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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章主要目的在於分析受試教師在量表上的反應，並探討變項間的關係。各

節先就問卷施測結果作描述性的統計分析，再根據分析結果說明變項間的關係，

首先是效標變項，即教師對「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的態度，其次為預測變項

（「教與學相關因素」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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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 教師對「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的態度 
 

 

壹、教師在量表上的反應 

 

根據前一章之因素分析結果，本研究後續關於教師對「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

展」的探討中均以「有效性」、「可行性」以及「壓力」三個因素的分數來表示教

師的態度。先就全體樣本進行描述統計分析，再探討「標竿學校」與「一般學校」

教師反應的差異。 

 

 

一、全體教師 

 

量表反應結果顯示，受試教師對四種作法的「有效性」平均分數界於「同

意」以及「非常同意」之間；「可行性」和「壓力」的平均數則界於「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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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同意」之間但傾向「同意」。結果摘要如表 4.1.1。 

 

表 4.1.1 教師知覺四種作法的「有效性」、「可行性」、「壓力」結果摘要表 
作法 有效性 可行性 壓力 

M 3.26 2.70 2.97 教師自主 

由下而上 Sd .48 .60 .68 

M 3.08 2.83 2.81 校長領導 

由上而下 Sd .52 .57 .74 

M 3.20 2.98 2.53 政府推動 

彈性支持 Sd .51 .66 .73 

M 3.09 2.83 2.83 校長領導 

要求規範 Sd .54 .66 .80 

N=462  

 

在「有效性」方面，經重複量數多變量變異數分析結果，教師在四種作法

的得分上有顯著的差異（ 000.,811. ==Λ p　 ）， 分數由高至低依序為「教師自主，

由下而上」、「政府推動，彈性支持」、「政府推動，要求規範」、「校長領導，由上

而下」。以相依樣本的 t 考驗進行差異性比較，結果顯示受試教師在「教師自主，

由下而上」作法上的得分顯著高於其他三者；「政府推動，彈性支持」作法的得

分高於「政府推動，要求規範」及「校長領導，由上而下」，亦均達.000 的顯著

水準；至於「校長領導，由上而下」與「政府推動，要求規範」二種作法則無顯

著的差異。意謂教師最同意「教師自主，由下而上的」的作法是有效的，其次為

「政府推動，彈性支持」，而教師較不同意「政府推動，要求規範」及「校長領

導，由上而下」二種作法是有效的。結果摘要如表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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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四種作法之「有效性」差異摘要表 
變項 B SE t Sig. 差異性考驗 

教師自主，由下而上 

（作法一） 
3.261 .023 144.771 .000

＞「作法二」、「作法四」（p=.000）

＞「作法三」（p=.034） 

校長領導，由上而下 

（作法二） 
3.082 .024 127.435 .000 ＜「作法一」、「作法三」（p=.000）

政府推動，彈性支持 

（作法三） 
3.206 .024 134.905 .000

＞「作法二」、「作法四」（p=.000）

＜「作法一」（p=.000） 

政府推動，要求規範 

（作法四） 
3.092 .025 122.378 .000 ＜「作法一」、「作法三」（p=.000）

N=462  

 

在「可行性」因素方面，經重複量數多變量變異數分析結果，教師在四種

作法得分上的差異達顯著（ 000.,892. ==Λ p ），平均分數由高至低依序為、「政

府推動，彈性支持」、「政府推動，要求規範」、「校長領導，由上而下」、「教師自

主，由下而上」。以相依樣本的 t 考驗進行差異性比較，結果顯示受試教師在「政

府推動，彈性支持」作法上的得分高於其他三種作法，差異皆達.000 顯著水準；

「教師自主，由下而上」作法的得分低於其他三種作法，亦均達到.000 的顯著水

準；至於「政府推動，要求規範」以及「校長領導，由上而下」二種作法間則沒

有差異。整體而言，教師最同意「政府推動，彈性支持」是可行的作法，最不同

意「教師自主，由下而上」的作法可行。結果摘要如表 4.1.3。 

 
表 4.1.3 四種作法之「可行性」差異摘要表 

變項 B SE t Sig. 差異性考驗 

教師自主，由下而上 

（作法一） 
2.702 .028 95.250 .000

＜「作法二」、「作法三」、「作法四」

（p=.000） 

校長領導，由上而下 

（作法二） 
2.826 .027 106.099 .000

＜「作法三」（p=.000） 

＞「作法一」（p=.000） 

政府推動，彈性支持 

（作法三） 
2.976 .031 95.878 .000

＞「作法一」、「作法二」、「作法四」

（p=.000） 

政府推動，要求規範 

（作法四） 
2.834 .031 90.901 .000

＜「作法三」（p=.000） 

＞「作法一」（p=.000） 

N=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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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壓力」部份，經重複量數多變量變異數分析結果，教師在四種作法得

分上達顯著的差異（ 000.,769. ==Λ ，p ），分數最高者為「教師自主，由下而上」，

其次依序為「政府推動，要求規範」、「校長領導，由上而下」、「政府推動，彈性

支持」。以相依樣本的 t 考驗進行差異性比較，結果顯示受試教師在「教師自主，

由下而上」作法上的得分高於其他三種作法，差異性皆達.005 以上的顯著水準；

「政府推動，彈性支持」作法的得分低於其他三者，亦均達.000 的顯著水準；至

於「政府推動，要求規範」與「校長領導，由上而下」二種作法間並無顯著差異

存在。整體而言，教師最同意「教師自主，由下而上」的作法會為教師帶來壓力，

而較不同意「政府推動，彈性支持」會帶來壓力。結果摘要如表 4.1.4。 

 

表 4.1.4 四種作法之「壓力」差異摘要表 

變項 B SE t Sig. 差異性考驗 

教師自主，由下而上 

（作法一） 
2.983 .032 94.428 .000

＞「作法二」、「作法三」（p=.000）

＞「作法四」（p=.005） 

校長領導，由上而下 

（作法二） 
2.818 .035 81.302 .000

＜「作法一」（p=.000） 

＞「作法三」（p=.000） 

政府推動，彈性支持 

（作法三） 
2.523 .031 80.212 .000

＜「作法一」、「作法二」、「作法四」

（p=.000） 

政府推動，要求規範 

（作法四） 
2.845 .037 77.063 .000

＜「作法一」（p=.005） 

＞「作法三」（p=.000） 

N=462  

 

 

二、「標竿學校」與「一般學校」 

 

將「標竿學校」和「一般學校」分別探討。大致而言，兩者在量表反應的結

果相似，受試教師對四種作法的「有效性」的平均分數均界於「同意」以及「非

常同意」之間；「可行性」和「壓力」的平均分數則界於「同意」和「不同意」

之間但傾向「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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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標竿學校」與「一般學校」對四種作法的「有效性」、「可行性」及「壓

力」進行單因子重複量數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二組教師在「有效性」

（ 000.,97.14 == pF ）及「可行性」（ 000.,31.16 == pF ）二變量上的差異達顯

著的水準，而「壓力」方面差異則不顯著（ 541.,38. == pF ）。以獨立樣本 t 考

驗檢驗兩組教師的差異，結果顯示對「教師自主，由下而上」的作法，「標竿學

校」教師同意其「可行性」程度高於「一般學校」教師；對「校長領導，由上而

下」及「政府推動，要求規範」的作法，「標竿學校」教師同意其「有效性」及

「可行性」均顯高於「一般學校」教師；對於「政府推動，彈性支持」的作法，

兩組教師的反應沒有顯著差異。而教師對四種作法會帶來「壓力」的看法，兩組

教師亦無顯著差異。結果整理如表 4.1.5。 

 

表 4.1.5「標竿學校」與「一般學校」在量表上的反應及差異 
有效性 可行性 壓力 

作法 
標竿學校 一般學校 標竿學校 一般學校 標竿學校 一般學校 

M 3.30 3.26 2.83 2.59 2.99 2.97 

Sd .45 .43 .58 .57 .62 .65 
教師自主 

由下而上 
t 1.48 3.50** .40 

M 3.17 3.01 2.89 2.77 2.79 2.84 

Sd .47 .50 .54 .55 .71 .69 
校長領導 

由上而下 
t 3.04** 2.31* -.78 

M 3.27 3.15 3.03 2.93 2.53 2.52 

Sd .47 .46 .65 .61 .64 .63 
政府推動 

彈性支持 
t 1.67 1.19 .18 

M 3.20 3.00 2.94 2.74 2.80 2.88 

Sd .49 .52 .65 .64 .78 .71 
政府推動 

要求規範 
t 4.13** 2.75** -1.05 

「標竿學校」：Ｎ=210, 「一般學校」N=252;  t=「標竿學校」-「一般學校」； *p＜.05, **p＜.01 

 

 （一）「有效性」 

 

在「有效性」方面，二組教師在四種作法「有效性」的得分分別進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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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量數多變量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標竿學校」與「一般學校」的教師對不

同的作法有效性的態度均有顯著的差異（「標竿學校」 000.,893. ==Λ p ，「一

般學校」 00.,729. <=Λ p　 ）。 

 

「標竿學校」教師在四種作法「有效性」方面的平均得分依序為：「教師

自主，由下而上」、「政府推動，彈性支持」、「政府推動，要求規範」及「校長

領導，由上而下」，進行相依樣本的 t 考驗，結果顯示教師在「教師自主，由

下而上」作法上的得分高於「政府推動，要求規範」及「校長領導，由上而下」

二種作法，差異性達.024 以上的顯著水準，而與「政府推動，彈性支持」作法

則沒有顯著的差異；其次，教師在「政府推動，彈性支時」作法作法上的得分

高於「校長領導，由上而下」作法，差異性逹.007 的顯著水準，但與「政府推

動，要求規範」的作法沒有顯著差異；最後，教師在「政府推動，要求規範」

與「校長領導，由上而下」二個作法上的得分沒有顯著的差異。結果摘要如表

4.1.6。 

 

表 4.1.6 四種作法之「有效性」差異摘要表－「標竿學校」教師 
變項 B SE t Sig. 差異性考驗 

教師自主，由下而上 

（作法一） 
3.304 .034 97.978 .000

＞「作法二」（P=.000） 

＞「作法四」（P=.024） 

校長領導，由上而下 

（作法二） 
3.173 .035 91.650 .000

＜「作法一」（P=.000） 

＜「作法三」（P=.007） 

政府推動，彈性支持 

（作法三） 
3.274 .035 92.846 .000 ＞「作法二」（P=.007） 

政府推動，要求規範 

（作法四） 
3.205 .036 90.198 .000 ＜「作法一」（P=.024） 

N=210 

整體而言，在「標竿學校」的教師反應結果中，順序相臨的二種作法之間

均沒有顯著的差異性存在，顯示教師對四種作法最同意「教師自主，由下而上」

作法的有效性，對「校長推動，由上而下」作法有效性的同意程度較低，然而

整體差異的程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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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學校」教師在四種作法「有效性」的平均得分依序為：「教師自主，

由下而上」、「政府推動，彈性支持」、「校長領導，由上而下」、「政府推動，要

求規範」，進行相依樣本的 t 考驗，結果顯示教師在「教師自主，由下而上」

作法的得分高於其他三種作法，差異性均達.019 以上的顯著水準；其次，教師

在「政府推動，彈性支持」作法上的得分低於「教師自主，由下而上」作法，

但高於「校長領導，由上而下」及「政府推動，要求規範」二種作法，差異達.000

的顯著水準；而「校長領導，由上而下」及「政府推動，要求規範」二種作法

間未有顯著的差異。整體而言，「一般學校」教師的反應結果顯示，教師最同

意「教師自主，由下而上」作法的有效性，其次為「政府推動，彈性支持」，

對於「校長領導，由上而下」及「政府推動，要求規範」二種作法的同意程度

則較低。結果摘要如表 4.1.7。 

 

表 4.1.7 四種作法之「有效性」差異摘要表－「一般學校」教師 

變項 B SE t Sig. 差異性考驗 

教師自主，由下而上 

（作法一） 
3.226 .030 107.014 .000

＞「作法二」、「作法四」（P=.000）

＞「作法三」（P=.019） 

校長領導，由上而下 

（作法二） 
3.006 .033 91.184 .000 ＜「作法一」、「作法三」（P=.000）

政府推動，彈性支持 

（作法三） 
3.149 .032 99.086 .000

＜「作法一」（P=.019） 

＞「作法二」、「作法四」（P=.000）

政府推動，要求規範 

（作法四） 
2.998 .035 86.732 .000 ＜「作法一」、「作法三」（P=.000）

N=252 

 
 

 （二）「可行性」 

 

在「可行性」方面，二組教師在四種作法「可行性」的得分分別進行重

複量數多變量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標竿學校」與「一般學校」的教師對不同

的作法可行性的態度均有顯著的差異（「標竿學校」 011.,946. ==Λ p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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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000.,830. <=Λ p　 ）。 

 

「標竿學校」教師在四種作法「可行性」的平均得分依序為「政府推動，

彈性支持」、「政府推動，要求規範」、「校長領導，由上而下」、「教師自主，由

下而上」，進行相依樣本的 t 考驗，結果顯示教師在「政府推動，彈性支持」

作法上的得分高於其他三種作法，差異性均達.039 以上的顯著水準；其次「政

府推動，要求規範」作法的得分高於「教師自主，由下而上」作法，差異達.040

以上的顯著水準，但是與「校長領導，由上而下」未有顯著的差異；而「校長

領導，由上而下」與「教師自主，由下而上」二者亦沒有顯著的差異。整體而

言，「標竿學校」教師最同意「政府推動，彈性支持」作法的可行性，同意程

度較低者為「學校本位」的作法，尤其是「教師自主，由下而上」。結果摘要

如表 4.1.8。 

 
表 4.1.8 四種作法之「可行性」差異摘要表－「標竿學校」教師 

變項 B SE t Sig. 差異性考驗 

教師自主，由下而上 

（作法一） 
2.832 .042 67.571 .000

＜「作法三」（P=.001） 

＜「作法四」（P=.040） 

校長領導，由上而下 

（作法二） 
2.893 .039 74.153 .000 ＜「作法三」（P=.009） 

政府推動，彈性支持 

（作法三） 
3.032 .048 63.098 .000

＞「作法一」（P=.001） 

＞「作法二」（P=.009） 

＞「作法四」（P=.039） 

政府推動，要求規範 

（作法四） 
2.944 .046 63.599 .000

＞「作法一」（P=.040） 

＜「作法三」（p=.039） 

N=210 

 

「一般學校」教師在四種作法的「可行性」平均得分依序為「政府推動，

彈性支持」、「校長領導，由上而下」、「政府推動，要求規範」、「教師自主，由

下而上」，進行相依樣本的 t 考驗，結果顯示教師在「政府推動，彈性支持」

作法上的得分高於其他三種作法，差異性均達.001 以上的顯著水準；其次，「教

師自主，由下而上」作法的得分低於其他三種作法，差異性均達.003 以上的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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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水準；至於「校長領導，由上而下」及「政府推動，要求規範」二種作法之

間則沒有顯著的差異。整體而言，「一般學校」的教師最同意「政府推動，彈

性支持」作法的可行性，對「教師自主，由下而上」作法可行性的同意程度最

低。結果摘要如表 4.1.9。 

 

表 4.1.9 四種作法之「可行性」差異摘要表－「一般學校」教師 

變項 B SE t Sig. 差異性考驗 

教師自主，由下而上 

（作法一） 
2.595 .037 69.647 .000

＜「作法二」、「作法三」（p=.000）

＜「作法四」（p=.003） 

校長領導，由上而下 

（作法二） 
2.770 .036 76.702 .000

＞「作法一」（p=.000） 

＜「作法三」（p=.001） 

政府推動，彈性支持 

（作法三） 
2.929 .040 72.680 .000

＞「作法一」、「作法四」（p=.000）

＞「作法二」（p=.001） 

政府推動，要求規範 

（作法四） 
2.744 .041 66.279 .000

＞「作法一」（p=.003） 

＜「作法三」（p=.000） 

N=252 

 

 

（三）「壓力」 

 

在「壓力」方面，二組學校在四種作法「壓力」的得分分別進行重複量

數多變量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標竿學校」與「一般學校」的教師對不同的

作法壓力程度的態度均有顯著差異（「標竿學校」 000.,800. ==Λ p　 ，「一般學

校」 000.,726. ==Λ p　 ）。 

 

「標竿學校」教師在四種作法「壓力」的得分依序為「教師自主，由下而上」、

「政府推動，要求規範」、「校長領導，由上而下」、「政府推動，彈性支持」，

進行相依樣本的 t 考驗，結果顯示教師在「教師自主，由下而上」作法上的得

分高於其他三種作法，差異均達.009 以上的顯著水準；其次，「政府推動，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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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支持」作法的得分低於其他三種作法，差異性均達.000 的顯著水準；而「政

府推動，要求規範」及「校長領導，由上而下」二種作法之間則無顯著的差異。

整體而言，「標竿學校」教師最同意「教師自主，由下而上」作法會為教師帶

來「壓力」，同意程度較低者為「政府推動，彈性支持」的作法。結果摘要如

表 4.1.10。 

 

表 4.1.10 四種作法之「壓力」差異摘要表－「標竿學校」教師 
變項 B SE t Sig. 差異性考驗 

教師自主，由下而上 

（作法一） 
2.994 .046 65.432 .000

＞「作法二」、「作法三」（p= .000）

＞「作法四」（p=.009） 

校長領導，由上而下 

（作法二） 
2.786 .052 53.106 .000

＜「作法一」（p=.000） 

＞「作法三」（p=.000） 

政府推動，彈性支持 

（作法三） 
2.527 .047 53.558 .000

＜「作法一」、「作法二」、「作法四」

（p=.000） 

政府推動，要求規範 

（作法四） 
2.797 .058 48.513 .000

＜「作法一」（p=.009） 

＞「作法三」（p=.000） 

N=210 

 

「一般學校」教師在四種作法上的平均得分依序為「教師自主，由下而上」、

「政府推動，要求規範」、「校長領導，由上而下」、「政府推動，彈性支持」，進

行相依樣本的 t 考驗，結果顯示「政府推動，彈性支持」低於其他三種作法，差

異性均達.000 的顯著水準；其次，「教師自主，由下而上」與「校校長領導，由

上而下」的差異達.014 的顯著水準，但與「政府持動，要求規範」的作法沒有顯

著差異；而「政府推動，要求規範」與「校長領導，由上而下」亦沒有顯著的差

異。整體而言，「一般學校」教師對「教師自主，由下而上」會為教師帶來壓力

的同意程度最低，而同意「學校本位」的作法會為教師帶來壓力，尤其是「政府

推動，彈性支持」的作法。結果摘要如表 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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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1 四種作法之「壓力」差異摘要表－「一般學校」教師 
變項 B SE t Sig. 差異性考驗 

教師自主，由下而上 

（作法一） 
2.973 .044 68.184 .000

＞「作法二」（p=.014） 

＞「作法三」（p=.000） 

校長領導，由上而下 

（作法二） 
2.844 .046 61.574 .000

＜「作法一」（p=.014） 

＞「作法三」（p=.000） 

政府推動，彈性支持 

（作法三） 
2.520 .042 59.581 .000

＜「作法一」、「作法二」、「作法四」

（p=.000） 

政府推動，要求規範 

（作法四） 
2.884 .048 60.386 .000 ＞「作法三」（p=.000） 

N=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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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教師對「專業發展作法」的偏好 

 

 

本研究在「專業發展態度」問卷題項之後，要求教師必需在四種作法中依序

作選擇，目的在瞭解教師對不同作法的偏好情形。以下就教師對四種不同作法偏

好之「第一選擇」以及「最後選擇」作描述性分析，並探討教師在選擇偏好上所

考慮的向度，最後探討教師對四種作法的「偏好」與與其對四種作法之「有效性」、

「可行性」及「壓力」態度的關係 

 

 

一、四種作法偏好選擇的結果 

 

 （一）第一選擇 

 

研究結果顯示，教師在第一選擇部份，四種作法在比例上有顯著差異

（ 85.632 =χ , 000.=p ）。全體受試教師的反應結果，教師選擇以「政府推動，

彈性支持」作法為第一選擇的比例最高，其次為「教師自主，由下而上」、第

三為「政府推動，要求規範」、最後為「校長領導，由上而下」的作法。進行

百分比差異的顯著性考驗，結果顯示以「政府推動，彈性支持」作法為第一選

擇的教師比例顯著大於其他三種作法（p<.001）；而選擇以「校長領導，由上

而下」作法的教師比例顯著小於其他三種作法（p<.001），亦即最多教師傾向

以「政府推動，彈性支持」作為第一選擇，而最少教師以「校長領導，由上而

下」為第一選擇。結果摘要如表 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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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2 教師「第一選擇」的次數及百分比分配表 

 

教師自主 

由下而上 

（作法一） 

校長領導

由上而下

（作法二）

政府推動

彈性支持

（作法三）

政府推動

要求規範

（作法四）

差異性考驗 

次
數 106 66 182 98 全體 

樣本 
N=452 % 23.5 14.6 40.2 21.7 

「作法三」＞「作法一」、「作法二」、

「作法四」（p<.001） 

「作法二」＜「作法一」、「作法三」、

「作法四」（p<.001） 

次
數 52 37 77 41 標竿 

學校 
N=207 % 25.1 17.9 30.7 19.8 

「作法三」＞「作法一」、「作法二」、

「作法四」（p<.001） 

「作法一」＞「作法二」（p<.001）、

「作法四」（p<.05） 

次
數 54 29 105 57 一般 

學校 
N=245 % 22.0 11.8 42.9 23.3 

「作法三」＞「作法一」、「作法二」、

「作法四」（p<.001） 

「作法二」＜「作法一」、「作法三」、

「作法四」（p<.001） 

 

「標竿學校」教師的第一選擇，四種作法在比例上亦有顯著的不同

（ 000.,76.182 == pχ ），教師以「政府推動，彈性支持」作法為第一選擇的比

例最高，其次為「教師自主，由下而上」、第三為「政府推動，要求規範」，最

後為「校長領導，由上而下」的作法。進行百分比差異的顯著性考驗，結果顯

示以「政府推動，彈性支持」作法為第一選擇的教師比例顯著大於其他三種作

法（p<.001）；「教師自主，由下而上」次之，顯著高於「政府推動，要求規範」

以及「校長領導，由上而下」；「政府推動，要求規範」與「校長領導，由上而

下」二種作法之間則沒有顯著的差異。 

 

「一般學校」師在的第一選擇，四種作法在比例上也有所不同

（ 000.,96.482 == pχ ），教師以「政府推動，彈性支持」作法為第一選擇的比

例最高，其次為「政府推動，要求規範」、第三為「教師自主，由下而上」，最

後為「校長領導，由上而下」。進行百分比差異的顯著性考驗，結果顯示以「政

府推動，彈性支持」作法為第一選擇的教師比例顯著大於其他三種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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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而選擇以「校長領導，由上而下」的教師比例顯著低於其他三種

作法（p<.001）。 

 

 

 （二）最後選擇 

 

四種作中若必需選擇，教師除了在第一選擇上有所差異之外，在最後選擇

方面，四種作法的比例亦有顯著的不同（ 000.,30.782 == pχ ）。全體教師之中

以「政府推動，要求規範」作法為最後考量的教師比例最高，其次為「教師自

主，由下而上」，第三為「校長領導，由上而下」，最後為「政府推動，彈性支

持」的作法。進行百分比顯差異的顯著性考驗，結果顯示教師以「政府推動，

要求規範」與「教師自主，由下而上」二種作法作為最後選擇的比例顯著高於

「校長領導，由上而下」以及「政府推動，彈性支持」二種作法作法（p<.001），

然而「政府推動，要求規範」與「教師自主，由下而上」二種作法之間的差異

並不顯著；其次，教師以「政府推動，彈性支持」的作法為最後選擇的比例顯

著低於其他三種作法（p<.001）。結果摘要如表 4.1.13。 

 
表 4.1.13 四種作法教師視為「最後選擇」的百分比次數分配表 

 

教師自主 

由下而上 

（作法一） 

校長領導

由上而下

（作法二）

政府推動

彈性支持

（作法三）

政府推動

要求規範

（作法四）

差異性考驗 

次
數 149 96 44 163 全體 

樣本 
N=452 % 33.0 21.2 9.7 36.1 

「作法一」＞「作法二」、「作法三」、

（p<.001） 

「作法四」＞「作法二」、「作法三」、

（p<.001） 

「作法二」＞「作法三」（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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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1.13 

次
數 78 35 21 73 標竿 

學校 
N=207 % 37.7 16.9 10.1 35.3 

「作法一」＞「作法二」、「作法三」、

（p<.001） 

「作法四」＞「作法二」、「作法三」、

（p<.001） 

「作法二」＞「作法三」（p<.001） 

次
數 70 61 24 90 一般 

學校 
N=245 % 28.6 24.9 9.8 36.7 

「作法四」＞「作法一」（p<.05） 

「作法四」＞「作法二」、「作法三」

（p<.001） 

「作法三」＜「作法一」、「作法二」、

「作法四」（p<.001） 

 

「標竿學校」教師的最後選擇在四種作法的比例上有所差異，

（ 000.,64.462 == pχ ）。以「教師自主，由下而上」作法為最後選擇的比例最

高，其次為「政府推動，要求規範」、第三為「校長領導，由上而下」、最後是

「政府推動，彈性支持」。進行百分比差異的顯著性考驗，結果與全體教師樣

本的結果一致，以「政府推動，要求規範」與「教師自主，由下而上」二種作

法為最後選擇的比例顯著高於「校長領導，由上而下」以及「政府推動，彈性

支持」作法（p<.001），然而「政府推動，要求規範」與「教師自主，由下而

上」二種作法之間的差異並不顯著；其次，教師以「政府推動，彈性支持」的

作法為最後選擇的比例顯著低於其他三種作法（p<.001）。 

 

「一般學校」教師的最後選擇在四種作法的比例上也有所差異

（ 000.,33.382 == pχ ）。以「政府推動，要求規範」作法為最後選擇的比例最

高，其次為「教師自主，由下而上」、第三為「校長領導，由上而下」、最後為

「政府推動，彈性支持」。進行百分比差異的顯著性考驗，結果顯示教師「政

府推動，要求規範」的作法為最後選擇的比例顯著高於其他三種作法（p<.05）；

而以「政府推動，彈性支持」作為最後選擇的教師比例顯低於其他三種作法

（p<.001）。 

整體而言，將「政府推動，彈性支持」作為最後選擇的教師比例較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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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是「標竿學校」教師或是「一般學校」教師，而「標竿學校」教師傾向將「政

府推動，要求規範」及「教師自主，由下而上」作為最後的選擇，但「一般學

校」教師將「教師自主，由下而上」視為最後選擇的比例反而不高。 

 

 

二、四種作法偏好選擇的結構 

 

以多元度量法計算四種作法的歐幾里德距離，可瞭解教師在選擇四種作法順

序時的考量方式。以二個向度( S-stress=.061)分析教師對四種作法的選擇順序，

所得作法間的距離如表 4.1.14。兩兩相鄰作法間有較近的距離，表示教師在選擇

不同作法時，對相臨的二作法間，有較相似的心理概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教

師自主，由下而上」和「政府推動，要求規範」原則上應為最遠，但結果顯示並

非如此，而是「教師自主，由下而上」與「政府推動，彈性支持」的距離最遠，

其次為「校長領導，由上而下」與「政府推動，要求規範」。 

 

表 4.1.14 四種作法之間的歐幾里德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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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自主，由下而上 .000    

校長領導，由上而下 .701 .000   

政府推動，彈性支持 1.263 .834 .000  

政府推動，要求規範 1.048 1.149 .837 .000 

 

  根據四種作法在二向度平面空間上的座標分布，在向度一上「教師自主，由

下而上」（作法一）、「校長領導，由上而下」（作法二）被歸類為同一群，而「政

府推動，彈性支持」（作法三）以及「政府推動，要求規範」（作法四）被歸類為

同一群；在向度二上，「教師自主，由下而上」及「政府推動，要求規範」被歸

為同一群，而「校長領導，由上而下」與「政府推動，彈性支持」被歸為同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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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如圖4.1.1。 

 

向度一

.8.6.4.2-.0-.2-.4-.6

向
度
二

.6

.4

.2

0.0

-.2

-.4

作法四

作法三
作法二

作法一

 
圖 4.1.1 四種作法在二不同向度上的座標位置 

 

在本研究文獻探討中，研究者分析不同作法的二向度是依據「主動與鼓勵－

被動與規範」與「學校本位－政府推動」，然而研究結果顯然與原先的推論不同。

從結果來看，四種作法在教師的心理屬性上的向度一與本研究所推論的「學校本

位－政府推動」是為一致；而向度二則不能由「主動與鼓勵－被動與規範」所解

釋。若要將向度二上的「教師自主，由下而上」（作法一）、「政府推動，要求規

範」（作法四）與「校長領導，由上而下」（作法二）、「政府推動，彈性支持」（作

法三）作區分，較合理的分類為前者在我國屬於較不普遍的作法，而後者是我國

較普遍運作的方式。本量表的編製，「教師自主，由下而上」的作法本是參考美

國教師專業發展的案例所撰寫，而「政府推動，要求規範」作法亦是根據英美等

國設立教師專業發展標準的作法；至於後者，「校長領導，由上而下」以及「政

府推動，彈性支持」本是根據我國目前所施實的教師專業發展方式來描寫。因此，

本研究結果，在向度一上可用「學校本位－政府主導」來分類，而向度二可用「熟

悉－不熟悉」來分類。 

 

至於教師對於參與教師專業發展主要的考量為何？從上述分析四種作法的

二個向度來來看，每二個作法間有一個共同的特徵，「教師自主，由下而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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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領導，由上而下」的共同特徵為「學校本位」；「政府推動，彈性支持」

及「政府推動，要求規範」的共同特徵為「政府推動」；「教師自主，由下而上」

與「政府推動，要求規範」的共同特徵為「不熟悉」；以及「校長領導，由上而

下」和「政府推動，彈性支持」的共同特徵為「熟悉」。 

 

表 4.1.15 顯示教師對四種作法的前二種優先選擇的作法，以「政府推動」作

法為優先選擇的教師比例最高（前二項選擇為「政府推動，彈性支持」及「政府

推動，要求規範」），佔 40%；其次為以「學校本位」作法為優先選擇的教師（前

二項選擇為「教師自主，由下而上」及「校長領導，由上而下」），佔 17%；再其

次為「熟悉」的作法（前二項選擇為「校長領導，由上而下」及「政府領導，彈

性支持」），佔 14.6%；最後為「不熟悉」的作法（前二項選擇為「教師自主，由

下而上」及「政府推動，要求規範」），佔 6.6%。除了上述四類，尚有二種選擇

的可能性，亦即研究者所推論的向度「主動與鼓勵－被動與規範」，在「主動與

鼓勵」的特徵下，包含了「教師自主，由下而上」及「政府推動，彈性支持」等

二種作法；「被動與規範」的特徵下，包含了「校長領導，由上而下」及「政府

推動，要求規範」，以前者為主要選擇的教師佔 15.7%，以後者為主要選擇的教

師佔 6.0%。 

 

進行百分比差異的顯著性考驗，結果顯示除了以「政府推動」的作為主要考

量的教師比例顯著大於其他的選擇方式（p<.001），以及以「不熟悉」、「被動與

規範」的作法作為主要考量的教師比例顯著的低於其他選擇方式（p<.001），其

餘的選擇方式之間並沒有顯著的差異性存在。而「標竿學校」與「一般學校」顯

示的結果亦一致，同樣是以「政府推動」作法作為主要選擇的教師比例較高，而

「不熟悉」的作法作為主要選擇的教師比例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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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5 受試教師參與意較的前二項選擇 
全體樣本 標竿學校 一般學校 

向度 特徵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學校本位」 

（作法一、二） 
77 17.0 37 17.9 40 16.3 

向度一 
「政府推動」 

（作法三、四） 
181 40.0 90 43.5 91 37.1 

「不熟悉」 

（作法一、四） 
30 6.6 12 5.8 18 7.3 

向度二 
「熟悉」 

（作法二、三） 
66 14.6 31 15.0 35 14.3 

「主動與鼓勵」 

（作法一、三） 
71 15.7 29 14.0 42 17.1 

研究者推

論之向度 「被動與規範」 

（作法二、四） 
27 6.0 8 3.9 19 7.8 

總計 452 100 207 100 245 100 

 

 

三、四種作法偏好選擇與教師態度的關係 

 

檢驗作法認同與偏好的關係，將最第一選擇的作法與第四選擇的作法與四種

作法的三個因素進行點二系列相關分析，得相關矩陣如表 4.1.16。 

 

從表中可看出，將不同作法視為「第一選擇」時，對於該作法的「有效性」、

「可行性」分別都有正相關，亦即教師的第一選擇為何，就認同該選擇的「有效

性」及「可行性」。至於「壓力」，教師以「學校本位」作法（「教師自主，由下

而上」及「校長領導，由上而下」）為第一選擇，與該作法之「壓力」有負相關，

而「政府推動，彈性支持」、「政府推動，要求規範」則無顯著相關存，亦即教師

若選擇「學校本位」作法為第一選擇，則不傾向認為該作法會帶來壓力。此外，

選擇「教師自主，由下而上」為第一選擇與其他三種作法的「可行性」及「有效

性」均為負相關，亦謂選擇「教師自主，由下而上」作法的教師對其他三作法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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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負面態度，認為其他作法可行性不高或是並非有效。至於教師的最後選擇部

份，在相關係數表並無法看出有意義的關聯性。 

 

表 4.1.16「第一選擇」、「最後選擇」與三項因素的相關係數表 
  有效性 可行性 壓力 

項

目 
作法 作法一 作法二 作法三 作法四 作法一 作法二 作法三 作法四 作法一 作法二 作法三 作法四 

作法一 .137* -.150** -.238** -.231** .231** -.140* -.247** -.224** -.157** .022 .048 .040 

作法二 .008 .173** -.215** -.088 .020 .178** -.164** -.129* -.003 -.157** -.007 -.044 

作法三 -.012 -.026 .327** .091 -.104 .022 .362** .154** .058 .059 .027 .052 

第
一
選
擇 

作法四 -.149** .039 .041 .198** -.109 -.041 -.036 .158** .101 .038 -.067 -.066 

作法一 .120* -.049 -.228** -.356** .084 -.142* -.159** -.295** -.212** .067 .070 .230**

作法二 -.024 .109 -.109 -.106 -.038 .137* -.103 -.168** .047 -.139* -.019 -.031 

作法三 .043 -.035 .148** .026 -.057 -.029 .190** .021 .102 .040 -.041 .035 

最
後
選
擇 

作法四 -.101 -.022 .235** .446** -.034 .024 .140* .444** .111 .033 -.025 -.204**

*p＜.05 **p＜.01 

註：作法一為「教師自主，由下而上」；作法二為「校長領導，由上而下」；作法三為「政府推動，彈性支持」；作法四

為「政府推動，要求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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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與學相關因素」與教師對「學校本位

教師專業發展」的態度之關係 
 

 

壹、教師在量表上的反應 

 

  本節旨在探討「教與學相關因素」與教師對「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態度

的關係。本研究所探討的「教與學相關因素」包含教師的「學習動機」、教師的

「教學動機」、以及教師的「教學創新行為」。關於教師的「學習動機」，參考 Elliot

與 Harackiewicwz（1996）將之分為「學習精熟取向」、「趨向表現取向」、「迴避

表現取向」；關於教師的「教學動機」則依據林偉文（民 91）的研究結果，歸納

為「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以及「教學福樂經驗」。 

 

 

一、「學習動機」 

 

   受試教師在三種「學習動機」的得分上，平均數分別為「學習精熟取向」：

5.94，整體傾向「有些符合」與「大致上符合」之間；「趨向表現取向」：4.37，

整體傾向「有些符合／有些不符合」與「有些符合」之間；「迴避表現取向」：3.70，

整體傾向「有些符合／有些不符合」與「有些不符合」之間。整體而言教師的「學

習動機」傾向「學習精熟取向」，有輕微的「趨向表現取向」傾向，以及不傾向

「迴避表現取向」。結果摘要如表之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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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學習動機」各分量表結果摘要表 
分量表 平均數 標準差 差異性考驗 

學習精熟取向 5.94 .78 

趨向表現取向 4.37 1.34 

迴避表現取向 3.70 1.22 

「學習精熟取向」＞「趨向表現取向」、 

            「迴避表現取向」（p<.001） 

「趨向表現取向」＞「迴避表現取向」（p<.001） 

N=462 

 

將受試教師在三種學習動機上的得分進行重複量數變量變異數分析結果顯

示，三種動機取向間有顯著差異（ 000.,301. ==Λ p ），進行重複量數差異的顯著

性考驗，結果顯示受試教師反應的動機取向以「學習精熟取向」程度最高，其次

為「趨向表現取向」，最後為「迴避表現取向」，差異均達.001 的顯著水準。 

 

  以獨立樣本 t 考驗比較「標竿學校」與「一般學校」教師在「學習動機」上

的差異，結果顯示「標竿學校」在「學習精熟取向」上高於「一般學校」，達.05

以上的顯著水準；而在「迴避表現取向」上則低於「一般學校」達.01 以上的顯

著水準；在「趨向表現取向」上，「標竿學校」與「一般學校」則無顯著的差異

存在，即「標竿學校」教師比「一般學校」教師更傾向以「學習精熟取向」為動

機，以及較不傾向以「迴避表現取向」為動機。結果摘要如表 4.2.2。 

 

表 4.2.2「標竿學校」與「一般學校」在教師「學習動機」各分量表上的差異 
樣本 人數  學習精熟取向 趨向表現取向 迴避表現取向 

平均數 6.03  4.36 3.54  標竿學校 

（N=210） 
210 

標準差 .76 1.36 1.20 

平均數 5.87 4.38  3.84  一般學校 

（N=252） 
252 

標準差 .79 1.32 1.22 

t  2.15* -.18 -2.59** 

*p＜.05 **p＜.01 

 

 

二、教師的「教學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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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試教師在「教學動機」量表上平均得分：「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為 3.53，

界於「還算符合」與「符合」之間；「教學福樂經驗」為 3.56，同樣界於「還算

符合」與「符合」之間，經重複量數多變量變異數分析結果，教師對二個分量表

的反應並無顯著的差異，（ 28.,997. ==Λ p　 ），亦即教師對二個內在動機的因素

有較一致的反應。結果摘要如表 4.2.3。 

 
表 4.2.3 教師「教學動機」各分量表結果摘要表 

 平均數 標準差 差異性考驗 

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 3.53 .74 

教學福樂經驗 3.56 .75 
None 

內在動機總分 7.09 1.36  

N=462 

 

比較「標竿學校」與「一般學校」兩樣本差異，結果顯示，「標竿學校」在

二兩個變項以及總分上的得分皆高於「一般學校」，差異性均達.01 以上的顯著水

準，即「標竿學校」教師比「一般學校」教師有更高的「教學動機」。結果摘要

如表 4.2.4。 

 

表 4.2.4「標竿學校」與「一般學校」在教師「教學動機」各分量表上的差異 
樣本 人數  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 教學福樂經驗 內在動機總分 

平均數 3.69 3.66 7.35 標竿學校 

（N=210） 
210 

標準差 .73 .78 1.42 

平均數 3.40 3.48 6.87 一般學校 

（N=252） 
252 

標準差 .71 .71 1.27 

t值 4.33*** 2.62** 3.79*** 

**p＜.01 ***p＜.001 

 

三、教師的「教學創新行為」 

 

  教師在「教學創新行為」量表上的反應平均得分為 2.91，界於「還算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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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非常符合」之間。比較「標竿學校」與「一般學校」兩樣本，「標竿學校」

教師在「教學創新行為」上高於「一般學校」教師，差異性達.01 以上的顯著水

準。結果摘要如表 4.2.5 

 

表 4.2.5 教師「教學創新行為」結果摘要表 
全體樣本 

（N=462） 

標竿學校 

（N=210） 

一般學校 

（N=252） 因素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教學創新行為 2.91 .50 2.99 .55 2.84 .45 

t值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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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與學相關因素」與教師對「學校本位教師專業

發展」的關係 

 

 

為探討教師「教與學相關因素」與教師對「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態度的

關係，本研究先以皮爾森相關，分析教師的「學習動機」、教師的「教學的內在

動機」、教師的「創新教學行為」等三種「教與學相關因素」與教師對不同作法

之「有效性」、「可行性」及「壓力」之間的關係，並以教師的「教與學相關因素」

各變項對不同作法之「可行性」、「有效性」進行迴歸分析以瞭解教師「教與學相

關因素」對教師在不同的作法間態度的影響力。最後，以典型相關分析來探討「教

與學相關因素」與教師對「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態度的整體性關係。 

 

 

一、相關分析 

 

 （一）全體樣本 

 

整體而言，教師的「教與學相關因素」除「迴避表現取向」，其領各變項

皆與四種作法的「有效性」及「可行性」大致都有正相關，而「教與學相關因

素」的各變項對四種作法的「壓力」變項則無明確的關係，僅與「趨向表現取

向」及「迴避表現取向」有較明確的關係。結果如表 4.2.6。以下分就各變項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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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6 教師對四種作法的態度與「教與學相關因素」的相關係數表 

 學習精熟 

取向 

趨向表現 

取向 

迴避表現 

取向 

接受挑戰與

開放經驗 

教學福樂 

經驗 

教學創新 

行為 

作法一 .316** .118* -.026 .282** .293** .193** 

作法二 .282** .131* .065 .395** .317** .240** 

作法三 .388** .137** .010 .344** .312** .351** 

有
效
性 

作法四 .368** .124** -.017 .373** .368** .400** 

作法一 .203** .149** .017 .287** .272** .289** 

作法二 .183** .154** .128** .237** .270** .276** 

作法三 .351** .155** -.058 .313** .353** .285** 

可
行
性 

作法四 .246** .059 -.051 .350** .318** .321** 

作法一 .084 .045 .119* .067 -.016 .051 

作法二 -.020 .144** .172** -.030 -.123** .106* 

作法三 .104* .137** .198** .039 .019 .137** 
壓
力 

作法四 -.021 .107* .148** -.074 -.081 -.005 

N=462；*p＜.05 *p＜.01 

註：作法一為「教師自主，由下而上」；作法二為「校長領導，由上而下」；作法三為「政府推動，彈性支持」；作法四

為「政府推動，要求規範」 

 

1.教師的「學習動機」 

    教師的「學習動機」中，以「學習精熟取向」與四種作法的「有效性」

及「可行性」關係最為明確，皆有顯著的正相關，相關程度最高者皆為「政

府推動，彈性支持」的作法（ 388,,351.=r ），相關程度最低者皆為「校長領

導，由上而下」的作法（ 183,,282.=r ）；但在「壓力」方面，僅與「政府推

動，彈性支持」的作法有顯著的正相關，然而相關程度並不高（ 104.=r ）。 

    

    「趨向表現取向」與四種作法的「有效性」皆有顯著的正相關存在；

在「可行性」方面除了與「政府推動，要求規範」的作法無顯著相關，與其

他三種作法皆有顯著的正相關，相關程度最高者皆為「政府推動，彈性支持」

的作法（ 155,.137.=r ），相關程度最低者皆為「教師自主，由下而上」的作

法（ 149,.118.=r ）；至於「壓力」方面，僅與「教師自主，由下而上」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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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顯著的相關，與其他三種作法皆有顯著的正相關，相關程度最高者為「校

長領導，由上而下」的作法（ 144.=r ）。 

    

    「迴避表現取向」與四種作法的「有效性」皆無相關存在，在「可行

性」方面僅與「校長領導，由上而下」有顯著的正相關（ 128.=r ）；至於「壓

力」部份，則與四種作法都有顯著的正相關，相關程度最高者為「政府推動，

彈性支持」的作法（ 198.=r ），而相關程度最低者皆為「教師自主，由下而

上」的作法（ 119.=r ）。 

 

 

2.「教學動機」 

 

    「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變項與四種作法之「有效性」及「可行性」皆

有顯著的正相關，在「有效性」方面，相關程度最高為「校長領導，由上而

下」的作法（r=.395），最低為「教師自主，由下而上」(r=.282)；在「可行

性」方面，相關程度最高者為「政府推動，要求規範」的作法（r=.350），

最低為「校長領導，由上而下」的作法（r=.237）。 

   

    「教學福樂經驗」變項同樣與四種作法的「可行性」及「有效性」均有

顯著的正相關，在「有效性」方面相關程度最高者為「政府推動，要求規範」

的作法（r=.368），最低者為「教師自主，由下而上」的作法(r=.293)；在「可

行性」方面相關程度最高者為「政府推動，彈性支持」的作法（r=.353），

最低者為「校長領導，由上而下」的作法（r=.270）。 

 

    整體而言，在教師對四種作法的態度中，以「教師自主，由下而上」的

有效性與「教學動機」相關程度最低；而「校長領導，由上而下」的可行性

與「教學動機」相關程度最低。相對而言，「學校本位」作法的可行性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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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動機」的相關程度不及「政府推動」的作法。 

 

 

3.「教學創新行為」 

    教師的「教學創新行為」與四種作法的「有效性」及「可行性」均有顯

著的正相關，在「有效性」方面，相關程度最高者為「政府推動，要求規範」

的作法（r=.400），最低者為「教師自主，由下而上」的作法（r=.193）；在

「可行性」方面，同樣以「「政府推動，要求規範」的作法相關程度最高

（r=.321），最低者為「教師自主，由下而上」的作法（r=.289）。在「壓力」

方面，「教學創新行為」與「校長領導，由上而下」及「政府推動，彈性支

持」有正相關，然而相關程度不高。 

 

 

（二）「標竿學校」與「一般學校」 

 

   將「標竿學校」與「一般學校」分別進行探討，得兩組相關矩陣，二者在

「教學動機」、「教學創新行為」與四種作法的「有效性」及「可行性」的關係

與全體樣本反應結果相似，然而在三種「學習動機」與四種作法的關係上，「標

竿學校」與「一般學校」則有不同的反應。結果如表4.2.7及表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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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7「標竿學校」教師對四種作法的態度與「教與學相關因素」的相關係數

表 

 學習精熟 

取向 

趨向表現 

取向 

迴避表現 

取向 

接受挑戰與

開放經驗 

教學福樂 

經驗 

教學創新 

行為 

作法一 .330** .185** .099 .258** .234** .176* 

作法二 .286** .167* .087 .363** .321** .194** 

作法三 .433** .058 -.090 .332** .405** .394** 

有
效
性 

作法四 .415** .089 -.102 .335** .460** .428** 

作法一 .264** .189** -.013 .174* .213** .216** 

作法二 .271** .208** .125 .262** .367** .333** 

作法三 .400** .119 -.172* .357** .434** .334** 

可
行
性 

作法四 .346** .084 -.107 .405** .448** .433** 

作法一 .097 .014 .057 .069 .086 .109 

作法二 -.003 .060 .080 -.144* -.148* .066 

作法三 .057 .054 .204** -.102 -.091 -.003 
壓
力 

作法四 -.037 .094 .179** -.159** -.181** -.104 

N=210；*p＜.05 *p＜.01 

 

表 4.2.8 「一般學校」教師對四種作法的態度與「教與學相關因素」的相關係數

表 

 學習精熟 

取向 

趨向表現 

取向 

迴避表現 

取向 

接受挑戰與開

放經驗 

教學福樂 

經驗 

教學創新 

行為 

作法一 .297** .059 -.118 .290** .341** .198** 

作法二 .265** .102 .071 .401** .298** .266** 

作法三 .340** .209** .117 .329** .209** .289** 

有
效
性 

作法四 .309** .163** .097 .376** .246** .339** 

作法一 .131* .127* .086 .318** .290** .319** 

作法二 .103 .109 .146** .201** .170** .208** 

作法三 .294** .193** .069 .241** .254** .206** 

可
行
性 

作法四 .132* .042 .047 .243** .153* .153* 

作法一 .070 .070 .170** .060 -.104 -.005 

作法二 -.028 .213** .242** .075 -.094 .157* 

作法三 .139* .204** .196** .146* .108 .266** 
壓
力 

作法四 .002 .116 .109 .022 .026 .118 

N=252；*p＜.05 *p＜.01 

註：作法一為「教師自主，由下而上」；作法二為「校長領導，由上而下」；作法三為「政府推動，彈性支持」；作法四

為「政府推動，要求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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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學習動機」 

在「學習精熟取向」方面，「標竿學校」與「一般學校」大致相同，

即「學習精熟取向」與四種作法的「可行性」及「有效性」大致有正相關，

除了「一般學校」的「校長領導，由上而下」作法。在「有效性」部份，「政

府推動，彈性支持」的作法與「學習精熟取向」的相關在二種學校樣本中都

是相關程度最高的，而「校長領導，由上而下」作法與「學習精熟取向」的

相關則在二種學校樣本中都是相關程度最低的，在「可行性」上，與「學習

精熟取向」相關程度最高的仍是「政府推動，彈性支持」的作法，但「標竿

學校」樣本以「教師自主，由下而上」與「學習精熟取向」相關最低（ 264.=r ），

而「一般學校」則是「校長領導，由上而下」（ 103.=r ，未達.05 顯著水準）。

在「壓力」部份，僅「一般學校」的「政府推動，彈性支持」與「學習精熟

取向」有顯著的相關（ 139.=r ）。 

 

在「趨向表現取向」方面，「標竿學校」教師的結果，僅「學校本位」

二種作法（「教師自主，由下而上」、「校長領導，由上而下」）的「可行性」

及「有效性」與「趨向表現取向」有顯著的正相關，其中以「教師自主，由

下而上」的「有效性」相關程度較高（ 185.=r ），但「校長領導，由上而下」

的「可行性」相關程度卻比較高（ 208.=r ）。在「一般學校」的部份，「趨

向表現取向」與「政府推動」的二種作法（「政府推動，彈性支持」、「政府

推動，要求規範」）的「有效性」、「政府推動，彈性支持」的「可行性」、「校

長領導，由上而下」和「政府推動，彈性支持」的「壓力」有顯著的正相關。 

 

在「迴避表現取向」方面，「標竿學校」教師的「迴避表現取向」僅

與「政府推動」二種作法（「政府推動，彈性支持」及「政府推動，要求規

範」）的「壓力」有顯著的正相關，而在「一般學校」樣本中，「迴避表現取

向」與「校長領導，由上而下」作法的「可行性」，以及「教師自主，由下

而上」、「校長領導，由上而下」、「政府推動，彈性支持」三者的「壓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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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相關。 

 

 

  2.「教學動機」 

    在「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變項上，「標竿學校」與「一般學校」的

教師反應大致相同，與四種作法的「有效性」及「可行性」都有顯著的正相

關，然而二者在「可行性」方面的相關程度不盡相同。「標竿學校」的教師

反應結果，教師「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與「政府推動」的二種作法可行性

的相關程度高於與「學校本位」的作法可行性的相關程度。而在「一般學校」

教師的反應結果則顯示，教師「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與「教師自主，由下

而上」作法的可行性的相關程度最高（ 318.=r ），與「校長領導，由上而下」

作法的可行性的相關程度最低（ 201.=r ）。在「壓力」方面，「標竿學校」

教師的「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與「校長領導，由上而下」、「政府推動，要

求規範」有顯著的負相關，而「一般學校」教師則是與「政府推動，彈性支

持」有顯著的正相關。 

 

在「教學福樂經驗」的變項方面，「標竿學校」及「一般學校」與四

種作法的「有效性」及「可行性」同樣均有顯著的正相關。在「標竿學校」

方面，教師反應的「教學福樂經驗」與「政府推動」的二種作法之「有效性」

及「可行性」的相關程度均高於「學校本位」的二種作法，而相關程度最低

的均是「教師自主，由下而上」的作法。在「一般學校」方面，教師反應的

「教學福樂經驗」與「學校本位」的二種作法之「有效性」相關程度大於「政

府推動」的二種作法，其中相關程度最高者為「教師自主，由下而上」，而

在「可行性」方面，相關程度最高者仍是「教師自主，由下而上」，其次依

序為「政府推動，彈性支持」、「校長領導，由上而下」以及「政府推動，

要求規範」。在「壓力」方面，僅「標竿學校」教師反應出「教學福樂經驗」

與「校長領導，由上而下」及「政府推動，要求規範」作法有顯著的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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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教學創新行為」 

「標竿學校」與「一般學校」在四種作法的「有效性」及「可行性」與

教師的「教學創新行為」均有正相關。在「有效性」方面，二種樣本在四種

作法上的相關結果一致，相關程度最高者為「政府推動，要求規範」的作法，

而最低者為「教師自主，由下而上」的作法。然而「可行性」方面，「標竿

學校」教師反應結果，「教學創新行為」與「政府推動」的二種作法「可行

性」的相關程度高於「學校本位」的作法，最高者為「政府推動，要求規範」

（ 433.=r ）的作法，最低者為「教師自主，由下而上」的作法（ 216.=r ）。

「一般學校」教師反應「教學創新行為」與四種作法「可行性」的相關程度

則是以「教師自主，由下而上」（ 319.=r ）的作法最高，而「政府推動，要

求規範」（ 153.=r ）的作法最低。在「壓力」方面，僅「一般學校」教師的

「教學創新行為」與「校長領導，由上而下」及「政府推動，彈性支持」的

「壓力」有正相關。 

 

 

二、迴歸分析 

   

本研究進一步以教師的「教與學相關因素」各個變項作為預測變項，教師對

「專業發展的態度」（「有效性」及「可行性」）為效標變項，進行迴歸分析，以

探討「教與學相關因素」如何影響教師對不同專業發展作法的態度。 

 

 

（一）關於「教師自主，由下而上」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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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有效性」 

以「教師自主，由下而上」的「有效性」作為效標變項，將「教與學相

關因素」的六個變項作為預測變項進行逐步迴歸，僅「學習精熟取向」與「接

受挑戰與開放經驗」二變項被選入迴歸模式，解釋量為 13.5%。結果摘要如

表 4.2.9。 

 

表 4.2.9「教與學相關因素」對「教師自主，由下而上」的「有效性」逐步迴歸

摘要表 
模式  B  SE  β  t  F  2R  

1 (Constant) 11.81 .64  18.47***

 學習精熟取向 .13 .02 .32 7.15*** 
51.15*** .100 

2 (Constant) 10.99 .66  16.74***

 學習精熟取向 .10 .02 .25 5.40*** 

 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 .08 .02 .20 4.28*** 

35.71*** .135 

 

而將「標竿學校」與「一般學校」分別探討，以「教與學相關因素」的

六個變項對「教師自主，由下而上」的「有效性」進行逐步迴歸，結果顯示

二樣本主要的預測變項有所差異，「標竿學校」部份為「學習精熟取向」、「接

受挑戰與開放經驗」、「趨向表現取向」（ 000.,23.12 == pF , 2R =.151）；「一

般學校」部份則為「教學福樂經驗」及「學習精熟取向」

（ 000.,45.22 == pF , 2R =.153）。 

 

2.「可行性」 

以「教師自主，由下而上」的「可行性」作為效標變項進行逐步迴歸，

「教與學相關因素」的六個變項中被選入迴歸模式的變項有「接受挑戰與開

放經驗」及「學習精熟取向」，然而解釋量並不高，在「學習精熟取向」變

項進入模式後所增加的
2R 值為.013，總解釋量亦僅有 9.5%。結果摘要如表

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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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0「教與學相關因素」對「教師自主，由下而上」的「可行性」逐步迴歸

摘要表 
模式  B  SE  β  t  F  2R  

1 (Constant) 4.25 .19  22.78***

 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 .06 .01 .29 6.42*** 
41.25*** .082 

2 (Constant) 3.64 .30  11.98***

 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 .05 .01 .25 5.22*** 

 學習精熟取向 .02 .01 .12 2.53* 

24.07*** ..095 

 

將「標竿學校」與「一般學校」分別探討，以「教與學相關因素」的六

個變項對「教師自主，由下而上」的「可行性」進行逐步迴歸，結果顯示二

樣本主要的預測變項不同，「標竿學校」部份為「學習精熟取向」及「趨向

表現取向」（ 000.,83.10 == pF , 2R =.095），而「一般學校」部份則為「教學

創新行為」及「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 000.,18.19 == pF , 2R =.133）。 

 

 

（二）關於「校長領導，由上而下」的作法 

 

  1.「有效性」 

以「校長領導，由上而下」的「有效性」為效標變項進行逐步迴歸，「教

與學相關因素」的六個變項中被選入迴歸模式的變項有「接受挑戰與開放經

驗」、「學習精熟取向」以及「迴避表現取向」，然而「迴避表現取向」進入

模式後，
2R 的改變量僅有.01，整體的解釋量亦僅有 19%。結果摘要如表

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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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1「教與學相關因素」對「校長領導，由上而下」的「有效性」逐步迴歸

摘要表 
模式  B  SE  β  t  F  2R  

1 (Constant) 12.04 .36  33.02***

 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 .16 .02 .39 9.21*** 
84.82*** .156 

2 (Constant) 10.30 .59  17.49***

 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 .13 .02 .34 7.52*** 

 學習精熟取向 .06 .02 .17 3.73*** 

50.55*** .180 

 (Constant) 9.69 .64  15.09***

 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 .14 .02 .34 7.67*** 

 學習精熟取向 .06 .02 .17 3.82*** 

 迴避表現取向 .02 .01 .10 2.33* 

35.84*** .190 

 

將「一般學校」與「標竿學校」分別探討，以「教與學相關因素」的六

個變項對「校長領導，由上而下有效性」進行逐步迴歸，結果顯示二樣本主

要的預測變項不同，「標竿學校」為「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學習精熟取

向」及「迴避表現取向」（ 000.,75.14 == pF , 2R =.177）；而「一般學校」僅

有「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及「學習精熟取向」進入模式

（ 000.,23.28 == pF , 2R =.185）。 

 

2.「可行性」 

以「校長領導，由上而下」的「可行性」作為效標變項，「教與學相關

因素」的六個變項中被選入迴歸模式的變項有「教學福樂經驗」及「迴避表

現取向」，然而總解釋量並不高，僅 10.2%。結果摘要如表 4.2.12。 

表 4.2.12「教與學相關因素」對「校長領導，由上而下」的「可行性」逐步迴歸

摘要表 
模式  B  SE  β  t  F  2R  

1 (Constant) 4.76 .16  30.63***

 教學福樂經驗 .04 .01 .27 6.01*** 
36.15*** .073 

2 (Constant) 4.29 .20  22.01***

 教學福樂經驗 .05 .01 .30 6.63*** 

 迴避表現取向 .02 .00 .17 3.88*** 

26.16***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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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標竿學校」及「一般學校」樣本分別探討，以「教與學相關因素」

的六個變項對「校長領導，由上而下」的「可行性」進行逐步迴歸，結果顯

示二樣本主要的預測變項不同，「標竿學校」為「教學福樂經驗」、「迴避表

現取向」及「教學創新行為」（ 000.,11.16 == pF , 2R =.190），解釋量亦不大；

而「一般學校」則為「教學創新行為」及「迴避表現取向」（ 000.,79.8 == pF , 

2R =.066），解釋量也不大。 

 

 

（三）關於「政府推動，彈性支持」的作法 

 

1.「有效性」 

以「政府推動，彈性支持」的「有效性」作為效標變項，六個「教與學

相關因素」中被選入迴歸模式的變項有「學習精熟取向」以及「接受挑戰與

開放經驗」，在「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結果摘要如表 4.2.13。 

 

表 4.2.13「教與學相關因素」對「政府推動，彈性支持」的「有效性」逐步迴歸

摘要表 
模式  B  SE  β  t  F  2R  

1 (Constant) 10.22 .65  15.78***

 學習精熟取向 .16 .02 .39 9.04*** 
81.67*** .151 

2 (Constant) 9.18 .66  13.96***

 學習精熟取向 .13 .02 .31 6.92*** 

 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 .11 .02 .24 5.40*** 

57.94*** .202 

 

將「一般學校」與「標竿學校」分別探討，以「教與學相關因素」的六

個變項對「政府推動，彈性支持」的「有效性」進行逐步迴歸，結果顯示二

樣本主要的預測變項不同，「標竿學校」為「學習精熟取向」及「教學創新



 124

行為」（ 000.,41.33 == pF , 2R =.244）；「一般學校」則為「學習精熟取向」、

「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及「迴避表現取向」（ 000.,94.18 == pF , 2R =.186）。 

 

2.「可行性」 

以「政府推動，彈性支持」的「可行性」作為效標變項，「教與學相關

因素」的六個變項中被選入迴歸模式的變項有「教學福樂經驗」、「學習精熟

取向」以及「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解釋量不高為 18%，在「接受挑戰與

開放經驗」投入模式後所增加的
2R 值僅.007，移除後影響不大。結果摘要如

表 4.2.14。 

 

將「標竿學校」與「一般學校」樣本分別以「教與學相關因素」的六個

變項對「政府推動，彈性支持」的「可行性」進行逐步迴歸，結果顯示二樣

本主要的預測變項不同。「標竿學校」部份只有「教學福樂經驗」及「學習

精熟取向」進入模式（ 000.,66.30 == pF , 2R =.229）；「一般學校」則為「學

習精熟取向」及「教學福樂經驗」及「趨向表現取向」

（ 000.,06.12 == pF , 2R =.117），解釋量不大。  

表 4.2.14「教與學相關因素」對「政府推動，彈性支持」的「可行性」逐步迴歸

摘要表 
模式  B  SE  β  t  F  2R  

1 (Constant) 4.51 .19  23.67***

 教學福樂經驗 .07 .01 .35 8.10*** 
65.67*** .125 

2 (Constant) 3.30 .30  11.00***

 教學福樂經驗 .05 .01 .25 5.24*** 

 學習精熟取向 .05 .01 .24 5.14*** 

47.86*** .173 

3 (Constant) 3.16 .31  10.32***

 教學福樂經驗 .03 .01 .17 2.86** 

 學習精熟取向 .05 .01 .24 5.00*** 

 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迴 .02 .01 .12 2.05* 

33.53***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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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關於「政府推動，要求規範」的作法 

 
1.「有效性」 

以「政府推動，要求規範」的「有效性」作為效標變項，六個「教與學

相關因素」的變項中被選入迴歸模式的變項有「教學創新行為」、「學習精熟

取向」以及「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 000.,63.47 == pF , 220.2 =R ），在「接

受挑戰與開放經驗」變項進入模式後所增加的 2R 值為.017。 

 

表 4.2.15「教與學相關因素」對「政府推動，要求規範」的「有效性」逐步迴歸

摘要表 
模式  B  SE  β  t  F  2R  

1 (Constant) 11.90 .41  28.77***

 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 .17 .02 .37 8.63*** 
74.55*** .139 

2 (Constant) 8.72 .65  13.38***

 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 .12 .02 .28 6.35*** 

 學習精熟取向 .11 .02 .27 6.15*** 

59.19*** .205 

3 (Constant) 8.70 .65  13.39***

 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 .09 .02 .21 3.74*** 

 學習精熟取向 .10 .02 .24 5.27*** 

 教學福樂經驗 .05 .03 .12 2.06* 

41.15*** .212 

 

將「一般學校」與「標竿學校」分別探討，以「教與學相關因素」的六

個變項對「政府推動，要求規範」的「有效性」進行逐步迴歸，結果顯示二

樣本主要的預測變項不同。「標竿學校」為「教學福樂經驗」、「學習精熟取

向」及「教學創新行為」（ 000.,68.25 == pF , 2R =.272），與全體樣本反應相

似，但解釋量更高；「一般學校」為「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學習精熟取

向」及「教學創新行為」（ 000.,33.21 == pF , 2R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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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可行性」 

 

以「政府推動，要求規範可行性」作為效標變項，六個「教與學相關因

素」的變項中被選入迴歸模式的變項有「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教學創新

行為」以及「學習精熟取向」（ 000.,12.28 == pF , 156.2 =R ），然而解釋量

不高，在「學習精熟取向」投入模式後所增加的
2R 值為.012。 

 
表 4.2.16「教與學相關因素」對「政府推動，要求規範」的「可行性」逐步迴歸

摘要表 
模式  B  SE  β  t  F  2R  

1 (Constant) 4.01 .21  19.05***

 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 .08 .01 .35 8.00*** 
64.02*** .122 

2 (Constant) 3.16 .34  9.25*** 

 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 .07 .01 .30 6.53*** 

 學習精熟取向 .03 .01 .14 3.14** 

37.54*** .141 

 

以「教與學相關因素」的六個變項對於「政府推動，要求規範可行性」

進行逐步迴歸，結果顯示二樣本主要的預測變項不同。「標竿學校」為「教

學福樂經驗」及「教學創新行為」（ 000.,04.31 == pF , 2R =.231）；「一般學

校」僅「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一個變項被選入模式

（ 000.,74.15 == pF , 2R =.059），解釋量亦不大。 

 

  總結上述分析，以「全體樣本」、「標竿學校」、「一般學校」教師的「教與學

相關因素」各變項對對不同專業發展的作法進行逐步分析結果摘要如表 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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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7「教與學相關因素」對教師專發展「可行性」、「有效性」主要影響變項

摘要表 
主要影響變項 

 
全體樣本 標竿學校 一般學校 

有
效
性 

「學習精熟取向」 「接受挑戰

與開放經驗」 

「學習精熟取向」「接受挑戰與

開放經驗」「趨向表現取向」 

「教學福樂經驗」「學習精熟取

向」 

教
師
自
主
由
下
而
上 

可
行
性 

「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學習

精熟取向」 

「學習精熟取向」「趨向表現取

向」 

「教學創新行為」「接受挑戰與

開放經驗」 

有
效
性 

「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學習

精熟取向」「迴避表現取向」 

「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學習

精熟取向」「趨向表現取向」 

「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學習

精熟取向」 

校
長
領
導
由
上
而
下 

可
行
性 

「教學福樂經驗」「迴避表現取

向」 

「教學福樂經驗」「迴避表現取

向」「教學創新行為」 

「教學創新行為」「迴避表現取

向」 

有
效
性 

「學習精熟取向」「接受挑戰與

開放經驗」 

「學習精熟取向」「教學創新行

為」 

「學習精熟取向」「接受挑戰與

開放經驗」「迴避表現取向」 

政
府
推
動
彈
性
支
持 

可
行
性 

「學習精熟取向」「教學福樂經

驗」 

「教學福樂經驗」「學習精熟取

向」 

「學習精熟取向」「教學福樂經

驗」「趨向表現取向」 

有
效
性 

「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學習

精熟取向」 

「教學福樂經驗」「學習精熟取

向」「教學創新行為」 

「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學習

精熟取向」「教學創新行為」 

政
府
推
動
要
求
規
範 

可
行
性 

「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學習

精熟取向」 

「教學福樂經驗」「教學創新行

為」 
「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 

 

 

 

三、典型相關分析 

 

將「教與學相關因素」的六個變項，與四種作法的二個因素進行典型相關分

析，可得到三組典型變項（Λ=.90），三組的解釋量分別為 39.6%、6.7%、5.7%，

分析摘要如表 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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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8「教與學相關因素」對四種作法「有效性」、「可行性」典型相關摘要表 
預測變項 典型變項 效標變項 典型變項 

 1ξ  2ξ  3ξ   1η  2η  3η  
教學創新行為 -.742 .371 -.362 作法一有效性 -.566 -.410 .170 

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 -.812 .117 .478 作法二有效性 -.648 .107 .626 

教學福樂經驗 -.783 -.101 .086 作法三有效性 -.732 .001 -.202 

學習精熟取向 -.743 -.394 -.191 作法四有效性 -.768 .066 -.232 

趨向表現取向 -.322 .003 -.163 作法一可行性 -.537 .155 -.104 

迴避表現取向 -.016 .597 .045 作法二可行性 -.500 .492 -.173 

    作法三可行性 -.667 -.433 -.156 

    作法四可行性 -.609 .091 .124 

    變異百分比 33.41 6.08 7.44 

    重疊 16.02 .54 .42 

變異百分比 41.32 11.21 7.20 2ρ  .396 .067 .057 

重疊 16.44 .75 .41 ρ  .631 ** .259** .238**

**p＜.01 

 

 

取結構係數大於.40 的變項進行討論。就第一組典型變項的結構而言，預測

變項主要是由「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教學福樂經驗」、「學習精熟取向」、「教

學創新行為」所影響。效標變項方面則與四種作法的「有效性」及「可行性」都

有明顯的關聯性，然而最主要還指向政府推動的作法：「政府推動，彈性支持」、

「政府推動，要求規範」的「可行性」及「有效性」。就這潛在的典型變項而言，

可視為「教與學的投入」，投入程度愈高，則對於不同的教師專業發展作法均能

認同，然而最主要的還是政府推動的作法。 

 

第二組典型變項的結構，在預測變項上主要是「迴避表現取向」在影響，在

效標變項上則指向「教師自主，由下而上有效性」及「校長領導，由上而下」、「政

府推動，彈性支持」的可行性，然而結構係數均不高，同時效標變項所解釋的變

量也不甚理想，僅約 6%。 

 

第三組典型變項的結構，在預測變項上主要是「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所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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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在效標變項上則指向「校長領導，由上而下有效性」，然而預測變項及效標

變項所解釋的變異量均不高，同時二者的相關也僅有.238，雖然達顯著，但不宜

過度解釋。 

 

 



 130

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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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教師在量表上的反應 

 

本研究所探討「學習的組織文化」，乃依據林偉文（民 91）所提出之架構，

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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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合作」等六個意涵。 

 

受試教師在知覺「學習的組織文化」的六個變項上的平均得分，除了「經營

管理支持」（2.95）以及「合作」（2.71）介於「還算符合」與「不符合」之間，

其餘四個變項的平均分數均介於「還算符合」與「符合」之間，受試教師知覺到

校園「學習的組織文化」程度最高的是：「知識分享與流通」，其次依序為「共享

價值」、「知識社群」、「深度對談」、「經營管理支持」、「合作」。 

 

經重複量數多變量變異數分析，教師在六個因素上的表現有顯著的差異

（ 000.,182. ==Λ p　 ），經重複量數差異性考驗，結果顯示除「知識社群」與「深

度對談」間的差異未達顯著水準（ 214.=p ），其餘變項間的差異皆達.000 的顯

著水準，顯示受試教師感受到校園「學習的組織文化」一般而言約在中上程度，

尤其是「知識分享與流通」與「共享價值」，而對「經營管理支持」及「合作」

的知覺則是偏低的。結果差摘要如表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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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教師知覺「學習的組織文化」各分量表結果摘要表 
 平均數 標準差 差異性考驗 

知識分享與流通 3.65 .71 

經營管理支持 2.95 .95 

深度對談 3.22 .75 

知識社群 3.26 .72 

共享價值 3.47 .71 

合作 2.71 .60 

「知識分享與流通」＞「共享價值」

＞「知識社群」、「深度對談」＞「經

營管理支持」＞「合作」（p=.000） 

總量表 3.40 .62  

N=462 

 

比較「標竿學校」與「一般學校」教師在知覺校園「學習的組織文化」六個

量表上的得分情形，結果顯示二不同樣本的教師在六個變項上的知覺情形頗為一

致，程度最高者為「知識分享與流通」，而最低者為「合作」。。 

 

以獨立樣本 t 考驗比較二組教師得分的差異，結果顯示「標竿學校」教師的

平均分數在六個變項上均高於「一般學校」，兩者的差異達.001 的顯著水準。其

中以教師知覺到學校「經營管理支持」方面差異最大，而差異最小的為「深度對

談」。結果摘要如表 4.3.2。 

 

表 4.3.2 「標竿學校」與「一般學校」在「學習的組織文化」各分量表上的差異 

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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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數 3.87 3.29 3.38 3.47 3.68 2.94 標竿學校 

（N=210） 標準差 .69 .93 .81 .74 .69 .54 

平均數 3.44 2.61 3.03 3.04 3.32 2.55 一般學校 

（N=252） 標準差 .71 .89 .61 .65 .64 .57 

t  5.01*** 6.11*** 4.08*** 5.12*** 4.52*** 5.75***
***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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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習的組織文化」與教師對「學校本位教師專業

發展」的關係 

 

 

為瞭解「學習的組織文化」與教師對「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態度的關係，

本研究先以皮爾森相關，分析「學習的組織文化」之六個變項與與教師對不同作

法之「有效性」、「有效性」及「壓力」之間的關係，並以此六個變項對不同作法

之「可行性」、「有效性」進行迴歸分析以瞭解「學習的組織文化」對教師態度之

影響力。最後，以典型相關分析來探討「學習的組織文化」與教師對「學校本位

教師專業發展」的整體性關係。 

 

 

一、相關分析 

  

（一）全體樣本 

 

整體而言，校園「學習的組織文化」與教師對不同「專業發展」作法的態

度呈正相關，即教師知覺到學校「學習的組織文化」程度愈高，則愈傾向認同

不同教師專業發展作法的有效性及可行性，相關係數表如表 4.3.3。以下分就

各變項說明。 

   

1.「知識分享與流通」 

  就全體樣本的統計結果來看，教師知覺到校園內「知識分享與流通」與

四種作法的「有效性」皆有正相關。然而在「可行性」部份，除了與「校長

領導，由上而下」作法的「有效性」無顯著的相關，與其他的作法皆有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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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在「壓力」部份，僅與「政府推動，要求規範」作法的「壓力」有負相

關。然而不管是「可行性」或是「有效性」，教師知覺到「知識分享與流通」

與「政府推動」的二種作法之相關程度均高於「學校本位」的作法，與「有

效性」及「可行性」相關程度最高者均為「政府推動，要求規範」的作法

（ 351,.370.=r ）。相關程度最低者在「有效性」部份為「教師自主，由下而

上」（ 145.=r ）的作法；在「可行性」部分為「校長領導，由上而下」的作

法（ 091.=r 未顯著）。 

 

表 4.3.3 教師對四種作法的態度與「學習的組織文化」的相關係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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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法一 .145** .193** .087 .103* .139** .132** 

作法二 .189** .170** .107** .151** .176** .177** 

作法三 .342** .216** .304** .263** .273** .322** 

有
效
性 

作法四 .370** .356** .356** .342** .279** .299** 

作法一 .238** .296** .236** .279** .256** .239** 

作法二 .091 .244** .099* .143** .135** .164** 

作法三 .329** .309** .276** .236** .257** .281** 

可
行
性 

作法四 .351** .453** .398** .416** .295** .269** 

作法一 .040 .019 .056 .012 .098* .071 

作法二 .010 .024 .000 .066 .017 .015 

作法三 .074 -.010 -.026 .055 -.028 -.043 
壓
力 

作法四 -.126** -.121** -.166** -.124** -.187** -.168** 

N=462；*p＜.05 *p＜.01 

註：作法一為「教師自主，由下而上」；作法二為「校長領導，由上而下」；作法三為「政府推動，彈性支持」；作法四

為「政府推動，要求規範」 

 

2.「經營管理支持」 

 教師知覺到學校「經營管理支持」與教師對四種專業發展的作法之「有

效性」及「可行性」均有顯著的正相關，在「壓力」方面僅與「政府推動，

要求規範」作法的「壓力」有顯著的負相關。與「知識分享與流通通」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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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一致，「經營管理支持」與「政府推動」二種作法的「有效性」及「可行

性」相關程度高於「學校本位」的二種作法。在「有效性」及「可行性」方

面相關程度最高者均為「政府推動，要求規範」（ 453,.356.=r ），最低者均

為「校長領導，由上而下」（ 244,.170.=r ）。 

  

3.「深度對談」 

  結果顯示，教師知覺到「深度對談」的程度除與「教師自主，由下而上」

作法的「有效性」沒有顯著的相關存在，與其他作法之「有效性」及「可行

性」均有顯著的正相關，在「壓力」方面，僅與「政府推動，要求規範」有

顯著的負相關。與前述二個變項一致，「深度對談」與「政府推動」之二種

作法的「可行性」及「有效性」相關程度均高於「學校本位」的作法，其中

在「有效性」及「可行性」方面，相關程度最高者均為「政府推動，要求規

範」（ 398,.356.=r ），而相關程度最低者在「有效性」部份為「教師自主，

由下而上」的作法（ 087.=r 未顯著）；在「可行性」部份為「校長領導，由

上而下」的作法（ 199.=r ）。 

 

4.「知識社群」 

  「知識社群」與四種作法之「有效性」及「可行性」均有顯著的正相關，

在「壓力」部份，僅與「政府推動，要求規範」有顯著的負相關。與前述的

變項反應相似，相關程度最高在「有效性」及「可行性」均為「政府推動，

要求規範」的作法（ 416,342.=r ），而相關程度最低者在「有效性」部份為

「教師自主，由下而上」的作法（ 103.=r ）；在「可行性」部份相關程度最

低者為「校長領導，由上而下」的作法（ 143.=r ）。然而與前述變項不同為

此變項在「可行性」部份，與「教師自主，由下而上」的相關程度高於「政

府推動，彈性支持」的作法。 

 

5.「共享價值」 

  「共享價值」與四種作法的「有效性」及「可行性」均有顯著的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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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壓力」部份與「教師自主，由下而上」的作法有正相關，而與「政府推

動，要求規範」的作法有顯著的負相關。在「有效性」及「可行性」方面，

與「政府推動」作法的相關程度均高於「學校本位」的作法，其中相關程度

最高者在「有效性」及「可行性」方面均為「政府推動，要求規範」的作法

（ 295,.279.=r ）。而相關程度最低者，在「有效性」方面為「教師自主，由

下而上」（ 139.=r ）；在「可行性」方面為「校長領導，由上而下」（ 135.=r ）。 

 

6.「合作」 

「合作」變項與四種作法的「有效性」及「可行性」均有顯著的正相關，

在「壓力」部份，僅與「政府推動，要求規範」的作法有顯著的負相關。在

「有效性」及「可行性」方面，「合作」變項與「政府推動」二種作法的相

關程度均高於「學校本位」的二種作法，相關程度最高者均為「政府推動，

要求規範」（ 444,.412.=r ），相關程度最低者，在「有效性」方面為「教師

自主，由下而上」；在「可行性」部份為「校長領導，由上而下」。 

 
 

（二）「標竿學校」與「一般學校」 

將「標竿學校」與「一般學校」分別進行探討，得兩組相關矩陣，二者在

教師知覺的「學習的組織文化」的六個變項與對專業發展的態度之間的關係有

極大 的差異。二者除了在與四種作法「有效性」、「可行性」、及「壓力」

的關係不一致之，與全體樣本的結果也不一致，結果摘要如表4.3.4及表4.3.5。

以下分別就各變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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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標竿學校」教師「學習的組織文化」與對四種作法態度相關係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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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法一 .091 .080 -.013 -.016 .061 .077 

作法二 .107 .124 -.017 .046 .095 .129 

作法三 .283** .256** .272** .242** .270** .233** 

有
效
性 

作法四 .397** .393** .431** .355** .325** .297** 

作法一 .109 .150* .090 .159* .152* .142* 

作法二 .177** .197** .088 .198** .154* .238** 

作法三 .333** .309** .296** .271** .266** .258** 

可
行
性 

作法四 .398** .520** .487** .488** .350** .307** 

作法一 .110 .097 .203** .055 .142* .069 

作法二 -.048 .010 -.004 .071 .023 -.048 

作法三 -.036 -.070 -.174* -.058 -.105 -.208** 
壓
力 

作法四 -.259** -.223** -.311** -.227** -.294** -.317** 

N=210；*p＜.05 *p＜.01 

 

表 4.3.5「一般學校」教師「學習的組織文化」與對四種作法態度相關係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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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法一 .170** .278** .164** .195** .184** .149* 

作法二 .223** .164** .188** .213** .205** .170** 

作法三 .363** .132* .305** .249** .240** .362** 

有
效
性 

作法四 .308** .262** .229** .283** .177** .241** 

作法一 .265** .326** .297** .315** .255** .211** 

作法二 -.002 .272** .088 .071 .096 .080 

作法三 .296** .265** .218** .161* .205** .257** 

可
行
性 

作法四 .250** .312** .245** .284** .160* .137* 

作法一 -.019 -.058 -.078 -.033 .060 .066 

作法二 .072 .062 .019 .080 .031 .091 

作法三 .156* .033 .104 .151* .029 .074 
壓
力 

作法四 .010 .006 .002 -.002 -.068 -.016 

N=252；*p＜.05 *p＜.01 

註：作法一為「教師自主，由下而上」；作法二為「校長領導，由上而下」；作法三為「政府推動，彈性支持」；作法四

為「政府推動，要求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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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識分享與流通」 

在「有效性」方面「標竿學校」教師知覺到的「知識分享與流通」僅與

「政府推動」二種作法的有效性有顯著的正相關，與「學校本位」二種作法

有效性沒有顯著相關，而其中又以與「政府推動，要求規範」的相關程度

（ 397.=r ）高於「政府推動，彈性支持」的作法（ 283.=r ）；「一般學校」

則在四種作法上均有顯著的正相關，與「政府推動」作法的相關程度高於「學

校本位」的作法，其中最高者為「政府推動，彈性支持」的作法（ 363.=r ），

最低者為「教師自主，由下而上」的作法（ 170.=r ）。 

 

在「可行性」方面，「標竿學校」的「知識分享與流通」與「教師自主，

由下而上」作法的可行性未達顯著的相關，在另外三種作法上相關程度最高

者為「政府推動，要求規範」的作法（ 398.=r ），最低者為「校長領導，由

上而下」的作法（ 177.=r ）；「一般學校」的「知識分享與流通」與「校長

領導，由上而下」的作法未達顯著的相關，在另外三種作法上，相關程度最

高者為「政府推動，彈性支持」的作法（ 296.=r ），最低者為「政府推動，

要求規範」（ 256.=r ）。 

 

    在「壓力」方面，「標竿學校」的「知識分享與流通」與「政府推動，

要求規範」作法的「壓力」有顯著的負相關；「一般學校」則是「知識分享

與流通」與「政府推動，彈性支持」作法的「壓力」有正相關。 

 

  2.「經營管理支持」 

在「有效性」方面「標竿學校」教師知覺到的「經營管理支持」與四種

作法的有效性關係與全體樣本的結果相同，僅與「政府推動」二種作法有效

性顯著的正相關，與「學校本位」二種作法沒有顯著相關，而其中又以與「政

府推動，要求規範」的相關程度（ 397.=r ）高於「政府推動，彈性支持」

的作法（ 283.=r ）；「一般學校」則與四種作法的有效性均有顯著的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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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高者為「教師自主，由下而上」的作法（ 278.=r ），最低者為「政府

推動，彈性支持」的作法（ 132.=r ）。 

 

在「可行性」方面，「標竿學校」的「知識分享與流通」與四種作法的

可行性均有顯著的正相關，與「政府推動」二種作法相關程度高於「學校本

位」的作法，其中關程度最高者為「政府推動，要求規範」的作法（ 520.=r ），

最低者為「教師自主，由下而上」的作法（ 150.=r ）；「一般學校」的「知

識分享與流通」與四種作法均有顯著的正相關，相關程度最高者為同樣是「教

師自主，由下而上」的作法（ 326.=r ），最低者是「政府推動，彈性支持」

（ 272.=r ）。 

 

    在「壓力」方面，「標竿學校」的「知識分享與流通」與「政府推動，

要求規範」的作法有顯著的負相關；「一般學校」則與「政府推動，彈性支

持」的作法有負相關。 

 

    3.「深度對談」 

「標竿學校」教師知覺到的「深度對談」僅與「政府推動」的二種作法

有顯著的正相關，而與「學校本位」二種作法之「有效性」及「可行性」均

沒有顯著相關，在「政府推動」的二個作法之中，又均與「政府推動，要求

規範」作法的相關程度（ 487,431.=r ）最高。 

 

「一般學校」教師知覺到的「深度對談」在四種作法的「有效性」上均

有顯著的正相關，與「政府推動」作法的相關程度高於「學校本位」的作法，

其中最高者為「政府推動，彈性支持」的作法（ 305.=r ），最低者為「教師

自主，由下而上」的作法（ 161.=r ）；在「可行性」方面，僅與「校長領導，

由上而下」的作法未達顯著的相關，在另外三種作法上，相關程度最高者為

「教師自主，由下而上」的作法（ 297.=r ），最低者為「政府推動，彈性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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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218.=r ）。 

 

    在「壓力」方面，「標竿學校」教師知覺到的「深度對談」與「教師自

主，由下而上」作法的「壓力」有正相關，與「政府推動」的二種作法有顯

著的負相關；「一般學校」教師知覺到「深度對談」則與的四種作法均無顯

著相關。 

 

    4.「知識社群」 

在「有效性」方面「標竿學校」教師知覺到的「知識社群」僅與「政府

推動」二種作法的有效性有顯著的正相關，與「學校本位」二種作法的有效

性沒有顯著相關，而其中又以與「政府推動，要求規範」的相關程度（ 355.=r ）

高於「政府推動，彈性支持」的作法（ 242.=r ）；「一般學校」則在四種作

法上均有顯著的正相關，與「政府推動」作法的相關程度高於「學校本位」

的作法，其中最高者為「政府推動，彈性支持」的作法（ 283.=r ），最低者

為「教師自主，由下而上」的作法（ 195.=r ）。 

 

在「可行性」方面，「標竿學校」教師知覺到「知識社群」與四種作法

均有顯著的正相關，與「政府推動」的作法之相關程度高於與「學校本位」

的作法，其中相關程度最高者為「政府推動，要求規範」的作法（ 488.=r ），

最低者為「教師自主，由下而上」的作法（ 159.=r ）；「一般學校」教師知

覺到「知識社群」僅與「校長領導，由上而下」的作法未達顯著的相關，在

另外三種作法上，相關程度最高者為「教師自主，由下而上」的作法

（ 315.=r ），最低者為「政府推動，彈性支持」（ 161.=r ）。 

 

    在「壓力」方面，「標竿學校」教師知覺到「知識社群」僅與「政府推

動，要求規範」的作法有顯著的負相關；「一般學校」與「政府推動，彈性

支持」的作法有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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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共享價值」 

在「有效性」方面「標竿學校」教師知覺到的「共享價值」僅與「政府

推動」的二種作法有顯著的正相關，與「學校本位」二種作法沒有顯著相關，

在「政府推動」的二種作法中，與「政府推動，要求規範」的相關程度（ 325.=r ）

高於「政府推動，彈性支持」的作法（ 270.=r ）；「一般學校」則在四種作

法上均有顯著的正相關，其中最高者為「政府推動，彈性支持」的作法

（ 363.=r ），最低者為「政府推動，要求規範」的作法（ 170.=r ）。 

 

在「可行性」方面，「標竿學校」教師知覺到「共享價值」與四種作法

的可行性均有顯著的正相關，與「政府推動」二種作法的可行性相關程度高

於「學校本位」的作法，其中相關程度最高者為「政府推動，要求規範」的

作法（ 350.=r ），最低者為「教師自主，由下而上」的作法（ 152.=r ）；「一

般學校」教師知覺到「共享價值」與「校長領導，由上而下」的作法未達顯

著的相關，在另外三種作法上，相關程度最高者為「教師自主，由下而上」

的作法（ 255.=r ），最低者為「政府推動，要求規範」（ 160.=r ）。 

 

    在「壓力」方面，「標竿學校」教師知覺到「共享價值」與「教師自主，

由下而上」的作法有正相關，而與「政府推動，要求規範」的作法有顯著的

負相關；「一般學校」則與四種作法均無顯著相關。 

 

    6.「合作」 

在「有效性」方面「標竿學校」教師知覺到的「合作」僅與「政府推動」

二種作法的有效性有顯著的正相關，與「學校本位」二種作法沒有顯著相關，

在「政府推動」的二種作法中，與「政府推動，要求規範」的有效性相關程

度（ 297.=r ）高於「政府推動，彈性支持」的作法（ 233.=r ）；「一般學校」

則與四種作法的有效性均有顯著的正相關，與「政府推動」的二種作法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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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程度高於「學校本位」的二種作法，其中最高者為「政府推動，彈性支持」

的作法（ 362.=r ），最低者為「政府推動，要求規範」的作法（ 149.=r ）。 

 

在「可行性」方面，「標竿學校」教師知覺到「合作」與四種作法可行

性均有顯著的正相關，與「政府推動」二種作法的可行性相關程度高於「學

校本位」的作法，其中相關程度最高者為「政府推動，要求規範」的作法

（ 307.=r ），最低者為「教師自主，由下而上」的作法（ 142.=r ）；「一般

學校」教師知覺到「合作」與「校長領導，由上而下」的作法未達顯著的相

關，在另外三種作法上，相關程度最高者為「政府推動，彈性支持」的作法

（ 257.=r ），最低者為「政府推動，要求規範」（ 137.=r ）。 

 

    在「壓力」方面，「標竿學校」教師知覺到「合作」與「政府推動」的

二種作法有顯著的負相關；「一般學校」則與四種作法均無顯著相關。 

 

 

二、迴歸分析 

 

本研究進一步以教師知覺到「學習的組織文化」各個變項為預測變項，教師

對「專業發展的態度」（「有效性」及「可行性」）為效標變項，進行迴歸分析，

以探討「學習的組織文化」如何影響教師對不同專業發展作法的態度。 

 

 

（一）關於「教師自主，由下而上」的作法 

 

  1.「有效性」 

將「學習的組織文化」的六個變項作為預測變項，以「教師自主，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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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的「有效性」作為效標變項進行逐步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僅「經營管

理支持」變項被選入迴歸模式，雖然模式達顯著，然而可解釋的變異量並不

大，只有 3.7%。結果摘要如表 4.3.6。 

 

表 4.3.6「學習的組織文化」對「教師自主，由下而上」的「有效性」逐步迴歸

摘要表 
模式  B  SE  β  t  F  2R  

1 (Constant) 15.22 .28  54.29***

 經營管理支持 .13 .03 .19 4.21*** 
17.71*** .037 

 

將「標竿學校」與「一般學校」分別探討，以「學習的組織文化」的六

個變項對於「教師自主，由下而上」的「有效性」進行逐步迴歸，結果顯示

二樣本主要的預測變項有所差異，在「標竿學校」的部份「學習的組織文化」

的六個變項對教師在四種作法上的態度均無明的影響關係；在「一般學校」

部份，則主要為「經營管理支持」（ 000.,91.20 == pF , 2R =.077）。 

 

2.「可行性」 

將「學習的組織文化」的六個變項作為預測變項，以「教師自主，由下

而上」的「可行性」作為效標變項進行逐步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六個變項中

「經營管理支持」及「知識社群」變項被選入迴歸模式，解釋量為 10.7%。

結果摘要如表 4.3.7。 

 

表 4.3.7「學習的組織文化」對「教師自主，由下而上」的「可行性」逐步迴歸

摘要表 
模式  B  SE  β  t  F  2R  

1 (Constant) 4.64 .12  37.58***

 經營管理支持 .09 .01 .30 6.66*** 
44.33*** .088 

2 (Constant) 4.24 .18  24.16***

 經營管理支持 .06 .02 .21 3.91*** 

 知識社群 .05 .02 .17 3.17** 

27.6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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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標竿學校」與「一般學校」分別探討，以「學習的組織文化」的六

個變項對於「教師自主，由下而上」的「有效性」進行逐步迴歸，結果顯示

二樣本主要的預測變項有所差異，「標竿學校」部份僅「知識社群」被選入

迴歸模式（ 021.,37.5 == pF , 2R =.025）。（ 000.,02.13 == pF , 2R =.050）；

在「一般學校」部份則有「經營管理支持」及「知識社群」二個主要的解釋

變項，（ 000.,98.21 == pF , 2R =.150）與整體樣本一致。 

 

 

（二）關於「校長領導，由上而下」的作法 

  

 1.「有效性」 

 

將「學習的組織文化」的六個變項作為預測變項，以「校長領導，由上

而下」的「有效性」作為效標變項進行逐步迴歸，分析結果顯示被選入迴歸

模式的變項有「知識分享與流通」及「經營管理支持」，雖然模式達顯著，

然而可解釋的變異量並不大，二個變項僅有 4.6%，在「經營管理支持」變

項投入之後所增加的 2R 僅有.01。結果摘要如表 4.3.8。 

   

 

表 4.3.8「學習的組織文化」對「校長領導，由上而下」的「有效性」逐步迴歸

摘要表 
模式  B  SE  β  t  F  2R  

1 (Constant) 13.63 .42  32.63***

 知識分享與流通 .07 .02 .19 4.14*** 
17.10*** .036 

2 (Constant) 13.46 .42  31.81***

 知識分享與流通 .05 .02 .14 2.83** 

 經營管理支持 .07 .03 .11 2.16* 

10.95*** .046 

 

將「標竿學校」與「一般學校」分別探討，以「學習的組織文化」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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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變項對於「校長領導，由上而下」的「有效性」進行逐步迴歸，結果顯示

二樣本主要的預測變項有所差異，在「標竿學校」部份「學習的組織文化」

的六個變項對教師在四種作法上的態度均無明的影響關係；「一般學校」部

份則僅有「知識分享與流通」被選入模式（ 000.,02.13 == pF , 050.2 =R ）。 

 

2.「可行性」 

將「學習的組織文化」的六個變項作為預測變項，以「校長領導，由上

而下」的「可行性」作為效標變項進行逐步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僅「經營管

理支持」變項被選入迴歸模式，解釋量為 5.9%。結果摘要如表 4.3.9。 

 

表 4.3.9「學習的組織文化」對「校長領導，由上而下」的「可行性」逐步迴歸

摘要表 
模式  B  SE  β  t  F  2R  

1 (Constant) 5.14 .11  48.85***

 經營管理支持 .06 .01 .24 5.39*** 
29.01*** .059 

 

將「標竿學校」與「一般學校」分別探討，以「學習的組織文化」的六

個變項對於「校長領導，由上而下」的「可行性」進行逐步迴歸，結果顯示

二樣本主要的預測變項有所差異，在「標竿學校」部份被選入模式的為「合

作」（ 000.,494.12 == pF , 057.2 =R ）；「一般學校」部份則為「經營管理

支持」（ 000.,01.20 == pF , 074.2 =R ）。 

 

 

（三）關於「政府推動，彈性支持」的作法 

 

1.「有效性」 

 

將「學習的組織文化」的六個變項作為預測變項，以「政府推動，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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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有效性」作為效標變項進行逐步迴歸，分析結果顯示被選入迴歸

模式的變項有「知識分享與流通」及「合作」，解釋量為 13.4%。結果摘要

如表 4.3.10 

 

表 4.3.10「學習的組織文化」對「政府推動，彈性支持」的「有效性」逐步迴歸

摘要表 
模式  B  SE  β  t  F  2R  

1 (Constant) 12.57 .45  27.78***

 知識分享與流通 .14 .02 .34 7.80*** 
60.82*** .117 

2 (Constant) 12.18 .47  26.14***

 知識分享與流通 .09 .02 .23 4.02*** 

 合作 .14 .05 .17 3.03** 

35.55*** .134 

 

將「標竿學校」與「一般學校」分別探討，以「學習的組織文化」的六

個變項對於「教師自主，由下而上」的「有效性」進行逐步迴歸，結果顯示

二樣本主要的預測變項有所差異，在「標竿學校」部份為「知識分享與流通」

（ 000.,06.18 == pF , 080.2 =R ）；「一般學校」部份則為「知識分享與流

通」以及「合作」（ 000.,51.24 == pF , 164.2 =R ）。 

 

2.「可行性」 

將「學習的組織文化」的六個變項作為預測變項，以「政府推動，彈性

支持」的「可行性」作為效標變項進行逐步迴歸，分析結果顯示被選入迴歸

模式的變項有「知識分享與流通」及「經營管理支持」，解釋量為 14.3%。

結果摘要如表 4.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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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1「學習的組織文化」對「政府推動，彈性支持」的「可行性」逐步迴歸

摘要表 
模式  B  SE  β  t  F  2R  

1 (Constant) 4.48 .21  21.52***

 知識分享與流通 .06 .01 .33 7.48*** 
56.01*** .109 

2 (Constant) 4.32 .21  20.76***

 知識分享與流通 .04 .01 .24 5.05*** 

 經營管理支持 .06 .02 .21 4.30*** 

38.31*** .143 

 

將「標竿學校」與「一般學校」分別探討，二者可得同樣的結果。「標

竿學校」及「一般學校」經逐步迴歸分析的結果，選出的變項均為「知識分

享與流通」；為「經營管理支持」，在「標竿學校」部份的解釋量為 13.4%，

在「一般學校」部份解釋量為 12.6%。 

 

（四）關於「政府推動，要求規範」的作法 

 

1.「有效性」 

將「學習的組織文化」的六個變項作為預測變項，以「政府推動，要求

規範」的「有效性」作為效標變項進行逐步迴歸，分析結果顯示被選入迴歸

模式的變項有「知識分享與流通」及「經營管理支持」，解釋量為 18.5%。

結果摘要如表 4.3.12。 

 

表 4.3.12「學習的組織文化」對「政府推動，要求規範」的「有效性」逐步迴歸

摘要表 
模式  B  SE  β  t  F  2R  

1 (Constant) 11.67 .44  26.28***

 知識分享與流通 .15 .02 .37 8.54*** 
72.95*** .137 

2 (Constant) 11.25 .44  25.60***

 知識分享與流通 .10 .02 .27 5.71*** 

 經營管理支持 .17 .03 .24 5.20*** 

52.04***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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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標竿學校」與「一般學校」分別探討，以「學習的組織文化」的六

個變項對於「政府推動，要求規範」的「有效性」進行逐步迴歸，結果顯示

二樣本主要的預測變項有所差異，「標竿學校」部份為「深度對談」及「經

營管理支持」，（ 000.,41.27 == pF , 209.2 =R ）；在「一般學校」則為「知

識分享與流通」以及「經營管理支持」（ 000.,76.18 == pF , 131.2 =R ）。 

 

  2.「可行性」 

將「學習的組織文化」的六個變項作為預測變項，以「政府推動，要求

規範」的「可行性」作為效標變項進行逐步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六個「學習

的組織文化」的變項中被選入迴歸模式的變項有「經營管理支持」、「知識社

群」、「深度對談」、「共享價值」等四個變項，雖然結果顯著，然而在「深度

對談」及「共享價值」二個變項分別投入後，所增加的 2R 均不到.01，可解

釋的變項仍是以「經營管理支持」與「知識社群」為主。結果摘要如表 4.3.6。 

 

表 4.3.13「學習的組織文化」對「政府推動，要求規範」的「可行性」逐步迴歸

摘要表 
模式  B  SE  β  t  F  2R  

1 (Constant) 4.28 .13  32.17***

 經營管理支持 .16 .01 .45 10.89***
118.52*** .205 

2 (Constant) 3.62 .19  19.41***

 經營管理支持 .11 .02 .32 6.64*** 

 知識社群 .08 .02 .24 4.99*** 

74.80*** .246 

3 (Constant) 3.49 .20  17.78***

 經營管理支持 .10 .02 .29 5.63*** 

 知識社群 .06 .02 .19 3.31** 

 深度對談 .04 .02 .11 1.97* 

51.47*** .252 

4 (Constant) 3.67 .21  17.55***

 經營管理支持 .10 .02 .30 5.94*** 

 知識社群 .08 .02 .24 3.96*** 

 深度對談 .06 .02 .17 2.79** 

 共享價值 -.05 .02 -.15 -2.39* 

40.42***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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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標竿學校」與「一般學校」分別探討，以「學習的組織文化」的六

個變項對「政府推動，要求規範」的「可行性」進行逐步迴歸，結果顯示二

樣本主要的預測變項有所差異，「標竿學校」部份，進入迴歸模式的變項與

整體樣本相同，為「經營管理支持」、「深度對談」、「知識社群」及「共享價

值」等四個變項，（ 000.,90.26 == pF , 344.2 =R ），而主要的解釋力集中在

「經營管理支持」及「深度對談」（ 000.,72.46 == pF , 311.2 =R ），「知識社

群」與「共享價值」的投入對解釋量並沒有太大的幫助；「一般學校」僅有

「經營管理支持」及「知識社群」二變項被選入迴歸模式中

（ 000.,67.18 == pF , 130.2 =R ）。 

 

  總結上述分析，以「全體樣本」、「標竿學校」、「一般學校」教師的「教與學

相關因素」各變項對對不同專業發展的作法進行逐步分析結果摘要如表 4.3.14。 

 

表 4.3.14「學習的組織文化」對教師專發展「可行性」、「有效性」主要影響變項

摘要表 
主要影響變項 

 
全體樣本 標竿學校 一般學校 

有
效
性 

「經營管理支持」  「經營管理支持」 
教
師
自
主
由
下
而
上 

可
行
性 

「經營管理支持」「知識社群」 「知識社群」 「經營管理支持」「知識社群」 

有
效
性 

「知識分享與流通」「經營管理

支持」 
 「知識分享與流通」 

校
長
領
導
由
上
而
下 

可
行
性 

「經營管理支持」 「合作」 「經營管理支持」 

有
效
性 

「知識分享與流通」「合作」 「知識分享與流通」 「知識分享與流通」「合作」 
政
府
推
動
彈
性
支
持 

可
行
性 

「知識分享與流通」「經營管理

支持」 

「知識分享與流通」「經營管理

支持」 

「知識分享與流通」「經營管理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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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效
性 

「知識分享與流通」「經營管理

支持」 
「深度對談」「經營管理支持」 

「知識分享與流通」「經營管理

支持」 

政
府
推
動
要
求
規
範 

可
行
性 

「經營管理支持」「知識社群」

「深度對談」 

「經營管理支持」「知識社群」

「深度對談」「共享價值」 
「經營管理支持」「知識社群」 

 

 

三、典型相關分析 

 

由於前述分分「標竿學校」變項在「學習的組織文化」的六個變項上有顯著

的效果，而考驗結果亦顯示「標竿學校」與「一般學校」在六個變項上均有顯著

的差異，因此在進行典型相關時，除了以「學習的組織文化」的六個變項與四種

作法的二個因素進行典型相關分析，另外再加上「標竿學校」變項，分析結果可

得到三組典型變項（Λ=.89），三組的解釋量分別為 33.5%、7.5%、6.3%，分析

摘要如表 4.3.15。 

 

表 4.3.15 「學習的組織文化」對四種作法「有效性」、「可行性」典型相關摘要

表 
預測變項 典型變項 效標變項 典型變項 

 1ξ  2ξ  3ξ   1η  2η  3η  
知識分享與流通 -.767 -.531 .071 作法一有效性 -.300 -.092 -.572 

經營管理支持 -.855 .284 -.372 作法二有效性 -.331 -.230 -.405 

深度對談 -.787 -.225 .360 作法三有效性 -.553 -.708 .036 

知識社群 -.803 .048 .248 作法四有效性 -.752 -.229 -.005 

共享價值 -.652 -.298 -.078 作法一可行性 -.577 .081 -.134 

合作 -.638 -.518 -.130 作法二可行性 -.340 .191 -.617 

標竿學校 -.432 .080 .070 作法三可行性 -.611 -.444 -.385 

    作法四可行性 -.883 .307 .120 

    變異百分比 33.41 11.86 13.17 

    重疊 11.19 .88 .83 

變異百分比 51.47 11.13 5.168 2ρ  .335 .075 .063 

重疊 17.242 .83 .33 ρ  .579 ** .273** .251**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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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結構係數大於.40 的變項進行分析討論。就第一組典型變項的結構而言，

在預測變項方面最主要由「經營管理支持」、「知識社群」、「知識分享與流通」、「深

度對談」、「共享價值」及「合作」分數愈高者，對「政府推動」二種作法的「有

效性」、「可行性」以及「教師自主，由下而上」的「可行性」同意的程度就愈高。

這個潛在關聯可以「學習的組織文化」作為命名，其中最主要的影響因素為教師

感受到「經營管理支持」和校內有「知識社群」，然而校園內「學習的組織文化」

程度愈高，也與教師對「教師自主，由下而上」的可行性有關。至於以「標竿學

校」變項，雖然對教師的態度也有一定的影響力，然而主要的影響力還是在於「學

習的組織文化」。 

 

第二組典型變項的結構在預測變項上主要是由「知識分享與流通」、「合作」

所影響，對應的效標變項則主要指向「政府推動，彈性支持有效性」，其次為「政

府推動，彈性支持可行性」，這一組潛在關係可視為「合作與交流」，顯示教師知

覺合作與流流組織文化程度愈高，則同意「政府推動，彈性支持」作法的有效性

及可行性的程度就愈高。 

 

在三組典型變項的結構在預測變項上結構係數都偏低，最高者為「經營管理

支持」和「深度對談」，但結構不是非常明確，在效標變項方面則指向學校本位

的二種作法「教師自主，由下而上有效性」、「校長領導，由上而下有效性」與「校

長領導，由上而下可行性」，這個典型變項可視為「經營管理不支持，但教師間

深度交流」，程度愈高，則愈傾向認「學校本位的有效性」以及「校長領導，由

上而下可行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預測變項的部份所解釋的變異百分比僅約

5%，因此不宜過度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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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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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態度之關係 
 

 

本節探討教師知覺到「學習的組織文化」、「教與學相關因素」與教師對「專

業發展」的態度之間的關係。將教師知覺到校園內「知識的分享及流通」、「深

度對談」、「知識社群」、「經營管理支持」、「共享價值」、「合作」等「學習的組

織文化」和「學習動機」（學習精熟取向、趨向表現取向、迴避表現取向）、教

師的「教學動機」（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教學福樂經驗）、及教師的「教學創

新行為」等「教與學相關因素」同時作為預測變項，進行逐步迴歸分析及典型

相關分析以瞭解其對教師態度的影響。 

 

 

一、迴歸分析 

 

將「學習的組織文化」與「教與學相關因素」合併討論，同時將二者的十二

個變項投入作為預測教師對專業發展態度的變項，進行逐步迴歸分析，分析結果

說明如下： 

 

 

（一）關於「教師自主，由下而上」的作法 

  

 1.「有效性」 

以「教師自主，由下而上」的「有效性」作為效標變項，將「學習的組

織文化」的六個變項及「教與學相關因素」的六個變項同時作為預測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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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選入迴歸模式的有「學習精熟取向」、「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可解釋的

變異量為 13.5%。結果摘要如表 4.4.1。 

 

表 4.4.1「教與學相關因素」與「學習的組織文化」對「教師自主，由下而上」

的「有效性」逐步迴歸摘要表 
模式  B  SE  β  t  F  2R  

1 (Constant) 11.81 .64  18.47***

 學習精熟取向 .13 .02 .32 7.15*** 
51.15*** .100 

2 (Constant) 10.99 .66  16.74***

 學習精熟取向 .10 .02 .25 5.40*** 

 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 .08 .02 .20 4.28*** 

35.71*** .135 

 

將「一般學校」與「標竿學校」分別探討，結果顯示二樣本主要的影響

變項不同，「標竿學校」部份為「學習精熟取向」、「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

「知識社群」及「趨向表現取向」（ 181.,000.,30.11 2 === RpF ）；「一般學

校」部份為「教學福樂經驗」、「學習精熟取向」及「經營管理支持」

（ 184.,000.,62.18 2 === RpF ）。 

 

2.「可行性」 

以「教師自主，由下而上」的「可行性」作為效標變項，將「學習的組

織文化」的六個變項及「教與學相關因素」的六個變項同時作為預測變項，

被選入迴歸模式的有「經營管理支持」、「教學創新行為」、「趨向表現取向」，

解釋的變異量為 13.9%。結果摘要如表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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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教與學相關因素」與「學習的組織文化」對「教師自主，由下而上」

的「可行性」逐步迴歸摘要表 
模式  B  SE  β  t  F  2R  

1 (Constant) 4.64 .12  37.58***

 經營管理支持 .09 .01 .30 6.66*** 
44.33*** .088 

2 (Constant) 3.80 .22  17.17***

 經營管理支持 .07 .01 .22 4.77*** 

 教學創新行為 .05 .01 .21 4.52*** 

33.33*** .127 

3 (Constant) 3.54 .24  14.54***

 經營管理支持 .06 .01 .21 4.51*** 

 教學創新行為 .05 .01 .21 4.49*** 

 趨向表現取向 .01 .00 .11 2.54* 

24.63*** .139 

 

將「一般學校」與「標竿學校」分別探討，結果顯示二樣本主要的影響

變項不同，「標竿學校」部份為「學習精熟取向」、及「趨向表現取向」

（ 095.,000.,83.10 2 === RpF ）；「一般學校」為「經營管理支持」及「教

學創新行為」及「知識社群」（ 194.,000.,95.19 2 === RpF ），。 

 

 

（二）關於「校長領導，由上而下」的作法 

 

  1.「有效性」 

以「校長領導，由上而下」的「有效性」作為效標變項，將「學習的組

織文化」及「教與學相關因素」的十二個變項同時作為預測變項，被選入迴

歸模式的有「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學習精熟取向」、「迴避表現取向」、「深

度對談」，然而在「深度對談」變項投入之後，所增加的解釋量不到 1%，移

除後影響不大。結果摘要如表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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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3「教與學相關因素」與「學習的組織文化」對「校長領導，由上而下」

的「有效性」逐步迴歸摘要表 
模式  B  SE  β  t  F  2R  

1 (Constant) 12.04 .36  33.02***

 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 .16 .02 .39 9.21*** 
84.82*** .156 

2 (Constant) 10.30 .59  17.49***

 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 .13 .02 .34 7.52*** 

 學習精熟取向 .06 .02 .17 3.73*** 

50.55*** .180 

3 (Constant) 9.69 .64  15.09***

 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 .14 .02 .34 7.67*** 

 學習精熟取向 .06 .02 .17 3.82*** 

 迴避表現取向 .02 .01 .10 2.33* 

35.84*** .190 

4 (Constant) 9.92 .65  15.28***

 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 .15 .02 .38 7.94*** 

 學習精熟取向 .07 .02 .18 4.09*** 

 迴避表現取向 .02 .01 .10 2.43* 

 深度對談 -.06 .03 -.10 -2.10* 

28.19*** .198 

 

將「標竿學校」與「一般學校」分別探討，結果顯示二樣本主要的影響

變項不同，「標竿學校」部份為「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深度對談」、「學

習精熟取向」及「迴避表現取向」（ 220.,000.,44.14 2 === RpF ）；而「一

般學校」部份為「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及「學習精熟取向」

（ 185.,000.,23.28 2 === RpF ） 

 

2.「可行性」 

以「校長領導，由上而下」的「可行性」作為效標變項，將「學習的組

織文化」的六個變項及「教與學相關因素」的六個變項同時作為預測變項，

被選入迴歸模式的有「教學創新行為」、「迴避表現取向」、「經營管理支持」、

「教學福樂經驗」、「深度對談」，可解釋的變異量為 15.8%。結果摘要如表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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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4「教與學相關因素」與「學習的組織文化」對「校長領導，由上而下」

的「可行性」逐步迴歸摘要表 
模式  B  SE  β  t  F  2R  

1 (Constant) 4.54 .19  24.25***

 創新教學行為 .06 .01 .28 6.16*** 
37.92*** .076 

2 (Constant) 4.12 .22  18.79***

 創新教學行為 .06 .01 .29 6.61*** 

 迴避表現取向 .02 .00 .16 3.62*** 

26.01*** .102 

3 (Constant) 3.97 .22  18.05***

 創新教學行為 .05 .01 .23 5.00*** 

 迴避表現取向 .02 .00 .17 3.81*** 

 經營管理支持 .04 .01 .17 3.73*** 

22.64*** .128 

4 (Constant) 3.81 .23  16.91***

 創新教學行為 .03 .01 .15 2.80** 

 迴避表現取向 .02 .00 .18 4.10*** 

 經營管理支持 .04 .01 .15 3.12** 

 教學福樂經驗 .02 .01 .15 2.75** 

18.98*** .142 

4 (Constant) 3.95 .23  17.28***

 創新教學行為 .04 .01 .17 3.16** 

 迴避表現取向 .02 .00 .19 4.40*** 

 經營管理支持 .06 .01 .22 4.16*** 

 教學福樂經驗 .03 .01 .17 3.14** 

 深度對談 -.04 .01 -.16 -2.91** 

17.12*** .158 

 

將「一般學校」與「標竿學校」分別探討，結果顯示二樣本主要的影響 

變項不同，在「標竿學校」的部份為「教學福樂經驗」、「迴避表現取向」及

「教學創新行為」（ 190.,000.,11.16 2 === RpF ）；「一般學校」部份為「經

營管理支持」、「迴避表現取向」、「教學創新行為」及「知識分享與流通」

（ 134.,000.,58.9 2 === RpF ）;。 

 

（三）關於「政府推動，彈性支持」的作法 

 

1.「有效性」 

 



 156

以「政府推動，彈性支持有效性」作為效標變項，將「學習的組織文化」

及「教與學相關因素」的十二個變項同時作為預測變項，被選入迴歸模式的

有「學習精熟取向」、「合作」、「教學創新行為」、「知識分享與流通」，可解

釋的變異量為 24.6%，而「知識分享與流通」變項投入之後，增加的解釋量

不到 1%，移除後影響不大（ 238.,000.,77.47 2 === RpF ）。結果摘要如表

4.4.5。 

 
表 4.4.5「教與學相關因素」與「學習的組織文化」對「政府推動，彈性支持」

的「有效性」逐步迴歸摘要表 
模式  B  SE  β  t  F  2R  

1 (Constant) 10.22 .65  15.78***

 學習精熟取向 .16 .02 .39 9.04*** 
81.67*** .151 

2 (Constant) 8.80 .67  13.14***

 學習精熟取向 .14 .02 .34 7.92*** 

 合作 .20 .03 .25 5.94*** 

61.49*** .211 

3 (Constant) 7.96 .69  11.52***

 學習精熟取向 .12 .02 .29 6.56*** 

 合作 .16 .04 .20 4.45*** 

 教學創新行為 .10 .03 .18 4.03*** 

47.77*** .238 

4 (Constant) 7.75 .70  11.15***

 學習精熟取向 .11 .02 .27 6.15*** 

 合作 .10 .04 .13 2.36* 

 教學創新行為 .09 .03 .17 3.70*** 

 知識分享與流通 .05 .02 .12 2.12* 

37.23*** .246 

 

將「一般學校」與「標竿學校」分別探討，結果顯示二樣本主要的影響

變項不同，「標竿學校」部份為「學習精熟取向」及「創新教學行為」

（ 244.,000.,41.33 2 === RpF ）；而「一般學校」部份則為「知識分享與流

通」、「學習精熟取向」、「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合作」、「共享價值」

（ 260.,000.,32.17 2 === RpF ）。 

 

2.「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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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政府推動，彈性支持」的「可行性」作為效標變項，將「學習的組

織文化」的六個變項及「教與學相關因素」的六個變項同時作為預測變項，

被選入迴歸模式的有「教學福樂經驗」、「知識分享與流通」、「學習精熟取

向」、「經營管理支持」、「知識社群」，可解釋的變異量為 23.5%，而在「知

識社群」投入迴歸模式之後，所增加的解釋量未達 1%，移除後影響不大

（ 226.,000.,31.33 2 === RpF ）。結果摘要如表 4.4.6。 

 

表 4.4.6「教與學相關因素」與「學習的組織文化」對「政府推動，彈性支持」

的「可行性」逐步迴歸摘要表 
模式  B  SE  β  t  F  2R  

1 (Constant) 4.51 .19  23.67***

 教學福樂經驗 .07 .01 .35 8.10*** 
65.67*** .125 

2 (Constant) 3.70 .24  15.64***

 教學福樂經驗 .06 .01 .28 6.24*** 

 知識分享與流通 .04 .01 .24 5.46*** 

49.80*** .178 

3 (Constant) 2.80 .31  9.00*** 

 教學福樂經驗 .04 .01 .20 4.23*** 

 知識分享與流通 .04 .01 .21 4.69*** 

 經營管理支持 .04 .01 .20 4.32*** 

40.71*** .211 

4 (Constant) 2.78 .31  8.99*** 

 教學福樂經驗 .03 .01 .16 3.34*** 

 知識分享與流通 .03 .01 .16 3.36*** 

 經營管理支持 .04 .01 .21 4.43*** 

 學習精熟取向 .04 .01 .14 3.00** 

33.32*** .226 

4 (Constant) 2.84 .31  9.19*** 

 教學福樂經驗 .04 .01 .19 3.76*** 

 知識分享與流通 .04 .01 .23 4.09*** 

 經營管理支持 .04 .01 .20 4.36*** 

 學習精熟取向 .06 .02 .18 3.61*** 

 知識社群 -.04 .02 -.14 -2.31* 

27.97*** .235 

 

將「一般學校」與「標竿學校」分別探討，結果顯示二樣本主要的影響

變項不同，「標竿學校」部份為「教學福樂經驗」、「學習精熟取向」及「經

營管理支持」（ 251.,000.,01.23 2 === RpF ）；「一般學校」部份則為「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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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與流通」、「學習精熟取向」、「經營管理支持」、「知識社群」、「教學福樂

經驗」、「合作」（ 212.,000.,97.10 2 === RpF ）。 

 
 

（四）關於「政府推動，要求規範」的作法 

 

1.「有效性」 

以「政府推動，要求規範」的「有效性」作為效標變項，將「學習的組

織文化」及「教與學相關因素」的十二個變項同時作為預測變項，被選入迴

歸模式的有「教學創新行為」、「學習精熟取向」、「經營管理支持」、「知識分

享與流通」，可解釋的變異量為 28.3%。結果摘要如表 4.4.7。 

 

表 4.4.7「教與學相關因素」與「學習的組織文化」對「政府推動，要求規範」

的「有效性」逐步迴歸摘要表 
模式  B  SE  β  t  F  2R  

1 (Constant) 10.90 .49  22.37***

 教學創新行為 .22 .02 .40 9.36*** 
87.52*** .160 

2 (Constant) 7.99 .67  11.85***

 教學創新行為 .17 .02 .31 7.12*** 

 學習精熟取向 .11 .02 .26 6.01*** 

65.18*** .221 

3 (Constant) 7.73 .66  11.76***

 教學創新行為 .13 .02 .24 5.34*** 

 學習精熟取向 .10 .02 .24 5.71*** 

 經營管理支持 .15 .03 .23 5.24*** 

55.12*** .265 

4 (Constant) 7.20 .67  10.75***

 教學創新行為 .11 .02 .21 4.58*** 

 學習精熟取向 .09 .02 .22 5.12*** 

 經營管理支持 .12 .03 .17 3.88*** 

 知識分享與流通 .06 .02 .15 3.35*** 

45.07*** .283 

將「一般學校」與「標竿學校」分別探討，結果顯示二樣本主要的影響

變項不同，「標竿學校」部份為「教學福樂經驗」、「深度對談」、「學習精熟

取向」（ 321.,000.,42.32 2 === RpF ）；「一般學校」部份則為「接受挑戰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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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經驗」及「學習精熟取向」、「知識分享與流通」、「創新教學行為」

（ 225.,000.,96.17 2 === RpF ）。 

 

  2.「可行性」 

以「政府推動，要求規範」的「可行性」作為效標變項，將「學習的組

織文化」的六個變項及「教與學相關因素」的六個變項同時作為預測變項，

被選入迴歸模式的有「經營管理支持」、「知識社群」、「學習精熟取向」、「接

受挑戰與開放經驗」、「共享價值」、「深度對談」，可解釋的變異量為 28.8%，

然而在「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共享價值」、「深度對談」等三個變項投入

棤式之後，所增加的解釋量並不大 2.5%，移除後改變不大。結果摘要如表

4.4.8。 

 

表 4.4.8「教與學相關因素」與「學習的組織文化」對「政府推動，要求規範」

的「可行性」逐步迴歸摘要表 
模式  B  SE  β  t  F  2R  

1 (Constant) 4.28 .13  32.17***

 經營管理支持 .16 .01 .45 10.89***
118.52*** .205 

2 (Constant) 3.62 .19  19.41***

 經營管理支持 .11 .02 .32 6.64*** 

 知識社群 .08 .02 .24 4.99*** 

74.80*** .246 

3 (Constant) 2.76 .32  8.58*** 

 經營管理支持 .11 .02 .31 6.44*** 

 知識社群 .07 .02 .22 4.43*** 

 學習精熟取向 .03 .01 .13 3.23*** 

54.38*** .263 

4 (Constant) 2.65 .32  8.14*** 

 經營管理支持 .10 .02 .28 5.79*** 

 知識社群 .06 .02 .19 3.73*** 

 學習精熟取向 .02 .01 .11 2.56* 

 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 .02 .01 .11 2.25* 

42.42*** .271 

5 (Constant) 2.76 .33  8.42*** 

 經營管理支持 .11 .02 .31 6.15*** 

 知識社群 .08 .02 .25 4.32*** 

 學習精熟取向 .02 .01 .12 2.73** 

35.14***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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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 .03 .01 .12 2.58** 

 共享價值 -.04 .02 -.12 -2.16* 

  

5 (Constant) 2.74 .33  8.41*** 

 經營管理支持 .10 .02 .28 5.41*** 

 知識社群 .07 .02 .20 3.46*** 

 學習精熟取向 .02 .01 .11 2.55* 

 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 .03 .01 .12 2.58** 

 共享價值 -.06 .02 -.19 -3.02** 

 深度對談 .05 .02 .16 2.57* 

30.74*** .288 

 

將「一般學校」與「標竿學校」分別探討，結果顯示二樣本主要的影響

變項不同，「標竿學校」部份為「經營管理支持」、「教學福樂經驗」、「深度

對談」、「共享價值」、「學習精熟取向」及「知識社群」

（ 410.,000.,51.23 2 === RpF ）；「一般學校」部份則為「經營管理支持」

及「知識社群」（ 130.,000.,67.18 2 === RpF ）。 

 

  總結上述分析，以「全體樣本」、「標竿學校」、「一般學校」教師的「教與學

相關因素」、「學習的組織文化」各變項對對不同專業發展的作法進行逐步分析結

果摘要如表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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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9「教與學相關因素」、「學習的組織文化」對教師專發展「可行性」、「有

效性」主要影響變項摘要表 
主要影響變項 

 
全體樣本 標竿學校 一般學校 

有
效
性 

「學習精熟取向」「接受挑戰與

開放經驗」 

「學習精熟取向」「接受挑戰與

開放經驗」「知識社群」「趨向表

現取向」 

「教學福樂經驗」「學習精熟取

向」「經營管理支持」 

教
師
自
主
由
下
而
上 

可
行
性 

「經營管理支持」「教學創新行

為」「趨向表現取向」 

「學習精熟取向」「趨向表現取

向」 

「經營管理支持」「教學創新行

為」「知識社群」 

有
效
性 

「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學習

精熟取向」「迴避表現取向」 

「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深度

對談」「學習精熟取向」「趨向表

現取向」 

「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學習

精熟取向」 

校
長
領
導
由
上
而
下 

可
行
性 

「教學創新行為」「迴避表現取

向」「經營管理支持」「教學福樂

經驗」「深度對談」 

「教學福樂經驗」「迴避表現取

向」「教學創新行為」 

「經營管理支持」「迴避表現取

向」「教學創新行為」「知識分享

與流通」 

有
效
性 

「學習精熟取向」「合作」「教學

創新行為」 

「學習精熟取向」「教學創新行

為」 

「知識分享與流通」「學習精熟

取向」「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

「合作」「共享價值」 

政
府
推
動
彈
性
支
持 

可
行
性 

「教學福樂經驗」「知識分享與

流通」「學習精熟取向」「經營管

理支持」 

「教學福樂經驗」「學習精熟取

向」「經營管理支持」 

「知識分享與流通」「學習精熟

取向」「經營管理支持」「知識社

群」「教學福樂經驗」「合作」 

有
效
性 

「教學創新行為」「學習精熟取

向」「經營管理支持」「知識分享

與流通」 

「教學福樂經驗」「深度對談」

「學習精熟取向」 

「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學習

精熟取向」「知識分享與流通」

「教學創新行為」 

政
府
推
動
要
求
規
範 

可
行
性 

「經營管理支持」「知識社群」

「學習精熟取向」 

「經營管理支持」「教學福樂經

驗」「共享價值」「學習精熟取向」

「知識社群」 

「經營管理支持」「知識社群」 

 

 

二、典型相關分析 

 

將「學習的組織文化」的六個變項、「標竿學校」及「教與學相關因素」的

六個變量，與四種作法的二個因素同時進行典型相關分析，可得到三組典型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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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83），三組的解釋量分別為 44.6%、16.4%、10.2%、7.4%，分析摘要如表

4.4.10.。 

 

表 4.4.10 「學習的組織文化」、「教與學相關因素」對四種作法「有效性」、「可

行性」典型相關摘要表 
預測變項 典型變項 效標變項 典型變項 

 1ξ  2ξ  3ξ  4ξ   1η  2η  3η  4η  
知識分享與流通 .640 .241 -.377 -.021 作法一有效性 .509 -.462 .087 -.311

經營管理支持 .684 .383 .225 -.291 作法二有效性 .554 -.441 .378 .001 

深度對談 .597 .511 -.310 .081 作法三有效性 .689 -.173 -.415 .406 

知識社群 .609 .539 .005 .058 作法四有效性 .786 .118 -.174 .145 

共享價值 .550 .188 -.106 .056 作法一可行性 .562 .144 .189 .071 

合作 .564 .090 -.210 .267 作法二可行性 .476 -.215 .553 .359 

標竿學校 .328 .271 .086 -.089 作法三可行性 .693 -.210 -.344 -.268

教學創新行為 .692 .063 .033 .434 作法四可行性 .711 .582 .120 -.214

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 .741 -.090 .271 -.035      

教學福樂經驗 .720 -.185 .151 -.125      

學習精熟取向 .669 -.313 -.290 .000      

趨向表現取向 .282 -.247 .050 .133      

迴避表現取向 -.011 -.138 .373 .502      

     變異百分比 39.63 11.26 10.327 6.67 

     重疊 18.50 1.64 1.05 .492 

變異百分比 33.91 6.44 5.18 5.02 2ρ  .446 .164 .102 .074 

重疊 15.61 1.36 .53 .37 ρ  .663** .405** .319** .271**

**p＜.01 

取結構係數大於.40 的變項進行分析討論。就第一組典型變項的結構來看，

可與之前的分析相驗證，當「學習的組織文化」程度愈高及「教師投入教學」程

度也愈高時，相對應的教師對四種作法的「可行性」及「有效性」同意的程度就

愈高，其中又以指向政府推動的「政府推動，彈性支持」及「政府推動，要求規

範」最高。 

 

第二組典型變項結構則顯示教師間的「深度對談」愈高、有「知識社群」的

運作，並有「經營管理支持」的組織文化，教師不傾向「學習精熟取向」，則認

同「教師自主，由下而上」及「校長領導，由上而下」的「有效性」的程度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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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傾向同意「政府推動，要求規範」的「可行性」。 

 

  第三組典型變項結構顯示，在預測變項方面較無明確的結構，而效標變項方

面，則主要指向認同「政府推動，彈性支持」的「可行性」，較不認同「校長領

導，由上而下」的「有效性」，第四組典型變項結構顯示，在預測變項方面主要

是由教師「教與學相關因素」的「教學創新行為」及「迴避表現取向」二個變項

所影響，這個典型變項可視為「喜歡與創新，又迴避表現」，其程度愈高者，傾

向認同「政府推動，彈性支持有效性」。然而由於此二組典型變項前者結構不明

確而後者的解釋量又偏低，因此不宜過度解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