯著，先檢查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媒體素養之間接效果為顯
著；接著檢查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媒體素養之直接效果也顯著，間接效果與直接效
果同時顯著，因此具有部分中介效果，社群網站使用動機會直接影響媒體素養，也
會透過批判思考的中介變數間接影響媒體素養。
56

伍、綜合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依照研究目的、研究問題與文獻探討做綜合分析與討論，以下就統計結
果的討論分別敘述之。

一、大學生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媒體素養與批判思考的預測分析
根據文獻分析結果假設大學生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媒體素養與批判思考的預測
情形，根據圖 2 SEM 模型分析結果，見表 14：

表 14
研究假設之實證結果
假設

路徑關係

路徑值

H1

社群網站使用動機→批判思考

0.535***

H2

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媒體素養

0.205***

H3

批判思考→媒體素養

0.642***

SMC(R2)

假設成立

0.596

是
是

0.286

是

*p < .05，**p < .01，*** p< .001

H1：批判思考對媒體素養有正向預測關係。
H2：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對媒體素養有正向預測關係。
H3：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對批判思考有正向預測關係。
就決定係數而論，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對媒體素養的整體解釋力達 59.6%，
亦即大學生所知覺到的社群網站使用動機解釋媒體素養的總變異量為 59.6%。
批判性思考對媒體素養的整體解釋力達 59.6%，亦即大學生所知覺到的批判思
考解釋媒體素養的總變異量為 59.6%。
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對批判思考的整體解釋力達 28.6%，亦即大學生所知覺到的
社群網站使用動機解釋批判思考的總變異量為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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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結果顯示，控制社群網站使動機後，大學生所知覺到的批判思考對媒體素
養的標準化迴歸係數為.624(t = 9.465, p = .000)，達顯著水準，表示大學生所知覺到
的批判思考對媒體素養的影響為正向關係，即大學生所知覺到的批判思考愈高，則
其媒體素養愈正向。
批判思考與媒體素養之關係，根據以往的研究結果顯示（朱美惠，1999；陳淑
萍，2000；劉家儀，1990；邱鈺茜，2012；孫玉珍，2009；Duncan, 2005；Gainer,
2010），批判思考與媒體素養有正向影響與預測力。而在本次研究也發現批判思考
的「分析能力」、「好奇心」、「反思」、「人群關懷」四個層面與媒體素養的「媒體訊
息分析」、「閱聽人意義的反省」、「媒體組織分析」三個層面都有顯著正相關，其中
又以反思對媒體組織分析的影響程度較高。
其次，控制批判思考後，大學生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對媒體素養的標準化迴歸係
數為.205( t = 3.328, p = .000)，達顯著水準，表示大學生的社群網站使用動機愈高，
則其媒體素養愈正向。

社群網站使用動機與媒體素養之關係，根據以往的研究結果顯示（邱音潔，
2008；邱鈺茜，2012），社群網站使用動機與媒體素養有正向影響。而在本次研究
也發現大學生社群網站使用動機的「關係維持」、「娛樂放鬆」、「資訊學習」、「主動
傳布」四個層面與媒體素養的「媒體訊息分析」、「閱聽人意義的反省」、「媒體組織
分析」三個層面都有顯著正相關，又以資訊學習對媒體組織分析的影響程度較高。
最後，大學生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對批判思考的標準化迴歸係數為.535( t =
6.498, p=.000)，達顯著水準，表示大學生的社群網站使用動機愈高，則其批判思考
愈正向。
社群網站使用動機與批判思考之關係，根據以往的研究結果顯示（朱美惠，
1999；陳淑萍，2000；劉家儀，1990；Duncan, 2005；Gainer, 2010），社群網站使
用動機與批判思考有正向影響。而在本次研究也發現在社群網站使用動機的「關係
維持」、「娛樂放鬆」、「資訊學習」、「主動傳布」四個層面與批判思考的「分析能
力」、「好奇心」、「反思」、「人群關懷」四個層面都有顯著正相關，其中以資訊對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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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的影響程度較高。

二、本研究所建構的理論模式與實證資料之適配性
本研究探討有關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媒體素養與批判思考之關聯性，透過文獻
探討，建構出初步的理論模型，同時分析文獻結果假設 H4：批判思考對社群網站
使用動機與媒體素養有中介效果。
使用的指標包括：卡方值(x2 )與自由度的比值理想值小於 3、適配度指標(GFI)
理想值大於 0.90 配適良好，大於 0.80 可接受、調整後適配度指標(AGFI) 理想值大
於 0.90 配適良好，大於 0.80 可接受、平均近似誤差均方根(RMSEA) 理想值小於
0.08、漸增配適度指標(IFI)理想值大於 0.90、比較配適度指標(CFI)理想值大於 0.90
及標準化均方根值(SRMR)理想值小於 0.08。
圖 2 本研究模式配適度分析指標數值：卡方值(x2 )與自由度的比值 1.732 理
想、適配度指標(GFI)0.839 可接受、調整後適配度指標(AGFI)0.817 可接受、平均
近似誤差均方根(RMSEA)0.048 理想、漸增配適度指標(IFI)0.946 理想、比較配適度
指標(CFI)0.945 理想及標準化均方根值(SRMR)0.059 理想。
此外，批判思考對「社群網站使用動機與媒體素養」之中介總效果研究結果存
在。根據以上結論推出本研究模式見圖 3：

批判
思考

社群網站
使用動機

媒體
素養

圖 3 本研究推論以批判思考為中介之模式

經由結構模式之配適度檢定，結果顯示本研究整體理論模式配適符合可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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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度檢定水準，表示本研究之理論模型可獲得支持，同時亦具有中介效果存在。
換句話說，社群網站使用動機、批判思考共同顯著正向影響媒體素養；以批判思考
作為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影響媒體素養的中介因素均呈現顯著正向影響，理論模式與
實證資料，達到最佳適配檢定水準。
研究結果顯示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分別對批判思考及媒體素養具有顯著正向關
係，驗證學者 Potter(2004)，主張媒體素養是個體藉以接觸並主動詮釋其遭遇之媒
體訊息的一種積極態度、觀點其核心在於協助個體漫遊媒體之際，能針對大眾媒體
的本質、所運用的科技與衝擊以及媒體文本中的內容進行批判性思考(Duncan,
2005)，進而創造自己的文本(Gainer, 2010)。同時批判思考對於媒體素養亦具有顯
著正向關係，驗證 Berson 等人 (2002)認為線上互動提供一個學習與改善自我控制
能力的場所、學會忍受及尊重他人的觀點、以健康及受規範的方式表達情緒、以及
從事批判性的思維與決策。
本研究驗證批判思考對「社群網站使用動機與媒體素養」具有中介效果存在。
透過 Bias-corrected percentile method 高階、低階驗證表，如果信賴區間未包含 0，
則表示變數間之關聯性效果顯著。由表 8，發現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媒體素養的總
效果數值在低階時為 0.288，在高階時為 0.585，這兩個數值未包含 0，表示社群網
站使用動機→媒體素養總效果顯著，表示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對媒體素養是具有關聯
性。
進一步檢視表 9 及表 10 發現，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媒體素養的間接效果數值
在低階時為 0.186，在高階時為 0.399，這兩個數值未包含 0，因社群網站使用動機
→媒體素養的間接效果顯著，且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媒體素養的直接效果在低階時
為 0.036，在高階時為 0.306 亦顯著，所以批判思考對社群網站使用動機與媒體素
養具有部分中介。此外，利用 percentile method 高階、低階驗證結果批判思考對社
群網站使用動機與媒體素養亦具有部分中介效果。
對大學生而言，參與社群網站有許多潛在的益處，Berson 等人認為線上互動提
供一個學習與改善自我控制能力的場所、學會忍受及尊重他人的觀點、以健康及受
規範的方式表達情緒、以及從事批判性的思維與決策。本研究發現大學生的批判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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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中以人群關懷得分最高，表示大學生普遍認為自己在社會規範和價值方面能有所
瞭解，同時接受個別性差異，也能夠尊重人性尊嚴關心及憐憫他人。

陸、結論與建議
本章根據研究目的、研究問題與研究結果進行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結論如下：

（一）大學生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媒體素養與批判思考具有高度的預
測解釋力
模式顯示社群網站使用動機、批判思考共同顯著正向影響媒體素養；以批判
思考作為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影響媒體素養的中介因素均呈現顯著正向影響，大學生
的社群網站使用動機會直接影響媒體素養，但潛在的批判思考也會間接影響，社群
網站使用動機也會因批判思考的程度高低而影響媒體素養表現。
從三因素個別影響層面來看，對於媒體素養而言批判思考的影響力高於社群網
站使用動機，顯示出大學生的批判思考能力才是主要關鍵力，批判思考的反思能力
例如：找出論點中所隱含的想法，有助於大學生的媒體素養提升。
以三因素間的構面分別來看，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各構面預測批判思考結果顯
示，以資訊學習對批判思考的影響程度最高；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各構面預測媒體素
養結果顯示，也以資訊學習對媒體素養的影響程度最高，表示大學生透過資訊學習
將大大提升個人的批判思考與媒體素養能力。
過去媒體素養用來泛指個體對於各種媒體，不論廣播、視聽或印刷品、電子通
訊網絡與電腦媒體，尤其是廣泛運用的網際網路所承載之訊息的解讀與運用能力，
近年來轉為擴展其內涵，主張媒體素養是個體藉以接觸並主動詮釋其遭遇之媒體訊
息的一種積極態度，而這個體藉以接觸並主動詮釋的場域，對大學生來說就是社群
網站，所以大學生媒體素養提升一部分的原因是有社群網站這個免費且即時的媒
體，讓大學生可以在此主動詮釋活用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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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發現大學生的批判思考對媒體素養最有影響力，這也說明批判思考表現
好的大學生對於提升媒體素養有強烈的影響程度。

（二）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媒體素養與批判思考模式與實證資料，達
到最佳適配檢定水準
本研究探討有關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媒體素養與批判思考之關聯性，亦即社群
網站使用動機、批判思考共同顯著正向影響媒體素養；以批判思考作為社群網站使
用動機影響媒體素養的中介因素均呈現顯著正向影響。
透過文獻探討，建構出初步的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媒體素養與批判思考之理論
模型，研究對象主要為大學生，經由結構模式配適度檢定，結果顯示本研究整體理
論模式配適符合可接受的適合度檢定水準，表示本研究之理論模型可獲得支持。

二、建議
根據以上理論，本研究提出幾項相關建議。

（一）提升學生批判思考能力，強化媒體素養
研究結果顯示，大學生批判思考的「分析能力」、「好奇心」、「反思」、「人群關
懷」四個層面與媒體素養的「媒體訊息分析」、「閱聽人意義的反省」、「媒體組織分
析」三個層面都有顯著正相關，而在分析能力表現較好的大學生，其閱聽人意義的
反省表現亦佳，此種現象表示大學生知覺批判思考情況越好則媒體素養越好；另一
方面也表示大學生知覺媒體素養越好，則批判思考的現況越好，同時也顯示出分析
能力好的大學生比較不容易受到媒體廣告的誘惑而衝動消費，所以從事教育人員應
該加強大學生的批判思考能力使其能自我管理、獨立自主。

（二）教導正確使用社群網站及主動傳布訊息，避免網路霸凌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學生在社群網站上訊息的傳布有可能是謾罵、誹謗不實的
言語，就會造成網路霸凌事件，霸凌是種反社會行為，通常會造成受害人心靈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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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扭曲，也會造成課業成就低落、人際疏離，甚至有可能逼迫受害人產生報復性
攻擊行為，或使受害人轉而霸凌他人，所以教育人員應教導學生正確的人際互動心
態，注意社群網站上的用語避免憾事發生。

（三）提高隱私權觀念，增強自我保護
研究發現大學生在社群網站使用動機中以資訊學習面向投入最多，社群網站的
運用在現代人的生活中不可或缺，利用電腦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之情形日益
普遍，尤其是大數據處理資料的進步，更是直透人心、一針見血，社群網站上充斥
著關於個人隱私等足以辨識個人之資料，相對的自我保護更形重要。

（四）關懷他人及主動接受個別差異，尊重人性尊嚴
對大學生而言參與社群網站有許多潛在的益處例如：與朋友家人關係維持、娛
樂放鬆、資訊學習、傳布訊息等等，然而能藉由社群網站場所學習與改善自我控制
能力、學會忍受及尊重他人的觀點、以健康及受規範的方式表達情緒、以及從事批
判性的思維與決策才是對大學生的人格培養最有幫助。本研究發現大學生的批判思
考中以人群關懷得分最高，表示大學生普遍認為自己在社會規範和價值方面能有所
瞭解，同時接受個別性差異，也能夠尊重人性尊嚴關心及憐憫他人。
在模式中三因素之間關係，以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和批判思考為自變數，媒體素
養為依變數，批判思考具有中介效果。然而若以批判思考為外生變數，批判思考是
否具有干擾效果？後續可再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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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國中推動閱讀教育之研究
張乃心
摘要
尼采說：｢閱讀給我更多的憩息，引導我散步在別人的思想以及靈
魂當中。｣以前書店林立人手一本書，現今時代不同街景也換了，但研
究者相信人的心靈仍需要靠閱讀來豐富與滋潤，閱讀是改變生命的力
量與增添生命的價值。前教育部長曾志朗提出，唯有透過閱讀，才能
打破課堂教育的限制，讓學生喜愛閱讀，並養成閱讀習慣，未來才能
成功的終身學習。這幾年，國內曾掀起一股閱讀運動的風潮，從中央
到地方，從政府部門到民間，從各級學校到圖書館，許許多多單位都
很努力地在推廣閱讀。本研究者為設備組長，本文透過文獻探討及了
解 F 國中推動閱讀教育的歷程，分析國內閱讀推動概況與可行策略。
本研究建議：
一、把握黃金時段晨間閱讀，建立學生閱讀習慣與興趣；
二、校園閱讀氛圍師生都愛，讓校園充滿自然而然的閱讀氛圍；
三、閱讀是給孩子這一生珍貴的禮物，能帶著走的主動閱讀能力；
四、認同閱讀之重要發展性，它是影響學生一輩子的啟發與習慣；
五、配合學校閱讀活動的推行，主動展書之終身閱讀力；
六、改變閱讀教師申請條件，照顧小學校或偏遠地區學校。

關鍵字：閱讀、閱讀教育、閱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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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Promoting Reading Education in F Junior
High School
Nai-Hsin Chang
Abstract
“Reading brings me more rests as it guides me walking into other
people’s thoughts and soul,” said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In the past,
there were bookstores everywhere. We might see lots of bookworms standing
in bookstores reading when we walked past bookstores on the street. Even
things have been changed a lot now and time went by, the research truly
believes that people still need to rely on reading to enrich and nurture our
soul. It is reading that changing the strength of life and increasing the value
of life. The former minister of education, Ovid Tzeng, proposed that only
can reading break the boundaries of learning in classrooms and lead to
successful lifelong learning in the future when students love to read and
develop reading habit.In recent years, a reading movement has been
promoted hardly by all kinds of governmental, local, and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researcher, also as a director of section chief of
equipment, investigated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reading education through
the focus group interviews, individual interviews, observations and reflection
records to discuss the problems that encountered in reading education
process at the F Junior School.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suggested that: (1) grasping the prime time to
conduct morning reading to build students’ reading habits and interests; (2)
those reading activities have gradually cultivated a natural reading
atmosphere that both the pupils and teachers like; (3) reading literacy is a
precious gift which children can be possessed to read actively; (4)
recognizing the importance of reading literacy development as it may
influence students’ lifelong edification and learning habits; (5) implementing
school reading movements and cultivating active lifelong reading ability; (6)
revising qualifications for applying reading teachers to take care of smaller,
rural and remote schools.
Keywords: Reading, reading education, reading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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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13《親子天下》雜誌（2013 親子天下雜誌「國中閱讀教育現況」調查報導)
針對全臺灣國中校長調查「國中閱讀教育現況」報導指出，學校面對閱讀教育，態
度上高度支持，資源卻嚴重不足。近 98％校長同意推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以下簡稱十二年國教）」後，國中的閱讀教育會更重要，八成六以上的校長認
為，教師與家長對國中推廣抱持肯定；但 2012 年全臺卻有四成以上學校全年購書
預算不足新臺幣一萬元，甚至高達 14％學校沒有任何購書經費。此外，陳永朋
（2015）認為圖書教師是真正將圖書館資源與教學做結合的關鍵角色。陳永朋
（2015）提到陳昭珍致力推動「全國國中小學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圖書教師）計
畫」，現今全臺至少有十分之一的國小擁有自己的圖書教師，對此陳昭珍認為「還
有很大的努力空間」，近八成學校缺乏專職圖書教師，離全面普及圖書教師還有一
大段距離，超過六成校長不滿意目前學校的閱讀資源。資源稀少並非校長們眼中推
動閱讀的最大障礙，學生缺乏閱讀時間與習慣才是真正的阻力。七成七校長表示，
推動閱讀的最大困難在於升學壓力帶來了過多考試，結果擠壓掉學生的閱讀時間；
排名第二的是多數學生原來就沒有閱讀習慣。至於調查國中生為何不愛閱讀的原
因，有高達七成七校長表示，同儕間缺乏閱讀風氣是主因，且遠遠高於學生沒有時
間閱讀的客觀環境限制。真正閱讀應是自動、主動、愉悅的，但也需學校的帶動、
教師的引導、同學的影響，該如何興起這閱讀的波浪，實為學校設備組長最傷腦筋
的工作。本研究目的是探討 F 國中在推動閱讀教育過程中遇到甚麼困境，進而改進
研究者實務工作的情境，以提升學生主動閱讀意願與未來的學習力和競爭力。

貳、閱讀風潮
從小開始打造閱讀習慣（洪蘭，2007）。孩子經由閱讀的薰陶，可以激勵出創
造力，別人費盡一生心血寫的一本書，我們卻只要讀完這一本書，就能得到了他的
經驗，正所謂「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透過閱讀能開啟我們的視野，記取前
人的經歷，累積為我們的智慧，打開孩子的閱讀興趣。閱讀素養關係著我們國民素
養與國家未來國際競爭力，也是終身學習的最佳能力。
一、 閱讀的意涵
閱讀是所有學習與終身學習的基礎，是他人無法奪走與取代的能力。洪蘭
（1999）面對二十一世紀資訊爆炸的最好武器便是閱讀，閱讀可以在最短時間內吸
取別人的經歷，是目前可以代替經驗吸收知識的方法。陳昭珍（2011）認為閱讀能
力影響人一生的成就。閱讀為學習的核心，是獲得知識的主要來源。柯華葳
（2006）認為閱讀是一技之長，書是一生的伴侶，若能從小培養孩子讀的習慣，我
們就給了孩子一個終生受用最好的禮物。透過閱讀過程中獲得啟發，喚起自身原有
的知識與經驗，進而加以詮釋，內化為自身的知識與經驗。
二、閱讀的重要性
洪蘭（2011）曾說閱讀是教育的根本，照說不需要特別推動，讀書本來就是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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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在教育現場十幾年的我，歷經聯考、國中基本學力測驗、教育會考免試入學的
教育改革中，察覺到以前的學生還會因為聯考而念教科書，在念教科書之餘會喜愛
看課外書。到了近幾年免試入學的出現，這下可慘了！學生與家長都被媒體給誤導
了！媒體只說十二年國教免試入學，「免試入學」大家都想成不用考試，學生與家
長們想說既然不用考試，對於念書就不用那麼逼迫啊！沒提到免試的先前條件是要
充實自我實力，更別提閱讀的薰陶。
提升每一位學生的閱讀能力，讓學生體會經由閱讀所帶來的樂趣，進而建立閱
讀的習慣，是推動閱讀的最主要目標。每一位學生，自然包括閱讀能力佳者，以及
能力弱者。學校的行政系統以及教師必須省思閱讀能力的成分、如何透過教學以及
各類活動的安排，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閱讀是刺激自己思考的方法之一，每個人
都應該學會閱讀，甚至閱讀這件事並不需要學，只需要去做，就是這麼簡單。希望
孩子愛上閱讀、有效閱讀，視閱讀為習慣，像呼吸一樣自然。如何讓孩子能自主學
習，進而將此帶著走的閱讀能力與動力發展至終身學習，並培養能與世界競爭的能
力？關鍵就在閱讀！玆將有關閱讀的重要性重點整理臚列於下表 2-1。
表 2-1
閱讀重要性的相關論點
學者（年代）

閱讀重要性的相關論點

張春興
（1988）

表示閱讀是學生學習所需要的能力，也是對於其他學習和吸
收新知識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媒介。

陳啟明
（2001）

閱讀不僅能提昇學生的語文能力，更能「由內而外」的轉化
學生氣質，進而培養學生具有「終生學習」與「樂於思考」
的習慣與能力，而這也正是學生在未來的生活中所具備的能
力。

陳嘉惠
（2002）

由於知識具有不可分割和統整性，許多知識的獲得與累積，
都來自閱讀。

陳昭珍
（2003）

閱讀是人類主要的學習模式，在知識經濟與終生學習時代，
民眾的閱讀數量與閱讀品質，是社會進步與否的重要指標。

李錫文

閱讀能讓我們習得適應生活所需的各項技能，以解決克服生

（2005）

活所可能遭遇的問題；還能讓我們在潛移默化中，修養心
性、陶冶品格，健全人格發展。

吳清基
（2010）

閱讀是各種學習的基礎，而閱讀能力的培養需搭配興趣與態
度的養成。有興趣與正向閱讀態度則易養成習慣，有習慣則
能主動的學習與掌握閱讀能力，進而成為終身學習的手段。

蘇明進
（2010）

指出可以用閱讀來治療沒有耐性、注意力不夠集中的孩子，
讓這類的孩子透過閱讀，沉澱性格上的焦慮。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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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2-1)
柯華葳

指出閱讀就是「自學能力」，也是「思考能力」，學生在閱讀

（2010）

後是否具備了批判評斷自己想法的能力，並將它明確的表達
出來與人分享，這是目前學校最應該建立的一個討論機制。

甘治平
（2010）

認為閱讀是學習的一切根本，能夠做高層次思考，包括應
用、分析、推理、批判等，才能將閱讀經驗化為自己的資
產，閱讀的終極目標應是培養終身的閱讀興趣與熱情，持續
閱讀習慣的養成，才能提升整體文化素質。

洪蘭（2012）

認為閱讀是主動獲取訊息的歷程，透過閱讀可以活化大腦，
累積豐富知識背景激發創造力。

曾志朗

認為閱讀可以活化人腦，提高思考能力，也強調能延長壽

（2013）

命。

Downing(1982)

強調閱讀是意義的獲得，是一種譯碼的過程，將閱讀符號譯
成聲音的形式。

Nagy(1997)

認為閱讀是瞭解世界的方法，透過閱讀突破時間及空間之限
制瞭解世界，以及對於人類知識與經驗之傳承。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合上述學者的觀點發現，閱讀是通往美好未來的必經之路，帶給人們許多益
處，能豐富生命、撫慰人們的心靈，是終身學習所必備的基本能力。
閱讀是自學能力，也是思考能力的培養，從閱讀中享受樂趣的孩子，經由內化
轉而為個人的資料庫，便能展現其創造力與想像力，與具備掌握未來的學習能力，
更能從閱讀中提升個人成就與發展。閱讀是教育的希望工程，是各種學習的基石，
更是攸關國家未來競爭力的重要指標，唯有透過推廣閱讀來提升國民素養與國家競
爭力。
三、臺灣目前閱讀教育的推動概況
臺灣目前也開始要求各縣市將推動閱讀教育列入重要的教育工作之一。玆將有關臺
灣目前各縣市推動閱讀教育與社會資源方面，整理臚列於下表 2-2(各縣市推動閱讀
教育)與表 2-3(社會資源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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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臺灣目前各縣市推動閱讀教育之整理表
縣市

推動閱讀教育的概況

臺北市 2003 至 2014 年的「兒童深耕閱讀計畫」，三階段各四年的深耕閱讀
計畫，從個人閱讀、家庭共讀、學校班級共讀及社會共讀之脈絡，
以及閱讀美術、音樂、戲劇、影音，經典之主題，擴展閱讀觸角，
提供多元學習的閱讀素材，深耕兒童閱讀。
基隆市 針對偏遠地區實施「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閱讀推動計畫」，計畫依據
教育部「悅讀 101-教育部國民中小學閱讀實施計畫」辦理，主要充
實學校閱讀設備環境，並辦理閱讀活動與閱讀成果分享活動為主。
新北市 教育局推出「中小學閱讀滿天星計畫」，期望透過衛星學校計劃、閱
讀增能研習、創意閱讀教學、閱讀活動推廣、閱讀滿天星五個子計
畫，全面帶動中小學的閱讀風氣，培育學童的閱讀習慣。
桃園市 1.自 2003 年開始，「一書一桃園」這項閱讀活動是桃園市的書香特
產。
2.2005 年落實朱立倫市長「首重閱讀」教育政策，特訂「深耕書田
追求卓越」專案計畫，以建構優質閱讀環境，倡導學生閱讀運
動，提高學生閱讀風氣，達成全面提升學生閱讀能力目標。
3.2007 年推動中小學圖書館 E 化設備更新實施計畫，建置方便、快
速的自動化借還書流程，協助閱讀教育之推動。
4.2014 年推出｢桃園市國民中小學閱讀推廣活動實施計畫｣，目的在
整合學校、圖書館之圖書資源，營造優良閱讀環境。藉由閱讀活
動提升兒童閱讀素養及語文能力。提昇教師閱讀專業素養，增進
閱讀教學實施成效。培養終身閱讀習慣，達到真正愛讀書之目
的。
5.2007 年與國語日報合作，從「讀報實驗學校」、「讀報教育種子學
校」推廣至全市各學校選定一個班級實施讀報教育，共同積極推
動讀報教育的三年計畫。
6.2013 年市政府與中央大學合作，推動「明日學習城」計畫，繼中
平國小成為全國第一所典範「明日學校」之後，市政府擴大合作
推動「明日學習城」計畫，希望老師能夠透過電腦瞭解班上每位
學生的閱讀狀況、興趣，並給予個別的建議與指導。預計三年內
全市每一所小學都能夠推動「明日閱讀」，自 2012 年起至今已培
訓百位以上的師資共同推廣 MSSR(Modeled Sustained Silent
Reading，身教式持續安靜閱讀)。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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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推動閱讀教育的概況

新竹縣 1.2011 年推動三年的「深耕閱讀展書竹軒計畫」，辦理大作家與小作
家的下午茶之約、在地文學徵文比賽、兒童文學創作暨封面設計徵
稿比賽、培訓國中、小閱讀種子教師、成立 9 所愛的書庫、建置線
上投稿系統、辦理演書比賽等各項閱讀教育推動活動，透過具體可
行的推動閱讀政策，帶動新竹縣閱讀氣氛，引導學生培養閱讀習
慣，紮實學生的國語文能力。
2.2014 年推動三年的｢新竹縣市國民中小學閱讀推動計畫｣，促使人
人能閱讀、時時可閱讀、處處有閱讀。透過閱讀教育，於學校型塑
校園閱讀風氣，於家庭增進親子關係，進而在社會營造豐富的閱讀
文化，為新竹縣整體人文素養進一步深化與提升。
苗栗縣 1.2003 年連續兩年辦理「苗栗縣兒童閱讀共讀活動」，結合家庭、學
校及社區力量，共同推動兒童閱讀運動。
2.2006 年提出「首重閱讀」的閱讀教育政策宣示，於 2008 年訂定
「苗栗縣國民中小學閱讀推廣活動實施計畫」，提出長期性、系
統性、全面性的「讓希望起飛-苗栗縣兒童閱讀深耕計畫」，目標
培養兒童閱讀能力，提昇學校推動兒童閱讀效能，奠定終身閱讀
的習慣與興趣。
3.2012 年「苗栗縣閱讀推廣協會」辦理各項推廣閱讀教育活動，提
升國民中小學閱讀風氣。
高雄縣 推出「城市閱讀運動」，全面進行高雄圖書館空間改造、實施夜間開
市
館、充實圖書館藏書、啟動高雄網路借書服務、舉辦「城市講堂」、
「故事媽媽」等城市閱讀運動，已大幅提升高雄閱讀風氣。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自行整理

表 2-3
社會資源方面
序號

推動閱讀教育的單位與策略

1

「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臺灣閱讀推廣中心等單位」結
合成立「愛的書庫」，以提供整箱優良書籍借閱給共讀團體，並舉辦讀
書會導讀人才培訓，期許透過閱讀來提升國民的閱讀習慣與水準。

2

「溫世仁文教基金會」依循溫世仁先生「閱讀是深度知識來源」推展
學校與社會之閱讀風氣，舉辦各項文教活動。

3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2004 年啟動「希望閱讀」計畫，期盼藉
由推廣閱讀的習慣，幫助下一代建立終身學習的基礎。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上觀之，各縣市如火如荼地展開推動閱讀教育的活動，大多依據教育部政策開始
75

策畫與執行，基本上都是從兒童、國小階段開始推動；其中活動最多、最特別的是
桃園市，除了與其他縣市大略相同的全國兒童閱讀運動、國民中小學閱讀推動計畫
之外，比較特別的是桃園市活動多樣化，有與國語日報社合作的讀報教育、與中央
大學合作明日學習城計畫推動明日閱讀，並規劃三年內全縣所有小
學都能夠推廣 MSSR（Modeled Sustained Silent Reading，身教式持續安靜閱
讀)。桃園市與諸多縣市不同的地方是與不同領域合作，聯合各地方資源拓展自己
閱讀的活動。由此可知推動閱讀教育從中央到地方政府，皆越來越重視且推展各地
不同推動閱讀教育策略，充實推動閱讀教育，希望提升學生的閱讀風氣與閱讀力。

叁、推動閱讀教育的策略
閱讀教育策略是指為達成閱讀教育，以培養閱讀能力為特定目標，而推行的閱
讀教育策略，並採取一系列有系統、有計畫的方法與決策行動，且配合全校師生與
行政的氛圍，以推動閱讀教育目標為導向的活動，利用活動策略歷程，以達到推動
閱讀教育的目的。本研究之推動閱讀教育策略是指「行動者在推動閱讀的歷程中，
用來促進閱讀效能，有助於達成閱讀目標所用的方法、行為或思考模式」。有效的
推動閱讀教育策略的使用，會激發較高層次的認知運作，進而使推動者建構與重新
建構策略，故完善的推動閱讀教育策略是活動中必備的重要依據。研究者將本節分
為兩個部分來探討；第一部分探討學校行政措施推動策略，第二部分則探究臺灣目
前閱讀教育實施狀況，分別說明如下。
一、學校行政措施推動策略
在學校要推動任何制度或政策，勢必得透過學校行政的推動與支持，要如何有
效地推動，就需要一些策略，以下針對一些學者對於學校行政與策略的定義上進行
說明：如黃昆輝（1988）指出教育行政是教育人員在上級與部屬的階層組織中，經
由計畫、組織、溝通、協調及評鑑等歷程，貢獻智慧、群策群力，為圖教育的進步
所表現的種種行為。學校行政比教育行政範圍小，但卻直接關係到策略執行與學校
校務推展的績效，秦夢群（2010）認為學校行政的參與者有校長、學校行政人員、
教師與學生，甚至還包括家長與一般社會大眾，是服務學校教學工作。林文律
（2000）認為學校行政組織之運作，以完成學校教育目標為依歸。學校行政主要目
的是透過「有效」(effectiveness)與「經濟」(economy)的方法，來達成教育目的。
茲就國內外專家學者對學校行政的定義彙整列表，如表 3-1。

表 3-1
國內外專家學者對學校行政的定義彙整表
學者（年代）
黃昆輝（1988）

學校行政的定義
學校行政須配合相關的政策與活動，是服務教與學的，是
支援教與學的，是引導教與學的。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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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年代）

學校行政的定義

吳清基（2001）

學校行政是依據教育原理及政令，有效經營管理學校各項
事務，充分支援教學，提升教育績效，達成教育目標的一
種歷程。

江文雄（2001）

學校行政是學校依據教育原理與與政令，有效經營管理學
校各種事務，充分支援教學，提升教育績效，以達成教育
目標的一種歷程。

張瑞村（2002）

基於教育目的在學校組織情境中，有效的應用行政理論與
科學方法，並妥善處理學校教務、訓導（學務）、總務、學
生輔導、人事、會計、公共關係和研究發展等業務，且有
效導引、支援及服務教師與學生之「教」、「學」活動，以
達成學校教育目標的歷程。

吳清山（2004）

郭昭佑、閻自安
（2004）

學校行政是學校依據教育原則，提供有力的教學資源，以
支持教師做有效的教學活動；而學生也在學校行政的之支
援下，達到學習目標的精熟學習。運用有效和科學的方
法，對於學校內人、事、財、物等業務，做最妥善而適當
的處理，以促進教育進步，達成教育目標的一種歷程。
指出學校行政是運用適當的整合、統籌與管理學校組織內
外的人、事、時、地、物相關資源，並運用系統化的方法
導引與支援教學，以達成學校教育目標的綜合性歷程。

陳寶山（2005）

秦夢群（2007）

謝文全（2007）

透過學校行政的領導功能，對學校教育的領導與支援，整
合校內、外各種寶貴的教學人力、物力資源與社會資源，
有計畫，有組織的投注到學習者所有的學習活動中，學校
教育才能朝正確方向發展，以達成學校教育的目標。
依據教育目標與法令，對學校相關事務進行經營管理，目
的在達成「教人成人」的學校教育目標，以達到既定目標
與績效的動態歷程。
學校行政是以系統化管理教學以外的事務，以求有效而經
濟地達成教育目標，其歷程可分為計畫與決定、組織、溝
通或協調、領導或激勵及評鑑與革新作為。

鄭照順（2007）

學校行政的主要工作是在安置學校的人、事、物、財及其
他資源，透過計畫、溝通、協調、組織等行政管理。

鄭彩鳳（2008）

認為學校行政乃是學校依據教育之原理原則及有關法令規
定，計畫、組織、領導、溝通與評鑑等策略，運用有效及
經濟的方法，對於學校組織相關的人、事、物、財等要
素，做系統化的經營管理，藉以促進教育進步，其真正目
的乃在促使學效達成教育目標。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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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水木（2010）

指出學校行政是學校為達成教育目標，依學校的人事物作
適當安排與應用，透過行政運作方式，以發揮學校教育功
能的歷程。

Gunbayi(2011)

學校行政是一個有層次結構的組織，學校內存在著上司與
下屬，是分配人員和角色及幫助學校達成目標的過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自行整理

综合上述學者的觀點，學校行政是依據教育政策、目標及法令，有系統地規劃
與管理學校內外的人、事、物，促進教育進步，以達到教育目標的歷程（張瑞村，
2002；吳清山、郭昭佑、閻自安，2004；鄭昭順，2007；鄭彩鳳，2008；林水木，
2010）；另外，學校行政是服務、支援教學的（黃昆輝，1988；吳清基、江文雄，
2001；張瑞村，2002；吳清山、郭昭佑、閻自安，2004；陳寶山，2005；
Boscardin，2005）。研究者認為學校行政是一個組織團隊，雖然學校行政工作繁
重，需要溝通協調或執行的人、事、物繁多，但行政就是為了支援教學，並積極促
成教育目標的達成，因此在推動任何的政策或制度上，還是需要有效的「策略」。
策略(Strategy)源自於希臘文的 Strategia，指的是「統領的藝術」，並且有「領
導」與「軍隊」的含意，學者們對於策略本身的涵義，也有著不同的解釋。以下針
對學者在策略定義方面的探討，進行說明與整理，如表 3-2。
表 3-2
國內外專家學者對於策略定義之整理
學者（年代）

策略定義

司徒達賢（1995）

策略的概念是對資源與行動長期的承諾，在維持與外
界資源平衡與不平衡的關係，指導功能性政策之方
向，策略制定是機關主管責無旁貸的工作。

江志正(1997)

認為策略是組織為贏得全盤勝利而做有關未來走向的
決定。

吳思華（2000）

策略是建立並維持團隊不敗的競爭優勢，對於內部資
源分配過程的指導原則，為達成團隊目標的重大計畫
活動。

司徒達賢（2001）

策略可以幫助企業在千頭萬緒的經營課題中，選擇當
前應關注的重點，好的策略可以為組織創造開拓良好
的生存空間，明確的策略也可以指導組織內各種功能
政策的取向。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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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明哲（2003）

企業的策略決定了下面一層的目標，由這個目標又決
定了更下一層的決策，因此策略可以說是企業的最高
指導原則。

Von Neumann＆

策略是一項完整之計畫，能指出在每一種可能之情境
下要做何種選擇之計畫。

Morgenster (1947)
Chandler(1962)

決定團隊的長期目標，以及達成目標所需採用的行動
方針的和資源分配。

Ansoff (1965)

策略是組織在各種活動中的一根共同線，它闡釋組織
過去與將來，從事團隊重要性質的活動計劃。

Dan＆Kenneth (1972) 解釋策略為組織的各種基本目的與目標，這些目的與
目標的主要行動方案，以及在組織所處之環境許可下
資源分配主要規範的計畫。
Quinn (1980)

策略是整合組織的主要目標、政策和行動順序，成為
一個有結合力的整體模式或計畫。

Ohmae (1983)

所謂策略簡單的說就是團隊的競爭優勢。策略規劃的
唯一目的，是讓團隊能夠有效率地獲得超越競爭對手
的持續性優勢。

Yurk(2002)

認為策略是為實踐使命和達成策略目標的計畫與藍
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自行整理

综合上述學者的觀點，策略是為逹成團隊目標的計畫，在何種可能之情境下要
做何種選擇之完整計畫。陳俊瑋（2011）認為學校行政有其策略性，必須運用

有效的策略，譬如領導、計劃、溝通、協調、評鑑等，以分工合作的精神，
建立組織的運作制度，得以發揮組織功能。此外，學校行政也必須善用所有
資源，包含內部與外部的人力、物力、財力等資源，以完整的規劃來推動學
校行政之運作，進而達到教育目標。
優秀的學校行政必須運用有效的運作策略，譬如聯合領導、計劃、溝通、協
調、評鑑等，以分工合作的精神，設立起學校行政的運作制度，才能發揮組織的功
能。此外，學校行政亦必須善用所有資源，包含內部與外部的人力、物力、財力等
資源，以整全的規劃，來推動學校行政之運作。以下針對學者在學校行政策略方面
的探討，進行說明與整理，如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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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專家學者對於學校行政策略方面的探討之整理
學者（年
代）

學校行政策略

陳木金
（2007）

指出採行學校行政策略的學校領導者應具備的能力共分六大
項，包含：訂定目標、轉化行動、整合資源、決定介入、核心
技術、領導智慧。

唐璽惠
（2006）

認為學校行政策略的運作過程為：健全的組織，周詳的計畫，
卓越的領導，良好溝通技巧與確實的督導管制評鑑。
並指出成功的學校行政策略是要依據教育宗旨及教育目標，並
配合社會的脈動、教改的方向、家長與學生的需求，掌握教育
的動態、靜態與生態面，帶給學生知性、理性、感性和靈性的
成長機會，使其德、智、體、群、美均衡發展，成為一個全人
格發展的現代公民，以為開創教育共同願景，為二十一世紀教
育的新紀元奠基。

蔡保田
（1991）

指出學校行政的效能高，則學生較能接受到適當的教育。學校
行政的功能有下列幾點：訂定計畫、籌配資源、激發熱誠、協
調、評鑑；激發團體的行動，對於團體目標之達成，很有關
係。

吳清山
（2000）

有效的領導學校行政策略，可從下列途徑著手：增進領導者的
素質和修養、建立人性化的領導、採用適宜的領導情境理論、
實施分層負責方式、實施用人唯才原則。

陳寶山
（2005）

提出施行學校行政的黃金法則，永不放棄理想、確實依法行
政、擺脫慣性奴隸、全心投入工作、創造獨特巧思、釋放善意
空間、適時把握今天、隨時虛心求教、維護正義公正、運用整
合策略、無為而無不為、遣將不如激將。

Hoy和

指出行政決定的模式與策略分析歸納為：古典模式（最佳策

Miskel(1991) 略）、行政模式（滿意策略）、漸進模式（逐次比較策略）、
綜合掃描模式（適應策略）。古典模式主張作決定應「完全合
理性」(Completely rational)，尋求並運用最佳策略以獲致目標
的最大成就。作決定的過程為一系列連續的步驟：1.問題的界
定；2.建立目標；3.提出所有可行的方案；4.預測每一可行方案
的結果；5.依據目標評估所有可行方案；6.最佳方案的選擇；7.
付諸實行與評鑑。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上觀之，採行學校行政策略應具備周全計畫，舉凡建立目標、選擇最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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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轉化行動、籌配資源、整合資源、決定介入、核心技術、激發熱誠、協調、付
諸實行與評鑑等。學校行政策略則是為了逹成教育政策與目標及法令，必須配合完
備且有效的計畫之策略來執行，以順利地達成學校行政團隊目標。而有效的策略可
以避免資源浪費在一些錯誤政策上，任何政策的成功與否都是建立在有效策略與完
備計畫中。
由此可知，學校行政策略則是為了逹成教育政策與目標及法令，必須配合完備
且有效的計畫之策略來執行，以順利地達成學校行政團隊目標。而有效的策略可以
避免資源浪費在一些錯誤政策上，任何政策的成功與否都是建立在有效策略與完備
計畫中。
二、教育部推動全民閱讀教育各項計畫與工作重點
曾志朗接任教育部長時，啟動了教育部對於推動閱讀的活動，曾志朗部長強調
上任後首要發起推動全國兒童閱讀運動，因為兒童大量閱讀可以啟發科學性的思
維，豐富腦部認知基模。玆將教育部推動全民閱讀教育各項計畫與工作重點整理臚
列於下表 3-4。

表 3-4
教育部推動全民閱讀教育各項計畫與工作重點
推動期程
2001~2003 年

計畫名稱

實施策略與工作要項

對象

全國兒童閱讀

營造良好之閱讀環境；充

全國偏遠離島國

計畫

實學校圖書資源；培訓師
資

小、幼稚園、原住
民國小及社教館所
共 100 單位。

2004~2008 年

焦點三百國民
小學兒童閱讀
推動計畫

以培養兒童閱讀習慣，提
升文化資源不足地區，弭
平城鄉教育資源差距

選定 300 所文化資
源不足之焦點學
校。

2005 年

提昇全國國中
小學生國語文
基本能力補
助計畫

期待經由此計畫有效的提
升中校學生的語文能力。

全國國中小學生

2009 年起

辦理增置國中
小圖書館閱讀
推動教師

增置閱讀推動教師建立校
園閱讀氛圍。

全國國中小學校

2006~2008 年

偏遠地區國民
中小學閱讀推
動計畫

希望促進國人重視閱讀，
深耕閱讀的習慣。

教育部所核定全國
共 645 所偏遠地區
國民中小學校。

2009 年起

BOOK START 閱
讀起步走

送小一生的閱讀禮袋，建
置班級圖書角

贈送全國每位小一
新生閱讀禮物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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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3-4）
推動期程

計畫名稱

實施策略與工作要項

對象

2008~2011 年

悅讀 101~國民
中小學提升閱
讀計畫

營造校園閱讀環境，建立
校園閱讀氛圍。

以全國國民中小學
（含幼稚園）為推
廣對象

2009~2012 年

推動公共圖書
館「閱讀植根
與空間改造計
畫」

培養全民閱讀習慣，創造
讀者為本空間，奠定終身
學習基礎。

公立圖書館

2013 年起

推動晨讀 123

期許各校依晨讀推動進
程，規劃自由選讀、專書
閱讀、主題閱讀等三階段
進行晨讀活動。

國民中學推動晨讀
運動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自行整理
教育部推動閱讀教育歷程歸納得到結論，起初是從推廣兒童閱讀起步與充實兒
童閱讀環境開始，近幾年積極著力於國中階段閱讀教育的推動，在軟體設備中充實
學校圖書資源、推動晨讀、建置閱讀推動教師與培訓師資，在硬體設備上營造良好
閱讀環境，改善圖書館閱讀環境，建立校園閱讀氛圍。綜上觀之，教育部對於閱讀
的推動始終未鬆懈，且持續努力與積極地推動。
F國中依據教育部與市政府的閱讀教育活動，而設計出與推動閱讀教育相關的
活動，從建立目標、選擇最佳方案、籌配資源、整合資源、激發熱誠、轉化行動、
付諸實行與評鑑等來執行。在周全的計畫中，從每天晨讀十分鐘、新生認識圖書館
週、班級書箱巡迴、推動閱讀護照的書寫、主題書展、專書導讀、期末各班閱讀活
動展演、充實學校閱讀設備環境、辦理閱讀活動與期末閱讀成果分享活動，激發學
生對閱讀的動機與興趣，期間激盪出許多火花，有快樂也有憂愁；大家在活動中找
到閱讀的快樂，學校也因積極地推動閱讀，得到許多獎項，F國中的閱讀教學方案
在101年3月獲得新北市推動閱讀教育學校「特優獎」，因而有機會代表新北市參加
教育部的評選，結果不負眾望的榮獲教育部101年度推動閱讀學校「磐石獎」，同時
也入選為《親子天下》全國優質國中100選-閱讀教育優質學校。專書導讀增添老師
業務，老師們準備導讀資料耗費過多精力、太累；對於期末閱讀成果分享活動是屬
於憂愁的部分，因為期末閱讀成果分享活動學生皆無法自行完成，幾乎都是由導師
出手與策劃，所以期末的閱讀成果分享活動是最讓導師傷腦筋與反感的閱讀活動!
也造成了推動閱讀教育的一些傷害！學生閱讀動機不強，產生效果只有表面，運用
深耕閱讀解決問題，透過讀報教育共同閱讀與學習，將閱讀帶入班級內，讓閱讀活
動從行政的推動進入班級深化閱讀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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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蔡淇華（2014）提出PISA研究早就證明，鬆綁與自主的芬蘭學校，可以教出
最強的國民，所以國教對臺灣鬆了綁，但許多老師不敢自主，還要把自己和學生綁
在同一條繩子上。臺灣在閱讀上即將有起步，需要現場的老師們放手讓學生讀吧！
讓學生養成終身閱讀的習慣與帶著走的能力。
一、結論
在這幾年各項推動閱讀的活動中，晨讀、認識圖書館週、班級書箱巡迴、閱讀
護照的書寫、剪報、主題書展、專書導讀、期末各班閱讀成果分享活動與充實學校
閱讀設備環境等。發現推動閱讀，是需要導師及老師們的支持與引導，閱讀活動才
能真正落實，學生才能實質受惠，擁有帶著走的能力。晨讀有導師的堅持，學生才
能擁有真正的晨讀時光，否則容易流於表面功夫。透過認識圖書館週，學生才能真
正有機會認識圖書館，了解圖書館地點、館藏書籍、借書辦法、、；否則國中生在
忙碌的下課十分鐘時間內，會無法有動力進圖書館的。藉由班級書箱的巡迴，補足
無法跑到圖書館借書的不足，讓學生不出班級教室，也能看得到圖書館館藏書籍，
啟動學生對閱讀的興趣。從閱讀護照的書寫，了解學生對閱讀的內化程度，並引導
學生正確的寫作能力。剪報活動更是訓練學生對社會與國際的接軌，透過心得的寫
作，發現孩子漸漸關心社會與國際新聞，不會只侷限在國中生的思維更有國際觀。
在舉辦主題書展方面，與不同領域結合，學生在透過不同領域老師的帶領下，了解
圖書館擁有不同領域相關的書籍，進而瞭解如何多利用圖書館的書籍。專書導讀是
閱讀活動的重頭戲，許多同學在老師們對書籍的介紹下，引發對該書籍的興趣，且
增加相關書籍的借閱率。期末各班閱讀成果分享活動，這部分學校漸漸省略，因為
該活動大部分都是導師來指導，為了不增添導師過多業務，於是近幾年已省略此活
動了！積極充實學校閱讀設備環境，是為了營造校園閱讀氛圍，在距離圖書館較遠
的區域，建設環境優美的閱讀角，讓校園處處充滿閱讀氛圍。
在早自習推動閱讀教育進行晨間閱讀活動，必需打破多年來早自習的考試習
慣；校長要求導師讓出早自習，給學生閱讀時段，並親自帶動校園閱讀氛圍；行政
支持閱讀活動之行動力；教師對閱讀活動的認同與態度；學生主動展書閱讀之行動
力；探究運用之閱讀教育推動策略與改造學校閱讀環境，是否能有效提升學生之閱
讀動機。
（一）晨間閱讀突破傳統早修
一日之計在於晨。以前早自習總有考不完的小考，在校園推動晨間閱讀
時，
剛開始不僅導師有微詞，連其他任課教師反彈也不小。原因是小考時間被剝奪了，
剛開始的適應期，大家磨合了很久。在實行了一、兩年後微詞才勉強比較少，但用
心做晨讀的意願低、敷衍居多，實為可惜。
（二）校長親自帶動閱讀氛圍
校長重視與帶動是整個活動的重點，一校之長帶動校園閱讀氛圍是主要推
手，有校長的重視才能讓全校師生對於閱讀教育活絡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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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政支持閱讀之行動力
學校行政單位多，各組業務、活動也很多，大家常常在搶時間辦理活動，若行
政沒有多支持閱讀活動，很容易被擠壓不見的。
（四）教師對閱讀之認同態度
許多教師懷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在工作的話，當然不會認同學校任何活
動的，更何況這種無法立竿見影的閱讀活動。
（五）學生展書閱讀之主動力
十二年國教的免試入學，讓學生與家長一致認為不用考試囉!以前有讀不完的
教科書，學生都還會偷偷閱讀課外書，科幻小說、武俠小書、、、，蔡淇華
（2014）指出校園裡推廣閱讀的最大阻礙仍是：要考試、要趕課本進度。然而，十
二年國教的會考重閱讀力，學生須不懼文字，遇到長篇文章也要能閱讀，而不是直
接跳過。但是，學校閱讀教育沒有量變，就不可能質變為理解力。可惜，許多國文
老師仍堅守課本，為了「服務課本」，大量地解說課本與安排複習，更為了成績而
不敢做過多與課本無關之課程或活動，學生當然沒有興趣課外閱讀，更別提學生會
主動展書閱讀的動力。
（六）學校人力資源不足，閱讀教師無法申請
大部分學校推動閱讀教育活動業務落在設備組長職務上，設備組長的基本業務
管理全校專科教室、教科書業務、校內作文、科展比賽就已繁忙，要多兼閱讀業務
實為無法專一。但學校若想用心經營閱讀這區塊，必須要有專職教師來規劃與推
動。而申請閱讀教師後所遺留的課務經費須由學校自籌，遺留課務的部分校內教師
吸收，對於小學校而言難以成行，首先小學校根本無經費可言；其次課務由校內教
師吸收的部分，對於小學校而言，每一位教師授課時數皆已緊繃，無法有教師能協
助吸收的。閱讀教師所遺留的課務，在大學校中有很多老師可以協助吸收，並且大
學校有充裕的經費支出費用。故閱讀教師幾乎是大學校的專利品，小學校皆被犧牲
且遺忘了!
二、建議
（一）把握黃金時段晨間閱讀
期盼在教育現場的導師們與任課教師們，早日認識閱讀的好處，鼓勵學生多閱
讀，給孩子這一生珍貴帶著走的能力。學校推動閱讀教育活動，唯一可持續性運用
的時間只有早自習，把握晨間閱讀黃金時段，建立學生閱讀習慣與興趣。
（二）校園閱讀氛圍師生都愛
推動閱讀在校長的重視與推動，可提升校園閱讀氛圍師生都愛，讓校園充滿自
然而然的閱讀氛圍，就像呼吸一樣自然與需要。
（三）帶著走的主動閱讀能力
閱讀是給孩子這一生珍貴可帶著走的能力與美意，校內行政支持閱讀之行動力
是很重要的，重視閱讀活動的話便不隨意取消或取代其他活動的，學生才能真正擁
有這帶著走的閱讀力，進而終身閱讀。
（四）認同閱讀之重要發展性
閱讀的成效是無法立竿見影的，它是影響學生一輩子的啟發與習慣，並且它的
好處是要日後才會漸漸展現出來與凸顯出它的重要，教師要認識與認同推動閱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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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否則最基層的推手都不動的話，枉費了行政的美意與用心。
（五）主動展書之終身閱讀力
學生因下課時間有限，無法常常到圖書館逛逛，所以學校必須運用多樣性的閱
讀活動推行，促使閱讀運動的持續，來延續學生主動展書之終身閱讀力。
（六）改變閱讀教師申請條件
推動閱讀千萬不能有大小眼。期盼相關單位能重視此問題，不要遺忘了小學校
或偏遠地區學校們也需要閱讀教師。若能與聘任輔導的”專任輔導”教師獨立聘用模
式一樣，就能解決這些問題，並照顧到這些小學校或偏遠地區學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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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對職業倦怠之影響
吳佩芬

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金門縣公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與職業
倦怠之現況，並比較不同背景變項之教保服務人員在工作壓力與職業
倦怠各變項所產生的差異，以進一步分析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對職
業倦怠之影響。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 104 學年度金門縣公立幼
兒園現職教保服務人員 160 人為研究對象，採用普查法。調查所得資
料以描述性統計分析、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簡易迴歸分析。研
究結果發現教保服務人員知覺到工作壓力為中下程度，以「工作回
饋」感受較沉重。其知覺職業倦怠為中下知覺，以「情感耗竭」感受
較沉重。教保服務人員整體工作壓力在「年齡」及「職稱」有顯著差
異，但其在整體職業倦怠感受不因背景變項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教保
服務人員工作壓力對職業倦怠的影響為正向相關，且教保服務人員工
作壓力可有效預測職業倦怠。根據研究結論分別對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幼兒園行政、教保服務人員及未來研究提出具體建議，以提供教
保服務人應用與學術研究之參考。

關鍵字 : 公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職業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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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Preschool Teachers' Job Stress
on Their Job Burnout

Pei-Fen Wu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examine preschool educators’ job stress
and job burnout in public kindergartens in Kinmen. The study compared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on preschool educators’ job stress
and job burnout and investigated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 research
variables.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survey study were 160 preschool educators
in public kindergartens in Kinmen in 2014. The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s, one-way Anova, and regress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reschool teachers’ job stress was at medium-low level and “Job
feedback” was the most serious aspect. Preschool teachers’ job burnout was
at medium-level and “Emotion Exhausted” was the most serious aspect.
Among the various background variables, “Age” and “Position”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reschool teachers’ job stress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job burnout. Moreover, preschool teachers’ job stress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ir job burnout and could effectively predict
job burnout. Based on the conclusion of the present study, the suggestions
about preschool educators’ job stress and job burnout are provided to
education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kindergartens, preschool educators
and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preschool educators, job stress, job burn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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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一、 研究背景
（一） 幼教師對於人格發展占極為重要的地位
幼兒園時期是幼兒第一個社會化及學習認知的場所，是人生極為重要的階段，
從人格的養成、身心健康的增進以及智慧的開端等，都是從幼兒園階段開始培養，
故幼兒教育是一個人奠定基礎的開始。在幼稚園帶給幼兒知識的就是幼兒園教師，
幼兒園教師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必須扮演照顧者、引導者、學習者、建構
者、啟發者…等不同面向且全方位的角色（陳若蕾，2006）。

（二） 社會結構的衝擊
近年來，台灣社會結構已趨向 M 型社會，貧富差距日益嚴重，貧困家庭無法支
付學費，少子化現象造成家長過度保護，導致孩子挫折容忍力低，對教師要求與管
教方式涉入，使得教師與家長間因學習或管教問題造成衝突(許瑜珊、徐綺穗，2012）
。
單親家庭、隔代教養、新移民子女等家庭型態改變，衍生不同層面的教育問題，使
得第一線的教保服務人員面臨幼兒多元家庭所帶來的多元議題(羅瑞鳳，2012），教
保服務人員的教學與照護工作面臨挑戰，工作壓力日益提高，以致影響工作效能，
因此教師的工作壓力與職業倦怠也逐漸受到重視。

（三） 零體罰政策對老師的挑戰
零體罰規定納入教育基本法（教育基本法，2006）
，不當管教事件往往引發媒體
追逐報導，甚至過度渲染，使得老師在管教上多一層顧慮，害怕動輒得咎，很多教師
因此而變得退縮、冷漠、不敢再負起管教責任，面對家長更加逃避，親權的提高，師權
的低落，造成教育兩股大力量互不信任（吳岱蓁，2012）。

（四） 人際關係對教師的影響
大部份的教師是二人帶領同一個班級，因此，人際關係的好壞就顯得格外重
要，若能與同事相處融洽，則該班孩子將在合諧的氣氛下學習，但若教保服務人員
與同事理念不合或溝通不良，不僅帶給學生不良的示範，也會影響教保服務人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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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情緒上的支持。

二、 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者自身背景及經驗
外界看來，金門縣公立幼兒園教師工作穩定且工作環境單純，理當是份不錯的
工作，但研究者本身為金門縣公立幼兒園的正式教師，在任教一段時間後，發現自
己和同事們紛紛產生職業倦怠，身心靈產生疲憊感，因此欲探討教保服務人員的工
作壓力及其因應策略，此為研究動機一。
（二）以金門地區公立教保服務人員為對象之相關研究尚付

之闕如
國內關於研究教師工作壓力的研究區域多以台灣本島為主，尚無探討金門教保
服務人員的工作壓力與職業倦怠。因此本研究擬以金門地區公立教保服務人員為對
象，探討工作壓力與職業倦怠之現況，並就工作壓力與職業倦怠之關係加以探討，
進而提出改善的方法，以供教育行政機關及教師參考，此為研究動機二。
綜合上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目的旨在暸解公立幼兒園教師工作壓力及職業倦
怠的現況，並分析公立幼兒園教師工作壓力和職業倦怠之間的關係。

三、 名詞定義
（一）公立教保服務人員
依據《幼兒教育與照顧法》第一章第一條第四項：「教保服務人員：指在幼兒
園服務之園長(園主任)、教師、教保員及助理教保員。」因此，本研究所指的教保
服務人員乃指 104 學年度服務於金門縣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之園主任、組長、教師、
教保員、三個月以上長期代理教保服務人員，不包含短期代理、代課教保服務人員。

（二）工作壓力
本研究將工作壓力定義為公立教保服務人員在從事與教學有關的工作，與
人事、物互動的過程中，生理及心理產生的緊張、不安等負面情緒，必須重新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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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象。本研究所指之工作壓力，係指研究者參考相關文獻及問卷所編製的「金門
縣公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量表」所得到的分數，量表包含班級經營與教
學、工作負擔、人際關係、工作回饋等四大向度，分數越高代表工作壓力越大；反
之，則代表工作壓力越小。

（三）職業倦怠
本研究將職業倦怠定義為工作者對所從事的工作不具動機且又不得不為之時，
便會產生情緒倦怠及身心焦慮等負向情緒，進而影響生理及心理的健康的狀態。本
研究所指之職業倦怠，係指研究者參考相關文獻及問卷所編製的「金門縣公立幼兒
園教保服務人員職業倦怠量表」所得到的分數，量表包含情感耗竭、缺乏人情味、
低成就感及離職意願等四個向度，分數越高代表職業倦怠感愈大；反之，則代表職
業倦怠感愈小。

貳、 文獻探討
一、 教師工作壓力
(一) 教師工作壓力的意涵
研究工作壓力的著名學者 Kyriacou 和 Sutcliffe (1978) 將教師工作壓力定
義為由教師的工作而產生之負向情感(如生氣或沮喪)之反應症狀。一般研究對教師
工作壓力共同界定為教師在從事教學時，在學校工作中所承受到的壓力，通常不包
括教師日常生活有關於個人、家庭及社會等壓力，為教師對於工作上所賦予的要求
期許、職責等所感受到的壓力，包括與人事物互動過程中所產生負面感情（如焦
慮、挫折、壓抑等）（吳毓琦，1992；蔡璧煌，1989）。
教師的工作壓力包含潛在的工作壓力與實際的工作壓力，潛在壓力源只是客
觀存在的事實，當教師主觀評估其可能或已經威脅個人自尊或幸福時，才會構成教
師實際的工作壓力。而教師的個人的人格特質及價值觀（包括過去經驗、人格特質
與價值觀）常影響其對於潛在壓力源的評估，之後教師產生適應機轉，所評估之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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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管正確與否，將皆對個體產生影響，因而衍生出各種壓力的症狀（Moracco &
McFadden, 1982）。幼兒園教師在特殊教學脈絡中必須要承受的壓力，例如：學齡
前兒童保育、學校及教育脈絡廣度、學校組織及社會系統等，幼稚園教師需檢視自
己本身在日常生活中的內在需求及學校組織及社會壓力，才可提供妥善處理及做適
當的調適（劉妙真，2010）。除此之外，時間壓力、了解學童需求、處理非教職工
作、保持學童的學習及正確思維、人際關係、學童的態度知覺等都是幼兒園教師主
要的壓力來源（Kelly & Bethels, 1995），教師若長久處於壓力的狀態無法獲得抒
解，容易形成工作倦怠或慢性身心疾病（邱懷萱、李麗日，2012；Moracco

&

McFadden, 1982），最後因無法承受壓力，只得退出工作環境，以避免身心健康的
傷害（林欣怡，2011；Tellenback & Brenner & Löfgren, 1983）。

(一) 教師工作壓力相關理論
1. Kyriacou 和 Sutcliffe 的教師工作壓力模式
教師工作壓力的先驅 Kyriacou 和 Sutcliffe（1978），認為教師工作
壓力的感受來自於教師知覺環境的威脅，工作壓力的來源是否發生作用，需視教師
個人評估的結果而定，這種環境的需求可能來自於他人，也可能是來自於自己本身
施加的壓力。
2. Moracco 與 McFadden 教師工作壓力理論模式
Moracco 與 McFadden 認為來自於社會、工作、家庭等都是潛在壓力源，可能
成為教師產生壓力的原因並構成不同程度的壓力。潛在壓力源經教師主觀評估後，
自覺對個人自尊、安全、健康產生威脅時，即演變為實際壓力源，並透過主觀評估
而採取因應壓力的策略以消除壓力。其評估結果或是採取的因應策略皆會受其過去
經驗、人格特質或價值觀念所影響。
3. Tellenback、Brenner and Lofgren 教師工作壓力理論模式
Tellenback、 Brenner 與 Lofgren （1983 ）指出「學校鄰近地區特質」
（neighborhood characteristics）對壓力源的影響，如教育政策、學校所在地、
學校組織氣氛、學校規模大小、校長領導風格、親師生關係、教師生態等均是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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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的來源，再加上教師本身的人格特質，均會影響其對壓力程
度的判斷，教師若長期處於壓力的狀態下，將會導致身心狀況的損害而有退出工作
的可能。

二、 教師職業倦怠
（一）教師職業倦怠的性質
教師職業倦怠是指教師在教學工作的過程中，因對工作環境認知差距，
過度追求不切實際的目標，無法得到預期的回報及因應工作環境所帶來的壓力與衝
突時，所產生一系列身心耗竭的過程與累積許多的負向情緒反應（徐瑜珊、徐綺穗，
2012）。教師職業倦怠的形成是一個連續發展的歷程，並非一朝一夕就形成的。職
業倦怠的形成歷程分為熱忱期（enthusiasm）、停滯期（stagnation）、挫折期
（frustration）及冷漠期（apathy）四個階段（Edelwich & Brodsky, 1980）。
教師的職業倦怠會伴隨著生理或心理的症狀產生，就生理而言，職業倦怠會危
害個體的身心健康；就心理而言，職業倦怠會使個體產生極端的情緒或想法（李建
智，2005）。一旦有症狀產生應給予疏導，幫助每一位陷入低潮的教師再度燃起教
育熱忱。如此不僅教育整體力量得以提昇，學生將是最大的受益者。

（二）教師職業倦怠相關理論
1. Maslach 和 Jackson 三構面職業倦怠理論
職業倦怠意旨個體在工作重壓下所產生的身心疲勞與耗竭的狀態，當人們對所
從事的不感興趣又不得不為之時，便會產生情緒倦怠及身心焦灼等症狀，工作效率
自然降低，當動機消失產生職業倦怠後，原本激起、維持的行為便會終止（郭怡
慧、蕭佳純，2011）。Maslach 和 Jackson（1981）將職業倦怠分成三個構面，分
別是「情感耗竭」(emotional exhaustion)、「缺乏人性」(depersonalization)
以及「低成就感」(reducedpersonal accomplis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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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師工作動機理論
Blase（1982）提出教師工作動機理論，教師依據對學生需求的知覺，運用其
努力和教學策略，以達到有價值的結果和教學目標，但教師的努力和教學策略有時
無法克服工作有關的壓力來源，長期累積的結果，就產生所謂的工作心厭（引自郭
生玉，1987）。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 研究架構
本研究目的是在探討公立幼兒園教師工作壓力與職業倦怠的現況及彼此間的影
響關係。主要架構包括：公立幼兒園教師背景變項、工作壓力變項及職業倦怠變
項，研究者歸納本研究架構如圖 1 所表示。

背景變項
1.婚姻狀況
2.年齡
3.服務年資
4.幼兒教育背景
5.聘任資格
6.任教班級人數

H1

工作壓力
1. 班級經營與教學
2. 工作負擔
3. 工作回饋

H3
H2
職業倦怠
1. 情感耗竭
2. 低成就感
3. 離職意願

圖 1 研究架構圖
H1：假設不同背景變項之教保服務人員，其工作壓力有顯著差異 。
H2：假設不同背景變項之教保服務人員，其職業倦怠有顯著差異 。
H3：假設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對職業倦怠具有解釋力。

一、 研究對象與抽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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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金門縣公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為共 160 人為調查研究之母群體。普
查 19 所學校共 160 人。經電話詢問園所意願後，發出問卷數 160 份，回收 160
份，回收率為 100%，有效問卷率為 100%。
（一）研究工具
針對研究的目的及需要，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方式進行資料蒐集。為蒐集實徵
資料，本研究參酌相關文獻及學者專家所編定有關之問卷為主要依據，並針對本研
究架構，設計符合本研究目的之問卷項目。問卷主要包含三部分：「背景資料問
卷」、「工作壓力量表」及「職業倦怠量表」。「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與職業倦怠之
調查問卷」初稿完成後，函請 7 位專家學者及資深教師，針對題目之涵蓋層面、適
切性及修辭逐一審查，提供修正意見，以建立本問卷之內容效度。依據專家內容效
度問卷審查結果，修正後保留 29 題製成正式問卷。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量表修
改後之題目共計 10 題，教保服務人員職業倦怠量表修改後之題目共計 14 題，茲將
本研究各問卷發展過程及內容分述如下。
1、教師背景資料
本研究以文獻探討作為基礎，將教師背景變項分為「婚姻狀態」、「年齡」、「服
務年資」、「幼兒教育背景」、「專業背景」及「任教班級人數」等 6 項，透過資料可
以瞭解受試者屬性，以便做進一步的統計分析。
2.工作壓力量表
本研究參考相關文獻，將工作壓力分為：班級經營與教學、工作負擔及工作
回饋共三個層面，共計 10 題。本問卷單選題採李克特五等量表填答，得分越高
者，表示所知覺的工作壓力越大。
3.職業倦怠量表
本研究參考相關文獻，將公立教保服務人員職業倦怠分為：情感耗竭、低成就
感及離職意願，共三個層面。在問卷的編製上，依據研究者自身工作經驗及鄭進丁
（2013）問卷之選項，自行編製工作壓力量表，共計 14 題。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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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結果
（一）教保服務人員之工作壓力與職業倦怠現況
本研究以平均數與標準差分析填答者工作壓力與職業倦怠之現況，採用
Likert 五點量表計分方式，3 分為中間值，將得分情形分為高、中高、中、中低
和低五種程度，得分為 3 代表教師在工作壓力與教學效能屬「中等」；4 分以上屬
「高度」；3 分以上，未滿 4 分，屬「中上」；2 分以上，未滿 3 分，屬「中下」程
度；未滿 2 分則屬「低度知覺」。教保服務人員知覺工作（M=3.03）屬於中上程度
知覺。工作壓力三個層面相較之下，工作回饋（M=3.40）>工作負擔（M=3.14）>，
班級經營（M=2.67），由此可知，教保服務人員確實有著一定程度的工作壓力，以
工作回饋層面的工作壓力感受最為顯著。

表1
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現況分析摘要表
N=160
個數

平均數

整體工作壓力平均數

160

3.03

班級經營平均數

160

2.67

工作負擔平均數

160

3.14

工作回饋平均數

160

3.40

教保服務人員知覺職業倦怠現況（M=2.13）屬於中低程度知覺，職業倦怠三個
層面相較之下，情感耗竭（M=2.5078）>低成就感（M=1.9359）>離職意願
（M=1.9075），因此可知教保服務人員所知覺的職業倦怠以「情感耗竭」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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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教保服務人員職業倦怠現況分析表
N=160
個數

平均數

職業倦怠全部平均數

160

2.1304

情感耗竭平均數

160

2.5087

低成就感平均數

160

1.9359

離職意願平均數

160

1.9075

（二）不同背景變項之教保服務人員知覺工作壓力之差異情形
研究者以背景變項為自變項，整體工作壓力與職業倦怠為依變項，依序進行 t
檢定（t-test）或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由表 2 及表 3 可知，在整
體工作壓力上，年齡(F(3,156) = 3.41，p < .05)及職稱(F(3,156) = 6.02，

p< .001)上達顯著差異，亦即教保服務人員的整體工作壓力，會因「年齡」及「職
稱」不同而有所差異。經過 LSD 事後比較發現，年齡在 30-39 歲(M =3.17)的教保
服務人員，整體工作壓力大於 29 歲(含)以下((M =2.86)及 50-59 歲((M =2.70)的
教保服務人員;職稱為正式教保員(M =3.06)及正式幼教師(M =3.21)的整體工作壓
力大於代理教保員(M =2.58)及代理幼教師(M =2.69)。
以不同年齡對工作負擔層面的感受而言，分析結果如表 2 顯示，不同年齡的教
保服務人員對工作負擔層面上達顯著差異(F(3,156) = 5.30，p < .01)，亦即教保
服務人員的工作負擔層面壓力，會隨著年齡而有所差異。經過 LSD 事後比較發現，
年齡在 30-39 歲(M =3.37)及 40-49 歲(M =3.30)的教保服務人員，在工作負擔層面
的壓力大於 29 歲(含)以下((M =2.70)的教保服務人員。
以不同年齡對工作回饋層面的感受而言，分析結果如表 3 顯示，不同年齡的教
保服務人員在工作回饋層面上達顯著差異(F(3,156) = 3.30，p < .05)，亦即教保
服務人員的工作負回饋層面壓力，會隨著年齡而有所差異。經過 LSD 事後比較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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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年齡在 30-39 歲(M =3.60)的教保服務人員，在工作負擔層面的壓力大於 29 歲
(含)以下(M =3.22)及 50-59 歲(M =2.95)的教保服務人員。
表3
年齡對工作壓力各層面狀況分析表
變異數分析摘要
層面

年齡

平均

標準

數

差

變異

SS

df

MS

事後
F

比較

P

來源
1.29 歲(含)以下

2.86

.56

組間

4.20

3

1.40

3.41

.
019

整體
工作

2.30-39 歲

3.17

.66

壓力

3.40-49 歲

3.08

.75

4.50-59 歲

2.70

.44

1.29 歲(含)以下

2.71

.79

組內

63.89

156

總和

68.08

159

組間

1.19

3

2>1
2>4

.41

.40

.59

.
624

班級
經營

2.30-39 歲

2.70

.81

組內

105.50

156

3.40-49 歲

2.67

.90

總和

106.69

159

4.50-59 歲

2.39

.81

1.29 歲(含)以下

2.70

.86

組間

13.95

3

.68

4.65

5.30

.
002

工作
負擔

2.30-39 歲

3.37

.97

3.40-49 歲

3.30

1.02

4.50-59 歲

2.88

.71

1.29 歲(含)以下

3.22

.70

組內

137.0

156

總和

150.99

159

組間

6.93

3

回饋

2.30-39 歲

3.60

.90

3.40-49 歲

3.41

.95

4.50-59 歲

2.95

.57

組內

109.38

156

總和

116.31

159

3>1

.88

2.31

3.30

.
022

工作

2>1

2>1
2>4

.70

以不同職稱對工作負擔層面的感受而言，分析結果顯示，不同職稱的教保服務
人員對工作負擔層面上達顯著差異(F(3,156) =11.40，p = .000)，亦即教保服務
人員的工作負擔層面壓力，會隨著職稱而有所差異。經過 LSD 事後比較發現，職稱
為正式幼教師的教保服務人員(M =3.12)，在工作負擔層面的壓力最大，其次為正
式教保員(M = 3.56)，最後則為代理教保員(M =2.44)及代理幼教師(M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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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同職稱對工作回饋層面的感受而言，分析結果顯示，不同職稱的教保服務
人員在工作回饋層面上達顯著差異(F(3,156) = 4.09，p < .01)，亦即教保服務人
員的工作負回饋層面壓力，會因不同職稱而有所差異。經過 LSD 事後比較發現，正
式教保員(M =3.53)及正式幼教師(M =3.52)的工作回饋層面壓力大於代理教保員(M
=2.78)及代理幼教師(M =3.06)。

表4
職稱對工作壓力各層面狀況分析表
變異數分析摘要
層面

平均

標準

數

差

年齡

變異

SS

df

MS

事後
F

比較

P

來源
1.正式教保員

3.06

.67

組間

7.061

3

2.35

6.02
001

整體
工作
壓力

.

2.代理教保員

2.58

.73

3.正式幼教師

3.21

.60

4.代理幼教師

2.69

.53

1.正式教保員

2.67

.82

組內

61.02

156

總和

68.08

159

組間

.55

3

1>2
1>4

.39

3>2
3>4

.18

.27

.
849

班級
經營

2.代理教保員

2.53

.69

組內

106.15

156

3.正式幼教師

2.72

.84

總和

106.69

159

4.代理幼教師

2.58

.84

1.正式教保員

3.12

1.00

組間

27.153

3

.68

9.05 11.40

.
000

工作
負擔

2.代理教保員

2.44

.85

組內

123.84

156

3.正式幼教師

3.56

.77

總和

150.99

159

4.代理幼教師

2.47

.87

1.正式教保員

3.52

.83

2.代理教保員

2.78

1.03

3>1
3>2
3>4

組間

8.49

3

組內

107.82

156

2.83

.
69

回饋
3.正式幼教師

3.53

.85

4.代理幼教師

3.06

.72

1>4

.79

4.09

.
008

工作

1>2

總和

1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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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1>2
1>4
3>2
3>4

（三）不同背景變項之教保服務人員知覺職業倦怠之差異情形
研究者以背景變項為自變項，職業倦怠為依變項，依序進行 t 檢定（t-test）
或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在整體職業倦怠上，不同背景變項之金門
縣教保服務人員知覺職業倦怠並無顯著差異。

（四）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對職業倦怠之影響程度
本研究採用簡單迴歸分析，探討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與職業倦怠的關係與影
響。分析結果如表 4 顯示，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β=8.61, p = .000)對職業倦
怠的影響為正向關係，即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愈高，則其職業倦怠感受愈明顯。
就決定係數而論，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對職業倦怠的整體解釋力達 37.3%，亦即
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能解釋職業倦怠的總變異量為 37.3%。
由表 4 可知，教保服務人員整體工作壓力對於「整體職業倦怠感受」
（β=.8.61, p = .000)、「情感耗竭」（β= .67, p = .000）、「低成就感」、
(β=.42 ,p = .000)及「離職意願」(β=.37,p = .000)的影響皆為正向關係，即教
保服務人員整體工作壓力愈高，則其在整體職業倦怠感受、情感竭竭、低成就感及
離職意願上的感受愈明顯。
以班級經營層面的歷力而言，教保服務人員班級經營的壓力對於「整體職業倦
怠感受」（β=.60, p = .000)、「情感耗竭」 (β=.58,p = .000)、「低成就感」
(β=.50,p = .000)及「離職意願」(β=.38,p = .000)的影響皆為正向關係，即教保
服務人員班級經營層面壓力愈高，則其在整體職業倦怠感受、情感竭竭、低成就感
及離職意願上的感受愈明顯。
以工作負擔層面的歷力而言，教保服務人員工作負擔的壓力對於「整體職業倦
怠感受」(β=.39,p = .049)及「情感耗竭」(β=.46,p = .003)、「低成就感」
(β=.22,p = .005)及「離職意願」(β=.22,p = .005)的影響為正向關係，即教保服
務人員工作負擔層面壓力愈高，則其在整體職業倦怠感受、情感竭竭、低成就感及
離職意願上的感受愈明顯。
以工作回饋層面的歷力而言，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回饋的壓力對於「整體職業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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怠感受」(β=.36,p = .008)、「情感耗竭」(β=.45,p = .000) 、「低成就感」
(β=.17,p = .05)及「離職意願」(β=.20,p = .05)的影響為正向關係，即教保服務
人員工作回饋層面壓力愈高，則其在整體職業倦怠感受、情感竭竭、低成就感及離
職意願上的感受愈明顯。

表5
工作壓力各層面對職業倦怠各層面迴歸係數表
自變項
整體工作壓力

班級經營

工作負擔

工作回饋

依變項

RR2Adjusted

整體職業
倦怠感受

.
61

情感耗竭

ΔR2

F

β
8.61

t
49.77***

.38

.37

95.46

67

.45

.44

127.71

.67 11.30***

低成就感

42

.17

.17

32.9

.42 5.74***

離職意願

37

.14

.13

24.68

.37 4.97***

.36

.35

87.98

.60 9.38***

整體職業
倦怠感受

60

情感耗竭

58

.33

.33

78.87

.58 8.88***

低成就感

50

.25

.24

52.12

.50 7.22***

離職意願

38

.14

.14

26.60

.38 5.16***

.15

.14

27.67

.39 5.26***

.

整體職業
倦怠感受

39

情感耗竭

46

.21

.20

41.31

.46 6.43***

低成就感

22

.05

.04

8.12

.22

2.85**

離職意願

22

.05

.04

7.94

.22

2.82**

.13

.13

23.76

.36

4.87***

.

整體職業
倦怠感受

36

情感耗竭

45

.20

.20

39.99

.45

6.32***

低成就感

17

.03

.02

4.75

.17

2.18*

離職意願

20

.04

.04

6.81

.20

2.61*

.

研究結果顯示，金門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對職業倦怠的影響為正向關係，即
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愈高，則其職業倦怠感受愈明顯。就決定係數而論，教保服
務人員工作壓力對職業倦怠的整體解釋力達 37.3%，亦即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能
解釋職業倦怠的總變異量為 37.3%。教保服務人員整體工作壓力、班級經營、工作負
擔、工作回饋層面的壓力愈高，則其在情感耗竭、低成就感及離職意願上的感受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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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

二、綜合分析與討論
（一）金門縣教保服務人員整體工作壓力感受為中等偏低程度
本研究結果顯示，金門縣教保服務人員整體工作壓力感受為中等偏低程度
（M=3.03）
，其中以「工作回饋」的工作壓力最大，和林心怡（2011）
、彭明萱（2013）
的研究是一致的。由此可知，教保服務人員確實有著一定程度的工作壓力，而「工
作回饋」層面是有關於教保服務人員的福利、聲望和地位，若能提高教保服務人員
的福利、聲望和地位，必能減輕教保服務人員的工作壓力。

（二）金門縣教保服務人員整體職業倦怠為中等偏低程度
本研究結果顯示，金門縣教保服務人員整體職業倦怠為中等偏低程度
（M=2.13），其中以「情感耗竭」層面感受為最深。此發現與林怡菁（2009）及
鄭進丁（2013）的研究結果相似。由此可知，教保服務人員對工作的態度漸失熱
忱，常常感到生理上的疲倦、情緒低落與挫折感。

（三）教保服務人員「年齡」與「職稱」在工作壓力上有顯著差異存在
本研究結果顯示，不同背景變項之金門縣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之差異情形，
僅「年齡」與「職稱」之間有顯著差異存在。以不同年齡對工作負擔層面的感受而
言，不同年齡及職稱對「工作負擔」及「工作回饋」都有顯著差異。對此結果與彭
明萱（2013）與林心怡（2011）的研究結果相似。本研究結果顯示，不同背景變項
之金門縣教保服務人員知覺職業倦怠之差異情形，完全沒有顯著差異存在。此結果
與彭明萱（2013）與林心怡（2011）的研究結果相似。

（四）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對職業倦怠呈現正相關
本研究結果發現，當教保服務人員知覺工作壓力程度愈高時，職業倦怠程度就
愈高，兩者間呈現正相關。綜觀國內相關研究，可發現多數研究均顯示工作壓力與
職業倦怠間呈正相關（董嘉傑，2012、郭怡慧，2011、葉子明等人，2011），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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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相符。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金門縣公立幼兒園之教保服務人員，分析其各
層面工作壓力與職業倦怠之間的相關程度，均達到顯著正相關，可知金門縣公立幼
兒園教保服務人員的工作壓力感受越沉重時，則職業倦怠程度越高。

伍、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教保服務人員知覺到工作壓力為中下程度，以「工作回饋」
感受較沉重
本研究結果發現，金門縣公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知覺工作壓力屬於中等程度，
以「工作回饋」層面感受最沉重，均大於「工作負擔」與「班級經營」層面

（二）教保服務人員知覺職業倦怠為中下知覺，以「情感耗竭」感
受較沉重
本研究結果發現，金門縣公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知覺教學效能屬於中下知覺
程度，其中並以「情感耗竭」層面感受最沉重，高於「低成就感」及「離職意願」層
面。

（三）教保服務人員整體工作壓力在「年齡」及「職稱」有顯著差
異
研究結果發現，金門縣公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中，年齡在 30-39 歲的教保服
務人員，整體工作壓力大於 29 歲(含)以下及 50-59 歲的教保服務人員；正式教保
員及正式幼教師的整體工作壓力大於代理教保員及代理幼教師。

（四）教保服務人員整體職業倦怠感受不因背景變項的不同而有
所差異
研究結果發現，金門縣公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的整體職業倦怠感受，不會因
為「婚姻狀況」、「年齡」、「教學年資」、「幼兒教育背景」、「職稱」及「班級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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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同的背景變項而有所差異。

（五）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對職業倦怠的影響為正向相關，且
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對職業倦怠的整體解釋力達 37.3%
本研究結果發現，金門縣公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的工作壓力與職業倦怠間呈
現正向相關，由此可知，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愈高，則其職業倦怠感受愈明顯。

二、建議
（一）對教育機關的建議
1.提出有效政策，提昇幼兒教保服務人員地位與聲望
本研究發現，教保務人員在「工作回饋」層面的壓力感受最深，此層面是有關
於教保服務人員的福利、地位及聲望。政府若能提出有效的政策或制定有效的制
度，例如製作宣導影片，藉此提昇家長對於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正確的認知，也能多
加宣揚教保服務人員的重要性及不可取代性，提昇幼兒教保服務人員的聲望及地
位。若教保服務人員的社會聲望及地位昇高，相信教保服務人員也會以這個職業為
榮，就能有效減輕在工作回饋層面的壓力。
2.降低師生比，提昇教師教學品質
本研究發現，教保服務人員在「情感耗竭」層面的倦怠感受較深，此層面
是
有關於教師在處理幼兒相關的繁忙事務而引起的倦怠感，若能夠降低師生比，讓老
師能有餘力處理帶班及行政事務，提昇教師的教學品質，教師能有足夠的時間處理
好所有事情，相信一定會提高教師的成就感，也較不會因此而產生職業倦怠。
3.延長代理教師或代理教保員聘期，使其有歸屬感
本研究發現，職稱為正式教師及正式教保員的教保服務人員，其工作壓力大於
代理教師及代理教保員。代理教師及代理教保員多為一年一聘，並不像正式教師或
正式教保員帶領固定班級兩年或三年，因此對於學校班級事物較不熟悉，對班級較
無歸屬感，對班上的孩子狀況也較不了解，所以大部份的責任會落在正式教師或正
108

式教保員的身上，造成正式教師及正式教保員的工作壓力。因此，若能延長代理聘
期為兩年或三年，讓代理教師及代理教保員能夠完整地和正式教保服務人員一起帶
完一個班，相信代理教保服務人員在各方面都能夠更加得心應手，也較能分擔正式
教保服務人員的工作壓力。

（二）對教保服務人員的建議
1.適度舒緩工作壓力並自我調適
從本研究結果可知，金門縣公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的工作壓力與職業倦怠的
影響為正向相關，亦即工作壓力感受越大，職業倦怠感受則愈明顯。因此，教保服
務人員若感受到超出自身負荷的工作壓力時，應適度尋求協助，應學習自我調適、
釋放壓力，以避免過高的工作壓力導致職業倦怠，影響教學品質。
2.教學相長，促進經驗分享
本研究發現，年齡在 30-39 歲的教保服務人員，整體工作壓力大於 29 歲(含)
以下及 50-59 歲的教保服務人員，有可能是因年齡在 30-39 歲的教保服務人員，除
了學校的事務外，在家還有年齡尚小的小孩需要照顧，因此會感到較為疲累。若能
多與年長或資深教師們聚會、交流、分享彼此家庭及工作的經驗如此一來，能促進
同事間情感交流，共同面對工作上的壓力，得到情感上的支持。

（三） 對後續研究的建議
1.研究對象
由於本研究的對象為金門縣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並不包括私立
幼兒園之教保服務人員。故研究結論無法推論到其它地區及對象之教保服務人員，
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擴大研究範圍到全體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或擴展至全國區域性
之研究，使研究結果更具有代表性。
2.研究變項
本研究主要針對金門縣公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對職業倦怠的影響，
而除了工作壓力可能影響職業倦怠外，是否尚有其他因素相互影響，亦有其深入探
討的空間，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進一步進行研究，以獲得更多面向的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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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方法
本研究係採問卷調查法，研究者參考文獻資料自編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
力及職業倦怠之調查問卷進行資料的蒐集，所得資料較無法深入了解研究對象的文
化及其生活史，也無法完全呈現出教師的內心感受。因此建議未來研究者可以採取
深度訪談、行動研究及觀察法等方式，從不同角度深入探究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
對職業倦怠的關係，讓研究結果的解釋與推論更為深入，更具有價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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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公立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與職業倦怠相關研究問卷

敬愛的幼教先進您好:
您為幼教的堅持與奉獻，讓後學感到十分敬佩。這是一份學術用途的問
卷，目的是要深入瞭解公立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與職業倦怠的現況及兩者
之間的關聯性。您的每一項作答資料，對於本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價
值。
本問卷所蒐集的各項資料，僅供學術研究之用，您的填答資料不需具
名，也絕對保密不對外公開，請您放心填答。
您的寶貴意見，將成為幼教品質提昇的力量。請根據您的經驗與實際狀
況逐題填寫，感謝您的撥冗填答，謹此致上衷心的感謝。
敬祝
教安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
指導教授：連倖誼 博士
研 究 生：吳佩芬 敬上
個人資本資料
中華民國一 0 四年十月
1、婚姻狀況： 未婚

已婚

2、年齡：
29 歲以下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3、服務年資：
未滿 5 年

6-10 年

11-15 年

16-20 年

21 年以上

4、幼兒教育背景：
高中職幼保科、二專幼保科系

師院幼教系或大學幼保系

學士後幼教師資班

其他

5、職稱：
正式教保員
正式幼教師

代理教保員
代理幼教師

6、任教班級人數：
 1-15 人

16-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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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填答說明：
請您依據題目所描述的情形與貴校的實際情況做比較，每題依照程度不同分為五個
等級，請在適當的打「」
非 同 無 不 非
常
常
同 意 意 同 不
意
同
見 意 意

1、 我厭煩處理幼兒間的糾紛。

   

……………………………

   

2、 幼兒學習意願低落令我困擾。……………………………

3、 我對輔導與管教幼兒有壓力。……………………………

   

4、 家長對幼兒特殊學習要求令我感到困擾。………………

   
   

5、我參與行政事務造成工作負荷。……………………………

   

6、我認為配合學校行政活動，影響我的教學品質。…………

   

7、我對行政的支援持不足產生困擾。…………………………

   

8、教保服務人員的獎勵太少。…………………………………

   

9、教保服務人員社會地位不受尊重。…………………………

10、我對教育政策的不確定無所適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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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填答說明：
請您依據題目所描述的情形與貴校的實際情況做比較，每題依照程度不同分為五個
等級，請在適當的打「」
非 同 無 不 非
常
常
同 意 意 同 不
意
同
見 意 意


2、 我對教保工作時間太長產生疲累。…………………………
3、 我每日要上班，心情低落。…………………………………
4、 我對整日忙碌的工作心力交瘁。……………………………
5、我從事教保工作，變得很冷漠。…………………………… 
6、我對幼教工作有信心。……………………………………… 
7、我對處理幼兒的各種問題產生無力感。…………………… 
8、幼教工作讓我不快樂。……………………………………… 
9、幼兒學習狀況不佳讓我感到挫折。………………………… 
10、我從事教保工作的薪資福利不佳，讓我想轉業。…………
11、我與家長的溝通不良想換工作。……………………………
12、我重新選擇工作，不會從事教保工作。……………………
13、我考慮從事非教保工作。……………………………………
14、我準備辭職。…………………………………………………
1、 我對處理幼兒突發狀況，造成家長的誤解，感到相當疲累

【問卷完畢，感謝您的填答!】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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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生復原力量表發展之研究
沈家綺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摘要
本研究旨在根據前人研究的基礎下，編製一份具有信、效度且適用
於臺灣本土的「國中生復原力量表」。本研究將採取文獻分析法、問
卷調查法，以自編之「國中生復原力量表」為研究工具，對桃園市、
臺北市之二所國民中學一、二年級學生發出 300 份預試量表，再以便
利取樣的方式，從全國分為北、中、南、東地區，共 8 所學校，抽取
國中一、二、三年級各 2 班學生作為研究樣本，發出 1,200 份量表，剔
除填答不完整和答案明顯成規則形式的受試者。量表信、效度則以探
索性因素分析、驗證性因素分析(CFA)、內部一致性分析(Cronbach's
α)、效標關聯效度分析進行評估。根據研究結果，研究者針對「國中生
復原力量表」的發展、使用以及未來研究提出相關建議。

關鍵字：國民中學、復原力、量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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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Resilience
Scale Inventory
SHEN, CHIA-CHI
Master Student of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Ming Chu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velop the scale called “Th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Resilience Scale” which it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would be tested. The scale will be suitable for testi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resilience in Taiwan. This scale was developed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survey questionnaire. The
designed scale will be given to three hundred 7 th and 8 th graders in Taoyuan
and Taipei in the pilot study. Later, by using convenience sampling, a total
of 1200 students from 7th, 8th and 9th grade respectively, were selected from
eight different schools in northern, middle, southern and eastern area in
Taiwan. The questionnaires with uncompleted, unclear or unsurely answers
will be excluded in the final analysi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will be
evaluated by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 Cronbach’α and criterionrelated validity. The application of “Th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Resilience Scale” an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study were discussed.

Keywords: junior high school, resilience, sca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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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生活中的挑戰與逆境是必然存在的，俗話說：「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
生活中各種大大小小的挫折都是無可避免的，每個人對於挫折的感受也不盡相
同。研究者曾在國中擔任過代課老師，透過與學生互動的機會，發現學生普遍
認為國小的生活比國中生活更加快樂，這讓研究者好奇，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
了這樣的現象?大多數學生的回答，皆聚焦於課業壓力的提升、人際關係、與
家庭成員的互動等情況，皆隨著升學而有所改變。在國中階段，學生的認知逐
漸成熟，所必須面對的責任亦不斷增加，研究者發現國中生面對著來自家庭、
同儕或課業成就等問題所帶來的挫折與壓力，有些人會勇於面對問題，試圖找
出排解情緒的方法，雖然處於負面的情境中，卻仍能妥善適應並發展出正向健
康的因應策略，協助個體度獲得良好的心理平衡；然而，有些人則無法承受壓
力而選擇逃避問題，較容易呈現退縮、憂鬱、焦慮等情緒，甚至出現偏差的價
值觀或行為。
國外學者 Luthar(1991)指出青少年時期，身心發展迅速，情緒起伏也較不
穩定，美國心理學家 Hall 稱該時期為「風暴期」（張春興，1996）；在這樣的時
期中，青少年較容易受到環境與他人的影響，若是青少年長期處於壓力、負面
的情境中，恐造成自我認同的混淆與行為表現的偏差。因此國中階段可說是每
個人一生中相當重要的時期，面對難以順利適應壓力情境，從負向情緒中復原
的學生，身為教師，如何有效了解學生的情況及需要非常重要，這成為了本研
究的研究動機之一。
董氏基金會心理衛生組(2010)調查發現，大臺北地區有 19.8％的青少年有
明顯憂鬱情緒，比例之高令人憂心。可見青少年時期的適應良窳不僅是成長過
程中的一大挑戰，對於個體之心理健康發展亦相當重要。
心理學家 Werner 與 Smith(1982)以歷經戰火的夏威夷考艾島(Kauai)中於
1955 年出生的 505 位兒童為研究對象，其中有 201 位兒童來自貧窮或高壓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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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能家庭，而這 201 為兒童之中的確有三分之二的人在青少年後期出現慢性失
業、藥物濫用、未婚懷孕、行為具破壞性等狀況，但是仍有三分之一的人品行
並沒有變壞（引自張傳琳等，2013）。這代表著即使處於長期高壓力的困境之
下，仍然有人能夠擺脫環境的束縛，展現良好的適應結果，甚至更加傑出。
Werner 與 Smith(1982)對於這樣的結果相當訝異，於是透過長達三十年的
縱貫研究探討這些孩子為何能夠在危機中不至挫敗，由傳統病理模式，探究危
機事件後的不良結果，轉而聚焦於促使個體能夠在困境中順利發展的保護因
子，因此開啟了復原力的研究。
復原力最初始於對高危險群的兒童與青少年的研究，探討其中為何有些人
能妥善適應，有些人則適應不良。近來，由於正向心理學的崛起，復原力的研
究不再只針對遭遇重大逆境或創傷的人，更將一般人也納入研究中，國外學者
Masten(2001)整理相關的研究文獻後，更指出復原力是「平凡人的神奇力量」，
它是人類共通的現象，並不需要擁有過人的努力或能力，才能夠具有復原力的
表現，也就是說，復原力是每個人都具有的適應環境、調適情緒的基本能力。
有關復原力的內涵，Benard(1993)認為復原力是一個人之特質，且此特質
能促使個體快速地從疾病、低落、困境中復原。其次，詹雨臻、葉玉珠、彭月
茵、葉碧玲（2009）亦將復原力定義為個體成功因應人生困境的能力與特質，
使個體得以持續朝未來的目標邁進。也就是說，能夠在壓力情境下較為快速的
調適，進而促使個體得以持續朝未來邁進的人，是由於本身具有某些能力或是
特質，使個人得以在壓力環境下妥善適應。
然而，許多研究發現，除了個人所具有的特質與能力外，個體所處之環境
中亦存在著許多促進復原力發展的保護因子，因此，單就個體所具有之協助個
體度過困難的特質、能力或潛能，並無法完全說明個體何以能夠達到成功克服
困境的結果。Block、Block 與 Keyes (1988)更為了強調復原力不單指一個人與
生俱來的人格特質或特點，於是用「自我復原力(ego-resilience)」來與「復原
力」做區隔。
那麼這些特質與能力究竟是什麼？該如何有效的評量？作為教育工作者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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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為學生建構何種外在保護因子，以協助學生提升其復原力呢？本研究者相
信透過釐清臺灣學生復原力的內涵與現況，實為促進與發展學生的復原力、並
擬定相關諮商輔導策略之重要依據，是以有關復原力的探討，為當前教育的重
要課題，更是教育工作者所應積極關注的問題。
此外，近年來受到知識經濟與全球化浪潮的影響，使臺灣的國中生不論在
人際互動方式、個人學習資源、社會連結程度、家庭結構、學校教育方式的轉
變等等，都與以往的情況有諸多的不同之處，這表示對於影響青少年復原力的
各項因素其現況及青少年所知覺的重要程度與過去學者的研究結果可能會有不
同之處，這是值得探究的問題，這成為了本研究的研究動機之二。
因此，本研究在編製國中生復原力量表前，請其填寫半結構式問卷，歸納
出國中生「復原力」之關鍵字辭後，再結合前人研究的成果，歸納出青少年復
原力之重要特質及能力並編製「青少年復原力量表」。
最後，目前國內針對復原力量表發展之研究雖已有相當之成果，然而，目
前復原力的相關研究中，復原力量表的發展仍多以翻譯為主。惟翻譯或逕自使
用其他文化脈絡下所發展的量表，難以確保所欲測量的特質在其他文化下仍有
相同的操作型定義，因此容易造成不適當或不正確的研究結果(Brislin, 1986)。
余民寧（1994）指出，翻譯外文量表或測驗可能遭遇到跨文化差異(crosscultural difference)所產生的跨語言間語意不同的問題。此外，Lee、Jones、
Mineyama 與 Zhang(2002)亦認為，因不同語言和文化差異，同一量表亦可能會
產生一些不對等性之結果。由此可見，直接翻譯外文量表，不一定能完全適用
於國內情境，且可能造成測量結果產生偏差；因此，發展適用於國內本土情境
之復原力量表有其必要性，這成為了本研究的研究動機之三。
量表之建構與發展是一個不斷累積的過程，絕非靠一時、一人之努力便能
夠達成，因此持續發展符合本土文化脈絡且具有良好信度與效度之測量工具，
實有其價值與意義。綜觀過去研究可知，目前國內大多數研究仍以國外既有量
表為基礎，而國內發表於期刊之青少年復原力量表研究，僅有詹雨臻等人
（2009）所發展之「青少年復原力量表」，是針對臺灣七至九年級青少年之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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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力情況而設計的，而該量表係持復原力的特質論，強調復原力是個體面臨挫
折或逆境時所需具備的能力與特質，並將復原力定義為個體成功因應人生困境
的能力與特質（問題解決與認知成熟、希望與樂觀、同理心與人際互動、情緒
調節）
，使個體得以持續朝未來的目標邁進。該量表的架構原先提出了六個向
度，在因素抽取後，合併為四個向度，然而這便使得個體的特質與技能混合在
一起討論，實務上教師較難透過量表釐清學生的真實情況與需求，是以適用於
國內情境之復原力量表之發展值得持續深究與釐清，在不同向度的取捨上亦具
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
本研究期能透過針對國中生之能力、經驗與認知發展，在前人研究的基礎
下，編製一份具有信、效度且適用於臺灣本土的研究工具，俾供後續研究者之
參考，也提供教師協助學生提升個人復原力的參考依據。

二、 研究目的
本研究基於前述之研究動機，首先研讀國內外之復原力相關理論，並進一
步歸納出適用於臺灣本土的國中生復原力量表所應含括之各項因素，並透過量
表之施測，考驗量表之編制與信、效度，最後根據研究發現，歸納出具體可行
之建議，以作為後續研究者之參考。本研究之具體目的如下：
一、 探究國中生復原力之理論與內涵。
二、 了解國內近年來國中生復原力之相關研究內容與現況。
三、 在前人研究之基礎下，發展適用於臺灣本土的國中生復原力量表。
四、 確立國中生復原力量表之信、效度。

三、 研究問題
基於上述的研究目的，將研究問題界定如下：
一、 國中生復原力之理論與內涵為何?
二、 國內、外近年來針對國中生復原力之相關研究內容與現況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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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適用於臺灣本土的國中生復原力量表所應含括之各項因素為何?
四、 研究自編之「國中生復原力量表」是否具有良好之信、效度?

四、 名詞釋義
本研究所使用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復原力(resilience)：
Grotberg(1999)認為復原力是一種人類的能力，一種能面對、克服逆境的
能力，甚至能受逆境的激發而有所增強；其次，Richardson 與 Gray(1998)認
為，復原力是一種可以提供個人在面對紊亂的情境中自我調適的能量，並藉此
獲得技術和知識，促使個體更具有保護性並能因應未來。
因此，本研究將復原力定義為復原力是指個體具有之內在正向力量、特質
或能力，能使個體在遭遇負向情境之衝擊時妥善因應，重獲平衡並獲得成長。
本研究所指之復原力，是以受試者於本研究所自編之「國中生復原力量
表」中各分量表及總量表之所得分數，得分越高，表示受試者的復原力越高，
反之，得分越低，則表示受試者的復原力越低。

（二）國中生：
依教育部(2016)指出，我國「國民教育法」規定，凡六歲至十五歲之國
民，應受國民教育；國民教育分為兩階段，前六年為國民小學教育，後三年為
國中教育。是以，國中生是指十二歲至十五歲，接受國民教育之國民。
本研究所指之國中生，是全國北、中、南、東地區（不包含離島地區），
103 學年度至 105 學年度在學之國民中學一、二、三年級學生。

貳、 文獻探討
一、 復原力的定義
復原力最初是從「堅不可摧」、「不易受傷」、「壓力因應」及「抗壓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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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發展出來的(Jew, Green,& Kroger, 1999)。在英文中「resilience」一詞是指
具有彈性，亦即是個體在遭遇外在壓力與困境時能夠迅速恢復的能力，國內研
究曾將其翻譯為「韌性」、「挫折容忍力」、「堅毅力」、「耐撞力」、「復原力」、
「容忍度」、「承受力」等（馬于雯，2005；黎晨濬，2009），翻譯雖不同，但
其意涵大致相同。
從特質論觀點來看，復原力可視為是協助個體在面對困境時，仍能復甦向
上的優勢能力，是一種每個人皆具有的特質或能力。復原力中心(The Resiliency
Center)主任─Siebert 將復原力定義為個體有能力處理以下事宜（蔡宏明，
2011）：1.妥善處理正在發生的生活巨變；2.在面對不斷的壓力下，仍能維持良
好的健康和能量；3.很容易從挫折中再站起來；4.能克服不幸事件和逆境；5.當
舊方法不再可行時，能轉換到新的工作方法和生活方式；6.不使用不良的或有
害的方式做以上諸事。
其次，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2)將復原力定
義為一種在遭受逆境、創傷、不幸、威脅或龐大的壓力時，個體仍能妥善適應
的能力；再者，詹雨臻等人（2009）將復原力定義為個體成功因應人生困境的
能力與特質（問題解決與認知成熟、希望與樂觀、同理心與人際互動、情緒調
節），使個體得以持續朝未來的目標邁進；另外，Egeland、Carlson 與
Sroufe(1993)亦認為復原力是個體能夠成功適應與勝任工作的能力，具有高度復
原力的人，即使處在高度壓力的環境或挫折情境中，仍能妥善運用內外在資源
以化解困境。
綜上所述，採取特質論觀點的研究者多認為復原力是個體內在的優勢能力
或特質，能夠協助個體妥善適應困境、因應壓力，進而發展出健康的心態與更
有效的因應策略，促使個體能夠從挫折中再次站起來並持續朝向未來的目標邁
進。
在本研究中，將採用特質論的研究取向，將復原力定義為「個體具有之內
在正向力量、特質或能力，能使個體在遭遇負向情境之衝擊時妥善因應，重獲
平衡並獲得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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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具復原力個體之特質相關內涵
在復原力早期的研究中，許多研究報告皆指出，處於高危險情境或重度壓
力下的個體中，將近有三分之一的人，仍得以成功克服逆境，並在未來有良好
的發展( Anthony, 1974；Rutter,1987；Werner & Smith, 1982)，這些人們在生命
中彷彿具有某種特別的要素，具有保護和成長的效果，能夠促使個體能夠展現
高於預期的正向適應結果。而這種讓人能在逆境中順利發展的要素，即所謂復
原力。
關於具復原力個體之特質相關內涵，首先，Rak 和 Patterson(1996)對復原
力的定義包含：主動地問題解決(active problem solving)、樂觀(optimism)、有能
力獲得正向關注(ability togain positive attention)、視生活有意義性(perception of
life as meaningful)、自主(ability to be autonomous)、對新奇的經驗感到興趣
(interest in novel experiences)、具有前瞻性觀點(taking a proactive perspective)。
其次，林清文（2003）指出，復原力可以從七個大原則來看：
1.主動的採取因應策略以解決挫折的經驗；
2.在成長過程中能引起他人正向注意個人存在的能力；
3.能以樂觀的態度面對挫折的經驗；
4.設法使個人生活充滿正向意義的能力；
5.獨立自主不依賴他人的能力；
6.樂於嘗試新的經驗；
7.延宕需求與自我控制的能力。
國外學者 Benard(1995)亦認為具備復原力之個體通常具有以下四種特色：
1.良好的社會技巧；2.問題解決技巧；3.獨立自主；4.具有目標感及未來感。最
後，國內學者蕭文（1999）亦提出七點復原力觀點：
1.具有幽默感，且能從不同的角度觀察之；
2.雖身處挫折、壓力的情境，卻能將自我與情境做適度的分離；
3.能自我認同，並表現出獨立和可控制環境的能力；
4.對自我本身及生活具有目的性和具未來導向的特質；
5.具備向環境或壓力挑戰的能力；
6.有良好的社會適應技巧；
7.較少強調個人的不幸、挫折、無價值感及無力感。
綜上所述，可以發現復原力的內涵相當多樣化，許多研究中都曾針對能夠
促使個體展現良好復原力的特質、表現、能力等，進行統整與分類，並逐步建
構更精緻的復原力內涵。本研究依據前揭文獻探討，歸納具備復原力之個體具
有以下能力與特質：1.對事物抱持樂觀的態度；2.能無懼困難，堅持努力；3.樂
於嘗試創新、新奇的事物；4.能使感情與負向情境做適度的分離，藉此調節自
我情緒；5.能從個人的負向情緒中妥善轉移注意；6. 能主動分析情況，設法解
決問題；7. 對自我生命、生活、行為表現及目標持有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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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復原力的評量工具
復原力的研究發展至今，國內外已有許多學者提出了評量復原力的量表，
然而在復原力的概念日益受到重視之際，復原力究竟包括哪些因子並無一致的
看法（蕭文，1999）。
以較適用於國中生階段的復原力量表來說，Ahern,、Kiehl、Sole 與 Byers
(2006) 在研究中針對六項復原力評量工具進行心理計量特質與青少年族群的適
用性評估，該研究認為 Wagnild 與 Young (1993) 所開發的復原力量表
(Resilience Scale, 簡稱 RS)是最適於研究青少年復原力的評量工具。
復原力量表(RS)的應用範圍相當廣泛，該量表著重於測量個人心理層面的
復原力，共計 25 題，評分方面則依據 Likert 七點量表，RS 包含了兩個向度：
1.個人勝任能力(Personal Competence)：自恃、獨立、果決、無堅不摧、主掌、
智慧、堅持；2.、接納自我及生活(Acceptance of Self and Life)：適應力、平
衡、靈活性、平衡的生活視角。
雖然 RS 之發展原以 24 位老年婦女為受試對象(Wagnild & Young,1990)，但
是，RS 曾使用於 Hunter 與 Chandler(1999)對青少年的研究中，整體量表的內部
一致性 Cronbach's α值為.85；在 Lynn、Taylor-Seehafer、Thomas 與
Rockey(2001)的無家可歸的青少年復原力相關研究中，其整體量表的內部一致
性 Cronbach's α值為.91，亦可見該量表在青少年復原力的相關研究中具有良
好的適用性。
此後，Wagnild (2009) 亦曾針對復原力量表(RS)進行修訂，將之刪減為 14
題的版本，簡稱 RS-14，用來評估 Wagnild 與 Young (1993) 歸納出之五個向
度：1.有意義的生活(purposeful life)；2.堅持(perseverance)；3.平靜
(equanimity)；4.自信(self-reliance)；5.存在的孤獨(existential aloneness)，其整體
量表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值為.93。
此外，Windle、Bennett 與 Noyes(2011)針對 19 項復原力評量工具進行系統
化的評估，發現 Connor-Davidson 復原力量表、成人復原力量表及簡明復原力
量表有最佳的心理計量評價，但還不是黃金標準(Gold standard)。
其中，由美國學者 Connor 與 Davidson(2003)所發展的 Connor-Davidson 復
原力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簡稱 CD-RISC)，應用範圍僅次於
復原力量表(RS)，有多篇文獻發表應用，包括各種專業領域、精神疾病患者、
創傷後疾患者、一般年輕人、成人和老人。該量表視復原力為可測量的壓力因
應能力，共計 25 題，採用五點量表，包含了五個因素：1.個人的勝任能力、高
標準和韌性(personal competence, high standards, and tenacity)；2.相信個人的直
覺、容忍負面的影響、強化因應壓力的影響(trust in one's instincts, tolerance of
negative affect, and strengthening effects of stress)；3.正向接受改變，以及安全的
人際關係(positive acceptance of change and secure relationships)；4.控制
(control)；5.精神影響(spiritual influences)。
Connor-Davidson 復原力量表(CD-RISC)在發展量表時，其受試者源自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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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人口樣本與精神病患樣本，其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值為.89，再測信度
為.87。
其後，Campbell-Sills 與 Stein (2007)針對 Connor-Davidson 復原力量表(CDRISC)進行修訂，並以美國聖地牙哥州立大學(SanDiego State University)之學生
為樣本進行施測，受試者之平均年齡為 18.8 歲，透過驗證性因素分析將其刪減
為 10 題的版本，簡稱 CD-RISC-10，並將 Connor-Davidson 復原力量表(CDRISC)的五項因素結構，修正為二因素結構，分別為：1.人格堅韌性
(hardiness)；2.、堅持(persistence)，使其更能適用於一般人群，其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值為.85。
再者，Block 與 Kremen(1996)於研究中所引用，由 Block 所編制的自我韌
性量表(Ego-Resiliency Scale, 簡稱 ER89)，共計 14 題，採用四點量表，未區分
向度，自我韌性量表(ER89)編製時是針對 18、23 歲的青春期後期成人樣本而
來，其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值為 0.76。由於該量表具有相當良好的信效度
且題數少，使用上較為便利，因此在針對青少年復原力的相關研究中，自我韌
性量表(ER89)在量表編製時亦成為了重要的參酌對象。
另外，日本學者 Oshio、Kaneko、Nagamine 與 Nakaya(2003)以日本 207 位
青少年為對象，發展之「青少年復原力量表」(Adolescent Resilience Scale)，共
計 21 題，並以 Oshio、Kaneko、Nagamine 與 Nakaya(2002)於復原力相關研究
中所抽取出的三個向度進行構想效度的評估：1.追求新奇(novelty seeking)：具
備復原力者，對許多事物表示興趣與關心，有進行嶄新活動的傾向；2.情緒調
解(emotional regulation)：透過控制注意歷程、改變對引發情緒情境的解釋、修
正內在情緒編碼、加強因應資源的取得、調整環境以符合情緒需求及選擇適當
的情緒表達以達成目的」（引自 Thompson,1994）；3.積極面向未來(positive
future orientation)：對將來的計畫持有積極的未來傾向性。該量表採用五點計
分，總量表之 Cronbach's α 值為.85。
近來，以 Ungar 為首的研究團隊從 2002 年起透過 12 個國家蒐集青少年、
相關工作人員的訪談資料，確立了個人(individual)、關係(relational)、社區
(communal)、文化(cultural)等四個因素，並編製了 58 題的兒童及青少年復原力
量表(Child and Youth Resilience Measure, 簡稱 CYRM)，採用五點量表計分，各
因素之 Cronbach's α值介於.66 到.84 之間(Ungar & Liebenberg,2011)。
接著，Liebenberg、Ungar 與 Van de Vijver(2012)以 11 歲到 23 歲的 1451 位
青少年為對象，將兒童及青少年復原力量表(CYRM)修訂為 28 題的版本，簡稱
CYRM-28，並歸納出三個因素，分別為：1.個人（個人能力、同儕支持、社交
技能）；2.與照顧者的關係（物質層面的關懷、心理層面的關懷）；3.環境（精
神、教育、文化），各因素之 Cronbach's α值介於.65 到.91 之間。
在國內復原力相關研究方面，郭芳君（2003）編制之「自我韌性量表」是
根據 Block 等人的自我韌性理論，並參酌 Block 與 Kremen(1996)研究中所引
用，由 Block 所編製的「ER89(ego-resiliencyscale)」、楊慧萍編製的「自我韌性
量表」，以及國外相關研究在「加利福尼亞成人 Q 分類(California Adult Q-set,.
CAQ)量表」、「加利福尼亞兒童 Q 分類(California Child Q-set, CCQ)量表」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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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結果編製而成，該量表共計 22 題，採用四點量表計分，由於該量表主要
是根據 Block 的理論進行編制，因此未區分向度，其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值為.78，以量表工具而言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偏低，關於此問題，郭芳君
(2003)於研究建議中指出該量表在進行因素分析時，發現可以區分成數個向
度，然而受限於該研究是依據 Block 的理論作為基礎，因此未能針對自我韌性
量表於因素分析後所呈現的數個向度做進一步的區分與探究。
張美儀（2005）以 Grotberg 復原力模式為主要依據，以台中市九所國小
四、五、六年級之 886 位學童為對象，回收有效樣本 865 人，並據此修訂學
童復原力量表，共計 67 題，該量表分成三個分量表，分別為：1.外在資源（父
子關係、母子關係、同儕關係、民主式師生關係、權威式師生關係）；2.內外控
（運氣、命運、緣分、信心）；3.社會技巧（主動、互動、責任、自制）；其中
「外在資源」採四點量表、「內外控」採二點量表、「社會技巧」採三點量表，
其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值為.92。
另外，詹雨臻等人（2009），以臺灣七年級至九年級的學生為研究對象，
發展之青少年復原力量表(Inventory of Adolescent Resilience, 簡稱 IAR)，共計
28 題，採用四點量表計分，其中包含了四個因素：1.問題解決與認知成熟；2.
希望與樂觀；3.同理心與人際互動；4.情緒調節，該量表之 Cronbach's α值
為.936。
綜上所述，可見國內外復原力量表所採用的向度名稱各有不同，然而就個
人能力或特質而言，在題項的內涵上仍有許多一致的地方，例如：樂觀、堅持
努力、追求新奇、冷靜、問題解決等。其中，冷靜、平靜與情緒調解等向度(詹
雨臻等，2009；郭芳君，2003；張美儀，2005；Connor & Davidson, 2003；
Campbell-Sills & Stein, 2007；Wagnild & Young ,1993；Wagnild, 2009；Oshio,
Kaneko, Nagamine, & Nakaya, 2003)雖可見於許多量表的題項內涵中，但是就情
緒調解而言，本研究透過半結構式問卷發現國中生除了冷靜、迅速恢復情緒平
衡的特質以外，尚可藉由調節情緒的相關技巧、能力來協助個體遭遇逆境時，
能夠迅速調整當下的情緒，例如：透過「轉移注意」的技巧，使個體不要聚
焦、反覆思索當下所遭遇的困境，然而在上述量表中，卻未提及相關的情緒調
解能力，這是值得探討的地方。
再者，如同上一節對復原力內涵的歸納中之發現，國內與國外在環境、文
化脈絡等因素方面具有部分差異性，因此直接使用或翻譯國外量表不見得能夠
同樣有效的適用於華人文化脈絡中。例如：在宗教、信仰與靈性影響等向度
(Connor & Davidson, 2003；Liebenberg, Ungar, & Van de Vijver, 2012)，雖受國外
研究所採納，然而，國內復原力量表研究並無將宗教信仰對個體精神的支持影
響力納入向度中，這是由於西方社會的宗教文化具有較強列的教義意識，並透
過教會、社區組織積極深入民間傳播教義；而華人文化對於宗教的信仰則具有
較強的功利性和現實性，且與西方相反，華人宗教文化中，各教派組織並無積
極的傳教作為，因此民眾對於宗教信仰的根本看法、歸屬感有很大的差異。
Regnerus (2006) 亦指出青少年階段是個人生命歷程中宗教信仰最不穩定的階
段，綜上所述，這代表著在華人文化脈絡下，不論根據宗教文化特徵，還是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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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年齡，以宗教作為衡量臺灣地區國中生復原力的向度，恐怕都難以有效衡量
施測對象的真實情況，因此宜不納入臺灣地區國中生復原力量表之向度考量。
綜上可知，本研究認為復原力在測量上，宜針對樂觀、堅持努力、追求新
奇、冷靜、問題解決與轉移注意進行評估，共分成六個向度。

參、 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 研究流程
(一)

透過文獻分析及半結構式問卷形成量表架構
本研究首先蒐集與整理國內外復原力量表之相關文獻與研究，接下來，
基於文獻回顧，草擬半結構式問卷大綱，其問題包含：1.當您遇到困難或挫
折時，您認為自己的性格中有什麼樣的特質或能力能幫助你度過難關；2.當
感到心情低落時，您都採取什麼樣的方式度過難關呢?您認為有誰能成為您
傾訴或商談的對象；3.至今為止，當你遇到困難時，會採取什麼樣的方式來
解決問題；4.當你面對生活中的種種壓力，使你心裡感到疲累、想要放棄
時，是什麼樣的想法讓你願意堅持努力等問題。前揭問題的目的在釐清臺灣
本土國中生「復原力」之關鍵字辭，接下來，採取立意抽樣的方式，選取北
部某國中50名國中生為對象，發放半結構式問卷，透過回收之資料分析結
果，初步建立「國中生復原力量表」之向度。
接下來，本研究根據文獻分析與半結構式問卷分析結果，經整理後分為
「樂觀」、「堅持努力」、「追求新奇」、「冷靜」、「轉移注意」以及
「問題解決」等六個向度，再著手撰寫47題之復原力量表題目初稿。本研究
量表之計分方式採李克特式五點量尺方式填答，分別為「非常同意」5 分，
「同意」4 分、「部分同意」3 分、「不同意」2 分、「非常不同意」1
分。

(二)

透過專家審題選擇與修訂量表
初編擬之量表完成後，將委請三位專家學者根據量表架構與內容進行審
查與修訂。研究者再依專家對本研究量表初稿之向度、題意及措辭的適當
性、清晰性進行檢核，以此為依據，進行各向向度題項之選擇與修訂，從中
選擇40題作為預試題本，以提高本量表之內容效度，形成本研究之「預試量
表」。

(三)

進行預試量表之分析
本研究之預試量表將以方便取樣(convenience sampling)，擬選取北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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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國民中學一、二年級學生各三班，發出300份預試量表，並剔除填答不全
和草率作答（無論正反題型皆填答同一選項或答案明顯成規則形式）的受試
者後，再將回收之資料進行項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及內部一致性分析。

(四)

進行正式量表之信、效度驗證
在正式樣本的選取上，擬以便利取樣的方式，從全國北、中、南、東地
區（不包含離島地區），各區抽取出二所國民中學一、二、三年級學生各兩
班，發出1,200 份量表，剔除填答不完整和答案明顯成規則形式的受試者
後，再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區辨效度、聚斂效度、效標關聯效度，以及複
核效度考驗，據此進行「國中生復原力量表」之信、效度考驗。

(五)

資料處理
本研究量表回收之資料將以 PASW Statistics 18.0 統計套裝軟體及
LISREL 8.72 軟體進行分析。首先，針對預試量表所回收之有效樣本以
PASW Statistics 18.0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項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及內部一
致性分析，以作為後續題目篩選的依據。其次，針對正式量表所回收之有效
問卷，將透過LISREL 8.72 軟體進行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效標關聯效度、
區辨效度、聚斂效度，以及複核效度考驗。

二、 研究對象
(一)

半結構式問卷
本研究採取立意抽樣的方式，請50名學生填寫復原力之半結構式問卷並
根據其分析結果，歸納出國中生「復原力」之關鍵字辭，並初步編製「國中
生復原力量表」之題目。

(二)

預試樣本
在預試樣本的選取上，取自桃園市、臺北市之二所國民中學一、二年級
學生，根據Gorsuch(1983)所建議之有效樣本數最少為題項數的5倍，且大於
100的看法，以及Comrey(1973)所建議之樣本數宜大於300，因此擬發出300
份預試量表，以確保剔除填答不全和草率作答（無論正反題型皆填答同一選
項或答案明顯成規則形式）的受試者後，尚能保有足夠的有效樣本數，並進
行項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及內部一致性分析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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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正式樣本
在正式樣本的選取上，以「地域」作為分層的依據，將全國分為北、
中、南、東地區（不包含離島地區），再以便利取樣的方式，從每個地區各
選取兩所學校，每校抽取國中一、二、三年級各兩班學生作為研究樣本，擬
發出1,200份量表，以確保剔除填答不完整和答案明顯成規則形式的受試者
後，尚能保有足夠的有效樣本數，並將回收之有效樣本採隨機取樣平分成兩
筆資料，並以第一筆資料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第二筆資料進行複核效度考
驗。

三、 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法、問卷調查法進行測量，根據文獻探討結果而形
成了本研究的「國中生復原力量表─學生半結構式問卷」，歸納出國中生「復
原力」之關鍵字辭，並據此編製「國中生復原力量表」之題目。

(一)

國中生復原力量表─半結構式問卷
本研究在編製量表前，請50名學生填寫半結構式問卷，問題包含：1.當您
遇到困難或挫折時，您認為自己的性格中有什麼樣的特質或能力能幫助你度
過難關；2.當感到心情低落時，您都採取什麼樣的方式度過難關呢?您認為有
誰能成為您傾訴或商談的對象；3.至今為止，當你遇到困難時，會採取什麼樣
的方式來解決問題；4.當你面對生活中的種種壓力，使你心裡感到疲累、想要
放棄時，是什麼樣的想法讓你願意堅持努力等，據此歸納出國中生「復原
力」之關鍵字辭。

(二)

本研究自行發展的「國中生復原力量表」
「國中生復原力量表」係由研究者以復原力之相關文獻與量表為基礎，
並依據半結構式問卷結果自編而成，包含「樂觀」、「堅持努力」、「追求
新奇」、「冷靜」、「轉移注意」，以及「問題解決」等六個向度，各向度
之定義如下：
1.「樂觀」是指個體採取正面的觀點看待事物、思考問題，共計8題，例
如：「我相信船到橋頭自然直」。
2.「堅持努力」是指個體抱持堅強、不放棄的態度，盡自己最大的能力面
對問題，共計8題，例如：「我想做的事，不管要花多少時間，我都會完成
它」。
3.「追求新奇」是指個體對於新穎刺激的事物或具潛在獎賞線索的活動，
表現出樂於主動接觸、探索的傾向，共計8題，例如：「比起我能力所及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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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對我來說有點難度的工作更吸引我」。
4.「冷靜」是指能覺察並自主控制、調節自我情緒，使自我維持平衡與平
靜的能力，共計8題，例如：「即使身處困境，我也會盡力使自己看起來跟平
常一樣」。
5.「轉移注意」是指個體能主動把視線從造成負向情緒的焦點移開，藉此
暫時緩解情緒，共計7題，例如：「當我感到悲傷時，我會嘗試做其他事，暫
時不去想令我難過的事」。
6.「問題解決」是指能主動思考問題，並透過各種策略或向外尋求資源等
方法解決問題並克服困境，共計8題，例如：「不管遇到什麼問題，我都會仔
細分析情況，找出解決的方法」。
「國中生復原力量表」共計47題，其中，第11題、31題、35題為反向
題。計分方式採李克特式五點量尺方式填答，分別為「非常同意」5 分，
「同意」4 分、「部分同意」3 分、「不同意」2 分、「非常不同意」1
分。

(三)

「復原力量表(Resilience Scale)」
本量表將以Wagnild與Young (1993) 所開發的復原力量表(RS)作為效標。
Wagnild與Young (1993)認為復原力是種個人特質，可以緩和壓力所造成的負
面影響並能促進個人的適應力。復原力量表(RS)，共計25題，評分方面則依
據Likert七點量表，包含了兩個向度：1.個人勝任能力：自恃、獨立、果決、
無堅不摧、主掌、智慧、堅持。該向度之題項例如：「無論如何我通常能設
法解決問題」；2.、接納自我及生活：適應力、平衡、靈活性、平衡的生活視
角。該向度之題項例如：「我不會在我無力改變的事情上花太多心思細
想」，兩向度共計25題。
該量表曾使用於Hunter與Chandler (1999) 對青少年的研究中，整體量表
的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α值為.85；在Lynn、Taylor-Seehafer、Thomas及
Rockey (2001) 的無家可歸的青少年復原力相關研究中，其整體量表的內部一
致性Cronbach's α值為.91，可見該量表在青少年復原力的相關研究中具有良好
的適用性。

(四)

「青少年復原力量表(Inventory of Adolescent Resilience)」
本量表將以詹雨臻等人（2009）所開發的青少年復原力量表(IAR)作為效
標。詹雨臻等人（2009）將復原力定義為：「個體成功因應人生困境的能力
與特質，使個體得以持續朝未來的目標邁進」，並以臺灣北區、南區及外島
澎湖的七至九年級之904位學生為研究對象，共計28題。
該量表之計分方式採用Likert四點量表計分，共包含了四個向度：1.問題
解決與認知成熟該向度之題項例如：「我能有計畫地逐步解決問題」；2.希望
與樂觀該向度之題項例如：「每當遇到問題時，我會想像問題很快就會被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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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了」；3.同理心與人際互動該向度之題項例如：「我能用適當的態度和別人
溝通與討論」；4.情緒調節該向度之題項例如：「當別人惹我生氣時，我能控
制自己的情緒」，以上四個向度共計28題，各分量表之Cronbach's α係數依序
為：.867、.809、.894、.660，總量表之Cronbach's α係數為.936。

四、 預期效益
本研究的貢獻在於針對國中生之能力、經驗與認知發展，在前人研究的基
礎下，透過半結構式問卷了解臺灣地區國中生的復原力現況，並以不同的角度
詮釋國中生復原力的向度，編製一份具有信、效度，並且適用於臺灣本土情境
的研究工具，俾供後續研究者之參考，也提供教育現場之教師在輔導與協助學
生時，能透過本量表先行了解學生的內在優勢與劣勢所在，作為提升個別學生
復原力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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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團員
工作價值觀與組織承諾關係之研究
蔡洺岑
桃園市立會稽國中教師

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討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團員工作價值觀
與組織承諾的關係，輔導團團員工作價值觀係指團員在國民教育輔導
團工作方面的知覺信念及重視的程度，包含創新發展、人際關係、組
織安全及成就聲望四個層面；輔導團團員組織承諾是指輔導團團員對
組織目標及價值信念的認同，而在行為上願為輔導團的團務工作付出
更多的心力與貢獻，在態度上則希望繼續兼任輔導團團員的服務工
作，包含認同承諾、留職承諾及努力承諾三個層面。
首先，蒐集有關工作價值觀及組織承諾的相關文獻，加以探討及分
析。其次，提出研究架構、採問卷調查法進行問卷之編製及專家效度
審查，據此發展本研究的研究工具「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團員工作
價值觀與組織承諾關係之研究調查問卷」。然後針對 104 學年度學習領
域及重大教育議題輔導小組中，由國中小教師兼任之專、兼任輔導員
作為研究母群體，共計 215 名，進行普查。問卷回收之後，復以敘述
統計、皮爾森積差相關、LSD 法及逐步多元迴歸等統計方法進行資料
分析，再就研究結果，並輔以實際訪談，得出結果，說明如下：
一、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團員整體具有高度的工作價值觀，其中
以「人際關係」層面感知程度為最高。
二、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團員整體具有高度的組織承諾，其中以
「努力承諾」層面感知程度為最高
三、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團員工作價值觀與組織承諾具有高度正
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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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團員在工作價值觀中「創新發展」對整
體組織承諾預測力最大。
五、輔導團運作模式和一般教師的互動有待提升，以增進教育圈對
輔導團目標價值的認同。
最後，依據結論提出建議，供教育主管機關、縣市輔導團、學校行
政單位、輔導團員之建議參考。

關鍵字：國民教育輔導團、工作價值觀、組織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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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Work Values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Advisory Group Members in Taoyuan City
Ming-Tsen Tsai
Teacher, Kuai-Ji Junior High School, Taoyuan City
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advisory group members in
Taoyuan City, this study aims to examine (1) the levels of work values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of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advisory group
members; (2) the correlations among work values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3) the predictive power of work values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Survey research method and interview was adopted on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advisory group members in Taoyuan City in the 2015 school year.
There were 195 effective questionnaires recovered from 215 questionnaires.
The recovery rate was 90.7%, The data were established and analyzed
through the methods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d multiple regression.And choose 3 compulsory education
advisory group members to intervie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were drawn from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1. The degree of work values among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advisory
group members in Taoyuan City is above the average, with the feeling
of“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is the highest.
2. The degree of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mong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advisory group members in Taoyuan City is above the average,
with the feeling of“effort Commitment”is the highest.
3. There was each positiv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advisory group members’ work values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4. The work values o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5.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advisory group interaction among teachers
should be improved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identity of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advisory group’ core value from the educational sector.
Finally, based on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manager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s,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advis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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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school administrative teams,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advisory
group members.

Key words: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advisory group, work values,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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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台灣自 1990 年代以來一連串的教育改革措施，直至 2014 月 8 月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全面推動，在教育制度的變革、學校教育品質的提升、學校績效責任的要
求、學生學習品質的保障…等諸多面向，展開了種種對學校教育的改革，使得學校
組織背負起更大更多的社會壓力與期待，面對外部改革壓力與社會的期待，教師如
何在經年累月的教學生涯中精進本身專業能力，一般而言，可透過國民教育輔導團
（以下簡稱輔導團）。
在教育革新政策推行過程中，國民教育輔導團扮演教育改革落實的關鍵角色，
一方面給予學校教師在課程變革中應具備的知能與資源，一方面回應政府修正政策
執行的作為，係促進政府改革政策推動與學校現場變革之中介，成為教師專業的支
持系統，因此瞭解輔導團團員對輔導團工作價值的認定及組織承諾程度為何？將有
助於輔導團任務工作的推展及教學輔導績效的落實。此乃本研究動機之一。
在回顧相關研究文獻中，工作價值觀與工作投入、認同工作與續留意願有顯著
的相關，因此，探究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團員的工作價值觀與組織承諾相關性如
何？藉以建構良好能讓團員自我獲得肯定，並充滿工作熱忱的組織環境，增進團員
願意繼續投入這個組織擔起輔導團教學輔導的重責，此乃本研究動機之二。
近年在教育改浪潮下，輔導團團員需面臨專業知能、適應變革和工作負荷增加
的壓力外，尚存與輔導團及所屬學校同事、家長等人際關係經營的挑戰，加上必須
設法提升本身的專業知能，以順應改革腳步的自我期許壓力，在在使得教師的工作
壓力更大，這重重的關卡與考驗下，本研究冀望能經探討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團
員的工作價值觀與組織承諾之預測力為何？能引導輔導團團員的工作價值觀朝正向
發展，激發團員工作潛能、留職意願及自我肯定的工作熱忱，對增進輔導團績效有
所助益，以落實涵蓋「中央—地方—學校」三個層級，扮演銜接此落差轉化機制的
理想課程與教學輔導體系，是為本研究的動機之三。
根據上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的目的條列如下：
（一）瞭解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團員工作價值觀與組織承諾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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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團員工作價值觀與組織承諾的關係。
（三）探討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團員工作價值觀對組織承諾之預測力。

貳、文獻探討
一、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
為了解目前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團員所須掌理之行政工作的現況，本節分就
輔導團的工作任務及組織現況等兩部分加以歸納整理。

(一)工作任務
推動國民教育輔導團最大的目的是為了建構與完善地方課程發展與教學輔導體
系，輔導各直轄市、縣（市）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國民教育輔導團健全發展，協助
各縣市課程發展及教學輔導，落實傳達課程政策，以有效提昇國民教育品質，為讓
整體國教輔導團的組織能夠運作的更完善，更符合現實發展狀況，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於 2014 年 5 月 28 日發布修訂《直轄市及縣（市）國民教育輔導團組織及
運作參考原則》，作為縣市輔導團設置與運作參酌，相關國民教育輔導團團員工目
標及內容，臚列如下：
1. 教育局（處）每學年開學前召開團務會議，訂定工作計畫。
2. 輔導團之輔導方式如下：
(1)團體輔導︰專題演講、分區研討、教學演示、成長團體、通訊輔導、參
觀活動、實作研習及教學研究心得分享等。
(2)個別輔導︰教學輔導、教學診斷與演示、諮詢輔導及問題座談等。
(3)專案研究︰輔導員除本身進行教育相關研究外，並輔導學校進行教學研
究。
3. 定期到校服務，傳達課程政策，並適時反映學校推行課程政策之困難，以
研提困難解決之策略，且協助教育局（處）辦理各項課程發展與精進教學之
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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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到校輔導時，應以相互研究、交換意見、分享心得及共同參與等多種方式
進行，以適宜之輔導態度建立良好互動關係，俾增進輔導效果，並於輔導時
推展學習型組織之概念，以引導省思，加速教育改革之進行。
5. 定期辦理教學心得發表及相關教學研討會議，出版教師優良研究作品專
輯，並發掘學校教學優良教師，推廣其優良教學方法或事蹟。
6. 結合輔導團及所屬學校、社會資源，成為支援教師教學與專業發展之有效
系統，並建置教學資源網站，進行課程設計及教材教法研究，提供教師教學
資源、經驗分享、教學諮詢及意見交流之平台，促進教師專業發展、建立學
習社群。
7.每學年度結束時，各輔導小組提出工作成果報告（含前言、輔導狀況、面臨
困境、解決策略、結語及附錄-紀錄表），送交教育局（處）參考。

(二)組織現況
各縣市所屬之國民教育輔導團的運作與管理，多依據教育部訂定之《直轄市及
縣（市）國民教育輔導團組織及運作參考原則》來推動，有關輔導人員之聘任及桃
園市教育輔導團現行編制概況，分別列述如下：
1.輔導人員之聘任
輔導團應依課程綱要學習領域及重大教育議題，下設各類輔導小組，國民
小學及國民中學得合併或分別設置，分別置下列人員：
(1)置召集人一人，由國民小學或國民中學校長擔任；並視需要得設副召集
人若干人，以具領域專長者為優先。
(2)置輔導員若干人，遴選教學優良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師擔任。
(3)視需要得聘請學者專家擔任顧問，以及曾任輔導團之退休人員擔任榮譽
輔導員。
2. 桃園市教育輔導團現行編制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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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團長為桃園市教育局局長，其編制下除行政人
員外，總共分為三組，包含了「國民中學-學習領域輔導小組」、「國民小學-學
習領域輔導小組」及「國民中小學-教育議題組」。有關桃園市教育輔導團架構
參考圖 2-1：
團長(教育局長)

副團長(教育局副局長)

主任秘書
(教育局主任秘書)

執行秘書
(教育局督學室主任)

副團長(教育局副局長)

輔導委員兩名(中等教育
科及國小教育科科長)

顧問四名(聘任督學、
校長、退休校長)

課程督學

國中總召集人(一名國中校長)

國小總召集人(一名國小校長)

國中副總召集人(兩名國中校長)

國小副總召集人(兩名國小校長)

成員：召集人、副召集人、顧問、專任輔導員、行政秘書或助理、兼任輔導員及聘任輔導員
國民中學-學習領域輔導小組
1.語文學習領域-國語文
2,語文學習領域-本土語言
3.語文學習領域-英文
4.數學學習領域
5.社會學習領域
6.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
7.藝術與人文學習領域
8.健康與體育學習領域
9.綜合活動學習領域

國民小學-學習領域輔導小組
1.語文學習領域-國語文
2,語文學習領域-本土語言
3.語文學習領域-英文
4.數學學習領域
5.社會學習領域
6.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
7.藝術與人文學習領域
8.健康與體育學習領域
9.生活課程
10.綜合活動學習領域

國民中小學-教育議題組
1.資訊教育
2,海洋教育
3.人權教育
4.性別平等教育教育
5.環境教育

圖 2-1 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無日期）。輔導團簡介【輔導團成員】。2015
年 12 月 5 日，取自 http://ceag.tyc.edu.tw/ceag/web010.php，本研究自行整理。

依據教育部訂定之《直轄市及縣（市）國民教育輔導團組織及運作參考原
則》，各小組領域別中的成員編組分別設置召集人、副召集人、顧問、專任輔
導員、行政秘書或助理、兼任輔導員及聘任輔導員等職務，其中，召集人及副
召集人一職由校長兼任，顧問及聘任輔導員一職由輔導團工作經驗豐富的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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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或教師兼任，行政秘書或助理一職由現職之國中小教師兼任，然而，工作
範疇僅限於各小組、領域中的行政事務，未參與教育輔導相關工作之推動，專
任、兼任輔導員一職則由現職之國中小教師兼任，需具領域專長者且教學優良
之學校教師經遴選後擔任，業務職掌的層面和範圍龐雜且多元，凡是教師教學
創新、研習進修、教材編擬及熱忱動機激勵，甚或，學校教育中教育政策之落
實及相關課程活動推展都是輔導團中專任、兼任輔導員輔導工作的範疇。
因此本研究以桃園市 104 學年度國中、小各學習領域及重大教育議題輔導
小組中，由國中小教師兼任之專、兼任輔導員作為研究母群體（不含召集人、
副召集人、顧問、行政秘書或助理及聘任輔導員），根據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
團（2015）公布於網站之「104 學年度團員名冊」中專任、兼任輔導員人數
215 人為研究對象，詳如下表 2-1：

表 2-1
桃園市教育輔導團團員額編制表
學習領域/議題輔導小組

組別

語文(國語文)

國中

專任輔導員 1 名、兼任輔導員 7 名

國小

專任輔導員 1 名、兼任輔導員 9 名

國中

專任輔導員 1 名、兼任輔導員 6 名

國小

專任輔導員 1 名、兼任輔導員 8 名

國中

專任輔導員 1 名、兼任輔導員 9 名

國小

專任輔導員 1 名、兼任輔導員 9 名

國中

專任輔導員 1 名、兼任輔導員 7 名

國小

專任輔導員 1 名、兼任輔導員 9 名

國中

專任輔導員 1 名、兼任輔導員 7 名

國小

專任輔導員 1 名、兼任輔導員 9 名

語文(英語)

語文(本土語言)

數學

健康與體育

員額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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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2-1）
國中

專任輔導員 1 名、兼任輔導員 9 名

國小

專任輔導員 1 名、兼任輔導員 8 名

國中

專任輔導員 1 名、兼任輔導員 9 名

國小

專任輔導員 1 名、兼任輔導員 9 名

國中

專任輔導員 1 名、兼任輔導員 7 名

國小

專任輔導員 1 名、兼任輔導員 8 名

國中

專任輔導員 1 名、兼任輔導員 5 名

國小

專任輔導員 1 名、兼任輔導員 8 名

生活課程

國小

專任輔導員 1 名、兼任輔導員 6 名

資訊教育

國中小

專任輔導員 1 名、兼任輔導員 8 名

海洋教育

國中小

專任輔導員 1 名、兼任輔導員 9 名

人權教育

國中小

專任輔導員 1 名、兼任輔導員 7 名

性別平等教育

國中小

專任輔導員 1 名、兼任輔導員 9 名

環境教育

國中小

專任輔導員 1 名、兼任輔導員 9 名

自然與生活科技

社會

綜合活動

藝術與人文

215 人

總計

資料來源：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無日期）。輔導團簡介【輔導團成員】。2015
年 12 月 5 日，取自 http://ceag.tyc.edu.tw/ceag/web010.php，本研究自行整理

綜上所述，國民教育輔導團組織成立的背景係植基於，教育部為解決政策與實
踐之間的巨大落差，於是著手建構一個涵蓋「中央—地方—學校」三個層級，扮演
銜接此落差轉化機制的理想課程與教學輔導體系，並修訂《直轄市及縣（市）國民
教育輔導團組織及運作參考原則》來具體界定此組織之工作目標，舉凡教育政策之
落實、教師教學創新、研習進修、教材編擬及熱忱動機激勵及教育相關課程活動推
展都是輔導團團員工作的範疇，這些龐雜業務需由學校教師兼任之輔導團成員來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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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相形之下，其工作負擔也比一般教師來的繁重索碎，然而，在兼任輔導團工作
教師的獎勵制度有限的情況下，輔導團團員對這份兼任工作抱持何種價值和是否願
意繼續投入這個組織，成為組織運作績效成敗的考驗之一。

二、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工作價值觀之探究
為了解符應國民教育輔導團組織目標之工作價值觀構面，本節分就工作價值觀
的意涵及輔導團工作價值觀之分析等兩部分加以歸納整理。

(一)工作價值觀之意涵
定義價值領域這一塊，從經濟學中，價值是商品的一個重要性質，泛指客體對
於主體表現出來的積極意義和有用性，也就是具體性的價值。而在心理學、社會
學、政治學等社會科學，引敘經濟學的觀念，用來抽象化表示對事物好壞品質的主
觀判斷。
西方組織心理學對於工作價值觀的探討始於 1950 年代前後，工作價值觀的概
念是由價值觀衍生出來，具有價值觀的ㄧ切屬性，與生活的價值觀有密切的關係。
而個人的價值會影響個人對工作的看法，形成所謂的工作價值觀（張美雲，
1996）。也就是說，工作價值觀是個人價值體系中評價工作時所依據的標準（闕淑
嫻，2001），對於個人決定工作動機與形成工作態度扮演重要的角色（張碧珊，
2008）。
國內外探討有關工作價值觀的相關文獻及著作並不少，茲將學者對工作價值觀
之定義歸納工作價值觀的定義具有以下幾種特性：
1. 工作價值觀是一種個體對於工作的主觀信念或偏好，做為評斷和選擇工作
的標準。
2. 工作價值觀是滿足個體內在需求或工作期望的價值體系，影響其在工作上
的態度、表現與行為。
3. 工作價值觀會隨著不同的社會化歷程而有所差異。
從近年來的研究中，本研究對於工作價值所研究出來的構面中，發現各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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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工作價值觀分類有所差異，但可歸納出許多學者共同的構面。因此本研究採用多
數學者所提及的 10 項工作價值觀向度，包含了創新發展、組織安全、成就聲望、
健康環境、人際關係、經濟報酬、自我成長、利他主義、安全福利、自我實現。本
研究將各研究者所採用工作價值觀之構面分析彙整如表 2-2 所示。
表 2-2
相關研究對工作價值觀之構面分析
研究者
李冠儀
（2000）

創新
發展

組織
安全

成就
聲望

健康
環境









人際
關係



魏芳亭
（2001）

















鍾佩蓁
（2004）





林碧瑜
（2005）













黃建安
（2004）

鄭永祥
（2005）
林國隆
（2007）






安全
福利





張玉艷
（2003）

利他
主義

自我
實現






自我
成長



劉宣容
（2001）

張惠英
（2002）

經濟
報酬














陳寅清
（2007）











張碧珊
（2008）











黃靖嵐
（2011）









郭乃禎
（2012）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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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2-2）
郭詔維
（2012）








劉佳欣
（2013）







總計

10

13

15

5

15


4

6

2

3

2

註：研究者依年代排序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爰此，本研究以大多數研究者所採用之創新發展、組織安全、成就聲望及人際
關係四構面來探討輔導團團員之工作價值觀。

(二)輔導團工作價值觀之分析
本研究將工作價值觀定義為「團員在國民教育輔導團工作方面的知覺信念及重
視的程度」，在本研究中輔導團成員的教師工作價值觀包含下列四個層面：
1. 創新發展：指輔導團工作能提供團員個人獨立自主、發揮自我能力及創造
力的空間，不斷嘗試新的構想，亦能不斷自我成長。
2. 人際關係：指輔導團團員能從兼任團務工作中維持良好的社會互動，與組
織內的同事分享喜怒哀樂以及與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3.組織安全：指輔導團組織能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完善的制度及良好的福
利，保障個人基本生活需求。
4. 成就聲望：指輔導團團員從工作中能看到具體成果，獲得精神上的滿足，
並能提升社會聲望及贏得他人尊重。
本研究以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專、兼任輔導團員在「國民教育輔導團團員工
作價值觀問卷」上的得分來衡量，分數愈高，表示輔導團團員工作價值觀愈高；反
之分數愈低，表示輔導團團員工作價值觀愈低。

三、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組織承諾之探究
為了解符應國民教育輔導團組織目標之組織承諾構面，本節分就組織承諾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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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及輔導團組織承諾之分析等兩部分加以歸納整理。

(一)組織承諾之意涵
承諾（commitment）由 S.B. Howard 於 1960 年所提出，其認為承諾是一種促
使人類持續職業行為的機制。組織承諾的議題研究廣泛，最早從企業內部的組織承
諾開始探討，而隨著研究的多元化，除了企業內部的組織承諾外，也衍生到團體裡
面，所以廣義的來說，研究團體內對於該團體的組織研究認同感，可以了解到組織
成員對於該組織的向心力，進而衍生對於組織文化以及組織價值觀的認同感。
組織承諾之所以受到各企業界的重視，學術界的研究，主要是因為組織承諾有
三大重要性（Steer, 1977）：（一）組織承諾可以預知成員離職的行為、（二）高組織
承諾的員工，其工作績效較佳、（三）高組織承諾可以用在預測組織績效的指標。
教師對學校組織目標與價值信念的認同與接受，在衡量個人薪資、職位、專業、同
事情誼等各項需求滿足下，願意為學校組織的利益而付出心力與貢獻，並且明確希
望能夠繼續成為學校組織的一分子，續留該校服務的一種態度（李柏蓉，2006；連
銘棋，2008）。在強調高績效的現代社會，輔導團也必須企業化的管理，才能因應
市場需求。因此，提升輔導團團員組織承諾，才能提高輔導團工作績效，有助於教
育的推行。
從近年來的研究中，發現各研究者對組織承諾分類有些所差異，但仍可歸納出
許多學者共同採用的向度，因此本研究採用多數學者所提及的 6 項組織承諾向度，
包含了努力承諾、留職承諾、認同承諾、校長領導風格、教學效能及工作自由度與
挑戰。以下就分析教育界研究者採用之工作價值觀來進行構面分析（見表 2-3）：

表 2-3
相關研究對組織承諾之構面分析
研究者
牟鍾福
（2001）

努力承諾 留職承諾 認同承諾


校長領
導風格

教學效能

工作自由
度與挑戰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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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2-3）
張樵益
（2004）
吳翎綺
（2006）
黃政彬
（2007）
黃韻如
（2007）
陳勇全
（2009）
邱春堂
（2009）
林彩雲
（2011）
唐文玲
（2011）
蔡舒文
（2012）
顏國樑
徐美雯
(2012)
呂建宏
（2014）



















































總計

9

7

6

本研究











4

2

4

註：研究者依年代排序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由此可知大多數研究者在研究教師組織承諾構面上，多數以努力承諾、留職承
諾及認同承諾為主，所以本研究在探討組織承諾以大多數研究者所採用之面向探
討。
(二)輔導團組織承諾之分析
組織承諾是指輔導團團員對輔導團的組織目標及價值信念的認同，在態度上願
意繼續兼任輔導團團員的服務工作，而在行為上願為輔導團的團務工作付出更多的
心力與貢獻。本研究將其分為下列三個層面：
1. 認同承諾：對國民教育輔導團的目標與價值的認同，願意奉獻一己之力促
使教育目標夠有效推動並回饋給所有的莘莘學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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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留職承諾：教師願意持續兼任國民教育輔導團團員的意願度。
3. 努力承諾：教師願意為國民教育輔導團的任務工作而努力，強烈地信仰與
接受組織之目標及價值。
本研究以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專、兼任輔導團員在「國民教育輔導團團員組
織承諾問卷」上的得分來衡量，分數愈高，表示教師組織承諾愈高；反之分數愈
低，表示教師組織承諾愈低。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綜合上段工作價值觀之相關理論的分析結果，本研究以多數探討教師工作價值
觀的研究構面：創新發展、組織安全、成就聲望及人際關係來作為輔導團團員工作
觀值觀的分析面向。

一、研究架構
因本研究之動機與目的，並配合相關文獻探討之結果，作為設計調查之架構，
來進行調查研究，以教師背景變項為自變項，工作價值觀與組織承諾為依變項，藉
以分析兼任輔導團工作之教師其工作價值觀與組織承諾的關係，本研究架構之各變
項說明，如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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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價值觀
背景變項

A

1.性別
2.年齡
3.最高學歷
4.婚姻
5.教職服務總年資
6.所屬學校規模
7.所屬學校擔任職務
8.兼任輔導團組別
9.兼任輔導團工作總年資
10.兼任輔導團工作職別
11.每週減課時數

1.創新發展
2.人際關係
3.組織安全
4.成就聲望

C

D

組織承諾

B

1.認同承諾
2.留職承諾
3.努力承諾

圖 3-1 研究架構圖
變項間的路徑說明：
A 路徑表示背景變項對工作價值觀整體及「創新發展」、「組織安全」、「成就聲
望」、「人際關係」四個層面之現況調查。
B 路徑表示背景變項對組織承諾整體及「努力承諾」、「留職承諾」、「認同承諾」三
個層面之現況調查。
C 路徑表示工作價值觀整體及各構面與組織承諾整體及各層面之相關。
D 路徑表示工作價值觀整體及各構面對組織承諾整體及各層面之預測力。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以桃園市 104 學年度國中、小各學習領域及重大教育議題輔導小組
中，由國中小教師兼任之專、兼任輔導員作為研究母群體，根據桃園市國民教育輔
導團（2015）公布於網站之「104 學年度團員名冊」之教師人數 215 人為研究對
象，不再另行抽樣調查，總計發出 215 份問卷，回收 195 份，0 分無效問卷，合計
有效問卷為 195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90.7%。
以問卷調查結果為基礎，為進一步了解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專、兼任輔導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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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價值觀與組織承諾情形，使研究能更貼近實際狀況，選擇輔導團裡三名成員，
作為受訪之對象，進行半結構式訪談。
基於研究倫理，受訪教師以Ａ、Ｂ、Ｃ為編號，不公布受訪教師真實身分，茲
將受訪者個人背景簡介分述如下，受訪者資料如表 3-1：

表 3-1
受訪者基本資料
A

B

C

性別

女

女

男

年齡

55 歲

42 歲

41 歲

最高學歷

研究所（40 學分
班）

碩士

碩士

婚姻

已婚

已婚

已婚

教職服務總年資

31 年

20 年

13 年

所屬學校規模

62 班

70 班

28 班

所屬學校擔任職務

專任教師

專任教師

教師兼主任

兼任輔導團組別

國中國文團

國中國文團

國中健體團

兼任輔導團工作總年資

10 年
（專任輔導員 4 年
、兼任輔導員 6
年）

4年
（兼任輔導員 1 年
、行政秘書 3 年）

2年
（兼任輔導員 2
年）

兼任輔導團工作職別

專任輔導員

兼任輔導員

兼任輔導員

每週減課時數

12 節

3節

2

編號

背
景
資
料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根據前言、文獻探討與研究架構，以自編之「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團
員工作價值觀與組織承諾相關之研究調查問卷」作為本研究調查研究之工具，本研
究問卷樣本因受試者屬性與條件係跨校性且經資歷較特殊，故不進行預試分析，問
卷調查後結果再輔以為訪談，以深入調查補充問卷調查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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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料處理
本節係以本研究在問卷資料回收及訪談後之資料整理方法及統計方法之應用兩
方面分述說明之。

（一）問卷調查法
作為資料蒐集之研究工具，在問卷回收後，將回收問卷資料逐一檢核、編碼、
登錄、核對。
1. 資料檢核
正式問卷調查回收後，均逐一檢視每份問卷的填答狀況，並檢核個人資料
以及每一個選項，避免有無效問卷的情況產生。且對於個人基本資料、問卷題
目漏答或未依題目要求作答達 50%以上，或將問卷得分全部填答相同答案者，
均視為無效問卷。
2. 編碼與登錄
將每份有效問卷逐一編碼，依各變數屬性鍵入電腦儲存登錄，使問卷調查
資料成為系統的數據。
3. 資料核對
在問卷調查資料完成電腦建檔後，列印報表加以核對，藉以詳細檢核是否
有資料遺漏值或登錄錯誤，並進行更正，修正錯誤，使調查的資料盡可能正確
無誤。
4. 統計方法
以統計套裝軟體 SPSS 進行資料的分析，並將所得之結果以圖表呈現之，
所使用的統計方法分述如下：
(1) 敘述統計分析(Descripative Statistics)
為瞭解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團員工作價值觀及組織承諾其相關因素
之現況，以有效樣本之基本資料求出平均數及標準差等數值，了解國民教
育輔導團團員個人背景變項狀況、工作價值觀與組織承諾各層面的得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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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以平均數（Mean） 及標準差（Standard Deviation）兩種統計方法描
述與分析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成員對於工作價值觀與組織承諾之關聯
性，據以回答研究問題一。
(2) 皮爾森積差相關檢定法(Pearson Product Correlation)
使用皮爾森積差相關探討析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成員對於工作價值
觀與組織承諾的相關情形，據以回答研究問題二。
(3) 逐步多元迴歸分析(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
先以強迫進入迴歸法篩選各層面變數，如該變數顯著，則保留進行下
一步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法，利用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探討工作價值觀各層面
對組織承諾的預測性，據以回答研究問題三。

（二）訪談法
以問卷調查結果作為訪談的基礎，以補充問卷調查資料之不足，在訪談後，將
資料逐一轉錄、編碼、分析、歸納。
1. 資料轉錄與編碼
研究者在訪談結束後，透過錄音的過程，將內容詳實紀錄，註明訪談日
期、時間、地點、對象，為顧及資料的正確性與保密原則，所有轉錄工作由研
究者親自繕寫。
訪談資料的編碼說明：1050529 訪 A 代表 105 年 5 月 29 日對 A 訪談的紀
錄。
2. 資料初步分析
針對訪談筆記作為本資料分析之資料庫，依據事先擬定的訪談大綱，進行
第一次的開放編碼，並將所蒐集到的原始資料作概念性命名，以利後續資料歸
納分析。
3. 資料歸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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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初步分析編碼後的概念主題資料進行類屬分析，以較相近的概念進行類
屬命名，建立概念和類屬的關聯性，再將歸納分析所得進行文獻檢視、結果與
討論的敘寫，過程中需反覆閱讀及多次檢視修正，以確保結果敘寫與分析的正
確性。

肆、研究結果
一、桃園市國教輔導團團員工作價值觀之現況分析
(一)輔導團團員工作價值觀之整體看法
本研究發現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團員工作價值觀中，整體現況獲得平均數為
4.17 分，其得分屬於高知覺程度。推究其原因為教師在本身所屬學校已有繁重的教
學工作外，尚願意兼任輔導團工作，勢必對此組織價值有高度知覺，以期能在此組
織中能引領課程教學的創新，具有高度進修與研究意願，並能與志同道合的同儕間
能互相保持溝通管道，實現自己在本身專門的領域內發揮教育的理想和抱負。
此研究結果與訪談結果是一致的，依據本研究的訪談，受訪者認為：

以自身十年的經驗，大致可歸納為兩個原因，第一方面是因為在輔導團工作中認識了志
同道合的好朋友，可以一起共備，討論教學創新策略，慢慢地培養出一同承擔的革命情
感，這樣緊密的連結，也會離不開，二來，只要學的到東西，就能留得住人，在輔導團
裡所學的確實對教學現場有幫助，也符應一開始加入輔導團的動能（1050602 訪Ａ）
光是教學新策略的學習就很迷人，當然還有跟你志同道合的人一同去蕪存菁，資深的老
師也不吝分享，這是很棒的過程，即使我感動不了人，我至少也是收獲滿滿，而且可以
化用在我的教學現場（1050531 訪 B）
輔導團的工作就是吸取教育新知、自己還要蒐集很多資料好帶到其他學校去，可能是自
己找的，或是在訪視其他學校時跟其他老師學到不錯的教材教法，這些所得都對教學現
場有實質幫助（1050604 訪 C）

(二)輔導團團員工作價值觀之各層面看法
依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團員工作價值觀之各層面分平均數，實際獲得分數依
序為：「人際關係」層面之平均數 4.47 分為最高，「創新發展」層面之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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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 分，「成就聲望」層面之平均數 4.14 分，「組織安全」層面之平均數為最低
3.68 分，整體知覺範圍介於中高知覺到高知覺程度。
此研究結果發現「人際關係」得分最高，推究其原因，本研究認為在現今教育
環境中教師工作包羅萬象，團體一起行動勝過本身自己在單打獨鬥，因此，學習型
組織成為教育界正在轉型的發展方向，團員在輔導團團務的推動上，比一般老師更
有機會直接接觸其他學校的老師或學生，因此，在待人接物上與他人相互合作，營
造友善的人際關係才能保持彈性處理空間，讓自己維持對該工作的高度熱情。
此研究結果與訪談結果是一致的，依據本研究的訪談，受訪者認為：

以自身服務的國中國文團來說，當時 94 年進入輔導團時，在沒有津貼和減課鐘點的情況
下，仍願意留在輔導團的老師一定是出於對教學有極大的熱忱和動能，如果這些輔導團
員當時留在輔導團是植基於上述的原因，那就會聯結成革命情感的夥伴，那也因為大家
有共同的教學興趣，就會有機會結交一群志同道合，甚至是不同學校的好朋友，這也會
是有些輔導員在原學校中無法享受到的樂趣（1050602 訪Ａ）
團員之間應該是專業對話與成長的快樂。與所屬學校之間應該部分是有地位與資源分享
的淡淡優越感，而這優越感的建立也很可能是因為工作同仁言談舉止中的敬意，或是他
們對團員所能提供的資源有一定程度的依賴（1050531 訪 B）
輔導團的工作都是由現職教師來兼任，大家會加入這個組織多出於對教育有熱忱，想在
自己的教學上創新、精進，所以在這個組織裡面的能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事一起工作，
一起交流新知，有時候是在所屬學校裡面沒有的感覺（1050604 訪 C）

在人際關係層面中特別是「我對國教輔導團的召集校長待人態度感到滿意」、
「我可以從國教輔導團工作中結交到許多朋友」兩題皆特別高分，依據本研究的訪
談，受訪者認為：

在觀念上的帶領還是要以召集校長為主，所以在團隊裡面留任與否，除了考量革命情感
的夥伴關係外，對於召集校長的理念認同與否或人情關係也是關鍵（1050602 訪Ａ）
上軌道的輔導團事實上就是跨校的教師專業社群，上至召集校長，下至兼任輔導員都可
以根據活動進行專業對話，這很難從一般沒有教師社群的學校工作中感受到。召集校長
本身對團員態度好可能還因為好團員求得不易，手下無可用之兵，是無法有效推動團務
的（1050531 訪 B）

162

我覺得桃園團以我們自己這團（國中健體）來說工作上跟其他團比起來還算輕鬆，我覺
得這跟學科別沒有關係，跟團裡的領導者關係較大，除了一些必要要求產出的東西會要
求團員外，其他的不想額外增加大家的工作負荷量（1050604 訪 C）

此研究結果發現「組織安全」得分最低。推究其原因，本研究認為輔導員工作
是教師在校內工作時間之餘額外增加的工作量，當所屬學校環境不支持時，校內外
工作量難以兼顧。此研究結果與訪談結果是一致的，依據本研究的訪談，受訪者認
為：

當時是因為教學熱忱加入輔導員的在「出任輔導團員時，國教輔導團可以和所屬學校做
到適當的溝通與協調」一題在實際情形中確實也產生困擾（1050602 訪Ａ）
如果所屬學校的校長和教務主任對輔導團組織價值不認同的話，就會認無校內老師出任
輔導團工作對所屬學校的教學推動沒有好處；再者，就所屬學校的同事來說，在不了解
（輔導團）的情況下，也會覺得你都在忙外面的事情，對於自己學校沒有貢獻（1050602
訪Ａ）
像是輔導團工作是否會影響到「正常作息」
、「身心健康」等這些題項，當然是會的，因
為工作壓力很大，通常會進輔導團工作的人都是想把事情做好的人，混的人就不會想要
去參加輔導團，既然參加了，校內的教學及輔導員的工作都會是壓力（1050602 訪Ａ）
幾乎每週的領域時間都有團務，再加上自己在輔導團團員增能後的實作落實，以及原本
的學校工作，當然生活很容易混亂（1050531 訪 B）
這個部分仍是著眼在工作量上，畢竟身為教師，不必要一定要去兼任這份（輔導團）工
作，如果工作量是在自己可以負荷的範圍就繼續做，如果超出負荷就可能會覺得不必要
一定都要達成，甚至可以選擇退出（1050604 訪 C）

在組織安全層面中特別是「對兼任國教輔導團工作的敘獎制度是我樂於兼任的
原因之一」、「對兼任國教輔導團工作的積分獎勵制度是我樂於兼任的原因之一」
兩題皆特別低分，依據本研究的訪談，受訪者認為：

如果是出於考主任或考校長積分和獎勵需求的人，在加入後也有可能覺得不如預期
（1050602 訪Ａ）
在輔導團會議討論時，常會聽到有人會提議做公開觀課或其他專案的工作時，是否能有
一些獎勵的方式，當然，不在意的人會覺得，這些工作本來就是輔導員該做的，不過後
續輔導團也會針對一些工作開立獎勵證明，讓他們在考主任、校長時有加分的作用，顯
然獎勵制度有些人是會在意的，有需求的人當然就會需要更多（1050602 訪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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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軌道的團中，敘獎不會是重點，因為光是到校輔導需要做公開觀課或教師備課帶領就
已經令人焦慮，如果要從輔導團中賺敘獎的角度出發，根本不划算（1050531 訪 B）
累一年賺一到兩支嘉獎是為了什麼？除非有調校或升遷的需求就另當別論，被延攬進去
的團員，被迫接下的，為人情撐完一年就好，基本上團員都是樂於專業成長，所以獎勵
制度對大多數團員來說，應該不是入團考量前幾名吧（1050531 訪 B）
我覺得大部分團員加入輔導團還是著眼在自己專業和教學工作上，獎勵制度非主要目
的，不太會為了考主任、考校長加分或敘獎而加入，至少我認識的團員不太會去想到這
點（1050604 訪 C）

二、輔導團團員組織承諾之現況分析
(一)輔導團團員組織承諾之整體看法
本研究發現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團員組織承諾中，整體現況獲得平均數為
4.13 分，其得分屬於高知覺程度。推究其原因為兼任輔導團工作的教師對於輔導團
組織目標及價值信念的認同度高，在行為上，願為輔導團的團務工作付出更多的心
力與貢獻，在態度上願意繼續兼任輔導團團員的服務工作。
此研究結果與訪談結果是一致的，依據本研究的訪談，受訪者認為：

在即將退休時常常會回過頭去檢視自己的教學生涯，會覺得輔導團的這十年真的很值
得，因為認識了一群很棒的朋友，能做的事情也和一般教師很不一樣（1050602 訪Ａ）
我在團裡學到的觀念、政策轉化、教學技巧策略、累積的人脈、遠遠勝過其他人，這種
機會本就該好好珍惜（1050531 訪 B）
回歸教育良心，就是鼓勵團員盡本分，能多做一點就多做一點吧（1050604 訪 C）

(二)輔導團團員組織承諾之各層面看法
依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團員組織承諾之各層面分平均數，實際獲得分數依序
為：「努力承諾」層面之平均數 4.29 分為最高，「認同承諾」層面之平均數 4.09
分，「留職承諾」層面之平均數為最低 4.01 分，整體屬於高知覺程度。
此研究結果發現「努力承諾」得分最高，推究其原因，研究者認為教師願意為
國民教育輔導團的任務工作而努力，係因為強烈地信仰與接受組織之目標及價值，
基於本身對於教育的使命，所以願意為國民教育輔導團盡心盡力的工作。
此研究結果與訪談結果是一致的，依據本研究的訪談，受訪者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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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組織內的絕對不會是想混的人（1050602 訪Ａ）
這些額外的業務量沒有一些熱情是撐不起來的（1050531 訪 B）
既然願意加入輔導團，就是願意去付出，這都是主動的，所以也會認定自己是輔導員的
身分，該做的任務就會去達成，這個部分得分高是理所當然的，跟加入輔導團的初衷吻
合（1050604 訪 C）

在努力承諾層面中特別是「我願意主動參與進修，以提升擔任國教輔導團工作
上的專業知能」、「我很珍惜在本市國教輔導團服務的機會」兩題皆特別高分，依
據本研究的訪談，受訪者認為：

出於一份對教育的熱忱，和教師工作的本質，希望自己在教學的專業上不斷精進，而參
加輔導團是最快、最直接的方式，因為可以比一般教師較快接受新知，等於是走在教育
的前面（1050602 訪Ａ）
不主動積極，很難跟上團員增能的腳步，不主動實作，也沒辦法累積感動人的能量，團
員總不能對一般教師說一套，自己卻做另一套（1050531 訪 B）
我在團裡學到的觀念、政策轉化、教學技巧策略、累積的人脈、遠遠勝過其他人，這種
機會本就該好好珍惜（1050531 訪 B）
主動進修就像說不斷有新的政策出來，在自己本身不是太了解的情況下，就要到其他學
校去推廣、說明這些政策，所以自己會更積極主動先去參加研習，要先充實自己，才有
辦法以一個團員的身分到各校去輔導（1050604 訪 C）

此研究結果發現「組織承諾」得分最低。推究其原因，本研究認為輔導員工作
是教師在校內工作時間之餘額外增加的工作量，當所屬學校環境不支持時，校內外
工作量難以兼顧；在追求自我實現的同時，可能因自我的要求，造成壓力所致的健
康問題或家庭生活無法兼顧等問題，在輔導團外沒有支持力的時候，容易萌生退團
的想法，此研究結果與訪談結果是一致的，依據本研究的訪談，受訪者認為：

就這部分我的經驗看來，想退團的人大致可歸納三點原因：第一，輔導團工作量大，也
可能是自我的要求，造成壓力所致的健康問題，這是最常見聽聞到的因素，第二，是學
校同事的問題，就我自己來說，當專輔（減課鐘點的關係）就不能當導師，慶幸的是自
己學校班級數夠大，自已也符合屆齡可免於學校導師輪值的排序的條款，所以才有辦法
擔任長達四年的專輔，但一般常見的狀況是，校長為求公平性，不太可能為了個人兼任
專輔的因素而去打亂學校積分輪值的制度，有時為了配合活動，輔導員會有一些調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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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像我是資深的老師，和學校的同事已經有一些默契和人脈基礎，如果是資淺的
教師可能會比較抵擋不住這樣的耳語和壓力。第三，有時輔導團活動辦在假日，或在假
日不免要進行教學的研發，如果小孩還小，或其他因素，家庭生活就可能無法兼顧
（1050602 訪Ａ）
工作量太大，跟家庭和學校無法兼顧時，當然是以捨棄輔導團為優先，特別是校長不願
意讓老師加入輔導團的時候，老師是無計可施的（1050531 訪 B）
輔導團的工作偏向“自我”承諾或“自我”實現，對外關係上，家人可能會是留職影響
因素外，同事也不太會認同，就連去訪視的時候，很多老師會認為輔導員就應該要是什
麼都很厲害，但實際上，輔導員和教師是平等的，只是差在比較快獲得資訊且願意去分
享而已，所以這個得分低推論分低跟校內外多數教師不太認同這個組織，支持度不高，
所以他們在接受輔導團傳遞新知上會比較保守（1050604 訪 C）

在組織承諾層面中特別是「我願意在國教輔導團服務直到退休」、「如果面對
學校同仁冷嘲熱諷，我仍會持續待在國教輔導團服務」兩題皆特別低分，依據本研
究的訪談，受訪者認為：

就我的看來，如果在輔導團工作的期間可以越過前述家庭因素或資淺教師在校內不利的
因素外，應該就可以一直兼任輔導團工作到退休，像我現在小孩也大了，比較有時間去
全心投入輔導團的工作，在即將退休時常常會回過頭去檢視自己的教學生涯，會覺得輔
導團的這十年真的很值得，因為認識了一群很棒的朋友，能做的事情也和一般教師很不
一樣（1050602 訪Ａ）
團員最終還是面對自己學校同仁的時間較多，孤立無援如何做事，尤其現在的趨勢是團
員回校帶共備、帶社群，如果不謙卑謙卑再謙卑，就只能回家千杯千杯再千杯了
（1050531 訪 B）
在團裡面，很常聽到同仁希望有新的人加入最好，因為這樣就可以退出這個工作，畢竟
這是多做的事情，二來，同事不會認同你，都是自己在努力，自己在追求自我的實現，
都是以自己為主，當然在團體內會有團員和召集校長的支持和鼓勵，但出了團體外是沒
有支持的（1050604 訪 C）
因為輔導員每個星期，至少要出去一次，但擔任導師職位的團員會擔心班級狀況，還要
每週找代導，就算有些學校有機制或辦法可以同意擔任輔導員的老師可以不當導師，但
這個機制落實時，遭遇很多導師反對，因為當導師是教師義務（1050604 訪 C）

三、輔導團團員工作價值觀及組織承諾相關情形
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團員工作價值觀與組織承諾之積差相關，統計結果彙整
如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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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團員工作價值觀與組織承諾之積差相關分析表
相關矩陣

組織承諾
認同承諾

留職承諾

努力承諾

整體

工

創新發展

.651**

.631**

.666**

.704**

作

人際關係

.619**

.613**

.583**

.658**

組織安全

.496**

.500**

.353**

.491**

成就聲望

.617**

.593**

.615**

.659**

整體

.707**

.690**

.633**

.735**

價
值
觀
** p < .01

由表 4-1 得知，輔導團員整體工作價值觀與整體組織承諾的相關係數（r
= .735， p < .01），達顯著水準。代表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團員工作價值觀與組
織承諾具有顯著正相關。
輔導團員整體工作價值觀與整體組織承諾的相關係數（r = .735， p＜ .01），
達顯著水準。表示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團員工作價值觀與組織承諾具有高度正相
關，意即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團員工作價值觀程度與組織承諾程度承係高度相互
影響力，代表團員工作價值觀知覺程度愈高，組織承諾度也愈高，反之，如果要團
員組織承諾度高必須要提升團員工作價值觀的知覺程度，此研究結果與訪談相符。
就本研究彼此各層面的關係來看，輔導團員工作價值觀之「創新發展」層面對
整體組織承諾及各層面之相關係數，以「整體組織承諾」（r = .704）為最高，依序
為「努力承諾」層面（r = .666）、「認同承諾」層面（r = .651），而「留職承諾」層
面（r = .631）為最低，從數據中發現，工作價值觀之「創新發展」層面對整體組
織承諾之相關係數，也是工作價值各層面中最高。意味著，如果能提供桃園市現行
輔導團團員在此一構面表示有高度的認同，代表兼任國教輔導團的團員會期許自己
透過參加輔導團在教學上能夠創新發展，而且有自主性，進而能有所創新，不斷地
嘗試新的構想，最後能實現自我挑戰與成長的機會，二來，輔導團團員如有這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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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條件認知，更能讓輔導團有效發揮教育督導之責，使輔導團的組織發揮最大的
成效。

讓團員學的到東西，就能激勵內在動機（1050602 訪Ａ）
光是學新東西，實作就來不及了，更何況再怎樣的激勵，都比不上團員出於強大的內在
動機來的重要（1050531 訪 B）
讓團員可以不斷獲得新知，自然到他校分享時有較新的資訊（1050604 訪 C）

輔導團員工作價值觀之「人際關係」層面對整體組織承諾及各層面之相關係
數，以「整體組織承諾」（r = .658）為最高，其次依序為「認同承諾」層面（r
= .619）、「留職承諾」層面（r = .613），而「努力承諾」層面（r = .583）為最低，
意味著，如能有效提升輔導團員在團員間、所屬學校或到校輔導時的人際關係，則
能有效提升團員的組織承諾度，此結果與訪談相符，依據本研究的訪談，受訪者認
為：

在輔導團工作中認識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可以一起共備，討論教學創新策略，慢慢地
培養出一同承擔的革命情感，這樣緊密的連結，也會離不開（1050602 訪Ａ）

輔導團員工作價值觀之「組織安全」層面對整體組織承諾及各層面之相關係
數，以「留職承諾」（r = .500）為最高，其次依序為「認同承諾」層面（r
= .496）、「整體組織承諾」層面（r = .491），而「努力承諾」層面（r = .353）為最
低，整體而言，如輔導團能在制度面讓團員組織內外能建構充分的支持力量，使團
員在學校與輔導團兩邊工作都能同時兼顧，且對各項獎勵制度皆有高度的認同，則
吸引輔導員繼續留任的可能性也較高，對於整體組織承諾有助益，此結果與訪談相
符。
輔導團員工作價值觀之「成就聲望」層面對整體組織承諾及各層面之相關係
數，以「整體組織承諾」（r = .659）為最高，其次依序為「認同承諾」層面（r
= .617）、「努力承諾」層面（r = .615），而「留職承諾」層面（r = .593）為最低，
整體而言，如輔導團能在制度面讓團員藉由該角色幫助他人及為社會服務，進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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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工作上的滿足與成就，獲得他人的肯定與尊重等內在驅力，假使多數團員能在此
構面有較高的認同，可部分反應團員在任務推展上的忠誠及盡心程度。
從上述各層面的相關結果中發現，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團員工作價值觀與整
體組織承諾之相關係數皆呈現高度相關，顯示輔導團員工作價值觀知覺程度愈高，
舉凡教育政策之落實、教師教學創新、研習進修、教材編擬及熱忱動機激勵及教育
相關課程活動推展等輔導團團員工作範疇都事項都能有較佳的運作績效。

四、輔導團團員工作價值觀對組織承諾之預測性
本研究目的以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法探討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團員在工作價值
觀各層面對組織承諾各層面及整體之預測性，以進行預測力分析。在預測性估算
上，先以強迫進入多元迴歸分析法篩選工作價值觀各層面變數，如呈現顯著情形，
則保留進行下一步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法，綜合逐步多元迴歸分析結果彙整成摘要如
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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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逐步多元迴歸分析結果摘要表
效標變項

組織承諾整體

認同承諾

留職承諾

努力承諾

進入迴歸的預測變項

解釋力

創新發展

49.2%

成就聲望

6.3%

組織安全

3.3%

創新發展

42.1%

組織安全

7.3%

成就聲望

2.9%

創新發展

39.5%

組織安全

8%

創新發展

44%

成就聲望

5%

聯合解釋力

58.8%

52.3%

47.5%

49%

由表 4-2 可知，就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團員工作價值觀對組織承諾各層面與
整體的預測性，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團員工作價值觀對組織承諾整體的預測性
分析
就組織承諾整體而言，共有三個進入迴歸方程式的顯著預測變項，能聯合預測
整體組織承諾 58.8%的變異量。顯示工作價值觀對於組織承諾整體有正向良好的預
測力。其中以「創新發展」層面的單獨解釋量最大，即預測力最高，亦即如果工作
價值觀中的「創新發展」層面實施程度愈高，則輔導團團員組織承諾整體程度愈
高。因此，如欲強化輔導團團員整體組織承諾效能，可從強化工作價值觀中的「創
新發展」層面著手，本研究依據此結果對輔導員進行訪談，以探究如何有效激勵輔
導團員在「創新發展」層面有較高的表現，受訪者認為：

學的到東西就留得住人，如果輔導員每年都自覺有所成長也得到很多肯定，留在組織的
意願就會相對比較高，如何提升組織承諾，如果從制度面來看，輔導團應提供相對的支
170

持，譬如說：召集校長可以做到因專案工作量的的差別來分配不同的減課鐘點，好提供
足夠的時間讓團員可以參加此專案的增能研習，同時，校長也要跟大家說明為什麼有些
專案可以減比較多鐘點，有些專案減比較少鐘點，這微妙的問題召集校長必須要能做到
說服和適當的溝通（1050602 訪Ａ）
現在的輔導團工作量也愈來愈大，建議專案現在可改由任務分組，而非僅由專人負責，
大家可以一起集思廣義也可以彼此分攤一些壓力量（1050602 訪Ａ）
讓團員學的到東西，就能激勵內在動機，團裡面現在也會針對一些專案的產出給予適當
的外在獎勵，像是獎金和記功嘉獎等（1050602 訪Ａ）
制度面如果還需要一堆表件審核，我覺得還是免了吧，光是學新東西，實作就來不及
了，更何況再怎樣的激勵，都比不上團員出於強大的內在動機來的重要，但如果扭轉不
了校長不給老師出校當團員的意念，因為，校長不會因為有老師出去擔任輔導員而開
心，因為那未必會為學校經營加分，再多在創新發展層面的激勵也是枉然。所以現在輔
導團很積極運作團員回校經營社群的部分原因，就是要降低學校高層的阻力，因為成立
社群是從教育部到教育局的政策，而且會直接挹注教師的專業成長，說白了，就是出門
參加研習，就在校內直接洗腦（1050531 訪 B）
輔導員重要的是要比別人更快獲取教育政策的新知，現行輔導團在辦理教育政策新知的
研習時有分初階、進階及召集校長幾類，甚至研習證書有年限時效性，當證書失效時須
回流初階學習，我覺得這個做法很好，因為政策會不斷改變，讓團員可以不斷獲得新
知，自然到他校分享時有較新的資訊（1050604 訪 C）

(二)工作價值觀對組織承諾各層面之預測力分析
以組織承諾各層面作為效標變項，均有二到三個達顯著水準的預測變項，且其
標準化係數皆為正數。依各效標變項分述如下：
1. 效標變項為「認同承諾」
當效標變項為「認同承諾」，共有三個進入迴歸方程式的顯著預測變項，
其中以「創新發展」為最高，有 42.1％的解釋力，即預測力最高。表示若工作
價值觀「創新發展」層面實施程度愈高，則組織承諾中「認同承諾」程度愈
高。
2.效標變項為「留職承諾」
當效標變項為「留職承諾」，共有二個進入迴歸方程式的顯著預測變項，
其中以「創新發展」為最高，有 39.5％的解釋力，即預測以「創新發展」為最
高，有 39.5％的解釋力為最高；其次為「組織安全」層面，表示若工作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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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發展」層面實施程度愈高，再輔以良善的組織安全環境，則組織承諾中
「留職承諾」程度愈高，本研究依據此結果對輔導員進行訪談，以探究如何建
構輔導團員在「組織安全」層面有較佳的感受，受訪者認為：

第一，各領域勞逸不均，但各領域兼輔可分配的總減課鐘點（21 節）卻是一致的，像是
國文團或其他考科（國、英、數、自、社）的領域，因為有升學的壓力，課程教學研發
設計、要解決的教學現場問題、會考試模擬、試題分析等，是議題組和國小組所沒有
的，相對工作量會大很多，這點覺得很不公平（1050602 訪Ａ）
第二，希望在校長會議或教務主任會議時，教育局能出面溝通、宣導，讓學校端能對輔
導團的組織工作價值多點認同，讓輔導員在校內可以受到多一點的鼓勵，少一些的困境
（1050602 訪Ａ）
第三，當時國文團在高鴻怡校長任內，用的是核心團員和周邊團員的概念，用來解決暫
時不便投入太多時間的團員不至於需要退團的權變之法，就是當某團員在當學年可能因
為帶國三或有家庭不便的因素，就可以接比較少的工作，相對的減課節數較少，讓他不
會因為團務工作量大而需要退團，待不便因素消失時，就相對接起比較多的工作量，讓
可能換有其他人有不便，可以工作暫時減量，當時自己也是因為這個權宜之便，讓自己
可以在團裡挺過來，這個制度也可以給其他領域參考（1050602 訪Ａ）
我對制度面的改善沒有任何意見，但若一般教師都已經依賴網路平台與素人教師遠勝過
對輔導團的信任時，輔導團還能一群人在團裡自嗨嗎？畢竟現行的運作下，一個學校大
概三年才能輪到一次輔導團的到校輔導，局裡到底如何看待輔導團，如何建立輔導團的
教學專業，應該比制度面的改善還重要吧（1050531 訪 B）
這個部分很難，每個縣市作法上也不盡相同，甚至聽聞有的縣市輔導員不用授課，並集
中地點上班的方式似乎不錯，因為現行桃園輔導團的制度，團員通常是在參加研習或到
校輔導訪視時才有辦法可以互動，能一起討論的時間是嚴重不足的（1050604 訪 C）

3. 效標變項為「努力承諾」
當效標變項為「努力承諾」，共有二個進入迴歸方程式的顯著預測變項，
其中以「創新發展」為最高，有 44％的解釋力，即預測力最高。表示若工作價
值觀「創新發展」層面實施程度愈高，則組織承諾中「努力承諾」程度愈高。
在工作價值觀對組織承諾各層面之預測力分析中，以「創新發展」的預測
力為最佳，顯示輔導團團員在提升自己本質學能的能力或是有更多進修機會，
將有助於提升輔導團團員認同輔導團核心價值意願、續留輔導團意願以及努力
為輔導團留下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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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總而言之，透過教育現場的相關研究分析，我們發現一些關於輔導團的內在與
外在的限制。所以，以「輔導團」為核心的課程與教學網絡恐怕無法扮演很好的政
策與實務的銜接管道，無法將好的政策理念轉化為學校的課程教學實踐，本研究藉
由一些理論和現況的探討，歸納結論並提出幾點建議：

一、結論
(一)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團員整體具有高度的工作價值觀，其中以
「人際關係」層面感知程度為最高
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團員工作價值觀屬於高知覺程度，代表教師在本身所屬
學校已有繁重的教學工作外，尚願意兼任輔導團工作，勢必對此組織價值有高度知
覺，以期能在此組織中能引領課程教學的創新，具有高度進修與研究意願，並能與
志同道合的同儕間能互相保持溝通管道，實現自己在本身專門的領域內發揮教育的
理想和抱負。
各層面當中，以「人際關係」層面認知程度最高，顯示在現今教育環境中教師工作
包羅萬象，團體一起行動勝過本身自己在單打獨鬥，輔導團中普遍存在友善的人際
關係，維繫彼此高度的工作熱情；其中「組織安全」層面認知程度最低，顯示現行
桃園市輔導團的獎勵制度存在，卻難以有效支持輔導員普遍存在所屬學校環境不支
持時，校內外工作量難以兼顧的情形，此研究結果與訪談相符。

(二)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團員整體具有高度的組織承諾，其中以
「努力承諾」層面感知程度為最高
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團員組織承諾屬於高知覺程度，代表兼任輔導團工作的
教師對於輔導團組織目標及價值信念的認同度高，在行為上，願為輔導團的團務工
作付出更多的心力與貢獻，在態度上願意繼續兼任輔導團團員的服務工作。
各層面當中，以「努力承諾」層面認知程度最高，顯示教師願意為國民教育輔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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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務工作而努力，係因為強烈地信仰與接受組織之目標及價值，基於本身對於教
育的使命，所以願意為國民教育輔導團盡心盡力的工作；其中「組織承諾」層面認
知程度最低，顯示現行桃園市輔導團的制度，在校內外工作量難以兼顧及輔導團外
在學校、家庭沒有支持力量等問題仍有待克服，此研究結果與訪談相符。

(三)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團員工作價值觀與組織承諾之間，呈現高
度正相關
本研究發現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團員工作價值觀與組織承諾具有高度正相
關，意即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團員工作價值觀程度與組織承諾程度具高度相互影
響力，代表團員工作價值觀知覺程度愈高，組織承諾度也愈高。反之，如果要團員
組織承諾度高必須要提升團員工作價值觀的知覺程度，如能有效引導輔導團團員的
工作價值觀朝正向發展，激發團員工作潛能、留職意願及自我肯定等工作熱忱的方
法，如果能夠克服這挑戰，相信可以讓立意良好的政策，能夠順利推動，有效透過
教育造福下一代。
工作價值觀之「創新發展」層面對整體組織承諾之相關係數是各層面中最高。
意味著，如果能提供桃園市現行輔導團團員在此一構面表示有高度的認同，代表兼
任國教輔導團的團員會期許自己透過參加輔導團在教學上能夠創新發展，而且有自
主性，進而能有所創新，不斷地嘗試新的構想，最後能實現自我挑戰與成長的機
會，二來，輔導團團員如有這般的基礎條件認知，更能讓輔導團有效發揮教育督導
之責，使輔導團的組織發揮最大的成效，此結果與訪談相符。
工作價值觀之「組織安全」層面對整體組織承諾之相關係數是各層面中最低，
如輔導團能在制度面讓團員組織內外能建構充分的支持力量，使團員在學校與輔導
團兩邊工作都能同時兼顧，且對各項獎勵制度皆有高度的認同，則吸引輔導員繼續
留任的可能性也較高，對於整體組織承諾有助益，此結果與訪談相符。

(四)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團員工作價值觀對組織承諾具高度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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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價值觀對於組織承諾整體有正向良好的預測力。其中以「創新發展」層面
的單獨解釋量最大，即預測力最高，其次為「組織安全」層面，顯示輔導團團員在
提升自己本質學能的能力或是有更多進修機會，再輔以良善的組織安全環境將有助
於提升輔導團團員對輔導團核心價值的認同意願、續留意願以及努力意願。

(五)輔導團運作模式和一般教師的互動有待提升，以增進教育圈對輔
導團目標價值的認同
訪談結果顯示，一般現職教師和輔導團能有實際接觸的機會甚少，一般教師在
教學現場遇到的問題，在現今資訊普及的年代，欲求助於輔導團時可說緩不濟急，
因此，教育圈普遍存在對輔導團組織目標價值認同和依賴度不高，當輔導團在教育
圈中的價值定位不明，學校端的行政和教師在不能認同、理解輔導團工作的情況
下，對於教師出任輔導團工作多半採取保守消極的態度，當一般教師從學校出任輔
導團工作時，沒有所屬學校的支持，校內外工作難以兼顧的兩難情形更是艱鉅，使
團員在創新發展層面無法充分發揮，出現組織留任意願度低的困境，如能提升團員
和一般教師的互動，增進對輔導團目標價值的認同，將有利於實現輔導團教學輔導
的功能。

二、建議
本研究根據研究結論，對相關教育主管機關、學校、輔導團員個人提出以下建
議。

(一)對教育主管機關的建議
1. 建構輔導團服務機制，保障團員在所屬學校的友善支持
希望教育主管機關在校長會議或教務主任會議時，能多出面溝通、宣導，
讓學校端能對輔導團的組織工作價值多點認同，使讓輔導團員在校內可以受到
多一點的鼓勵，少一些的困境。
2. 建構即時互動平台，讓輔導團發揮功能具時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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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一般教師可以透過網路平台與素人教師進行教學增能，遠勝過對輔導
團的三年一輪才能進行一次到校輔導，如何建立輔導團的教學專業信任和依
賴，需要慎思。
3. 深耕中央與地方教學輔導政策，提高輔導團運作效能
在一系列的教育變革實施後，如何利用輔導團組織運作來讓教育政策更為
落實及完善，顯得格外重要，因此，需健全中央與地方教學輔導系統之組織與
運作，強化輔導功能，作為教師在教學上強力的支持並解決教學現場的疑難問
題，積極作法是緊密結合課程與教學各學習領域輔導群、由中央單位提供更多
的課程與教學輔導諮詢教師團隊，提供兼顧理論與實務之多元化專業輔導與諮
詢，以提升國中小教師教學專業素養，解決教育變革實施後所遭遇的困境。

(二)對縣市輔導團行政單位的建議
1. 增加進修管道，鼓勵輔導團員積極專業增能
從研究結果發現，輔導團員碩士學位以上占 87.42％，且輔導團員在工作
價值觀對組織承諾之各項預測性，皆以創新發展預測力最高，於此，建議教育
局應鼓勵所屬輔導團員踴躍參加任何的進修與自我成長學習機會。
2. 檢討現行輔導團員獎勵制度，激勵團員留職意願
由於輔導團員相關獎勵機制定義不明確，分別分散在不同中央及地方法規
中，建議明定相關輔導團員福利措施，以已提升輔導團員留職意願。
3. 鼓勵輔導員分享教學經歷，增進同儕專業成長
從實際訪談中發現，有輔導團員認為教學新策略的學習是一件很吸引人的
事情，而且跟有志同道合的人一同學習，當中的資深老師也不吝分享，讓自己
很有收穫，那是在教學上很棒的經驗歷程。建議縣市輔導團行政單位鼓勵各輔
導團組別能夠定期舉辦分享會，讓各個輔導團員能夠彼此分享創新的教學經
驗。
4. 訂定輔導員福利措施，吸引優秀人員加入或留任輔導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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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研究顯示，大多縣市輔導團員每週減授 1~3 節課共占 73.8％，且具有
高度的組織承諾，從研究顯示大部分輔導團員雖然減授課時數少但仍然有責任
感將輔導團的工作做好，亦即學校與輔導團兩邊工作都同時併重時，輔導團員
的角色期望表現獲得肯定。如果教育局若能再考慮訂一些很好的福利待遇措
施，可能會吸引或使輔導團員繼續留任，例如：比照學校兼行政職人員享有不
休假制度、出國教育訪問、補助交通費及每週減授更多的上課鐘點等。
5. 召集校長可因專案類別來分配不同的減課鐘點，支持輔導團員創新發展
建議召集校長可以做到因專案工作量的的差別來分配不同的減課鐘點，好
提供足夠的時間讓輔導團員可以參加此專案的增能研習，並做到教案研發設
計、課程實作、發表和分享等輸出的工作。

(三)對輔導團員的建議
1. 積極投入教學創新，回歸教職初衷
輔導員應積極投入輔導團的運作，落實教育政策上的轉譯工作，研究發展
創新教學方法，建立各學習領域教材資源，以豐富教師的教學內容，讓基層教
師能透過專業增能活動，解決基層教師在學教現場遭遇的困擾。
2. 透過主動改善所屬學校的教學環境，獲取學校同仁對輔導團的認同
在學校遇到同仁的問題，透過“小心處理”，盡量以比較客氣不要造成別人
額外負擔的態度來解決，將教育新知和教學資源帶回學校，適度將教育政策進
行轉譯，解決校內教師的教學現場困擾，並提升校內互助、共同成長的學習夥
伴關係。
3. 繼續留任輔導團員，提升輔導團績效
從研究結果發現，輔導團員在留職承諾及努力承諾屬中高的程度，顯示多
數輔導團員認同輔導團本身職務，對輔導團本身有極高向心力，不會輕易離
開。針對輔導團新進人員加入方面，輔導員如何在上行、平行之人際互動方面
表現受人歡迎之程度，可成為吸引年輕教師投入輔導團之主要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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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汲取教育新知，裨益教師專業成長
從文獻探討及訪談內容發現，參加輔導團另外一個收穫就是吸取很多教育
新知，不管是蒐集或是在訪視其他學校時跟其他老師學到不錯的教材教法，這
些經驗都對教學現場有實質幫助，回應教師育的本質及教育的堅持。

(四)對學校行政端的建議
1. 積極協助團員投入團務工作，提升整體教育品質
輔導團功能在落實教學政策，提供教師專業知能上精進的組織，團員在校
務工作外不僅要花時間接觸創新的教材教法等“輸入”，僅限於層面的功能，還
需做到教案研發設計、課程實作、發表和分享等“輸出”的工作，如團員遇校內
外工作無法取得平衡時，希望學校端能提供積極性的處理和協助，一同護持這
些為教育付出貢獻的團員。
2. 鼓勵一般教師擔任團員，參與輔導團務的推展
如何讓輔導團員帶領學校老師共同分析學生學習及教師教學問題，透過社
群的帶領共同討論、研擬策略、再於課堂中實踐。這點學校方面，可以鼓勵校
內教師積極參與輔導團運作，並將回饋受惠到學生身上。
3. 定期邀請輔導團小組成員，到校協助教師成長
如果更能藉由輔導團員直接進入校園第一線，由專任輔導員進入校園與校
內老師共同尋求解決現場教學問題的策略，或協助領召帶領共同備課等，將突
破舊有的制度，由第一線的教師直接提出問題需求，輔導團員可以帶給教師最
合適的幫助。
4. 積極與國教輔導團密切合作，整合「行政」與「課程與教學」之運作
學校作為落實課程與教學品質的基本單位，學校行政可與國教輔導團提升
兩者合作的效能，在謀求學校文化與教育需求契合的基礎上，建立分工合作的
共識和作法來達成一致性目標，從建構學校組織「文化」來改善課程與教學推
動的品質，有效整合「行政」與「課程與教學」的運作，讓學校行政團隊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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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教輔導團隊的一員，以行政支持教學輔導，呈現有系統性的教師研習，提供
教師有效率的教學及學習參考模式，以專業帶動學校教育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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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女生閱讀唯美言情小說與其愛情態度之研究
─以桃園市龍潭區為例
詹淑珍 1、楊錦潭 2、沈慶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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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龍潭國中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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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中女生閱讀唯美言情小說及其愛情態度。本研究
採用問卷調查法，調查對象為桃園市龍潭區市立國中女生，以分層隨機
抽樣及叢集隨機抽樣兩階段方式進行。樣本數總共 318 份，有效問卷為
310 份。
本研究結果主要有五：
一、有七成的國中女生曾閱讀言情小説。國中女生閱讀言情小說的認知
真實最傾向於娛樂，最不傾向於教導。
二、九年級及八年級的國中女生在娛樂層面上比七年級顯著。
三、國中女生的愛情態度傾向於利他愛、友伴愛及現實愛，較不傾向於
狂愛及情慾愛。不同背景變項中八年級在友伴愛的層面上比七年級
顯著。
四、有無男友的國中女生的愛情態度在利他愛及狂愛層面上有顯著差異。
五、國中女生在閱讀言情小說的認知真實中的認同、教導層面與其愛情
態度中的利他愛、狂愛、情慾愛屬中度相關。
最後，本研究在教育的意涵及對未來研究的建議亦一併討論之。
關鍵詞：言情小說、認知真實、愛情態度

183

A Study on Reading Romance Novels of Municipal Junior High
School Girl Students and Their Perceptions of Love Attitude ─
A Case of Longtan District in Taoyuan City
Shu-Chen Chan, 1 Jin-Tan Yang, 2 & Ching Heng Shen3
1

Teacher, Taoyuan Municipal Long Tan Junior High School, Taoyuan City
Professor at Graduat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 Director of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Ming Chuan University
3
Assistant Professor at Graduat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 Director of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Ming Chu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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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girl students’ reading romance
novels of municipal junior high schools and their perceptions of love attitude.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s research tool.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were girl students of municipal junior high schools in Longtan District,
Taoyuan City. A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and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were
carried out in 2 stages in this study. 318 copies were distributed and 310 valid
copies were obtained.
The major 5 findings in this study are shown as follows,
1. 70% of those students once read romance novels. Those students most
prefer reading romance novels as entertainment whereas that of guidance
is the least accepted.
2. Reading romance novels of 8th and 9th grade students as entertainment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han that of 7th grade.
3. Love attitude of those students prefers to altruistic love, storge love and
pragma love, not mania love. Storge love of 8th grade those student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7th grade.
4. Both altruistic love and storge love of those student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having and not having boyfriend.
5. The correlation matrix between perceived reality with recognition and
guidance factors and love attitudes with altruistic, mania, and eros love are
middle-level.
Finally, the educational implications of this study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re also proposed.
Keywords: romance novel, perceived reality, love at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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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傳統教育典範只是在培養千篇一律的好學生，並不是在培養充實生活與生命的
活力；也從沒有告訴學生有一天有了愛情之後，男女雙方應該如何相知相惜以保情
或增情。就這樣，年輕人出了社會之後，不少人都在為錢而工作，再成為房奴、車
奴、或卡奴，而不是讓兩位相愛者情堅一體、共創前程，總是期望著早日成為一個
財務自由的家庭而已。
基於大時代的環境變遷，當前老師傾向於鼓勵學生閱讀勵志書、文學名著或科
普讀物，國中生在今日多媒體與手機的普及化中成長之下，他們最在意的是擁有自
己的小確幸。而對於國中女生最愛的看的課外書就是愛情故事。又逢社會中國中女
生的父母避談及愛情，再加上學校教育又只是一味消極性的禁止，學生們只好透過
各種管道去了解愛情，唯美言情小說就是其中之一。
本研究在此背景下來檢視現在的國中女生，在現行政策鼓勵閱讀的同時，瞭解
國中女生閱讀言情小說的比率及在認知真實上的現況是一件值得探究的嚴肅議題。

一、研究背景
根據《親子天下》雜誌 2010 年 12 月第 19 期的調查，81%國中生喜歡或非常喜
歡閱讀課外書。這份針對全台灣兩千多位受訪國中生進行的閱讀習慣調查顯示，多
數國中生對「閱讀」有正面認同：89%受訪學生表示，若收到的禮物是書，會覺得開
心；54%的國中生覺得喜歡閱讀的人是「好學生」
，更有 9％的學生覺得喜歡閱讀的學
生「很酷」
。這份調查指出，近 68%國中生選擇課外書是因為「就是喜歡這類主題」
。
其中重要理由，包括：逛書店看到、被書的封面吸引。也有一半以上的國中生閱讀
課外書，是因為朋友或同學推薦。老師或父母推薦，而學校所開出的書單，反而不
太受青睞。有 76%的國中生會和同學分享自己看過的書，顯示國中階段同儕的影響
力很大。
課業沉重的國中生，課外書的選擇類型上，以輕鬆娛樂性高的最受歡迎。國中
生最愛的課外讀物類型前三名是：愛情故事 (20.4％)、漫畫（19.1％）和奇幻小說
（17.2％）
。而父母和老師最愛推薦的勵志書、文學名著或科普讀物等，卻只獲得鳳
毛麟角般而為國中生所喜愛。如此看來，國中國文老師所推薦的課外書並沒有獲得
國中生的共鳴。換句話說，國中生最愛的課外書是愛情故事，但受訪的國中國文老
師只有不到 1％會推薦此類課外書。三分之一國中國文老師大力推薦的文學名家著
作，卻只得到 2.5％的國中生喜愛。從此份調查中可知言情小說的封面及內容才能
投國中生之所好。

二、研究動機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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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
Rubin（1970）進一步地發現了「愛情」
（love）和「喜歡」
（liking）是有所差別
的，但國中生往往看不清楚自己對迷戀的對象到底只是單純的喜歡還是愛，國中生
在成長過程中受到家庭父母互動、同儕、偶像劇、言情小說、動漫等的影響，慢慢
形成了愛情觀。而這愛情觀可能會在某一天表現出來。因此，研究者欲了解國中生
的愛情態度是本研究動機之一。
觀念與態度的建立絕非一朝一夕，正確的愛情態度若要等到大學才來學習，恐
怕是為時已晚。更何況有些人高中畢業後並未繼續升大學，即使讀了大學，也不見
得會去選修與愛情相關的課程。偏偏關於愛情，在國中教育的專屬課程從缺，除了
健康、體育課程中蜻蜓點水的帶出一小部分探討性別相關議題外，只有老師們零零
星星的機會教育，這樣的愛情教育當然無法滿足多情少男及懷春少女們的浪漫情懷。
國中生會從這類小說中獲得那些與兩性知識及愛情相關訊息？這類小說對國中女生
是否會造成影響？哪些影響？影響程度如何？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二）研究目的
基於前述之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者以「閱讀唯美言情小說與愛情態度之研究」
為題進行研究。希望能從研究結果中瞭解國中女生閱讀言情小說的現況，與十二年
國教性別平等教育課程綱要之間要如何對應，期望能進一步導正國中女生能正確解
讀與辨別言情小說中的謬誤，以建立國中女生健康而正確的愛情態度。本研究目的
有三，即探討桃園市龍潭區：
1. 瞭解國中女生閱讀唯美言情小說在認知真實上的現況。
2. 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的國中女生在愛情態度上的差異。
3. 研究國中女生閱讀唯美言情小說的認知真實與其愛情態度的相關性。

三、名詞定義
本節針對本研究中的名詞或概念，加以界定，使其意義更明確，茲分別敍述如
下：

（一）唯美言情小說（romance novel）
指 1980 年代開始被稱為言情小說的作品，通常會將女性讀者設定為主要的閱讀
對象，內容則以敍述男女主角戀愛過程為主，簡稱言小。因創作者使用的文字不同
而區分為國內及國外的言情小說兩大類。由英文翻譯而來的言情小說多半以音譯羅
曼史（Romance）稱之，這類翻譯小說稱為外國羅曼史小說或西洋羅曼史小說，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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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外曼或西曼；國內所創作的言情小說為了與其相對應，故稱為內曼。本研究所
指的唯美言情小說主要探討國內的作品，其特色如下：(1) 封面皆為俊男或美女；
(2) 故事情節唯美浪漫，有情人都能成眷屬；(3) 書名、作者及書中的男女主角的
名字都十分夢幻。

（二）認知真實（perceived reality）
本研究的三個認知真實面向界定如下：
1. 娛 樂（ amusement）：認 為 閱 讀 唯 美 言 情 小 說 除 了 有 娛 樂 效 果 外，還
可以打發時間。
2. 認 同 （ identity）： 認 同 唯 美 言 情 小 說 中 的 情 節 和 角 色 ， 並 且 喜 歡 小
說中的男女主角交往模式。欣賞並模仿女主角的打扮及談吐。
3. 教 導（ instruction）：認 為 唯 美 言 情 小 說 可 教 導 讀 者 學 習 愛 情，並 可 從
中學到如何解決在感情上所遭遇到的問題。

（三）愛情態度（love attitude）
指人類對於愛情的看法與評價、情感與喜惡、行為與表現，這些評價、情感與行為反應，是影
響人類談戀愛時表現於外的主要因素。本研究所指的愛情態度，是指國中女學生閱讀言情小說的現
況與對愛情的認知及情感展現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的愛情態度面 向 界 定 如 下 ：
1. 利他愛（altruistic love）：凡事為情人著想，願意無條件為對方犧牲奉獻，無
怨無悔。
2. 狂愛（mania love）：時時刻刻想著對方，具強烈的佔有慾並容易起爭執。
3. 友伴愛（storge love）：與對方的情感建立在友誼的基礎上，互相扶持鼓勵，
屬於細水長流的愛情。
4. 情慾愛（eros love）：被對方的外表吸引所產生的激情，容易期待浪漫的事發
生。
5. 現實愛（pragma love）：交往前會先考慮現實的條件，如：身高、家庭背景等，
會選擇對彼此都有利的對象交往。

貳、文獻探討
戀愛可以稱之為戀情之愛（Romantic love） 即：「對人的熱情與愛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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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辭典，2006），簡言之，即「愛情」。關於愛情，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愛人與
被愛都有程度上的差異。愛情的相關理論與探討相當多，在本研究中僅介紹其中幾
個重要的理論：

一、Rubin 的愛情態度理論
Rubin（1970）開始將愛情定義成對某一特定對象所持有的一種態度，此後便開
始能使用一般測量方法研究愛情。他假設愛情是可以測量的一種獨立概念，是一個
人對特定對象的多面性態度，他從許多文藝著作、一般常識及與人際吸引有關的文
獻資料中，尋找擬定敘述感情的題目，經過項目分析、信度、效度考驗而建立愛情
量表（love scale）和喜歡量表（liking scale）。透過實驗研究，他發現了愛情與喜歡
有質方面的差別。他所設計的愛情量表中包含三個重要因素：
1. 依附（attachment）：希望能和對方在一起，天長地久，永不分離。
2. 關懷（caring）：對所愛的對象付出心力，時常噓寒問暖，更甚對其他人。
3. 親密（intimacy）
：兩情相悅，在情感上及肉體上皆互相依賴，有親密的肢體接
觸。
Rubin（1970）發現如果兩人在愛情量表上得分較高，則兩人注視彼此的人次較
多，並且時間較長，那就表示他們正在戀愛，將來可能會結婚。且經過六個月的追
蹤後，會發現他們仍然是在一起的。

二、加拿大社會學家 John Alan Lee 的戀愛六類型
Lee（1973）經由文獻收集及調查訪談，將愛情分成以下六種形態：
1. 情慾之愛（eros）：外在美、浪漫的、激情的愛情。
2. 遊戲之愛（ludus）：將異性的青睞視為有趣的挑戰遊戲。因只想享受愛情的過
程，不一定要有結果，當事人為了避免投入自我的感情，會常更換戀
愛對象。
3. 友誼之愛（storge）：青梅竹馬的平穩情感，像兄妹、像好友，因此較無變動
與激情。
4. 佔有之愛（mania）：強制的且排他的，對愛情的感受較敏感，且情緒起伏相
當明顯。
5. 現實之愛（pragmatic）：傾向於選擇酬償高而成本低的戀愛對象，以現實利益
為主要考量，是一種講求投資報酬率的愛情。
6. 利他之愛（agape）：對某人付出，就能獲得自身情緒上的滿足，且不求回報。

三、Sternberg 愛情三角理論（triangular theor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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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及八種愛情型態
美國心理學家斯坦伯格（Sternberg）認為構成愛情具備三個基本要素，也就是
愛情三角理論（triangular theory of love）分屬三種不同的向度：
1. 親密（intimacy）：包括親近、熱心與自我揭露，這是屬於情感向度；
2. 激情（passion）：包括強烈的正面與負面的感情、性慾與各項社會需求，這是
屬於動機向度；
3. 決定/承諾（decision / commitment）：包括短程和長程之企圖維持親近關係的
決心，這是屬於認知向度。（轉引自顧瑜君，民76；張文雄，民82）
此三要素分別代表「愛情三角形」的三個頂點，如圖2-2-1。綜合Sternberg(1986)
所提出的的三角論愛情觀，再加上Sternberg(1999)所提的八種愛情類型，與三要素
可互相影響排列組合成許多不同類型的愛情，其基本形式的八種愛情類型如下（轉
引自張文雄，民82；彭懷真，民85）：
1. 熱愛（fatuous love）：「激情」加上「承諾」，由邂逅、相戀到步入禮堂的過
程十分快速，是速食愛情的表現，因缺乏親密易使激情快速消退，因而造
成分離的結果。
2. 浪漫愛（romantic love）：「親密」加上「激情」，類似莎士比亞的名著“羅
密歐與茱麗葉”的愛情。
3. 友愛（companionate love）：「親密」加上「承諾」，屬於細水長流型的愛情，
關係平穩，少了轟轟烈烈的強烈感受。
4. 完美愛情（consummate love）愛情三要素全部具備，是大家最想追求的理想愛
情。
5. 喜歡（liking）：只有「親密」，為一般友誼所表現出的親近與熱誠。
6. 迷戀（infatuated love）：只有「激情」，屬於單相思的一廂情願，也可能是一
見鍾情或理想化的愛情，因較理想化，故情感容易消失，有時會患得患失。
7. 空愛（empty love）：只有「承諾」，如過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缺
乏「親密」與「激情」。
8. 無愛（non-love）：三要素皆無，為社會上一般無交情的泛泛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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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喜歡（親密）

完
2 浪漫之愛（親密＋激情）

3 友愛（親密＋承諾）
4 完美之愛
無愛( 沒有 )

（親密＋熱情＋承諾）

6 迷戀（激情）

1 熱愛（激情＋承諾）

7 空愛（承諾）

8 無愛( 沒有親密、沒有熱情、沒有承諾)
圖1

斯坦伯格愛情三角論及八種愛情型態（參考自辜俞敏，2012）

参、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章針對本研究的研究架構、研究對象的選取、研究工具的編製與選取、資料
處理方式等提出說明。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探討桃園市龍潭區國中女學生閱讀唯美言情小說的現況、認知事實
及與愛情態度的關係。第二章的文獻探討之後，已將相關的理論與研究做一歸納、
整理，並獲得初步的研究架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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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真實
1.娛樂
2.認同
3.教導

Q1

背景變項
1.就讀年級
2.閱讀頻率
3.閱讀年資

Q3

4.有無男友

愛情態度

Q2

1.利他愛
2.狂愛
3.友伴愛
4.情慾愛
5.現實愛

圖2

研究架構圖

依據本研究之架構圖(圖 2)，本研究主要包含國中女生背景與閱讀言情小說的
現況、認知真實及愛情態度三大變項，其中 Q1 代表研究假設一：不同背景變項的國
中女生閱讀言情小說在認知真實上有差異性；Q2 代表研究假設二：不同背景變項的
國中女生其愛情態度有差異性；Q3 代表研究假設三：國中女生閱讀言情小說的認知
真實與其愛情態度具相關性。
茲分述本研究架構圖中的三大區塊如下：
◎背景變項：就讀年級、閱讀頻率、閱讀年資、有無男友。
◎認知真實：娛樂、認同、教導。
◎愛情態度：利他愛、狂愛、友伴愛、情慾愛、現實愛。

二、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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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研究對象設定為桃園市龍潭區的市立國中女生。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所使用之問卷範本為陳淑姻的「羅曼史小說閱讀狀況調
查表」、「羅曼史小說之認知真實量表」、「愛情態度量表」，並參約卓紋君的
「愛情態度量表」再依本研究所需加以修改。業已取得陳淑姻及卓紋君兩人的使用
同意書。

（一）學生背景資料
學生背景資料調查主要目的在瞭解不同背景變項下，國中女學生的認知真實、
愛情態度與閱讀言情小說的相關性。其中背景變項包含：
1. 就讀年級：七年級、八年級、九年級。
2. 閱讀頻率
本研究以平均一個月閱讀羅曼史小說的本數來界定閱讀的頻率，而將閱讀頻
率區分為如下所述的四個等級：
(1) 從來不看：平均一個月閱讀言情小說的本數為0本，亦即從未接觸過言情
小說者。
(2) 很少看：平均一個月閱讀言情小說的本數不到 1 本或 1-2 本。
(3) 偶爾看：平均一個月閱讀言情小說的本數是 3-5 本。
(4) 經常看：平均一個月閱讀言情小說的本數 6-10 本。
(5) 言情小說迷：平均一個月閱讀言情小說的本數 10 本以上。
3. 閱讀年資
本研究所稱之「閱讀年資」，是指從閱讀第一本言情小說到填答問卷為止的
所經過的時間。本研究將其區分為五個組別，其分別為：
(1) 從來不看，年資為 0。
(2) 一年以下（包括一年）。
(3) 一年以上到二年（包括二年）。
(4) 二年以上到三年（包括三年）。
(5) 三年以上。
4. 有無男友（目前狀況）。

（二）認知真實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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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認知真實」將以回收之有效問卷，採SPSS 18.0 視窗中文版軟體進行
項目分析、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完成量表。茲將結果分別敘述如下：
1. 問卷來源
本研究採用陳淑姻（2002）之「閱讀狀況調查」、「認知真實量表」，略加修
改而成本研究之「認知真實量表」。在「認知真實量表」問卷部分分成娛樂、
認同、教導三個面向，共計用24題去測量。
2. 計分方式
本問卷亦採用Likert式的五點量尺形式作答，問卷計分方式為：「完全同意」得
5 分，「大部分同意」得 4 分，「沒意見」得 3 分，「大部分不同意」得 2
分，「完全不同意」則得 1 分，在各份問卷上得分越高者，表示越傾向此項認
知真實。

（三）愛情態度量表
本研究「愛情態度」將以回收之有效問卷，採採SPSS 18.0 視窗中文版軟體進
行項目分析、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完成量表。茲將結果分別敘述如下：
1. 問卷來源
本研究採用陳淑姻（2002）之「愛情態度量表」，並參考卓紋君「台灣人愛情
態度量表」加以考量五種愛情態度之特徵與對國中女學生的適用性，略加修改
而成本研究之「愛情態度量表」。在「愛情態度量表」將五個面向的愛情態度
各計5題，共計用25題去測量。
2. 計分方式
本問卷亦採用Likert式的五點量尺形式作答，問卷計分方式為：「完全同意」得
5 分，「大部分同意」得 4 分，「沒意見」得 3 分，「大部分不同意」得 2
分，「完全不同意」則得 1 分，在各分問卷上得分越高者，表示越傾向此項愛
情態度。

四、資料處理與分析
資料處理與分析本研究採用調查研究法中的問卷調查法。正式問卷施測結束後，
首先將回收的問卷逐一檢查，無效問卷予以剔除。接著進行登錄的工作，將所蒐集
到的資料利用SPSS 18.0電腦套裝軟體程式進行統計分析。本研究所使用之統計分析
方式分別說明如下：
一、人次分配、平均數與百分比
分析受試者各項背景資料、閱讀狀況、認知事實及愛情態度的問卷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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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
以此來考驗研究假設一（即Q1）
、研究假設二（即Q2），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的國
中女生閱讀唯美言情小說的認知真實是否有顯著差異。
三、皮爾遜積差相關
以皮爾遜積差相關探討認知事實與愛情態度的相關情形，用來考驗研究設三（即
Q3）。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研究結果
由本研究的結果發現，國中女生閱讀言情小說的人數比率與 10 年前陳淑姻的研
究比較，差別不大。對言情小說的認知真實則偏向娛樂，認同次之，教導最不顯著。
因此，若將言情小說當兩性教育的教材，其效果雖有待觀察；然而可朝「寓教於樂」
等多元學習的教材編排方向來考量。
「相關」表示兩個變數或兩個以上變數間的關係。Pearson 積差相關係為正且達
顯著，表示兩個變項為顯著正相關，當相關係數為負且達顯著，表示兩變項為顯著
負相關。相關係數絕對值小於 0.4 時，為低度相關；絕對值介於 0.4~0.8 之間時，
即為中度相關，絕對值大於 0.8 時為高度相關。
由表 1 的 Pearson 積差相關結果得知，國中女生在唯美言情小說認知真實各層
面與其愛情態度中的利他愛、狂愛、情慾愛三種愛情態都有達到相當顯著的正相關
水準（**p＜.01）
。認知真實中的娛樂層面與利他愛、狂愛、情慾愛三種愛情態度的
相關係數分別為： .295、 .244、 .250，屬於低度相關；認知真實中的認同層面與
利他愛、狂愛、情慾愛三種愛情態度的相關係數分別為： .489、 .445、 .493；認
知 真 實 中 的教導層面與利他愛、狂愛、情慾愛三種愛情態度的相關係數分別
為： .429、 .447、 .440，屬於中度相關。
另外，國中女生閱讀唯美言情小說認知真實的娛樂層面與友伴愛也有 0.5 的顯
著正相關水準（r＝.149）；認同層面與友伴愛、現實愛分別達到 .01 的顯著正相關
水準（r＝.179、r＝.243）；教導層面與友伴愛、現實愛分別達到 .0 5 的顯著正相
關水準（r＝.138、r＝.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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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國中女生愛情態度平均數、標準差及平均數之分析表
愛情態度

平均數

標準差

題數

單題平均得分 標準差

狂愛

12.97

4.5

5

2.60

0.89

利他愛

14.96

4.46

5

3.99

0.89

友伴愛

15.45

3.17

4

3.86

0.79

情慾愛

12.90

3.94

5

2.58

0.79

現實愛

10.90

2.44

3

3.63

0.81

二、綜合分析與討論
由研究結果得知有三：(1)不同年級的國中女生在愛情態度的友伴愛有顯著性，
八年級高於七年級。或許是因為居於中間年級，距離基測還有較長的一段時間，故
與男生的互動更頻繁，更自然；(2)不同閱讀年資的國中女生在愛情態度並無顯著差
異，可見閱讀言情小說的年資並不會影響其愛情態度；(3)不同閱讀頻率的國中女生
在愛情態度的狂愛上，偶爾看高於從來不看。由此得知，言情小說中的狂愛對於偶
爾閱讀的國中女生，有某種程度的影響。
由表 2 得知，國中女生在閱讀言情小說的認知真實與其愛情態度大多具有相關
性，其中與利他愛、狂愛、情慾愛的關係較為密切。而這三種愛情態度正是言情小
說中的男女主角較常出現的愛情態度。友伴愛與現實愛與認知真實的相關係數相較
之下，比較低相關。由此可見對言情小說的認知真實程度較高的國中女生，其愛情
態度會受到書中男女主角愛情態度的影響。但此結果與陳淑姻在 10 年前所做的研究
相較，相關顯著性較低。由此可見，雖然今日的國中女生在愛情態度上雖然會受到
對言情小說認知真實的影響，但其影響力已不若 10 年前之大。
表2
認知真實與愛情態度之積差相關分析表
認知
真實

利他
愛

友伴

狂愛

愛

情慾
愛

現實
愛

娛樂

.295**

.244**

.149*

.250**

.065

認同

.489**

.445**

.179**

.493**

.243**

教導

.429**

.447**

.138*

.440**

.152*

n＝212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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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一）今日國中女生閱讀言情小說的現況
1. 有無男友曾閱讀言情小說的比例
言情小說是目前國內最普及的讀本，也是國中女生最主要的休閒讀物（黃淑慧，
2009）
。本研究中結果顯示，有高達七成的國中女生曾閱讀率言情小說，可見若
非學校老師要求與規定，言情小說仍是國中女生課外閱讀的首選。有男友的國
中女生曾閱讀言情小說的比率（83.7％）比沒有男友閱讀言情小說（65.9％）
高出 17.8％。由此推論言情小說對國中女生的愛情仍有些許催化作用。
2. 國中女生取得言情小說的方式及閱讀地點
國中女生最常取得言情小說的方式是借閱，呼應陳淑姻的研究結論，其次網路
閱讀，不同於陳淑姻的租閱。這是因為租書店的沒落及現代科技的發達，有了
不一樣的結果。由此看來，國中女生要取得言情小說比以前更加容易，更加方
便，動動手指就唾手可得。閱讀地點多半是在家中。其次，是在學校，此部分
和陳淑姻的結果相同。家可以提供最自在的閱讀環境，加上現代父母忙於工作，
常以為孩子在家讀書是最安全，至於讀什麼，似乎就不是那麼重要了。而學校
方面，十幾年來，不斷強調閱讀的重要，且課外閱讀已是國中教育的重點之一。
因此，只要現場的老師不過於干涉學生的閱讀類型，國中女生就可以較無顧忌
在學校閱讀言情小說。
3. 國中女生選擇言情小說的依據
國中女生選擇言情小說最常依據劇情簡介，她們可透過劇情簡介快速的了解內
容，決定是否選擇閱讀。其次，依據書名，再其次依據封面。無論是書名或封
面，都充滿浪漫唯美的元素，國中女生可經由這些浪漫唯美的元素挑選想閱讀
的言情小說。
4. 是否與他人討論言情小說的內容
曾閱讀言情小說的國中女生中，從不跟其他人討論言情小說內容的約佔 50％。
偶爾討論佔 38.7％；比率最低的是時常討論，只有 9.4％。討論對象以同學或
朋友為主，說明同儕間較易產生相近的閱讀偏好，也較易接受彼此的觀念想法。
5. 國中女生閱讀言情小說的認知真實分析
(1) 不同年級的認知真實分析
在認知真實的部分，不同年級的國中女生在多變量變異數分析的結果已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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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水準，顯示不同年級的國中女生在認知真實上有顯著差異。在對其進
行單變項考驗結果顯示，認同與教導皆未達 0.125 顯著水準，只有在娛樂
層面的Ｆ值考驗值達 0.125 顯著水準。在對此層面進行事後比較，發現八、
九年級在娛樂方面高於七年級。
(2) 不同閱讀年資的國中女生的認知真實分析
不同閱讀年資的國中女生在認知真實上的多變量變異數分析的結果已達顯
著水準。顯示不同閱讀年資的國中女生在認知真實上有顯著差異。在對其
進行單變項考驗結果顯示，認同與教導皆未達 0.125 顯著水準，只有在娛
樂層面的Ｆ值考驗值達 0.125 顯著水準。在對此層面進行事後比較，發現
閱讀年資半年以上高於半年以下，1 年-2 年高於 2 年-3 年以下。教導及認
同在不同年級、閱讀年資皆未達顯著。
(3) 不同閱讀頻率的認知真實分析
不同閱讀頻率的國中女生在認知真實上的多變量變異數分析的結果已達顯
著水準，顯示不同閱讀頻率的國中女生在認知真實上有顯著差異。在對其
進行單變項考驗結果顯示，認同未達 0.125 顯著水準，但在娛樂及教導層
面的Ｆ值考驗值達 0.125 顯著水準。對這兩個層面進行事後比較，發現在
娛樂層面小說迷、經常看、偶爾看高於很少看；在教導層面偶爾看高於很
少看。
(4) 有無男友的國中女生的認知真實分析
有無男友的國中女生在認知真實上的多變量變異數分析的結果未達顯著水
準，顯示有無男友的國中女生在認知真實上的教導層面上並無顯著差異。
因為組別少於 3 組，所以多變量變異數分析無法執行事後比較，故用獨立
樣本 t 檢定做事後比較。有無男友的國中女生在認知真實上的獨立樣本 t 檢
定分析的結果未達顯著水準，顯示有無男友的國中女生在認知真實上並無
顯著差異。

（二）今日國中女生愛情態度的現況
1. 不同年級、閱讀年資、頻率與國中女生在愛情態度的相關分析
(1) 不同年級的國中女生在愛情態度的友伴愛有顯著性，且八年級高於七年級。
或許是因為居於中間年級，距離基測還有較長的一段時間，故與男生的互動更
為頻繁與自然；(2) 不同閱讀年資的國中女生在愛情態度並無顯著差異，可見
閱讀言情小說的年資並不會影響其愛情態度；(3) 不同閱讀頻率的國中女生在
愛情態度的狂愛上，
「偶爾看」高於「從來不看」
。由此得知，言情小說中的狂
愛對於偶爾閱讀的國中女生，有某種程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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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無男友的國中女生在愛情態度上的相關分析
有無男友的國中女生在愛情態度上的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的結果顯示有無男友
的國中女生在愛情態度上的「利他愛」及「狂愛」有顯著差異。張志成的研究
結論指出，目前正在戀愛者具「友伴之愛」
、
「狂熱之愛」
、
「奉獻之愛」
（2004）
。
目前正在戀愛者較傾向於「奉獻之愛」
，戀愛次數愈多者愈傾向於「情慾之愛」
（沈利君，2002）
。即本研究結果與有男友者在「利他愛」及「狂愛」上有顯著
差異。

（三）今日國中女生閱讀言情小說與愛情態度的相關性
國中女生在閱讀言情小說的認知真實與其愛情態度大多具有相關性，其中與利
他愛、狂愛、情慾愛的關係較為密切。而這三種愛情態度正是言情小說中的男女主
角較常出現的愛情態度。游秀慧的研究結果指出，受訪青少年對於同居和婚前性行
為皆為能接受的態度（2008）。可見現在的青少年對於愛情的親密關係是開放的。

二、研究建議
閱讀有其迷人之處，對於書中內容的領悟及感受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孟子云：
「盡信書，不如無書。」雖然本研究發現大多數的國中女生並未將「言情小說」當
作愛情的教科書，對其中的認知真實較偏向娛樂。但是，如何讓國中女生健康而愉
悅的閱讀言情小說仍是重要的課題。本節依據研究結果與討論提出相關研究建議，
以供相關人員、單位及未來對此類主題有興趣的研究者參考。

（一）對教育相關人員的建議
觀念與態度的形成非一朝一夕，閱讀對觀念及態度的影響屬於內化歷程。家庭、
學校、社會如何讓國中女生從閱讀言情小說中獲得正確的愛情態度，皆扮演著不可
或缺的角色。
1. 給家長的建議
依本研究結果顯示，國中女生閱讀言情小說較偏向娛樂，故父母可以用更開放
的態度面對，並試著與女兒討論小說情節。家長宜觀察孩子是否經常在網路上
閱讀言情小說？了解所閱讀的相關內容，注意是否因長期網路閱讀而影響視力？
雖然有些言情小說的內容不適合國中女生，但也不需將所有的言情小說都視為
毒蛇猛獸或妖魔化。若發現孩子有閱讀言小說的狀況，可以聽聽孩子閱讀後的
看法。當然對於過度描寫男女性事內容的言情小說，仍應提醒子女少看，注意
孩子是否過度沉迷於言情小說中。
2. 給學校教師的建議
本研究結果顯示高達七成的曾看過言情小說，由此看出言情小說對國中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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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自有吸引之處，且閱讀環境大多選擇在家中或學校。在此情況下教師要
完全禁止國中女生閱讀言小說應該是屬於不可能的任務。如鲧禹治水的經驗
相比，與其一味的以高牆防堵，學校或教師不如因勢利導。帶領國中女生進
行思辨之旅，什麼樣的內容適合國中生閱讀？什麼樣的內容不適合國中生閱
讀？在這些適合的內容上提出問題，讓學生分組腦力激盪，提出批判與省
思。學習單的部分可參考鍾佩怡「我把羅曼史變教材了」一書（2002)。另
外，有男友的國中女生在愛情態度上的「利他愛」及「狂愛」較顯著。教師
對於有男友並閱讀言情小說的國中女生應多一些關心，並結合輔導室對有男
友的國中女生，針對犠牲奉獻的利他愛及過度迷戀對方的狂愛態度加強輔
導。
3. 學校行政的建議
教務處設備組可增購與青少年愛情相關之輔導書籍提供教學之參考，輔導室亦
可多舉辦相關之研習加強教師之專業輔導能力。另可利用週會時間安排全校性
的演講，讓全校師生對於中學生的愛情有更深層的認知與理解。
4. 給教育主管單位建議
本研究結果顯示國中女生閱讀言情小說的認知真實與「利他愛」
、
「狂愛」
、
「情
慾愛」的關係較密切。這幾年來國民中學在性教育上已有長足的進步，但在愛
情這方面課程仍是嚴重不足。現在的國中女生無論身心發展，都比男生成熟，
對愛情充滿好奇與期待。因此，教育主管單位應將愛情及性教育納入國中的正
式課程中，獨立成一個科目，由民間出版社編製相關教材，供國中生做為愛情
相關課程的教材選擇。
5. 給傳播媒體的建議
現今的媒體充斥腥、羶、色，對發育中的國高中生在情愛態度上產生日趨開放
的影響。如果媒體本身能多自律，並多製作如「爸媽冏很大」的優質節目，讓
父母及子女透過對話的方式，討論與情愛相關之議題，不僅能讓參與節目的親
子受惠，觀看的觀眾也能因此建立正面健康的觀念。

（二）對未來研究者的建議
1. 研究方法
本研究只做量化研究，使用問卷調查法。亦即國中女生閱讀言情小說與愛情態
度的相關統計、歸納及分析，對於國中女生內心深層的相關探討難免不夠深入。
建議未來的研究者可在問卷中增加戀愛經驗的開放性問題，或增加訪談記錄，
使相關問題的研究結果更臻完善。
2. 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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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對象除了國中女生外，可增加國中男生對於閱讀言情小說的女生有何看法。
另外國中男生的愛情態度會受何種因素影響，亦是值得探究的議題。
3. 研究範圍
可擴大研究範圍，比較北部、中部、南部的國中女生在閱讀言情小說的認知真
實，愛情態度及其相關性是否有所差異。另可納入私立國中，探討私立國中女
生與市立國中女生在此議題上是否有所差異。
4. 研究主題
除了愛情態度外，可以延伸探討國中女生閱讀言情小說與分手態度是否有相關
性。偶像劇近幾年來相當受到女性觀眾的喜愛，亦可探討偶像劇對國中女生的
愛情態度有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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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國民小學高年級學生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況與接納態
度之研究
凃怡欣（金門縣卓環國小 教師）

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金門縣國民小學高年級學生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
情況與接納態度。研究者以自編「金門縣普通班學生認同資源班學生學
習情形問卷」與「金門縣普通班學生對資源班同儕接納態度問卷」為研
究工具，金門縣 104 學年度有資源班同儕的高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得
263 個有效樣本。所得資料以描述性統計、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皮爾森積差相關及迴歸分析等方法處理。歸納結論如下：
金門縣普通班學生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形整體及對資源班同儕
接納態度整體屬中高程度；女生對資源班學生學習情況認同感優於男生、
六年級生對資源班學生學習情況認同感及對資源班同儕接納態度高於
五年級生、家庭排行老大學生對資源班學生學習情況認同感及對資源班
同儕接納態度較家庭排行老么及獨生子女學生為佳、曾擔任幹部學生對
資源班學生學習情況認同感及對資源班同儕接納態度較未曾擔任幹部
學生高。
普通班學生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形與對資源班同儕接納態度具
高度正相關；普通班學生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形以「人際與情緒」
、
「溝
通與理解」層面對資源班同儕接納態度最具預測力。根據研究結果及結
論，提出建議，供主管教育機關與未來研究參考。
關鍵字：金門縣、資源班、同儕接納態度、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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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Learning-identity and Acceptance Attitude of 5th
and 6th Grad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toward Resource
Class Peers in Kinmen County
Tu,Yi-Hsin
Teacher of Kinmen County Jhuohuan Elementary School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learning-identity and acceptance attitude of
5th and 6th grad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toward resource class peers in
Kinmen County. The researcher used “ Questionnaire for the Learningidentity of Ordinary Students toward Resource Class Peers in Kinmen County
“ and “ Questionnaire for the Acceptance Attitude of Ordinary Students
toward Resource Class Peers in Kinmen County “ as research tools. The
research got 263 valid sampl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which were in 5th and
6th grade classes with resource class peers in Kinmen County in 104 school
year.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ndependent-Sample t Test, One-Way ANOVA,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Regression Analysis.
Summarized the conclusions of the study were as follows:
The learning-identity of 5th and 6th grad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toward resource class peers in Kinmen County were belong to the highintermediate degree; the acceptance attitude of 5th and 6th grad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toward resource class peers in Kinmen County were belong to
the high-intermediate degree; the girls held more positive learning-identity
toward resource class peers than the boys; the 6th grade students held more
positive learning-identity and acceptance attitude toward resource class peers
than the 5th grade students; the students who were the eldest in sibling ranking
held more positive learning-identity and acceptance attitude toward resource
class peers than the students who were the youngest in sibling ranking and the
only child; the students who owned cadre-experience held more positive
learning-identity and acceptance attitude toward resource class peers than the
students who didn’t serve as class cadre.
The learning-identity and acceptance attitude of 5th and 6th grad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toward resource class peers in Kinmen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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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high-positively correlated; the results in “human interaction and
emotion” and “ communic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learning-identity
predictd the acceptance attitude effectively.
Based on the results and conclusions, the researcher proposed relevant
suggestions to the educational authorities, related institutions and future
studies for reference.

keywords: Kinmen County, resource class, peers acceptance attitude, survey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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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融合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和回歸主流(mainstreaming)為國內特殊教育現行趨
勢，也是教育現場的重要政策。國民小學階段身心障礙學生多於資源班接受服務。
資源班學生在原班級內之同儕學習與接納態度如何，對其學習狀況有所影響，對學
校行政與教學工作的執行亦是重要的參考依據。

美國國會(United States Congress)於 1975 年頒布《全體障礙兒童教育法案》
(Education for All Handicapped Children Act, EHA)，該法於 2004 年修訂為《身心障
礙者教育改善方案》(The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Improvement Act,
[IDEIA] )，並於 2005 年生效(引自 Kreisman & John, 2010)。法案中藉由明文規定接
受聯邦資金之公立教育機構對於所有特殊障礙兒童「零拒絕(zero reject)」的基本精
神，並著重對其提供的服務(Kreisman & John, 2010)。
我國教育部於 1984 年通過《特殊教育法》（以下簡稱特教法），並於 2009 年
再度修訂。其中第 21 條明訂「各級學校不得以身心障礙為由拒絕其入學」，此為特
殊教育零拒絕與義務化的依據。2012 年 7 月 10 日訂定《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輔助器
材及相關支持服務辦法》，此乃特殊教育相關子法，全文共 15 條。並於 2013 年 9
月 27 日修正發布，改稱《身心障礙學生支持服務辦法》。依據該辦法第 10 條：「學
校（園）及機構應依特殊教育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六款及相關法規規定，配合身
心障礙學生之需求，建立或改善整體性之設施設備，營造校園無障礙環境。學校（園）
及機構辦理相關活動，應考量身心障礙學生參與之需求，營造最少限制環境，包括
調整活動內容與進行方式、規劃適當動線、提供輔具、人力支援及危機處理方案等
相關措施，以支持身心障礙學生參與各項活動。」（教育部，2013）。在此項法條
中，明訂不論學校或教育機構，改造或改善園所內之硬體設備，以配合身心障礙學
生身心需求。而在辦理活動方面，亦應考量身心障礙學生參與的適切與方便性，調
整活動範圍之相關措施，以達到支持身心障礙學生參與活動的目標。
金門地區（含大、小金門）共五鄉鎮有十九所國民小學，其中除了中正國民小
學與金湖國民小學以外，皆屬於全校12班以下小校。關於特殊教育的班級編制，中
211

正國小與金湖國小除集中式(centralized)特教班外，另設不分類資源班(noncategorical resource room)及情緒障礙巡迴輔導班。餘12班以下小校，雖因特殊需要
服務學生人數不足以成班，各鄉鎮仍於中心學校設置一班不分類巡迴輔導班（金門
縣特教資源中心，2015）；金門縣對特殊教育的關注可在編制上顯見。
融合教育為金門縣特殊教育施行的主要模式，特殊學生和普通學生一樣需要朋
友的友誼，被同儕所信任、喜愛。金門縣因地理環境限制，學區界線不明顯，縣內
聚落間的鄰里彼此對其家庭狀況、成員、背景皆如數家珍。聚落居民間的感情深
厚，隨之帶動家中學童的課後交友情況。且縣內國民小學多屬小班小校編制，在班
級同儕之間，學校與社區的互動頻繁之下，學生的往來不僅帶動班級氣氛，更是深
刻影響教學活動及其成效。
現今社會大環境變遷，社會問題趨於複雜，家庭結構亦急遽變化，學童面對的
環境已不若過往單純，教育工作隨之面臨挑戰；教師與校方的責任更為艱鉅。教師
除充實本身知能，發揮專業精神外，對學生們的認識也相當重要。

綜此，本研究目的歸納如下：
一、了解金門縣國民小學高年級學生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況與同儕接納態度
之現況。
二、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的金門縣國民小學高年級學生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況
與同儕接納態度之差異情形。
三、分析金門縣國民小學高年級學生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況對同儕接納態度
之預測情形。
四、提出對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國民小學就資源班學生學習之建議。

貳、文獻探討
以下探討資源班學生學習情況、同儕接納態度之意涵與理論及資源班學生學習
情況與同儕接納態度之相關研究。

一、資源班學生學習情況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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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金門縣資源班學生障礙類別，據此論述資源班學生學習之情況，進行相關
文獻整理。

（一）金門縣資源班學生障礙類別
綜觀金門縣國民小學特教學生安置情形，金門縣國民小學階段之中、重度多重
障礙學生主要安置於中正國民小學與金湖國民小學集中式特教班。縣內另設情緒障
礙巡迴輔導班、視覺障礙巡迴輔導班安置情緒障礙與視覺障礙學生。中正國小與金
湖國小並設不分類資源班，安置其他輕度障礙特殊學生，是以本研究所指資源班安
置特教學生的主要障礙類型為：智能障礙、學習障礙、自閉症。

（二）資源班學生學習之情況
本研究探討國民小學高年級學生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況與同儕接納態度，即
資源班學生可能因障礙類別導致個別學習困難或生活適應問題，影響同儕對其接納
態度的差異；研究者對資源班學生的學習情形，整理如下：
1.自我照顧方面：智能障礙學生受限於知覺動作能力與動作協調能力發展緩慢， 而
自閉症類群障礙學生沉溺封閉狀態，對於自我照顧方面都有程度不一的困難。
2.動作機能方面：智能障礙學生在粗大與精細動作上都有不協調的狀況。學習障
礙學生則於精細動作有較多問題。
3.溝通與理解方面：智能障礙學生對較抽象的語彙較難理解，而學習障礙學生的 困
難偏向對抽象概念與學科推理的理解能力，這兩類學生在學科學習方面有較多問題。
自閉症類群障礙學生因缺乏互動欲望，在與人溝通方面有顯著困難，進而影響學科
學習的理解。
4.人際與情緒方面：智能障礙學生與自閉症類群障礙學生都有專注自己感受，忽 略
旁人存在的特質，較難與同儕互動。表達個人情緒，限於語言的限制，也較難完全
表達，而與同儕產生隔閡。
本研究歸納由「自我照顧」、「動作機能」、「溝通與理解」、「人際與情
緒」四個層面，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生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況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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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儕接納態度之意涵與理論
態度是一種帶有認知與情感成分且影響個體對周遭世界的行為傾向。學生的相
處不僅影響班級氣氛，更深刻影響教學活動及其成效。因此班級成員對班上資源班
學生的認識與認知，將影響對其態度。

（一） 同儕接納態度的意義
態度含有認知、情感和行為傾向三種成分（許琬娸、謝懷毅、許哲瀚，2014；
郭生玉，1998）。認知是指人們對某一態度標的物抱持的信念和看法。情感是指人
們對態度標的物的感覺。行為傾向牽涉到人們想對某一態度標的物採取行動的意圖
（許琬娸等，2014）。張春興（2013）則描述態度為個體對於周遭的人、事、對周
圍世界所持有的一種具有持久性且一致性的行為傾向。是以接納態度為個體對周遭
人、事、物感到讚許或悅納的程度。
本研究所指之態度為個體對周圍世界所持有的一種具持久與一致性的行為傾
向，且包含認知、情感與行為傾向三部分。是以接納態度為個體綜合認知、情感與
行為傾向的理念，而對周遭人、事、物感到讚許或悅納的程度。
李永昌（1990）指出同儕是指以某種方式相處互動，可能擁有相同程度能力或
有相同目標之同齡或混齡的團體。同儕接納為個人為其相同背景（年齡、學籍、能
力）的團體其中的一員，其範圍不限於學校，包括學習、生活、遊戲等方面。
本研究所指之「同儕接納」，係指資源班不同障礙類別學生受同班普通班學生
同儕歡迎的程度。金門縣國民小學高年級資源班學生在本研究自編問卷之得分越高
者，表示其受同儕歡迎與接納程度越高，反之亦然。

（二） 態度的形成
萬仁竣（2008）指出Fazio與Zanna（1981）在探討態度與行為之間的一致性
時，態度形成方式是相當重要的調節因素。他們依有無與態度對象行為互動的經驗
(behavioral experience)，將態度形成的方式分為直接經驗(direct experience)與間接經
驗(indirect experience)。態度並非與生俱有，而是學習而來的；個體自經驗累積而
形塑其態度，是社會化的結果（李美枝，2002；張春興，2009；Shrigley,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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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的形成與改變為個體社會學習過程中的形塑歷程。因此，個人行為模式
將依個人態度所影響改變，藉由瞭解態度的形成和改變，以理解普通班學生與資源
班學生相處的變化與過程。

（三） 小結
國小階段學生身體、心理發展及學習層面均受同儕影響，學生互動除帶動班級
氣氛，更影響教學活動進行及成效。班級同儕對於資源班學生的態度，往往影響到
其情緒與學習表現。
本研究欲瞭解普通班學生對資源班學生接納態度，把態度無形概念化為可計量
數據。在接納態度部分，本研究歸納由「認知」、「情感」、「行為傾向」三個層面探
討普通班學生對資源班學生接納態度的知覺情況。

三、資源班學生學習情況與同儕接納態度之相關研究
本研究經調查金門縣資源班中安置之特教學生障礙類型以：智能障礙、學習障
礙、自閉症為主。
國內關於接納態度之研究多探討單類別障礙學生為主。其中以探討學習障礙同
儕為最多（徐錫穎，2006；陳維錡，2006；葉振彰，2006；林春嬿，2010）。其次
為探討智能障礙學生（謝明益，2007；劉鈞正，2008）與自閉症學生（黃翠琴，
2005；陳慧茹，2010）接納態度的研究。所得結果普通班學生對單類別障礙學生之
接納態度多趨向積極正向，唯影響接納態度之相關因素各研究間略有差異。
資源班學生學習情況與同儕接納的研究較少著墨（邱嘉琳，2007；陳玉祥，
2007；莊明勳，2007；鄭永盛，2007）。所得研究結果國民小學學生對資源班同儕
之接納態度皆為正面且肯定。金門縣探討國民小學學生對身心障礙同儕接納態度
（鄭國旭，2011），其所得結果國小學生對身心障礙同儕接納態度整體趨向積極且
正向。
關於接納態度之研究多探討單類別障礙學生為主，計 8 篇，在資源班學生學習
情況與同儕接納的研究較少著墨，計 5 篇；加上金門縣獨特離島環境，關於特殊教
育之研究成果更顯稀少，計 1 篇，故本研究具有其必要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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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方向綜合如下：
(一)背景變項包括：「性別」、「年級」、「校別」
、「家庭排行」、「擔任班級幹部與
否」等五部分。
(二)學習情況部分，由「自我照顧」
、
「動作機能」
、
「溝通與理解」
、
「人際與情緒」
四個層面進行研究；
(三)同儕接納態度部分，由「認知」
、
「情感」
、
「行為傾向」三個層面進行探討。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探討金門縣國民小學高年級學生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況與接納態度，
架構包括學生背景變項、資源班學生學習情況與同儕接納態度影響因素，歸納研究
架構如圖1。

普通班學生

資源班學生學習情況
自我照顧

性別

動作機能
年級

溝通與理解
校別

人際與情緒

家庭排行
同儕接納態度
認知
情感
行為傾向

擔任班級
幹部與否

圖 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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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與樣本
本研究以 104 學年度金門縣中正國小與金湖國小高年級普通班學生為研究
對象。由金門縣教育處學校概況統計資料可知，104 學年度中正國小與金湖國小確
認安置資源班學生之普通班學生人數為 286 人，採普查問卷方式進行。隨機抽取
中正國小與金湖國小普通班學生 120 人為預試對象，以預試結果進行因素分析以
確認問卷之信效度，作為選題及向度定位依據。計發出正式問卷 286 份，回收問卷
數為 282 份，回收率 98.6％，經逐一檢查資料內容，有效問卷為 263 份，可用率
93.2％。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自編問卷經專家效度、預試問卷項目分析、因素分析及信度分析後，將
「金門縣普通班學生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形預試問卷」與「金門縣普通班學生對
資源班同儕接納態度預試問卷」修改或刪除題目，乃成正式問卷，計 41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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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問卷計分採李克特式五點量表，採正、反向計分，回答「非常同意」、「同
意」、「沒所謂同意或不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而分別給予 5
分、4 分、3 分、2 分、1 分；反向題則反之。若受試者在此量表平均值未滿 1 分，
表示其表現程度為「低」；滿 1～未滿 2 分，表示其表現程度為「中低」；滿 2～未
滿 3 分，表示其表現程度為「中」；滿 3～未滿 4 分，表示其表現程度為「中高」；
滿 4～未滿 5 分，表示其表現程度為「高」。

一、研究結果
（一）金門縣普通班學生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形之現況
金門縣普通班學生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形之整體平均數為 3.38，標準差
為.75，屬中高程度。就各層面而言，以「動作機能」(M=3.54,SD =.87)得分最高，
其次依序為「溝通與理解」(M=3.50,SD=.91)、「人際與情緒」(M=3.21,SD =1.11)與
「自我照顧」(M=3.16,SD=.94)。因此本研究發現普通班學生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
形以「動作機能」層面的感受程度最高。
「自我照顧」層面，其平均數介於 3.09 至 3.20 之間，屬中高程度。「動作機
能」層面，其平均數介於 3.05 至 3.92 之間，屬中高程度。「溝通與理解」層面，
其平均數介於 3.24 至 3.81 之間，屬中高程度。「人際與情緒」層面，其平均數介
於 2.79 至 3.77 之間，屬中至中高程度。

（二）金門縣普通班學生對資源班同儕接納態度之現況分析
金門縣普通班學生對資源班同儕接納態度之整體平均數為 3.28，標準差
為.92，屬中高程度。各層面而言，以「認知」(M=3.48,SD =.96)得分最高，其次依
序為「行為傾向」(M=3.23,SD=.89)與「情感」(M=3.09,SD =1.11)。本研究發現普通
班學生對資源班同儕接納態度以「認知」層面感受程度最高。
「認知」向度，其平均數介於 3.24 至 3.78 之間，屬中高程度。「情感」向
度，其平均數介於 2.87 至 3.44 之間，屬中至中高程度。「行為傾向」向度，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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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數介於 2.90 至 4.05 之間，屬中至高程度。

（三）不同背景變項的金門縣普通班學生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形與
對資源班同儕接納態度之差異情形
1.不同背景變項金門縣普通班學生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形之差異情形
（1）不同性別學生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形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以學生性別為自變項，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形為依變項，進行獨
立樣本 t 考驗分析。就整體、「自我照顧」與「動作機能」層面而言，普通班
學生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形而言未因性別不同而有差異。「溝通與理解」、
「人際與情緒」層面，女生對資源班學生學習情形的認同度高於男生。
（2）不同年級學生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形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以學生年級為自變項，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形為依變項，進行獨
立樣本 t 考驗分析。就整體、「動作機能」、「溝通與理解」、「人際與情緒」層
面而言，六年級普通班學生對資源班學生學習情形認同度高於五年級學生。
「自我照顧」層面普通班學生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形在自我照顧層面未因年
級不同而有差異。
（3）不同校別學生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形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以學生校別為自變項，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形為依變項，進行獨
立樣本 t 考驗分析。就整體、「自我照顧」、「動作機能」、「溝通與理解」與
「人際與情緒」層面而言，普通班學生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形未因校別不同
而有差異。
（4）不同家庭排行學生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形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以不同家庭排行學生為自變項，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形為依變
項，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就整體、「自我照顧」與「動作機能」層面，普
通班學生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形未因不同家庭排行有所差異。
「溝通與理解」層面，家庭排行老大的學生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形的平
均數高於家庭獨生子女學生，其考驗達顯著水準，進一步使用 LSD 法進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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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比較，顯示家庭排行老大的學生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形較獨生子女學生為
高。「人際與情緒」層面，家庭排行老大的學生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形的平
均數高於家庭排行老么學生及獨生子女學生，其考驗達顯著水準，進一步使用
LSD 法進行事後比較，顯示家庭排行老大的學生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形較家
庭排行老么學生及家庭獨生子女學生為高。
（5）曾經擔任班級幹部與否學生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形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以學生曾經擔任班級幹部與否為自變項，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形
為依變項，進行獨立樣本 t 考驗分析。就整體、「自我照顧」與「動作機能」
層面層面，普通班學生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形未因學生擔任班級幹部與否而
有差異。「溝通與理解」、「人際與情緒」層面，曾擔任幹部學生對資源班學生
學習情形的認同度高於未曾擔任幹部學生。
2.不同背景變項金門縣普通班學生對資源班同儕接納態度之差異情形
（1）不同性別學生對資源班同儕接納態度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以學生性別為自變項，對資源班同儕接納態度為依變項，進行獨立
樣本 t 考驗分析。就整體、各層面而言，普通班學生對資源班同儕接納態度
未因性別不同而有差異。
（2）不同年級學生對資源班同儕接納態度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以學生年級為自變項，對資源班同儕接納態度為依變項，進行獨立
樣本 t 考驗分析。就整體、「認知」、「情感」、「行為傾向」而言，六年級普通
班學生對資源班同儕接納態度高於五年級學生。
（3）不同校別學生對資源班同儕接納態度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以學生校別為自變項，對資源班同儕接納態度為依變項，進行獨立
樣本 t 考驗分析。就整體、各層面而言，普通班學生對資源班同儕接納態度
未因校別不同而有差異。
（4）不同家庭排行學生對資源班同儕接納態度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以不同家庭排行學生為自變項，對資源班同儕接納態度為依變項，
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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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家庭排行為老大、中間排行、老么、獨生子女對資源班同儕接
納態度的平均數分別為 3.54、3.30、3.38 及 3.13，且家庭排行老大的學生對資
源班同儕接納態度的平均數高於家庭獨生子女學生，其考驗達顯著水準，進一
步使用 LSD 法進行事後比較，顯示家庭排行老大的學生對資源班同儕接納態
度較家庭獨生子女學生為高。
就各層面而言，「認知」層面，家庭排行老大的學生對資源班同儕接納態
度較家庭排行老么學生以及家庭獨生子女學生為高。「情感」層面，家庭排行
老大的學生對資源班同儕接納態度較家庭獨生子女學生為高。「行為傾向」層
面，顯示普通班學生對資源班同儕接納態度在「行為傾向」層面未因不同家庭
排行而有差異。
（5）曾經擔任班級幹部與否學生對資源班同儕接納態度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以學生曾經擔任班級幹部與否為自變項，對資源班同儕接納態度為
依變項，進行獨立樣本 t 考驗分析。就整體、「認知」與「情感」層面而言，
普通班學生對資源班同儕接納態度未因學生擔任班級幹部與否而有差異。普通
班曾經擔任幹部學生對資源班同儕接納態度在「行為傾向」層面高於未曾擔任
幹部學生。

（四）金門縣普通班學生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形與對資源班同儕接
納態度之相關情形
分析結果顯示，普通班學生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形與對資源班同儕接
納態度之整體相關係數為.80(p = .000)，達顯著水準。表示普通班學生認同資
源班學生學習情形與對資源班同儕接納態度間具顯著正相關，且具高度效果
量。

（五）金門縣普通班學生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形對資源班同儕接納
態度之預測力分析
普通班學生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形各層面對資源班同儕接納態度「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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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之預測情形，經迴歸分析結果。以普通班學生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形
四個層面為預測變項來預測效標變項時，進入迴歸方程式的顯著變項依序為
「人際與情緒」、「溝通與理解」。「人際與情緒」、「溝通與理解」兩個變項的多
元相關係數（R）為.739，決定係數為（R2）為.737，即兩個變項能聯合解釋效
標變項對資源班同儕整體接納態度 73.7﹪的變異量。普通班學生認同資源班學
生學習情形在「人際與情緒」、「溝通與理解」層面表現越高，則其對資源班同
儕整體接納態度愈正向。

二、 綜合分析與討論
本節就統計數據結果作分析與討論，並與相關研究比較。

（一）普通班學生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形之分析
本研究發現普通班學生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形中，整體屬中高程度。自
我照顧、動作機能與溝通與理解三個層面皆屬中高程度，人際與情緒層面屬中
至中高程度。此結果與林金定（2004）、林芳如（2006）、許珠芬（2014）之
研究相近，資源班學生在自我照顧、人際與情緒層面的表現較弱。與羅鈞令等
（2009）、王譯慶等（2010）、許又文等（2010）、李怡靜（2013）、吳善揮
（2015）的研究略有差異，本研究結果資源班學生在動作機能、溝通與理解層
面的表現較自我照顧、人際與情緒層面的感受程度為高。

（二）普通班學生對資源班同儕接納態度之分析
本研究發現普通班學生對資源班同儕接納態度中，整體獲得現況屬中高程
度。認知層面屬中高程度，情感層面屬中至中高程度，行為傾向層面屬中至高
程度。此結果與陳玉祥（2007）、謝明益（2007）、鄭國旭（2011）、白佳民
（2012）之研究相近，在對資源班同儕接納態度中，整體及認知、情感、行為
傾向層面相對一致。與徐錫穎（2006）、陳維錡（2006）的研究相反，本研究
結果在認知層面表現最高，情感層面表現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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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性別學生在對資源班學生學習認同情形之分析
經 t 考驗分析，女生在對資源班學生學習認同情形之溝通與理解、人際
與情緒層面上顯著高於男生。此結果與邱嘉琳（2007）、陳玉祥（2007）、莊明
勳（2007）、鄭永盛（2007）、白佳民（2012）之研究相同。

（四）不同年級學生在對資源班學生學習認同情形與接納態度上之分
析
經 t 考驗分析，六年級學生在對資源班學生學習認同情形之整體及動作
機能、溝通與理解、人際與情緒三個層面顯著高於五年級學生；六年級學生在
對資源班同儕接納態度之整體及認知、情感、行為傾向三個層面亦顯著高於五
年級學生。此結果與劉鈞正（2008）及陳慧茹（2010）之研究相同。

（五）不同家庭排行學生在對資源班學生學習認同情形與接納態度上
之分析
經 LSD 法進行事後比較，家庭排行老大學生在對資源班學生學習認同情
形之溝通與理解層面顯著高於獨生子女學生；家庭排行老大學生在對資源班學
生學習認同情形之人際與情緒層面顯著高於家庭排行老么及獨生子女學生。
經 LSD 法進行事後比較，家庭排行老大學生在對資源班同儕接納態度之
整體及情感層面顯著高於獨生子女學生；家庭排行老大學生在對資源班同儕接
納態度之認知層面顯著高於家庭排行老么及獨生子女學生。此結果與林春嬿
（2010）、鄭國旭（2011）與白佳民（2012）之研究不同。

（六）擔任班級幹部與否學生在對資源班學生學習認同情形與接納態
度上之分析
經 t 考驗分析，曾擔任幹部學生在對資源班學生學習認同情形之溝通與
理解、人際與情緒兩個層面顯著高於未曾擔任幹部學生；曾擔任幹部學生在對
資源班同儕接納態度之行為傾向層面顯著高於未曾擔任幹部學生。此結果與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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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彰（2006）、林春嬿（2010）、陳慧茹（2010）、鄭國旭（2011）與白佳民
（2012）之研究相同。

（七）普通班學生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形與對資源班同儕接納態度
之相關情形分析
本研究結果顯示，普通班學生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形與對資源班同儕接
納態度間具顯著正相關，且具高度效果量。即對資源班學生學習認同情形
越高，對資源班同儕接納態度亦高。

（八）普通班學生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形對資源班同儕接納態度之
預測情形分析
本研究結果顯示，普通班學生對資源班學生學習認同情形以「人際與情
緒」、「溝通與理解」層面對資源班同儕接納態度最具預測力，顯示普通班學生
對資源班學生學習認同情形在「人際與情緒」、「溝通與理解」層面得分越高，
對資源班同儕接納態度亦高。

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金門縣普通班學生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形，整體屬中高程度。分層面以「動
作機能」認同感最高。普通班學生對資源班同儕接納態度，整體屬中高程度。分層
面以「認知」接納度最高。
金門縣普通班學生對資源班學生學習情形認同度之差異情形為：女生高於男生
（「溝通與理解」、「人際與情緒」層面）、六年級學生高於五年級學生（整體情
形、「動作機能」、「溝通與理解」、
「人際與情緒」層面）、家庭排行老大學生高於
獨生子女學生（「溝通與理解」層面）、家庭排行老大學生高於家庭排行老么及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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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子女學生（「人際與情緒」層面）、曾擔任幹部學生高於未曾擔任幹部學生
（「溝通與理解」、「人際與情緒」層面）。
金門縣普通班學生對資源班同儕接納態度之差異情形為：六年級學生高於五年
級學生（整體情形、「認知」、「情感」、「行為傾向」層面）、家庭排行老大學生高
於獨生子女學生（整體情形、「情感」層面）、家庭排行老大學生高於家庭排行老么
及獨生子女學生（「認知」層面）、曾擔任幹部學生高於未曾擔任幹部學生（「行為
傾向」層面）。
金門縣普通班學生對資源班學生學習情形認同度愈高，其對資源班同儕接納態
度愈正向。

二、研究建議
根據研究結論，提出建議，供教育行政機關、學校、教師及未來研究之參考。

（一） 對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之建議
1.辦理特殊教育研習，鼓勵教師及家長進修成長
本研究結果顯示，金門縣普通班學生對資源班同儕接納態度，整體屬中高程
度。分層面而言，「認知」接納度最高，屬中高程度，「情感」最低，屬中至中高
程度。影響普通班學生最多的莫過於校園中的教師、家長等。建議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可針對不同對象（特殊教育老師、普通班教師、學校行政人員、特殊學生家長
等）辦理不同類型、不同專業技巧的特殊教育研習，使處於學生身邊不同位置的師
長擁有其所需具備之相關知能，幫助不同學習困難情況的孩子走過每一段路，進而
牽繫彼此交流。
2.整合學區與社區服務，緊密學生住家與地緣關係
由本研究結果可知，金門縣普通班學生對資源班同儕接納態度，在「認知」層
面接納度最高，屬中高程度。金門縣因地理環境因素，學區界線不明顯，使得學童
間互動多，帶動其對資源班同儕的認同感與接納度。現今國民小學招生採學區制度
為主，建議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與戶政機關進行橫向連結，整合學區與社區的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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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學校與社區互動交流機制，透過交互作用的關係與服務設施的流通，使得學生
住家與地緣關係更緊密，除了增加學生彼此間熟悉度，更有助其情感培養，產生認
同及歸屬感。
3.凝聚家長力量、整合民間團體資源
本研究發現金門縣普通班學生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形，整體屬中高程度。分
層面而言，以「動作機能」認同感最高，「自我照顧」最低，皆屬中高程度。金門
縣家庭倫理觀念重，學童自小受正確良好教養，對旁人、晚輩具有同理心，自然也
將扶助弱小養成習慣帶進學習場域中。同時亦善用社區力量，整合各民間團體（含
媒體）資源，並組成志工團，協助各學校辦理融合教育相關活動之人力、物力與宣
傳，都是增進普通班學生對特殊教育的認識與資源班學生融入班級與社會的助力
4.重視資源班學生，明列課程指標
由研究結果可知，金門縣普通班學生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形「人際與情
緒」、「溝通與理解」層面可有效預測其對資源班同儕接納態度，協助校方、教師提
升普通班學生對資源班學生的學習認同感，進而增進班級融合接納度。建議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重視資源班學生學生，挹注相關資源與經費，妥適照料資源班學生；將
資源班學生納入九年一貫「人權教育」議題，將普通班學生與資源班學生合作學習
列為課程指標，提升資源班學生對自我的認知與價值實踐於班級中。

（二） 對學校單位之建議
1.加強特殊教育宣導，融合相關體驗活動
由本研究結果可知，普通班學生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形中，整體獲得現況屬
中高程度，「溝通與理解」層面屬於中高程度。金門縣校際、班級活動多元，使學
童能學習掌握與同儕互動界線，亦促進普通班學生對資源班同儕認識、熟稔。因此
學校單位除辦理定期特教宣導，增加普通班學生對特殊教育的認知外，亦可將特教
宣導活動結合節慶、社區活動，邀請家長、團體入校參加體驗。除了增加資源班學
生家長、社會人士與學校的接觸，亦幫助了其對資源班學生日常生活的認識；對家
長來說，更是補強親職教育的其中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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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落實認輔制度，增加輔導資源管道
本研究結果顯示，曾擔任幹部的學生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形在「溝通與理解」
、
「人際與情緒」層面高於未曾擔任幹部學生。多數普通班學生對於資源班同儕具有
中度以上學習認同感與接納度。建議學校落實小團體輔導、認輔制度等機制，更可
引進退休老師、社區課程講師等有教學輔導經驗之外部人員，擔任輔導者或活動帶
領者，透過活動去影響普通班學生，激發其對資源班學生關懷；使這些學生回到原
班級後成為活化班級和諧氣氛的力量，進一步達成軟體無障礙環境。

3.活化親職教育課程，擴散個人力量
由本研究結果可知，金門縣普通班學生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形以「自我照
顧」層面感受程度最弱。每個家長、每位學生都是一顆種子，會將自己對資源班學
生的認識、與其之間的相處情況向外延伸到自己生活圈中，增加社會大眾對特殊教
育群眾的理解和體貼。建議學校廣邀家長、團體入校體驗活動、參加親職教育課程
外，甚至可嘗試成熟的在地團隊進行備課讀書會，透過對話與激盪，規劃課程實
施，更落實呼應家庭教育的功能。

4.成立教師專業社群，增進學生學習輔導
由研究結果可知，金門縣普通班學生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形「人際與情
緒」、「溝通與理解」層面可有效預測其對資源班同儕接納態度，且達顯著高度正相
關。建議學校單位協助教師成立專業學習社群，由輔導專長或資深教師分享輔導技
巧，引導學生方式；教師之間定期對話、交流、經驗分享，除了陪伴教師前行，在
引導普通班學生包容、輔導資源班學生學習方面增加知能，更是幫助教師自我省思
能力，給予教師不同面向的支持和鼓勵。

（三） 對國民小學教師之建議
1.增加教養新知，厚植師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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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研究結果發現，金門縣普通班學生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形與對資源班同
儕接納態度之整體相關係數為.80。教師們如何接納、同理其特質與需要，對孩子
的行為觀察能力，是接手學生前亟需具備的基礎，尤其是有特殊需要的學生。然每
個學生有其獨特的個性，教師們在崗位上，須時時提醒、督促自我追求新知，才能
為自己和孩子打造出最適宜的教養環境，引領普通班學生對資源班學生正確認知，
從而提高彼此之接納態度。
2.加強親師交流，攜手成就孩子
本研究發現，金門縣普通班學生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形可有效預測其對資源
班同儕接納態度。家長是第一更是最初接觸孩子的人，教師自家長手中接過孩子的
同時，也接下教養的部分責任。除學童在校與在家的學習狀況、問題行為交流外，
因應特殊需求學童可能要面對的醫療行為，乃至特殊教育相關法規以及與學校、社
會局（處）適時溝通的能力；教師與家長間良好之溝通互動，除適時改進孩子問題
行為，亦能提高學生間認同感。教師與家長攜手合作，能為孩子開拓出更適合的發
展空間。
3.參加課程團體，調適自我情緒
本研究結果顯示，金門縣普通班學生對資源班同儕接納態度，整體屬中高程度。
教師接觸資源班學生或帶領普通班學生與其互動時，如何排解教師的不安情緒，引
導學生間融洽相處互動，乃維持教學活動進行的前提，尤其是對甫執教鞭的資淺教
師，或未有養育子女經驗的教師。建議教師能參與相關教師社群，隨時向有經驗教
師、親友等諮詢傾訴，或建立紓壓管道，保持心境穩定。
4.教導學生正確認知，引導正向關懷
由研究結果可知，金門縣普通班學生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形「人際與情
緒」、「溝通與理解」層面可有效預測其對資源班同儕接納態度，且達顯著高度正相
關。建議教師除協助資源班學生外，教導普通班學生正向關懷與包容，主動察覺資
源班學生需求，讓每位普通班學生都是協助資源班學生的助手，班級氣氛和諧，達
成互助目標；每位教師皆為關鍵角色，能帶領班級氣氛朝向正向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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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1.研究變項方面
本研究之研究變項為性別、年級、校別、家庭排行、擔任班級幹部與否等五
項。除校別變項外，其餘四個變項在普通班學生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形與對資源
班同儕接納態度中均達顯著差異，顯示影響金門縣普通班學生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
情形與對資源班同儕接納態度之因素相當多元。建議未來研究納入其他變項，如：
（與資源班學生）接觸程度、（資源班學生）障礙程度、學習成就、教師態度、家
庭功能等涵蓋研究相關對象不同面向特質，使研究成果更加完整。

2.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為問卷調查，受限受試者情緒及填答當下物理環境限制，可
能產生過於主觀或不符合實際狀況之填答，造成研究結果偏誤。建議未來研究方法
可增加開放式問題，以窺受試者主觀想法與背景條件未能解釋之資訊，或朝質性研
究方向邁進，以期對受試者內在心理變化有更全面的瞭解。

3.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國民小學高年級普通班學生，建議未來研究可擴大學生年
級範圍，探討各年級或各學習階段間普通班學生對資源班同儕的學習認同感與接納
度，使研究結果更加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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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教育輔導團對教師專業成長之影響
－以桃園市為例
曾怡菁（桃園市立大成國中教師）

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民教育輔導團(以下簡稱國教輔導團)對教師專
業成長之影響，以國教輔導團團員與一般教師為研究範圍，探討透過
國教輔導團的團務推動，對團員與教師的專業能力所產生的影響。本
研究採用參與觀察法、文件分析法與訪談法，以桃園市國中國文輔導
團以及國文科教師共十一位老師為研究對象，並以訪談內容、相關法
令、計畫、執行成效等文件與觀察筆記，進行資料分析。本研究發
現：國教輔導團團員為實踐政策轉譯、專業協助等團務目標，透過參
與增能研習與主題實作，個人教學專業能力與團務推動能力均獲得提
升，而一般教師透過國教輔導團舉辦之相關活動，確能精進其教學專
業能力，然而本研究也顯示網路社群與一般教師所引領之專業提升模
式，已成為國教輔導團專業帶領地位的新挑戰，使國教輔導團面臨服
務必須轉型的壓力。

關鍵詞：國民教育輔導團、教師專業成長、國中國文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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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Compulory Education Advisor Group on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ant－A Case of Taoyuan City
Yi-Ching Tseng
Teacher of Taoyuan City Da-Cheng Junior High School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s of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Advisory Group on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 Chinese teachers from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Advisory Group and junior high school were invited to join the study. It
explored the effects upon the teachers when they join the activities which
were hold by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Advisory Group. We would like to
understand how the Empowerment Activities affect both the group members’
professional abilitiy and the Chinese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is study employed qualitative methods including observation, content
analysis and the interviews from eleven participants who are the members of
the Chinese Advisory Group and the teachers in junior high school in
Taoyuan City. The collected data from the interviews, the results of the
activities, field notes of observation, related laws and plans were analyzed.
Some important conclusions have been discovered after analyzing the data:
In order to put the policy into practice, the group members had to
transfer the policy to real activities and providing professional help for
teachers. They took part in some empowerment activities and practice
carrying out a theme implementation. They have advanced in their teaching
skills and leadership through the process.
The teachers in junior high school really have advanced in their
teaching skills and professional ability after they participated in some
activities which were carried on by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Advisory
Group. However,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Online Community and some
general teachers also offer new modes which can help the teachers get more
professional ability. These new modes threaten the leading position of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Advisory Group. It makes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Advisory Group face up to the pressure of service transition.

Keywords: compulsory education advisory group,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eachers in junior hig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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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
教育部（2013）公布的《人才培育白皮書專案計畫報告書》中指出，面對國
際間的競爭，教育已是國家生存極為關鍵的要素，教育的目標應專注在培養出會思
考、懂得解決問題以及具備創新能力的學生上，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以下簡稱
十二年國教)的推動下，翻轉的聲浪與對教師專業的檢討橫掃教育界，以教師為主
體的過度講解，如何讓孩子擁有帶得走的能力？如今會考真正的戰場是在轉化知識
的能力，教師傳統的上課模式也難以應付教學場域，「改變」已經是刻不容緩的事
實，如何透過自身專業程度的精進，吸引住這群不斷被新浪潮衝擊的孩子，是現在
第一線教師的大挑戰。
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教育部，2014a）中，《落實國中教學
正常化、適性輔導及品質提升方案》（教育部，2015）將「推動教師專業成長」訂
為其中一個工作要項，希望藉由落實教師評鑑，成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等方式，來
提升教師有效教學的能力，由此看來，提高教師的專業素養與能力
，也是目前政策所主導的要項之一。在這場教育的巨變中，最容易也最直接可以在基
層進行專業對話及能力提升的單位，不外乎就是各縣市的國教輔導團。根據游秋樺
（2007）的研究顯示，在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各縣市國教輔導團隨之進行組織再造
後，國中教師對輔導團已不再是一無所知，相反的，不僅對於輔導團提供了哪些服
務項目或教學支援有一定程度的知覺，同時更會主動表達教師本身對國教輔導團服
務有哪些的需求，因此這看似教育界大震動的變動時刻，對教師來說，是一次腳步
的重整及能量的蓄積；對國教輔導團而言，剛好也提供了深入基層教師領域，發揮
其影響力的最佳時機。

二、研究動機
國教輔導團廣納教學現場的人才，為艱澀難懂的教育政策解套，並透過彼此之
間的專業對話和技術發想，開發出符合現實條件的教育方法，藉由各團團員在所屬
學校深耕及活化，並以專業搭配行政上的優勢，不僅教育政策推動可事半功倍，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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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團也成為該縣市教育界的領頭羊，但是基層教師如果是擁有教師專業知能的素人，
在現今的臺灣教育界便可以成一家之言，同樣出身基層，也一直在第一線耕耘的輔
導團團員，專業形象與能力卻備受質疑；素人教師即使在平日開放觀課或辦理研習，
前仆後繼前來取經者大有人在，但是卻對輔導團辦理的教師專業知能研習興趣缺缺，
這現實面的呈現為本研究的動機之一。
自民國四十七年的「臺灣省國民教育巡迴輔導團」起，幾經變革，後來為了因
應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張素貞、王文科、彭富源，2006），並顧及基層教師的專
業成長，化解教學現場對新課程的不安，依據《教育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
要》（教育部，2003）、《教育部補助辦理精進教學要點》（教育部，2007）、
《教育部直轄市及縣（市）國民教育輔導團組織及運作參考原則》（教育部，
2008a），輔導團轉變成諮詢及協助的服務團體，張素貞（2009）認為國教輔導團
主要角色與功能包括:「課程與教學輔導、課程與教學領導、課程與教學專業經
營」，由此可知，深耕教學現場是國教輔導團任務之首務。現今基層教師再度面對
新一波升學措施的改變，以及教學新思潮的衝擊。如何快速地、有效地讓新方式上
手，在教學現場產生最大的邊際效益，應該就是第一線教師的最想解決的問題。而
輔導團有哪些作為吸引了一般教師的注意？並正視了輔導團的存在意義與價值？此
為本研究之第二個研究動機。
十二年國教讓社會氛圍密切注意升學制度的可行性之外，對於體制內的再升級
幾乎是沒有異議，這項政策賦予在第一線的教學現場的教師極大的任務，教育部也
企圖讓相關議題在教師群中真正的發酵，而最佳的模式應該是透過相關單位，預先
構築起有效的模式，讓基層教師在最短的時間當中學習吸收，進而轉移到自己的教
學現場。輔導團雖然集結了各領域優秀教師，也可以在最快時間中獲取中央資訊，
在團務運作中搶先為團員增能，進一步於研習中推廣，但是跟食指一按便能下載資
料，一上網留訊息便可以求解的網路社群功能相比
，似乎已經朝向式微之路前進。若不從團員與一般教師專業知能的提升著手，建立
團隊的專業服務形象，恐會湮沒在歷史的洪流之中。所以團員在入團前後專業知能
上的提升，以及團務推動與一般教師工作的連結，是本研究者好奇的地方，也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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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探討的主題。
國教輔導團身為教育部與基層學校之間的橋梁，究竟要如何再進一步調整運作
模式，讓中央的教育政策落實在基層學校的運作，和基層教師的教學方式之中，深
耕教學現場，解決基層教師的難題，也協助新教學理念的活化？這是國教輔導團應
思考的問題及努力的方向，也是教育領域可以開發的一個研究方向，但是現在學術
界對於相關的研究與文獻並不多，歷年研究偏重組織運作、效能，或是服務品質滿
意度等等量化操作資料，缺乏教師專業內化、自我省思等以教師為主體，並以專業
教師養成相關歷程的深度瞭解，這些參與者在過程中的改變，也正是筆者想深入探
討，並採取質性研究的原因之一。

三、研究問題
本研究所提出的待答問題如下:國教輔導團團員對自身專業表現之評價為何？
國教輔導團對團員專業成長之影響為何？以及國教輔導團對一般教師專業成長之影
響為何？

貳、文獻探討
一、國教輔導團的沿革
民國四十七年的「臺灣省國民教育巡迴輔導團」，是國教輔導團的前身，民
國53年各縣市教育局應省政府教育廳的指示，紛紛設立「縣市國民教育輔導團」，
在民國63年前，各縣市輔導團對各國中小的督導作用大於實質上的輔導。在民國87
年時因為廢省，各縣市輔導團不是停擺，就是勉強運作，原本建立起的教學網絡當
然也隨之瓦解（吳清山、周淑卿，2010），之後因為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並顧及
基層教師的專業成長，方培訓課程與教學深耕種子團隊，強化各縣市國教輔導團功
能，同時依據《教育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教育部，2003）、《教育
部補助辦理精進教學要點》（教育部，2007）、《教育部直轄市及縣（市）國民教
育輔導團組織及運作參考原則》（教育部，2008a），各縣市依據學科領域設置新
輔導團或進行輔導團的轉型，讓輔導團由過去督導的行政角色，轉變成諮詢協助的
服務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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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輔導團的設置，是教育部與基層學校之間的橋梁，張素貞（2009）
也指出國教輔導團主要角色與功能包括：「課程與教學輔導、課程與教學領導、課
程與教學專業經營」，可見深耕教學現場是國教輔導團之首務。經由服務與支援的
運作，才能讓中央的教育政策落實在基層學校的運作及基層教師的教學方式之中，
並透過該縣市優秀教師組成之團隊，深耕教學現場，除了解決基層教師在教學上的
難題，也協助新教學理念的活化。希望國教輔導團教學品質之專業支持、研究發
展，以及政策轉化重要角色，持續發揮「支持教師專業、提升學習成效」的關鍵性
力量，促使政策落實於教學現場，以達成提升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之目標。

二、桃園市國中國文輔導團的現況
依據《教育部補助辦理精進教學要點》（教育部，2007），於九年一貫時
期，國教輔導團便「扮演縣市層級之課程與教學專業經營團隊的角色」，必須發揮
「規畫、推動、領導、輔導與研究」的專業功能，直至現今，輔導團的任務依舊著
重在教學現場，本研究依照目前人力配置以及團務推動兩方面，以桃園市國中國文
輔導團為例，來說明國教輔導團大致的運作模式。

（一）人力配置
依據桃園縣國文輔導團的組織架構探究（桃園市國教輔導團網站，2014），發
現國中國文團在資深團員發揮培育及扶植新血輪上，已努力多年。十二年國教在對
教師專業能力的提升，偏重在有效教學，而團員的專長都與十二年國教推動主題息
息相關，2014 年開始，為了更有效率地因應十二年國教以及運作團務，該團將團
員依專長培育、分工，在任務分組上，使團員發揮所長。

（二）團務推動
桃園市國中國文輔導團目前的年度小組運作計畫（桃園市教育局，2014b），乃
著力在輔導員專業成長實施計畫、教學研究教師學習社群計畫、到校輔導計畫及各
校領域召集人課程與教學研習計畫四大部分，除此之外，該團在十二年國教推行之
前，便積極與國教輔導團中央團以及國家教育研究院密切合作，不但提升團員專業
能力，也完成十二年國教之相關計畫，該輔導團四大項計畫推行內容，以及與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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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合作之專案活動包括：
1 輔導員專業成長實施計畫
本計畫為團員增能研習，一年四次主題研習，以及20場次的專業研討對話、釐
清觀念、經驗分享，有效提升團員的輔導品質，在接下來的校內社群領導，以及到
校服務的分享及觀念推廣上展現動能。
2教學研究學習社群計畫
為使輔導團的力道深入校園，直接挹注在團員所屬的學校之中，並鼓勵教師共
同備課、觀課與議課，由團員以工作坊的形式帶領非團員增能學習，社群定期對話
形成支持體系，不但改變傳統的領域會議形式，也活絡教學現場。
3 到校輔導計畫
到校輔導主要的經營重點為建立分享機制，傳達教育政策與趨勢，並實際協助
學校解決問題，並採用「輔導員公開授課、分區教師觀課議課」模式，落實課堂實
踐。
4領召研習計畫：
領召研習計畫是希望透過各校國文領域的召集人參與研習，進行政策或教學策
略的轉化及推廣，再請召集人透過各校的領域會議轉達。
5 專案與活動之參與：
自前任召集校長開始，就積極參與中央與地方各項專業發展或專案研究，近年
來其活動及計畫包含各項命題評量競賽、承接教育部專案、承辦桃園市國中小各項
閱讀與教學等相關競賽或認證，與舉辦兩岸語文教學交流等活動。

三、教師專業成長的意涵與相關研究
（一）教師專業成長的意涵
所謂的專業，即是提供社會服務、具備專門知識、擁有倫理信條、建立專業組
織與章程、並具有自主性(Carr, 2000)。張德銳（2006）則認為經過長期專門訓
練、學習後，具備專門知識與技能，並擁有自主性與服務熱忱者，即符合專業要
件。陳燕嬌、范熾文（2007）則是更進一步地從專業知識與專業技能、專業態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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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精神，以及專業組織與專業規範三大面向界定何謂專業。綜觀國內外學者的看
法可歸納出，身為一位專業人士，在知能面，訓練或學習必定是系統性的持續進
行，在職務面，則可以獨立自主且具使命感地執行其專業工作，並獲得大眾對其專
業的尊重與信賴。若以此標準看待教職，專業的教師則必須對教育抱持著高度的責
任感與使命感，樂意長期且持續地進行專業的訓練與學習，擁有獨立面對所有教務
與教學工作的能力，並且因此獲得家長與學生的信賴。
關於教師專業地位與專業成長的論述，早在 1948 年，美國教育協會(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NEA)便對「專業」提出八項規準，其中包含具備特殊知
識技能、有長期專門訓練、須不斷在職進修等要項（引自何福田、羅瑞玉，1992
頁 9），可見得在當時，追求專業成長已經是教師的工作項目。「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 Science,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也於 1966 年在《關於教師地位之建議案》中清楚指出：「教職必須被視為
專業，教職是一種需要有教師嚴謹地與不斷地研究，以獲得專門知識與特別技能而
提供的公共服務。」（黃居正、薛化元，1994），教育是一種必須奠基於不斷的努
力與研究，才能獲得專業知能並持續成長的工作（饒見維，1996；賴立勳，2014；
Glatthorn, 1995）。呼應以學生為教學主體的翻轉風潮，在國內外紛紛朝教師轉
型，並追求專業的訴求中，教師必須明白個人的專業與學生受教權息息相關。
美國國家教學專業標準委員會(National Board for 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ndards,NBPTS)(2002)曾建立專業教師標準，其中包含投入學生學習活動、瞭解
學科並有效傳授、管理監督學習狀況、系統性思考並從經驗中不斷學習、成為學習
社群的成員（引自賴立勳，2014，頁 10），當中的「不斷學習」，彰顯出教師專業
成長的重要性。國內學者也提到專業成長、研究發展等標準的重要性（單文經，
1990；何福田、羅瑞玉，1992；饒見維，1996；李婉玲，2005）。黃建翔、吳清山
（2013）則是將教師專業發展內涵分成研習進修發展、課程教學合作，與行政資源
支持三個面向，並且發現學校與行政機關若提供教師專業發展資源，便可提升教師
教學效能。不論國內外學者是以「專業成長」或是「專業發展」來界定教師在專業
能力的追求，研究者認為此兩者之間並無分別，皆是歸因於在現今教育體制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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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家長、學生與教師之間角色的變化，讓教學現場處處皆有新的衝擊，教師不得
不重新思考教職的社會定位，並進一步產生對專業成長的需求，也唯有不斷進修成
長，增進教學專業知能，才能提高教學品質，完成教育目標。

（二）臺灣的教師專師專業成長政策
1979年的《師範教育法》中，已經明確提到「以培養健全師資與其他教育專業
人員，並研究教學術為宗旨」，形同是在法源上確認教師的專業地位。後續的《師
資培育法》（1994）也提到師資培育是「培養健全師資與教育專業人員」，2002年更
在法規第一條清楚列出「為培育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暨幼稚園師資，充裕教師來源，
並增進其專業知能，特制定本法」，可見得提升教師基本素質與專業素養，一直都
是在法源上所倡議的內容，師資的「專業化」和「優質化」是不變的目標，特別是
在2006年，以確立教師專業標準本位，兼顧職前培育和在職進修的《師資培育素質
提升方案》（2006）中，對應師資培育法師資養成、教育實習、資格檢定、教師甄
選、教師專業成長五大層面分別定有九項行動方案，其中方案一「建立標準本位師
資培育政策」、方案四「增強教育實習效能」、方案五「健全教師資格檢定制
度」、方案八「強化教師專業能力」，與方案九「推動表揚優良教師與淘汰不適任
教師機制」，是為確保優質而專業的師資素質鋪路，並回應社會各界對優質化教師
的期盼。
在教育改革方面，1995年《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邁向二十一世紀的教育遠
景》中便明確指出在職進修與修訂教師法等方案，有助於提高教師效能與樹立教師
專業地位。1999年的《教育基本法》更明定「教育人員之工作、待遇及進修等權利
義務，應以法律定之，教師之專業自主應予尊重」，接下來的《九年一貫中程計
畫》（教育部，2009b）也著重在教師的進修制度與專業發展，建立在職進修的交流
平台。2009年教育部提出《中小學教師素質提升方案》（教育部，2009a），其中關
於教師專業進修的執行策略部分，除了鼓勵教師利用網路學習功能自我進修，也擬
定建立多元的進修制度，推動以教師為主體的進修管道，並強化教師與社會的交流
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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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協助教師專業成長，增進教師專業素養，教育部自2008年起推動《教育部
補助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計畫（2008b），希望促使教師促進學生的學習成
效，教育部更進一步建立「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整合平台」，採用教師專業成長地
圖的心智圖模式，建構教師七大專業成長的路徑，不論是自我導向式的的成長學
習，或是偏向專業互動的學習成長，教師可以依照個別需求選用（教育部，
2015c）。

（三）國教輔導團與教師專業成長
依據《桃園市 104 年度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國民
教育輔導團團務運作實施計畫》（桃園市教育局，2014b）中，輔導團的工作目標著
重在配合課程與教學政策，提升輔導員的專業素養，也促進一般教師的專業發展。
各輔導團團務推動的年度主題，也聚焦在多元評量、分組合作學習、備課、觀課、
及議課之示範與推廣；也積極推動輔導員回校或跨校成立教師學習社群，擴散輔導
團經營的成功經驗（桃園市教育局，2014b），讓教師跨越班際與校際的藩籬，藉由
實作參與來進行專業成長。由此可知，輔導團於精進計畫中，被賦予了中介、協作
與增能的角色，輔導團等於是中央政策與地方學校，也就是理論與實務之間的中介
轉化機制，並轉變成協助該縣市教師完成課程與教學任務的輔導角色，最終目的仍
是期許看見教學現場因為課堂實踐而產生質量上的變革。

（四）教師對教師專業成長的認知
根據親子天下（2015）報導指出，越來越多的教師認為師道淪落，但這反而凸
顯出教師專業的重要性，而教師團體比任何機構都有資格定義教師專業、發展專業
環境，事實上， 2014 年教師節當天，明德中學所主辦的「翻轉教學工作坊」，就
有 超 過 千 名 的 教 師 自 發 性 地 參 與 （ 自 由 時 報 ， 2014） 。2015 年由王政忠老
師發起的「祈願偏鄉夢想飛揚 104 年偏鄉教師暑假教學專業成長研習計畫」，報名
人數遠遠超過預期（臺灣醒報，2015）。臺南教育界在學習共同體推動半年後的公
開觀課，就有超過五百個教師、校長參加（親子天下，2015）。由此可知，因應多
元社會的專業成長需求，已經在教師之間發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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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工具
（一）參與觀察法
參與觀察法係指研究者在自然情境中，深入探究研究對象的文化脈絡，並對其
行為與現象進行背後意義的詮釋（陳向明，2002）。本研究者 2015 上半年便開始在
國文輔導團團務運作時隨團觀察，2015 下半年正式成為團員，因此也身兼研究工
具，不僅參與輔導團的團務討論，也進入輔導團舉辦的活動收集相關講義，觀察活
動流程。研究者也以此研究法，檢核該團運作是否符合政策，並貼近團員與基層教
師在專業成長上的需求。

（二）文件分析法
本研究的資料搜集，包含歷年《直轄市及縣(市)國民教育輔導團組織及運作參
考原則》（教育部，2008a）、《桃園市 104 年度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
小學教學品質國民教育輔導團團務運作實施計畫》（桃園市教育局，2014b）等法
令、計畫文件，用以協助研究主題的聚焦與深化，也做為訪談題目的依據。

（三）訪談法
本研究採取半結構式訪談法，透過文獻探討、文件分析與現場觀察之後所產生
的問題為基礎，以輔導團團員與一般教師為訪談主體，期能有效針對問題核心，進
行深入的訪談。本研究從 2015 年 12 月開始進行訪談，進行到 2016 年 2 月底止，
共計兩個月，在研究進行之時，會對預定參與者表達本研究的研究動機與目的，參
與者除了以代號代替姓名之外，為了徹底維護參與者的隱私權，研究者請參與者簽
署一份同意書，一式兩份，作為研究者願為參與者保密的聲明。

二、資料分析
與本研究相關之文件資料與觀察筆記，依照時間先後進行整理，在觀察筆記
中，活動參與者的談話內容也進行編碼，與文件資料一起整合，進行分析與深入探
討。其中十一位受訪者的訪談內容即為本研究的主體，所有訪談記錄事先編碼，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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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訪談資料編碼意義，如下表表 1 所示：
表1
訪談記錄及編碼意義說明表

編碼

代表意義說明

20151212 訪 A1
20151220 訪 B1
20151227 觀 1T1
20151227 觀 1A1
20151227 觀 1C1

「20151212」表西元 2015 年 12 月 12 日，「訪」
表正式訪談，「A1」表第一位輔導團團員
「B1」表第一位一般教師，其餘意義如上述
「觀 1」表第一次觀察活動，「T1」表活動第一位
講師，其餘意義如上述
「A1」與訪談編碼中「A1」為同一位輔導員，
其餘意義如上述
「C1」表參與活動之第一位一般教師，其餘意義
如上述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三、資料檢核
本研究採質性深度訪談方式運作， Glesne (1999)認為研究者只要在訪談時
間、參與觀察研究地點的時間、與研究參與者建立關係的時間足夠，即可以幫助產
出豐富且厚實的描述，並貼近研究主體的真實面貌，建立出可信賴的資料。但為求
本研究者可呈現出現場教師在第一線工作時的真實樣貌，本研究者也運用人的檢
驗、方法的檢驗與資料的檢驗，也就是三角檢驗法交叉檢核來提高本研究結果的正
確性。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國教輔導團團員對自身專業表現評價之現況
輔導團基本團員限制為九人，每年會先確認留任人數之後，依照缺額及之前到
校輔導時所發現之優秀教師進行招募，加入輔導團除具備五年以上的實際教學經驗
之現職合格教師方有資格外，其入團原因包含(一)個人專長或能力的肯定，以及
(二)團隊形象與作為的吸引，【20151212 訪Ａ1】與【20160115 訪Ａ3】兩位團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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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於訪談中提及「Ｃ校長說我帶得動老師，希望我進入國文輔導團。」、「加入輔導
團的原因就是希望能在輔導團裡學到一些專業的知能，然後嘉惠我的學生。」訪談
中也觀察出團員在入團前不管是已經具備領域專業能力
，或是被團隊文化所吸引而加入，皆是以催化其教學專業程度與現場實物能力為優
先考量。而團員入團前亦深知國教輔導團實為任務編組，負有政策轉譯、提升教育
品質等工作任務，因此對其團員身份的定位有三，分別為(一)擴散教育變革的影響
力、(二)結合政策推動團務，與(三)落實教育新知的示範與實作
。【20160115 訪Ａ3】曾表示「因為我辦什麼樣的領召活動與輔導員增能，就可以
決定把全市的國文老師帶到什麼樣的方向去，這樣讓我覺得這工作很有意義」，
【20151212 訪Ａ1】也說過「團的能見度代表了老師對你的認同度，也代表你影響
力擴散的程度」，此外【20160119 訪Ａ6】亦提及「為了達到示範目的，團員在教
學上有必要實作這些東西才有說服力。」
綜上所述，可看出該國教輔導團的團員對於團務推動皆具備理想與使命感，並
以個人實證經驗改變教育界保守氛圍，化解現場教師面對變革的不安，進而提高實
作的意願，輔導團員本該以開放的心胸，接收新興議題，並加以轉化，先成為自己
的能力，挹注心力到一般教師，並帶領其專業成長，上從召集校長對團隊目標的專
注，加上專任輔導員的專業帶領，以及兼任、聘任輔導員的全力支援，每一成員皆
對團隊本質有清楚認知，連帶摒除了個人私慾的介入，讓服務的理想性彰顯在團隊
的精神之中，因此積極求新、互助合作、勇於承擔、樂於分享，便成為輔導員不可
或缺的人格特質。共學共好所衍生出來的能量，也是輔導團能凝聚團隊意識，進而
留住人才的主因，志同道合在進行教學新知的內化增能，不僅可強化專業對話的深
度與廣度，共學共好，也正符合目前教師專業社群的訴求，跨校的教師社群跳脫單
打獨鬥時個人能力帶來的侷限，也擺脫單獨一校的狹隘視野，不僅讓團員個人增能，
也可以匯集更多的教學現場問題，共同面對，共同激盪，共同解決，而傳達課程政
策，提供教學資源達到成效，必須奠基在一般教師認同輔導團的基礎上，這也端賴
輔導團站在一般教師立場，慎選活動主題，以服務熱忱建立一般教師對輔導團的信
任，並降低因其官方色彩而產生的防衛心態，輔導團才可以真正在實際層面上，協
247

助學校與教師解決課程與教學的相關問題，也可以順利完成新教育理念的傳遞與教
師專業成長的目標。

二、國教輔導團對團員專業成長之影響
依據目前桃園市國中國文輔導團的年度活動，探究國教輔導團在團務推動的目
標下，分別透過(一)教學研究教師學習社群之帶領(二)到校輔導(三)輔導員專業成
長等活動為所屬團員進行增能，以因應其餘團務的實施。身為推動精進計畫主力的
輔導團，已經沒辦法有充裕的時間為團員慢慢增能，密集且壓縮地以完整共備為增
能內容，便是團員專業成長的起點，透過輔導團團員的以身作則帶動教育風向，讓
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室風景，與結合備、觀、議課的教師專業社群落實在教育現場，
催化教育變革的腳步，因此團員的增能也開始朝積極與現場教師互動的面向安排，
希望藉由專業研討提昇輔導品質，藉由實際帶領，
「教」與「學」相長的方式，已經
是輔導團在這方面不得不的運作方式。過程中，團員亦覺察出個人在專業知能上所
產生的變化，也透過邊做邊學累積個人專業成長的幅度，並且為下一階段回校帶領
教師專業社群預作準備。
在所有活動當中，當屬「輔導員專業成長」直接挹注最大能量在團員
身上，政令的宣達與轉譯是輔導團的天職，除了以現場教師可以接受的語言包
裝生硬的政策之外，針對實務且貼近教育現場的專業帶領，才會對現場教師產
生最大的說服力，因此團員增能的主題莫不以政策為本，以實務為目標進行規畫。
團員表示「我們都很用心在辦，而不是只是把經費花完而已，所辦的增能活動都
有吻合我們專業上的需求」【20160115 訪Ａ3】，此效益端賴召集校長目光的精
準，主題的慎選，為接下來的團務推動打下基礎，一魚多吃的增能效益，相對的
也避免團員流失，團務推動不易的窘境，不僅為團員的展能蓄積能量，也能在未
來推動一般教師的研習現場中，切合現場教師需求。
一般團員回校落實的是個人教學能力，與教師專業社群的領導，而團員也表
示「加入輔導團讓我在備課的時候會去思考更深的內涵，然後一些策略，我比較
有概念，也會比較自已想要歸納出方法」【20160119 訪Ａ6】，「現在閱讀理解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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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我就比較可以根據增能的內容，將大部分心力花在分組合作學習的帶領和文
本分析上。【20151219 訪Ａ7】，訪談內容顯見團員除了檢視個人專業知能的提升
之外，也在乎落實在教學現場的效益。除此之外，團員於平時增能主題的選擇，
也必須回應面對基層教師時所展現的專業帶領，站在教育現場的立場規畫走向，
增加個人教學專業程度，最後也能轉化為團務推動的能力，更切合一般教師實務
上的需求。輔導團團員於團務運作與增能活動中的學習模式，就是一跨校教師專
業社群的規模，在團務運作與工作目標結合之下，團員增能即是為未來的教師教
學領導儲積能量，然而團員輔導團團員增能的規畫不能一廂情願，必須連結到促
進一般教師專業成長的終極目標，還必須對應到團員為求完美展能，對於精進專
業能力的渴望，降低團員在專業成長中時間與壓力的負擔，採取做中學的模式，
並且擴大一魚多吃的邊際效益，才能避免繁重團務導致人才流失的困境。而在訪
談內容中，仍發現專業增能固然是輔導團團員在教學上的優勢，但遠遠超過減課
時間的大量投入，與公假外出後的後續任務執行，再加上日新月異的教育新知不
斷進駐，與時間賽跑的壓力也成為團員的沈重負擔。「對自己有點要求的老師，
就會覺得很多東西學不完，舊的還沒有弄得很熟，新的又出現」【20160119 訪Ａ
6】，「輔導團輔導員的增能時間不夠，可是你看我們每個禮拜二幾乎都快排滿
了，然後還要再去服務各校，所以還是會感覺時間還是不夠用」【20160115 訪Ａ
3】等無奈聲音已經出現，特別是在網路社群盛行，資訊取得相對便捷的今日，
輔導團往日站在教育風潮之先的優勢已不復存在，官方色彩也讓輔導團的教育帶
領增加由上而下改革的不信任，十二年國教推動所引發的衝擊，以及素人教師運
用網路資源大量崛起，在沒有官方包袱的狀態下引領風潮，這種百家爭鳴的狀態
為向來保守的教育圈注入活力，但對身處第一線面對一般教師的輔導團團員來
說，在溝通能力的累積與專業形象的帶領上，的確會帶來新的壓力。

三、國教輔導團對一般教師專業成長之影響
根據目前桃園市國中國教輔導團的團務計畫，其運作內容與專案協作，基本上
是透過領域召集人研習、輔導團團員回所屬學校領導教師專業社群、到校輔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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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技能研習與大型專案協作的模式，一方面處理政策與實踐間銜接與轉化的問題，
另一方面依據教育議題或專案內容如備課、觀課、議課操作流程
，與閱讀理解初階進階研習等活動規畫，為基層教師增能。活動辦理的時間，一般
是選擇在縣市領域的共同時間辦理主題性、系列性的研習或入校帶領，若是需要一
般教師高度參與的實作工作坊，通常會選擇時間彈性較大的寒暑假進行，依據其內
容，歸納出輔導團主力放在（一）政策轉譯、（2）對話橋樑、（3）專業協助三個面
向，國教輔導團隸屬於縣市教育局的任務編組，官方色彩使其成為工作項目必須包
含轉化政策，並加強政策與課堂實踐之間的連結，避免產生課程政策與課程執行之
間的落差（李文富，2009）。由此可知，題材的選擇以及轉譯的語言都與現場教師
的感受息息相關，如何包裝政令宣達，將生硬的課程綱要、教學改革精神化為教學
實務，讓基層教師不自外於教學變革，更願意嘗試將新觀念、新做法導入在課堂教
學中，端賴國教輔導團如何於研習的場合中轉譯與帶領。團員也表示「輔導團最主
要的目的，第一個帶新資訊，轉化政策，你就是要轉化出來，讓他們知道哪裡是可
用的，然後哪裡是對你教學現場是有幫助的」【20160224 訪Ａ5】若輔導團員沒有
足夠時間或正確認知進行政策轉化，並站在現場教師在教學實務需求的立場出發，
教育政策的改變與實施，基本上很難說服基層教師參與教育變革。也因為課程與教
學事務的推動
，必須有中央、地方、學校三者密切配合，特別是處於教育變革的關鍵點，更需要
三方面緊密合作（周淑卿、楊俊鴻，2013），由上而下的政策推動固然可以運用官
方資源的強制性，直接導入教學現場，但沒有策略、沒有對話的強硬施行，很可能
導致民怨四起，因此擁有第一線基層教師投入的輔導團便可以扮演起橋梁的角色，
一方面以現場教師可以接受的語言與實務帶領包裝生硬的政策
，強化政策中積極可行的部分，另一方面，藉由與上級單位接觸的機會，表達基層
教育從業人員的意見，並協助上級單位解決問題，讓中央、地方、與學校三者的專
業協作產生最大的效應。也唯有如此，學校與中央之間對於課程與教學的認知差距
才有縮小的可能，教育變革也才能徹底發揮影響力。
呼應國教輔導團的團務規畫中與一般教師的連結，集中在到校輔導、領召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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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團員回校社群帶領，一般教師會接觸到國教輔導團，很可能就是因為當時具備領
召身分。而國教輔導團活動的辦理一般是選擇召集校長的所屬學校，缺點就是缺乏
地理位置適中的研習場合，將會影響其他學校教師參與研習的意願，參與的教師會
因為課務或校務的牽絆遲到或早退，甚至根本放棄研習。然而摒除時間與空間的干
擾因素，一般教師仍會因為反思個人教學專業上的欠缺
，積極關注研習活動，內容便會是教師參與與否的最大考量因素。受訪教師表示
「校外的研習幾乎就是自主研習，只要每一場只要我沒課我就會去，還蠻好玩的」
【20160114 訪Ｂ1】，「從那些研習之後，我就開始發現研習很有趣，所以就會很願
意再去聽相關的研習」【20160114 訪Ｂ1】，「對我帶班真的還蠻有幫助的」。
【20160202 訪Ｂ2】等研習效益一般教師在教學現場遇到的兩大難點，大致上是學
科專業素養與班級經營能力，由訪談內容可看出，參與該領域輔導團舉辦的研習活
動，的確在這兩方面提供給現場教師教學上的能量，並帶起一般教師在教學上的熱
情。
但是在訪談過程中也發現，在召集校長改變之後所帶來研習變化，對曾在研習
當中獲益，也積極參與研習的老師而言衝擊甚大。Ｂ1 老師因為研習地點的改變，
大幅降低參與研習的意願，調校之後不再擔任領召的Ｂ2 老師，只剩下專案協作與
寒暑假研習可以參與，因此這兩位老師對於研習主題的印象，皆未符應到目前在縣
市教育精進計畫主導之下，該領域輔導團的團務運作的操作面向，也因為得到的協
助減少，進而引發一般教師對輔導團存在價值的懷疑。而且團員所屬學校若未成功
凝聚教師專業社群或是共備議題等新觀念的共識，輔導團團員可能選擇明哲保身。
「Ｂ校文人相輕的關係，所以我覺得Ｃ老師可能因為這樣子，就不想主動去做什
麼」【20160202 訪Ｂ2】，再加上網路社群大量興起，以及網路社群在訊息更新、檔
案分享以及疑難解惑的即時性，的確讓一般老師大大降低對輔導團的依賴。雖說輔
導團團員與一般教師交流分享時的專業引領，正是網路等數位產品所無法取代的功
能，但不可諱言的是，當大多數基層教師相信改變，也願意改變的同時，輔導團是
不是能擺脫活動推動艱難的困境，這在數位時代中另闢蹊徑，搭配上基層教師的動
能，及時給予能量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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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一般教師在改革的道路上，藉由輔導團團員的引領，持續相信改變的力量
，持續維持感動的熱度，正大大考驗著輔導團的專業。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根據研究結果與討論的內容，本研究提出結論如下：

(一)國教輔導團團員目前對自身專業表現的評價
依據訪談內容得知，團員在入團之前，皆具備相當程度的教育熱忱與專業能
力，該領域輔導團所引領的教學理念與實務技巧，與教師個人在專業成長的追求上
不謀而合，因此樂意加入輔導團。在活動的歷程中，輔導團團員逐漸理解個人與團
隊間的權利與義務，團員增能活動的最大目的為轉譯政策，並藉由個人的實作與示
範，擴散教育變革的影響力，團員身兼一般教師的身份，更能以同理心化繁為簡，
去蕪存菁來服務基層教師。團員在召集校長目光精準，慎選主題，專任輔導員精心
安排各項研習的歷程中學習教育新知，透過落實在個人教學場域中，親見個人教學
專業能力的精進與學生學習成就的成長，以及政策規畫與教學現場實務操作中所激
盪出的火花，便會更樂意向一般教師傳遞專業成長的內容，即使教育變革讓團員增
能的壓力更甚以往，但團員依舊配合團務推動，並致力於工作轉型，不但成就自
己，精進基層教師，也帶動學生學習成就的提升。

(二)國教輔導團對團員專業成長的影響
1轉譯政策提供不同的思考層次
一般教師可以依據個人需求進行專業增能，但是輔導團的增能必須結合教育政
策的推動，特別是經由研習活動的包裝，將嚴肅且生硬的議題，轉化成教學現場實
用可行的技巧或策略，降低一般教師對政策的排斥，更是有賴輔導團團員本身在實
作中磨合政策推動與教學實務的衝突，提供切實可行的方案，以化解基層學校的不
安，並爭取一般教師的信任，甚至依據個人教學現場產生的問題，走在政策之先，
尋求解套的方法，因此當團員面對個人教學現場時，對於課程的安排將比一般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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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了政策導入與團務分享的面向，少了隨心所欲的個人特色，但更多的是縝密的流
程安排跟完整的課程架構。
2增能主題促進專業成長也帶來工作壓力
承上所述，為完成政策轉譯的目標，輔導團團員增能的主題，皆會對應政府教
育政策推動的重點，必須負責專業帶領的團員，更是必須在極短時間中學習、消
化、吸收、設計、實作、檢討等過程中不斷反覆，因此在專任輔導員針對鎖定的議
題聘請師資進行團員增能，密集「做中學」與改變教學現場的使命感變成不可抗拒
的宿命與壓力的來源。不可諱言的是，在團隊中感受到專業對話激盪出來的火花，
與志同道合的革命情感，很有可能敵不過在使命感的驅使下，因為過量且密集的業
務難與校務產生工作平衡而萌生的退意。

(三)國教輔導團對一般教師專業成長的影響
受訪的一般教師表示透過研習活動的參與，的確可以感受到該領域輔導團的專
業能力，不但沒有枯燥乏味的政令宣導，反而更多的是切中教學核心的實務帶領，
專業提升的成就感令他們願意持續參加輔導團的研習，也樂於進一步經由團員回校
帶領教師專業社群的服務，進行專業成長。但由一般教師的回饋中也發現，國教輔
導團在即時性的專業協助上，顯得捉襟見肘，力有未逮，現今一般教師透過鍵盤便
能立即取得協助，技巧與策略甚至是以前所未見的龐大資料量呈現，立即而方便的
「鍵盤速食」方式，取代了過往透過聽講、透過多日實作方能有小成的增能模式，
國教輔導團在專業領域上的優勢不再，反而是透過網路助勢而崛起的素人教師呈現
出一呼百諾的氣勢，網路社團與素人教師的興起儼然已經是輔導團經營的一大危
機。

二、建議
根據研究結果，本研究者之建議臚列如下：

(一)行政支持，擴大團務影響力
專業成長的帶領需要短、中、長期目標的設定，並依據時程即時為輔導團團員
增能，需要具備教學背景之相關人員規畫會來教育願景，而基層學校行政單位更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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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力於研習後能量的持續，使其教學變革的影響力大量落實在教學現場。

(二)實作增能，打造教學專業力
透過實作帶來的感染力與穿透力，協助一般教師內化新知，若在研習場合中呈
現操作上的問題，講師可以立即解惑，學員呈現的內容亦是對講師的立即回饋，作
為修正的目標（陳美如、秦葆琦，2013），對彼此來說，都是教與學的互相成長。

(三)回校帶領、分區服務，建構服務續航力
網路的流通，讓教學技巧與策略打破以往的疆界，即使輔導團可以結合政策，
提供較為系統性、主題性的研習內容，但卻未能帶起如同今日一般由下而上的改革
力量，然而當今共備的議題升溫，教師專業社群的成立將影響到學校未來課程與教
學的目標與定位，對於輔導團而言，正好是一個切入的大好時機。經由團員深入各
校實際操作教學模組，搭配政策的導入，專業的互動帶領，完成有目標的學習，一
同追求專業發展，從建立相互依賴的夥伴關係，到共同建構對課程與教學的有利環
境。
嚴格說來，輔導團本身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教師所組成的教師專業社群，也
應該是在團務運作過程中愈發成熟的學習型組織，如果參與的教師都能在政策轉譯
與團員增能中完成專業成長，並在回校服務、到校輔導、與研習活動中發揮輔導員
的擴散力道，讓專業不止在個人身上內化，還有更多機會外顯與帶領，直接或間接
地影響其他老師，便可以減少質疑的聲浪，而且整個團務的運作模式，剛好可以提
供給地方學校作為校內教師專業社群的學習模組，組織結構與團務運作只是鷹架，
專業成長才是首要目標，透過輔導團的服務，進入以專業帶領專業，讓專業邁向卓
越的正向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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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期望對英語補習及其價值之探究
陳怡君
桃園市新路國民小學英語代課教師

摘要
英語已成為當今國際之強勢語言，以適應世界潮流與國際化之趨勢，成為教育
工作者責無旁貸的重責大任，對於英語教育的需求也就更為迫切。綜觀我國英語教
育，從最早的高中延伸到國中，再深入小學；而後來到 21 世紀初，政府更是注重
國人的英語能力，教育界人士和教育部官員開始對國小英語教育推出一系列的課程
與推展，冀望能藉由這一連串的政策，提升我國整體英語程度。補習在升學主義掛
帥的臺灣而言，似乎是每個學生求學必經之路。以往對國小學童而言，英語補習稱
為才藝，現今卻是學校課程之延伸。隨著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及英語教育政策的修正，
加上坊間各大補習班不斷大力宣傳與廣告學習英語的重要性，故使許多家長基於望
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心態，便將孩子送往補習班補習，造成國小學童英語補習風氣
十分盛行。基此，本文透過分析相關文獻，探究父母期望影響補習多寡，再析述英
語補習價值，繼而闡述兩者與英語補習相關研究。最後，針對父母及教育相關人員
或單位提出具體建議，以作為未來更近一層研究的參考依據。

關鍵詞：父母期望、英語補習、英語補習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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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Parental Expectation and Value on English Cram
School
Yi-Chun Chen
Substitute English teacher in Taoyuan City Shin-Lu Elementary School
Abstract
The current status of attending English cram schools included the case of
attending English cram schools and to what extent of the emphasis which
parents and children put on English cram schools. Also, both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students’ backgrounds 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attending
English cram schools are analyzed. The value of English cram school includes
improving interest, presenting effect, promoting school entrance and
developing career. And further, the study was aimed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alue and expectation of attending English cram schools. Using
document analysi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clarify the concepts of parental
expectation on the cram school, then to analyze the value of the English cram
school, and further to explore the studie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expectation
and value.

Finally, based on the findings,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educational authorities, school teachers, and further studies were
recommended.

Key words: Parental Expectation, English Cram Schoo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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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為了因應全球化的潮流，不管官方或是民間都一直十分重視英語教育的發展。
有鑑於與我國相鄰的新加坡、日本、韓國以及中國大陸等國，皆在國小階段實施英
語教學（詹餘靜，2006）
。教育部於 1998 年公布之「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暫
行綱要」中，將英語列入國小正式課程，於 2001 年開始實施國小五、六年級英語
教學。2005 年又將英語課程提前至國小三年級開始實施，部分縣市近年來陸續將英
語課程併入彈性課程，從國小二年級開始實施，可見政府對英語教育採取積極的態
度，並對英語教育投注許多的心力。都會區的學校在國小一年級就開始進行英語教
學，像是臺北市、新竹市、臺中市、臺南市等，凸顯出英語教育的城鄉落差。為了
提升英語口語表述能力， 2014 年實施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以下簡稱十二年國
教），確定在英語科特別增加英語聽力，其比重更高達三分之一（教育部，2012）。
教育界人士和教育部官員開始對小學英語教育推出一系列的課程與推展，冀望能藉
由這一連串的政策，提升我國整體英語程度。
教育政策的改變，從全美語或雙語幼兒園、小學和中學的設置，國小英語學習
的年級下修的趨勢，各大學或研究所將英語檢定列為畢業門檻的基本條件，在在都
能看出英語學習的熱潮，更使得家長愈重視學童的英語能力。在臺灣，很多家長們
仍是「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希望孩子「不要輸在起跑點」，提前送孩子去學習英
語，認為學習語言愈早愈好，一來為將來升學做準備，二來以免孩子未來的課業會
跟不上同學，三來希望可以培養孩子的興趣。因此，多數的家長為了因應當前的教
育現況，紛紛讓自己的子女去上兒童美語補習班或請英語家教，造就了滿街林立的
英語補習班。教育改革主要目的是為了減輕學生的升學壓力，讓教學正常化、多元
化，期待能培養學童主動學習的興趣和能力；教育部不但於 2011 年廢除國中升高
中職五專，實施多元入學方案；2014 年全面實施十二年國教，期待藉此機會讓補習
風氣降低，紓解升學壓力。然而，教改迄今似乎尚未見到成效，也沒有看見升學的
競爭壓力消退，補習班的數量不但沒有萎縮反而持續成長。
根據教育部教育局設計之「直轄市及各縣市短期補習班資訊管理系統」調查統
計顯示（教育部，2015），全國外語補習班近十年成長的情況，從 2006 年的 3,182
家成長到 2015 年 4,791 家，十年期間外語補習班的數目增加 1,609 家；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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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全國補習班共有 18,706 家，其中以文理補習班的數量為最，其次則為外語
補習班 4,791 家，約佔總數的 26%。研究發現英語補習者 61%，加上曾經有英語補
習者則高達 79%（羅琪季，2007）
；基隆市有 54.3%學童補習英語（李瑞彬，2008）
；
臺中縣有 80%以上學童參加英語補習（陳宜均，2009）
；研究指出臺中縣學童進行課
後補習中的類別，以英語補習的比例較高(鄭素美，2010）；臺南市七成高年級學童
有英語補習的經驗（李俐萱，2011；羅淑媛，2014）。
從研究數據顯見國人對於補習的需求在教改之後不但沒有降溫，英語補習的年
數亦有增加現象；父母養育子女，當然也有其對子女的期望。中國人一向注重孩子
的教育，家長對子女的教育有許多期盼，也對子女的未來發展充滿希望（洪毓璟，
2002）
。近年來教改運動如火如荼的展開，許多憂心忡忡的家長擔心孩子會在教改運
動中被犧牲，而失去競爭力，基於這樣的擔心，家長不斷的加強孩子的課後補習。
從平常任教的經驗中，常聽見孩子抱怨每天除了學校的作業之外，還要做好多安親
班和補習班的功課發現，很多孩子從小一、有的甚至從幼稚園起就開始補習英語及
才藝。家長對孩子的期望與擔憂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從孩子生活中的言談抱怨裡，
我們看見孩子每天要承受著家長高度的教育期望，其實生活過得並不輕鬆。即使現
代父母的工作忙碌，他們仍對孩子抱著高度的期許。仍然有多數的家長認為，提早
學習和課外補習才能改變英語能力，出自於家長的期望為何？家長對補習的依賴，
真的有價值嗎？似有值得進一步探究之必要。
由上述的研究動機，將本文之研究目的定為—父母期望對英語補習與其價值之
探究，探究父母期望與補習價值的意涵，並進行相關之探討與分析，並提出建議。

貳、父母期望與補習之關連
大部分在臺灣成長受教育的人，都有過為了考高分上好學校的補習經驗，這個
補習經驗就成為許多臺灣人不可磨滅的印記。為了迎合廣大的市場需求，英語補習
班在臺灣如雨後春筍般成立中，顯示家長對學童學習英語的期望，並未因為少子化
而遞減。為瞭解父母教育期望與英語補習之關連，茲分別闡述父母教育期望之意涵
與理論，進而探討其對英語補習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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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父母期望之定義
關於「期望」一詞，國內外學者都提出過不少定義，Heckhausen 認為「期望」
是個體對於各種可能的利益或損失所進行的衡量過程，並根據期望的價值而做出最
佳的選擇的一種過程或結果（引自潘慶輝，1998）
。個人在某情境下做出某種行為後，
可隨之而來的酬賞或結果的信念（莊昌憲，2001）
。Finn(1972)認為期許最可能發生
的結果，是個人對他人或自己所形成的意識或潛意識的評價，評價者會期許被評價
的人，表現與其所持評價一致的態度。期望亦指對人的一種態度、價值觀、看法或
期待；在有目的的情境中，個人對自己或他人有所預期者，常在自己以後的行為結
果中應驗，是先預期些什麼，最後將得到什麼，自己做為將應驗自己的預言。綜上，
「期望」可被定義為一種預期結果發生的機率或主觀的對於自己或他人的一種態度。
由於國內外相關研究及解釋的角度不同而有「父母期望」或「家長教育期望」
等不同的名稱。父母和孩子相處的過程會透過直接與間接的語言、態度或行為傳達
出對孩子行為表現及未來發展方向的期望，孩子也會經由這些訊息知覺到父母對自
己的期望。Voydanoff 和 Rodman(1978)從心理學的觀點來定義教育期望，認為教育
期望係指個人未來所期望達到最高之教育目標，同時具備情性上的重要性和知性上
的可能性。Spenner 與 Featherman(1978)則以社會學的觀點加以定義，認為教育期
望是指一個人在社會的未取得過程中，隨著個人所扮演的角色，並依個人對未來事
業成功的價值判斷與期望，將其內化成主觀的認知。
針對父母期望，由於學者對於詮釋以及分析的角度略有不同，定義亦有所差異。
有些研究者將父母的教育期望定義為父母對子女在校學業成績的期許及未來學歷上
的最高期望（林俊瑩，2001）
。這樣的定義似乎太過狹隘，受教育的目的應不止於學
歷的取得，父母對子女教育期望亦不應以子女在學業的表現及未來學歷的期待為唯
一的依據。故有研究者從學生的行為與未來成就的觀點來定義父母教育期望。教育
期望著重在學生的現在行為表現，強調學生未來的成就，並能注意到情意方面的學
習成效期望（張世平，1983）
；吳孟錞（2004）則定義父母期望是指父母依據子女在
其心目中的形象，及日常生活中與子女互動的經驗，而對子女學習表現及日後發展
所寄予的期望與評價，父母教育期望範圍包含課業提供、親子互動、成績關注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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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活動的機會（吳孟錞，2004；賴文誠，2006）。
綜上，本文之「父母期望」乃指父母透過本身的特質與經驗知覺子女相關行為
表現後，對子女目前或未來的學業成就與社會行為表現賦予期望，並在與子女互動
的實際經驗過程中，不斷修正先前期望的一種動態歷程。

二、 父母期望之內涵
(一)父母期望的趨勢
每個孩子都是有別於父母的個體，他們可能會獨立思考或對未來有自己的藍圖
或願景，但是父母仍舊可以在多方面給予孩子引導或建議，通常因為親子關係密切，
孩子更容易清晰的知覺到父母對自己的期望，接納的傾向也會更高。部分研究者發
現家長對孩子期望比較直接關注於教育，郭生玉（1975）將父母期望定義為父母對
子女日常功課的表現和未來教育之期望；張春興（1981）將父母的教育期望直接定
位在學校學業成績的期許或未來學歷上的最高期望，希望孩子最少要接受的教育程
度及最好的教育程度。
隨著科技的進步和社會快速的變動，許多父母和研究者了解要在逐漸趨複雜的
社會中生存，只靠好的成績表現和高等學歷是無法做到的，孩子們可能必須具備更
良好的品格修養、學習態度、人際溝通合作技巧及隨時調整適應的能力，因此對父
母期望內容延伸至未來學歷或工作上的最高期望，增加對孩子的職業上的期待。

(二)父母期望的層面
研究者對家長教育期望的定義中發現，內容除了與多數研究者共同有的學業成
績、最高學歷取得期許之外，更增加品德修養、人際關係以及未來成就的期許，甚
至還有健康的生活習慣等（侯世昌，2002；蔡添旺，2006）
。隨著時代發展迅速，許
多的次文化與社會現象不斷被創造出來，產生的影響與衝擊好壞參半，我們的孩子
在現在或未來都得去適應面對這些改變，所以有學者將這些加入研究，家長期望分
為五個層面：生活適應、社會關係、學業成就、職業規劃、品德表現等各方面之期
待（李碧伶，2011；劉慧華，2013）
。可知受到時下宅文化、啃老族等社會現象影響，
已讓研究者與家長正視孩子的生活適應行為和是否有無求職的能力和意願，需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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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中以便及早培養正確的心態和能力。
在多元時代中，價值觀、生活觀、教育觀等會跟著改變，家長可能依據其對於
當今社會現象的理解或對未來社會走向的預測，歸納出更多能讓孩子獲得成就所需
要的不同努力，也是家長期望內容和重點會因於社會現況的發展而有所改變。

三、父母期望對補習之影響
許多研究者探討影響孩子參與補習之因素，除了家庭收入所代表的財務資本外，
個人出身背景往往透過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如父母教育關注、父母期望、教師期
望、同儕抱負等等，影響孩子補習的多寡，進而對其學業成績產生正面顯著影響（巫
有鎰，2007；陳建志，1998；陳順利，2001；張善楠、黃毅志，1999；黃毅志、陳怡
靖，2005；Sewell & Hauser,1975）。
不少的研究亦提到，我國中小學學生的補習大部分是因為家長要求（章英華、
伊慶春，2001；許琦婷，2002；黃雪萍，2002）
，可知，為人父母可望孩子成功的心
境。父母對孩子教育期望及投入，將影響本人在教育成就上之表現及教育的取得，
且父母對孩子教育期望愈高，愈可能利用各種方法提升孩子升學的競爭力，因此其
孩子參加補習的可能性愈高，因此補習與個人受到的教育期望間有密切的關聯（章
英華、伊慶春，2001）。
國中畢業生之後必須在普通高中與高職之間做選擇，而這個選擇可能又決定個
人將來升上大學的機會。因此，國中生在教育分流過程中以升上高中為目標，因此，
國中階段參與補習原因大多為了因應升學壓力及考試的競爭下，父母較有可能要求
其 孩 子 參 與補習。此 外，孫清山與黃建志 （ 1996）探討補習情 形時，亦提到
Teachman(1987)的教育資源概念，分為家庭內資源及家庭外資源，其概念原來是指
家庭為提高孩子教育成就而提供的讀書環境，或可視為家內的教育資源；當父母對
孩子之期望愈高，而家庭內資源不足時，其父母可能轉為求諸於外的作法，例如尋
求補習班。
從家庭內社會資本的說法，孩子若能獲得較多親子互動，父母給予較多的關注
與期望，對子女學業成就有顯著正影響（陳怡靖、鄭耀男，2000）
；亦有研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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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教育程度愈高，對孩子的教育會愈關注、愈投入，且期望也愈高，因為父母
對孩子的期望高，自然就會較關心孩子的學業，支持孩子的決定來安排進入補習。
而父母的高學歷及高度關注及期望，直接影響的是孩子的知覺，父母塑造的目標及
形象往往是孩子追求、模仿及學習的對象，所以父母對孩子期望與關注之結果，在
孩子上形成「自驗預言」效應（張春興，1993）
，影響孩子為了符合父母及自我之期
望考取較佳的學校，進而追求學業上的精進，影響選擇參與補習之考量。

四、小結
父母對孩子的期望、支持與要求，視為重要他人的影響，因此個體對楷模的模
仿是學習的重要關鍵之一，孩子所做的決定往往是受到父母或其他師長的影響。再
者孩子參與補習需要大量的費用，除了父母的收入能提供金錢的支持外，更重要的
還是父母的期望與要求，因此孩子的抱負亦會隨著父母的期望與要求而改變，可知
他人影響對於自己參與補習有許多的重要關聯。

叁、英語補習價值之分析
隨著全球化的時代來臨，國小英語課程成為正式課程之際，大家對於英語能力
的提升越來越重視，英語補習在補習界更躍升成當紅又熱門的補習科目，這個趨勢
近年來更是蔚為風潮。以下就英語補習價值及相關研究分別進行探討。

一、價值之意涵
根據張氏心理學辭典（1992）的定義，「價值」一詞有以下的說法：（一）指認
何事物美好的程度。（二）指社會公認值得追求的事物所具備的條件。（三）指個人
憑其主觀判斷，認為事物中與己有關而且具有重要性與意義性者即有價值。由上述
的定義可知，價值的界定是由事物本身、社會公認和個人判斷三個方向為之。所以
價值一詞的來源有事物本身和人的認定兩種爭議。
在西方哲學中，價值問題受到廣泛的討論，派別有三種，分別為價值客觀論、
價值主觀論和價值情境論（李春瑩，1999；陳信木、陳秉璋，1993）
。首先，主張價
值客觀論的 Scheler 認為價值是獨立於其承載者（carrier）之外的一種先驗（a priori）
性質；價值不只獨立於存在世界中的對象之外，而且也獨立於人們對這些事件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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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之外；價值是絕對而不變的，價值可以依其自身的本質將之安排成一種先驗的層
級關係（黃藿，1984）
。其次，價值主觀論者不認為人類社會存有任何先驗而絕對的
價值層級。他們提出事物之所以有價值，純粹是個人主觀評價的結果。價值主觀論
者包括 Meinong（1853-1921）
，他說：
「凡是一個東西使我們喜歡，而且只要到使我
們喜歡的程度，它便是有價值的。」 P e r r y 說：「凡是興趣( i n t e r e s t )所在的
對象，事實上便是有價值。」
（黃藿，1984）
。 最後，Frondizi（1962）在深入批判主
觀論和客觀論的缺失之後，提出了價值情境論。他認為價值具有一種「完形」
（Gestalt）
的性質，它是某主體在一特定的人類情境中對客體（價值對象）進行評估活動後所
得的結論。所謂「情境」
，是文化、歷史、社會以及個人的因素匯聚在一起而構成的
一個綜合體。價值對象、主體及其所存在的情境,構成了一個「完形」。基於此，他
主張價值層級並不是固定不變的，它是隨主體所處的情境、需求以及它和價值對象
之間的關係而定的。
本文對「價值」係指的是從「生活經驗」出發，從個人呈現的價值經驗來探討，
這些價值經驗是與環境中人、事、物互動的結果，如前述張氏心理學辭典對價值的
定義中，事物「美好的程度」、值得追求的事物所「具備的條件」、具有「重要性與
意義性」者即有價值。

二、英語補習價值
雖然少子化的問題嚴重，但補習班的設立並未日益減少，市場還是供大於需求，
補習班在這樣僧多粥少的困境中還能夠脫穎而出，必有其價值存在。多數的家長認
為，提早送去學習英語和課外補習英語這門學科才能改變英語能力或提升學習英語
興趣等等。價值也是一種理想，是個人思考有關生活中認為重要的；價值對個人行
為也有指引作用，一個人做某件事情的動機強烈，是由其內心對此事物價值的衡量
為主，而不是由事物本身的性質來決定（周子翔，2010）。
在本文認為動機具有價值，針對某一事物的認知，預期的結果會產生去達成或
擁有的驅動力，這事物成為動機因素。驅力的強弱取決於對該動機的因素的評價，
評價越高產生的驅力更強，選擇越有效的行為去達成或是擁有該事物。有效行為是
在價值系統中，具有高評價的策略以及執行時的意志力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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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所探討的英語補習價值指的是，學生在補習班的課室中，經由接觸
英語教師所設計的英語學習課程及安排的英語教學活動，感受到英語很重要，是值
得持續學習的；亦針對受試者對英語補習價值的評估，藉由四個價值層面為主：興
趣提升、成效展現、升學加值、職涯發展，做以下分析：

（一）興趣提升
「興趣」是一種從個人與環境的互動之中顯現的現象，興趣被視為引導學生學
習的動機因素之一，在教育現場中普遍認為學生對於他們感興趣的事物學得比較好。
Dewey（1913）指出，興趣具有三項特徵：（一）興趣是主動的、投射的、推進的；
（二）興趣以真實的客體為基礎；
（三）興趣是個人的，顯示一種直接的關心，彰顯
事物對個人舉足輕重的地位。故一般而言，個人對所喜愛的對象、目標、知識、技
能等事物，往往會投注更多時間、精神和心力，並從中獲得喜悅、滿足和成就感。
張芳全（2009）認為，學習興趣是個人對於一項任務或學習課業想要及願意投
入的態度與傾向；Krapp、Hidi 與 Renninger 於 1992 年提出「學習興趣」分為個
人興趣與情境興趣。個人興趣是受到人格特質的影響，表示穩定與持久且較不易改
變的個人狀態；情意興趣則是當個人受到外界情境，如：新奇事物、教學活動、笑
話、朋友、主題等的刺激而引起興趣，相對之下，情意興趣較為短暫，亦因為種種
因素而消失。
本文的「興趣提升」係指由情意興趣開始並演變為個人興趣，補習教育為外界
情境，因受其外在刺激而昇華成人格特質，個人持續努力投入補習英語中；與價值
相關的興趣可增進個人對活動的投入，對個人而言長遠目標很重要。

（二）成效展現
張錦鶴（2002）表示學習成效即是指學習者經由一段時間與規律地上某一些課
程並學習，所得到之學習結果。學習面向多樣化，學生經過積極參與授課過程的經
驗裡，在課程結束後所累積的專業知識、技術與行為。簡而言之，學習成效是用來
了解學習目標是否達成的重要指標，可能是學業成績，也可能是指某行為上的改變
（林昭君，2013）
。了解影響學習成效的因素，能夠幫助學習者了解其自身的問題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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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法解決改善。綜合以上所述，學習成效的取決於語言、環境及個人等多種因素。
環境因素對學習英語的效果產生的英文可能是積極的，也可以消極的；學習者的自
身因素除了智力和語言天賦、學習動機與興趣、策略以及學習努力的程度等因素。
本文欲評估學童在經歷英語補習一系列課程後，是否增強其表現出成效之價值，
而非學童本身早已具備的英語能力，本研究探討「成效展現」的重點在於：學童參
與英語補習活動之中，得到了什麼收穫與成長，增強哪些英語學習成效表現的行為。

（三）升學加值
補習是發生在學校正常上課時間以外，並以升學為目標的學習活動，也是一種
使用者付費的交易行為（林忠正、黃璀娟，2009）
。雖然政府在近十年來已廣設高中、
大學，尤其是政府為擴大大學就學機會，除積極鼓勵私立大學設立外，並且讓技術
學院或專科學校升格為院校，大專院校總數增加，而大學考試的錄取率亦頗高。然
而，升學主義的風氣並未因此而稍減，反而因家長希望孩子考上明星高中、公立大
學，讓補習班的數量也跟隨著父母的期望而快速增加（陳俊瑋、黃毅志，2008）。
究竟參加補習對於學生學業成績的提升真的有價值嗎？孫清山與黃毅志（1996）
的研究發現，國初中與高中職階段，參加補習的項數愈多，則日後升學的機率愈高；
巫有鎰（2007）研究國小學生學業成就影響因素，林大森、陳憶芬（2006）研究臺
灣高中生參加補習之效益，兩個研究都指出，參加課後補習有助於提昇學生的學業
成績。由於多數研究都認為參加補習與提升學生的學業成績之間具有正相關，似乎
也為學生參加補習提供一個合理的基礎。 綜合以上所述，為了考取好學校，以占據
升學的有利位置，參加課後補習似乎已成為之間的橋樑，於是在這種升學主義為因，
補習為果的因果邏輯關係下，國中生以「補習」作為主要的「課後活動」的現象也
就成為一種「見怪不怪」的常態。
故本文的「升學加值」係指，未來學童升學是否可加分助益為英語補習價值之
一，乍看之下，升學與補習兩者確實緊緊地扣連在一起，既難分也難解。而破除之
道，恐非三言兩語可以道盡，有待本文來探討。

（四）職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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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職涯（career）」一詞的定義，各專家學者所持之觀點角度各有不同。根據
牛津辭典的解釋，
「職涯」原有「道路」
（road, path and way）的意思，引申為人或事
物所經過的途徑，或個人一生的進展途徑，它強調的是長程的、整體的概念，意指
個人數十年的生命中，如何成長、如何經歷、如何發展的過程（邱美華，1997；張
德聰，2003）。
林宜怡（2001）以管理學院的大學畢業生為研究對象，探討組織職涯發展的程
度對工作態度的影響，研究結果為個人的職涯規劃有自我認知、了解自己未來的發
展、瞭解組織發展的機會等三個面向。宋廣英（2008）認為學生在學期間可利用校
內外資源，透過學校相關職涯輔導單位，獲得實務學習機會，增進工作經驗，瞭解
職場運作方式，並透過職涯諮詢，除了瞭解自己的興趣，不僅有助於規劃未來發展，
亦能從實務面的體驗學習，進而檢視自己就業的競爭力、儘速適應及融入職場。
張俊賢（2010）研究發現性別、畢業學門及學業成績，皆顯著地影響著碩士生
所知覺職場能力的表現，且在未來的職業選擇上呈現顯著的差異，而不同職業選擇
對碩士生所知覺職場能力表現亦有顯著差異。張琳惟（2012）指出，大專院校以上
及在學生參與暑期社區工讀計畫的職場體驗機會，有助青年早日尋找未來職業生涯
的目標及方向，可提升未來進入職場的競爭力，並提早認識多元化的職業選擇與準
備。張文齡（2013）指出，公立科技大學應外系學生其生涯自我效能與職涯發展能
力高於私立學生的認知，且有相關工讀經驗、社團經驗之學生，其生涯自我效能與
職涯發展亦明顯高於無工讀者或無參與者。
綜合上述，有關職涯發展的相關研究說明個人對生涯自我效能與職涯發展能力
的計畫與過程，可進一步增進個人本身之專業知識、技術專長等為自我實現而發展
之能力，以及對現在或未來將在職場上的規劃與歷程，對個人的職涯抉擇與 生涯發
展將產生重大的影響。本研究探討的「職涯發展」係指透過英語補習的課程，增進
自己的英語能力，且有助於未來職場生涯的發展為何。

三、小結
基於「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心態，有能力的家長紛紛將學童送到美語班或
一般語文補習班加強英語學習，這個趨勢近年來更是蔚為風潮。家長與孩子期盼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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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補習班加強英語學習，有了動機，加上積極的學習態度，對英語補習滿意，只
希望日後在求學過程當中，不僅提升了英語興趣，同時也將成效表現，以及對未來
的升學考試有加分的幫助，或是在工作職場能有競爭力。

肆、英語補習之相關研究
一、影響學童參與英語補習因素
過去教育當局為了減輕學生的升學壓力，促進教學正常化，防止惡補，不斷的
提出一些改革方案，這些方案包括淺化聯考命題、精簡課程、校內課業輔導，使學
生不用去補習班，一直到多元入學方案成立等，其目的都在降低學生的升學壓力，
但是由於自古以來，科舉考試制度出人頭地的信念早已深植人心，士大夫觀念的傳
統，因此效果有限，升學壓力仍然存在，補習班也持續存在，更沒有因少子化而遞
減。
以下就與本文相關之研究者所提出之意見，將影響學童參與英語補習之因素區
分為個人因素、家長因素、同儕因素、教學因素以及社會因素等方面進行研究討論，
則發現家長因素為最，呈現於表 4-1。
表 4-1
學童參與英語補習因素相關研究
學生因素
于 吉 蘭
（2005）



家長因素

同儕因素

教學因素



林 生 傳
（1978）



孫 國 華
（1993）
張 志 雄
（2002）

社會因素








柴 素 靜
（2007）


（續表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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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上頁）
陳 怡 秀



（2006）
陳 美 吟
（2010）
曹 素 香
（1993）






游 福 生
（1995）



黃 光 國
（1981）





黃 慧 真
（1981）





楊
瑩
（1991）
詹 餘 靜
（2004）
























蔡 忠 武
（2008）
趙 秋 玲
（2009）
蔡 惠 娟
（2006）
羅 梅 香
（2007）
羅 琪 季
（2007）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自行整理

(一)學生因素
在臺灣長久以來的升學主義下，大部分學童學習英語主要目標，就是上國中後
英語能力比別人好，未來可以順利考上好學校。學生參加英語補習的內在動機動機
多為升學需要、怕跟不上別人、課業準備、英語成績不理想等，以提升自我能力；
外在動機為同學介紹、補充教材多、重點整理、可接近異性、光宗耀祖等，則以順
應父母要求為最。

(二)家長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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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關心子女的教育，對子女的英語學習方面有高度的期盼，家長本身社經地
位及教育程度亦為重要因素。綜合研究者之研究，歸納以下四點：（1）家長沒有時
間或能力輔導兒童課業；
（2）望子女成龍成鳳的心態；
（3）擔心子女的課業太艱難；
（4）家長的教育程度愈高，補習才藝機率愈高。

(三)同儕因素
學童容易受到同儕團體的影響，參加校外補習會跟隨潮流，獲得心理上的安全
感；同儕之間相互比較的不服輸心理或群體壓力，出現「你去補，我也要補」的想
法，因而產生補習行為的傳染性及盲從性。

(四)教學因素
補習是根源於學校英語教育的不足，學校教育無法滿足學童的需求，如教材中
例題太少、說明不夠清晰、課程難度加深、教學良莠不齊、學習時數有限而導致學
習結果不佳等，或是學校不能提供相關資源，所以求助於補習班。研究指出學童在
學校無法吸收教師所提供的教學內容、家長認為學校的教學內容太淺顯，此外，補
習班引進外籍教師上課也是因素之一。

(五)社會因素
臺灣社會中普遍存在著「唯有讀書高」的傳統價值觀念，導致盲目的升學導向
而依賴補習以提高學習成就。由於推動十二年國教，學生免試升學，但政策未明確
化，實施成效尚未明朗之下，家長不敢貿然跳脫藉由補習增加競爭力的方式。臺灣
亦掀起一陣「全民英檢」風，許多公民營機構和學校單位將全民英檢納入重要聘用、
升遷及升學的依據，可見英語能力的好醒養到升學或是未來職涯發展的重要因素。
當前實施十二年國教強調多元價值的啟發下，國小教學目標朝多元學習，因應未來
與國際接軌，延伸至國際教育，英語能力的培養與重要性，英語補習的存在似乎有
必要性。

二、英語補習的影響及其他特徵
由於補習此類校外課輔的補充學習在全世界日益興盛，並得到學界的關注。而
國中小學學生英語補習的研究多注重於探討補習與學習態度或學習成就的關係。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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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累積不少的研究成果，研究者將相關研究進行整理，可以歸納分析如下：

(一)研究對象
依據本文主題，經過研究者尋找相關資料後，均聚焦在國小教育階段；發現關
於英語補習的研究或是與英語學習態度、英語學習成就相關的研究者眾多，其中研
究多以國小高年級學童為主要對象，對於以低、中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甚少。

(二)研究方法與工具
關於英語學習態度與英語學習成就的研究方法大多以問卷調查法為主，少數輔
以性質訪談以便作進一步的瞭解。研究工具除了「英語補習經驗問卷」
，各研究者依
據其研究主題，使用自編問卷或採取其他研究者的發現改編的各式「英語學習態度
問卷」。

(三)主要研究發現
英語補習在英語學習態度的研究中，因研究的變項不同，而有所不同的研究結
果，發現與英語學習態度、學習成就有關的因素如以下幾點：
(1)性別：研究均顯示「不同性別」在英語學習態度及學習成就均有顯著差異，
不論在學校或校外英語補習，女生在傳統上被賦予乖巧聽話的形象，在課堂上容易
表現出較專心並配合老師教學的態度。因此，女生的英語學習態度及學習成就明顯
優於男生。
(2)家長的社經地位與其教育程度：多數研究指出學童的家庭社經地位高或是學歷高
者，對孩子的學業要求也比較高，且較關心學童於課堂上的表現，對英語學習態度
也表現得比較正向，學習成就也較優；社經地位較差者，其學習資源有限，因而無
法應付英語評量，導致學習成效不佳而對學習英語失去興趣，如此一來，其英語學
習態度容易受到影響。
(3)補習英語的年數：研究指出學習英語經驗多寡與英語學習有顯著差異，早學習英
語的學童，對英語較有些許認知，較不恐懼，其英語學習態度與學習成就較佳；但
也有研究發現英語學習年數與補習班的英語學習態度並無相關。
(4)參加英語補習的動機：依據本研究者的文獻整理，參加校外英語補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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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

對學校英語學習的態度與學習成就有顯著相關，發現英語補習的動機若以因應父母
要求，其英語學習態度及學習成就明顯比自願參加英語補習差。

三、小結
「補習」是指正式學校教育以外，私人自己花費進行補充、補救或為升學所進
行的課後學習。目前國內裡用調查資料研究學生補習或類似補習行為對英語學習態
度或英語學習成就的相關研究已有不少。根據本節的文獻整理與分析，發現英語補
習經驗與此兩者呈現顯著關係，尤其是國小英語補習的研究多注重於探討補習與學
習態度或學習成就的關係。雖然在許多研究都是比較補習與不補習之間的成就差異，
然而補習的效果並非完全以補習「量」 取勝，還需要考慮補習「質」的差異。

伍、結論與建議
本文探討父母對英語補習期望與價值之相關，根據文獻研究分析結果之發現，
整理結論並提供教育實務以及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 結論
(一)

父母教育程度影響教育期望，對補習有直接影響
父母親的教育程度影響了父母教育期望，父母教育程度愈高，其孩子受到父母

未來學歷越高，控制父母期望後，對補習有直接影響，父母教育程度愈高，參與補
習越多。

(二)

家庭收入影響父母教育期望，對補習有直接影響

家庭收入對父母教育期望有影響，家庭收入愈高，父母未來學歷期望愈高，家
聽收入直接支持孩子參與補習費用，因此對補習造成影響，家庭收入愈高，孩子補
習愈多。

(三)

孩子參與補習主要受到父母要求與期望為主

從父母教育期望與自我教育抱負對補習之影響來看，比較父母教育期望以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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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抱負對本人參與補習之影響，在學業抱負和學歷抱負上，父母期望兩者對補習之
影響達到顯著，而自我抱負
(四)英語補習價值四層面
從文獻相關研究發現，大部分提到補習經驗的優點，如反覆練習、解題技巧、
補充課外內容等，吸引許多家長、學童蜂擁而至；然而，仍有其缺點存在，如師資
良莠不齊影響學習效果、管理鬆散約束不易、菁英教學易造成排擠效應、在學校上
課變得不專心、補習是萬靈丹的錯誤觀念、增加課業壓力，蠟燭兩頭燒，造成時間
擠壓效應、學生失去主動學習的動機等等。目前臺灣研究英語補習教育是以「學習」
方面相關居多，比較少討論的是英語補習後的價值，不僅有學習方面的價值，在平
日培養興趣提升的價值、表現成效的價值、升學加分的價值或是未來在職場與生涯
的發展之價值。

二、

建議

(一)

多了解父母需求

根據文獻相關研究發現，學生參與補習之因素除了家庭與父母的社會經濟背景
之外，主要受到父母期望之影響:父母對孩子要求越多、期望越高，孩子參與補習機
會越高、項目越多，顯示學生之所以參與補習，主要受到父母的要求或安排。因此
以補習班的立場來看，行政或招生部門可多了解學生父母及家庭狀況，招生與宣傳
應針對有能力提供孩子補習的家庭，從父母下手，讓父母了解考試成績與升學的重
要性，強調補習帶來的價值，進一步使其對孩子有所期望即要求，安排孩子或使其
自願進補習班學習；學校教育方面，應了解學生家庭背景以及父母狀況，若學生來
自無法提供參與補習之家庭，教師應主動介入關懷，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況，或進一
步安排額外的加強或補救教學。此外，更應進一步討論，父母除了送孩子進補習班
外，是否在課後能共同關心孩子課業情形，或參加其他補習之外的學習活動。

(二)

多尊重孩子的意願

由於父母教育期望對於孩子參與補習的影響大，父母要求與安排的影響比學生
自己的意願還大，因次為父母者或教師者應多尊重學生的意願，了解孩子在課業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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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上的需要，是否真的想要去補習學習，還是全然只是接受府母的安排；父母繳
了學費，孩子下課後辛苦趕至補習上課，若孩子並非出自自願而參與補習，在補習
班大混摸魚結交朋友，不僅使孩子本身痛苦，還造成補習班教學和管理上的困擾，
更失去父母送孩子去補習的苦心與美意。

(三)了解學童參與英語補習之動機
從分析高年級學童參加英語補習動機中瞭解學童的內在與外在動機，進而從校
內英語課堂中掌握學童的學習動態，如有學習英語過程中遇到問題可以從中輔導，
及早關懷及補救以免其學習熱忱慢慢消失。父母應適時地與學童溝通，根據實際需
求，以決定是否參加英語補習，當孩子可以認同英語補習，對於其學習行為才會有
正向的助益。再者，通常學習動力來自於學習興趣，父母不應該只是被動地將學童
送到英語補習，應多了解學童的學習狀況以及營造適合的學習環境，才可幫助學童
建立良好的學習行為。

(四)分析補習價值供父母參考
教育政策的改變，家長重視孩子的英語能力，除了校內英語課程，美語補習班
亦成為學校之外最重要的學習場域。英文學習，不僅在學校或補習班內的一週兩次、
一次兩小時而已，學校、家長、學生、補習班四方面，都得共同努力才行，依據學
童之自願、滿意、興趣、成效、升學及職涯各層面來評估，思考著「補習真的幫助
很大嗎？」而不是一味地跟著補習流行趨之若鶩。

(五)激勵教師正視教學成效
學校教育的不足，如課程內容淺顯、題目不多、說明不夠清晰等等，學童無法
由學校教育滿足需要，所以求助於補習班；學校的教育內容無法滿足家長的教育需
求，學校不能提供相關資源，家長可能要求孩子去學習英語或加強輔導，以增強未
來的競爭力，家長便會尋求補習班的課程。面對競爭激烈的補習班，學校英語教師
要正視其教學成效，宜應在教法上力求多元與變化，豐富教學內容，適性教學，強
化英語教學效能。教師在英語課堂上，不再只是傳統印象中的填鴨式教學，像是死
背單字與句型、偏向紙筆、僵硬呆板的測驗而已；部分英語相關的基礎概念，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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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在其他學科領域、生活情境式的教學活動、甚至對未來職場也有加分的作用，
強調英語的實用性價值，提升學童的學習英語的動機。教學者宜以多鼓勵、少批評
的態度來協助學童體驗英語之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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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期 編者的話
銘傳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及教育研究所自 98 學年度創辦《銘傳教育》電子期刊
起，每隔一學年定期出版一期，今年將邁入第八期。本期刊提供師生們在教育學術
的旅程，持續追求自我期勉的機會。感謝師資培育中心及教育研究所的全體師生、
畢業校友之全力支持，使得屬於大家共同耕耘、付出與成長的學習園地，可繼續與
大家相互見面。
本期刊於規劃設計之始，內容的構思即涵括「教育活動資訊」與「教育學術資
訊」兩大部分。其中「教育學術資訊」，包括教育新知論壇(師生、校友投稿之文
章)及其他足以激勵、導引及提升教師敎學與學生學習品質之相關文稿。為提高品
質，教育學術資訊須經校外 2 位委員審查同意後刊載。也因本期刊論文品質及研究
方法皆具一定之水準，獲得遠流集團智慧藏公司之「TAO 台灣學術線上」(Taiwan
Academic Online)知識庫合作邀約，已與本期刊進行合作計畫，將本期刊之文章透
過「TAO 台灣學術線上」資料庫之電子全文服務與整合查詢服務的知識庫平台，藉
由資訊科技的傳播達到與世界接軌之目標。
本期適逢校慶 60 週年，除了普校同慶一甲子的辦學成效與育才果實，刊載的
論文共計 10 篇，較前七期都多，感謝所有論文作者研究成果的精闢闡述。沈家綺
所友之《國中生復原力量表之研究》旨在根據前人研究的基礎下，編製一份具有
信、效度且適用於台灣本土的「國中生復原力量表」，所蒐集與整理之文獻資料符
合研究主題，文筆流暢易讀。新北市重慶國小陳建明主任之《新北市國民小學教師
知覺校長空間領導》，旨在將變項設定為校長空間領導與學校創新經營，作者將校
長空間領導與學校創新經營加以建構定義，對政府落實推動校園創新教育的同時，
本文甚具參考價值。黃拓遠所友所撰《大學生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媒體素養與批判
思考》旨在探討大學生社群網站使用動機、媒體素養與批判思考這三個變項的關
係，研究議題及結果以 SEM 反映出當前 e 世代學生社群網站使用、媒體素養與批判
思考間的關聯性，具創新性與實務應用價值，值得鼓勵。新北市鳳鳴國中張乃心老
師發表《F 國中推動閱讀教育之研究》旨在透過 F 國中推動閱讀教育之情形，探討
F 國中在推動閱讀教育過程中遇到的困境，進而提出改進策略與建議，內容豐富，
論述甚具邏輯，值得鼓勵。金門在職專班的吳佩芬所友之《公立教保服務人員工作
壓力對職業倦怠之影響》旨在了解金門縣教保人員工作壓力與職業倦怠之關係，所
獲結果對金門縣教育機關實際作為及當地教保員自我省思及成長上，頗具價值。桃
園市大有國中蔡洺岑老師之《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團員工作價值觀與組織承諾關
係之研究》旨在探究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團員工作價值觀，結果略以國民教育輔
導團團員必須以專業知能提供課程變革，擔任推動諮詢的角色，此研究兼顧質量化
方法，具深度價值。桃園市龍潭國中詹淑珍老師發表《國中女生閱讀唯美言情小說
與其愛情態度之研究修正版》旨在探討國中女生閱讀唯美言情小說及其愛情態度。
對於大時代的環境變遷，當前老師傾向於鼓勵學生閱讀勵志書、文學名著或科普讀
物，國中生在今日多媒體與手機的普及化中成長之下，以數據佐證研究背景，更強
化檢視國中女生閱讀言情小說的比率及在認知真實上的現況。金門縣卓環國小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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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老師《金門縣國民小學高年級學生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況與接納態度之研究》
旨在探討金門縣國民小學高年級學生認同資源班學生學習情況與接納態度，提出對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國民小學就資源班學生學習之建議，能讓讀者瞭解做這個研究
主題的原因與目的。桃園市大成國中曾怡菁老師之《國民教育輔導團對教師專業成
長之影響》旨在以國民教育輔導團對教師專業成長之影響為研究主題，針對目前各
縣市的國教輔導團的運作與組織規劃，國民教育輔導團由教師組成，應是最容易也
最直接可以在基層進行專業對話及能力提升的單位，所以，此研究對於教育發展趨
勢及教師專業成長有其深切意義。陳怡君所友之《父母期望對英語補習及其價值之
探究》將英語補習價值分為興趣提升、成效展現、升學加值、職涯發展等四個層
面，探究父母讓小孩參加補習英語之價值為何?在十二年國教的環境下，甚具參考
價值。
教育研究論文，是研究者在理論與實務激盪下的智慧結晶，透過論文嚴謹研究
的程序，傳道教育的理論驗證，解惑教育的實務素養，讓在教育現場工作者面對
「教育情境的刺激」，找尋「教育模式的策略」，在教育平台的一隅--《銘傳教育電
子期刊》第八期，獲得教育理論與實務的創意性啟發，使您我之學術研究與推廣日
益思考及成長，藉此以文會友、產生群聚效應，發揮學術研究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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