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學校學習文化與教師專業承諾之關係，在進

行調查研究之前，先就有關的文獻，作一探討分析，以作為本研究的

立論基礎。本章共分三節，首先，敘述教師學習的意涵與學校學習文

化的意義、向度；接著，探討教師專業承諾的意涵及相關研究；最後，

則就學校學習文化與教師專業承諾的相關研究，加以析述。 

 
第一節  國民小學學校學習文化研究分析 

 

本節主要在分析研究國民小學學校的學習文化，主要透過探討教

師學習的意涵，釐清教師學習的意義、動機、方式與內容，再由教師

學習的意涵進入到學校學習文化的意義與內涵之探討。 

 

壹、 教師學習的意涵 

 

學習文化是一個複雜廣泛的概念，同時涉及到學習與文化兩種要

素，學習文化是由文化特質和學習經驗所共同構築而成（吳明烈，

2003）；因此，探討國民小學的學習文化，首先必須瞭解教師學習的

意涵與相關向度，才能進而對學校中何謂有利教師學習的文化有更深

入的認識，茲說明如下： 

 

一、 教師學習的意義 

學習在現代心理學上的定義是：學習是因經驗而使行為或行為潛

勢產生較為持久改變的歷程。此一界說包括四個概念：一是學習會造

成人在行為或行為潛勢改變；二是學習所造成的改變是較為持久，不

是暫時性的；三是學習是因經驗而產生，不管此經驗是有計畫的練習

或訓練或是在生活中偶然發生的；四是學習的面向有多種類型，不管

是生活習慣身體動作或書本知識等都是（張春興，2000）。 



 

教師專業成長的意義許多學者有不同的解釋，本研究將教師專業

成長定義為教師在教學工作中，能主動、持續參加各種正式與非正式

的學習活動，不斷的內化成長，以提升其專業知能、增進教學品質、

進而達成學校的學習目標。 
 

綜合來說，教師學習的意義是教師在教學工作中，能主動透過各

種正式與非正式活動的經驗，使其在專業表現上有持續的改變與進

步；此意義包含三項重點：一是教師學習是教師因經驗而產生的行為

改變，二是此改變是指在教師的專業知能與教學品質上有正向的進

步，三則是此正向的進步是有持續性，而非暫時的。 

二、 教師學習的動機 

從社會學的結構功能論來看，教師進入學校後會受到學校正式與

非正式規範的約束，為了維持學校的穩定性，教師會逐漸調整個人的

知覺、情感、價值與信念，使其保持與團體和諧一致（俞國華，2002），

由此可見教師所處學校的學習文化若是較為積極正向，則教師本身受

其所處環境影響，為融入該學校文化，其在潛移默化下也開始主動學

習。 
 

從心理學的動機理論來看教師學習，1954年Maslow(引自張春

興，2000)提出的需求層次理論，認為人類進行活動的動機和多種需

求有關，其中Sergivonni將需求層次理論運用到教育上時發現，年齡

不同的教師其需求層次不同，年輕的教師對於尊重的需求較多，年長

的教師則多半對自我實現的需求較多(秦夢群，1997)，由此可見不管

是尊重的需求還是自我實現的需求，都是需要教師本身透過學習提升

自我專業知能才有可能達成，所以需求層次也理論可作為解釋教師學

習的動機之一。 
 

此外在心理學上還有期望理論模式，其認為透過人類對事物的吸

引力、期待與實用性三方面的判斷，會影響人為達到目標所產生的動

機與行為，所以教師學習的動機也可說是基於實用性與目的性取向，



強調對現實問題的解決或其他報酬（王金龍，2004）。 

 

綜上所述，教師學習的動機意向來看可分為主動和被動，主動方

面是教師因其自身需求而進行學習，被動方面則是教師因學校價值、

規範、與制度而進行學習，非出於自己主動的意願。另外就教師學習

動機的內容來看可分為社會性、物質性與精神性動機三方面：社會性

動機指的是教師為求能與學校文化和諧一致進而與學校行政人員與

教師有良好的關係氣氛進行學習，物質性動機是教師為求在本身薪資

或職位上有所提升而進行學習，精神性動機則是教師為求自我實現，

基於本身對教育的承諾與熱誠而進行學習。在學校學習文化中，若學

校能利用重視學習的價值塑造、象徵性活動與共同行為規範從社會

性、物質性與精神性方面增進教師學習動機、鼓勵教師學習，必能營

造出有利學習的學校組織文化。 
 

三、 教師學習的方式 

教師學習的方式可分為正式學習與非正式學習兩種：正式學習是

指教師透過政府或學校所舉辦各種活動、各種進修制度等進行學習，

包括學位學分進修、教育機構或學校的教學觀摩、各種政府或教育機

構舉辦的演講與工作坊等；非正式學習則是指教師透過自我學習或與

其他教師討論與合作而進行的學習，包括教師自行閱讀相關書籍期

刊、與其他教師討論交換經驗、與其他教師合作學習等。可分別簡述

如表2-1： 
 
 
 
 
 
 
 
 
 
 
 
 
 
 



表2-1 教師學習方式彙整表 

正式學習活動 非正式學習活動 

1、 學位學分進修 

2、 教育機構或學校的教學

觀摩與視導 

3、 各種政府或教育機構舉

辦的演講、工作坊、研習

會與研討會 

4、 各種學校方面舉辦的演

講、研習會、工作坊、與

研討會 

1、 閱讀相關書籍、期刊或研

究 

2、 與其他教師討論、交換分

享經驗 

3、 與其他教師合作學習 

4、 進行自我反思或行動研

究 

5、 參與學校課程設計或相

關教學發展活動 

6、 參加教育專業組織的活

動 

資料來源：整理自林偉文(2002:59)。教師創意教學潛能與創意教學關係之研究，

國立政治大學博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四、 教師學習的內容 

在教師學習的內容方面，可以從教師專業成長的內容來瞭解；教

師專業成長的內容各家學者看法不盡相同，有強調教師個人方面，也

有強調教師與組織發展方面（李俊湖，1997），但其中之一即是將教

師學習的具體內容等同於教師專業成長的內容： 

張德銳(1992)強調教師專業知識和技能應有三個領域：任教科目

的專門知識與技術，教學方法的專業知識和技巧，與班級經營能力。 
 

沈翠蓮（1993）認為教師專業成長的內涵，在教學知能方面，包

括教學方法的使用、學習動機的激勵；在班級經營方面，包括善用班

級自治管理與獎懲原則來管理學生；在學生輔導方面，包括瞭解學生

能力與個性來輔導學生適應學校生活與學習；在人際溝通方面，包括

與家長和同事之間能有良好的溝通方式與氣氛。 
 



林偉文(2002)認為教師創意教學所需要的領域知識可能包含一

般的「教學知識與信念」、「學科內容知識」以及「學科內容教學知

識」三大類別，此外，在這些知識中，除了外顯的知識外，與教師教

學實務密切相關的「內隱知識」也具有其重要的角色。 
 

艾淑美(2002)將教師專業成長的內涵分為五類： 

（一）教學知能：在教學歷程中，主動且持續的專求專業知識和技能，

其目的在達到自我改善，提升教師的教學品質，使學生得到最

大的學習效果。 

（二）教育新知：有關教育領域的相關研究、資訊及理念。主要在瞭

解教師是否不斷進修、充實自己並能掌握教育的最新發展趨

勢。 

（三）學生輔導：教師透過師生間的互動，設法用心瞭解學生的個別

差異情形，有效輔導學生學習及適應學校生活，以期改善學生

的不良行為，幫助學生瞭解自我、發展潛能。 

（四）班級經營：教師在班級中善用自治幹部，運用教師管理策略及

獎懲原則協助學生學習，增進教師對於衝突管理及解決問題的

專業能力。 

（五）人際溝通：教師與學校同事協調合作，並與學生、家長建立良

好的溝通與互動，拓展和諧的人際關係，以達成教育目標。 
 

綜合來說，教師學習的內容有學科知識、教學知能、班級經營與

輔導與人際溝通四方面，在學校學習文化中所強調教師學習的目標內

容即是以上述四方面為主軸，透過各種價值塑造、象徵性活動與共同

行為規範，鼓勵教師主動學習與增進學科知識、教學知能、班級經營、

輔導與人際溝通四方面的知識與能力。 

 

從教師學習的意涵來看學校的學習文化可以瞭解，學習文化應該

是有利於教師學習的一種文化。不管教師原發的動機是主動還是被

動，一旦教師身處在有利學習的文化中，其在學科知識、教學知能、



班級經營與輔導與人際溝通都將有所學習和成長。 

 

貳、 學校學習文化的意義與內涵 

 

一、 學校學習文化的意義－組織文化理論取向 
 

由於學習文化的相關研究尚處於起步階段，所以本研究藉由對組

織文化理論的相關探討，進而勾勒出學校學習文化的意義。 
 
 

（一）組織文化的特徵 

文化一詞源於人類學的文獻中，從人類學的立場來看，文化是人

類因生活所需所創造出來的所有東西，生活所需的東西是多方面的，

有的是個體生活所必須，有些是群體營生所不可或缺的，更有些是心

理調適所必須。張新基（2002）引用Sathe觀點認為從人類學的觀點

可將文化分成兩大不同的意義： 

1、 適應學派：文化是可直接從社會成員上觀察到的事物，例如

社會成員的行為類型、使用器具、語言等。 

2、 觀念學派：文化是社會成員所共有的心智精神狀態，也就是

信念、價值、觀念和想法。 
 

但文化可以說是社會科學中最具爭議的概念之一，各家學者對於

文化的定義和內涵皆不盡相同，鄭詩釧(2004)整合學者對於文化的概

念定義提出，整體而言文化有幾項重要的意涵： 

1、 就文化內涵而言，它是一個複和體(complex)，指涉某一特定群

體的生活經驗、儀式、典禮、符號、價值體系、意義系統，以

及社會脈絡之下那些習焉不查、隱晦不清的假定。 

2、 就文化生成而言，它是來自於社會學習、傳遞、累積與涵化而

得，可能是整體，也可能是零碎、片段、多元的形式。 

3、 就文化旨趣而言，它具體反映出社會某一群體的行動架構、生

活方式與世界觀。 



4、 就文化實踐而言，它涵蓋物質、精神與制度各層面，以及著眼

文化經驗、文化理解與文化形塑之間的關係。 
 

而組織本身就是一個社會系統，故組織中自然也存在著組織特有

的文化。Peggigrew(1979)認為組織文化是由行為、行動以及價值所

組成，組織中的個人被期待隨著這些行為、行動與價值來做事。

Schein(1985)認為組織文化是由特定的組織團體發明或發展出來的

一種行為基本假定，用來適應外在環境，並解決內部整合問題，這組

假定假如被證實有效，則將透過社會化的過程傳授給新進成員，使他

們的認知、思考與感情有所遵循，不致犯錯。 
 

吳清山(1992)認為組織文化是一個組織經過其內在系統運作的

維持與外在環境變化的互動下，長期累積發展的各種產物：信念、價

值、規範、態度、期望、儀式、符號、故事和行為等，組織成員分享

這些產物的意義之後，會以自然的方式表現於日常生活中，形成組織

獨特的現象。 
 

Moorhead與Griffin(1998)認為組織文化是一組價值觀，這種價

值觀通常是根深蒂固的，協助組織成員瞭解那些是可以被接受，那些

事是不能被接受的，這些價值觀通常是透過故事或其他的符號意義而

傳遞。 
 

蔡進雄(2000)認為組織文化是組織長期與內外在環境互動的產

物，包含信念價值、態度期望、行為規範、典禮儀式等，組織成員平

日學習後自然而然表現出來，成為組織的獨特現象（引自鄭詩釧，

2004）。 
 

Hoy與Miskel(2001)認為組織文化是一種深度，也較為抽象的概

念，可分為三個層次，最深層的是默許的假設(tacit assumptions)，

包含對人性、對人群關係、對真理及對環境的關係，其次是價值，包

含開放、信任、合作、團對工作等概念，最淺層的則是行為常模。 
 



學校組織文化則是組織文化的延伸，張慶勳(1996)認為學校組織

文化是組織為解決內部統整與外部適應問題，對具有象徵性的人工製

品予以認知，形成共識並內化為組織成員的假定與價值觀後，進而作

為組織成員所共同遵守的規範，它是組織知和行的結合，其目的在解

決問題。 
 
 

綜合來說，組織文化的特點有三：一是組織文化是組織成員與環

境互動後的結果，而此環境包含了組織內部環境與組織外部環境；二

是組織文化的組成包含了抽象與具體兩個層面，包括抽象的基本假

定、信念與價值，以及具體的規範、語言、儀式與行為表現等：三是

組織文化具有傳遞性，且此傳遞性多半讓組織成員不自覺自然而然表

現出來，成為組織的特色。 
 
 

（二）組織文化的層次 

由於組織文化的組成複雜，Schein(1985, 1992)結合了不同的理

論，把文化由淺至深分成三個層面，分述如下： 
 

1、人工製品(artifacts)：包括物理環境的製造，到語言、儀式和典

禮。此層次的特色是容易被觀察到，但難以單獨由此層面來解讀

文化，其可分為幾個面向： 

（1）言詞的創造物：如徽章等象徵符號、組織的歷史典故、流

傳的故事迷思、與特定的使用語言。 

（2）行為的創造物：如精心設計的儀式、慶典等，用以表彰特

定的意義。 

（3）物品的創造物：如組織的建築風格、器具的形式色彩、人

員的服裝款式。 

2、外顯價值(visible values)：為成員據以判斷情境、活動、目的

及人物的評估基礎，是組織中不成文的規範。價值是未經認知轉

型、形成全員共識的基本信念，大多數的價值仍在可察覺的層面，



且可以表現出來，在物理環境中驗證，例如組織的規範即反映出

組織的價值。  

       Robbins(2001)組織文化的共享價值是七種組織所重視的特

質互相搭配，其分別為：創新與冒險的程度、要求精確的程度、

注重結果的程度、注重員工感受的程度、強調團隊的程度、要求

員工積極的程度、強調穩定的程度，此七種特質互相搭配就造就

了不同的組織文化。 

3、基本假定(basic underlying assumption)：包含一些人們視為理

所當然，不容懷疑的價值觀，在背後實際操縱知覺、思考與行動。 
 

延伸到學校組織文化，邱馨儀(1995)學校組織文化是學校組織成

員，經過長期累積所共有共享的一套解決問題與適應環境的基本運作

模式，此一獨特的運作模式包括：各種信念、價值觀、規範、儀式與

故事等，此定義可歸納出四個向度： 

1、基本假定：包括信念、哲學、意識、態度等。 

2、象徵性活動：包括物品、創造物、史蹟、英雄、語言、手勢、典

禮、儀式、表達工具、具體管理型態等。 

3、共同價值觀：包括共同看法、共同價值等。 

4、共同行為規範：包括成文的規定與非正式的行為準則。 

 

 

 

 

 

 

 

 

 

 



 

圖 組織文化的層次與互動關係 

       

器物與創制 

⊙外顯不易深入理解 

⊙包括制度、儀式、符號、行為、典章

 

 

 

 

 

期望和價值觀 

⊙意識上的更高層次 

⊙能在物理環境中或透過社會共識驗證 

 

 

 

 

基本假定 

⊙習焉不查、隱而不現 

⊙包括與環境的關係、真理的本質、人

性的本質、人類活動的本質與人群關係

的本質 
 
 
 

圖 2-1 組織文化層次及其互動圖 

資料來源：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Leadership(p.14), by 

E.H.Shein(1985), San Francisco: Jossey Bass. 
 

從組織文化的層次來看學校的學習文化可以瞭解，學習文化可由

三個層面來探討：一是學校內是否有利於學習基本假定（但因為基本

假定通常較為隱而不現，故可由價值觀和外顯的制度和符號等推

測）；二是學校內是否有利於學習的核心價值；三是學校是否有利於

學習的器物與創制，包括制度、儀式、符號、行為、典章等。 

 

（三）組織文化的特性 
 

丁福慶(2003)歸納組織文化有下列幾項特性： 

1、獨特性：組織文化因歷史、規模、地區、成員不同的背景、經驗

與互動型態，所形成的組織文化呈現不同的風貌，每個組織文化

中所表現的信念、價值和語言必定和其他組織有所不同，但也因



為組織文化的獨特性，組織才能展現特色，發展特長，使研究者

可以對組織的運作方式及結果加以預測與評估。 

2、規範性：組織文化透過各種有形和無形的方式。對個人與關體發

揮規範的力量，成員如果遵守此一準則則獲組織的認同，反之則

遭受團體的制裁。 

3、持久性：組織文化的形成需要一段時間，而後才逐漸內化至組織

成員的心裡，內化後組織成員會自然而然表現某種行為規範，因此

組織文化具有持久性。 

4、共享性：組織文化所發展出來的前提，基本尚未組織成員所共同

分享，且被認為是有價值的，即組織成員的價值與行為趨於共同

性，在同一組織內的不同成員遇到相同的事情通常會有類似的反

應，乃因他們有共享的基本假定與價值。 

5、動態性：組織文化是組織成員與外部互動和內部統整時，所發展

出組織獨特的價值、信念與行為，組織文化是人與環境互動的結

果，並不是在靜態的狀況產生，因此具有動態的性質。 

6、普遍性：組織文化是因應組織成員需要而產生，每個團體與組織

都有文化，因此組織文化具有普遍性。 

7、發展性：組織文化會不斷的發展與成長，會隨著組織發展生生不

息，引導或塑造成員的新行為，故具有永續的發展性。 

8、主觀性：組織文化是成員互動後，主觀認定及判斷後的產物，其

最初的起源，乃是組織的重要領導者或創辦人的價值觀與臆測而

來，因此組織文化具有主觀性。 

9、穩定性：由於組織文化的基本假設備組織成員內化為一種理所當

然的反應，且持續影響著組織成員與組織運作，因此具有相當的

穩定性，即使因若干因素改變也是緩慢的。 

10、連續性：就時間而言，組織文化會隨著時間與事件的發展，逐漸

形成組織成員認同的表徵，故具有歷史相承、綿延不斷的特性。

就組織成員而言，組織文化在組織中所以能發揮功能，乃由於組

織文化所蘊含的價值、經驗與基本假設被認為能正確且有效的解



決問題，所以組織成員以後再遇到類似的事件，就會重複的使用

組織文化，並透過教育與學習等社會化途徑，將之傳遞給新進成

員，因此組織文化具有連續性。 

 

從組織文化的特性來看學校的學習文化可以瞭解，學校的學習文

化是透過學校經過一段時間，與外部環境互動和內部組織統整的動態

性發展而來一持久的文化，具有約束學校內成員的力量，並為校內成

員所共享。而每個學校都有不同的學習文化，不管是有利於學習的文

化還是不利於學習的文化，都有其獨特性；但學習文化也有普遍性，

意味著在不同的學校，只要其文化是有利於學習，都應有其共通點。 

 

（四）組織文化的理論基礎 

組織文化的產生是個人與環境的交互作用，當成員加入組織時，

一方面必須適應其所處的環境，一方面仍保有其特有的人格特質。在

運作上，組織必須聆聽個人需求，盡量創造一個符合成員人格特質的

環境，在另一方面，個人也需經由社會化的歷程，使自己的行為符合

組織常模，也就是所謂的組織文化（秦夢群，1997）。Schein(1985)

將組織文化的形成過程歸納為領導理論、社會動態理論與學習理論等

三種。分述如下： 
 

1、領導理論 

領導者與組織文化的關係在團體工作(group tasks)與團體風格

(group style)兩方面表現的最明顯，領導論者有三種基本共同假設

（Schien,1985）： 

(1)組織文化為組織成員所共有。 

(2)組織的創立者即為文化的創造者，由其引導共識的產生過程。 

(3)組織的共識可視為組織個人價值偏好的反應結果。 
 

此外，黃素惠（1997）引自丁虹認為創立者對於世界、組織所扮

演的角色，對人性、真理的假設，均會由不同的方式傳達於組織文化



之中，這些方式包括： 

(1)組織哲學的正式陳述、章程等。 

(2)實體空間、外表建築的設計。 

(3)建立角色模式、領導者的教導及訓練。 

(4)獎懲及地位系統、晉升的標準。 

(5)有關重要人物及事件之故事、傳說神話及寓言。 

(6)領導者注意的、衡量的及控制的為何。 

(7)領導者對於重要事件及組織危機的反應。 

(8)組織的結構是如何設計的。 

(9)組織的系統及程序。 

(10)增員、選任、晉升、退休等標準。 
 

陳木金(2002)歸納學校組織功能的重要內容向度，認為增進學校

領導效能最有力的方式是透過下列四種方法： 

(1)故事：故事經常流傳於組織內部，即使有些故事並不具豐富的戲

劇性，但這些故事通常和組織的創始人、規定的打破、有無到有

的成功、學校規模的發展、學校特殊團隊的成立與發展、教師的

異動、過去的錯誤反應與組織掙扎調整等有關，不但連結組織的

現在與過去，而且也說明了組織現況的來龍去脈。 

(2)儀式：儀式是指一種經常重複出現的活動，而該活動是為了表彰

組織最重視的價值觀、目標、最出色的員工及最值得慶祝與投注

的事物。 

(3)實質象徵：實質象徵最主要的目的在於傳遞訊息給成員，使之瞭

解組織發展特色與重點方向，例如學校建築、學校設備、提供給

成員的福利、辦公室大小與擺設裝潢的設計、主管的態度與服飾

穿著等。 

(4)語言：許多組織部門單位，會使用語言認定某人是否為組織一份

子的指標，個人透過學會特定語言，表達出對文化的感受，如此

將有助於組織文化的保存。 



2、社會動態理論(sociodynamic theory) 

黃素惠（1997）引用潘扶德認為社會動態理論又稱為團體動態理

論(group dynamics theory)，從訓練團體、治療團體中瞭解人際和

情緒的歷程，可用來解釋「一群人共享一個問題的共通觀點和發展一

個共享的解決之道」的意義；而Schien(1985)提出在組織文化的意義

中，最應強調的是「共享」(sharing)，組織由一群需求、認知及人

格特質不同的人員組成，經由不斷的互動，才能產生共享的信念、價

值和基本假設，而社會互動理論正可以解釋其中的過程。 
 

綜合來說，學校組織文化從社會動態理論的觀點認為，是由一群

需求、認知與人格特質不同的學校成員經由不斷的互動產生的信念、

價值與基本假設。Schein(1985)認為由於個人的需求、人格特質與認

知型態並不一致，因此在互動的過程中難免會有衝突產生，因此在組

織成長的過程中，各階段主要的衝突如下： 

(1)階段一：依賴與權威的衝突問題 

    當組織成立之初，必須處理的問題是誰該來領導、誰有多少的

權威、力量或影響力、誰依賴誰等，組織為了要解決外部問題，以

及創造一個內部舒適的環境，必須先解決此問題。 

(2)階段二：親密、角色分化、同儕關係間的衝突問題 

當組織成功處理權威問題，則成員可能對於組織存有假設，例

如對組織的評價、成員關係的假設等。為了克服成員不切實際的假

設，必須發展一個真正的組織成員關係（如誰喜歡誰、誰能接受誰、

誰能代表組織的評價方式），這是一項艱鉅的工作，所以能有效處

理同儕關係的問題，將是組織文化形成的重要條件。 

  (3)階段三：創造力與穩定性的衝突問題 

     當組織學會處理問題，達成其任務，並建立一個安全舒適的內

在系統，則必須開始面對制度化和科層化的問題。創造力和革新在

初步努力階段是有價值的，但一旦增加時，創造力可能變為焦慮與

破壞力的來源。矛盾的是組織要成功，必須透過不斷的創造和革新，



可是這兩者都會帶來不穩定，此階段為兩難的困境，如何在沒有太

大的內在壓力下，維持其適應能力是此階段的重點。 

 (4)階段四：生存與成長的衝突問題 

     組織一旦成熟，而且不斷的與外在環境發生互動關係，不久之

後將發現文化本身能對新的問題提供解決之道，在此階段所產生的

問題是組織能提供重要的功能，則可以生存下去，反之則將逐漸解

體。 
 

3、學習理論(learning theory) 

文化是學習的產物，當組織發展出一套價值、信念或基本假設

時，必須傳授給組織成員，因此組織成員需不斷的學習組織所發展出

的各種產物，然後再形成令一種組織文化，因此組織文化形成理論可

用心理學上的學習加以詮釋（吳清山，1992；黃素惠，1997）。 
 

黃素惠(1997)認為文化是學習的產物，個人自出生後，便開始學

習如何滿足需要並適應環境，經此而習得文化；個人如此，組織文化

亦有類似情形，組織在社會大環境受到刺激後，必將透過有效的組織

學習對環境做適度反應，此種過程乃形成了組織文化，故當組織發展

出一套有效解決內外部問題的假設時，必須傳授給新成員，就新成員

而言，即是他們必須學習組織的這些基本假設，因此組織文化的形成

可用學習理論予以解釋。在文化學習的過程中，主要是受到動機、習

慣與正負增強的作用，主要就是兩種學習機制的作用：一是正增強（正

向的問題解決），另一則是負增強（痛苦與焦慮的減低）。 

 

從組織文化的理論基礎來看學習文化可以瞭解，學習文化的形成

應是透過領導、學習與社會互動三方面而成。學校領導者透過對於學

習價值的形塑，在故事、典章、制度、儀式上對學習的提倡進而創造

出有利學習的文化；而學校內的每一位成員則藉由學習來瞭解學校內

關於學習文化的重要價值與規範，並透過社會互動來調適與增進校內

的學習文化。 



綜合以上對於學校組織文化和組織文化在意義、內涵、層次與理

論基礎的討論，研究者將學校的學習文化歸納為：學校學習文化是一

種有利學習的組織文化，其指教師能知覺到學校內發展出一種有利教

師學習行為的基本假定與價值觀，並透過領導、學習與學校成員彼此

間的互動，在典章、制度、語言、故事、物理環境與管理型態等方面

建立一種鼓勵學習的共同活動和行為規範。 

 

二、 學校學習文化的內涵與要素 

在學校文化內涵與要素方面，目前關於學習文化的涵意與要素國

內研究尚不多見。吳明烈(2003)認為學習文化是指關於學習的一切文

化，是整體文化中一項重要的內涵，包括學習理念、學習態度、學習

內容、學習制度、學習途徑、學習習慣以及經由學習所累積的成果；

學習文化也是一種學習現象，包括無形的學習價值觀與有形的學習行

為，學習文化的形成是學習者在學習架構下，與學習環境交互作用而

產生的結果。 
 

林偉文(2002：46)在其研究中以Csikszentmihalyi系統理論來說

明有助於教師學習組織文化的內涵：在系統理論的三個層面中，包括

「領域知識的取得與內化」、「守門員的促進與抑制」、「個人因素」

受到教師所在學校組織文化的密切影響，就領域知識的取得與內化來

說，學校文化是否鼓勵與支持教師學習，是影響教師是否投入學習活

動的重要關鍵，也進一步影響教師是否能不斷的取得與內化領域知

識。就「守門人」的角度來看，學校的經營者和同儕教師都是教師學

習行為的守門人，因此學校組織文化對於教師學習所隱含的價值觀，

都將影響組織中成員的價值觀與行動，進而促進或抑制教師的學習行

為。 
 

林偉文(2002)綜合有關教師專業成長與知識管理理論，以系統觀

點的幾個重要層面（目標、結構、互動、空間）歸納出學習文化的四

個要素，分別是：1、重視學習的共享價值，2、學習的結構與管道，



3、知識分享與合作的文化，4、經營管理的支持。 
 

徐悅淇(2003)在「教師對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的態度及其相關

之研究」中則進一步將學習文化歸納為六個要素，分別為：1、共享

價值，2、知識分享與流通，3、經營管理支持，4、合作，5、深度對

談，6、知識社群。 
 

郭莉真(2003)認為理想的學習型組織應是建立一種文化，在此文

化中成員可極力擴張達成他們想要成果的能力，孕育新的思考方式，

自由展開集體的抱負，持續的學習如何與他人一起學習；其並歸納對

此文化特質的討論應有下列幾項：1、組織應重視並獎勵有效的學習，

2、對於新知識與技術的產生和轉移有強烈的投入，3、採取系統式思

考，4、將員工增能列為優先事項，5、成立發展自足式工作團隊。 
 

在國外，Schein(2004)指出學習文化應該有下列幾項重要的假

定：1、世界是能夠改變的；2、人們作為一位積極的問題解決者是適

當的；3、事實與真理必須從實證中發現；4、人類本性基本上是善的

且可以改變；5、要能思考到未來長期與短期可能的結果；6、有一連

結完整的溝通網路能讓正確與相關訊息流通；7、具有多元但相關的

單位。 
 

Eddie, Heng, Peter與 Zahir(2004)在談到策略伙伴(strategic 

partnering)與學習文化的關係指出，良好的學習文化有賴於經驗學

習 (Experience-based learing) 、 持 續 進 步 (continuous 

improvement)、與學習氣候(learning climate)。其中經驗學習是指

組織能提供成員學習的機會，增加學習經驗；持續進步則包括了持續

的學習、基本過程(radical process improvement)與學習過程的進

步；學習氣候則指組織能建立一個立於學習的支持性環境。 
 

曹志宏（2003）引用Leithwood, Jantzi與Steinbach在1995年的

研究中，探討學習型學校的文化指出，其學校文化特徵應包含下列幾



項：1、合作的，2、在重要的專業成長中分享共同的信念，3、互相

支持的規範，4、同事間能誠實、坦白的回饋，5、同事間能分正式的

分享想法和資料，6、尊重同事的意見，7、支持冒險與實驗性質的方

案，8、鼓勵對於困難的事情進行開放的討論，9、分享彼此對成功的

慶祝，10、重視學生的需求，11、對於幫助學生有所承諾。 
 

林偉文（2002）以Borko& Putnam在1996年的研究認為可以從五

個方面來促進教師的學習：1、辨認教師對於教學、學習、學習者與

學科內容的既存知識與信念(preexisting knowledge and belief)，

2、提供教師持續深化與擴充學科內容知識的機會，3、將教師視為學

習者，希望學生怎麼學，也讓教師用一致的方式來學習，4、將教師

的學習與反省融入教室實務中，5、提供教師豐富的時間，並支持教

師的教學省思、合作與持續學習。 
 

Csikszentmihalyi於1999年提出其認為良好的領域應具有下列

特色：1、領域知識良好的儲存、更新與管理，2、使領域知識更易於

接近，在生活中捶手可得，3、使領域知識易於學習、內化4、增加文

化、領域的開放性，並鼓勵科技整合或異質領域交流的機會5、增進

創造（學習）領域的知識管理與學習，並融入各知識領域（引自林偉

文，2002）。林偉文（2002）引用Sarason的研究認為教師持續學習

的關鍵在於創造一種學校文化，在這種學校文化中對教育議題的認真

討論持續的發生，在這文化之中，教師專業社群成為產生教師學習的

地方(productive place for teacher learning)，以合作取代疏離

的學校文化。 
 

Poper& Lipshitz(2000)縱覽許多關於組織學習的文獻指出，良

好的組織學習，促進正向組織學習需要建立包含下列條件的學習文

化：1、對學習的承諾(commitment to learning)，2、有效的知識(valid 

knowledge)，3、工作的透明(transparency)，4、議題導向(issue 

orientation)，5、績效(accountability)。 
 



Killion(1999, 2000)以訪談法研究在1996和1998年獲得全美教

師專業發展獎的八所中小學後發現，教師專業發展成功的關鍵在於建

構的一個「學習文化」，他發現這些學校有下列共同特色： 

1、 以學生為中心目標(student-centered goals)：以學生的學

習與成就做為形成教師學習的目標。 

2、 寬 廣 的 定 義 專 業 發 展 (An expanded definition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提供教師寬廣的專業發展機

會，亦即提供教師各種不同的學習機會。 

3、 持續、融入工作的非正式學習(On-going, Job-embedded 

informal learning)：具有在實務中學習的機會，例如：同儕

分享、教練、師徒學習與非正式互動等等。 

4、 合作的環境(collaborative environment)：建立一個共同合

作解決問題、互相學習的學校文化。 

5、 學 習 與 合 作 的 時 間 (time for learning and 

collaboration)：提供教師可以學習與合作的時間。 

6、 學習結果的檢核(check for result)：透過不斷檢核學生的

學習表現來檢核自己的學習成果並改進教學。 

 

綜合以上的討論，研究者將學校的學習文化分為六大向度，分別

為：重視學習的核心價值、推動學習的知識分享、鼓勵學習的合作社

群、促進學習的溝通對談、方便學習的結構管道、強化學習的經營模

式，本研究所指的學校學習文化是指教師知覺在此六大向度的得分情

形。 

（一） 有利學習的核心價值：指學校成員擁有利於學習的價值與

信念，所以學校重視教師的學習，並以教師學習為學校的

重要目標。 

（二） 推動學習的知識分享：指學校教師能互相分享個人的教

學、班級經營等實務經驗，以及個人經由閱讀、媒體或研

習進修所得的知識。 



（三） 鼓勵學習的合作社群：指學校教師能形成一有利學習的正

式或非正式合作社群，共同討論、分享交流與合作，以增

進學生的學習品質。 

（四） 促進學習的溝通對談：指學校成員間能坦誠溝通、互相傾

聽彼此的看法，能以建設性的方式挑戰他人想法，同時也

能接受別人質疑自己看法的程度。 

（五） 方便學習的結構管道：指學校能提供教師學習的管道或環

境，或學校教師本身有在工作中自我學習的習慣。 

（六） 強化學習的經營模式：指學校能在行政、課程、制度與時

間規劃上發展有利學習的配套措施鼓勵和方便教師的學

習，以及學校經營者能有效推動學校教師學習與營造校園

內的學習氣氛。 

 

以下分別就學習文化的六大要素：重視學習的核心價值、推動學

習的知識分享、鼓勵學習的合作社群、促進學習的溝通對談、方便學

習的結構管道、強化學習的經營模式等，做進一步的說明與闡述： 

 

（一）有利學習的核心價值 

Schein(2004)曾提出與學習文化密切相關的重要假定，若學校文

化中能相信且重視這些假定，將會有利於教師的學習，這些假定包

括：人們必須作為一個積極的問題解決者，人可以改變並控制環境，

人類本性基本上是善的且可以改變，對真理的追求抱持著科學實證的

精神，重視學習的價值，組織要能多元彈性等，Schein 並進一步說

明這些假定： 

1、 人 們 必 須 作 為 一 個 積 極 的 問 題 解 決 者 (proactivity 

assumption)：在學習文化中，人們認為其與所處環境的關係是自

己能夠成為一個積極的問題解決者與學習者；相反的，如果人們

所持的態度是宿命、被動接受的話，則較不利於學習。意即積極

的問題解決引導著教師學習，並由此在組織成員中建立一個適當



的楷模，所以重要的是學習的產生，學習的過程才是文化的一部

份，不是問題解決。 
 

2、相信人性本善且可以改變(positive assumptions about human 

nature)：在學習文化中，領導者必須相信人類本性基本上是好的

且有可塑性，他們相信如果給予成員足夠的資源與心理滿足的

話，成員將會進行學習；反之若領導者認為人基本上都是懶惰被

動的話，其成員就會變的自私懶散，控制導向的組織也許能在穩

定的環境下存活和繁榮，但當環境變的越來越紛雜或控制導向的

領導者消失時，這樣的組織就有可能失敗。 
 

3、人可以改變並控制環境(assumption that the environment can 

be dominated)：在學習的文化中，人們要有一個共享的假定，就

是環境是可以被控制的，在越不穩定的環境中，領導者更須說服

其組織成員在一定程度下控制環境的重要性與可能性。 
 

4、對真理的追求抱持著科學實證的精神：在學習的文化中，人們必

須有一個共享的假定就是問題解決必須透過科學實證的方式來探

求真理，且此一探求的過程本身是有彈性且能反映出環境的自然

變化，而不會有一個單一威權的假定出現。 
 

5、重視學習的價值(commitment to Learning to learn)：在學習文

化中，人們認為學習是一件值得投資的好事，而且學習如何學習

也是一項需要精通的技巧。而學習不只是包括適應外在環境改變

的學習，也包括組織內在和諧關係的學習；學習的關鍵在於有充

足的時間能將各種回饋(feedback)好好的反省、分析、與消化，

進而能產生新的反應、嘗試新的做事方法以及能從新行為的結果

中獲得回饋。這些都需要時間、精力和資源，一個學習的文化必

須重視反省與實驗的價值，並給予其成員足夠的時間與資源去學

習。在領導者方面，領導者必須相信學習的力量，且能展現自己

有上述學習的能力。Killion(1999, 2000)關於教師專業成長的研



究也指出，有效的教師專業發展需要學校有重視教師學習的核心

價值，或是全校具有想要共同達成的願景。 
 

6、組織要能多元彈性：在越變動的環境中，組織要越能彈性的運作

以處理無法預測的事件，所以領導者必須鼓勵與宣揚多元個人與

團體的重要，雖然這不免會造成一些組織的次文化，但這些次文

化卻是組織學習與創新不可或缺的要素。但這些次文化必須互相

學習與瞭解，領導者在其中便扮演著溝通者的角色，協調各次團

體的衝突。 
 

綜合來說，有利學習的核心價值是探討學校學習文化時最重要但

卻最不易測量的部分，因為在文化部分中的基本假定與價值觀往往較

為抽象；所以在核心價值部分透過歸納上述Schein(2004)的說明，可

以初步將有利學習的核心價值分為此價值是直接有利於學習與間接

有利於學習兩種：直接有利於學習指的是包括學校教師本身重視專業

成長、終身學習等概念，間接有利於學習的價值則是若教師有此基本

假定、價值則也將促使教師主動學習，例如教師相信學生是可以改

變、教師具有科學精神與實事求是的態度等。 

 

（二）推動學習的知識分享 

從知識管理的角度來看，知識的分享與學習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如果知識只是個人的私有物，不能讓知識在組織中流通形成組織的知

識，那麼就會造成組織知識的貧瘠而無法帶動組織的學習文化，因此

若組織中的個人能夠充分的分享自己的知識，將會有利於知識的流通

與整理組織的學習與成長。劉曉雯(1998)研究企業創造力工作環境特

質對組織創新行為的影響發現，員工知覺組織成員能「自由且開明的

溝通」與「公開交換新的想法」，則組織會有較多的創新行為。高德

祐（2002）引用Ruggles針對實務界主管進行調查後發現，知識轉移

的最大障礙來自組織文化層面，組織文化因組織疆界、階級的隔閡，

將會使知識分享有所障礙，但若組織知識分享文化能有效進行，個人



不會因為知識分享而減少其利益，反而能增進其利益，就會減少機會

主義的發生，促進知識分享。 
 

林偉文(2002)從建構論、社會建構論、Nonaka& Takeuchi的動態

知識創新理論觀點來看，認為知識的分享包括了訊息或知識的分享與

流通，而這其中又包括了內隱知識的分享與外顯知識的分享。內隱知

識的分享包括：藉由觀察與模仿他人的教學學習到其他教師教學的內

隱知識或實務知識；與他人分享自己教學、教學特定學科內容、處理

學生個案或班級經營的經驗與知識，這些知識就像個人多年的訣竅、

作法等。外顯知識的分享則包括：新資訊或知識的分享，而這些新資

訊或知識可能是個人閱讀書籍、雜誌或各種是聽媒體所得的新資訊，

也可能是個人參與演講、工作坊或研習等外顯知識；此外個人的作品

發表，教師與其他人分享自己所設計的教案教學方法等也是。 
 

綜合來看，推動學習的知識分享可以分為兩種：一是此分享是有

利於外顯知識的取得，意指教師能夠分享書籍、雜誌、演講等能透過

傳播媒介取得的知識；二是此分享是有利於內隱知識的取得，意指教

師能透分享彼此實際經驗心得的知識，特別是教學或學生處理的心得

等。 

 

（三）鼓勵學習的合作社群 

林偉文（2002）引用Ashton& Webb的研究認為教師的合作似乎使

教師產生更大的意願去冒險、從錯誤中學習並且分享成功的策略；哈

佛大學教育研究所的SUMIT計畫研究四十一所成功使用多元智慧理論

提升學生學習成就的學校發現，這些學校的教師透過正式與非正式的

合作以更能幫助學生學習，因為他們從多元智慧理論的角度出發，認

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強勢與弱勢智慧，透過彼此的合作，使他們更有

能力幫助學生也懂得更多。 
 

林偉文(2002)認為若要產生解決方案或產品，需要教師的討論與



合作，例如：教師的協同教學、團隊教學、課程發展會議等都是。若

教師間以合作為基礎而形成一鼓勵學習的知識社群，也有利於學習文

化的發展。尤克強(2001)將知識社群定義為員工自動自發或半自動自

發而組成的知識分享團體，而不是在正式的任務與職責，社群成員可

以自行決定是否要積極參與活動，成員加入的理由是樂於分享經驗與

知識，並互相教導和學習，從中得到相互的肯定與尊重。余嬪與吳靜

吉訪問獲選為「Power教師」的創意教師發現，這些教師都會提到他

們有一群「死黨」，這群死黨經常分享自己的教學經驗、特殊的教學

方法或對問題的解決方式等等，他們認為這些社群對他們在情感與專

業上提供了很大的支持與貢獻（引自林偉文，2002）。此外，還有透

過網路科技提供的虛擬社群，形成教師互動的虛擬社群，如國民中小

學九年一貫課程與教學網站、思磨特網、亞卓市夫子學院等。 
 

綜合來看，鼓勵學習的合作社群著眼於兩點：一是合作，二是社

群。合作指的是學校教師能夠進行具體合作行為，例如共同討論教學

計畫、發展教材等；社群指的則是不管是經由正式管道或非正式管道

所組成的一個教師共同討論分享的小團體，且此團體的作用多是正向

的，可以成為促進教師專業發展與心靈支持以有利教師學習的社群。 

 

（四）促進學習的溝通對談 

Schein(2004)曾提出與學習文化密切相關的重要假定，其中之一

就是組織必須建立一個完善開放的溝通平台；Schein認為在學習的文

化中，人們必須有一個假定就是溝通和資訊是組織成員的核心，所以

必須創建一個多管道、彈性的溝通系統以方面成員間彼此的接觸。組

織的領導者必須詳述最小的溝通系統是什麼，以及什麼是有利於問題

解決與學習的關鍵資訊，且能適時彈性的調整溝通的方式。 
 

Vygostgy(1978，引自張春興，2000)從社會文化取向來看認知的

發展與知識的建構，認為認知的改變發生於社會互動之中，人們藉由

心智工具(mental tool，如語言)表達其對知識的理解與外界互動，



並且內化與轉化社會互動，藉此不斷建構自己的認知。 
 

詹志禹(1993)認為知識的建構是一個假設驗證的歷程，個體藉由

對實務的經驗或資訊的攝取而產生自己對知識的建構，然而這些假設

並不一定正確，透過專業的互動與對話，教師接受他人的挑戰，進而

重新調適自己的知識結構，建構自己對於知識的真實理解。

Senge(1990)在學習型組織的第五項修練的團對學習中，特別強調「深

度對話」(dialogue)的重要性，我們經常談話或辯論，卻不一定是有

深度的談話，深度的談話必須建築在「開放與傾聽的態度」上，他認

為深度對談會鼓勵參與者「懸掛」出自己潛在的架設與命題，這需要

參與者(1)讓自己的前提浮出檯面(surfacing assumptions)，也就是

要反省自己對於某些事物、或交談主題的潛在前提或態度；(2)展示

你的前提(display of assumptions)，也就是開放自己的前提，讓別

人可以看到並瞭解自己的前提；(3)探究(inquiry)，參與者可以從不

同的觀點互相題問或提出不同的觀點。 
 

綜合來看，促進學習的溝通對談則著眼於學校教師討論的品質，

其可分為兩點：一是溝通管道的品質是否為佳，例如學校內有多種溝

通方式，且溝通管道通暢；二是溝通內容的品質是否為佳，例如教師

們是否能夠坦誠溝通、互相傾聽與提出建設性的想法等。 

 

（五）方便學習的結構管道 

林偉文（2002）引用楊智先以中華民國教材學會徵選獲獎的教師

為對象，進行訪談的研究發現，教師們參與的學習管道包括行動研究

團隊、科展團隊、教師讀書會、語文訓練團隊、社區讀書會、寫作會

等。 
 

Killion(1999, 2000)將教師的專業成長活動分為「正式學習結

構」與「非正式學習結構」，所謂的「正式學習結構」指的是通常有

學校所發起，聚焦在某些特定的內容或是已經建立良好的學習結構



(well-established learning structure)、被特定組成的團體，例

如：學年、科系，有預先設定的學習成果、學習歷程、由專家設計與

推動，包括：參與研討會、參與工作坊或在職訓練、發表或教學示範、

大學或學院的進修、演講、上課等。「非正式學習結構」則比較是教

師自發與自我導向，而且通常是發生在教師教學工作中的學習，亦即

是「在做時學習，從做中學」，這些專業發展活動包括：分析學生表

現、參與學科領域會議、接受其他教師的觀察、同儕教練(coaching)、

進 行 行 動 研 究 、 進 行 嘗 試 錯 誤 的 實 驗 (trial and error 

experiment)、同儕對話、創造學生學習活動、設計課程、觀察其他

教師、觀察學生、組織教育行動、參與會議、參與自我研究、規劃預

算、規劃學年團對、閱讀書籍文章、擔任同儕評量、參與委員會、參

與領導團對、分享參加研討會的學習、解決問題、研究學生作業、督

導實習教師、旅行與參觀其他學校、參與班級、學校或社區的計畫等。

Killion認為正式的學習結構幫助教師獲得教學的知識與技能，但這

些知識並不一定能夠轉化到教師的實際教學實務中，還需要一些非正

式的學習結構，如與同儕的對話、合作與從做中學，才能使教師更清

楚如何改善他們的教學實務。 
 

林偉文（2002）引用Garet, Birman, Porter, Desimore, Herman, 

與 Suk Yoon及Franke, Carpnter, Levi與Fennaman在研究教師的專

業成長活動時，認為可將教師的專業成長活動分為「傳統型」

(traditional form)與「革新型」(reform form)。「傳統型」的教

師專業成長活動通常由專家主導，學習者參與依段特定時間的學習，

這些學習主要是在教室之外，例如：學區內的工作坊、大學或學院學

分、學區外的工作坊與學區外的研討會四種；「革新型」的教師專成

長活動則不同，這些專業成長活動主要在正常的上課時間進行，與教

學實務連結也較容易持久，主要有六種類型：教師研究小組、教師合

作與網路、委員會、師徒制或同儕教練、實習以及資源中心，許多教

師批評傳統的專業發展活動無法提供教師足夠的時間、活動與重要的



內容以改進教師教學實務的知識與技能。 
 

林偉文（2002）引用Franke, Carpnter, Levi& Fennaman研究發

現教師專業成長活動如果夠促進教師主動學習(promoting active 

learning)將較能改善教師教學的知識技能與教學實務，促進教師主

動學習的教師專業成長活動有下列幾項核心特質：(1)觀察專家教師

的教學或被觀察，(2)規劃新的教學材料或教學方法如何應用在教室

中，(3)檢視學生在研習主題內容的作業，(4)引導討論並撰寫自己的

經驗。 
 

綜合來看，方便學習的結構管道著眼於教師本身知識的取得與內

化，知識的取得指的是教師能夠方便的取得其教學或帶班所需要的知

識，但取得知識並不代表教師「擁有」知識，還需透過將知識內化的

歷程才算是真正學習成功，所以學校不僅需要方便教師取得知識，更

要幫助教師順利將所得知識內化為自己所有，才算是優良的學習文

化。 

 

（六）強化學習的經營模式 

林珈夙(1997)以540位中小學教師為對象，研究校長領導風格、

教師創意生活經驗、教學創新行為與學校效能關係也發現，校長的領

導風格越傾向轉型領導風格中的「智識啟發」，教師也越能感受到學

校有「士氣高、一起成長的學校文化」。林偉文(2001)提出許多學校

教師都會提到繁重的行政負擔、進度壓力與學生作業的批改，使教師

沒有時間參與學習活動，而在吳子超的研究訪談中小學網頁設計績優

教師發現，電腦教師往往因為調課問題而羈絆進修，因此學校如能提

供教師時間與工作上的支援，使教師有較為充裕的機會參與學習活

動，將對教師的學習有正面的助益。 
 

在國外，Killion(1999, 2000)研究發現，獲得全美教師專業成

長獎的學校提供給教師專業成長良好的支持系統，這些學校提供時間



給教師合作學習，這些學校透過：(1)重新架構專業發展時間與會議

時間使其更有效率，(2)重新架構學生的學習時間，使教師有比較完

整的時間參與專業發展活動，(3)提供教師人力支援幫教師代課，使

教師有時間慘與專業發展活動，(4)行政會議和專業發展日的重新架

構，使教師有更多的時間合作與學習，校長和行政人員利用其他管道

（如email、網站等）宣布事務性的訊息或公告，這樣教師就不用浪

費時間參與會議只為了聆聽宣布事項，此外有些學校甚至會會支助教

師參與專業成長活動的費用。此外，這些學校也會提供教師完成教師

專業成長活動者薪水的提升或加給，學區或學校也會提供基金獎勵教

師參與專業成長，校長或專家也會透過認可與讚賞來鼓勵教師參與專

業成長活動。 
 

綜合來看，強化學習的經營模式則著眼於學校領導的作為，其可

分為兩種：一是給予教師在行政上的支援，例如減輕教師與教學無關

的行政負擔、方便教師排課與代課等；二是給予教師在精神上的鼓

勵，例如公開表揚、實質獎勵或鼓勵教師發展專長等。 

 

 

 

 

 

 

 

 

 

 

 

 

 



第二節 國民小學教師專業承諾研究分析 

 

本節主要在分析研究國民小學教師專業承諾，主要透過探討專業

的涵義、承諾的涵義，再衍伸至教師專業承諾意涵的探討，並進而討

論教師專業承諾的相關研究模式與相關研究。 

 

壹、 專業的涵義 
 

盧緒增（1986）引用韋氏字典(Webster’s Dictionary)中對「專

業」(professional)的解釋認為專業乃隸屬於一種職業，且需遵守該

職業的規定、標準與職業倫理，例如專業的知識、專業的行為等。全

美教育協會(National Educational Association)於 1948 年列出專

業的歸準，其內容包括：1、應屬於心智的活動，2、應具有特殊的知

識領域，3、應有專門的職業訓練，4、應需不斷的在職進修，5、應

為永久的終身事業，6、應自訂其應有之標準，7、應以服務社會為目

的，8、應有健全的專業組織。。 
 

林玲（2005）引用 Nayman 的研究認為專業是某一職業成員所共

同擁有的某些態度與信念；Hall, Benninga& Clark 則認為專業的內

涵有兩個層面，其一是結構層面，包括一種專任的行為、訓練學校、

組成專業組織、訂有倫理規範等；其二是態度層面，包括以專業團體

為主要的參照點、服務大眾的信念、自律的信念、獻身事業、從事專

業決定的自主權等。 
 

在國內，劉春榮(1996)認為專業至少需具備下列七項條件：專門

的知識能力、以利他為服務導向、成員不斷追求進修成長、受社會高

度的認同、組有專業團體、團體訂有倫理規範、具有高度自主性等。

黃榮貴(2001)認為專業的主要內涵包括專業知能、專業成長、專業自

主、專業服務、專業倫理與專業認同等層面；林玲(2005)認為專業可

以包含結構層面、態度層面與社會層面三部分，結構層面包括專業知



識、專業行為、長期訓練、專業組織、團體規範與文化等，態度層面

包括專業倫理、服務信念與專業自主等，社會層面包括服務利他、受

到社會肯定等。 
 

綜合來說，專業的涵義可由專業的特性來解釋之，要稱某一特定

職業領域為專業，其必須具備領域的專業知識、進修成長、專業倫理、

專業團體等要素，若此職業領域越是具備這些要素，才越能符合專業

的涵義與條件。 

 

貳、 承諾的涵義 
 

「承諾」(commitment)的概念最早是由 Becker 在 1960 年代正式

提出，他認為承諾是由投資成本（包括金錢、時間等）的累積投入，

而產生一種持續性、活動性的的傾向，是一種造就人類持續職業行為

的一種機制（張志毓，1997，引自林勇輝，2004）。梁瑞安將承諾的

特性歸納為四種：承諾是一種心理狀態，不是一種直接可觀察的外顯

行為；承諾是經由智性的評估與抉擇而產生；承諾具有一致性，包含

態度三要素的認知、情意與行為；承諾需是對特定對象所為，若無對

象則承諾無由產生（引自李冠儀，2000）。 
 

李冠儀（2000）歸納國外多數學者研究文獻，認為承諾包含下列

三種成分： 

（一） 認同(identification)：以該組織或職業為榮，並將該

組織或職業的目標內化到個人的自我概念中。 

（二） 涉入(involvement)：對於職業中所扮演的角色會主動

參與，並有心理上的專注。 

（三） 忠誠(loyalty)：與組織節合為一體的情感，盡力執行

並實現角色應有的任務，承擔應負的責任。 
 

在國內，邱馨儀(1996)認為承諾是對價值、事業、工作、組織等

的認同、忠誠與投入的傾向與行為。劉春榮(1996)認為承諾包括價



值、職業、事業、組織等取向的承諾，它是一種個體內化的規範壓力，

而表現出的凝聚力與行為。李冠儀(2000)認為承諾的意義為承諾是指

個人對該職業的認同、投入與需求等，對所欲抉擇的職業作負責的決

定，它是一種安定的力量，表現出維持職業身份的慾望，由承諾可反

應個人對該職業的認同度，以及願意投入該職業的時間長短與努力程

度。 林勇輝(2004)研究認為承諾乃包括對價值、事業、職業、組織

的認同、忠誠與投入，是一種個體內化的規範力量，而表現出的一種

凝聚力與行為。 
     

綜上所述，承諾可歸納為一種對於價值、職業、組織在認知上的

認同，情感上的忠誠，與實際行為上的投入之狀態。 

 

參、 教師專業承諾的意涵 

 

一、專業承諾的內涵 
 

由於專業的領域不同，則其承諾的內容也不相同。劉春榮(1996，

頁 85-91)專業承諾的意義闡述大概有兩大方向。第一的方向是由組

織承諾探討而衍生的定義，Aranya, Pollock& Amermic(1981)將其對

組織承諾所下的定義直接引用並驗證在對公共會計人員的專業承諾

上，他們認為專業承諾包含三種成分：1、堅定的信仰與接受所從事

專業的目標與價值，2、願意為所從事的專業付出更多心力，3、渴望

繼續成為專業行業的一份子；Aranya與 Ferris(1984)採用 Hall(1984)

在「組織承諾理論與測量」一文中的承諾結構來作為專業承諾的組成

要素，包括了態度與行為意向兩部分，在態度方面有專業認同、專業

投入與忠誠關心三部分，行為意向則有願意為所從事專業付出更多心

力與渴望繼續維持專業成員的身份。 
 

第二個方向則是創自專業承諾的定義，Taylor(1988)跳出組織承

諾的模式，自創一專業承諾的定義，他認為專業承諾應包括專業角



色、專業關係與規範三個層面，並根據這三個層面提出六項專業承諾

的內容：1、認同，2、積極投入，3、歸屬感，4、專業規範，5、專

業角色內化，6、專業關係。李新鄉(1993)在「國小教師教育專業承

諾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中，界定專業承諾為個體對其所從事的專業

工作之專業規範、倫理、信條和價值的認同與投入的心理作用，具有

導向性、目標性與一致性的心理特質，其與黃國彥、吳靜吉所發展出

來的「教師教育專業承諾量表」則包括以下六個向度：1、教育專業

認同，2、樂業投入，3、研究進修，4、教育專業關係，5、教育專業

信念，6、教育專業倫理。 

 

二、教師專業承諾的意義 
 

   Rosenholtz(1989)認為教師專業承諾包含工作投入程度、工作表

現滿意感、出席率與渴望留在專業的程度（引自張志毓，1997，頁

40）。 

    周新富(1991)認為教師專業承諾是教師對教學目標的接受程度

以及為教學犧牲、奉獻的程度。 

李新鄉(1993)認為專業承諾是個體對其所從事之工作專業規

範、信條、倫理和價值的認同和投入的心理作用，具有導向性、目標

性與一致性的心理特質。 

    劉春榮（1996）認為教師專業承諾是教師認同於教育專業價值與

教育專業規範和信條，願意為教育專業努力，全心投入一種態度或行

為傾向。 

    江秋玟(1998)認為教師專業承諾是教師對其所從事的專業工

作，一種認同與投入的心理作用力。 

    許清勇(2001)認為教師專業的定義是指教師認同所從事之教育

專業工作價值與歸準，樂意全心投入並力求精進，且以教育工作為畢

生職志之態度或行動傾向。 

黃榮貴(2001)認為教師專業承諾是教師接受並信仰其所從事教



學工作的目標與價值，願意為目前所從事的教學工 4F5C 更多的努

力，並願意既需留在同一教學工作的態度傾向。 

    林勇輝(2004)認為教師專業承諾是教師對教育專業的認同，樂於

奉獻心力，願意長期從事教育工作，並能遵守專業倫理、重視研究進

修，發揮專業知能與專業關係，期能產生卓越的專業績效，以完成自

我實現的一種承諾或態度。 

林玲(2005)認為教師專業承諾是指個人對其教育專業工作產生

認同感，願意為此專業負責、奉獻心力、遵守教育規範與倫理，並將

教育工作視為終身事業而不移。 
 

綜合來說，教師專業承諾可以說是教師對於教育工作與專業的認

同與承諾，其表現於外則教師樂於投入奉獻，並在各方面有良好的表

現，且希望能留在原校。 

 

三、教師專業承諾的內涵 
 

    Taylor(1988)認為專業承諾應該包括專業角色、專業關係與規範

三方面，並由此歸納出專業承諾的六項內涵：1、認同，2、積極投入，

3、歸屬，4、專業規範，5、專業角色內化，6、專業關係。 

黃國隆(1986)認為教師專業承諾的內涵有下列三點：1、對教育

專業正向的評價，2、為教育專業努力、奉獻的意願，3、繼續留在專

業工作的傾向。 

    周新富(1991)認為教師專業承諾的內涵包括：1、內在滿意，2、

專業責任，3、專業認同，4、工作投入，5、接受專業訓練五個向度。 

李新鄉(1993)認為教師專業承諾的內涵包含以下六個層面：1、

教育專業認同，2、樂業投入，3、研究進修，4、教育專業關係，5、

教育專業信念，6、教育專業倫理。 

郭慧龍(1997)將教師專業承諾的內涵分為三個向度，分別為：1、

專業認同，2、工作投入，3、留業意願。 

張志毓(1997)認為教師專業承諾的五個向度為：1、教育專業認



同，2、教育專業倫理，3、研究進修，4、教育專業關係，5、教育專

業信念。 

李冠儀(2000)認為教師專業承諾應包括下列三的向度：1、專業

認同，2、盡責奉獻，3、留業傾向。 

黃榮貴(2001)認為教師專業承諾可以可以分為下列四個向度：

1、專業認同，2、工作投入，3、留業意願，4、研究進修。 

江佳茹(2003)認為教師專業承諾是指個人對特定的專業，秉持著

犧牲奉獻的精神，完全的認同與付出，並全心投入的行為與態度，其

包括下列四個向度：1、專業認同，2、工作投入，3、留業傾向，4、

研究進修。 

蕭惟聰(2003)研究資優班教師教育專業承諾認為其應包含下列

向度：專業認同、工作投入、留業意願與專業績效。 

王閩(2003)則認為教師專業承諾應包含：1、專業素養，2、專業

倫理，3、專業自主，4、專業意願，5、專業績效。 

林勇輝(2004)認為教師專業承諾包含下列六個向度：1、專業認

同，2、樂業投入，3、專業倫理，4、研究進修，5、專業關係，6、

留業傾向。 

林玲(2005)認為教育專業承諾可包含下列七個向度：1、教育專

業素養，2、專業自主，3、樂業投入，4、研究進修，5、教育專業倫

理，6、教育專業認同，7、專業績效。 
 

綜上有關教師專業承諾內涵與向度的研究，可歸納為各學者認為

教師專業承諾的重要向度如表 2-1： 

 

 

 

 

 

 
 



表 2-2 國內外對教師專業承諾研究的重要內涵 

研究內涵 

 

 

研究者（年代） 

專

業

認

同 

樂 

業 

投 

入 

研 

究 

進 

修 

專

業

倫

理 

專

業

關

係 

專

業

信

念 

專

業

自

主 

留

業

傾

向 

專

業

績

效 

黃國隆(1986) ○ ○      ○  

周新富(1991) ○ ○ ○       

李新鄉(1993) ○ ○ ○ ○ ○ ○    

郭慧龍(1997) ○ ○      ○  

張志毓(1997) ○  ○ ○ ○ ○    

李冠儀(2000) ○ ○      ○  

黃榮貴(2001) ○ ○ ○     ○  

許清勇(2001) ○ ○ ○ ○ ○ ○    

江佳茹(2003) ○ ○ ○     ○  

蕭惟聰(2003) ○ ○ ○     ○  

王閩(2003) ○ ○  ○   ○  ○ 

林勇輝(2004) ○ ○ ○ ○ ○   ○  

林玲(2005) ○ ○ ○ ○   ○  ○ 

Rosenholtz(1989) ○ ○      ○  

統計次數 14 13 9 6 4 3 2 8 2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由上表可知，多數學者認為教師專業承諾的內涵主要包括教育專

業認同、樂業投入、研究進修與留業傾向。但是，隨著社會變遷與教

育改革的加速進行，家長與社會對於教育的日漸重視，學校不能再自

外於社會，必須正視與家長和社區接觸溝通的問題，加上目前對於學

生權利的重視，如體罰的問題層出不窮，也都撼動了傳統親師生的關

係，因此教育專業倫理與教育專業關係也需特別加以討論，所以研究

者認為教師專業承諾可區分為六個向度： 



（一）專業認同：指教師對於教育專業的功能與價值給予肯定的程度。 

（二）樂業投入：指教師對教學工作奉獻與盡心的程度。 

（三）專業倫理：指教師遵守教育專業組織規範及倫理信守的程度。 

（四）研究進修：指教師為提升自我專業素養，願意進行各項研究進

修的主動程度。 

（五）專業關係：指教師對於教育環境中的人、事、物，所表現出良

好互動關係的程度。 

（六）留業傾向：指教師更換職業意願高低的程度。 

 

肆、 教師專業承諾的研究模式 
 

目前國內外學者發展教師專業承諾的理論模式大致有

Maehr(1990)、李新鄉(1993)、劉春榮(1996)等，茲分別介紹如下： 
 

一、 Maehr 教師專業承諾模式 
 

Maehr(1990)認為學校文化與工作滿足和教師專業承諾有關，而

領導行為可以影響教師的工作動機和學校的全體文化（包括成就與認

可、同事關係與情誼、權力等三項），進而會影響教師的工作滿足與

教育專業承諾程度，其模式如圖 2-2： 

 

 

 

 

 

工作滿意 

 

圖 2-2 Maehr 教師專業承諾發展模式 

資料來源：Teacher’s commitment and job satisfaction: the role of 

school culture and principal leadership (p.19), by Maehr, 

M.L. (1990).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Illnois 

State University in champaign. 
 

領導行為 學校文化 

教師承諾 



二、 李新鄉教育專業承發展與作用模式 
 

李新鄉(1993)的研究認為國小教師的自尊和角色認同，分別影響

學校文化的一致性，造成文化的差距和教師對專業工作的知覺，而此

三者將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教師的留業歸因，最後形成教師專業承諾，

並將教師專業承諾分為六個向度，分別為 1、教育專業認同，2、樂

業投入，3、研究進修，4、教育專業關係，5、教育專業信念，6、教

育專業倫理等，其模式如圖 2-3： 

 

 

 
 

 

 

 

 

 

 

 

學校文化一致性 
自尊 

 

圖 2-3 李新鄉教育專業承諾發展與作用模式 

資料來源：李新鄉(1993)。國小教師專業承諾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

（p.221）。國立政治大學博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三、劉春榮的教師專業承諾模式 
 

劉春榮(1996)認為教師專業承諾受教師背景因素、教師專業自主

與教師組織需求的影響；在教育專業承諾方面則分為專業認同、樂業

投入、研究進修、專業關係、專業信念等方面來加以測量，其模式如

圖 2-4： 

 

學校文化差距 

教育專業

承諾 
教師角色認

同顯著性 

專業工作知覺 

留業歸因 



 

 

 

 

 

 
 

教師專業自主 

教師專業承諾 

教師組織需求 

教師背景

因素 

圖 2-4 劉春榮的教育專業承諾模式 

資料來源：劉春榮(1996)。國民小學教師專業自主知覺、教師組織功 

能需求與教師專業承諾研究，(p.57)。高雄市：復文書局。 
 

綜合來說，教師專業承諾的研究模式多是先探討教師專業承諾影

響因素，以及教師專業承諾的內涵向度，再進一步證明影響因素是否

對教師專業承諾有一定的預測力，如 Maehr(1990)的研究以領導行為

和學校文化為教師專業承諾的影響因素，李新鄉(1993)的研究以教師

自尊和角色認同，學校文化的一致性、差距和教師和專業工作知覺等

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教師專業承諾，劉春榮(1996)則研究認為教師專業

承諾會受教師背景因素、教師專業自主與教師組織需求的影響。此

外，也可以發現教師專業承諾主要受到教師本身與學校文化因素的影

響，但是在學校文化部分，學校文化的內容包含甚廣，是否有可能是

學校文化的那一特殊部分會對教師專業承諾有重要的影響，值得進一

步深入研究。 

 

伍、 教師專業承諾的相關研究 
 

教師專業承諾的相關研究從黃國隆於 1980 年代開始研究，從探

討中學教師的組織承諾與專業承諾出發；到了 1990 年代陸續有五篇

相關研究論文產生，並開始探討國小教師的專業承諾，但為數仍不算

多，到了 2000 年之後即陸續有許多與教師專承諾相關的研究論文出

現，現在依然有越趨熱烈的現象。 



學校教師專業承諾的測量方式，大都採取複雜且多層面的的加總

計分法，較少使用單一整體評估方式(single globe rating)來測量

教師專業承諾，其過程即先是找出與教師專業承諾有關的因素，如：

專業認同、工作投入、專業信念等，詢問教師對各項因素的感受如何，

最後再以標準化尺度求出分數並加總，關於教師專業承諾的測量，國

內研究多採用此種方式，茲列舉如下，並說明相關實徵研究結果： 
 

表 2-3 國內學者對教師專業承諾相關之實徵性研究 

編製者 

（年代） 
研究題目 主要研究結果 

黃國隆 

(1986) 

中等教師的組織承

諾與專業承諾 

1、不同性別、年齡的教師其教師專業承

諾沒有差異存在 

2、兼任行政的教師、服務年資在 15 年

以上的教師其教師專業承諾較高 

3、師範院校及教育院校畢業的教師其教

師專業承諾較低 

 

 

周新富 

(1991) 

國民小學教師專業

承諾、教師效能信念

與學生學業成就關

係之研究 

1、女性教師之專業承諾較高 

2、50 歲以上之教師專業承諾高於 30 歲

以下教師 

3、師大、師院畢業的教師專業承諾低於

師專畢業的教師 

 

李新鄉 

(1993) 

國小教師教育專業

承諾及其相關因素

之研究 

1、女性教師專業承諾較高 

2、兼任組長的教師專業承諾較高 

3、30 歲以上教師專業承諾較高 

4、服務 10 年以上教師之專業承諾較高

5、服務於 49 班以上學校之教師其專業

承諾較高 

6、教師專業承諾不因服務地區不同有所

差異 

 



表 2-3 國內學者對教師專業承諾相關之實徵性研究（續） 

編製者 

（年代） 
研究題目 主要研究結果 

劉春榮 

(1996) 

師資培育與教師專

業承諾研究 

1、 國小教師具有高度專業承諾，各向
度由高至低分別為：專業關係、樂業

投入、研究進修、專業認同、專業信

念 

2、 女性教師在專業信念與認同上高於
男性教師；36 歲以上、服務滿 11 年

的教師其專業承諾較高；師專畢業的

教師其專業承諾較高；在研究進修與

教育專業關係上；兼有主任職務的教

師高於科任與級任教師 

3、 服務於大都會地區的教師其專業承
諾較高 

 

張志毓 

(1997) 

國民小學教師組織

承諾與專業承諾研

究 

1、不同性別、年齡教師其專業承諾沒有

差異 

2、36 歲以上、服務滿 16 年的教師其專

業承諾較高；師專畢業與研究所畢業

之教師專業承諾較高；兼任主任教師

其專業承諾較高 

 

 

江秋玫

(1997) 

國小教師專業承

諾、自我效能感與專

業踐行關係之研究

1、國小教師多趨向高度專業承諾 

2、不同背景變項變項仍有部分差異存

在：女性國小教師比男性國小教師有

較高的教育 專業承諾；服務 21 年以

上的教師比服務 5 年內的教師工作

較為投入；班級人數在 20 人以下比

班級人數在 36 人以上的教師承諾較

高。 

3、國小教師專業承諾越高，其專業踐行

程度也越高 



表 2-3 國內學者對教師專業承諾相關之實徵性研究（續） 

編製者 

（年代） 
研究題目 主要研究結果 

李冠儀 

(2000) 

國小教師對學校組

織氣氛知覺、工作價

值觀與專業承諾之

相關 

1、 不同性別、年齡、職務、地區之教
師其專業承諾沒有差異 

2、 31 歲以上、服務滿 21 年的教師其專
業承諾較高 

3、 師範體系、研究所畢業之教師其專
業承諾較高 

4、 服務於 25 班以上學校教師其「留業
傾向」高於服務於 12 班以下之教師 

 

 

黃榮貴

(2001) 

國民小學組織結構

與教師專業承諾之

研究 

1、不同背景變項教師在專業承諾上有顯

著差異 

2、女性教師之整體與個別教師專業承諾

皆高於男性教師 

3、服務年資越淺的教師其教師專業承諾

高於服務年資較高的教師 

4、未兼任行政工作的教師其整體教師專

業承諾高於兼任行政工作的教師 

5、學校組織結構與教師專業承諾有顯著

相關，且有顯著的預測力 

 

 

江佳茹 

（2002） 

國民小學教師專業

承諾和教學效能相

關之研究 

1、國小教師專業承諾趨向高承諾，但不

同背景變項之間仍有差異存在 

2、不同背景變項之教師在專業承諾各層

面上有所差異 

3、教師專業承諾與教學效能有相關 

 

 

 

 



表 2-3 國內學者對教師專業承諾相關之實徵性研究（續） 

編製者 

（年代） 
研究題目 主要研究結果 

何柔慧 

（2002） 

臺北縣國民小學教

師教育改革壓力知

覺與專業承諾之相

關研究 

1、臺北縣國民小學教師專業承諾表現屬

「中高」程度 

2、臺北縣國民小學教師教育改革壓力知

覺及專業承諾因教師人口變項及學

校背景變項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3、教育改革壓力知覺程度不同的教師在

整體專業承諾及各向度的表現上有

顯著差異，低壓力知覺組在整體專業

承諾及各向度的表現顯著優於中壓

力知覺組 

 

蕭惟聰 

(2003) 

國民小學資優班教

師專業承諾之研究 

1、 國小資優班教師整體專業承諾屬中
上程度，現況頗佳 

2、 不同培育背景之國小資優班教師專
業承諾沒有差異 

3、 國小資優班教師之性別、年齡、學
歷、服務年資、畢業科系（組）等個

人背景變項與所擔任職務等學校背

景變項的影響並不顯著 

 

王閩 

(2003) 

國民小學組織文化

與教師專業承諾關

係之研究─以雲嘉

地區為例 

1、不同教師人口變項（專業背景、教師

職務）與教師專業承諾有顯著差異，

其他（性別、教學年資）則無顯著差

異 

2、不同學校背景變項（學校歷史、地理

位置等）與教師專業承諾有顯著差

異，其他（學校規模）則無顯著差異

3、學校組織文化與教師專業承諾有正相

關 

 

 



表 2-3 國內學者對教師專業承諾相關之實徵性研究（續） 

編製者 

（年代） 
研究題目 主要研究結果 

蘇寶珠 

（2004） 

國民小學校長課程

領導與教師專業承

諾關係之研究 

1、國小教師的專業承諾大致良好，具有

中上符合程度 

2、國小教師之專業承諾因性別、年齡、

學歷、服務年資、職務之不同而有顯

著差異 

3、國小教師覺知校長課程領導符合程度

越高，其專業承諾越高 

 

林勇輝 

(2004) 

臺北縣國民小學教

師專業承諾和教師

效能關係之研究 

1、國小教師整體來說有高度的專業承

諾，其中以專業倫理方面最高 

2、女性教師除在專業認同，其他各向度

皆顯著高於男性教師 

3、年齡與服務年資越大的教師其專業承

諾較高 

4、學歷不同之國小教師在整體專業承諾

上並無顯著差異 

5、在留業傾向上，兼任主任之教師其專

業承諾高於兼組長之教師 

6、學校環境變項方面，不同學校種類、

規模在專業承諾上有顯著差異，而在

地區上則無顯著差異 

 

林玲

(2005) 

國民小學教師工作

價值觀與專業承諾

之相關研究 

1、不同教師人口變項（年齡、專業背景、

教師職務）與教師專業承諾有顯著差

異，其他（性別、教學年資）則無顯

著差異 

2、學校環境變項方面，不同學校規模在

專業承諾上有顯著差異，而在地區上

則無顯著差異 

 

 



表 2-3 國內學者對教師專業承諾相關之實徵性研究（續） 

編製者 

（年代） 
研究題目 主要研究結果 

陳勝福 

（2005） 

臺北市國民小學教

師專業承諾與教師

效能感之研究 

1、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具有高度的專業

承諾與教師效能感 

2、教師個人變項、學校環境變項中，其

年齡、服務年資和班級規模在教師專

業承諾上，具有差異存在；而性別、

最高學歷、擔任職務、學校規模，則

無差異 

3、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專業承諾與教師

效能感呈現正相關。教師專業承諾程

度高的教師在教師效能感的表現亦

高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由上述教師專業承諾相關研究的整理中可以發現，教師專業承諾

的研究模式有三種，一是先探討教師專業承諾的影響因素為何，再進

一步證明影響因素與教師專業承諾的關係，如國民小學教師工作價值

觀、校長課程領導、組織文化、組織結構、組織氣氛、教育改革壓力

與專業承諾之相關研究；二是將教師專業承諾本身視為影響因素，再

進一步探討教師專業承諾與依變項關係，如教師專業承諾與教師效能

感、學生學業成就、教師自我效能、教師專業踐行等關係研究；三則

是以探討教師專業承諾為主，但其探討對象不同，如以中等學校教

師、國民小學教師，多屬於較早期的研究，晚期則有如國民小學資優

班教師之教師專業承諾等研究出現。總結來說，影響教師專業承諾的

因素相當多，而教師專業承諾也是教師效能的重要影響因素，本研究

則是以國小學校學習文化為自變項，教師專業承諾為依變項，試圖探

討國小學校學習文化與教師專業承諾兩者間的關係。 
 

此外，在上述主要研究結果之教師與學校背景變項方面，各教師

專業承諾之相關研究結果不盡相同，在本研究中主要欲探討的「教師



專業承諾」的教師個人背景變項與學校環境變項共包括：教師個人背

景變項為性別、年齡、最高學歷、服務年資、現任職務；學校環境變

項為學校規模、學校歷史、學校所在地區等八個變項，是故以下進一

步分別對國內相關研究文獻探討相關背景變項與教師專業承諾的關

係： 
 

一、 教師性別與教師專業承諾的關係 

有的研究認為性別不是影響教師專業承諾的因素，如黃國隆

(1986)、李冠儀(2000)、蕭惟聰(2003)、王閩(2003)、黃榮貴(2001)、

陳勝福（2005）。有的研究則認為女性教師的整體教師專業承諾高於

男性教師，如周新富(1991)、李新鄉(1993)、張志毓(1997)、江秋玟

(1998)、蘇寶珠（2004）。若從教師專業承諾的各個向度來看，劉春

榮(1996)發現在樂業投入、研究進修、教育專業關係向度上，男女教

師無顯著的差異；但在教育專業認同、教育專業倫理與整體教師專業

承諾上，女性教師均高於男性教師。林勇輝(2004)的研究則發現除了

在教育專業認同向度上男女教師沒有顯著差異外，其他向度如樂業投

入、專業倫理、研究進修、專業關係與留業傾向上，女性教師皆顯著

高於男性教師。綜上所述可以發現，多數研究皆認為女性教師在專業

承諾上高於男性教師，而從教師專業承諾各向度來看卻又有所差異，

值得進一步研究。 
 

二、 教師年齡與教師專業承諾的關係 

有的研究認為教師年齡不是影響教師專業承諾的因素之一，如黃

國隆(1986)、蕭惟聰(2003)；但也有的研究顯示年齡較大的教師其在

整體教師專業承諾上較高，如劉春榮(1996)、李冠儀(2000)、張志毓

(1997)、林勇輝(2004)、蘇寶珠（2004）、林玲(2005)、陳勝福（2005）。

若從教師專業承諾的各個向度來看，周新富(1991)發現在 51 歲以上

的教師其在滿意感、專業責任感、工作投入感上均顯著高於 31 歲以

下的教師；李新鄉(1993)、劉春榮(1996)則發現年齡較高的教師除在

教育專業信念上較年輕教師低外，其餘個向度均高於 30 歲以下的教



師。由上述研究可知，大多數的研究皆認為年紀較高的教師其教師專

業承諾會高於年紀較低的教師。 
 

三、 教師服務年資與教師專業承諾的關係 

從上述研究可以發現，服務年資越長的教師其在整體教師專業承

諾上越高，如：黃國隆(1986)、李新鄉(1993)、劉春榮(1996)、張志

毓(1997)、江秋玟(1998)、李冠儀(2000)、林勇輝(2004)、蘇寶珠

（2004）、林玲(2005)、陳勝福（2005）。但黃榮貴(2001)的研究則發

現服務年資在 5年以內的教師在整體教師專業承諾上均高於其他較

高服務年資之教師；因此，教師服務年資可說是影響教師專業承諾仍

有待進一步研究。 
 

四、 教師現任職務與教師專業承諾的關係 

由上述研究可以發現，有兼任行政職務的教師其整體教師專業承

諾高於沒有兼任行政職務的教師，如：黃國隆(1986)、李新鄉(1993)、

劉春榮(1996)、張志毓(1997)、蘇寶珠（2004）、林玲(2005)；江秋

玟(1998)、李冠儀(2000)、蕭惟聰(2003)、陳勝福（2005）則發現不

同職務的教師在教師專業承諾上沒有顯著差異。若從教師專業承諾的

各個向度來看，林勇輝(2004)發現在留業傾向上，兼任主任之教師其

專業承諾高於兼組長之教師，其餘向度則無顯著差異。黃榮貴(2001)

的研究則發現未兼任工作的教師其在整體教師專業承諾上高於兼任

行政工作的教師。因此，教師是否兼任行政職務有可能也是影響教師

專業承諾的因素之一，值得進一步研究。 
 

五、 教師學歷與教師專業承諾的關係 

在教師學歷方面，黃國隆(1986)和李新鄉(1993)發現師範院校及

教育學院畢業的教師其整體教師專業承諾要低於一般大學畢業的教

師；而周新富(1991)、劉春榮(1996)、張志毓(1997)則發現師專畢業

的教師其整體教師專業承諾要高於師大與師範學院畢業的教師，但李

冠儀(2000)卻發現師範體系與研究所畢業的教師其教師專業承諾較



高，林玲(2005)則發現研究所以上的教師其整體教師專業承諾最高；

江秋玟(1998)、蕭惟聰(2003)、林勇輝(2004)、陳勝福（2005）則發

現學歷不同之國小教師在整體專業承諾上並無顯著差異，但在樂業投

入向度上，學歷為「其他」的國小教師要高於師範院校畢業的國小教

師，其他向度則無顯著差異。由上述的歸納可知，目前對於教師學歷

與教師專業承諾的關係尚不明確，其相關原因為何仍有待進一步研

究。 
 

六、 學校規模與教師專業承諾的關係 

在學校規模方面，李新鄉(1993)發現服務於 49 班以上學校的教

師，其整體教師專業承諾高於服務於 25 到 48 班學校的教師；若從教

師專業承諾的各個向度來看，劉春榮(1996)研究發現在教育專業倫理

上，服務於 12 班以下學校的教師高於服務 25 到 48 班學校的教師，

而在其他教育專業認同、樂業投入、研究進修、教育專業關係、教育

專業信念與整體教育專業承諾上則未發現與學校規模有關。張志毓

(1997)的研究則發現在教師專業倫理與教育專業信念上，服務於 13

到 24 班學校的教師高於服務於 49 班以上學校的教師；在專業認同

上，服務於 48 班以下學校的教師高於服務於 49 班以上學校的教師；

就整體教師專業承諾而言，服務於 13 到 24 班學校的教師高於服務於

49 班以上學校的教師。林勇輝(2004)發現 13~36 班的學校其在整體

或各向度的教師專業承諾皆顯著高於服務於 61 班以上學校的教師。 
 

綜上所述，有的研究認為學校規模對於教師專業承諾無顯著差

異，如江秋玟(1998)、李冠儀(2000)、王閩(2003)、林玲(2005)、陳

勝福（2005）；有的研究則認為學校規模較大的學校其教師專業承諾

較高，如李新鄉(1993)；也有的研究認為為學校規模較小的學習其教

師專業承諾較高，如劉春榮(1996)、張志毓(1997)；此外，林勇輝(2004)

則認為學校規模適中的學校其教師專業承諾會較高，黃榮貴(2001)

則發現大型與小型學校之教師的整體專業承諾高於中型學校之教

師。所以學校規模與教師專業承諾的關係各學者研究仍不一致，有待



進一步的研究討論。 
 

七、 學校歷史與教師專業承諾的關係 

在學校歷史方面，王閩(2003)研究發現不同學校歷史的學校其在

教師專業承諾上有顯著差異，除此之外則無相關研究，有待本研究進

一步深入瞭解。 
 

八、 學校地區與教師專業承諾的關係 

在學校地區方面，劉春榮(1996)發現服務於城市地區學校的教師

其整體教師專業承諾較高，但張志毓(1997)則發現服務於城市地區學

校的教師其整體教師專業承諾較低；另李新鄉(1993)、王閩(2003)、

林勇輝(2004)、林玲(2005)的研究則認為學校地區與教師專業承諾沒

有顯著相關，所以有關學校所在地區與教師專業承諾的關係各研究結

果仍不一致，有待進一步的研究討論。 
 

此外，在教師專承諾各向度的比較方面，劉春榮(1996)發現國小

教師在整體教師專業承諾上都頗高，而各向度由高至低依序為：專業

關係、樂業投入、研究進修、專業認同、專業信念；林勇輝(2004)

發現國小教師在整體教師專業承諾上得分皆高，其中以專業倫理方面

最高，其他各向度也都表現良好。 

 

 

 

 

 

 

 

 

 

 



第三節 學校學習文化與教師專業承諾之關係 

 

目前國內並無直接探討學校學習文化與教師專業承諾相關的研

究，但在部分研究中可以找出兩者的關連性。江秋玟(1997)在「國小

教師專業承諾自我效能感與專業踐行關係」研究中指出國小教師專業

承諾越高，其專業踐行程度也越高；陳崑玉(2004)以透過一位高專業

承諾教師的生命史個案研究方式探討教師專業承諾，發現影響教師專

業承諾的因素包括：堅強的生存意志、對安全感的高度需求、楷模的

學習、天職的召喚和成功的經驗。林偉文（2002）在提到教師能否有

機會與管道接近領域知識時指出，這與教師所在的學校組織文化有很

密切的關係，如果組織文化重視與提供這樣的機會與管道，則將有助

於教師取得與內化領域知識，如果組織文化不重視不鼓勵也不提供，

則教師雖然有心想學習但仍有實質上的阻礙，教師需要更強的內在動

機才能突破這樣的限制，因此，有益學習的組織文化將有助教師進一

步取得領域知識。 
 

綜合來說，專業踐行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教師學習之後而表現出

的專業成果；而楷模學習和成功經驗也是學習文化的內涵之一；加上

學習文化與教師個人動機其實是相為影響，而教師的個人動機也可說

是專業承諾的一環，教師專業承諾越高其動機自然也會越高，例如樂

業投入方面。所以，學校組織有一套強調教師們追求卓越並發揮學習

潛力的行為期望，其會採行一系列象徵活動或社會抑制作用以激勵教

師的專業發展與強化教師的專業承諾（引自鄭詩釧，2004）；李新鄉

(1993)、許清勇(2001)、陳香(2003)的研究也都指出，學校組織文化

對教師專業承諾有顯著的正相關影響，雖並未直接針對學校學習文化

作研究，但由上述討論可知，學校學習文化與其專業承諾應有正相

關，亦即若學校學習文化越良好，教師專業承諾也越好。 
 

在國外研究部分，Gorton(1987)在有效能學校的研究中指出，教

師專業發展有賴學校能發展出下列幾項組織文化：學校組織具有一套



強調學習努力與成就的文化規範，並為教師們所共同遵守；在

Csikszentmihalyi 的系統理論中，組織文化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

個人在組織中，不斷的受到組織文化的影響，同時個人也會影響組織

文化（引自林偉文，2002）。Meyer& Allen(1997)研究發現，能在工

作上表現出色與感到滿足的員工，較可能對其組織有情感上的依附

(emotionally attached)，而一個學習的文化是有可能造成此一結果

的潛在變項。Scott(2005)研究 460 位來自專業經理人協會

(Professional Manager Association)等專業組織的員工在其知覺學

習文化、組織支持與情感承諾之關係發現，員工若知覺到其組織內的

有越強的學習文化，其知覺組織支持與情感依附的程度也越高。 
 

由國外相關研究可發現，個人與組織文化雖處於相互影響的循環

狀態，但是學校內的學習文化卻是教師知覺組織支持與情感依附程度

高低的重要影響因素；雖然，國外研究中也並未直接指出學校學習文

化與教師專業承諾的關係，但是因為教師專業承諾是指教師對於教育

工作與專業的認同與承諾、樂於投入奉獻、且希望能留在原校，而這

也是一種教師在知覺組織支持與情感承諾的表現，Maehr(1990)研究

也認為依本身教師的知覺判斷，學校文化與工作滿足和教師承諾有關

連，李新鄉(1993)、劉春榮(1996)也有類似的看法。 
 

所以，一校之文化（環境）對教師本身對專業的動機承諾有重大

的影響，學校學習文化若越有利於教師學習，則有可能教師專業承諾

也越高，學校的學習文化對於教師專業承諾的高低應有一定程度的預

測力，但影響程度如何？學校學習文化與教師專業承諾細部內涵的相

互影響和預測力如何？則是本研究所欲進一步討論探究的重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