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民小學學校學習文化暨教師專業承諾之現況

及其關係，並瞭解教師人口變項、學校背景變項對學校學習文化及教

師專業承諾的影響。除蒐集、閱讀、整理、歸納有關學校學習文化及

教師專業承諾之理論與相關研究外，亦提出研究架構、編製問卷、問

卷調查、回收資料等，並就調查所得資料進行統計分析、討論，以形

成結論、提出建議，提供教育行政機關、國小行政經營及未來相關研

究之參考。 

 

第一節 結論 

     

    本節擬就文獻探討結果、調查研究發現，並依研究目的，歸納出

本研究之結論如下： 

 

壹、 國民小學學習文化與教師專業承諾之內涵可分為六大向度 
 

根據本研究發現，國民小學學習文化之內涵可分為六大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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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強化學習的經

營模式；而在教師專業承諾內涵方面，也可分為六大向度，分別為：

專業認同、樂業投入、專業倫理、研究進修、專業關係與留業傾向。 
 

貳、 國民小學學校學習文化的現況尚佳，其中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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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向度得分最高，最低則為「鼓勵學習的合作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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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得分在六點量表中，換算成百分制，相當於 78 分，得分的程度屬於

中上。由此可見，國民小學整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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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得分在在六點

量表中，換算成百分制，相當於 81、81、80、75、75、74 分，得分

程度亦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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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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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的向度教師知覺程度最高，顯示此三向度的學

習文化是目前國小教師認為現況較佳的。 

     

參、 國民小學學校教師專業承諾的現況佳，其中以「專業倫理」向

度得分最高，最低則為「留業傾向」 
 

    根據本研究發現，國民小學教師專業承諾調查問卷之得分在六點

量表中，換算成百分制，相當於 85 分，得分的程度屬於中上，顯見

國民小學教師整體專業承諾的實際情形尚佳；至於在國民小學教師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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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在六點量表中，換算成百分制，相當於 90、85、85、84、84、81

分，得分程度亦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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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以專業倫理向度之得分顯著大於其他五個向度，顯示

國民小學教師專業承諾在「專業倫理」上情形較佳。 

    

肆、在背景變項中，性別為男性、年齡較高、服務年資較長、現任職

務為校長或主任、學校規模為 12 班以下及學校歷史介於 21～30

年者其在知覺學校學習文化得分上顯著優於其他組別之教師 
 

    在學校學習文化上有顯著差異的教師背景變項與學校背景變項

經事後比較的結果為：在教師性別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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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師年齡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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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

師年資服務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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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師現任職務方

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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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外，在學校規模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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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歷史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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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教師之最高學歷與學校所在地區等

背景變項在學校學習文化上則無顯著差異。 

 

伍、在背景變項中，最高學歷為研究所、年齡較長、服務年資較長、

現任職務為校長或主任、學校歷史介於 21～30 年者其在教師專

業承諾得分上顯著優於其他組別之教師 
    

在教師專承諾上有顯著差異的教師背景變項與學校背景變項經

事後比較的結果為：在教師年齡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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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師最高學歷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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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師年資服務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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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師現任職務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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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學校歷

史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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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教師之性別、



學校規模與學校所在地區等背景變項在學校學習文化上則無顯著差

異。 

 

陸、教師知覺學校不同程度之學習文化在教師服專業承諾上有顯著差 

   異 
 

    本研究將教師知覺學校學習文化問卷之得分劃分為低、中、高三

組，這三組之學校學習文化在整體教師專業承諾的得分上，均有顯著

差異；同時，在「整體教師專業承諾」的得分上，高分組顯著優於中、

低分組；而中分組顯著優於低分組；顯見，教師知覺學校學習文化的

得分愈高，其在整體專業承諾及其各向度上的得分也愈高，學校學習

文化與教師專業承諾間應存在著正向的關係。 

 

柒、學校學習文化與教師專業承諾兩者之間具有正向的關連 
 

    根據本研究結果發現，學校學習文化及各向度，與教師專業承諾

及各向度間呈現出顯著的正相關。亦即，教師知覺學校學習文化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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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度表現愈高，則教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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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業傾向亦愈高。所以，若學校能重視教師學習

文化的提升，在認知上推動有利學習的核心價值，在氣氛上塑造教師

相互分享、溝通與合作的習慣，在制度上提供方便教師學習措施，應

能有效提昇教師的專業承諾。 

 

捌、學校學習文化對教師專業承諾具有預測力 
 

    為探討學校學習文化各向度對教師專業承諾是否具有預測力，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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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發

現六個變項之中，以方便學習的結構管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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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者聯合預測力最佳，尤以

方便學習的結構管道最具預測力，亦即學校學習文化對教師專業承諾

具有正向的預測作用，係對教師專業承諾之重要影響因素之一。因

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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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學習的結構管道」、「有利學習的核心價值」、「強化學習

的經營模式」、「鼓勵學習的合作社群」等四種學習文化面向。 

 

 

第二節 建議 

 

    根據本研究之文獻分析、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僅提出以下幾點

建議，提供教育行政機關、國民小學學校經營、國民小學教師本身及

未來研究之參考。 

 

壹、對教育行政機關的建議 

 

本論文旨在探討學校學習文化暨教師專業承諾，兩者均係影響教

育品質良窳之重要因素，其動向、互動如何，自然值得教育相關單位

之重視，因此擬就本研究結果提出建議。 

 

一、 建議教育行政機關定期舉辦營造學校學習文化相關知能研習活

動，增進國民小學行政經營與教師本身對學習文化的瞭解與實

際執行 
 

    根據本研究發現，教師知覺學校不同程度之學習文化，其對專業

承諾具有顯著的差異，因此學校行政單位與教師本身若能瞭解、體會

學校學習文化之內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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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教師專業承諾之內涵（專業認同、樂業



投入、專業倫理、研究進修、專業關係、留業傾向），進而強化推展

學校學習文化所需要的知能，必能有效提升學校內教師的學習文化，

有助於教師專業承諾的提升。職是之故，為使學校行政人員與教師具

有豐富的專業學養，並具備學習文化的知能，教育行政機關宜定期舉

辦學習文化相關知能研習活動。該活動除闡釋學習文化相關的內涵、

功能外，亦可針對如何營造有利學習的文化進行經驗分享與交換，以

提昇學校整體的學習文化，進而提高教師之專業承諾，促進學校整體

發展。 

 

二、建議教育行政機關加強對教師學習的相關評鑑，鼓勵學校營造利

於教師學習的環境，促進教師主動學習 
 

    根據本研究發現，在專業承諾的六個向度中，教師的留業傾向顯

著性的較低，而在預測教師留業傾向上，又以「強化學習的經營模式」

向度預測力最高，因此學校行政單位能否營造利於教師學習的環境，

例如減輕教師與教學無關的負擔、提供教師在專業成長上的支援與給

予教師精神及實質上的鼓勵等，都足以影響教師的留業傾向與整體專

承諾的高低；因此，教育行政機關可以針對學校進行與教師學習相關

的評鑑，給予學校在經營學校學習文化的動力與意見。此外，根據文

獻探討發現，要營造有利學習的文化除了學校本身的經營措施外，教

師自我的主動學習、分享與合作也相當重要，以往教育行政機關在進

行評鑑時多以學校為單位，但教師個人因素也必須加以考慮，建議往

後教育行政機關在進行學校學習文化相關評鑑時，也將教師個人的評

鑑加以考慮，以促進教師的主動學習。 

 

三、建議教育行政機關鼓勵教師進修，以提升教師的學習態度、方法

與整體教育專業承諾 
 

根據本研究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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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教師在進修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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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研究進修與學校學習文化也有顯著的正

相關，而方便學習的結構管道與有利學習的核心價值又最能有效預測

教師的研究進修。因此建議教育行政機關應鼓勵教師進修，特別是提

供教師校內外多種、有彈性的學習機會，以及鼓勵教師自我反省與發

表教學成果，且在進修內容方面，可加入教師對於與學習相關核心價

值的探討與瞭解，應能有助於教師整體的學習文化與專業承諾。 

 

四、建議教育行政機關適度調整學校的班級規模，以提昇學校的學習

文化 
 

    根據本研究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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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可能有二：一者因小型

學校教師少，與其他教師的互動量高，感情較為深厚，故在分享與合

作上較為容易；一者因小型學校教師兼任學校行政工作的機會較多，

工作關係較為密切，因此行政在推動教師學習相關活動也較方便。因

此，教育行政機關宜針對都市地區的大型學校研擬對策、寬列經費、

增設學校，解決學校班級數過多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以提昇學校的學

習文化。 

 

貳、對國民小學行政經營的建議 

 

    學校的經營關係著教師個人的成長與整體學校的發展，對於能否

有效贏造利於教師學習的環境相當重要，因此擬就本研究結果對國民

小學學校經營方面提出數點建議。 

 

一、在學校制度上，建議國民小學行政單位能有效建立與提供方便教

師學習的結構管道 
 

    根據本研究發現，在預測整體教師專業承諾方面，以「方便學習



的結構管道」向度預測力最高，而在方便學習的結構管道向度的現況

分析又發現，教師多知覺到學校能夠鼓勵教師參加校外的相關研習、

會議或進修大學學位，與在校內舉辦各種研習活動，但是在知覺學校

鼓勵教師透過筆記或日記加以反省自己的教學、根據自己的教學經驗

從事寫作或成果發表與鼓勵教師主動觀摩其他教師教學的則較低。但

良好學習的結構管道知識指的不僅是教師能夠方便的取得其教學或

帶班所需要的知識，還需透過將知識內化的歷程才算是真正學習成

功，因此建議國民小學行政單位在建立與提供方便教師學習的結構管

道時，特別重視能讓教師將所學知識加以內化的學習管道，如此才能

有效營造利於教師學習的文化，進而提升教師的專業承諾。 

 

二、在行政運作上，建議國民小學行政單位能採取以教師學習為中心

的經營模式  
 

    根據本研究發現，在預測教師留業傾向上，以「強化學習的經營

模式」向度預測力最高，因此學校行政單位能否營造利於教師學習的

環境，例如減輕教師與教學無關的負擔、提供教師在專業成長上的各

種支援與給予教師精神及實質上的鼓勵等，都足以影響教師的留業傾

向與整體專承諾的高低；此外，在「強化學習的經營模式」向度現況

分析方面，顯示整體的經營模式得分偏低，且在減輕教師與教學無關

的負擔上得分更是最低；教師的學習有賴學校行政的協助與支持，因

此建議國民小學行政單位能採取以教師學習為中心的經營模式，特別

加強在減輕教師與教學無關的負擔上，或盡量利用資訊科技或義工招

募來分攤教師的日常工作，應能給予教師更好的學習環境，創造良好

的學習文化。 

 

三、 在團隊事務上，建議國民小學行政單位能鼓勵學校教師組成緊

密的合作社群 
 

    根據本研究結果發現，在預測國小教師專業承諾上，「鼓勵學習



的合作社群」也是主要的預測指標之一，且在學校學習文化的現況分

析中更發現，「鼓勵學習的合作社群」之得分顯著低於其他五個向度，

顯示國民小學教師的合作情況仍有待進步，因此建議國民小學行政單

位能鼓勵學校教師組成緊密的合作社群，共同合作發展教學計畫、協

同教學或分享教學心得，並利用網際網路使學校教師社群更加緊密，

如此才能提昇學習文化，增進教師的專業承諾。 

 

 

參、對國民小學教師本身的建議 

 

一、建議教師本身應隨時省思教學，以促進知識的內化 
 

根據本研究結果發現，在預測整體教師專業承諾方面，以「方便

學習的結構管道」向度預測力最高，而在方便學習的結構管道向度的

現況分析又發現，教師多知覺到學校能夠鼓勵教師參加校內外的相關

研習、會議或進修大學學位，但是在知覺學校鼓勵教師透過筆記或日

記加以反省自己的教學、根據自己的教學經驗從事寫作或成果發表與

鼓勵教師主動觀摩其他教師教學的則較低。但良好學習的結構管道知

識指的不僅是教師能夠方便的取得其教學或帶班所需要的知識，還需

透過將知識內化的歷程才算是真正學習成功，因此建議國民小學教師

除了參與進修研習之外，更需進一步在自我的教學中獲得學習，將有

形的知識轉化成內在可用的知能，教師可以透過撰寫筆記、日記或案

例，將某些特定的教學經驗記載並反省，或透過觀摩有經驗的教師以

改進自己的教學，如此才能有效營造利於教師學習的文化，進而提升

教師的專業承諾。 

 

二、建議教師本身應建立良好的同儕關係，以促進彼此的合作分享 
 

根據本研究結果發現，在預測國小教師專業承諾上，「鼓勵學習

的合作社群」也是主要的預測指標之一，且在學校學習文化的現況分



析中更發現，「鼓勵學習的合作社群」之得分顯著低於其他五個向度，

顯示國民小學教師的合作情況仍有待進步；若學校內有一運作良好的

學習團隊，對於教師本身與整體學校的學習氣氛相當有幫助，因此建

議教師本身應與同儕教師建立良好的關係，學習互相合作，發展教學

計畫與協同教學，此外更可學習利用網際網路，讓教師彼此間的討論

聯繫更加緊密，不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如此才能提昇學習文化，增

進教師的專業承諾。 

 

三、建議教師本身應與學校成員建立良好的溝通對談，以促進彼此的

瞭解與學習 
 

根據本研究結果發現，在學校學習文化現況分析上，「促進學習

的溝通對談」向度得分顯著低於其他三個向度（核心價值、結構管道、

知識分享），整體得分也低於平均；教師能否與學校其他成員有良好

的溝通對談，不但關係著學校組織氣氛的好壞，也是教師本身能否進

一步學習的關鍵因素之一，因此建議教師本身應能以建設性的方式挑

戰其他人的想法，也要能坦誠傾聽與討論對話，如此才能有效提昇學

習文化。 

 

肆、對未來相關研究的建議 

 

    目前國內關於學校學習文化導暨教師專業承諾的研究成果並不

多，因此本研究擬就尚待開發研究課題提出幾點建議。 

     

一、在研究架構方面 
 

    根據文獻分析得知，影響教師專業承諾的因素很多，目前有關教

師專業承諾之研究，大多係就其前因後果變項進行分析探討，而本研

究則僅探討影響教師專業承諾的前因變項：「學校學習文化」。事實

上，影響教師專業承諾的因素很多，主要有兩大類，一為教師個人背



景因素，例如性別、年齡、職務、服務年資、學歷、任教階段、學校

規模、學校所在地等；一為學校情境因素，例如領導方式、學校文化、

待遇、升遷、工作環境等，因此在學校情境因素方面，除了本研究所

探討的學校學習文化外，亦可探討其他的前因變項，如校長領導、校

務參與、環境知覺、教師進修、工作價值觀等，或者可探討後果變項，

如班級經營、教學效能與學校效能等。當然，亦可兼具前因與後果變

項進行探討，以建立完整的模式，深入剖析教師專業承諾的問題。 

 

二、在研究對象方面 
 

    由於時間、能力與經費所限，本研究僅能以臺北市與臺北縣之公

立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並未包含私立小學及其他縣市之國民小

學教師，且所以在研究推論上，不免有所限制，未來之研究對象若能

進一步增加私立小學及其他縣市之樣本，則研究結果當更具正確性與

推論性。 

 

三、在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在編製問卷初稿之前，雖以文獻探討所建立之研究向度為

依據，對學校實務工作者進行訪談，以作為編製問卷初稿之參考，但

以問卷調查之方法進行研究，難免因受試者作答反應心向偏差，而陷

入量化研究之限制。所以，未來可採質的研究，以實地觀察、個案研

究、深度訪談等方法，蒐集更深入的資料進行探討，同時亦可採行質

化與量化兼具的研究，使研究結果更具客觀性。當然，編製問卷初稿

所參考之學校實務工作者的訪談資料，亦可進一步地分析探討，以補

量化研究之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