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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圖 3.1.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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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本位之作法 

1. 教師自主，由下而上 
2. 校長領導，由上而下 

政府推動之作法 

1. 政府推動，彈性支持 
2. 政府推動，要求規範 

「學習的組織文化」 

教師知覺到校園內 
1.知識分享與流通 
2.經營管理者支持 
3.深度對談 
4.知識社群 
5.共享價值 
6.合作 

教師的「學習動機」 

1.學習精熟取向 
2.趨向表現取向 
3.迴避表現取向 

教師的「教學動機」 

1.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 
2.教學的福樂經驗 

教師「教學創新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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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探討教師對專業發展的態度，並探討「教與學相關因素」

以及「學習的組織文化」與教師對「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態度的影響。其中

各變項的意涵如下： 

 

 

一、教師的「學習動機」 

 

動機是行為的起點，不同的動機會導致不同的行為。本研究依據 Elliot 與

Harackiewicwz（1996）的理論，將成就目標分為：「學習精熟取向」、「趨向表現

取向」、及「迴避表現取向」等三種不同的取向，教師追求的成就目標不同會影

教師傾向以不同的方式學習。以「學習精熟取向」為目標的人，面臨未卜的情境

時，傾向於選擇較難的工作，如此成功可以得到更大的成就感，即使失敗仍能從

中學到知識與能力；至於「趨向表現取向」及「迴避表現取向」的教師，所追求

的並非真正的成功，而是在意別人對自己的觀感。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的工作

需要教師大量的時間及精力的投入，也沒有一種特定的型式，因此不同的學習動

機可能會影響到教師對不同形式教師專業發展活動的態度。 

 

 

二、教師的「教學動機」 

 

動機一般可分為外在動機及內在動機，內在動機往往是影響個體積極投入某

一活動的關鍵。在教學活動中，教師若是發自內在的喜歡，才能樂在工作、有多

的投入、不斷的學習及嘗試不同的教學方式，能面對來自工作上的挑戰，並能從

工作中得到福樂（flow）的經驗感受。此外，教師對教學有更多的熱愛，則會表

現出對專業的認同及承諾，進而主動追求專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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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的「教學創新行為」 

 

教學本身即為一種具有創造性的工作，教師需對各樣的學生及不同學生的學

習方式提供各種的教學法並設計不同的教學內容，因此本研究將教師的創新教學

行為表現視為專業發展態度的影響因素。亦有研究指出師教學創新行為愈多，其

關注教學的修正改進、落實合作，以及知覺教師色任務的程度愈高，這類的教師

較傾向參加教師專業組織以追求更多的專業發展機會。此外，學校本位教師專業

發展本身即是一個發揮創意的過程，因此傾向表現教學創新行為的教師應更能認

同這樣的專業發展模式。 

 

 

四、教師知覺到「學習的組織文化」 

 

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強調以學校為中心及校內教師的合作學習，因此，學

校若具有學習的組織文化，則有助於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的的進行。學習的組

織文化形成來自於校長和教職員間的交流及互動所產生的共同價值觀及信念，而

組織文化也會影響校內個體的行為及態度，因此教師若知覺到學校有學習的「共

享價值」、良好的「知識分享」與「合作」、和「經營管理的支持」、並有「深度

對談」的空間和「知識社群」的建立，則更能促進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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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設 
  

  

依文獻探討的結果，本研究假設「教師的「教與學相關因素」」、「學校環境

因素」與「教師專業發展」的關係如下： 

 

 

一、教師的「學習動機」與教師對「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

的態度之關係 

 

1. 「學習精熟取向」程度愈高的教師對「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的認同

程度愈高。 

2. 「趨向表現取向」程度愈高的教師對「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的認同

程度愈高，但關聯程度不及「學習精熟取向」的教師。 

3. 「迴避表現取向」的教師與其對「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的認同程度

間沒有明顯相關。 

 

 

二、教師的「教學動機」與教師對「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

的態度之關係 

 

1. 教師「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的程度愈高，愈能認同「學校本位教師專

業發展」。 

2. 教師「教學福樂經驗」的程度愈高，愈能認同「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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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的「教學創新行為」與教師對「學校本位教師專業

發展」的態度之關係 

 

1. 教師有愈多的「教學創新行為」，愈能認同「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態

度」。 

 

 

四、教學知覺到校園「學習的組織文化」與教師對「學校本

位教師專業發展」的態度之關係 

   

1. 教師知覺到校園內「知識分享與流通」的組織文化程度愈高，對「學校

本位教師專業發展」的認同程度愈高。 

2. 教師知覺到校園內「經營管理支持」的組織文化程度愈高，對「學校本

位教師專業發展」的認同程度愈高。 

3. 教師知覺到校園內「深度對談」的組織文化程度愈高，對「學校本位教

師專業發展」的認同程度愈高。 

4. 教師知覺到校園內「知識社群」的組織文化程度愈高，對「學校本位教

師專業發展」的認同程度愈高。 

5. 教師知覺到校園內「共享價值」的組織文化程度愈高，對「學校本位教

師專業發展」的認同程度愈高。 

6. 教師知覺到校園內「合作」的組織文化程度愈高，對「學校本位教師專

業發展」的認同程度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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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師的「學習動機」、「教學動機」、「教學創新行為」、「學

習的組織文化」與教師對「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的

態度之關係 

 

1. 教師為「學習精熟取向」、具有愈高的「教學動機」、表現愈多的「創新

行為」、知覺到的「學習的組織文化」程度愈高，則愈能認同「學校本位

教師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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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包含兩組樣本，一組為一般學校合格的中小學教師（以下

稱「一般教師」），另一組為教育部辦理「標竿 100-九年一貫推手」活動中，評選

表揚的教師團隊成員。 

 

「標竿 100－九年一貫推手」是由教育部九年一貫課程推動小組主辦活動，

旨在表揚辦理備九年一貫課程出色之學校、師團隊、教師、社區團隊，精神與美

國專業發展楷模獎相似，唯焦點在於執行九年一貫成效。表揚的內涵大致如下： 

 

1. 對教師之合作機制，落實可行，有具體成效。 

(1) 學校在排課、討論場所提供、討論行政支援、討論風氣提倡、討論

文化凝塑態度積極，成效卓著。 

(2) 教師團隊對討論有常態機制。 

(3) 教師團隊之討論主題、內容，充分結合學校課程、教學、評量之改

良。 

(4) 教師團隊之合作成果，足堪推廣。 

2. 學校、教師團隊、社區團對學校課程安排（學校課程計畫），能針對本校

特性及學生特別需求發揮。 

3. 教師團隊、社區團隊或教師自行編選之教學單元，足堪及推廣。 

4. 校、教師團隊、社區團隊或教師改良教學評量，有創新表現。 

摘自「標竿 100－九年一貫推手」訪問員研習手冊 

 

由於「標竿 100-九年一貫推手」活動所評選的學校（以下稱「標竿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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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師專業發展的意義上與本研究所界定的「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的內涵相

近，因此本研究藉由比較兩樣本的差異來了解台灣地區實施「學校本位教師專業

發展」的學校是否具有本研究所假設的特徵，並檢驗「標竿學校」教師對「學校

本位教師專業發展」的態度與「一般學校」教師是否有差異。 

   

本研究以便利取樣方式，在「一般教師」組取台北地區二十所、挑園地區十

所、新竹地區十所學校（三地區國中、小各半），每校十位教師進行問卷調查，

計發出問卷 400 份，回收 284 份，回收率 71%。經篩選（單一量表漏答 1/2 以上、

二個以上量表答案完全一致，或其他判斷可能為隨意填答的情形），有效問卷共

252 份，佔總發出問卷數的 63%。「標竿學校」組同樣以便利取樣，取 28 個教師

團隊（包含台北、新竹、台中、南投、嘉義、台南、高雄、花蓮等地區、）進行

問卷調查，計發出問卷 350 份，回收 221 份，回收率 63%。經篩選，有效問卷共

210 份，佔總發出問卷數的 59%。研究對象之人口統計學分佈概況如表 3.1.1。 

 

表 3.3.1 研究對象之人口統計學分佈概況 
標竿學校 一般學校 

性  質 
人數 ％ 人數 ％ 

國中教師 76 36.5 122 48.6 階
段 國小教師 132 63.5 129 51.4 

男 56 27.1 79 31.5 性
別 女 151 72.9 172 68.5 

21-30 68 32.7 62 24.7 

31-40 73 35.1 117 46.6 

41-50 54 26.0 61 24.3 

51-60 12 5.8 10 4.0 

年
齡 

61 以上 1 .5 1 .4 

2 年以下 31 14.9 37 14.9 

2-6 年 49 23.6 51 20.5 

7-12 年 49 23.6 59 23.7 

13-18 年 34 16.3 52 20.9 

教
學
年
資 

19 年以上 45 21.6 50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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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3.3.1 
校長 2 1. 2 .8 

主任 26 12.4 32 12.7 

組長 70 33.3 69 27.4 

行
政
經
歷 

無 108 51.4 146 57.9 

專科 6 2.9 7 2.8 

學士 156 75.0 198 78.9 

碩士 45 21.6 46 18.3 

最
高
學
歷 

博士 1 .5 0 0 

一般大學教育相關科系 11 5.5 27 11.0 

一般大學非教育相關科系 40 19.9 83 33.9 

師範院校教育相關科系 118 58.7 121 49.4 

教
育
背
景 

師範院校非教育相關科系 29 14.4 14 5.7 

尚未實行 58 27.9 110 44.0 

1 年 13 6.3 42 16.8 

2 年 32 15.4 58 23.2 

3 年 59 28.4 18 7.2 

4 年 22 10.6 12 4.8 

5 年 6 2.9 3 1.2 

學
校
本
位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5 年以上 18 8.7 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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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旨在探討教師的「教與學相關因素」及教師知覺到的「學習的組織文

化」與教師對「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的態度之關係。在「教與學相關因素」

方面以教師的「學習動機」、教師的「教學動機」以及教師的「教學創新行為」

為預測變項；在「學習的組織文化」方面以教師知覺到校園「知識分享與流通」、

「經營管理支持」、「深度對談」、「知識社群」、「共享價值」、「合作」等六個因素

為預測變項。為探討教師的「學習動機」，本研究以吳靜吉、林偉文、劉士豪（民

87）所發展的「成就目標量表」為測量工具；探討教師的「教學動機」，以林偉

文（民 91）所發展的「教學內在動機量表」為測量工具；探討教師的「教學創

新行為」，以吳靜吉、陳淑惠、李慧賢、王文中、郭俊賢（民 85）修訂的「教學

創新行為量表」作為測量工具；探討教師知覺到校園「學習的組織文化」，以林

偉文（民 91）所發展的「學習的組織文化量表」作為測量工具。而本研究效標

變項的測量，則以研究者自編之「教師專業發展態度問卷」作為評量的依據。以

下分別就各量表的內容及測量結果進行描述。 

 

 

一、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態度問卷 

   

 （一）專業發展的作法描述 

 

基於「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是教師為提升學生學習成及學校的發展需

求，透過合作而從事計畫性的專業長活動，在性質上，似乎難就個別的特徵描

述來完整呈現。因此本研究將其視為一種概念，透過個案的描述來呈現「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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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位教師專業發展」的運作方式，以作為受試教師判斷的依據。 

 

根據文獻評閱結果，本研究將教師的專業發展分為「學校本位－政府推動」

以及「主動發展－被動要求」二個向度，再根據二向度區分四種不同形式的作

法。除了「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之外，本研究亦將「政府推動」的教師專

業發展的作法納入分析以比較說明，因此，針對四種作法的特色分別撰寫成四

篇關於教師專業發展的個案描述，包含「學校本位」及「政府推動」的作法各

二種。從教師主動參與及教師被動接受二個角度來看教師的專業發展，將學校

為本位的教師專業發展作法分為「教師自主，由下而上方式」（作法一）和「校

長領導，由上而下方式」（作法二）二種；在政府主導的作法上則分為「政府

推動，彈性支持」（作法三）與「政府推動，要求規範」（作法四）。 

 

1. 「教師自主，由下而上」：本作法的描述以美國「教師專業發展楷模獎」

得獎學校的經驗為藍本編寫而成。強調的特色在於教師專業發展的運作

是來自於教師的共識蘊釀而成，針對教師本身的需求運用多元的方式進

行專業發展，並以多元的方式來評鑑成效，最後再將執行的成果發表分

享。參與者是所有教師，責任也是由教師承擔，由下而上來推動。描述

內容如下： 

 

青山國中（國小）的教師自發性的組織了教師專業發展團隊，主動與校長、

學校行政人員溝通尋求相關資源及行政上的支持，並尋求校外專家學者的參與及

提供建議。教師們在許多次的對話討論後，逐漸形成共識並建立學校發展的目

標，以此目標，針對教師不同的專長及能力，設計專業發展的方案。方案中規劃

了各種不同形式的作法。在方案執行的過程中，每一位教師都負責一部份的工作

或參與行動研究，而每一位教師也都有相同的發言權利。方案執行的過程中運用

了多元的評鑑方式以了解教師的學習情形，及適時的改進方案。教師們平日會定

期聚會討論，分享彼此的學習心得，同時也會在方案進行到一個階段時，做成完

整的活動記錄並發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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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校長領導，由上而下」：本作法以台灣地區從事學校本位發展表現卓著

的學校經驗為藍本（如柑園國中、花師附小等以及部份的九年一貫試辦

學校），強調以學校為辦理專業發展的場所，由少數團體或教師進行決

策，校長在這種作法中是主要的推動者。描述內容如下： 

 

綠水國中（國小）的校長著手規劃教師專業發展的方案，首先要求教務處針

對教師對專業發展的需求進行評估及調查，在了解需求後，邀集各科教學討論會

的召集人和各處室主任討論訂定專業發展的目標，並規劃教師的專業發展活動。

最後各處室分工合作，規劃出一系列的教師專業發展活動。學校為教師設計了各

式各樣的活動內容，並徵求有意願的教師協助辦理。所有的活動都有明確的時間

表，校方並會針對學校的課程進度和內容做了部份的調整，讓所有教師都有充份

的時間來參與學校所辦的活動。教師的參與出於自願，可視興趣參與不同的活

動，但是每個學期必須參與一定次數的活動。在活動結束後，學校會調查教師意

見供學校參考，學校在活動結束也會核發研習條，作為參與活動的證明。  

 

 

3. 「政府推動，彈性支持」：本作法為政府推動的方式之一，主要精神在於

政府提供多元的機會以支持、鼓勵等方式來推動教師的專業發展，類似

於我國目前教師專業發展相關法規中所設計的教師專業發展方式。描述

內容如下： 

 

政府提供教師有更多的機會及更多元的選擇，開放各學術單位辦理各項專業

發展活動（例如：教師研習中心、各大專校院相關系所或中心，包括師範校院等）。

研習的方式由辦理的機構規劃決定，研習的內容包括輔導、行政、班級經營及各

科專門知能等不同課程，教師可以依自己的需求及喜好自由選擇。為了讓教師有

更充裕的時間參與，政府規劃讓教師每週有一個半天的時間可以自由運用，並為

參與專業發展的教師安排代課老師。活動期間，由辦理機構進行考核，活動結束

後，及格的教師都會領到研習條或是獲得學分證書以作為專業發展活動的參與證

明。 
 
 

4. 「府推動，要求規範」：本作法政府推動的方式之一，依據英、美等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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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專業發展的趨勢－為教師設立標準及規範。在這個作法中，政府雖然

為教師提供多元選擇，但也為教師設立了標準，教師參與專業發展需滿

足特定的要求，而對專業發展的參與同時也是教師升等考核的依據。描

述的內容如下： 

 

政府鼓勵教師參與專業發展的活動，開放各學術單位辦理各項專業發展活動

（例如：教師研習中心、各大專校院相關系所或中心，包括師範校院等）。研習

的方式由辦理的機構規劃決定，學習的內容包括輔導、行政、班級經營及各科專

門知能等不同課程，教師可以依自己的需求及喜好自由選擇，但政府也為各類教

師訂定了一套專業的標準（包括每年至少須參與一定時數的專業發展活動，或是

某些特定內容的學習）。活動期間，由辦理機構進行考核，活動結束後，及格的

教師都會領到研習條或是獲得學分證書以作為專業發展活動的參與證明，對於表

現良好的教師，辦理機構及校方會加以表揚，而參與活動的次數和活動中的考核

成果，也會列為晉升的參考標準。 

 

 

 （二）問卷題項 

 

   在量表的題項方面，每種作法均以相同的八道題來檢視受試教師態度，四

種作法合計 32 題。第一題至第四題內容為 Hassel（1999）在所撰寫的 Learning 

Form the Best 中所提及良好教師專業發展應包含的目標，題項的目的在於檢驗

教師認為該作法是否能達成專業發展的目標；第五題及第六題目的在於檢驗教

師認為該專業發展作法是否有實施的可能性；第七題則目的在於了解教師知覺

到該作法是否會造诈教師的壓力；最後一題目的前在於檢驗該作法是否為教師

認定的會受到「追求成長」的教師所樂於參與。題項以四點計分,從非常不同

意「1」、不同意「2」、同意「3」到非常同意「4」，如表 3.4.1。 

  

   除此之外，本研究亦在問卷之末，加入教師對四種作法的偏好順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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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必需在四種作法中選擇，以了解教師對四種作法的偏好，並比較偏好與認

同之間的關係，並驗證本研究所歸納的教師專業發展向度。 

 

表 3.4.1 教師對「教師專業發展的態度」量表題項 
題

項 
題目：我覺得這種作法 

1. 對學生的學習有幫助 

2. 能促進教師的效能 

3. 能促進教師的持續學習 

4. 能增進教師的智識及領導能力 

5. 適合在本校實施 

6. 適合在壹灣實施 

7. 會為教師帶來很大壓力 

8. 受「追求成長」教師的歡迎 

 

 

 （三）問卷題項的因素分析 

   

將受試教師在問卷上的反應結果以主軸法進行因素分析，從「教師自主，由

下而上」作法的八個題項中可得到二個特徵值大於 1 的因素，可解釋的變異量為

64.42％，第一因素計有第 1、2、3、4、8 等五個題項；第二個因為第 5、6 題項。

然而題項 7 並不屬於上述二個因素，此單一題項特徵值雖然未達到 1，但是非常

接近（.98），而且在加入第三個因素後，可解釋的變異量則增加為 76.68％。 

 

將「校長領導，由上而下」、「政府推動，彈性支持」以及「政府推動，要求

規範」三種等作法的結果，分別以同樣方式進行因素分析，均得到相似的結果（可

解釋的變異量分別為 78.35%、79.92%、82.05%），顯示四種作法可反映出相同的

結構，因此研究者後續均以三個因素來進行分析，並將第 1、2、3、4、8 題命名

為「有效性」因素、第 5、6 題命名為「可行性」因素、及第 7 題為「壓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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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因素之間表現出良好的內部一致性，就「有效性」及「可行性」二因素，「教

師自主，由下而上」作法之 Cronbach α分別為.88 及.82；「校長領導，由上而下」

作法的之 Cronbach α分別為.90 及.81；「政府推動，彈性支持」作法的之 Cronbach 

α均為.90；「政府推動，要求規範」作法的之 Cronbach α分別為.91 及. 90，分析

結果如表 3.4.2。 

 

表 3.4.2「教師對專業發展態度」題項分析摘要表 
教師自主

由下而上

校長領導

由上而下

政府推動 

彈性支持 

政府推動 

要求規範 
因素 

題

號 
題目 

因素負

荷量
α

因素負

荷量
α

因素負

荷量
α 

因素負

荷量 
α 

2 能促進教師的效能 .869 .847 .871 .848 

3 能促進教師持續的學習 .857 .854 .835 .880 

4 能增進教師的智識及領導能力 .857 .846 .858 .848 

1 對學生的學習有幫助 .782 .799 .783 .814 

有效性 

8 受「追求成長」教師的歡迎 .643

.88

.711

.90

.688

.90 

.673 

.91

6 適合在臺灣實施 .888 .874 .891 .861 
可行性 

5 適合在本校實施 .904
.82

.872
.81

.900
.90 

.883 
.90

壓力 7 會為教師帶來很大壓力 .993  .991  .997  .993  

 

 

二、教師的「學習動機」 

 

Elliot 與 Harackiewicwz（1996）結合古典動機理論與 Deweck、Nicholls 的學

習／表現動機理論而提出三種成就目標：「精熟目標」（mastry goal）、「趨向表現

目標」（performance-approach goal）「及迴避表現目標」（achievement goal items），

吳靜吉、林偉文、劉士豪（民 87）依據其理論發展「成就目標量表」（achievement 

goal item），並以本地的學生為樣本，修訂而成「成就目標量表」。以台灣地區學

生進行施測的結果，具有良好的信、效度，Cronbach α 分別為.91、.8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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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目標量表」原為檢驗學生的學習動機，以七點計分，從非常不符合

「1」、大致上不符合「2」、有些不符合「3」、有些符合到/有些不符合「4」、有

些符合「5」、大致符合「6」到非常符合「7」，題項如表 3.4.3 所示。本研究以此

量表作為教師學習動機的檢驗工具。 

 

表 3.4.3 教師的「學習動機」量表題項 
題

項 
因

素 
題目 

1. 我希望上課讀書能幫助我學到廣博又深入的知識 

2. 我想要完全精通上課所教的內容 

3. 我比較喜歡有挑戰性的上課內容，以便讓我學到新的東西  

4. 我比較喜歡能夠引起我好奇的上課內容，即使這些內容不容易學 

5. 我希望透過上課讀書盡量多學習 

6. 

學
習
精
熟
取
向 

儘可能徹底了解上課的內容對我是重要的 

7. 我上課讀書的目標是得到比大部分同學好的成績 

8. 我想在班上有好表現，讓家人、朋友、師長等等知道我的能力 

9. 因為想要表現得比同學好而激勵我努力 

10. 對我來說，功課表現比別人好是重要的 

11. 我想要表現比班上同學更好的能力 

12. 

趨
向
表
現
取
向 

表現得比班上同學好，對我是重要的 

13. 我擔心自己可能在功課上得到不好的成績 

14. 我經常想：「如果我在功課上表現得很差功該怎麼辦？」 

15. 害怕在功課上表現差功常是激勵我努力的動機 

16. 在功課方面，我只想避免得不到好的成績 

17. 我擔心如果我問老師的是「笨」問題，他們會不會因此認為我不是很聰明的

18. 

迴
避
表
現
取
向 

我但願學校沒有成績的評量 

 

正式施測結果，本研究以最大可能性法（maximum likelihood），斜交轉軸進

行驗證性因素分析亦可得三個特徵值大於 1 的因素，符合量表驗證的因素結構，

可解釋的變異量為 63.710％。其中「學習精熟取向」題項的 Cronbach α=.90；「趨

向表現取向」題項的 Cronbach α=.95；「迴避表現取向」題項的 Cronbach α=.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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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的「教學動機」 

 

林偉文（民 91）根據 Csikszentmihalyi(1994,1996)的福樂理論（flow theory）、

Cheng（2001）的創意教學動機量表（Motives in creative Teaching）與楊智先（民

87）的「專注力量表」、Amabile(1994)的工作偏好量表（Work Preference Iventory, 

WPI）之「接受新挑戰」（劉曉雯,1998），與人格理論「Big Five」中的「開放性」

（openness）所編制之「創意生活態度」量表，編製了「教學內在動機量表」。 

 

量表以五點計分，從非常不符合「1」、不符合「2」、還算符合「3」、符合「4」

到非常符合「5」，包含「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及「教學福樂經驗」二個不同的

因素，本研究使用此量表的二個因素作為教學的內在動機的指標。題項如表

3.4.4。 

 

表 3.4.4 教師的「教學動機」量表題項 
題項 因素 題目 α

1. 我樂於接受對我而言是全新的經驗 

2. 我樂於嘗試解決複雜的問題 

3. 問題越複雜，我越樂於嘗試解決它 

4. 我樂於嘗試各種不同的經驗 

5. 我樂於接受對我而言是全新的工作 

6. 

接受

挑戰

與開

放經

驗 
我喜歡我的生活流滿各種變化與新奇 

.92

7 教學工作讓我覺得很有趣、很投入 

8 教學工作讓我沈浸其中，持久不懈 

9 對教學工作具有很大滿足感 

10 準備教學工作時常讓我癈寢忘食、忘記時間的流逝 

11 對自己的教學領域或科目充滿著熱愛 

12 

教學

福樂

經驗 

教學工作讓我覺很有挑戰性 

.93

 

正式施測結果，以最大可能性法（maximum likelihood），斜交轉軸進行驗證

性因素分析可得二個特徵值大於 1 的因素，符合原量表驗證的因素結構，可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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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變異量為 62.493％。其中「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題項的 Cronbach α=.92、「教

學福樂經驗」題項的 Cronbach α=.93。 

 

 

四、教師創新教學行為： 

 

「創新行為量表」（Innovative Behavior Scale）原為 Scott & Bruce（1994）依

據 Kanter’s（1988）等人對組織中創新行為研究的結果所編製，用以了解組織中

個人的創新行為。原量表共有六個題目，採李克特式（Likert-type）的五點量表

計分，有良好內部一致性係數，經許多學者引用或修訂，也都表現良好的信、效

度（吳靜吉等，1994；劉鶴龍，1996；George & Zhou,2001 2002）。 

 

為測量教師的創新行為，吳靜吉、陳淑惠、李慧賢、王文中、郭俊賢（民

85）根據吳靜吉等（民 85）修訂的「創新行為量表」再次加以修訂成為「教學

創新行為量表」，用來測量學生知覺到的教師創新行為。題項如表 3.4.5，以四點

量表計分從非常不符合「1」、不太符合「2」、還算符合「3」到非常符合「4」。  

 

表 3.4.5 教師的「教學創新行為」量表題項 

題

項 
題目 

α 

1. 我會想出一些新的例子、教學方法、教材等技巧來教學生 

2. 我會想出一些有創意的主意或點子 

3. 我會向別人介紹新的構想並且鼓勵大家嘗試 

4. 整體而言,我是一位有創意的人 

5. 我為了推動新構想,而設計並提出適當的計畫或時間表 

6. 整體而言,我常表現創新的行為 

7. 我會為了實現新的構想或作為,想辦法爭取所需要的資源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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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珈夙（民 86）將此量表修訂為教師自評方式，來瞭解教師對本身教學創

新行為的知覺。修訂的「教學創新行為量表」在信效度上表現良好（Cronbach 

α=.86），而國內幾位學者的檢驗結果也得到不錯的信度，楊智先（民 89）以 669

位中小學教師為樣本進行分析的結果 Cronbach α=.86；林偉文（民 91）以 233 位

教師進行分析，Cronbach α=.91。因此本研究亦以此量表作為檢驗教師教學創新

的工具，施測結果，以主成份法進行因素分析，結果亦顯示僅有單一因素特徵值

大於 1，可解釋的變異量為 54.549％，Cronbach α=.89，較林珈夙（1997）及楊

智先（民 89）所得的結果為高。 

 

 

五、學習的組織文化 

   

林偉文（民，91）探討「關於教師學習的組織文化」，根據組織學習理論、

教師專業成長理論、知識管理理論，並參照詹志禹（2002）「教師追求專業成長

的情形問卷」、Amabile(1996,1997)的 KEY 等量表，編製與教師學有關的組織文

化問卷，以五點計分，從非常不符合「1」、不符合「2」、還算符合「3」、符合「4」

到非常符合「5」，得分愈高者顯示學校有愈佳的學習文化。 

 

經因素分析的結果得到六個因素：「知識分享與流通」、「經營管理者支持」、

「深度對談」、「知識社群」、「共享價值」、「合作」。六個因素及題項如表 3.4.6，

本研究以此量表作為檢驗學校「學習的組織文化」的工具。 

    

正式施測的結果，以最大可能性法（maximum likelihood）、斜交轉軸進行驗

證性因素分析，所得的因素結構大致符合原量表假設的結構，得六個因素，可解

釋的變異量為 65.788%，但有部份題項與原量表略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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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6「學習的組織文化」量表題項 

題項 因素 題目 

1.  在我們學校,老師們會互相分享自己教導某一個觀念或單元的經驗與心得 

2.  在我們學校，老師們會互相分享他們去參加研習、研討會或工作坊的所獲得的新知 

3.  在我們學校，老師們會互相分享有關教學或學習的資源 

4.  在我們學校，老師們會互相分享他們最近讀到或聽到有關教學或教育的新知 

5.  在我們學校，老師們會互相分享他們最近在教學或處理學生問題上籆得的體會。 

6.  在我們學校，老師們會彼此分享在教學上的秘訣 

7.  

知
識
分
享
與
流
通 

在我們學校，老師們會互相交換新的想法 

8.  我們學校會因為要使教師獲得更完整的專業成長時間，而重新調整課表 

9.  在我們學校，如果我要參加研習或專業成長活動，學校會盡力協勵我解決代課的問題

10.  

經
營
管
理

支
持 

我們學校會提供我們參與專業成長上的各種支援 

11.  在我們學校，老師們能以建設性的方式挑戰其他人的想法 

12.  在我們學校，老師願意接受他人質疑自己的看法，並進一步互相對話 

13.  在我們學校，老師們在溝通時能夠互相傾聽彼此所真正要表達的意思 

14.  

深
度
對
談 

全校大部份老師或同仁都能夠坦誠溝通。 

15.  在學校裡，我們有一群死黨，經常互相在一起分享心情與教學心得 

16.  在學校裡，我們有一群老師常聚在一起討論某些感興趣的主題 

17.  本校有運作良好的學習團隊 

18.  

知
識
社
群 在學校裡，我們會組成或參與網路的虛擬社群，針對某一個主題和校內外的老師進行

討論 

19.  我的學校鼓勵教師不斷增進自己，在教學方面有所突破 

20.  在我們學校，老師們願意改變自己既有的思考方式 

21.  在我們學校，老師們追求進步，重視終身學習 

22.  

共
享
價
值 

在我們學校，老師們注重專業成長，時時改進自己的教育工作 

23.  在我們學校，老師們願意和同事合作或協同教學，以促進課程的統整。 

24.  在我們學校，老師們會共同合作發展教學計畫 

25.  

合
作 

在我們學校，老師們會合作解決教學上的問題。 

 

量表第 19 題：「我的學校鼓勵教師不斷增進自己，在教學方面有所突破」在

原量表中為「共享價值」因素，然而本研究的結果顯示該題項在因素組型方面更

接近「經營管理支持」，在該因素上的因素負荷量為.406；第 18 題：「在學校裡，

我們會組成或參與網路的虛擬社群，針對某一個主題和校內外的老師進行討

論」，在原量表中為「知識社群」因素的題項，在本研究分析的結果中顯示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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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深度對談」，且在該因素上的因素負荷量為.409；第 17 題：「本校有運作良

好的學習團隊（如讀書會、教學研討會或行動研究小組等）」在原量表中為「知

識社群」因素的題項，然而本研究的分析結果中，該題項在結構上並不明確，在

各因素上的負荷量偏低（<.30），最接近之因素為「合作」，在該因素上的因素負

荷量為.274。 

 

將各分量表進行內部一致性檢驗，「知識分享與流通」的 Cronbach α=.92，「經

營管理支持」的 Cronbach α=.83，「深度對談」的 Cronbach α=.89，「知識社群」

的 Cronbach α=.76，「共享價值」的 Cronbach α=.87，「合作」的 Cronbach α=.90，

大致與原量素相仿，整體而言仍表現出不錯的信度。統計的結果整理如表 3.4.7。 

 

 

 

表 3.4.7 教師知覺校園「學習的組織文化」量表分析摘要表 

原量表 本研究 

因
素 

題
號 

題目 因素 

負荷量 
α 

因素 

負荷量 
α 

3 
在我們學校，老師們會互相分享有關教學或學習的資源（例

如：展覽、活動、參觀地點、研習、、等） 
.681 .830 

6 在我們學校，老師們會彼此分享在教學上的秘訣 .531 .772 

7 在我們學校，老師們會互相交換新的想法 .526 .724 

2 
在我們學校，老師們會互相分享他們去參加研習、研討會或工

作坊所獲得的新知 
.694 .721 

5 
在我們學校，老師們會互相分享他們最近在教學或處理學生問

題上獲得的體會 
.608 .697 

1 
在我們學校，老師們會互相分享自己教導某一個觀念或單元的

經驗與心得 
.795 .695 

知
識
分
享
與
流
通 

4 
在我們學校，老師們會互相分享他們最近讀到或聽到有關教學

或教育的新知 
.681 

.93 

.659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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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量表 本研究 

因
素 

題
號 

題目 因素 

負荷量 
α 

因素 

負荷量 
α 

12 
在我們學校，老師願意接受他人質疑自己的看法，並進一步互

相對話 
.755 .854 

11 
在我們學校，老師們能以建設性的方式挑戰其他人的想法或觀

點 
.809 .672 

14 全校大部份老師或同仁都能夠坦誠溝通 .584 .637 

深
度
對
談 

13 
在我們學校，老師們在溝通時能夠互相傾聽彼此所真正要表達

的意思 
.516 

.83 

.632 

.89

15 
在學校裡，我們有一群死黨，經常互相在一起分享心情與教學

心得 
.770 .788 

16 在學校裡，我們有一群老師常聚在一起討論某些感興趣的主題 .755 .698 

17 
本校有運作良好的學習團隊（如讀書會、教學研討會或行動研

究小組等） 
.470 <.1 

知
識
社
群 

18 
在學校裡，我們會組成或參與網路的虛擬社群，針對某一個主

題和校內外的老師進行討論 
 

.78 

<.1 

.76

9 
在我們學校，如果我要參加研習或專業成長活動，學校會盡力

協助我解決代課的問題 
.816 .892 

10 
我們學校會提供我們參與專業成長上的各種支援（如經費、請

假等等） 
.785 .840 

經
營
管
理
支
持 

8 
我們學校會因為要使教師獲得更完整的專業成長時間，而重新

調整課表 
.817 

.85 

.456 

.83

19 我的學校鼓勵教師不斷增進自己，在教學方面有所突破 .827 .205 

22 在我們學校，老師們注重專業成長，時時改進自己的教育工作 .541 .779 

21 在我們學校，老師們追求進步，重視「終身學習」 .600 .779 

共
享
價
值 

20 在我們學校，老師們願意改變自己既有的思考方式 .700 

.87 

.522 

.87

24 在我們學校，老師們會共同合作發展教學計畫  .929 

23 
在我們學校，老師們願意和同事合作或協同教學，以促進課程

的統整 
 .786 合

作 

25 在我們學校，老師們會合作解決教學上的問題  

.89 

.678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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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分析 
 

 

為檢驗研究假設的各變項之間的關係，本研究採用以下統計方法對研究結果

進行分析： 

 

一、描述統計：本研究以平均數、標準差、t 考驗等統計方法對研究結果進

行初步的描述，以瞭解各變項的現況以及樣本間的差異。 

 

二、因素分析：為檢驗量表結構，以因素分析來探討本研究所使用的各種

量表，以確立後續分析的有效性。 

 

三、信度分析：檢驗各分量表之信度。 

 

四、變異數分析：探討不同背景教師在預測變項及效標變項上的差異。 

 

五、相關分析：對於本研究的預測變項（「教與學相關因素」、「學習的組織

文化」）與效標變項（教師對「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的態

度」）各因素計算皮爾森（Pearson）積差相關，對於部份名

義變項，則計算其點二系列相關（point-biserial）係數，以

了解變項間的初步關係，並作為後續分析的依據。 

 

六、迴歸分析：檢驗「教與學相關因素」、「學習的組織文化」對教師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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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的態度」的預測力。 

七、典型相關：檢驗「教與學相關因素」、「學習的組織文化」與教師對「學

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的態度」間的整體關係，並探討其潛在

的關聯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