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旨在根據問卷調查所得之資料進行統計分析，以瞭解國民小

學學校學習文化與教師專業承諾之現況及其相互間的關係。首先，分

析國民小學學校學習文化及教師專業承諾之現況，並以 t考驗和變異

數分析探討不同學校背景變項與教師人口變項之國民小學教師在知

覺學校學習文化及教師專業承諾的差異情形；接著，分析國民小學學

校學習文化與教師專業承諾之相關情形，再以教師專業承諾之各向度

及整體教師專業承諾為效標變項，學校學習文化之各向度為預測變

項，進行多元迴歸分析，探討學校學習文化對教師專業承諾得分的預

測情形；最後，則進行綜合討論，說明上述各項因素、變項間之差異

暨互動關係。 

 

第一節 國民小學學校學習文化及教師專業承諾 

       之現況分析 

     

    本節係透過調查資料之統計分析，藉以瞭解國民小學學校學習文

化及教師專業承諾之現況。除說明教師知覺學校學習文化及其各向度

（有利學習的核心價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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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現況，亦分析教師專業承諾及其各向度（專業認同、樂業投入、

專業倫理、研究進修、專業關係、留業傾向）之現況。 

 

壹、國民小學學校學習文化現況分析 

 

    國民小學校長轉型領導問卷計有六個向度（有利學習的核心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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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得分情形詳見

表 4-1。由表 4-1 可知國民小學教師在「學校學習文化問卷」上所知



覺學校學習文化每題平均數為 4.66，各向度的每題平均數介於 4.41

和 4.84 之間，得分高低依序為核心價值、知識分享、結構管道、經

營模式、溝通對談、合作社群。再就相依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檢

定教師對學校學習文化六個面向之知覺的差異情形，由表 4-2 可知教

師對於學校學習文化六個向度之知覺情形確有顯著差異，經事後比較

結果為：核心價值、知識分享、結構管道＞溝通對談、經營模式＞合

作社群。 
 

表 4-1 國民小學校學習文化問卷六個向度之平均數、標準差摘要表 

次序 向度名稱 題數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每題平均數 每題標準差 排序

1 核心價值 6 502 29.02 3.67 4.84 0.76 1 

2 知識分享 6 502 29.01 3.81 4.84 0.78 2 

3 合作社群 5 502 22.04 3.89 4.41 0.98 6 

4 溝通對談 5 502 22.47 3.84 4.49 0.88 5 

5 結構管道 6 502 28.73 4.24 4.79 0.89 3 

6 經營模式 5 502 22.48 4.33 4.50 1.10 4 

註：N=502 學習文化整體標準差 0.89、每題平均數 4.66 

 

表 4-2 學校學習文化面向相依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事後比較摘要表 

向度 變異來源 d f S S M S F 

組間 5 32794.59 6558.92 

受試者間誤差 501 30449.81  

殘差 2505 16931.92 6.76 

整體學校學

習文化 

全體 3011 80176.32  

970.36
＊＊＊

事後比較（在水準 .05 的平均數差異顯著）：  

核心價值、知識分享、結構管道＞溝通對談、經營模式＞合作社群 

註：＊＊＊p＜.001 

 

 



一、有利學習的核心價值之現況分析 

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在此向度各題之得分情形如表 4-3。由該

表顯示，各題平均數介於 4.75~4.94 之間，標準差為 0.71~.79，其

中以「在我們學校，多數老師相信只要積極努力、用對方法就能帶好

學生」得分最高，受到教師肯定的程度最高，「在我們學校，多數老

師追求知識具有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得分則最低。 
 

表 4-3 國民小學在有利學習的核心價值各題之平均數、標準差、排序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 在我們學校，多數老師們注重專業成長，時時改進自己的
教育工作。 

4.82 .75 4 

2. 在我們學校，多數老師們追求進步，重視「終身學習」。 4.77 .78 5 

3. 在我們學校，多數老師相信只要積極努力、用對方法就能
帶好學生。 

4.94 .71 1 

4. 在我們學校，多數老師相信學生本性善良，且能夠改變。 4.84 .73 3 

5.在我們學校，多數老師追求知識具有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 4.75 .77 6 

6.我們的學校鼓勵老師不斷反省與分析自己的教學態度與方

法。 4.89 .79 2 

 

二、推動學習的知識分享之現況分析 

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在此向度各題之得分現況如表 4-4。由該

表顯示，各題平均數介於 4.95~4.72 之間，標準差為.76~.83，其中

「在我們學校，老師們會互相分享最近在輔導或處理學生問題的心

得」得分最高，得分最低者為「在我們學校，老師們會互相分享他們

最近讀到或聽到有關教學或教育的知識」。 

 

 

 

 
 



表 4-4 國民小學在推動學習的知識分享各題之平均數、標準差、排序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7.在我們學校，老師們會互相交換新想法或教學上的秘訣。 4.93 .78 2 

8.在我們學校，老師們會互相分享參加研習、研討會或工作

坊所獲得的知。 
4.77 .83 5 

9.在我們學校，老師們會互相分享他們最近讀到或聽到有關

教學或教育的知識。 
4.72 .80 6 

10.在我們學校，老師們會互相轉告有關教學或學習的資源

（如：研習、展覽、活動、參觀地點等）。 
4.85 .77 3 

11.在我們學校，老師們會互相分享自己教導某一個觀念或單

元的經驗與體會。 4.78 .77 4 

12.在我們學校，老師們會互相分享最近在輔導或處理學生問

題的心得。 4.95 .76 1 

 

三、鼓勵學習的合作社群之現況分析 

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在此向度各題之得分現況如表 4-5。由該

表顯示，各題平均數介於 3.68~4.56 之間，標準差為.80~1.02，其中

「在我們學校，老師們有一社群會共同合作發展教學計畫」得分最

高，得分最低者為「在我們學校，老師們會組成或參與網路的虛擬社

群，針對某一個主題或問題進行討論」。 
 

表 4-5 國民小在鼓勵學習的合作社群各題之平均數、標準差、排序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3.在我們學校，老師們有一社群會共同合作或協同教學。 4.53 1.02 2 

14.在我們學校，老師們有一社群會共同合作發展教學計畫。 4.56 .96 1 

15.本校有運作良好的學習團隊（如讀書會、教學研討會或行

動研究小組等）。 
4.45 .99 4 

16.在我們學校，我們有一群朋友，經常互相一起分享心情與

教學心得。 
4.83 .80 3 

17.在我們學校，老師們會組成或參與網路的虛擬社群，針對

某一個主題或問題進行討論。 3.68 1.10 5 

 



四、促進學習的溝通對談之現況分析 

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在此向度各題之得分現況如表 4-6。由該

表顯示，各題平均數介於 4.39~4.57 之間，標準差為.84~.92，其中

「在我們學校，校內成員間的溝通管道清楚且多樣」得分最高，得分

最低者為「在我們學校，老師們能以建設性的方式挑戰其他人的想法

或觀點」。 
 

表 4-6 國民小學在促進學習的溝通對談各題之平均數、標準差、排序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8.在我們學校，校內成員間的溝通管道清楚且多樣。 4.57 .86 1 

19.在我們學校，校內成員間的溝通管道順暢，沒有障礙。 4.53 .92 3 

20.在我們學校，老師們能以建設性的方式挑戰其他人的想法

或觀點。 
4.39 .89 5 

21.在我們學校，在我們學校，老師們在溝通時能互相坦誠傾

聽彼此真正要表達的意思。 
4.55 .84 2 

22.在我們學校，在我們學校，老師們願意接受他人質疑自己

的看法，並進一步討論對話。 4.43 .90 4 

 

五、方便學習的結構管道之現況分析 

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在此向度各題之得分現況如表 4-7。由該

表顯示，各題平均數介於 4.42~5.13 之間，標準差為.77~.96，其中

「我們學校鼓勵教師參與校內辦理的工作坊、研習活動」得分最高，

得分最低者為「我們學校鼓勵教師透過撰寫筆記、日記或案例，將某

些特定的教學經驗加以記載並反省」。 

 

 

 

 

 
 



表 4-7 國民小學在方便學習的結構管道各題之平均數、標準差、排序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23.我們學校鼓勵教師參與校外的相關研習、會議、工作坊，

或進修大學學分學位。 
5.00 .88 2 

24.我們學校鼓勵教師參與校內辦理的工作坊、研習活動。 5.13 .77 1 

25.我們學校鼓勵教師從事實驗或行動研究活動，從中探求知

識，解決問題。 
4.84 .90 3 

26.我們學校鼓勵教師透過撰寫筆記、日記或案例，將某些特

定的教學經驗加以記載並反省。 
4.42 .96 6 

27.我們學校鼓勵教師根據自己的教學內容或經驗，從事寫作

或發表作品與成果。 
4.62 .90 5 

28.我們學校鼓勵教師主動觀摩其他教師的教學或請有經驗

的教師擔任師傅，以改進自己的教學。 4.72 .96 4 

 

六、強化學習的經營模式之現況分析 

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在此向度各題之得分現況如表 4-8。由該

表顯示，各題平均數介於 4.94~4.26 之間，標準差為.94~1.17，其中

「我們學校會對專業表現良好的教師在公開場合予以表揚」得分最

高，得分最低者為「我們學校會盡量減輕與教學無關的負擔，給予我

們足夠的時間在教學工作上」。 
 

表 4-8 國民小學在強化學習的經營模式各題之平均數、標準差、排序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29.我們學校會提供我們參與專業成長上的各種支援（如代

課、經費、請假、調整課表等）。 
4.55 1.12 2 

30.我們學校會盡量減輕與教學無關的負擔，給予我們足夠的

時間在教學工作上。 
4.26 1.17 5 

31.我們學校會盡量利用資訊科技或義工招募減輕教師的行

政負擔，給予我們在教學工作上更多的時間。 
4.28 1.12 4 

32.我們學校會對專業表現良好的教師在公開場合予以表揚。 4.94 .94 1 

33.我們學校會對在專業上有良好表現的教師予以實質獎勵

（如參與行動研究獲獎則發給獎金）。 4.45 1.17 3 



貳、國民小學教師專業承諾現況分析 

 

    國民小學教師專業承諾問卷計有六個向度（專業認同、樂業投

入、專業倫理、研究進修、專業關係、留業傾向），其得分情形詳見

表 4-9。由該表可知國民小學教師在「教師專業承諾問卷」上，每題

平均數為 5.09，各向度每題平均數則介於 4.88~5.39 之間，得分高

低依序為專業倫理、專業關係、專業認同、樂業投入、研究進修、留

業傾向。再就相依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檢定教師對專業承諾六個

面向之知覺的差異情形，由表 4-9 可知教師對於專業承諾六個向度之

知覺情形確有顯著差異，經事後比較結果為：專業倫理＞專業關係、

專業認同＞樂業投入、研究進修＞留業傾向。茲分別分析其得分情形

如下。 

 

表 4-9 國民小學教師專業承諾問卷六個向度之平均數、標準差摘要表 

次序 向度名稱 題數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每題平均數 每題標準差 排序

1 專業認同 5 502 25.53 3.18 5.10 0.79 3 

2 樂業投入 5 502 25.15 3.17 5.03 0.78 4 

3 專業倫理 5 502 26.84 2.67 5.39 0.70 1 

4 研究進修 5 502 25.12 3.26 5.02 0.82 5 

5 專業關係 5 502 25.60 2.92 5.12 0.72 2 

6 留業傾向 5 502 24.41 4.56 4.88 1.13 6 

註：N=502 專業承諾整體標準差 0.82、每題平均數 5.09 

 

 

 

 

 

 



表 4-10 教師專業承諾面向相依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事後比較摘要表 

向度 變異來源 d f S S M S F 

組間 5 1629.35 325.87 

受試者間誤差 501 21464.43  

殘差 2505 12240.81 4.89 

整體學校學

習文化 

全體 3011 35334.59  

66.69
＊＊＊

事後比較（在水準 .05 的平均數差異顯著）：  

專業倫理＞專業關係、專業認同＞樂業投入、研究進修＞留業傾向 

註：＊＊＊p＜.001 

 

一、專業認同之現況分析 

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在此向度各題之得分現況如表 4-11。由

該表顯示，各題平均數介於 4.86~5.52 之間，標準差為.60~.89，其

中「我認為教育工作是一種專業性的工作，必須接受專業培育。」得

分最高，得分最低者為「我覺得教育問題極具挑戰性，面對它永不厭

煩」。 
 

表 4-11 國民小學教師在專業認同各題之平均數、標準差、排序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 我認為教育工作是一種專業性的工作，必須接受專業培

育。 
5.52 .60 1 

2. 在國小服務可以使我充分發揮潛能、自我實現。 5.01 .81 3 

3. 我覺得教育問題極具挑戰性，面對它永不厭煩。 4.86 .89 5 

4. 我覺得從事國小教育工作，符合我的能力與價值觀。 5.00 .83 4 

5. 從事教育工作是我當初經過慎重抉擇的，我願意全力以

赴。 5.14 .84 2 

 

二、樂業投入之現況分析 

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在此向度各題之得分現況如表 4-12。由

該表顯示，各題平均數介於 4.98~5.11 之間，標準差為.72~.84，其



中「我對教育工作有濃厚興趣，並樂此不疲」得分最高，得分最低者

為「我會嘗試各種新的教學法，以改進教學上的問題」。 
 

表 4-12 國民小學教師在樂業投入各題之平均數、標準差、排序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6. 我會利用課餘時間為學生解決學習上的問題，或進行補救

教學。 
5.04 .77 2 

7. 我經常為學生另外準備許多教學補充資料。 5.01 .73 4 

8  我對教育工作有濃厚興趣，並樂此不疲。 4.98 .83 5 

9. 即使為教學準備工作而加班，我仍然覺得付出是值得的。 5.01 .84 3 

10.我會嘗試各種新的教學法，以改進教學上的問題。 5.11 .72 1 

 

三、專業倫理之現況分析 

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在此向度各題之得分現況如表 4-13。由

該表顯示，各題平均數介於 4.97~5.62 之間，標準差為.62~.86，其

中「我不會利用職務牟取不當利益」得分最高，得分最低者為「我不

會在公開場合批評或指責學生的表現」。 
 

表 4-13 國民小學教師在專業倫理各題之平均數、標準差、排序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1.我不會利用職務牟取不當利益。 5.62 .66 1 

12.我能公平的對待每一位學生及家長。 5.36 .69 3 

13.我對學生的個人資料及隱私能嚴加保密。 5.54 .62 2 

14.我不會在公開場合批評或指責學生的表現。 4.97 .86 5 

15.我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絕不隨便放棄任何一位學生。 5.34 .70 4 

 

四、研究進修之現況分析 

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在此向度各題之得分現況如表 4-14。由

該表顯示，各題平均數介於 4.64~5.12 之間，標準差為.69~1.00，其



中「我認為教育工作應該不斷研究創新」得分最高，得分最低者為「我

會進行行動研究，以改進我的教學品質」。 
 

表 4-14 國民小學教師在研究進修各題之平均數、標準差、排序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6.我對於教學相關的進修研究感興趣。 5.12 0.78 2 

17.我認為教育工作應該不斷研究創新。 5.29 0.69 1 

18.我會進行行動研究，以改進我的教學品質。 4.64 1.00 5 

19.我經常利用時間充實自己，吸收專業知識與技能以提升專

業水準。 5.03 0.78 3 

20.為求專業成長，即使花錢去進修我也願意。 5.03 0.83 4 

 

五、專業關係之現況分析 

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在此向度各題之得分現況如表 4-15。由

該表顯示，各題平均數介於 5.03~5.20 之間，標準差為.67~.77，其

中「我常透過與學生多接近，來瞭解學生和增進教學效果」得分最高，

得分最低者為「我和校長及其他行政人員的關係很和諧」。 
 

表 4-15 國民小學教師在專業關係各題之平均數、標準差、排序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21.我和家長的溝通良好，互相支持度很高。 5.06 .74 4 

22.我和校長及其他行政人員的關係很和諧。 5.03 .77 5 

23.我與學校教師相處和樂，時常彼此分享與合作。 5.14 .67 3 

24.我樂於與同仁共同參與學校各項活動，以達成教學目標 5.17 .70 2 

25.我常透過與學生多接近，來瞭解學生和增進教學效果。 5.20 .70 1 

 

六、留業傾向之現況分析 

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在此向度各題之得分現況如表 4-16。由

該表顯示，各題平均數介於 4.94~4.26 之間，標準差為.94~1.17，其



中「我們學校會對專業表現良好的教師在公開場合予以表揚」得分最

高，得分最低者為「我們學校會盡量減輕與教學無關的負擔，給予我

們足夠的時間在教學工作上」。 
 

表 4-16 國民小學教師在留業傾向各題之平均數、標準差、排序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26.我在國小工作穩定，目前不想更換工作。 5.15 .96 1 

27.我對教學工作的性質和報酬感到滿意。 4.76 1.11 4 

28.我願將教育工作視為終身職業。 5.05 1.00 3 

29.我後悔當初投入教師行業。 5.06 1.11 2 

30.若有工作條件或待遇較佳的工作，我會考慮轉業。 4.39 1.45 5 

 

 

 

第二節  不同背景變項的國民小學教師在知覺學校學

習文化的差異情形之現況分析        

 

    本節旨在探討不同背景變項，包括性別、年齡、最高學歷、服務

年資、現任職務、學校歷史、學校規模、學校所在地等之國民小學教

師在知覺學校學習文化上得分的差異情形。茲分析說明如下： 

 

壹、性別在教師知覺學校學習文化上得分的差異分析 

 

表 4-17 是不同性別教師在「整體學校學習文化」上得分差異的

t考驗。由該表可知，國小教師在「整體學校學習文化」上之得分情

形，男性教師得分平均數為 156.20、標準差 18.01，女性教師得分平

均數為 152.46、標準差 19.54，t 考驗值 2.15，結果達顯著水準，亦

即男女教師在「整體學校學習文化」的得分上，存在著顯著差異。 

 



表 4-17 不同性別之教師在整體學校學習文化差異的 t考驗 

向度 組別 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差異情形

1 男 173 156.20 18.01 整體學校

學習文化 
2 女 329 152.46 19.54 

2.15＊ 1＞2 

註：＊ p＜.05 

 

貳、年齡在教師知覺學校學習文化上得分的差異分析 

     

    為瞭解不同年齡教師在知覺整體學校學習文化得分的差異情

形，乃進行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所得結果如表 4-18 所示。 

不同年齡教師在「整體學校學習文化」之變異數分析 F 值為

10.463，已達.001 顯著水準（表 4-18）。其中，30 歲以下組人數為

138 人、得分平均數為 147.70、標準差 20.22；31~40 歲組人數為 185

人、得分平均數為 153.01、標準差 17.92；41~50 歲組人數為 158 人、

得分平均數為 158.60、標準差 18.30；51 歲以上組人數為 21 人、得

分平均數為 163.43、標準差 14.47。 

    再以 Scheff′e 法事後比較發現，51 歲以上與 41~50 歲組教師

之得分平均數均顯著高於 30 歲以下組與 31～40 歲組之教師；31～40

歲組之教師之得分平均數亦高於30歲以下組教師，51歲以上與41~50

歲組教師之得分平均數則無顯著差異。 
 

表 4-18 不同年齡教師在整體學校學習文化變異數分析及事後比較摘要表 

向度 變異來源 d f S S M S F 

組間 3 10833.051 3611.017 

組內 498 171865.820 345.112 
整體學校學習

文化 

全體 501 182698.871  

10.463
＊＊＊

事後比較：51 歲以上、41～50 歲＞31～40 歲、31 歲以下 

          31～40 歲＞30 歲以下 

註：＊＊＊p＜.001 



參、學歷在教師知覺學校學習文化上得分的差異分析 

 

為瞭解不同學歷教師在知覺整體學校學習文化得分的差異情

形，乃進行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所得結果如表 4-19 所示。 

    不同學歷教師在「整體學校學習文化」之變異數分析 F 值為

2.27，未達.05 顯著水準（表 4-19）。其中，師專畢業組人數為 19 人、

得分平均數為 158.11、標準差 15.72；師範院校畢業組人數為 227 人、

得分平均數為 152.04、標準差 19.41；一般大學畢業組人數為 124 人、

得分平均數為 152.80、標準差 19.42；研究所畢業組人數 132 人、得

分平均數為 156.93、標準差 18.38。所以不同學歷教師在「整體學校

學習文化」並未有顯著差異。 
 

表 4-19 不同學歷教師在整體學校學習文化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向度 變異來源 d f S S M S F 

組間 3 2467.780 822.593 

組內 498 180231.090 361.910 整體學校學習

文化 

全體 501 182698.871  

2.27 

 

肆、服務年資在教師知覺學校學習文化上得分的差異分析 

     

為瞭解不同年齡教師在知覺整體學校學習文化得分的差異情

形，乃進行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所得結果如表 4-20 所示。 

    不同年齡教師在「整體學校學習文化」之變異數分析 F 值為

8.69，已達.001 顯著水準（表 4-20）。其中，5 年以下組人數為 137

人、得分平均數為 149.31、標準差 20.48；6～10 年組人數為 123 人、

得分平均數為 150.96、標準差 19.00；11～20 年組人數為 126 人、

得分平均數為 155.14、標準差 17.76；21 年以上組人數為 116 人、

得分平均數為 160.43、標準差 16.97。再以 Scheff′e 法事後比較發

現，年資在 21 年以上組之教師其在整體學校文化知覺上顯著大於年



資在 5年以下與 6～10 年組之教師。 
 

表 4-20 不同年資教師在整體學校學習文化變異數分析及事後比較摘要表 

向度 變異來源 d f S S M S F 

組間 3 9085.073 3028.358 

組內 498 173613.798 348.622 整體學校學習

文化 

全體 501 182698.871  

8.69
＊＊＊

事後比較：21 年以上＞5年以下、6～10 年 

註：＊＊＊p＜.001 

 

伍、現任職務在教師知覺學校學習文化上得分的差異分析 

     

    為瞭解不同職務教師在知覺整體學校學習文化得分的差異情

形，乃進行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所得結果如表 4-21 所示。 

    不同職務教師在「整體學校學習文化」之變異數分析 F 值為

10.58，已達.001 顯著水準。其中，校長組人數為 31 人、得分平均

數為 168.06、標準差 15.61；主任組人數為 91 人、得分平均數為

160.34、標準差 16.84；組長組人數為 98 人、得分平均數為 153.61、

標準差 18.26；導師組人數為 203 人、得分平均數為 150.68、標準差

18.85；科任教師組人數為79人、得分平均數為148.57、標準差20.07。 

    再以 Scheff′e 法事後比較發現，校長組其整體學習文化知覺程

度均顯著高於組長、導師與科任教師，而主任組整體學習文化知覺程

度則顯著高於導師與科任教師。 

 

 

 

 

 
 



表 4-21 不同職務教師在整體學校學習文化變異數分析及事後比較摘要表 

向度 變異來源 d f S S M S F 

組間 3 14334.105 3583.526 

組內 498 168364.766 338.762 整體學校學習

文化 

全體 501 182698.871  

10.58
＊＊＊

事後比較：校長＞組長、導師、科任教師 

          主任＞導師、科任教師 

註：＊＊＊p＜.001 
 

陸、學校規模在教師知覺學校學習文化上得分的差異分析 
     

為瞭解不同規模學校教師在知覺整體學校學習文化得分的差異

情形，乃進行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所得結果如表 4-22 所

示。不同規模學校教師在「整體學校學習文化」之變異數分析 F值為

5.42，已達.001 顯著水準。其中，12 班以下組人數為 90 人、得分平

均數為 159.61、標準差為 16.85；13～24 班組人數為 31 人、得分平

均數為 156.48、標準差 15.16；25～48 班組人數為 100 人、得分平

均數為 155.42、標準差 16.07；49 班以上組人數為 281 人、得分平

均數為 150.97、標準差 26.63。再以 Scheff′e 法事後比較發現，12

班以下學校之教師其在知覺整體學習文化上顯著高於 49 班以上學校

之教師，其餘則無顯著差異。 

表 4-22 不同規模學校教師在整體學校學習文化變異數分析及事後比較摘

要表 

向度 變異來源 d f S S M S F 

組間 3 5771.607 1923.869 

組內 498 176927.263 355.276 整體學校學習

文化 

全體 501 182698.871  

5.42
＊＊＊

事後比較：12 班以下＞49 班 

註：＊＊＊p＜.001 



柒、學校歷史在教師知覺學校學習文化上得分的差異分析 

     

    為瞭解不同歷史學校之教師在知覺整體學校學習文化得分的差

異情形，乃進行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所得結果如表 4-23

所示。 

    不同歷史學校之教師在「整體學校學習文化」之變異數分析 F值

為 10.463，已達.001 顯著水準。其中，10 年以下組人數為 32 人、

得分平均數為 159、標準差 18.89；11～20 年組人數為 51 人、得分

平均數為 149.35、標準差 23.36；21～30 年組人數為 86 人、得分平

均數為 160.67、標準差 16.65；31 年以上組人數為 333 人、得分平

均數為 152.13、標準差 18.52。 再以 Scheff′e 法事後比較發現，

21～30 年歷史的學校其教師在知覺整體學校學習文化上顯著高於學

校歷史在 11～20 年與 31 年學校之教師。 
 

表 4-23 不同歷史學校教師在整體學校學習文化變異數分析及事後比較摘

要表 

向度 變異來源 d f S S M S F 

組間 3 6869.637 2289.879 

組內 498 175829.233 353.071 整體學校學習

文化 

全體 501 182698.871  

6.49
＊＊＊

事後比較：21～30 年＞11～20 年、31 年以上 

註：＊＊＊p＜.001 

 

捌、學校位置在教師知覺學校學習文化上得分的差異分析 

     

    為瞭解不同年齡教師在知覺整體學校學習文化得分的差異情

形，乃進行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所得結果如表 4-24 所示。 

    不同位置學校之教師在「整體學校學習文化」之變異數分析 F值

為 3.70，未達.05 顯著水準（表 4-24）。其中，偏遠及鄉鎮地區組人



數為 63 人、得分平均數為 153.13、標準差 19.33；都市地區組人數

為 439 人、得分平均數為 158.06、標準差 16.89。所以不同位置學校

之教師在「整體學校學習文化」並未有顯著差異。 
 

表 4-24 不同位置學校教師在整體學校學習文化變異數分析及事後比較摘

要表 

向度 變異來源 d f S S M S F 

組間 3 1342.268 1342.268 

組內 498 181356.603 362.713 整體學校學習

文化 

全體 501 182698.871  

3.70 

 

 

 

第三節  不同背景變項的國民小學教師在教師專業承

諾情形之現況分析 

 

    本節旨在探討不同背景變項包括性別、年齡、最高學歷、服務年

資、現任職務、學校規模、學校歷史、學校位置等的國民小學教師在

教師專業承諾上得分的差異情形。茲分析說明如下： 

 

壹、性別在教師知覺教師專業承諾上得分的差異分析 

 

表 4-25 是不同性別教師在「整體教師專業承諾」上得分差異的

t考驗。由該表可知，國小教師在「整體教師專業承諾」上之得分情

形，男性教師得分平均數為 152.18、標準差 16.77，女性教師得分平

均數為 152.89、標準差 15.65，t 考驗值-.464，結果未達顯著水準，

亦即男女教師在「整體教師專業承諾」的得分上，沒有存在著顯著差

異。 
 



表 4-25 不同性別之教師在整體教師專業承諾差異的 t考驗 

向度 組別 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差異情形

1 男 173 152.18 16.77 整體教

師專承

諾 2 女 329 152.89 15.65 

-.464 1＞2 

 

貳、年齡在教師知覺教師專業承諾上得分的差異分析 

     

    為瞭解不同年齡教師在知覺整體教師專業承諾得分的差異情

形，乃進行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所得結果如表 4-26 所示。 

不同年齡教師在「整體教師專業承諾」之變異數分析 F 值為

22.06，已達.001 顯著水準（表 4-26）。其中，30 歲以下組人數為 138

人、得分平均數為 145.95、標準差 15.87；31~40 歲組人數為 185 人、

得分平均數為 151.32、標準差 15.49；41~50 歲組人數為 158 人、得

分平均數為 158.33、標準差 14.28；51 歲以上組人數為 21 人、得分

平均數為 165.52、標準差 16.20。 

    再以 Scheff′e 法事後比較發現，51 歲以上與 41~50 歲組教師

之得分平均數均顯著高於 30 歲以下組與 31～40 歲組之教師；31～40

歲組之教師之得分平均數亦高於30歲以下組教師，51歲以上與41~50

歲組教師之得分平均數則無顯著差異。 
 

表 4-26 不同年齡教師在整體教師專業承諾變異數分析及事後比較摘要表 

向度 變異來源 d f S S M S F 

組間 3 15108.947 5036.316 

組內 498 113677.645 228.268 整體教師專承

諾 
全體 501 128786.592  

22.06
＊＊＊

事後比較：51 歲以上、41～50 歲＞31～40 歲、31 歲以下 

          31～40 歲＞30 歲以下 

註：＊＊＊p＜.001 



參、學歷在教師知覺教師專業承諾上得分的差異分析 

 

為瞭解不同學歷教師在知覺整體教師專承諾得分的差異情形，乃

進行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所得結果如表 4-27 所示。 

    不同學歷教師在「整體學校學習文化」之變異數分析 F 值為

4.97，達.05 顯著水準（表 4-27）。其中，師專畢業組人數為 19 人、

得分平均數為 146.37、標準差 12.62；師範院校畢業組人數為 227 人、

得分平均數為 150.77、標準差 15.78；一般大學畢業組人數為 124 人、

得分平均數為 152.72、標準差 15.54；研究所畢業組人數 132 人、得

分平均數為 156.72、標準差 16.60。再以 Scheff′e 法事後比較發現，

研究所畢業之教師其整體教師專業承諾顯著高於師範院校畢業之教

師，其餘組別則無顯著差異。 
 

表 4-27 不同學歷教師在整體學校學習文化變異數分析及事後比較摘要表 

向度 變異來源 d f S S M S F 

組間 3 3741.795 1247.265 

組內 498 125044.796 251.094 整體教師專承

諾 
全體 501 128786.592  

4.97
＊＊

事後比較：研究所畢業>師範院校畢業 

註：＊＊p＜.01 

 

肆、服務年資在教師知覺教師專業業承諾上得分的差異分析 

     

為瞭解不同年齡教師在知覺整體教師專業承諾得分的差異情

形，乃進行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所得結果如表 4-28 所示。 

    不同年齡教師在「整體教師專業承諾」之變異數分析 F 值為

8.69，已達.001 顯著水準（表 4-28）。其中，5 年以下組人數為 137

人、得分平均數為 147.45、標準差 15.48；6～10 年組人數為 123 人、

得分平均數為 148.30、標準差 16.28；11～20 年組人數為 126 人、



得分平均數為 155.84、標準差 15.03；21 年以上組人數為 116 人、

得分平均數為 159.92、標準差 13.90。再以 Scheff′e 法事後比較發

現，年資在 11～20 年與 21 年以上組之教師其在整體教師專業承諾知

覺上顯著大於年資在 5年以下與 6～10 年組之教師。 
 

表 4-28 不同年資教師在整體教師專業承諾變異數分析及事後比較摘要表 

向度 變異來源 d f S S M S F 

組間 3 13445.653 4481.884 

組內 498 115340.939 231.608 整體教師專承

諾 
全體 501 128786.592  

19.35
＊＊＊

事後比較：11～20 年、21 年以上＞5年以下、6～10 年 

註：＊＊＊p＜.001 

 

伍、現任職務在教師知覺教師專業業承諾上得分的差異分析 

     

    為瞭解不同職務教師在知覺整體教師專業承諾得分的差異情

形，乃進行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所得結果如表 4-29 所示。 

    不同職務教師在「整體教師專業承諾」之變異數分析 F 值為

10.58，已達.001 顯著水準。其中，校長組人數為 31 人、得分平均

數為 169.19、標準差 8.75；主任組人數為 91 人、得分平均數為

157.75、標準差 14.61；組長組人數為 98 人、得分平均數為 152.73、

標準差 15.16；導師組人數為 203 人、得分平均數為 150.27、標準差

15.21；科任教師組人數為79人、得分平均數為146.28、標準差17.60。 

    再以 Scheff′e 法事後比較發現，校長組其整體學習文化知覺程

度均顯著高於主任、組長、導師與科任教師，而主任組整體教師專業

承諾知覺程度則顯著高於導師與科任教師。 

 

 
 



表 4-29 不同職務教師在整體教師專業承諾變異數分析及事後比較摘要表 

向度 變異來源 d f S S M S F 

組間 3 15205.492 3801.373 

組內 498 113581.100 228.533 整體教師專承

諾 
全體 501 128786.592  

16.63
＊＊＊

事後比較：校長＞主任、組長、導師、科任教師 

          主任＞導師、科任教師 

註：＊＊＊p＜.001 
 

陸、學校規模在教師知覺教師專承諾上得分的差異分析 

     

為瞭解不同規模學校教師在知覺整體教師專業承諾得分的差異

情形，乃進行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所得結果如表 4-30 所

示。 

    不同規模學校教師在「整體教師專業承諾」之變異數分析 F 值

為.491，未達.05 顯著水準。其中，12 班以下組人數為 90 人、得分

平均數為 151.17、標準差為 15.72；13～24 班組人數為 31 人、得分

平均數為 151.32、標準差 13.93；25～48 班組人數為 100 人、得分

平均數為 153.70、標準差 15.99；49 班以上組人數為 281 人、得分

平均數為 152.89、標準差 16.40。所以不同規模學校之教師在「整體

教師專承諾」上並未有顯著差異。 
 

表 4-30 不同規模學校教師整體教師專承諾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向度 變異來源 d f S S M S F 

組間 3 379.520 126.507 

組內 498 128407.071 257.846 整體教師專承

諾 
全體 501 128786.592  

.491 

 

 
 



柒、學校歷史在教師知覺教師專承諾上得分的差異分析 
     
 

    為瞭解不同歷史學校之教師在知覺整體教師專承諾得分的差異

情形，乃進行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所得結果如表 4-31 所

示。 

    不同歷史學校之教師在「整體教師專承諾」之變異數分析 F值為

10.463，已達.001 顯著水準（表 4-31）。其中，10 年以下組人數為

32 人、得分平均數為 154.75、標準差 15.52；11～20 年組人數為 51

人、得分平均數為 149.45、標準差 21.11；21～30 年組人數為 86 人、

得分平均數為 158.94、標準差 15.00；31 年以上組人數為 333 人、

得分平均數為 151.31、標準差 15.06。 再以 Scheff′e 法事後比較

發現，21～30 年歷史的學校其教師在知覺整體教師專承諾上顯著高

於學校歷史在 11～20 年與 31 年學校之教師。 
 

表 4-31 不同歷史學校教師整體教師專承諾變異數分析及事後比較摘要表 

向度 變異來源 d f S S M S F 

組間 3 4666.114 1555.371 

組內 498 124120.478 249.238 整體教師專承

諾 
全體 501 128786.592  

6.24
＊＊＊

事後比較：21～30 年＞11～20 年、31 年以上 

註：＊＊＊p＜.001 

 

捌、學校位置在教師知覺教師專業承諾上得分的差異分析 
     
 

    為瞭解不同年齡教師在知覺整體教師專承諾得分的差異情形，乃

進行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所得結果如表 4-32 所示。 

    不同位置學校之教師在「整體教師專承諾」之變異數分析 F值為

3.70，未達.05 顯著水準（表 4-32）。其中，偏遠及鄉鎮地區組人數

為 63 人、得分平均數為 150.08、標準差 15.56；都市地區組人數為



439 人、得分平均數為 153.02、標準差 16.08。所以不同位置學校之

教師在「整體教師專承諾」並未有顯著差異。 
 

表 4-32 不同位置學校之教師在整體教師專業承諾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向度 變異來源 d f S S M S F 

組間 3 475.100 475.100 

組內 498 128311.492 256.623 整體學校學習

文化 

全體 501 128786.592  

1.85 

 

 

第四節  國民小學不同程度之學校學習文化在教師專

業承諾的差異分析 

 

    本節旨在探討不同程度之學校學習文化（包括有利學習的核心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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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個向度）的國民

小學教師在專業承諾上得分的差異情形。不同程度之學習文化依「國

民小學學校學習文化問卷」的總得分取上、下 27﹪，分為低、中、

高三組，其得分的差異情形，茲分析說明如下： 
 

    為探討知覺不同整體學校學習文化程度之教師在整體教師專業

承諾及各向度得分的差異情形，乃進行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所得結果如表 4-33、4-34、4-35 所示。 
 

壹、在整體教師專業承諾上得分的差異分析 
 
 

    由表 4-33、4-34 可知，知覺學校不同學習文化程度的教師，在

「整體教師專業承諾」之變異數分析 F 值為 104.44，已達.001 顯著

水準。其中，知覺學習文化高分組的教師，在整體教師專業承諾得分

平均數為 165.04、標準差 10.61；知覺學習文化中分組的教師，在整



體專業承諾得分平均數為 150.97、標準差 13.89；知覺學習文化低分

組的教師，在整體專業承諾得分平均數為 142.31、標準差 15.41。 

    再以 Scheff′e 法事後比較發現，學習文化高分組教師之得分平

均數高於學習文化中分組及學習文化低分組的教師，而學習文化中分

組教師之得分平均數則高於學習文化低分組的教師。 
 

表 4-33 知覺不同學習文化之教師在整體專業承諾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向度 變異來源 d f S S M S F 

組間 2 38001.21 19000.61 

組內 499 90785.38 181.94 整體教師專

業承諾 

全體 501 128786.59  

104.44＊＊＊

註：＊＊＊p＜.001 
 

表 4-34 知覺不同學習文化之教師在整體專業承諾之平均數、標準差及事

後比較摘要表 

向度 組別 整體學習

文化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差異組別 

1 高分組 146 165.04 10.61 

2 中分組 216 150.97 13.89 整體教師專業

承諾 

3 低分組 140 142.31 15.41 

1＞2 

1＞3 

2＞3 

 

貳、在教師專業承諾各向度上得分的差異分析 
 
 

    由表 4-35 可知，知覺學校不同學習文化程度之教師在專業承諾

各向度變異數分析的結果。在六個向度中，可以看出知覺學校不同學

習文化程度之教師，在學習文化各向度均達到顯著水準。「專業認同」

向度 F值 78.69，達到.001 顯著水準；「樂業投入」向度 F值 63.30，



達到.001 顯著水準；「專業倫理」向度 F值 55.17，達到.001 顯著水

準；「研究進修」向度 F值 56.31，達到.001 顯著水準；「專業關係」

向度 F值 103.86，達到.001 顯著水準；「留業傾向」向度 F值 36.56，

達到.001 顯著水準，亦即知覺學校不同學習文化程度的教師，在專

業承諾之「專業認同」、「樂業投入」、「專業倫理」、「研究進修」、「專

業關係」、「留業傾向」上有顯著差異。 

    經以 Sc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得知，差異主要存在於「組織認

同」、「工作投入」、「專業倫理」、「研究進修」、「專業關係」、「留業傾

向」中。由表 4-30 可以看出，學習文化高分組教師，在專業承諾六

個向度的得分情形優於學習文化中分組及低分組的教師；學習文化中

分組教師，在專業承諾六個向度的得分情形，優於學習文化低分組的

教師。 

 

 

 

 

 

 

 

 

 

 

 

 

 

 

 

 
 



表 4-35 知覺不同學習文化之教師在專業承諾各向度差異比較摘要表 

向度 整體學校學習文化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差異比較

向度一 

專業認同 

（1）高分組 

（2）中分組 

（3）低分組 

146

216

140

27.68 

25.33 

23.59 

2.15 

2.80 

3.25 

78.69
＊＊＊

1＞2 

1＞3 

2＞3 

向度二 

樂業投入 

（1）高分組 

（2）中分組 

（3）低分組 

146

216

140

27.14 

24.94 

23.38 

2.46 

2.77 

3.28 

63.30
＊＊＊

1＞2 

1＞3 

2＞3 

向度三 

專業倫理 

（1）高分組 

（2）中分組 

（3）低分組 

146

216

140

28.50 

26.54 

25.58 

1.77 

2.53 

2.80 

55.17
＊＊＊

1＞2 

1＞3 

2＞3 

向度四 

研究進修 

（1）高分組 

（2）中分組 

（3）低分組 

146

216

140

27.18 

24.72 

23.59 

2.53 

3.04 

3.22 

56.31
＊＊＊

1＞2 

1＞3 

2＞3 

向度五 

專業關係 

（1）高分組 

（2）中分組 

（3）低分組 

146

216

140

27.74 

25.48 

23.56 

2.22 

2.37 

2.80 

103.86
＊＊

＊

1＞2 

1＞3 

2＞3 

向度六 

留業傾向 

（1）高分組 

（2）中分組 

（3）低分組 

146

216

140

26.80 

23.96 

22.61 

3.27 

4.47 

4.84 

36.56
＊＊＊

1＞2 

1＞3 

2＞3 

註：＊＊＊p＜.001 

 

 

 

 

 

 

 



第五節  國民小學學校學習文化與教師專業承諾之相

關分析 
 

    本節擬探討國民小學學校學習文化與教師整體專業承諾及各向

度是否有顯著相關。教師專業承諾包括專業認同、樂業投入、專業倫

理、研究進修、專業關係、留業傾向六個向度；學校學習文化則以有

利學習的核心價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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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整體學習文化為指標。以下分別探討這些向度間的相關情形。 
 

壹、有利學習的核心價值與教師整體學習文化及各向度之相

關 

    表 4-36 是核心價值與教師整體專業承諾及各向度之相關係數摘

要表，由該表顯示，有利學習的核心價值與專業認同、樂業投入、專

業倫理、研究進修、專業關係、留業傾向及整體專業承諾的相關係數

依序為：.434、.412、.374、.390、.472、.282、.475，均達到.001

顯著水準，其中以專業關係與有利學習的核心價值之相關程度最高。 
 
 

表 4-36 核心價值與教師整體專業承諾及各向度之相關係數摘要表 

項    目 積差相關係數 顯著性考驗 人數 

專業認同 .434＊＊＊ .000 502 

樂業投入 .412＊＊＊ .000 502 

專業倫理 .374＊＊＊ .000 502 

研究進修 .390＊＊＊ .000 502 

專業關係 .472＊＊＊ .000 502 

留業傾向 .282＊＊＊ .000 502 

有利學習的
核心價值 

整體專業承諾 .475＊＊＊ .000 502 

註：＊＊＊p＜.001 

 



貳、推動學習的知識分享與教師整體學習文化及各向度之相

關 

 

    表 4-37 是知識分享與教師整體專業承諾及各向度之相關係數摘

要表，由該表顯示，推動學習的知識分享與專業認同、樂業投入、專

業倫理、研究進修、專業關係、留業傾向及整體專業承諾的相關係數

依序為：.355、.353、.340、.343、.426、.243、.413，均達到.001

顯著水準，其中以專業關係與推動學習的知識分享之相關程度最高。 
 

表 4-37 知識分享與教師整體專業承諾及各向度之相關係數摘要表 

項    目 積差相關係數 顯著性考驗 人數 

專業認同 .355＊＊＊ .000 502 

樂業投入 .353＊＊＊ .000 502 

專業倫理 .340＊＊＊ .000 502 

研究進修 .343＊＊＊ .000 502 

專業關係 .426＊＊＊ .000 502 

留業傾向 .243＊＊＊ .000 502 

推動學習的
知識分享 

整體專業承諾 .413＊＊＊ .000 502 

註：＊＊＊p＜.001 

 

參、鼓勵學習的合作社群與教師整體學習文化及各向度之相

關 
 

    表 4-38 是合作社群與教師整體專業承諾及各向度之相關係數摘

要表，由該表顯示，鼓勵學習的合作社群與專業認同、樂業投入、專

業倫理、研究進修、專業關係、留業傾向及整體專業承諾的相關係數

依序為：.275、.244、.234、.283、.354、.211、.324，均達到.001

顯著水準，其中以專業關係與鼓勵學習的合作社群之相關程度最高。 
 
 



表 4-38 合作社群與教師整體專業承諾及各向度之相關係數摘要表 

項    目 積差相關係數 顯著性考驗 人數 

專業認同 .275＊＊＊ .000 502 

樂業投入 .244＊＊＊ .000 502 

專業倫理 .234＊＊＊ .000 502 

研究進修 .283＊＊＊ .000 502 

專業關係 .354＊＊＊ .000 502 

留業傾向 .211＊＊＊ .000 502 

鼓勵學習的
合作社群 

整體專業承諾 .324＊＊＊ .000 502 

註：＊＊＊p＜.001 
 

肆、促進學習的溝通對談與教師整體學習文化及各向度之相

關 
 

    表 4-39 是溝通對談與教師整體專業承諾及各向度之相關係數摘

要表，由該表顯示，促進學習的溝通對談與專業認同、樂業投入、專

業倫理、研究進修、專業關係、留業傾向及整體專業承諾的相關係數

依序為：.427、.385、.317、.275、.449、.322、.443，均達到.001

顯著水準，其中以專業關係與促進學習的溝通對談之相關程度最高。 
 

表 4-39 溝通對談與教師整體專業承諾及各向度之相關係數摘要表 

項    目 積差相關係數 顯著性考驗 人數 

專業認同 .427＊＊＊ .000 502 

樂業投入 .385＊＊＊ .000 502 

專業倫理 .317＊＊＊ .000 502 

研究進修 .275＊＊＊ .000 502 

專業關係 .449＊＊＊ .000 502 

留業傾向 .322＊＊＊ .000 502 

促進學習的
溝通對談 

整體專業承諾 .443＊＊＊ .000 502 

註：＊＊＊p＜.001 



伍、方便學習的結構管道與教師整體學習文化及各向度之相

關 

 

    表 4-40 是結構管道與教師整體專業承諾及各向度之相關係數摘

要表，由該表顯示，方便學習的結構管道與專業認同、樂業投入、專

業倫理、研究進修、專業關係、留業傾向及整體專業承諾的相關係數

依序為：.415、.439、.395、.419、.525、.294、.499，均達到.001

顯著水準，其中以專業關係與方便學習的結構管道之相關程度最高。 
 

表 4-40 結構管道與教師整體專業承諾及各向度之相關係數摘要表 

項    目 積差相關係數 顯著性考驗 人數 

專業認同 .415＊＊＊ .000 502 

樂業投入 .439＊＊＊ .000 502 

專業倫理 .395＊＊＊ .000 502 

研究進修 .419＊＊＊ .000 502 

專業關係 .525＊＊＊ .000 502 

留業傾向 .294＊＊＊ .000 502 

方便學習的
結構管道 

整體專業承諾 .499＊＊＊ .000 502 

註：＊＊＊p＜.001 

 

陸、強化學習的經營模式與教師整體學習文化及各向度之相

關 

 

    表 4-41 是經營模式與教師整體專業承諾及各向度之相關係數摘

要表，由該表顯示，強化學習的經營模式與專業認同、樂業投入、專

業倫理、研究進修、專業關係、留業傾向及整體專業承諾的相關係數

依序為：.420、.380、.291、.340、.474、.369、.467，均達到.001

顯著水準，其中以專業關係與強化學習的經營模式之相關程度最高。 

 



表 4-41 經營模式與教師整體專業承諾及各向度之相關係數摘要表 

項    目 積差相關係數 顯著性考驗 人數 

專業認同 .420＊＊＊ .000 502 

樂業投入 .380＊＊＊ .000 502 

專業倫理 .291＊＊＊ .000 502 

研究進修 .340＊＊＊ .000 502 

專業關係 .474＊＊＊ .000 502 

留業傾向 .369＊＊＊ .000 502 

強化學習的
經營模式 

整體專業承諾 .467＊＊＊ .000 502 

註：＊＊＊p＜.001 
 

柒、整體學校學習文化與教師整體專業承諾及各向度之相關 
 

    表 4-42 是整體學校學習文化與教師整體專業承諾及各向度之相

關係數摘要表，由該表顯示，整體學校學習文化與專業認同、樂業投

入、專業倫理、研究進修、專業關係、留業傾向及整體專業承諾的相

關係數依序為：.483、.460、.405、.467、.562、.359、.546，均達

到.001 顯著水準，其中以專業關係與整體學校學習文化之相關程度

最高。 
 

表 4-42 整體學校學習文化與教師整體專業承諾及各向度相關係數摘要表 

項    目 積差相關係數 顯著性考驗 人數 

專業認同 .483＊＊＊ .000 502 

樂業投入 .460＊＊＊ .000 502 

專業倫理 .405＊＊＊ .000 502 

研究進修 .467＊＊＊ .000 502 

專業關係 .562＊＊＊ .000 502 

留業傾向 .359＊＊＊ .000 502 

整體學校學
習文化 

整體專業承諾 .546＊＊＊ .000 502 

註：＊＊＊p＜.001 



第六節  國民小學學校學習文化導對教師專業承諾之

預測情形 

 

    根據上節關於國民小學學校學習文化與教師專業承諾之相關分

析得知，學校學習文化及各向度與教師專業承諾各向度、整體教師專

承諾之間有顯著的正相關。本節擬進一步剖析國民小學學校學習文化

對教師專業承諾的預測情形，分別以教師專業承諾之各向度及整體專

業承諾為效標變項，學校學習文化之各向度為預測變項，進行逐步多

元迴歸分析，以考驗學校學習文化對教師專業承諾的預測力。 

 

壹、學校學習文化各向度對專業認同之預測力 
 

    表 4-43 為學習文化各向度預測「專業認同」之逐步多元迴歸分

析摘要表。由表中可知，六個預測變項專業認同時，進入迴歸方程式

的顯著變項有「核心價值」、「經營模式」、「溝通對談」、「合作社群」

四項，其多元相關係數為.528，聯合解釋變異量為.278，顯示表中二

個變項能聯合預測組織認同 27.8﹪的變異量。 

    就個別變項的解釋量而言，以「核心價值」向度的預測力最佳，

其解釋變異量.188，亦即解釋量為 18.8﹪，F值 115.92，達到.001

顯著水準；「經營模式」向度之解釋變異量.071，亦即解釋量為 7.1

﹪，F值 87.27，達到.001 顯著水準；「溝通對談」向度之解釋變異

量.010，亦即解釋量為 1﹪，F值 61.11，達到.001 顯著水準；最後

則是「合作社群」向度之解釋變異量.009，亦即解釋量為 0.9﹪，F

值 47.91，達到.001 顯著水準。 
 
 
 
 
 
 
 
 
 
 



表 4-43 學校學習文化各向度預測專業認同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投入預測變項

順序 

多元相關係數

R 

決定係數R2 

累積解釋量 

決定係數R2 

增加解釋量 

F 值 

核心價值 .434 .188 ─ 115.92＊＊＊

經營模式 .509 .259 .071 87.27＊＊＊

溝通對談 .519 .269 .010 61.11＊＊＊

合作社群 .528 .278 .009 47.91＊＊＊

註：＊＊＊p＜.001 

 

貳、學校學習文化各向度對樂業投入之預測力 
 

表 4-44 為學習文化各向度預測「樂業投入」之逐步多元迴歸分

析摘要表。由表中可知，六個預測變項樂業投入時，進入迴歸方程式

的顯著變項有「結構管道」、「核心價值」、「經營模式」、「合作社群」

四項，其多元相關係數為.506，聯合解釋變異量為.256，顯示表中二

個變項能聯合預測組織認同 25.6﹪的變異量。 

    就個別變項的解釋量而言，以「結構管道」向度的預測力最佳，

其解釋變異量.192，亦即解釋量為 19.2﹪，F值 119.15，達到.001

顯著水準；「核心價值」向度之解釋變異量.043，亦即解釋量為 4.3

﹪，F值 76.85，達到.001 顯著水準；「經營模式」向度之解釋變異

量.010，亦即解釋量為 1﹪，F值 53.91，達到.001 顯著水準；最後

則是「合作社群」向度之解釋變異量.011，亦即解釋量為 1.1﹪，F

值 42.86，達到.001 顯著水準。 

 

 

 

 
 



表 4-44 學校學習文化各向度預測樂業投入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投入預測變項

順序 

多元相關係數

R 

決定係數R2 

累積解釋量 

決定係數R2 

增加解釋量 

F 值 

結構管道 .439 .192 ─ 119.15＊＊＊

核心價值 .485 .235 .043 76.85＊＊＊

經營模式 .495 .245 .010 53.91＊＊＊

合作社群 .506 .256 .011 42.86＊＊＊

註：＊＊＊p＜.001 

 

參、學校學習文化各向度對專業倫理之預測力 
 

    表 4-45 為學習文化各向度預測「專業倫理」之逐步多元迴歸分

析摘要表。由表中可知，六個預測變項專業倫理時，進入迴歸方程式

的顯著變項有「結構管道」與「核心價值」二項，其多元相關係數

為.439，聯合解釋變異量為.193，顯示表中二個變項能聯合預測組織

認同 19.3﹪的變異量。 

    就個別變項的解釋量而言，以「結構管道」向度的預測力最佳，

其解釋變異量.156，亦即解釋量為 15.6﹪，F值 92.60，達到.001 顯

著水準；「核心價值」向度之解釋變異量.036，亦即解釋量為 3.6﹪，

F值 59.55，達到.001 顯著水準。 
 

表 4-45 學校學習文化各向度預測專業倫理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投入預測變項

順序 

多元相關係數

R 

決定係數R2 

累積解釋量 

決定係數R2 

增加解釋量 

F 值 

結構管道 .395 .156 ─ 92.60＊＊＊

核心價值 .439 .193 .036 59.55＊＊＊

註：＊＊＊p＜.001 

 



肆、學校學習文化各向度對研究進修之預測力 
 

    表 4-46 為學習文化各向度預測「研究進修」之逐步多元迴歸分

析摘要表。由表中可知，六個預測變項研究進修時，進入迴歸方程式

的顯著變項有「結構管道」與「核心價值」兩項，其多元相關係數

為.462，聯合解釋變異量為.213，顯示表中二個變項能聯合預測組織

認同 21.3﹪的變異量。 

    就個別變項的解釋量而言，以「結構管道」向度的預測力最佳，

其解釋變異量.176，亦即解釋量為 17.6﹪，F值 106.56，達到.001

顯著水準；「核心價值」向度之解釋變異量.038，亦即解釋量為 3.8

﹪，F值 67.65，達到.001 顯著水準。 
 

表 4-46 學校學習文化各向度預測研究進修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投入預測變項

順序 

多元相關係數

R 

決定係數R2 

累積解釋量 

決定係數R2 

增加解釋量 

F 值 

結構管道 .419 .176 ─ 106.56＊＊＊

核心價值 .462 .213 .038 67.65＊＊＊

註：＊＊＊p＜.001 

 

伍、學校學習文化各向度對專業關係之預測力 
 

    表 4-47 為學習文化各向度預測「專業關係」之逐步多元迴歸分

析摘要表。由表中可知，六個預測變項專業關係時，進入迴歸方程式

的顯著變項有「結構管道」、「核心價值」、「經營模式」三項，其多元

相關係數為.589，聯合解釋變異量為.347，顯示表中二個變項能聯合

預測組織認同 34.7﹪的變異量。 

    就個別變項的解釋量而言，以「結構管道」向度的預測力最佳，

其解釋變異量.275，亦即解釋量為 27.5﹪，F值 190.11，達到.001

顯著水準；「核心價值」向度之解釋變異量.050，亦即解釋量為 5﹪，



F 值 120.43，達到.001 顯著水準；「經營模式」向度之解釋變異

量.022，亦即解釋量為 2.2﹪，F值 88.26，達到.001 顯著水準。 
 

表 4-47 學校學習文化各向度預測專業關係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投入預測變項

順序 

多元相關係數

R 

決定係數R2 

累積解釋量 

決定係數R2 

增加解釋量 

F 值 

結構管道 .525 .275 ─ 190.11＊＊＊

核心價值 .571 .326 .050 120.43＊＊＊

經營模式 .589 .347 .022 88.26＊＊＊

註：＊＊＊p＜.001 

 

陸、學校學習文化各向度對留業傾向之預測力 
 

    表 4-48 為學習文化各向度預測「留業傾向」之逐步多元迴歸分

析摘要表。由表中可知，六個預測變項留業傾向時，進入迴歸方程式

的顯著變項有「經營模式」與「核心價值」二項，其多元相關係數

為.396，聯合解釋變異量為.156，顯示表中二個變項能聯合預測組織

認同 15.6﹪的變異量。 

    就個別變項的解釋量而言，以「經營模式」向度的預測力最佳，

其解釋變異量.136，亦即解釋量為 13.6﹪，F值 78.58，達到.001 顯

著水準；「核心價值」向度之解釋變異量.021，亦即解釋量為 2.1﹪，

F值 46.28，達到.001 顯著水準。 
 

表 4-48 學校學習文化各向度預測留業傾向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投入預測變項

順序 

多元相關係數

R 

決定係數R2 

累積解釋量 

決定係數R2 

增加解釋量 

F 值 

經營模式 .369 .136 ─ 78.58＊＊＊

核心價值 .396 .156 .021 46.28＊＊＊

註：＊＊＊p＜.001 



柒、學校學習文化各向度對整體專業承諾之預測力 
 

    表 4-49 為學習文化各向度預測整體專業承諾之逐步多元迴歸分

析摘要表。由表中可知，六個預測變項整體專業承諾時，進入迴歸方

程式的顯著變項有「結構管道」、「核心價值」、「經營模式」、「合作社

群」四項，其多元相關係數為.583，聯合解釋變異量為.340，顯示表

中二個變項能聯合預測組織認同 34﹪的變異量。 

    就個別變項的解釋量而言，以「結構管道」向度的預測力最佳，

其解釋變異量.249，亦即解釋量為 24.9﹪，F值 165.99，達到.001

顯著水準；「核心價值」向度之解釋變異量.060，亦即解釋量為 6﹪，

F值 111.46，達到.001 顯著水準；「經營模式」向度之解釋變異

量.025，亦即解釋量為 2.5﹪，F值 83.35，達到.001 顯著水準；最

後則是「合作社群」向度之解釋變異量.006，亦即解釋量為 0.6﹪，

F值 64.03，達到.001 顯著水準。 
 

表 4-49 學校學習文化各向度預測整體專業承諾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投入預測變項

順序 

多元相關係數

R 

決定係數R2 

累積解釋量 

決定係數R2 

增加解釋量 

F 值 

結構管道 .499 .249 ─ 165.99＊＊＊

核心價值 .556 .309 .060 111.46＊＊＊

經營模式 .578 .334 .025 83.35＊＊＊

合作社群 .583 .340 .006 64.03＊＊＊

註：＊＊＊p＜.001 

 

 

 

 

 



第七節  綜合討論 

 

    本節係依據前述六節之研究結果，做進一步分析與討論。除由填

答情形之平均數、標準差，分析說明國民小學學校學習文化及教師專

業承諾的現況外，亦運用變異數分析的統計方法，分析不同背景變項

的教師在學校學習文化及專業承諾的差異情形，以探討學校學習文化

與教師服專業承諾的關係及預測力。 

 

壹、國民小學學校學習文化及教師專業承諾的現況 

 

一、國民小學學校學習文化的現況分析 
 

    根據本研究發現，國民小學教師所知覺學校學習文化調查問卷的

得分平均數為 153.75，平均數除以題數為 4.66，在六點量表中，換

算成百分制，相當於 78 分（4.51 ÷6 ×100），得分的程度屬於中上。

由此可見，國民小學學校學習文化的實際情形尚佳。 

    至於學校學習文化調查問卷六個向度的得分情形，依序為有利學

習的核心價值、推動學習的知識分享、方便學習的結構管道、強化學

習的經營模式、促進學習的溝通對談、鼓勵學習的合作社群，其平均

數除以題數之得分分別為 4.84、4.84、4.79、4.50、4.49、4.41，

在六點量表中，換算成百分制，相當於 81、81、80、75、75、74 分。 

    此外，教師對於學校學習文化六個向度之知覺情形確有顯著差

異，在六個學校學習文化的向度中，核心價值、知識分享、結構管道

相當接近，由事後比較亦可瞭解核心價值、知識分享、結構管道向度

大於溝通對談、經營模式向度，而溝通對談、經營模式向度又大於合

作社群，由上述可知國民小學學校學習文化在「有利學習的核心價

值」、「推動學習的知識分享」與「方便學習的結構管道」上情形較佳。 

    值得注意的是，教師所知覺學校學習文化中，以「鼓勵學習的合

作社群」的得分最低，顯示學校教師在共同發展教學計畫、協同教學、



分享教學心得等行為較不多見，其中以「老師們會組成或參與網路的

虛擬社群，針對某一個主題或問題進行討論」向度最低；是否是因為

目前國小校園裡主要仍以導師包班制為主，教師只要對自己負責的班

做好教學與班級經營即可，故除了「我們有一群朋友，經常互相一起

分享心情與教學心得」此題平均得分較高之外，其餘如「老師們有一

社群會共同合作或協同教學」、「老師們有一社群會共同合作發展教學

計畫」與「本校有運作良好的學習團隊（如讀書會、教學研討會或行

動研究小組等）」等需要教師互相合作發展教學的面向得分均低於平

均值；此外，透過科技來進行合作討論的情形在目前國小中更是少

見，因此在「老師會組成或參加網路的虛擬社群，針對某一個主題或

問題進行討論」面向上得分更是相當的低，只有 3.68，換算成百分

制僅 61 分。 

 

二、國民小學教師專業承諾的現況分析 
 

    根據本研究發現，國民小學教師專業承諾調查問卷的得分平均數

為 152.65，平均數除以題數為 5.09，在六點量表中，換算成百分制，

相當於 85 分（5.09 ÷6 ×100），得分的程度屬高。顯見國民小學教師

整體專業承諾的實際情形佳。 

    在國民小學教師專業承諾調查問卷六個向度的得分情形，依序為

專業倫理、專業關係、專業認同、樂業投入、研究進修、留業傾向，

其平均數除以題數之得分分別為 5.39、5.12、5.10、5.03、5.02、

4.88，在六點量表中，換算成百分制，相當於 90、85、85、84、84、

81 分。 

    此外，教師對於專業承諾六個向度之知覺情形確有顯著差異，在

六個向度中，經事後比較可以發現，專業倫理向度之得分顯著大於專

業關係與專業認同，而專業關係與專業認同又大於樂業投入與研究進

修，最少的則是留業傾向，顯著小於其餘五個向度；由上述可知國民

小學教師專業承諾在「專業倫理」上情形最佳。 



    至於在教師專業承諾中，則以「留業傾向」的得分最低，標準差

也最大，特別是在「我對教學工作的性質和報酬感到滿意」、「若有工

作條件或待遇較佳的工作，我會考慮轉業」兩面向中得分僅有 4.76

與 4.39，換算成百分制為 79 與 73 分，遠低於教師專業承諾之平均

85 分，但在其他題目如「我在國小工作穩定，目前不想更換工作」、

「我願將教育工作視為終身職業」、「我後悔當初投入教師行業」上得

分較高，如此有些矛盾的結果是否是因為教師工作待遇雖然不是讓老

師相當滿意，故若有工作條件或待遇較佳的工作時教師會考慮轉業，

但又因已投入穩定教師工作，要再轉業也並非易事，所以仍把教師工

作當成自己終身的職業，但其原因是否真是如此仍尚待進一步的研

究。 

 

貳、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在知覺學校學習文化上的差異 

 

    根據本研究發現，在國民小學教師人口變項中，性別、年齡、服

務年資、現任職務等對知覺學校學習文化的差異均達顯著水準，僅最

高學歷沒有顯著差異。在學校背景變項方面，學校規模及學校歷史對

知覺的學校學習文化差異均達顯著水準，但學校所在地區則沒有顯著

差異。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性別在知覺學校學習文化上的差異分析 
 

    男性教師在整體學校學習文化的問卷得分上，顯著高於女性教

師。由本研究問卷可以發現，回收可用問卷 502 份中，男教師填答者

有 173 人，其中擔任行政職務者有 107 人（其中校長 20 人、主任 54

人、組長 33 人），兼任行政工作者之比率為 107/173＝0.62；女教師

填答有 329 人，其中兼任行政職務者有 121 人，兼任行政工作者之

比率為 121/329＝0.37（其中校長 13 人、主任 40 人、組長 68 人），

顯見在現行國民小學行政體系中，男性教師兼任行政工作的比率普遍



高於女性教師。男性教師知覺學校內學習的文化有利的程度高於女

性，是否是因為兼任行政工作者，較為瞭解學校內推展教師學習的相

關措施，或因本身學習較為積極才兼任行政，故其反映己身所處之學

校之學習文化自然較高，因在探討教師職務對其知覺學校學習文化的

差異程度時，的確是校長與主任知覺學校內學習文化的有利程度高於

導師與科任教師所知覺，但因目前尚無相關研究，故仍有待進一步的

探索。  

 

二、年齡在知覺學校學習文化上的差異分析 
 

    不同年齡教師在整體學校學習文化的問卷得分上，均有顯著差

異，其中 51 歲以上與 41~50 歲組教師之得分平均數均顯著高於 30 歲

以下組與 31～40 歲組之教師；31～40 歲組之教師之得分平均數亦高

於 30 歲以下組教師，51 歲以上與 41~50 歲組教師之得分平均數則無

顯著差異，顯示年齡越高的教師，越知覺學校內的學習文化是有利

的；且教師年紀越高，其兼任行政工作的比例也越大，在 51 歲以上

與 41~50 歲組之教師中兼任行政的比例達 0.63（112/179），而 30 歲

以下組與 31～40 歲組之教師其兼任行政的比例則只有 0.37

（119/323），但是否跟兼任行政工作有關仍有待進一步的研究才能斷

定。 

  

三、學歷在知覺學校學習文化上的差異分析 
 

    不同學歷教師在整體學校學習文化的問卷得分上，並沒有顯著差

異。推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是教師知覺其學校的學習文化，所以和

本身學歷可能關連性不大，但詳細原因尚未有相關的研究，仍有待進

一步深入的探討。 

 

四、服務年資在知覺學校學習文化上的差異分析 
 



    不同服務年資的教師在整體學校學習文化的問卷得分上，均有顯

著差異，其中以年資在 21 年以上組之教師其在整體學校文化知覺上

顯著大於年資在 5年以下與 6～10 年組之教師。推究其原因，可能是

服務年資長的教師，其兼任行政工作的比例也越高，可能較為瞭解學

校內推展教師學習的相關措施，或因本身學習較為積極才兼任行政，

故其反映己身所處之學校的學習文化自然較高；或服務年資較長的教

師其因為與校內同事已相當熟悉，對於學校內教師學習相關情況與活

動也有較為深入的瞭解，且已累積了一定的教學經驗，所以在學習文

化的知覺上較高。但因目前尚缺乏相關研究，實際情況是否如此仍有

待進一步的研究。 

 

五、職務在知覺學校學習文化上的差異分析 
 

    不同職務的教師在整體學校學習文化的問卷得分上，均有顯著差

異。在各項得分中，校長組其整體學習文化知覺程度均顯著高於組

長、導師與科任教師，而主任組整體學習文化知覺程度則顯著高於導

師與科任教師。原因可能校長和主任擔任行政工作均有一定的年資，

其對於學校學校內推展教師學習的相關措施較為瞭解，或因本身學習

較為積極才兼任行政，故其反映己身所處之學校之學習文化自然較

高；但也有可能是校長和主任對於一般教師間的學習文化瞭解或接觸

不深，加上本問卷有社會期許的影響在，故總體得分才會偏高，但因

目前尚缺乏相關研究，實際情況是否如此仍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六、學校規模在知覺學校學習文化上的差異分析 
 

    不同學校規模的教師在整體學校學習文化的問卷得分上，均有顯

著差異。其中，12 班以下學校之教師其在知覺整體學習文化上顯著

高於 49 班以上學校之教師。推究其原因，可能是小型學校的教師較

少，教師彼此間互動較為融洽緊密，學校行政推行教師學習相關活動

也較為容易所致，而中大型學校整體教職員人數眾多，行政方面要能



順利推展教師學習活動較為不易，所遭受的阻力可能也較大，但實際

原因仍待進一步深入研究。 

 

七、學校歷史在學校學習文化上的差異分析 
 

不同學校歷史的教師在整體學校學習文化的問卷得分上，均有顯

著差異。其中，21～30 年歷史的學校其教師在知覺整體學校學習文

化上顯著高於學校歷史在 11～20 年與 31 年學校之教師。推究其原

因，可能是 21～30 年的學校在整體發展已到達成熟階段，學校內的

人事制度均已有所規制建立，沒有新學校草創時期的不穩定，但也沒

有舊學校的沈窠，因此校內教師學習情況較為良好，但因目前尚缺乏

相關研究，實際情況是否如此仍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八、服務學校所在地在學校學習文化上的差異分析 
 

    不同服務學校所在地的教師在整體學校學習文化的問卷得分

上，沒有顯著差異。推究其因，是否是因為本研究抽樣所在地為臺北

縣市，整體來說均屬於資訊發達之地區，因此學校內的教師學習文化

不論是位於都會地區還是偏遠及鄉鎮地區差異自然不會太大，但因目

前尚缺乏相關研究，實際情況是否如此仍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參、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在專業承諾上的差異 

 

    根據本研究發現，在教師人口變項中，年齡、最高學歷、服務年

資、現任職務對教師專業承諾的差異均達顯著水準，僅性別方面未沒

有顯著差異。在學校背景變項方面，學校規模及所在地區對教師專業

承諾的差異並未達顯著水準，僅學校歷史方面有顯著的差異。茲分別

說明如下： 

 

 



 

一、 性別在教師專業承諾上的差異分析 
 

    不同性別國民小學教師在整體教師專業承諾的問卷得分上，並沒

有顯著的差異，與黃國隆(1986)、李冠儀(2000)、蕭惟聰(2003)、王

閩(2003)、黃榮貴(2001)、陳勝福（2005）對教師專業承諾的研究結

果類似，但與周新富(1991)、李新鄉(1993)、張志毓(1997)、江秋玟

(1998)、蘇寶珠（2004）對教師專業承諾的研究結果不同。推究其原

因，可能是男女教師皆受過師資教育，且在環境相似的學校服務，因

此男女教師專業承諾之並無多大差異；且觀之周新富、李新鄉、張志

毓、江秋玟之研究時間皆較早，另一方面，除黃國隆的研究外，李冠

儀、蕭惟聰、王閩、黃榮貴之研究時間則較為接近目前，因此是否隨

著時間的變化，男女教師在專業承諾上也漸趨相近，值得進一步的研

究。  

 

二、 年齡在教師專業承諾上的差異分析 
 

    根據本研究結果發現，不同年齡教師在整體教師專業承諾的問卷

得分上，均有顯著差異。其中，51 歲以上與 41~50 歲組教師之得分

平均數均顯著高於 30 歲以下組與 31～40 歲組之教師；31～40 歲組

之教師之得分平均數亦高於 30 歲以下組教師，51 歲以上與 41~50 歲

組教師之得分平均數則無顯著差異，此與周新富(1991)、李新鄉

(19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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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教師專業

承諾的研究結果類似，但與黃國隆(1986)、蕭惟聰(2003)的研究結果

不同。推究其原因，可能是年齡較長的教師其任教時間較長，經驗較

為豐富，也已較為接受教師工作的優缺點與例行事務，而年輕教師其

變動的可能性本來即較大，故在專業承諾上才會低於年紀較長的教

師。 

 



 

三、 學歷在教師專業承諾上的差異分析 
 

    不同學歷教師在整體教師專業承諾的問卷得分上有顯著差異。其

中，研究所畢業之教師其整體教師專業承諾顯著高於師範院校畢業之

教師，其餘組別則無顯著差異，此與林玲(2005)對教師專業承諾的研

究結果類似，但與江秋玟(1998)、蕭惟聰(2003)、林勇輝(2004)、陳

勝福（2005）的研究則不同。蓋因教師於進修後，無論在薪資待遇、

專業知能、工作發展方面，均能獲得成長，因此具有研究所學歷的教

師在整體專業承諾上明顯較高。值得注意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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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於本研究師範院校畢業之教師專業承

諾較低有類似之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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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中，師專畢業之教師僅 19 人，其整體教師專

業承諾分數也最低，但是否是因為較為積極的師專畢業教師多數已進

修研究所，故在分類上已屬於「研究所畢業」之教師群組，因此才有

師專畢業之教師其專業承諾分數最低的情況發生，但其真正原因仍待

進一步研究之。 

 

四、服務年資在教師專業承諾上的差異分析 
 

    根據本研究發現，不同服務年資教師在整體教師專業承諾的問卷

得分上，均有顯著差異。其中，年資在 11～20 年與 21 年以上組之教

師其在整體教師專業承諾知覺上顯著大於年資在5年以下與6～10年

組之教師；此與黃國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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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一致，與黃榮貴(2001)

之研究則不同。推究其原因，可能是年資長的教師已適應目前的工作

環境，較能認同學校教育目標、各種行政措施，以及目前的教學工作；



同時因與其他教師相處時日較久，彼此間互為瞭解，感情亦較為深

厚，也較會處理與學生、家長同校教師間的相處狀況。由是在教師整

體專承諾上得分明顯較高。 

 

五、職務在教師專業承諾上的差異分析 
 

    根據本研究發現，不同職務教師在整體教師專業承諾的問卷得分

上，均有顯著差異；尤以校長組其整體學習文化知覺程度均顯著高於

主任、組長、導師與科任教師，而主任組整體教師專業承諾知覺程度

則顯著高於導師與科任教師，此與黃國隆(1986)、李新鄉(1993)、劉

春榮(1996)、張志毓(1997) 、林勇輝(2004)、蘇寶珠（2004）、林玲

(2005)研究結果類似，與江秋玟(1998)、李冠儀(2000)、黃榮貴

(2001)、蕭惟聰(2003)、陳勝福（2005）之研究則不同。其原因可能

是兼任行政工作之教師其必須對整體學校教育工作多付出心力，因此

對於教育的承諾較高，與學生、家長或同仁關係通常也較好，且因為

擔任行政工作對於其生涯發展之進階有所幫助，故可能其留在教育剛

崗位的誘因也較大。 

 

六、學校規模在教師專業承諾上的差異分析 
 

    根據本研究發現，不同學校規模的教師在整體教師專業承諾的問

卷得分上，沒有顯著差異；此與江秋玟(1998)、李冠儀(2000)、王閩

(2003)、林玲(2005)、陳勝福（2005）之研究類似，與李新鄉(1993)、

劉春榮(1996)、張志毓(1997)、黃榮貴(2001)、林勇輝(2004)之研究

則不同。所以學校規模與教師專業承諾的關係各研究仍不一致，學校

規模大小對於教師專業承諾是否有影響仍有待進一步的研究討論。 

 

七、學校歷史在教師專業承諾上的差異分析 
 

不同學校歷史的教師在整體教師專業承諾的問卷得分上，均有顯



著差異。其中，21～30 年歷史的學校其教師在知覺整體教師專承諾

上顯著高於學校歷史在11～20年與31年學校之教師；此與王閩(2003)

相同。推究其原因，可能是 21～30 年的學校在整體發展已到達成熟

階段，學校內的人事制度均已有所規制建立，沒有新學校草創時期的

不穩定，但也沒有舊學校的沈窠，因此校內整體行政與教職員關係運

作情況較為良好，但因目前尚缺乏相關研究，實際情況是否如此仍有

待進一步的研究。 

 

八、服務學校所在地在教師專業承諾上的差異分析 
 

    根據本研究發現，不同服務學校所在地的教師在整體教師專業承

諾的問卷得分上，沒有顯著差異；此與李新鄉(1993)、王閩(2003)、

林勇輝(2004)、林玲(2005)之研究相同，但劉春榮(1996)研究則發現

服務於城市地區學校的教師其整體教師專業承諾較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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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究其

因，是否是因為本研究抽樣所在地為臺北縣市，整體社會與學校環境

較為類似，因此學校內的教師專業承諾不論是位於都會地區還是偏遠

及鄉鎮地區差異自然不會太大，但因目前尚缺乏相關研究，實際情況

是否如此仍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肆、知覺學校不同學習文化程度之教師在專業承諾上的差異 

     

    根據本研究結果（如表 4-50），在教師知覺學校整體學習文化之

低、中、高分組中，發現其在「整體教師專業承諾」以及各向度「組

織認同」、「工作投入」、「專業倫理」、「研究進修」、「專業關係」、「留

業傾向」方面，均是高分組教師的得分平均數高於低分組及中分組教

師；而中分組教師的得分平均數高於低分組教師。由此可見，若教師

知覺學校整體學習文化的得分愈高，其在整體教師專業承諾及其各向

度上的得分也愈高；顯見若學校整體學習文化越高，則其學校內教師



之專業承諾也越高。 
 
 

表 4-50 知覺不同學習文化教師在專業承諾整體與各向度差異比較摘要表 

向度 整體學校學

習文化 

差異比較 向度 整體學校學

習文化 

差異比較

整體教師專

業承諾 

（1）高分組 

（2）中分組 

（3）低分組 

1＞2 

1＞3 

2＞3 

向度四 

研究進修

（1）高分組 

（2）中分組 

（3）低分組 

1＞2 

1＞3 

2＞3 

向度一 

專業認同 

（1）高分組 

（2）中分組 

（3）低分組 

1＞2 

1＞3 

2＞3 

向度五 

專業關係

（1）高分組 

（2）中分組 

（3）低分組 

1＞2 

1＞3 

2＞3 

向度二 

樂業投入 

（1）高分組 

（2）中分組 

（3）低分組 

1＞2 

1＞3 

2＞3 

向度六 

留業傾向

（1）高分組 

（2）中分組 

（3）低分組 

1＞2 

1＞3 

2＞3 

向度三 

專業倫理 

（1）高分組 

（2）中分組 

（3）低分組 

1＞2 

1＞3 

2＞3 

   

 

伍、學校學習文化與教師專業承諾之相關分析 

 

    根據本研究發現，國民小學教師在學校學習文化總問卷得分與教

師專業承諾總問卷間，呈現顯著正相關（r=.546），亦即在知覺整體

學校學習文化得分較高的教師，其專業承諾的表現也較高；同時，在

學校學習文化問卷之有利學習的核心價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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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個向度的得分與教師專業承諾總問卷上皆呈

顯著正相關，相關系數 r分別為 .475、.413、.324、.443、.449、.467。

換言之，在知覺學校學習文化各向度得分較高的教師，其教師專業承



諾的得分也較高。 

    目前國內並未有關於「學校學習文化與教師專業承諾相關情形」

之專題研究探討，因此，本研究，正可以補充國內有關學校學習文化

與教師專業承諾相關情形研究之闕如。 

 

陸、學校學習文化對教師專業承諾之預測情形 

 

    在探討學校學習文化各向度中，何者對於教師整體專業承諾及其

各向度較具有預測作用，歸納下列要點，並加以討論。 

 

一、 就全部預測變項對整體教師專業承諾的預測作用而言 
 

    將全部預測變項對整體教師專業承諾進行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發

現，在六個預測變項中，以「結構管道」、「核心價值」、「經營模式」、

「合作社群」四項之聯合預測力最佳。其中，尤以方便學習的結構管

道最具有預測力，其次分別為有利學習的核心價值、強化學習的經營

模式與鼓勵學習的合作社群，亦即學校學習文化於對教師專業承諾具

有正向的預測作用。換言之，為提高教師的專業承諾，學校在營造有

利學習的文化過程中，應多注意「結構管道」、「核心價值」、「經營模

式」、「合作社群」等四種學習文化面向。 

 

二、 就全部預測變項對教師專業承諾各向度的預測作用而言 
 

    將全部預測變項對教師專業承諾各向度進行多元逐步迴歸分析

發現，在六個預測變項中，對教師專業承諾之「專業認同」的預測情

形，以「核心價值」、「經營模式」、「溝通對談」、「合作社群」為主要

預測變項，其中以前者之預測力最佳，可見在專業認同的向度中，有

利學習的核心價值是專業認同的重要關鍵因素；對於教師專業承諾之

「樂業投入」的預測情形，以「結構管道」、「核心價值」、「經營模式」、

「合作社群」為主要預測變項，尤以方便學習的結構管道的預測力最



佳，是樂業投入的重要關鍵因素；對教師專業承諾之「專業倫理」的

預測情形，以「結構管道」與「核心價值」為主要預測變項，其中以

方便學習的結構管道的預測力最佳。 

此外，在對教師專業承諾之「研究進修」的預測情形，以「結構

管道」與「核心價值」為主要預測變項，其中以方便學習的結構管道

的預測力最佳；對教師專業承諾之「專業關係」的預測情形，以「結

構管道」、「核心價值」、「經營模式」為主要預測變項，其中以方便學

習的結構管道的預測力最佳；對教師專業承諾之「留業傾向」的預測

情形，以「經營模式」與「核心價值」為主要預測變項，其中以強化

學習的經營模式的預測力最佳。可見在學校學習文化的向度中，方便

學習的結構管道是教師專業承諾高低的重要關鍵因素。 

    此一研究結果顯示，學校如欲增進教師對教育工作的專業認同，

應該多強調有利學習的核心價值，如教師應注意自己的專業成長、重

視終身學習、相信用對方法就能帶好學生以及具備科學的態度等；如

欲加強教師的樂業投入、專業倫理、研究進修與專業關係，都應多提

供方便學習的結構管道，如鼓勵教師參加學習相關活動、投入行動研

究、時時反省檢討與成果發表，以及請有經驗的教師擔任指導等；最

後，如欲強化教師的留業傾向，則在行政上應強化有利學習的經營模

式，如運用給予教師在行政上的支援、減輕教師的行政負擔、表揚優

良教師等方法，如此始得提高學校整體的學習文化，進而增強教師整

體的專業承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