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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論、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討論 

 

 

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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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與學相關因素」與「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的「可

行性」及「有效性」 

   

  整體而言，「教與學相關因素」變項中，除了「迴避表現取向」之外，其他

變項與二種「學校本位」的專業發展作法的「可行性」及「有效性」之間均有顯

著的正相關。 

 

 

（一）「學習動機」 

 

在教師的「學習動機」方面，「學校本位」的二種作法的「可行性」及「有

效性」與「學習精熟取向」的相關程度高於「趨向表現取向」，而「迴避表現

取向」則與二種作法的「有效性」及「可行性」沒有明顯的關聯。依據 Elliot & 

Harackiewicwz(1996)的理論可推知，教師對於學習活動，以「學習精熟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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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動機者，傾向追求對教學工作的精熟，因此教師「學習精熟取向」愈高者傾

向同意「教師自主，由下而上」的作法，而從迴歸分析的結果也顯示，然而「學

習精熟取向」不僅是「學校本位」作法「有效性」及「可行性」的主要影響因

素，同時也是二種「政府推動」作法「有效性」及「可行性」的主要影響因素。 

 

以「趨向表現取向」為動機者的目的僅是為了獲得正面的肯定，因此在結

果中也反應出「趨向表現取向」與不同教師專業發展作法間大致有相關存在（除

「政府推動，要求規範」作法），但是相關程度均不高，如此也符合研究假設

所預期。 

 

而「趨向迴避表現取向」是指意圖避免不好的評價。推動「學校本位教師

專業發展」需要教師更多時間和精力的投入，因此是以「趨向迴避取向」為動

機的教師較不願意參與的作法，從「趨向迴避取向」與「壓力」的關係也顯示，

這樣的教師對不同作法都會感到壓力。但是在迴歸上的結果，「迴避表現取向」

卻是影響教師對「校長領導，由上而下」作法「有效性」及「可行性」的主要

因素之一。這樣的結果可能是由於「校長領導，由上而下」的作法中教師所扮

演的角色只是一個參與者，教師僅參與安排好課程，因此受到以「迴避表現取

向」為動機的教師之認同。 

 

 

（二）「教學動機」 

 

在「教學動機」變項方面，二個「教學動機」變項與二種「學校本位」作

法的「有效性」及「可行性」均有正相關，但在「有效性」方面，「教師自主，

由下而上」的「有效性」與「教學動機」的二個變項的相關程度最四種作法中

最低的。林偉文（民 91）指出「教學福樂經驗」與「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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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愈高的教師，會表現出較多的教學省思行為，並更能採多元的學習觀點，

而教師越越向採多元學習觀點，則一方面傾向支持每一位學習者，另一方面則

表現出更多的創意教學。就理論上來看，「教師自主，由下而上」是最能表現

多元學習的作法，然而在相關的程度上卻是最低的，這樣的結果可能來自於受

試教師對「教師自主，由下而上」作法參與的機會較少，因此對其所提供的多

元學習感受不明確，或是對「多元」的態度定位在「多即是好」的觀念上，亦

即學習是為了吸收更多的新知。 

 

 

 （三）「教學創新行為」 

   

   「教學創新行為」與「學校本位」的二種作法的「有效性」及「可行性」

均有正相關，顯示教師有愈多的「教學創新行為」則愈同意「學校本位教師專

業發展」的「有效性」及「可行性」。雖然在文獻上並沒有直接的證據說明二

者之間的關係，然而在本研究的變項中，「教學創新行為」與「學習的組織文

化」之間有交互影響的關係（楊智先，民 89；林偉文，民 91），「教學創新行

為」與「教學的內在動機」亦有相互影響（楊智先，民 89），而「學校本位」

的教師專業發展作法本身就是一種教學上的創新行為。然而實際的關係，則有

待進一步的研究探討。 

 

   整體而言，「教與學的相關因素」與「政府推動」二種作法的「有效性」

及「可行性」的相關程度均普遍較高，尤其是「政府推動，要求規範」作法。

這樣的結果透露出兩種意函，一為「教與學相關因素」所影響的主要是教師對

傳統的學習方式的態度，二為「教與學相關因素」影響教師傾向同意在有可循

的標準之下，教師的學習會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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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標竿學校」與「一般學校」的差異 

 

  研究結果顯示，「標竿學校」與「一般學校」在「教與學相關因素」與教師

對「學校本位」作法態度的關係上不盡相同，以下分就二組教師的比較結果說明。 

 

（一）量表反應 

在「教與學相關因素」方面，「標竿學校」教師在「學習精熟取向」、「接

受挑戰與開放經驗」、「教學福樂經驗」、「教學創新行為」等變項上的得分均顯

著的高於「一般學校」教師，而「趨向迴避取向」則低於「一般學校」教師。

這樣的結果顯示「標竿學校」在「教與學相關因素」表現的正向特質程度較高，

然而也有可能是為反應偏向。 

 

 （二）「教與學相關因素」與「有效性」的關係 

    「標竿學校」在「教與學相關因素」與「學校本位」二種作法「有效性」

的相關反應與全體樣本大致相同，各變項與二種專業發展作法的「有效性」及

「可行性」均有顯著的相關存在，「一般學校」與「標竿學校」較大的差異僅

在於二種「學校本位」作法的「有效性」與「趨向表現取向」之間的關係。 

 

「標竿學校」教師的「趨向表現取向」在四種作法中僅與二種「學校本位」

作法的「有效性」有顯著的相關，而在「一般學校」部份則是僅與二種「政府

推動」作法的「有效性」有顯著的相關。從迴歸分析結果也顯示，對「標竿學

校」而言，二種「學校本位」作法的「有效性」主要的影響變項同樣都是「學

習精熟取向」、「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以及「趨向表現取向」，因此對「標竿

學校」而言，「趨向表現傾向」對教師同意「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的「有

效性」有一定程度的響力，至於教師是否認為「學校本位」的專業發展作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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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更多的「表現」空間，亦即「標竿學校」教師將「學校本位」的專業發展

作法視為視為學習精熟、是一種挑戰性的經驗，並且可以透過這種作法來表現

自己的方式。 

  

    

 （三）「教與學相關因素」與「可行性」的關係 

   

   「標竿學校」教師的「迴避表現取向」與二種「學校本位」作法的「有效

性」及「可行性」並無顯著的相關，然而迴歸分析的結果顯示，「校長領導，

由上而下」的「可行性」在二組教師樣本中影響變項均包含了「迴避表現取向」。

對「一般學校」而言「教學創新行為」影響教師對「學校本位」二種作法的「可

行性」的主要因素，但在「標竿學校」教師中「教學創新行為」則沒有顯著的

影響力，可能在「標竿學校」中所推動的專業發展是以校長或行政的主導下，

專業受到較多的限制，因此無法發揮「教學創新行為」，亦可能在「標竿學校」

中「教學創新行為」的影響力被其他的變項解釋或是「教學創新行為」與其他

「教與學相關因素」的變項有其他的交互影響關係，有待進一步研究探討。 

 

 

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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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學習的組織文化」與「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的「可

行性」及「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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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習的組織文化」中，六個變項與二種「學校本位」作法的「有效性」

及「可行性」相關程度不高，反而是與二種「政府推動」作法的「有效性」及「可

行性」相關程度較高。可能的原因在於教師知覺到「學習的組織文化」不盡然是

學習組織文化，還包括了教師間良好的互動及溝通。「政府推動」的作法在目標

或是運作方式不但都是教師較熟悉的，對於學習效果能較具體的評估，同時也較

不會有衝突的發生，可能因為如此，知覺互動良好的教師較不傾向同意學校本位

的作法為有效。而在二種「學校本位」的作法中較為教師所熟悉的為「校長領導，

由上而下」，但是此作法與「學習的組織文化」各變項之間的相關均不高。這樣

結果可能由於「校長領導，由上而下」的作法是透過合作的蘊釀，才發展出學習

的組織文化，以柑園國中及花師附小為例，教師多半是始於不願意，由校長主導

經過一段時間的經營教師才培養出共同的默契。教師在實際參與或被要求參與，

而在參與的過程中體驗到專業的成長，因而更樂於投入，然而這樣的過程中可能

發生很多的衝突或不愉快，因此教師的態度才有較不一致的反應。 

 

  關於教師對二種「學校本位」作法，最主要的影響因素為「經營管理支持」，

不論是「有效性」或是「可行性」。林偉文（民 91）研究指出若經營管理支能支

持教師的學習，而教職員間有「共享價值」，則能促進師之間的「知識分享與流

通」、「深度對談」及「合作」進而形成「知識社群」。由此不難理解「經營管理

支持」扮演的角色，教師平日的教師工作是獨立運作的，需透過「經營管理支持」

方能有效營造一個分享及對話的環境以及合作的空間，而有效的形成知識的社

群。對於「教師自主，由下而上」的作法，「知識社群」即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校園內有運作良好，或是教師主動形成「知識社群」，才能尋求有助內化的學習

管道及多元的學習方式。 

 

  雖然影響教師對「學校本位」作法認同的主要因素是「經營管理支持」，然

而不代表其他變項沒有影響力，其他變項與「教師自主，由下而上」及「校長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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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由上而下」的作法仍有顯著的相關，但可能由於變項間的共線性而影響了其

他變項的解釋力，至於六個變項間的交互作用，需進一步以路徑分析探討。 

 

 

二、「標竿學校」與「一般學校」的差異 

 

  研究結果顯示，「標竿學校」與「一般學校」在「學習的組織文化」與教師

對「學校本位」作法態度的關係上極不一致，以下分就二組教師的比較結果說明。 

 

（一）量表反應 

 

   「標竿學校」與「一般學校」教師在「學習的組織文化」量表上的得分六

個變項均有顯著的差異，其中差異最大的是「經營管理支持」，但即使差異最

小的「深度對談」，其 t 值也大於 4，達.001 以上的顯著水準。其次，「一般學

校」在「經營管理支持」及「合作」二個變項上的平均得分均低於中間值。研

究結果顯示，「經營管理支持」是影響教師對不同作法「可行性」的重要因素，

由此可知「標竿學校」能夠在辦理學校本位課程表現較出色的原因可能來自於

經營管理的支持。 

 

 

 （二）「學習的組織文化」與「有效性」的關係 

 

   在「有效性」方面，「標竿學校」教師知覺到「學習的組織文化」與二種

「學校本位」作法的「有效性」均無顯著的相關，「一般學校」部份則均有顯

著的相關，然而二組教師「教師專業發展」問卷上對「教師自主，由下而上」

的「有效性」得分反應並沒有太大的差異。在「一般學校」部份，「學習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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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文化」與二種「政府推動」作法「有效性」的相關程度高於二種「學校本位」

作法。從教師知覺到「學習的組織文化」與「校長領導，由上而下」的「可行

性」及「有效性」關聯性較低的情形來看，很可能「學習的組織文化」與「校

長領導，由上而下」的作法的確沒有關聯性，亦即教師知覺到良好的學習文化

與其認為「校長領導，由上而下」的可行性及有效性沒有關聯性，可能是由於

在不同校長的領導下執行，教師所感受到的有所差異。 

 

 

 （三）「學習的組織文化」與「可行性」的關係 

 

   雖然「標竿學校」教師對「學習的組織文化」知覺度均高於「一般學校」

的教師，但是對於「學校本位」專業發展作法上的關係並不如「一般學校」來

得有預測力。二組學校最大的差異在於「標竿學校」是教師合作機制及發展校

本課程優良的教師團隊，然而這並不能解釋何以「標竿學校」教師知覺到「學

習的組織文化」與對二種「學校本位」作法「有效性」的看法無關，尚有賴進

一步的研究探討。至於在「一般學校」部份，「校長領導，由上而下」的「可

行性」僅與「經營管理支持」有關，原因可能來自於這些未得獎學校的教師並

多倚賴行政者安排專業發展活動，而未實際在「校長領導，由上而下」專業發

展活動中投入心力，發揮合作機制，然而這只是研究者個人的推論，需進一步

研究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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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總結 

 

 

一、「學習的組織文化」、「教與學相關因素」與教師對「學

校本位教專業發展」態度的關係 

 

  將「教與學相關因素」及「學習的組織文化」的所有變項投入進行逐步迴歸，

結果顯示「學習的組織文化」變項在大部份的分析中被「教與學相關因素」變項

所解釋，亦即教師對專業發展的態度最主要是受到教師個人因素的影響。教師若

是抱持較高的學習精熟動機，並能接受新的挑戰及面對未知環境，則較傾向認同

「學校本位的教師專業發展」。而二種作法的「有效性」及「可行性」中，出現

「學習的組織文化」的變項僅有「經營管理支持」，顯示要推動「學校本位」，經

營管理者的支持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其次，將所有變項投入進行典型相關分析，分析結果顯示第一組典型因素解

釋量最大，而預測變項部份典型係數較高者為「學習的組織文化」的六個變項及

「教與學相關因素」的「學習精熟取向」、「教學動機」的二個變項、以及「教學

創新行為」。這些變項同時透過一個典型因素影響教師對四種作法「可行性」及

「有效性」的認同。簡單的說，這樣的結果意謂著愈是以「學習精熟取向」為動

機的教師、有愈高的「教學內在動機」、愈多的「教學創新行為」並有良好的「學

習的組織文化」，就愈能認同各種不同作法的「可行性」及「有效性」。 

 

 

二、「標竿學校」與「一般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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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標竿學校」與「一般學校」的結果，「標竿學校」教師在「學習的

組織文化」上，以及「教與學相關因素」的”教與學的投入”（學習精熟取向、

教學福樂經驗、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教學創新行為）上均高於「一般學校」

教師，這可能是由於「標竿學校」教師的確有較高的動機，學校也能提供較好

的環璄，所以「標竿學校」能在發展校本課程、推動教師合作團隊等工作上表

現得更好，或許也因為如此，「標竿學校」對「學校本位」的二種專業發展模

式認同的「可行性」均顯著大於「一般學校」，而「校長領導，由上而下」作

法的「有效性」也較高。然而有趣的結果是，雖然「標竿學校」教師普遍認為

「學校本位」作法的「可行性」較高，但是相對於「政府推動」的作法，「學

校本位」作法的「可行性」得份仍然是比較低的，意即「標竿學校」教師對「學

校本位」作法同意其為有效的，但還是以「政府推動」的作法較為可行。然而

「標竿學校」既是得獎的學校團隊，理應在學校本位的運作上有更深的體會，

但卻傾向政府推動的作法，是否在辦理學校本位的過程中有出現什麼問題，值

得進一步探討。 

 

至於影響教師對「有效性」及「可行性」態度的原因？雖然直覺來看，「教

師自主，由下而上」的是教師最同意其「有效性」，也是會帶來最大「壓力」

的作法，然而相關分析結果，二者之間未有明顯的關聯性，因此在影響教師對

「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作法的「可行性」及「有效性」，主要還是以「教

與學相關因素」及「學習的組織文化」來說明較為合理。 

 

 

二、教師對不同教師專業發展作法的選擇偏好 

 

  教師在選擇的偏好上，教傾向以「政府推動，彈性支持」的作法作為「第

一選擇」，而最不傾向以「校長領導，由上而下」的作法為「第一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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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教師傾向以「政府推動」的作法作為主要的選擇依據，而教師對於「教

師自主，由下而上」並不是最多教師認同的「第一選擇」，然而卻是僅次於「政

府推動，彈性支持」作法的第二選擇，顯示雖然「教師自主，甴下而上」的作法

雖然在台灣並非普遍，但教師仍然對這樣的作法有正面的態度。從另外一個角度

來看，「教師自主，由下而上」的作法雖然受到教師的認同，但其與「政府推動，

要求規範」作法同為最多教師的「最後選擇」，本研究未對將「教師自主，由下

而上」視為「第一選擇」及「最後選擇」的二個族群進行分析，但從數據上便可

看出教師對這種作法二方不同的態度。整體而言，教師對「教師自主，由下而上」

的作法雖然不熟悉，但有二種不同的看法，有部份的教師都極同意這樣的作法是

有效的，但也大部份不認為它是可行的，有許多教師想嘗試，但也有許多教師在

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下則不會嘗試，顯示對於新的作法，有一部份的教師會躍躍欲

試，但同時有一部份的教師可能會反對。 

 

同樣是「學校本位」的作法，教師對「校長領導，由上而下」的作法的態度

不論是「可行性」或「有效性」方面，都是四種作法中較低的。由此可知，我國

部份較普遍實行的「學校本位」推動作法，事實上卻不是教師們所認同的，顯示

教師對當前的作法有意見，這個意見可能不僅是個人動機或學校環境，亦有可能

是反映對校長、政策及大環境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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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結論 

 

 

壹、研究假設驗證 

 

依據結果與本研所提出的五項假設進行驗證，驗證的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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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假設教師「學習動機」與教師對「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的態態之

關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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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結果與三項假假均相符，教師對「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的態度與「學

習精熟取向」及「趨向表現取向」大致有正相關，而與前者的相關程度高於後者，

而「學習精熟取向」是影響教師對「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的「有效性」及「可

行性」的重要因素。其次，教師對「學校本位教師專發展」的「有效性」及「可

行性」的態度與「迴避表現取向」並無顯著的關聯存在，但是教對於「校長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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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而下」作法的「可行性」以及「有效性」卻受「迴避表現取向」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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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假設教師「教學動機」與教師對「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的態態之

關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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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結果與上述二項假設均相符合，教師「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及「教學

福樂經驗」的程度愈高，則對「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愈能認同，而其中「接

受挑戰與開放經驗」更是二種「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的「有效性」的主要影

響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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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假設教師「教學創新行為」與教師對「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的態

態之關係為：教師有愈多的「教學創新行為」，愈能同意「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

展態度」。研究結果與假設相符合，教師若能有較多的「教學創新行為」則愈同

意「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的有效性及可行性，但整體的影響力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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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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述六個假設之中，僅「深度對談」變項與「教師自主，由下而上」作法

的「有效性」以及「知識分享與流通」與「校長領導，由上而下」的關聯性未得

到驗證，其餘的假設皆獲得證實。上述的六個變項對本研究依變項的影響力不

大，但「經營管理支持」是影響所有專業發展作法的主要因素，其次，六個變項

與「學校本位」作法的「可行性」及「有效性」相關程度均不及與「政府推動」

作法之間的關聯性，且「標竿學校」及「一般學校」所得的結果亦有極大差異，

因此仍需進一步的研究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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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師的學習動機」、「教師的教學動機」、「教師的教學

創新行為」、「學習的組織文化」之間的關係 

 

本研究假設教師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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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享與流通、經營管理支持、

知識社群、深度對談、共享價值、合作）程度愈高，則愈能認同「學校本位教師

專業發展」。典型相關分析的結果顯示，「學習精熟取向」、「教學動機」、「創新行

為」、「學習的組織文化」（知識分享與流通、經營管理支持、知識社群、深度對

談、共享價值、合作）與四種作法的「有效性」及「可行性」有一組典型相關變

項，前者與後者有正相關，亦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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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中以「教與學相關因素」的變項典型結構係數較高，

亦即有較大的影響力。 

 

 

貳、研究發現 

 

  本研究在分析過程中，亦有部份假設外的發現，茲說明如下： 

 

一、「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 

 

1.受試教師對於「教師自主，由下而上」的作法普遍同意其為「有效」的作

法，但是「可行性」較低。然而即使如此，有一定比例的教師將其視為最

想參與的作法，但同時也有許多教師視其為最後選擇，有兩極化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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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校長領導，由上而下」的作法是教師普遍不認同的作法，不論是在「有

效性」、「可行性」或是參與的意願上。除此之外，其「可行性」與研究所

探討的各種變項之間相關程度皆不高。 

  

  3.而比較不同作法之間的結果顯示，我國教師最傾向選擇的參與作法仍是

「政府推動，彈性支持」，但對於「政府推動，要求規範」則也是教師所

不喜歡的作法。整體而言，教師在選擇上傾向選擇參與「政府推動」的專

業發展模式，而不是「學校本位」的專業發展模式。 

 

 

二、「標竿學校」與「一般學校」 

 

  1.本研究所探討的兩組樣本之間，在研究探討的變項上多有差異，與「正向

態度」有關的變項如「學習精熟取向」、「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教學福

樂經驗」、「教學創新行為」以及對「學習的組織文化」的知覺上，「標竿

學校」均大於「一般學校」。 

  2.對於「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作法的態度，「標竿學校」對「教師自主，

由下而上」的「可行性」認同程度較高，對「校長領導，由上而下」的「有

效性」及「可行性」的認同程度也較「一般學校」高，但「校長領導，由

上而下」的作法仍然是各種作法之中認同程度最低的作法。 

  3.研究結果顯示 ,「標竿學校」與「一般學校」教師在「學習的組織文化」、

「教與學相關因素」與對「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的「有效性」及「可

行性」態度的關係上有許多顯著的差異，然而造成這樣差異的原因有待進

一步的研究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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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建議 
 

 

一、對教育行政單位的建議 

 

（一）教師雖然認同學校本位的教師專業發展，但是整體而言，教師仍偏好參

與「政府推動，彈性支持」，並對「政府推動」的教師專業發展的「有

效性」有高度的認同。Morris, Chrispeels, & Burke（2003）認為教師專

業發展活動可分為「校內進行」及「校外進行」的二種模式，二種模式

所強調的重點不同，前者強調知識的分享與配合學校的脈絡發展，而後

者強調學術及知識技能的學習，而最理想的專業發展作法為校內及校外

的專業發展能相互連結。實際上「學校本位」與「政府推動」二種不同

取向的作法也類似於「校內進行」及「校外進行」模式，現階段的教師

普遍認為「政府推動，彈性支持」是較為有效且可行，但另一方面卻認

同「教師自主，由下而上」的作法有效但不可行，或許是時機尚未完全

成熟，但教師對上述二種作法皆有較高的參與意願。因此建議政策制定

者在推動教師專業發展的作法時可同時兼顧二種作法，除了提供教師支

持的機制（如進修日的設計或補助進修方案），另一方面鼓勵教師參與

自主式的專業發展方案，提供更多可讓教師發表、交流的機會，進而結

合二種專業發展的作法以有效提升我國的教師專業。 

 

（二）「經營管理支持」是推動「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的主要因素。因此

在推動「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時，應給學校管理者更多的自主權使

學校管理者能有更大的發揮空間（經費、人事…）。除此之外，領導者

是否支持教師發展專業的態度，可視為遴選校長的指標，而校長能有效

運用資源提供教師更多的支持，更應是校長儲訓發展的重點，讓校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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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是行政或課程的領導者，更是專業發展的推手。 

 

（三）研究結果顯示，我國教師普遍不認同「校長領導，由上而下」作法的「有

效性」，也不傾向參與這種專業發展的作法，同時，教師具「學習精熟

取向」等”教與學的投入”變項（「接受挑戰與開放經驗」、「教學福樂經

驗」、「教學創新行為」）程度高者，與「校長領導，由上而下」的有效

性及可行性，相關程度均不高。在本研究中，並無法看出原因為何，或

許是校長領導的因素、或許是政令推動的因素，總之，這種類似我國目

前發展學校本位課程而衍生的專業發展模式並不是教師所樂於參與

的，因此，對於這樣的作法應再加以檢討改進，以求更有效的增進教師

的專業。 

 

     

二、對學校領導者的建議 

 

（一）營造「學習的組織文化」: 

本研究發現，教師對專業發展活動的態度與學校「學習的組織文化」有

密切的關係，其中又以「經營管理支持」是主要的影響因素。因此，學校領

導者或能使教師感受到支持或提供教師機會及管道，即能促進教師主動的發

展專業。 

就本研究所探討的變有六個，除了「經營管理支持」，尚應為鼓勵教師

分享知識和深度對談，設立或鼓勵教師參與知識社群，並建立共享價值。以

花師附小為例，領導者為除了為教師辦理校內外教師的經驗交流座談會，同

時也鼓勵教師成立各種社團以增進教師間的互動，亦有助於教師形成共識。 

 

   （二）讓不同特質教師作適當的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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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的「教與學相關因素」是影響教師參與教師專業發展最重要的因素，

整體來說，「教學動機」及「學習精熟取向」愈高者愈能認同「學校本位教師

專業發展」的「有效性」，而「教學創新行為」及「趨向表現取向」愈高的教

師則更傾向「教師自主，甴下而上」作法的「可行性」。學校領者除了可以以

此作為教師甄選的方向，選擇適任教師以促增進學生的學習成就，而亦可藉由

選擇具有些特質的教師投入帶動學校的專業發展氣氛。 

 

 

三、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1. 研究設計： 

本研究主要以問卷調查方式來了解教師對專業發展的態度，並探討其與

「教與學相關因素」及「學習的組織文化」之間的關係，本研究假設教師都

能充分的了解學校本位的義涵，並且能實際參與過四種不同的作法的教師，

然而事實上未必如此。就研究者逕行施測時，許多教師反應不知道怎樣才算

「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甚至有教師反應從來沒有聽過這樣的說法。因

此調查結果反映出的結果打了折扣。或許「竿標學校」對學校本位所反應出

的結果較為真實，亦即認同學校本位的教師與「學習的組織文化」及「教與

學相關因素」的關聯性不高，而是其他因素在影響者。因此，若能配合問卷，

並對受試者進行訪談，應可進一步了解受試者對專業發展的真實看法，以及

所好、所惡之處。 

 

    2.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工具過於繁雜，共有五種不同的量表，而教師專業

發展的問卷字數過多，因此許多教師不願花太多時間在填答問卷。此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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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變項上，問卷設計有明顯「正向評價的反應」，因此可見如「教學創新

行為量表」，平均分數偏高，可能造成對結果預測的混淆。 

 

  3.研究變項： 

本研究在探討研究變項之間的關係時，發現以研究假設的預測變項來預

測教師對專業發展的態度，結果並非十分理想，所涵蓋的解釋量均很難對依

變項作較為肯定而充分的解釋，因此有必要再考慮其他可能的影響變項。 

另外，除了態度之外，應檢視學校的運作效能，方能更有效說明教師認

同的效能是否真能增進其效能。 

 

4.「標竿學校」與「一般學校」 

  本研究中「標竿學校」與「一般學校」幾乎在所有的量表上均有顯著的

差異性，此外，二者教師對「專業發展的態度」與「教與學相關因素」、「學

習的組織文化」的關係不一致。從本研究中無法得知是什麼因素造成這樣的

差異，亦有待進一步探討與分析。 

 

5.各預測變項之間的關係 

    本研究在預測變項之間均多有顯著的相關存在，因此，探討預測變項之

間的關係是有意義的。或許透過變項之間的交互作用，更能解釋教師對於「學

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的能度。 

 

6.教師對專業發展的態度 

    本研究結果顯示教師對於「教師自主，由下而上」的專業發展模式有二

極化的態度；而許多教師認同其「有效」，但也有多數教師認為其不怎麼

「可行」。本研究未能對其中的關係加以分析，未來應可進一步了解何以

教師認為有效卻不可行，而態度之間的差異是什麼原因造成，若了解其中

原因，對推動學校本位的教師專業發展必能提供更有效的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