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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自民國 84 年「教師法」公布，我國教育生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受到

外國教育改革的影響，我國教育呈現多元開放的樣態，從以往中央集權的

生態，逐漸走向權力下放，學校的運作不再僅由校長及行政人員主導，而

漸漸瞭解站在第一線教育現場的教師，其聲音應該同樣受到重視，否則僅

是學校表現的改變，而沒有針對教育人員內在觀念與態度進行瞭解與調

整，教育改革只進行了表面的改變，而底層根本的問題仍不動如泰山。因

此本研究主要的目的在於瞭解臺北市立國民中學教師彰權益能的現況，以

及在不同背景變項之下，教師彰權益能情形的差異，並進一步釐清教師彰

權與益能之間的關連性，探討教師彰權益能的作法，以作為學校辦學及後

續研究之參考。 

    本研究以臺北市立 59 所國民中學，5804 位合格教師為資料分析對象，

從全部母體中以分層隨機抽樣方式抽取 39 所學校為代表學校，再依不同

學校規模抽取樣本數，總計發出 1008 份問卷，共回收 826 份，回收率為

81.94％，整理問卷回收填答有效情形，剔除廢卷計 9 份，合計有效樣本

共計 817 份，可用率為 98.91％；再就四種不同權能關係，以立意抽樣方

式分別抽取 2名進行訪問，共計有 8名受訪者。資料分析方面，就問卷部

分係根據問卷回收情形先進行資料分析，問卷資料所使用的統計方法為描

述性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單因子多變量變異數分析及典型相關分

析等，訪談資料則依據訪談錄音內容及筆記紀錄進行歸納整理，重點列出

受訪教師對教師彰權益能的看法、經驗及建議。本章即根據文獻探討及研

究結果與討論進行結論的歸結，並進一步提出建議，以下謹就結論與建議

分以兩節加以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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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結論 

    根據文獻探討、問卷調查結果及訪談分析，本研究可將結論分為下列

幾點： 

壹、臺北市立國民中學教師彰權益能現況呈現中上程

度，「自我效能」向度最高，「參與決策」向度最

低；惟「權能皆低」比例仍高達三分之一強 

一、就各向度而言 

臺北市立國民中學教師在彰權益能的表現平均得分為 2.98 分，若以

本問卷四點式量表計分方式，整體呈現中上程度，在所有向度中以「自我

效能」得分 3.29 最高，而「參與決策」得分 2.58 最低，這與潘安堂（2002）、

鍾任琴（2000）、郭逸瑄（2002）、莊錦堂（2004）、Short 和 Johnson（1994）

及 Rinehart 等人(1998)的研究結果一致。總體而言，臺北市立國民中學

教師在彰權益能的表現上，「彰權」的表現情形不如「益能」的表現情形

來得高。 

二、就權能關係而言 

從問卷調查分析可知，臺北市立國民中學教師的權能關係的分布情形

呈現兩極化的分布，其中以在「權能皆低」及「權能皆高」兩個象限比例

最高，各自佔了 36.1%及 31.4%，顯見僅有約近三分之一（31.4%）的教師

達到相對理想的狀態，其餘超過三分之二的教師皆處於尚待改進的狀態，

更有超過三分之一（36.1%）的教師就像是陷入沙坑的士兵般，疲憊而無

力。 

 

貳、在權能關係分佈上，男性、年齡越長、服務年資

越久、擁有研究所以上學歷、兼任行政及進修時

數越高之教師在「權能皆高」象限的人數比例越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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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權能皆高及權能皆低兩個象限的背景變項人數分佈情形來看，就性

別而言，在「權能皆高」象限男性教師比例明顯高於女性，而在「權能皆

低」象限男性教師則明顯低於女性，顯見男性教師的權能表現是比較理想

的；就年齡及服務年資而言，大致呈現隨著年齡及服務年資增加，「權能

皆低」的比例逐漸減低、「權能皆高」的比例逐漸增加的趨勢；就最高學

歷而言，教師呈現隨著最高學歷越高而逐漸升高的趨勢，即研究所以上學

歷的教師其權能表現比起大學學歷的教師來得理想；就在現任職務而言，

兼任行政人員的教師普遍而言，比未兼任行政人員的教師在權能表現情形

較佳，其中又以教師兼主任在「權能皆高」象限中人數比例最高，達 74%

之高；就進修時數而言，在權能皆低象限中，以一學年平均進修時數在一

天（8 小時）以下的教師所佔比例最高，而在「權能皆高」象限中，以一

學年平均進修時數在三至五天（25-40 小時）的教師所佔比例最高，整體

而言，一學年平均進修時數越高的教師其權能表現越理想，相反地進修時

數越低者其權能表現越差。 

另外是否為教師會成員、學校規模及學校歷史三項並無較明顯的差

異。 

 

參、在彰權益能的表現上，男性、擁有研究所以上學

歷、兼任行政及一學年平均進修時數在五天以上

之教師表現最佳；在年齡、教育界服務年資、是

否加入教師會、學校規模及學校歷史變項上則無

顯著差異 

一、男性教師在彰權益能情形上表現較女性教師佳 

在彰權益能整體表現上，男性教師得分顯著高於女性教師，這與鍾任

琴(2000)、陳志和（2003）、洪嘉鴻（2003）、莊錦堂（2004）及曾富明（2005）

的研究結果一致；而在「彰權」及「益能」兩部分男性教師得分亦顯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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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女性教師；再就各向度而言，男性教師在除了在「專業自主」向度得分

未顯著高於女性外，在「參與決策」、「專業權威」、「專業知能」、「自我效

能」及「專業成長」等五向度男性教師得分均顯著高於女性教師。 

二、擁有研究所以上學歷的教師彰權益能情形表現較擁有大學學

歷（包括師範及非師範體系）的教師佳 

從最高學歷的不同看彰權益能整體表現，發現擁有「研究所以上」學

歷的教師表現最佳。而在「彰權」與「益能」兩部分，均以擁有「師範體

系大學」學歷的教師表現最差；從最高學歷在各向度來看，除了在「參與

決策」及「專業自主」兩向度得分未達顯著差異外，在「專業權威」、「專

業知能」、「自我效能」及「專業成長」等四向度均以擁有「研究所以上」

學歷的教師表現最佳，擁有「師範體系大學」學歷的教師表現最差。 

三、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在彰權益能情形上表現較佳，其中又以「教

師兼主任」最佳 

從現任職務的不同看彰權益能整體表現，發現以兼任行政職務的教師

表現較佳，其中又以「教師兼主任」表現最佳，這與王麗雲與潘慧玲

（2000）、鍾任琴（2000）、廖運楨（2002）、潘安堂（2002）、郭逸瑄（2002）、

洪嘉鴻(2003)、陳志和(2003)、莊錦堂（2004）及曾富明（2005）等人的

研究結果一致。而在「彰權」與「益能」兩部分，均以「教師兼主任」表

現最佳，而以「導師」表現最差；現任職務在各向度而言，在「參與決策」、

「專業自主」、「專業權威」、「專業知能」、「自我效能」及「專業成長」等

六向度均以「教師兼主任」表現最佳。 

四、一學年平均進修時數在五天以上的教師在彰權益能情形上表

現較一學年平均進修時數不足五天的教師佳 

從進修時數的不同看彰權益能整體表現，以一學年平均進修時數達

「五天（40 小時）以上」的教師表現最佳。而在「彰權」與「益能」兩部

分，均以一學年平均進修時數達「五天（41 小時）以上」的教師表現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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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一學年平均進修時數在「一天（8小時）以下」的教師表現最差。 

五、在年齡、教育界服務年資、是否加入教師會、學校規模及學

校歷史變項上，教師彰權益能表現並無顯著差異 

    從不同年齡、教育界服務年資、學校規模、學校歷史及是否加入教師

會等變項看彰權益能的整體表現，均未發現有顯著差異的情形。 

 

參、彰權與益能間具有正相關 

本研究就「彰權」與「益能」進行典型相關分析，發現教師越是具有

參與決策、專業自主及專業權威，相對地也越能有專業知能、自我效能及

專業成長。 

根據文獻探討及問卷統計結果，本研究對於「彰權」與「益能」內涵

的關係，與陳志和有相同的發現，教師權力的彰顯，有助於其對自身所需

具備能力的知覺；能力的增益，則有助於教師展現其所增加的權力，因此

教師權力的彰顯下，能夠促使其不斷追求自身能力的增益，而能力不斷地

增益，則有條件要求更多的權力。 

 

肆、教師個人、學校內部、學生學習態度、家長支持

程度及社會價值觀念等因素會對教師彰權益能表

現情形產生重要影響 

    經由文獻探討及訪談的結果可以發現，影響教師彰權益能的因素可從

教師個人、學校內部、學生學習態度、家長支持程度及社會價值觀念等方

面來探討。 

在教師個人因素方面，主要在於教師人格特質及其專業能力的部分。

在教師人格特質部分，教師是每天與學生直接接觸的人，其教育信念、工

作認同、溝通模式都對學生產生潛移默化的效果，也是影響其彰權益能表

現情形的重要因素；而專業能力的部分則在於教師的專業權威來自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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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教師在專業能力上是否能展現時應有的水準，自然成為影響其彰權益

能表現的因素之一。 

在學校內部因素方面，主要在於同僚的支持與校長的領導風格。學校

教師間平常工作看似相互獨立，卻又互相關連，形成一鬆散結合的狀態，

以往教師間對話甚少，造成互動關係冷漠，而近年來在「協同教學」觀念

的倡導下，同僚間的相互支持成為影響教師彰權益能的重要因素，教師感

受到同事間溝通與互動良好，能經常共同研究、討論，相互支持、打氣，

將使教師權能趨向正向發展；而校長身為一校之長，其領導風格自然是影

響教師彰權益能表現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學生學習態度方面，教師在教學生涯中，幾乎脫不了與學生的互動

關係，師生關係的良善與否，會影響教學效能，而學生的學習態度，對於

教師的教學自信心有一定的影響，也理所當然成為影響教師彰權益能的重

要因素之一。 

在家長的教育態度方面，家庭教育是行塑一個人人格特質的重要搖

籃，因此家長的教育態度一方面影響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態度，同樣地也是

影響教師彰權益能的重要因素。 

在社會價值觀方面，長期以來我國社會價值觀的偏差，文憑主意及升

學主義掛帥，即使近年來提倡教育改革，仍無法完全泯除社會大眾對於「升

學至上」觀念的偏執，造成不同學科間教師所受到的社會重視度不一致，

相對地影響其彰權益能的表現情形。 

 

伍、增進教師彰權益能的具體策略，可從教師個人本

身、學校環境及社會環境等三大部分著手 

一、在教師個人部分，致力提升自我專業知能，並增加專業進修

的機會 

    教師的專業是教學，在知識經濟的時代中，教師如何提升自我專業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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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與技能，成為提升教師權能的重要關鍵，而專業知能的提升要透過不斷

地進行專業進修，一方面精進教學，一方面增加教學專業自信心，因此增

加專業知能與不斷專業進修是一體兩面，透過不同行式的專業進修，教師

的專業知能能與日遽增，進而提升其權能感。 

二、在學校環境部分，校長應充分支持與鼓勵教師，同僚相互支

援協助，賦予教師自主的尊重，激發學生學習動機，並且適度與家長

進行教育態度的溝通 

    在學校環境部分，校長身為一校之長，其治校的理念及態度對於教師

彰權益能的表現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因此，校長應透過轉型領導的運

用，營造校園中開放分享的組織氣氛，並帶動學校教師進修並以創新的方

式發揮專才，激發其潛能，如此將有助於教師提升彰權益能的表現；而教

師因工作環境及工作性質的關係，長期處於工作獨立的情況下，與同僚的

互動不多，容易形成封閉的心態，在近年來提倡協同教學的風氣下，教師

間應培養彼此交流互動的習慣，相信透過教師同僚間的相互協助，不但能

提升教學效能，對於增進教師權能感更有莫大的助益；另外，應賦予教師

在自主權上的尊重，除了教學自主權以外，教學以外的行政事務也應尊重

教師的意見，增加教師參與學校事務的意願；最後教師除了直接面對學

生，應運用各種方式激發學生學習動機外，亦是家長與學校間的溝通橋

樑，因此教師應適時與家長進行教育態度的溝通與疏導，扮演起學校與家

庭間中介者的角色。 

三、在教育環境部分，教育行政機關應簡化學校行政負擔，考量

政策關連性及一貫性；師資培育機構則應加強規劃與教育現場符應的

課程，並加強培養教師的人文素養及道德觀念 

在教育環境方面，可從教育行政機關及師資培育機構兩方面來看，教

育行政機關方面，應盡量簡化學校的行政負擔，政策間的共同性及連貫性

應於規劃時一併通盤考量，避免造成學校教師多餘的行政工作負擔；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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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機構方面，於規劃師資培育課程時規劃與目前教育現場較為貼近

之教育專業課程，並且加強教師的人文素養與道德觀念。 

第二節  建議 

本節旨在根據研究結果與結論，提出以下建議，以供教育行政機關、

學校、校長、教師及後續研究之參考。 

 

壹、重視教師彰權益能的觀念宣導及相關研習課程的

安排，並鼓勵教師進修更高的學位 

「教師彰權益能」的觀念來自於近年來教育改革中「權力下放」的倡

導，對我國而言，可以說是一個新興的教育改革觀念，傳統以來教師扮演

的角色是無聲且保守的角色，多將教育改革的責任摒除於自身之外，然在

教師彰權益能的觀念下，教育行政機關必須負起喚醒教師權力與義務的任

務，教師必須體認當前的教育環境下，其自我權能增長的重要性。因此，

舉辦相關教育改革理念的研習及適當地對教師進行教育政策的說明與觀

念的宣導，對於教師彰權益能觀念的增長有其方向上的重要意義。此外，

在校長培育及師資培育過程中，亦應安排相關的課程，使其對於教師權力

與能力的角色認知有較為深刻的體認。 

另外，本研究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最高學歷在研究所以上的教師，其

彰權益能表現情形較佳，而平均一學年進修時數在 41 小時以上的教師其

彰權益能的表現情形相對於低於 41 小時者來得較佳，顯見不斷進修對於

教師增長見識及充實專業有其不可忽視的重要性。因此教育行政機關於規

劃研究所課程及入學管道時，應考量教師在職進修的需求，並評估教師工

作性質及時間的特殊性，設置適合教師在職進修的研究所專班，而在課程

規劃上，應將教師於教育第一線所會遭遇的困難與問題一併納入課程規劃

時參考，多開設實務性課程，並且建議開設專題製作性質的課程，讓教師

能夠就實務經驗進行經驗交流與溝通；此外，教育行政機關應針對教師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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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課程的開設加以統整規劃，並設立一公開的資訊公告系統，讓教師得以

透過該管道獲取研習資訊。 

貳、重視學校人力配置的問題，減輕教師工作負擔，

建立行政人員輪調制度，以增加教師進修意願，

讓教師有機會接觸不同行政工作 

本研究透過訪談的過程中，受訪者表示許多教師之所以進修意願不

高，原因包括班級沒人照顧、排課節數太多及行政工作繁重等，而這些因

素的產生一方面與學校人力不足及行政人員多由教師兼任有關，目前許多

學校因規模與組織編制的關係，教師必須兼任其他學科的課程，這樣的情

形非但使教師工作壓力增大，亦非學生平等受教之福，教育行政機關必須

正視學校教師人力配置的問題，減輕教師因兼課所帶來時間與精神上的負

擔；另外目前我國學校行政人員除部分由專職公務人員擔任外，其他多由

教師兼任，究竟學校行政人員應由專職人員擔任抑或由教師兼任，其間各

有利弊，尚無定論，惟為避免因兼任行政人員造成教師工作上的負擔，應

建立適當的輪調制度，一方面讓不同教師有歷練行政工作的機會，另一方

面避免同一教師因長期兼任行政人員而減少專業進修的時間與機會。 

 

參、鼓勵女性教師多參與校務，盡量配合其家庭作息

安排活動，並考量於空間及經費許可下於校內增

設托兒所，適度解決教師子女托育問題 

針對本研究有效的抽樣樣本進行分析，男女性教師人數分別為 232 人

及 579 人，比例約為 1：2.5，顯見臺北市立國民中學中，女性教師遠超過

男性教師二倍之多，而女性教師的彰權益能表現情形卻顯著低於男性教

師，這樣的情形在歷年來相關研究中亦有相同的發現。從我國傳統的「男

主外，女主內」觀念來思考，女性一直以來多被期待扮演保守、顧家而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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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的角色，本研究所採取的樣本中，年齡的 40 歲以下的教師，占六成之

多（60.49％），值此年齡的教師，其子女多尚屬年幼，需要父母付出較多

的關懷與照顧，而母親往往肩負養兒育女及照顧家庭的重擔，需付出較多

的時間與精力，此可能是導致女性教師在關心及參與校務的程度上相對不

如男性教師的原因，也造成了學校兼任行政工作的人員亦多以男性教師為

主。為了有效改善女性教師參與校務的情形，女性教師應摒除傳統觀念的

束縛，更積極主動地關心學校事務，投入學校校務發展，而學校在安排校

內外各項活動時，亦應將此因素納入考量，配合女性教師照顧家庭的需

求，盡量將活動安排在假日並事先告知教師，並且完備事前行政作業，以

臻行政準備的效率；另一方面亦可考量在空間及經費許可的情形下，於校

內增設托兒所，讓教師更能全心全力地投入工作，進而增加其權能感。 

 

肆、正視教師權能剝奪的情形，增加教師參與校務決

策的機會，重視教師表達之意見，提升教師權能

感 

本研究問卷調查指出，以臺北市立國民中學教師而言，尚有 36.1%的

教師處於權能皆低的狀態，此現象值得有關單位重視，權能的剝奪感易引

致教師疏離感的產生，對於組織文化並非良好的現象，研究者認為教育行

政機關及學校都必須正視教師專業的權能問題，對於教師專業充分授權，

讓教師在專業上能夠發揮所長，並且培養教師的專業能力，提升教師專業

素質，讓教師不僅擁有「權」，更在「能」方面同時獲得增長，「權」與「能」

之間相生相長，形成一良性循環，才能逐步改善教師權能剝奪的情形，助

長學校效能，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而在本研究問卷調查的結果中，教師彰權益能的各向度中，以「參與

決策」向度平均得分最低，而從訪談結果中得知目前學校教師參與決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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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多以於相關會議中表達意見為主，但亦可發現大部分決策多循先行

由行政人員規劃完成後，再於會議中向教師說明的模式，教師多處於配合

執行的地位。然學校事務多如牛毛，並非每一項決策都必須勞師動眾，如

此亦失去職務分層負責之實質意涵，而學校應讓教師有機會參與與其工作

有直接關係的決策，如課程規劃、教材及教學設備選用等，並於規劃階段

即賦予教師參與討論、發表意見的機會，畢竟教師為教學第一線面對學生

的人，應有權力及責任參與學校決策的過程，而教師在參與的過程中，亦

應本於專業教育人員的角度，提出對於學生學習及學校校務發展有建設性

的建議，以免讓原本民主參與的美意流於形式。 

 

伍、校長以專業領導者的角色，協助教師彰權益能的

增長 

在本研究的訪談結果顯示，校長為影響教師彰權益能表現的重要他

人，校長是否抱持支持的態度將影響教師彰權益能的表現。以往在傳統的

學校領導實務上，校長扮演決策者的角色，學校中多呈現校長一人決策的

情形，但近年來「權力下放」的教育改革風潮盛行，校長應體認到教師為

學生的學習扮演起第一線關鍵角色，因此應讓教師有參與相關校務決策的

機會，而校長應以專業領導者的角色，非權力地位的領導者，適當地關懷

教師的心理需求，賦予教師專業權力。相關研究發現校長在考慮學校組織

目標與教師心理滿足等兩項要素兼顧之下，以兼採倡導與關懷的領導行為

較能提升教師的專業權能感。而校長除了關懷教師並予以必要的尊重外，

更應發揮第五級領導（Level 5 Leadership）的精神，對自己本身專業有

所堅持，並以謙沖為懷的態度面對外界與成員，甚至協助教師同樣具有第

五級領導的能力。因此，校長應適當地授權予教師，並增進其能力，使教

師彰權益能發揮其影響力，如此將有助於組織的團隊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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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 教師應體認教育專業的本質，積極扮演專業角

色，並且培養正向思考、自我負責及反省的心理

能力 

    教師因工作性質的關係，養成長期以來沈默與保守的文化，在學校裡

往往隸屬無聲的一群，以往的學校運作多以校長及行政人員為決策中心，

教師多為配合執行的角色，更加深了教師在學校中被忽視的情形，也間接

削弱了教師對專業的自信心，因此要增進教師彰權益能的表現，應先建立

其對教育專業自信心，教師越肯定、認同教育專業的本質，則其專業表現

相對越趨正向，也越能在專業上展現堅持，因此教師應積極充實自我專業

能力，配合權力的下放，讓教師「權」與「能」之間呈現相互增長、互相

輝映的結果，積極扮演教育專業的角色。 

此外，教師面對改革的態度與意願，是影響教師彰權益能能否成功的

重要因素。在本研究中，仍有近三分之二的教師其權能發展是處於待改進

的狀態，要使教師朝向權能兼備的方向努力，要先培養教師有意願接受彰

權益能後的責任與改變，增進教師的正向思考、自我負責及反省的能力，

讓教師能內發性地對自身權力與能力有所知覺，進而願意去接受改變，以

樂觀的角度看待因教育改革所帶來的陣痛，並對於教育改革抱以較為積極

正向的態度，而不要一昧地以拒絕、冷漠的態度面對，並與同儕進行正向

的溝通，減少負面的思考，並且適時地針對教學作進一步的檢討，如此方

能對教師彰權益能奠定堅實的基礎。 

最後，民主的真諦在於「參與」，每一位教師均有相同的機會可以參

與並表達意見，然如何從不同的意見中尋求大家都可接受的共識，使「參

與」有其實質的意義，才是民主最珍貴的意涵，因此在增進教師彰權益能

的過程中，教師被賦予表達意見的權力，每個人的意見均應受到「重視」，

但並不代表每個人的意見就必須被「採納」，因此，教師相對地也必須體

認民主是相互溝通、協調的過程，是一個從歧異中尋求共識的過程，而非

一昧說服別人來認同自己的想法，而應該多傾聽不同的意見，包容不同的



臺北市立國民中學教師彰權益能之研究                                                  

 148

想法，從彼此的腦力激盪中尋求對學校運作最有助益的解決問題之道，如

此方能一方面增加學校整體運作的行政效能，另一方面從參與校務中提升

教師的權能感。 

 

柒、 對未來研究的建議 

一、 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主要針對臺北市立國民中學教師進行研究與抽樣調查，因而研究範圍

的推廣亦僅限於臺北市立的國民中學，後續研究若能夠將研究對象闊極致其他縣

市甚或全國各縣市，將能更深入瞭解目前我國教師彰權益能的表現現況；除了橫

向的研究對象選擇外，在縱向的學制上，亦可就國民小學、高級中學、高級職業

學校或大學教師進行後續研究。此外，從本研究問卷調查結果來看，師範體系畢

業的教師其權能感相較於研究所畢業及非師範體系畢業的教師來得低，此現象值

得吾等重視。在我國師資培育多元化以前，我國教師的培育均由師範體系大學擔

當重任，自師資培育多元化以來，教師的養成不僅來自師範體系的學校，更有來

自一般大學修習教育學程畢業的學生，然本研究發現出自師範體系畢業的教師其

彰權益能表現情形相較於非師範體系畢業之教師來得低，這樣的發現與一般對於

師資培育的觀念有所衝突，究竟僅是樣本抽樣上所產生的偏差抑或是事實，值得

後續研究進一步探討。 

二、研究變項方面 

本研究主要針對教師背景變項，即教師個人變項及學校環境變項，與

教師彰權益能的關係進行研究，然若能針對影響教師彰權益能的外部因素

如家長會及社區等進一步深入研究，相信能對於教師彰權益能有更全面性

的瞭解；除此之外，本研究所針對教師個人變項並未涉及教師內在心理變

項，而在研究過程中發現此部分亦值得後續研究進一步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