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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的架構主要分為六節。由於本研究重心在於釐清台灣師資培育制度政策

之爭論，並且針對國中的師資培育作分析研究，因此，第一節將針對台灣國民中

學師資培育制度之沿革及政策取向作探討。第二節說明法國及美國之師資培育政

策演進，以求更瞭解此議題之重要性。第三節分析過去師資培育的爭議。由於爭

議的重點之一在於「教師素質」低落的疑慮，因此將教師素質作為本研究主要探

討的分析面向。第四節針對「教師素質」的定義與操作化定義作深入的分析探討。

第五節，針對教師素質主要包含之「教學效能」與「教師專業承諾」兩大面向作

深入的意涵分析。最後於第六節，研究者將探討國內外相關實證研究，以釐清本

研究之研究架構與方向，並將可能干擾因素納為控制變項。 

 

第一節   台灣國民中學師資培育之探討 

 

本節首先說明師資培育之取向，並依據國民中學師資培育制度之發展分為三

個時期探討台灣中學師資培育制度，以及台灣師資培育是由一元走向多元的取

向。此節之探討有助於本研究瞭解師資培育之制度演變，亦有助於選取樣本的釐

清與分析。   

 

一、 師資培育之取向 

世界各國的教育發展，起源甚早。但早期的師資培育，並無固定的制度。一

開始是由民間自辦，或由教會自辦，正式的師資培育制度則是這兩百年來的發

展。師資培育政策主要可分為兩種取向（瞿立鶴 1977）： 

（一） 單一師資培育制度：是指將師範教育視如國家教育，設置公立師資

訓練機構，以公費培養師資。此一政策乃從歐洲教育國家化運動開其

端。十八世紀以後，民族主義教育思想蓬勃，各國政府為統一國民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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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民族意識，發揚民族精神，乃由教會手中，收回管理教育實權，由

國家負責訓練師資，師範教育逐漸形成制度。最早公費設立師範學校為

法國 1794 年於巴黎所設的師範學校。  

（二） 多元師資培育制度：則是國家將教師視為自由職業，中小學師資由

公私立大學自費訓練。國家對於培育事項不與直接干涉。 

由此可知，師資培育取向主要有以上兩種方式。 

由日據時期以來，台灣師資培育的發展過程，雖多有變革，但主要是由單一

培育制度走向多元培育制度。以下對此變革，做簡要的歷史回顧。 

 

二、台灣國民中學師資培育之沿革 

回顧台灣國民中學師資培育制度之發展歷史，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日據

時期、台灣光復初期、政府遷台後，以下分別依照各時期簡要概述國民中學師資

培育之沿革。 

（一）1895~1943，日據時期：無中學師資培育  

1895 年（光緒 21 年）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台灣割讓給日本，台灣便由日本

人所統治。1896 年日本人成立國語學校，其內設立師範部培養小學師資，此為

台灣正式師範教育之始，但此機構只允許中學校四年級學歷的日本人入學。直到

1899 年台灣公學校令發佈之初，由於需要許多師資，因而開辦師範學校，始培

養台籍教師充任公學校教員，至此，有了台灣最早的獨立師範培育機構之設立，

並先後於臺北、彰化、臺南設立師範學校，此為台灣人接受師範教育之始（李園

會 2001）。 

但在中學師資培育方面，日人在台時期，並無正式培養中學師資的機構（徐

南號 2002）。 

（二）1943~1949（民 32~38），台灣光復初期至政府遷台前：中學師資培育之始 

1943 年，台灣光復後，由於日人大量返日，台灣中學師資嚴重缺乏，因此

政府組成「中等學校教師甄試委員會」，甄選有志中等教育之青年，審查合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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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以短期訓練充任中等學校代用教師（李園會 2001）。 

在長期培育方面，1946 年省立臺中農專附設博物師資專修科，省立臺南工

專附設數理化師資專修科，招收日制師範學校或專門學校本科畢業生，修業兩

年，畢業後給予數理科教師資格，此為台灣中等學校師資之濫觴，但並非中等學

校師資之正式機構。1946 年 6 月 5 日，台灣行政長官公署依據教育部於 1938 年

公布之「師範學院規程」，於臺北設立臺灣省立師範學院，（國立臺灣師範大學之

前身），始為台灣第一所培養中等學校師資的專門機構（徐南號 2002）。 

在法制方面，師資培育主要依據國民政府於 1932 年公布的「師範學校法」

辦理。其中明定中等學校師資培育由師範學校負責，採公費辦理原則。 

（三）1949~2008（民 38~迄今），政府遷台後：由單一培育走向多元培育 

政府遷台後，依據師資培育的制度變革，又可分四個時期： 

1. 1949~1967（民 38~56），政府遷台初期到九年國民教育實施前：單一培育 

1949 年政府遷台之後，極為重視師範教育，1955 年教育部為革新師範教育，

乃將臺灣省立師範學院，改制成臺灣省立師範大學，其目的在於提高中等學校師

資的素質，也為了解決學院與大學之區別，避免學院招生困難及聘請教職困難。

1958 年開夜間補習班，隔年開辦四年制師資專修科。 

此外，1955 年，政大教育系於木柵校址復校，係以自費方式培育部分中學

師資。 

2. 1967~1979（民 56~68），九年國民教育實施到「師範教育法」實施前：短

暫多元培育 

1967 年教育部為籌備九年國民教育之師資，由於中學師資之不足，因而採

取了許多措施（瞿立鶴 1979；李園會 2001）： 

(1) 1967 年將省立高雄女子師範專科學校改為臺灣省立高雄師範學院（國立

高雄師範大學之前身），係以公費方式培養部分中學師資。 

(2) 1971 年臺灣教育學院（國立彰化師範大學之前身）成立，係以自費方式

培養部分中學師資。 



 7

(3) 公布「公立大學及獨立學院設置教育選修科目試行辦法」，1967 年 10 月

20 日，制訂台大文理各學系，政大文學院各系，省立成大文理學院各系，

省立中興中文系、化學系、植物系及應用數學系開設教育選科，於 1968

年度開始試辦。 

(4) 訂頒「國民中等教師儲備及職前訓練辦法」，其中規定師範大學或師範

學校各系生可直接逕用為中等師資，一般大學生只要修過教育科目 16

學分（1973 年，改為 20 學分），專門科目 20 學分，亦可成為中學師資。

因此，臺灣省部分委託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臺北市委託國立政治大學教

育系分別負責短期職前訓練，成立「國民中學教師職前訓練班」。 

由於臺灣省人數過多，師大本部無法容納，因而設置七個分班。其師大

直接負責第一分班，其餘由高雄師範學院、台北師範專科學校、新竹師

範專科學校、台中師範專科學校、台南師範專科學校、花蓮師範專科學

校各校協助辦理。之後因為師資已經充裕，因此於 1973 年最後一屆結束

後停辦。 

(5) 1968 年，令臺灣師範大學之「中等學校教師研習中心」（進修部前身）

及夜間部成立「教育學分班」，提供不合格教師或試用教師，修習教育學

分以成為合格教師，此學分班為短期訓練性質。 

由此看出，1967～1979 年師範教育法實施前，中等師資來源頗為廣泛，不

完全由師範院校及教育院系培育。尤其 1968 年後，師資缺乏，許多大學生依照

相關規定亦可擔任中學教職。 

3. 1979~1994（民 68~83），「師範教育法」實施到「師資培育法」：恢復單一

培育 

由於師資來源不一，引起當時不少爭議，政府遂於 1979 年 11 月 21 日公布

「師範教育法」。其中規定中學師資，由師範大學及公立教育學院、公立大學教

育系負責培育中等學校師資，至此確立師資培育一元化政策。師資來源只來自臺

灣師範大學、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教育學院（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前身）、政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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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教育系及中興大學農業教育系。 

另一方面，1974 年「國民中學教師職前訓練班」停辦後，中等學校未合格

或試用教師需要進修教育專業科目而取得教師資格者甚殷，於是於高雄師範大

學、臺灣教育學院成立暑期班，開設「中等學校教師教育學分班」，提供現任中

等學校試用教師修習，修習一個暑期（後改為兩個暑期）。 

1986 年首先由臺灣師範大學辦理「學士後教育專業班」，招收大學畢業生，

修業一年；試辦兩年後，由政大、高師大、臺灣教育學院擴大辦理。1988 年又

開設「學士後暑期進修班」。 

4. 1994~（民 83~迄今），師資培育法的實施：正式實施多元培育 

之後，隨著世界潮流與社會變遷，師範教育的制度與結構面臨激烈的挑戰，

教育部遂於 1994 年 2 月 7 日公布師資培育法。其中第四條規定：「師資及其他教

育專業人員之培育，由師範院校、設有教育院、系、所或教育學程之大學院實施

之。」至此，師資培育開始採取多元、開放、公自費並行制。一般大學亦可培育

中學師資。 

另外，1999 年公布「師資培育之大學辦理學士後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實施要

點」，其中規定，師資培育之大學於師資設備資源充裕，成立一年以上，並經訪

評成績優良者，得申請辦理「學士後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此「學士後教育學分

班」，可招收大學畢業具有學士以上學位者進行職前訓練。 

 

三、小結 

綜合以上文獻探討，可以發現台灣從 1949 年直到 1994 年師資培育法實施

前，對於師資培育主要是以單一師資培育制度為主；師資培育法公布之後，則進

入多元師資培育制度。 

由此可見，台灣師資培育從單一到多元之取向轉變，主要關鍵點在於 1994

年師資培育法之實施。因此，若以 1994 年師資培育法實施前後作為舊制、新制

的區別，其中舊制（1945 年~1994 年）之師資來源，為以下五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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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師範大學、教育學院、一般大學教育系畢業（1945~1994）。 

2. 台大、政大、中興、成大相關科系修過教育學分者（1968~1979）。 

3. 修畢「國民中學教師職前師資訓練班」規定之教育學分及專門學分

（1968~1973）。 

4. 未合格教師或試用教師，修畢「中等學校教師教育學分班」者

（1968~1994）。 

5. 修畢「學士後教育專業班」或「暑期學士後進修班」者（1988~1994）。 

而新制（1994 年後）之師資來源則有以下兩類： 

1. 修畢各大學教育學程者。 

2. 修畢「學士後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士後教育學分班）者。 

本研究將依照以上師資來源作為教師樣本培育背景之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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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法國及美國師資培育之演進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師資培育的爭議不只發生在台灣，也是其他國家教育

改革過程的重要議題。師範教育源起於法國，各國的師範教育皆是仿效法國而

起，因此本節將先說明法國師資培育制度之演變。另，由於台灣受到美國的政策

影響甚大，因此亦說明美國師資培育制度之演變。此節之目的在於瞭解美、法師

資培育之演進，進而更瞭解此議題之特殊性及重要性。 

 

一、法國之師資培育制度之演進 

師範教育可謂緣起於法國。1794 年法國成立第一所師範學校（巴黎高等師

範學院之前身），並於 1833 年大量推廣師範學校體制以培養小學師資。到了 1879

年，為了實施義務教育，要求各省應設立男女師範學校各一所，專職培育各省地

區小學教師。設立之初，招收初中畢業學生，施以 5 年養成教育。後來改招高中

畢業會考及格學生，施以 2 年養成教育。而在中學師資方面，中學師資較小學側

重學術養成，招收具有學士或碩士學位者，由師範學校負責。此一階段，以師範

學校獨任培育師資之主角（李萍子 1991）。 

二次大戰後，法國一般大學開始加入中等學校教師培育行列，透過師資培育

中心協助學生準備教師適性證書檢定考試，與師範院校並列，成為師資培育多元

化的另一模式。1986 年起，師範學校學生報告資格改為具有大學第一階段兩年

修業結業證書（DEUG，diplome d’etudes unuuteur）者，修業期限定為 2 年。此

一改革的特色是結合了一般大學教育及師範學校教育。一方面，教師學術養成的

部分交由一般大學來承擔（亦即透過一般大學兩年的 DEUG 證書制度）；另一方

面，教師專業教育的部分，則仍由師範學校負責培育教學，重點在師範專業理論

及實習課程（李萍子 1991）。至此，大學與師範學校成為合作體的關係。此階段

可說是單一與多元折衷之方式。 

到了 1991 年，法國為推動中小學教師合流及師資培育管道多元化，新制培



 11

育學院（IUFM，les institutes universitaires de formation des matres）於焉誕生。在

此改革下，法國師範學校歸併於 31 所教師培育學院（IUFM），納入大學體制，

師範院校幾乎無獨立存在。直到目前法國師範學院僅存四所，其功能主要是培養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教師及研究人員（郭為藩 2007）。從性質上，法國已完全成為

多元化的師資培育系統。 

 

二、美國之師資培育制度之演進 

美國自從 1839 年於麻州成立全美第一所公立資培育機構「勒星頓師範學校」

（Lexington Normal School）後，便由師範學校主要提供小學師資，同時也培育

部分中學師資，此時美國採取單一師資培育政策。1870 年代，各大學紛紛成立

教育院系，主要是參與培育中學教師的工作（陳舜芬 1991；張德銳、李俊達 

2002）。至此，美國是採取介於單一師資培育政策及多元師資培育政策的折衷性

政策。 

二次大戰後，1950 年代後期蘇聯發射人造衛星後，美國輿論批評培養中小

學師資的師範學院，由於太過注重教學技能，相對忽略學術科目，教師素質受到

嚴重質疑，師範學院乃逐漸式微，直到 1970 年代，獨立的師資培育機構幾乎已

消失，過去的師範大學或師範院校遂被一般州立大學或教育學院取代（陳舜芬 

1991）。至此，美國走入多元師資培育的政策體制。 

到了 1980 年代，由於美國學生在國際學業成就評量表現不如理想，因此啟

發一連串的教改（蔡清華 1997）。其中，第二波教改的主要目的便在於提高中小

學教師素質。在此教改中，有學者認為目前教師素質較過去低落，與師資培育政

策有關，因而主張恢復昔日獨立的師資培育機構（亦即師範院校及大學）（Clifford 

and Guthrie 1988；Herbst 1989；參考黃源河 2003）。另外，有些學者則是不從恢

復獨立師資培育機構為論點，而是從加強教師的專業化，亦即透過提高師資培育

學程的素質、教師評鑑、教師資格檢定等方式來強化教師素質（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 2002；The Carnegie Forum 1986；The Holmes Group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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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1990）。 

 

三、小結 

綜合法國及美國師資培育政策的走向，從單一到折衷到多元，可說是台灣歷

程的縮影，透過此兩國師資培育制度演進之瞭解，對我國政策有借鑑之功用。此

外，師資培育在法國、美國一直是備受重視的議題，在教育改革中，也引發許多

爭議討論及研究，由此可見，此議題在師資培育發展較晚的台灣仍極具有討論及

研究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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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台灣師資培育之爭論 

 

從前兩節的分析中，可以發現不論台灣、法國或美國，師資培育政策主要是

由過去的單一培育走向多元培育。就台灣而言，在此政策轉變中，產生了許多爭

論，因此，本節之目的在於探討師資培育之爭論，並從爭論中發現本研究之主要

研究問題。 

 

一、 師資培育之爭論 

在單一師資培育政策及多元師資培育政策爭論中，教師素質始終是最為爭論

的一點。有趣的是，兩方支持者都認為其政策培養的教師，其素質較另一方高。 

在台灣的部分，國內主張單一師資培育政策的人士強調，由於師範教育提供

獨特單純的教育環境，學生長期浸濡其中而潛移默化，可培養高尚的專業承諾與

教學熱忱，這樣的潛在課程是只修習教育學分的短期訓練無法涵養的（江文雄 

1995；孫邦正 1985；黃炳煌 1986；歐用生 1991）。 

此外，亦有人士批評，認為多元師資培育制度下，由於各大學教育學程上所

投入的師資和經費設備都相當有限，且因為成立時間倉促，因此教師素質令人疑

慮。同時，有學者提及，教育職場的實務工作者，常常反映師資生在學科或領域

知識、教學基本能力、反思能力和通識能力等方面素養不足，尚須改善（江文雄 

1995；何福田 2005；吳清山 2005；吳武典 2005；張德銳、丁一顧 2005）。 

另一方面，主張多元師資培育制度的人士則認為，透過市場自由競爭可提升

教師素質，因應社會實際需求（張春興 1991；高強華 2000）。並且對於過去的

師資培育也有所抨擊，認為過去師範校院的教育功能不彰，教育專業知能的培養

不足，品德與行為的陶冶也有所缺失。再者，由於過去教師檢定之規定不嚴、教

育實習、教師在職進修流於形式，也深深影響師資的素質。換句話說，在新制體

制下，新制教師更注重市場競爭及教師專業化的取向，教師素質應該會更高（張

春興 1991；吳清山 1997）。而求學動機方面，因為保障師範生就業，也使得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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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生讀書風氣不盛，素質降低（吳明清 1991；張春興 1988；陳伯璋 1991）。 

總的來說，國內主張單一師資培育政策的人士認為，過去單一師範體系的教

師，其教師素質及教育專業承諾較多元師資培育制度者佳。另一方面，主張多元

師資培育政策的人士則持相反意見，認為多元培育反較能符合前一主張者對教師

素質的要求。 

 

二、 另一種論點的可能性 

對於師資培育與教師素質的爭議性，「教育系統標準化」提供了另一種觀點

的可能性（Allmendinger 1989）。所謂「標準化」（standardization）意指教育的品

質達到全國化的標準。亦即教師訓練、學校預算、課程綱要、入學考試等等，在

國家標準化的品管之下，皆達到一定的標準。換句話說，教育其實是國家高度標

準化的產物。 

在此論點下，本研究所關心的師資培育亦是標準化的產物，也就是說，雖然

師資培育背景有所不同，但是教師素質在教育系統標準化下，總是達到一定的水

平與標準，因此就算不同的師資培育背景，但是由於國家對於教育的標準具有相

關的要求，連帶地師資培育訓練也具相當的水準，因此，教師素質應當不會有很

大的差異。此論點架構提供了師資培育與教師素質的另一種觀點：亦即在教育系

統標準化下，師資培育背景的不同，並不會造就教師素質明顯的差異。 

另一方面，此論點也提出教師對於學生學習成就影響力的另一種可能解釋。

國家對於學生的入學考試有一定的標準與管理，因此，教師對於學生的學習成就

影響，在標準化的品管下，差異並不大。換句話說，此觀點架構亦提供了師資培

育與學生學習成就另一種觀點：在教育系統標準化下，培育背景不同之教師，對

於學生的學習成就的影響明顯的差異。 

 

三、小結 

從文獻探討中，可以發現在台灣，不同的師資培育政策：單一的師資培育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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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多元的師資培育，對於教師素質的爭論各執一方。另一方面，「教育系統標準

化」的主張則提供了另一種論點的可能性，亦即在標準化下，多元的師資培育並

不會造成教師素質及學生學習成就很大的差異。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學者對於教師素質的討論與爭論均不夠具體化。例如，

這些學者均未明確指出何為「教師素質」？「教師素質」的內涵包含哪些要素？

缺乏意涵之界定使得這些討論過於模糊而不夠具體。另一方面，以上討論亦未有

實證研究加以支持其論點，使得這些討論流於個人觀察，結果不夠具有說明力。 

總而言之，綜合以上討論，可以發現，過去的爭論對於教師素質之討論不夠

具體性，討論結果亦無實證研究支持。因此，本研究希望透過對於「教師素質」

有更明確的意涵界定，及透過具代表性的實證研究設計，能夠更明確地瞭解究竟

何者論點合乎台灣的情況，此乃本文研究之最大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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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教師素質的意涵 

 

從上一節中，可以發現「教師素質」是多元師資培育政策之最大爭論之處，

因此，不同培育背景之教師，其教師素質的探討將是本研究最大的研究重心。而

本節則將探討教師素質的定義與操作化定義，以期有助於建構研究設計。 

 

一、 教師素質的定義 

素質，又稱品質，就中文字義而言，係指「事物本來的性質」（漢語大字典），

而英文（quality）的字義，根據牛津高階字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則有「判斷物品優劣之意涵」。對於教師素質的定義，各學者有不同

的觀點。 

有的學者從教師本身的特質作定義，例如吳清山和林天佑（2000）認為，教

師素質是教師為教育工作所具備的能力、素質與特質。Burnett and Meacham (2002)

則認為，教師素質是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所應達成的條件與標準。 

但大多數學者則是除了教師本身的特質外，更加上透過學生學習成效、學習

動機之提升來判別教師素質的優劣，如 Deborah (2002) 指出「教師素質」是教

師為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提升學生的學習成就所具備的專業知識、教學能力、

與人格特質。吳清山（2004）也認為教師素質是教師從事教育工作具有一定的人

格特質、專業知能與專業承諾，能夠有效勝任其教學活動，並激發學生學習興趣

與提高學生學習成就。此外，趙志揚（2004）則主張教師素質是教師滿足教學需

求的程度，亦即教師需滿足內外在顧客的需求；顧客則包含學生、教育主管機構、

學校行政主管等。 

因此，綜合上述學者之定義，本研究將教師素質定義為「教師從事教育工作

具有一定的能力與知識，使其能有效勝任教學活動，並激發學生學習興趣與提升

學生學習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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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師素質的操作化定義 

雖然不同學者對於教師素質的定義有不同的看法，但可以看出大部分學者都

肯定教師素質是多向度的。那麼該如何將教師素質操作化定義？茲將各學者看法

歸納如表 2-4-1 所述。 

綜觀各學者的看法，可以發現大多數學者認為教師素質操作化定義主要成分

有：學科專門知識、教育專業知識、教學技巧與方法、教學態度與素養（Cobb et 

al. 1995；Deborah 2002；Kent 2004；王家通、吳裕益 1985；吳清山 2004；彭

森明 1999；簡茂發等 1998）。若進一步來分類，可將這些主要成分三個層面： 

（一） 專業知識：包含學科專門知識、教育專業知識。 

（二） 教學效能：教學技巧與方法、教學能力。 

（三） 教師專業承諾：包含教學態度與素養及精神。 

因此，綜合各學者的看法可以發現，專業知識、教學效能與教師專業承諾可

說是組成教師素質的主要三大層面。但由於本研究所採用的資料來源，TEPS 資

料庫並未調查教師其專業知識之差異，因此本研究遂將研究重心放在「教學效能」

與「教師專業承諾」兩大面向。 

此外，由於教師對學生的影響力，其中很重要的指標就是「學生之學習成

就」，因此，本研究除了探討不同背景教師之「教學效能」及「教師專業承諾」

外，亦將探討不同培育背景教師對學生學習成就之影響力。 

而下一節，本研究將針對構成教師素質的兩大面向：教學效能及教師專業承

諾進行文獻探討，希望藉此釐清本研究所需之變項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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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 教師素質操作化定義一覽表 

學者（年份）                                    教師素質的操作化定義                        

Cobb et al.（1995）                      1.教學知識 2.學科內容知識 3.有效教學的效能與態

度 4.深入理解人類成長與兒童發展 5.有效溝通技

巧 6.高度倫理道德 7. 更新與持續學習能力   

教育測驗服務社（Deborah 2002）          1.設計學習經驗的能力 2.工作熱忱 3.對學生的愛心 

4.對學科徹底瞭解 5.對家長的參與與聯繫 6.教學

經驗的年數 7.教學專業學位  

Marzano（2003）                       1.教學設計 2.班級經營 3.班級課程設計 

美國教師網路政策研究所（Kent 2004）    1.對學生高度期望 2.有能力克服環境限制 3.建立信

任、尊重、友誼的氣氛 4.運用個別化教學的知識 5.

不斷反思促進專業成長 6.設計教學 

王家通，吳裕益（1985）                  1.教學認真 2.和藹可親 3.教學方法好 4.有責任感 5.

瞭解學生心理 6.尊重學生 7.熱心幫助學生 8.人格

高尚 9.學問好 10.幽默（從學生觀點） 

張玉成等（1994）                      1.教學基本能力 2.教學基本素養 3.班級經營能力與

素養 4.行政能力與素養 

謝臥龍（1997）                        1.關心學生 .2. 班級經營 3.教學技巧 4.教學態度 

簡茂發（1997）                        1.知識內涵 2.教學技巧或教學經驗 3.教師能力 

簡茂發等（1998）                      1. 普通素養 2.專業知能 3.專業態度 4.人格特質 5.

專門學科素養 

彭森明（1999）                        1.普通素質 2.人格特質 3.專業信念與態度 4.專業知

能 5.專業學科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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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續） 

學者（年份）                                    教師素質的操作化定義       

吳清山（2004）                        1.知識（包含：學科內容知識、學科教學知識、班級

經營）2.能力（包含：語文表達能力、輔導學生能

力、行動研究能力、情緒管理能力、終生學習能力、

科技運用能力、人際溝通能力）3.道德（包含：倫

理、公平正義、以身作則、人格高尚）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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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教師素質：教學效能、教師專業承諾之意涵 

 

承上節之探討與發現，本節將針對教師素質的兩大重要面向，「教學效能」

與「教師專業承諾」進行文獻探討，以期有助於建構本研究之變項與指標。 

 

一、 教學效能的意涵 

教學效能一直是學者所關心的範疇，有的研究從研究教師（teacher）著手，

有的研究從教學（teaching）著手，有的則重視教學研究情境（instruction）。Lin

（1989）曾指出，不同社會科學觀點，對教學效能的定義無一致的看法。大致而

言，教學效能的研究可分為三類，第一類偏重教師對自己教學能力信念的看法，

第二類則是偏重教師的教學行為，第三類則是偏重學習結果（張俊紳 1997； 馮

莉雅 2002）。 

本研究對於教學效能之研究將著重於教學行為方面。原因在於，第一類的定

義「教師對自己教學能力信念的看法」是屬於認知心理方面，由於心理認知常常

投射於行為上，亦即教師心理認知其實與其教學行為息息相關，因此研究者認為

透過研究教學行為，亦可顯現信念部分。而第三類關於「學習成果」之研究，因

為本研究已將探討學生學習成就之部分，因此在教學效能之部分不納入學習成果

探討。總合以上所述，對於教學效能之意涵，本研究將界定於「教師之教學行為」

方面。 

 

既然教學效能的研究將偏向教學行為，那麼教學效能確切意涵為何呢？回顧

國內外各學者對於教學效能之意涵界定，可以發現教學效能主要包含三個層面，

分別為「教學策略與教材」、「班級經營」與「教學評量」。 

首先，由於教學本身是透過一連串的策略、活動設計所組成。因此所謂「教

學策略與教材」，指涉的便是教師透過多樣化的教學活動及教學策略，引發學生

的興趣與學習動機，並使用多樣化的教材有助於學生的理解與學習。從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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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發現許多學者均將教學策略與教材納入教學效能之內涵（Borich 1994；張

碧娟 1999；簡玉琴 2002；李俊湖 1992；郭明堂 1995；林海清 1994）。由此可見，

「教學策略與教材」作為教學效能內涵之重要性。 

其次，由於教學不是一個單向行為，而是雙向行為，亦即，教學中必然牽涉

到與學生之互動。因此，班級經營便是很重要的面向內涵。所謂班級經營，意指

與學生互動良好，可加強雙向的溝通，並且能夠適當的維持班級秩序，以助於教

師能夠有效地教學。許多學者在界定教學效能時，亦將班級經營列為教學效能重

要意涵之一（陳木金 1997；楊麗香 2004；蔡麗華 2001；張德銳 1994：Money 

1992）。 

最後，由於教學中，透過適當的教學評量能促使學生再學習之效果，因此教

學評量亦是教學效能重要意涵之一。所謂教學評量是指運用適當的考試評量，可

確定學生是否達到教師所預期的學習結果。許多學者亦將教學評量列為教學效能

重要內涵之一。例如，蔡麗華（2001）指出，「教學效能」是教師在教學各方面

表現績效，及達成學校教育目標的程度，其內容包括：教學準備與計畫、教學專

業知識與教學技巧、班級經營管理、教學成果與評量。 

綜合以上分析，本研究認為教學效能是「教師於教室中，透過師生互動的歷

程，運用多樣複雜的策略、活動及邏輯，及適當的考試評量，以達教育之目的」。

而其主要內涵則包含「教學策略與教材」、「班級經營」及「教學評量」。本研究

將以此三個層面，作為評量教師教學效能之主要指標。 

 

二、 教師專業承諾之意涵 

教師是否是一種專業工作？此一問題之論辯，隨著社會變遷工業化及民主化

的轉變，逐漸有一明確的走向。1966 年聯合國教科文組織明文宣示將教師職業

視為專業時，教師專業化的概念逐漸獲得認同（李新鄉 1993）。而台灣也在 1995

年公布實施教師法，此法第一條即開宗明義指出「為明訂教師權利義務，保障教

師工作及生活，以提升教師專業地位，特制訂本法。」此法之公布，更是確定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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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的專業地位。 

既然教育是一種專業，教師從事此工作，必須具有教師專業承諾，方能更專

心至志於教育工作，並且擔起專業責任，達到最大效能，由此可見教師專業承諾

的重要性。然而「教師專業承諾」（Teachers’ professional commitment）一詞乃是

抽象的概念，其意涵究竟為何？此乃本部分欲探討的重心。 

 

國內針對「教師專業承諾」的研究並不多。但由於「教師專業承諾」與其他

名詞概念相關，如教學承諾（teaching commitment）、任教承諾/任教職志

(commitment to teaching)、教師生涯承諾（Teachers’ career commitment）、專業精

神（professionalism）等，這些名詞雖在字面上與教師專業承諾有所差異，但其

探究的焦點與研究內容卻多有重疊之處，而 Morrow and Goetz（1988）也曾提出

專業精神就是專業承諾，因此，本研究在探討「教師專業承諾」之意涵時，將綜

合上述名詞之文獻進行分析探討。 

回顧國內外學者對於教師專業承諾之界定，可以發現，以「教育專業認同」、

「工作投入」、「留業意願」、「研究進修」四個面向最具普遍性與代表性。以下分

別說明之。 

首先，教師專業承諾涉及的第一個層面是心理認知層面上，對於「教育」作

為一種專業之認同，也就是「教育專業認同」。更進一步來說，「教育專業認同」

意指教師肯定教育之專業性，表現出認同的積極價值取向。如：劉春榮（1997）

指出，「教育專業承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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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心投入的一種態度或行動傾向。此外，亦有許多學者將教

育專業認同作為教師專業承諾之重要內涵之一（李新鄉 1994；江秋玟 1997；張

秀玲 2001；梁瑞安 1995）。由此可見其重要性。 

教師專業承諾的第二個重要層面仍是心理層面上，對於「教師」作為一種職

業及專業之肯定，進而產生留業之意念。進一步來說，留業意願表示教師對教職

的一種認同感，並願意將教學視為終身工作。許多學者均提出留業意願是教師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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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承諾之重要內涵之一（Dreeben 1970；黃雅容 1998；張秀玲 2001；梁瑞安 

1995；林玲 2004；陳勝福 2005；吳煥烘 1996）。 

教師專業承諾的第三個層面則是行為表現上，教師對於教職工作之投入。所

謂「工作投入」表示教師對教學工作表現出主動積極參與及敬業樂群的程度。許

多學者均將工作投入視為教師專業承諾之重要內涵（Tyree 1990；賈馥茗 1971；

林清江 1984；Otis-Wilborn 1988；吳煥烘 1996；李新鄉 1994；劉春榮 1997；梁

瑞安 1995；林玲 2004；陳勝福 2005）。 

教師專業承諾的第四個層面亦是在其行為表現－「研究進修」之部分。所謂

「研究進修」意指教師對其教育專業工作繼續研究、進修、付出更多心力。多位

學者亦提出研究進修對於教師專業承諾之重要性（李新鄉 1994；張志毓 1997；

江佳茹 2003；吳煥烘 1996）。 

綜合上述分析與探討，本研究認為教師專業承諾是指「教師能認同專業的教

育理念，在工作上願意全力付出，並將教師作為終身志業，能對教育專業工作繼

續研究、進修，以完成自我實現的一種心理作用力」。而其主要內涵則包含「教

育專業認同」、「工作投入」、「留業意願」與「研究進修」。然而由於 TEPS 並沒

有關於「教育專業認同」之對應題目，因此本研究將以「工作投入」、「留業意願」、

「研究進修」此三者層面作為評量教師專業承諾之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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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國內外相關實證研究 

 

前一節分析了教學效能、教師專業承諾之意涵，以釐清本研究所需要的測量

指標，本小節則將探討國內外相關研究。其中，第一部分將探討不同培育背景教

師，其教學效能、教師專業承諾及學生學習成就之相關實證研究；第二部分則是

探討社會人口背景變項與教學效能、教師專業承諾及學生學習成就之相關實證研

究，以釐清本研究所需之控制變項。 

 

一、教學效能、教師專業承諾、學生學習成就之相關實證研究 

由於本研究目的旨在探討不同培育背景教師，其教學效能、教師專業承諾及

學生學習成就之差異，茲將相關研究分三部分來說明：（一）不同培育背景教師

與教學效能之關連性研究；（二）不同培育背景教師與教師專業承諾之關連性研

究；（三）不同培育背景教師與學生學習成就之關連性研究。 

 

（一） 不同培育背景教師與教學效能之關連性研究 

教育品質是教師素質的反映。過去有關不同培育背景教師，其教師素質之優

劣爭議不斷，而根據先前的文獻發現，教師素質又與「教學效能」及「教師專業

承諾」息息相關。因此，不同培育背景教師其教學效能及教師專業承諾是否有所

差異，為本研究所欲探討之最大目的。 

此部分將先探討不同培育背景之教師與教學效能之關連性研究。相關研究結

果之整理可見附錄，表 2-6-1。 

由相關的研究可以發現，關於不同培育背景之教師，其教學效能之表現仍無

一致的看法。 

只有少數研究指出不同培育背景之教師，其教學效能有顯著差異。其中，

Marcynski（1988）及李俊湖（1992）發現師範體系培育之教師，其教學效能較

非師範體系培育者佳；而賴佳君（2007）則發現非師範體系培育之教師，其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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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較師範體系培育者佳。 

除此之外，幾乎全數的研究均發現，不同培育背景之教師，其教學效能並沒

有顯著差異（郭明堂 1995；郭明堂 2001；簡玉琴 2002；簡婉娟 2003；鍾榮進 

2003；江佳茹 2003；黃珮鈞 2004；周麗華 2006）。 

 

若將這些研究依研究的年份作分類：將 1998 年（師資培育法實施後 4 年，

新制培育教師開始投入教職）前之研究歸為舊制時期之研究，1998 年之後歸為

新制時期之研究，則可發現，在舊制培育教師的研究中，只有師範生表現較佳及

未達顯著差異兩種結果（李俊湖 1992；郭明堂 1995）。而再一進比較兩者研究，

李俊湖（1992）的研究，由於使用全台之抽樣樣本似乎較具有代表性，因此，舊

制國小教師部分，是否如其所發現：「師範體系培育教師，其教學效能表現較佳」，

則待後續研究進一步探討1。至於本研究所關心之國中教師部分，過去仍無相關

之研究。有待本研究進一步探討比較。 

此外，在 1998 年之後的研究，則可發現幾乎全部的研究結果皆顯示師範體

系培育教師及非師範體系培育之教師未達顯著差異（郭明堂 2001；簡玉琴 

2002；簡婉娟 2003；鍾榮進 2003；江佳茹 2003；黃珮鈞 2004；周麗華 2006；

賴佳君 2007）。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於這些研究並沒有區分新舊制教師之差

異，所以這些研究之研究對象均包含了新制及舊制培育出來的教師，因此，無法

瞭解究竟新制培育之教師，其教學效能為何？新制培育之教師與舊制培育之教

師，其教學效能是否有所差異？ 

由以上分析可知，教師之培育背景對於教學效能的影響力究竟為何？舊制及

新制中，師範體系與非師範體系之教師，其教學效能為何？何者為優？再者，新

制培育教師及舊制培育教師，其教學效能何者為優？這些疑問在過去的研究尚未

得到釐清，此乃本研究意欲探討釐清之處。 

                                                 
1
由於 TEPS 只調查國中及高中的部分，因此本研究無法比較國小教師的部分，有待後續研究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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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不同培育背景教師與教師專業承諾之關連性研究 

承本小節第一部份所述，不同培育背景之教師，其教師素質中教師專業承諾

的優劣亦是爭議之處。因此，本研究研究目的之一在於探討不同培育背景之教

師，其教師專業承諾是否有所差異。過去有關教師專業承諾之研究頗為豐富，不

同培育背景教師與教師專業承諾之相關研究整理於附錄，表 2-6-2。 

由過去相關研究可發現，各研究對於不同培育背景之教師，其教師專業承諾

之表現仍無一致的看法。 

有研究指出不同培育背景之教師，其教師專業承諾有顯著差異。其中，張志

毓（1997）、李冠儀（2000）郭明堂（2001）研究發現師範體系之畢業教師，其

教師專業承諾優於非師範院校畢業者。而黃國隆（1986）、梁瑞安（1995）則發

現非師範體系之畢業教師，其教師專業承諾優於師範院校畢業者。 

比較以上之研究，可以發現，指出師範體系培育教師其教師專業承諾較高之

研究，皆是以國小教師作為研究對象（張志毓 1997；李冠儀 2000；郭明堂 2001）；

而指出非師範院校之教師專業承諾較高之研究，則是以國中教師作為研究對象，

且均為舊制時期的教師（黃國隆 1986；梁瑞安 1995）。由此可見，不同培育背

景之教師，其教師專業承諾是否會因任教小學或國中而有所不同，值得日後研究

進一步分析比較。另一方面，由於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國中教師，因此，舊制教

師是否會符合此研究結果：「非師範院校之教師，其教師專業承諾較高」，將是本

研究欲關心焦點之一。 

另一方面，關於不同培育背景教師與教師專業承諾關連性之研究，亦有不少

研究發現，不同培育背景之教師，其教師專業承諾並無顯著差異（李新鄉 1993；

江秋玫 1997；江佳茹 2003；蕭惟聰 2003；何美怡 2004；陳勝福 2005；李嫦

孺 2007）。 

分析探討研究可以發現，大多數無顯著差異之研究均為新制師培法實施後之

研究（江佳茹 2003；蕭惟聰 2003；何美怡 2004；陳勝福 2005；李嫦孺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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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由於這些研究並沒有區分新舊制教師之差異，所以這些研究之研究對象均

包含了新制及舊制培育出來的教師，因而無法瞭解究竟新制培育之教師，其教師

專業承諾為何？新制培育之教師與舊制培育之教師，其教師專業承諾是否有所差

異？以上兩者問題之釐清將是本研究關心之焦點。 

 

（三） 不同培育背景教師與學生學習成就之關連性研究 

教育的目的之一在於使學生獲得知識技能，並希冀藉由教育來提高人力素

質，以達富國強國之目的。因此，如何提升學生的學習成就向來是教師重要任務

之一。故究竟不同培育背景之教師，於此項任務之表現是否有所差異，亦即，不

同培育背景之教師，其學生學習成就是否有所差異，亦是本研究欲探討的主要目

的之一。 

然而，關於不同培育背景教師與學生學習成就之研究，國內外文獻十分有

限，仍有待進一步研究，以下針對現有的研究作分析。 

郭明堂、王家通（1996）透過問卷調查法及觀察法，比較新制師院畢業與師

資班結業之國小教師共 300 人，發現在數學科方面，不同培育背景之教師，其學

生學習成就並無顯著差異。而在音樂科方面，師院畢業生其學生學習成就則優於

師資班結業之教師。 

王明仁（2005）則抽樣屏東縣 92 所國小擔任五年級國語與數學科之教師共

80 人，透過控制教師與學生背景相關變項之後，比較各種不同養成背景之國小

教師之學生學習成就（分為師範、師專、師院、師大、體專、代課師資班、國小

師資班，實習老師、代理教師），發現並無顯著差異。 

比較過去的分析發現，在認知科目上（如：數學科），均呈現一致的結果：

不同的培育背景對於學生成績並無差異（郭明堂、王家通 1996；王明仁 2005）。

然而這些研究均是比較國小教師的部分，且限於地區性及樣本數，不夠具有代表

性，因此研究結果是否適用於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國中教師，則有待本研究之釐清

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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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結 

從上述的分析比較，可發現過去的研究多針對國小教師作比較（江秋玫 

1997；江佳茹 2003；李新鄉 1993；李冠儀 2000；何美怡 2004；周新富 1991；

林玲 2004；陳鏡潭等 1994；陳勝福 2005；張志毓 1997；郭明堂 2001；黃雅

容 1998；蕭惟聰 2003；鍾榮進 2003；簡玉琴 2002；黃珮鈞 2004；周麗華 

2006）。少有針對國中教師作分析，也少有針對師資培育法過後，新制一般大學

教育學程生與師範院校生之比較分析，更無新制培育教師及舊制培育教師之比

較。此外，樣本的選取，亦多為地區性的小樣本分析，較缺乏代表性。而統計方

法幾乎均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為主，並未控制相關的社會人口變項，統計結果說

服力較低。由此看出，過去研究仍有許多不足之處，有待進一步探討與釐清。 

因此，本研究欲透過全國性資料庫，針對國中教師的部分，比較師範體系與

非師範體系、舊制與新制之不同培育背景教師，檢驗比較其教學效能、教師專業

承諾、及其學生數學成就，以彌補過去研究之不足。其中，比較師範體系與非師

範體系之教師，目的在於釐清過去師範與非師範教師素質優劣之爭議；比較舊制

與新制不同培育背景之教師，則期望研究結果對於多元師資培育政策有參考之

用。 

 

二、社會人口背景與教學效能、教師專業承諾、學生學習成就之相關實證研究 

本部分將由過去國內外實證研究中，探討可能干擾教學效能、教師專業承

諾、學生學習成就之社會人口背景變項，以作為本研究篩選控制變項之參考。茲

將社會人口背景變項分為教師因素、學生因素、學校因素三部分說明之。 

（一） 教師因素部分： 

1. 性別： 

由於男女之間有許多不同的特質，而導致不同的差異，因此許多研究均將教

師性別列入背景變項。其中，教師性別與教學效能之關係為何，各學者的研究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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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並不一致。許多研究發現不同性別之教師在教學效能方面有顯著差異（李俊湖 

1992；陳木金 1997；蔡麗華 2001；李俊儀 2003）；但亦有研究發現男女教師在

教學效能上並無顯著差異（林海清 1994；張碧娟 1999；簡玉琴 2002；林惠煌 

2003；楊麗香 2004 ）。 

而在教師專業承諾部分，過去研究亦無一致的結果。許多實證研究發現女性

教師之教師專業承諾較高（周新富 1991；李新鄉 1993；沈翠蓮 1994；郭慧龍 

1996；劉春榮 1996；張志毓 1997；江秋玟 1997；Singh 1998；黃榮貴 2001；

林永輝 2004；陳勝福 2005）。另一方面，亦有研究發現兩者並無顯著相關（黃

國隆 1986；陳聖謨 1994；李冠儀 2000；許清勇 2001；王閩 2003；蕭惟聰 2003）。 

2. 年資： 

教師年資是許多學者探討的變項，由於年資較深的教師累積較多的經驗，這

些經驗通常有助於教學，因此過去研究大多發現教學效能與年資多半呈現正相關

的關係，亦即資深教師教學效能較高的趨勢（李俊湖 1992；陳木金 1997：簡玉

琴 2002；Chu 2003；林惠煌 2003；李俊儀 2003；林美惠 2005）。 

而在教師專業承諾方面，過去研究則無一致的看法。其中，許多實證研究發

現，不同年資的教師在教師專業承諾上有顯著的差異（李新鄉 1993；劉春榮 

1996；江秋玟 1997；張志毓 1997；陳正昌 1998；李冠儀 2000；許清勇 2001；

江佳茹 2003；林勇輝 2004；何美怡 2004；陳勝福 2005；沈儀方 2004）。另一

方面，亦有研究指出不同年資的教師在教師專業承諾上無顯著差異（王閩 2003；

蕭惟聰 2003；林玲 2004）。 

3. 年齡： 

教師年齡亦是許多學者分析的變項。然而，教師年齡與教師專業承諾之關係

相關研究尚無定論。其中，許多研究均發現教師年齡與教師專業承諾具有相關性

（周新富 1991；李新鄉 1993；張志毓 1997；郭慧龍 1996；劉春榮 1996；李

冠儀 2000；江佳茹 2002；林勇輝 2004；林玲 2004）。亦有研究發現不同年齡

的教師在教師專業承諾上並無顯著差異（黃國隆 1986；陳聖謨 1994；蕭惟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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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4. 教育程度： 

在教學效能方面，過去研究對於教師教育程度與教學效能的關係仍無定論，

有研究指出不同教育程度之教師在教學效能上無顯著差異（林海清 1994；簡玉

琴 2002；林惠煌 2003；李俊儀 2003；楊麗香 2004；Barrett 2004），而陳木金

（1997）、蔡麗華（2001）、林美惠（2005）則發現不同教育程度之教師在教學效

能上有差異差異，且學歷較高者教學效能較高。 

同樣地，在教師專業承諾方面，相關研究亦無定論。許多實證研究顯示教師

教育程度與教師專業承諾有一定的關連性（黃國隆 1986；李新鄉 1993；張志毓 

1997；王閩 2003；何美怡 2004；李豐安 2004；林玲 2004）。但亦有研究指出

教師教育程度與教師專業承諾並無顯著差異（周新富 1991；沈翠蓮 1994；江秋

玟 1997；李冠儀 2000；江佳茹 2002；蕭惟聰 2003；林勇輝 2004）。 

5. 兼任行政工作與否： 

由於教師兼任行政工作可能對其工作心情、態度有相當程度的影響，所以教

師兼任行政工作與否亦是學者研究的變項之一。過去研究顯示教師兼任行政職務

與否對於教師專業承諾之關連性並無一致的看法。其中，有研究發現兼任行政職

務與否，與教師專業承諾具有相關性（黃國隆 1986；李新鄉 1993；沈翠蓮 1994；

張志毓 1997；王閩 2003；李豐安 2004；林玲 2004）。但亦有研究指出擔任不

同職務的教師，其教師專業承諾無顯著差異（江秋玟 1997；李冠儀 2000；江佳

茹 2002；蕭惟聰 2003 林勇輝 2004）。 

總和上述文獻分析，可以發現，過去研究可能由於研究對象及測量工具不一

而無一致的看法，但從這些研究中，不可忽視教師性別、年資、年齡、教育程度、

兼任行政工作與否對於教學效能、教師專業承諾之影響，因此，本研究遂將以上

變項納入為控制變項。此外，由於研究者認為教師子女數越多，可能使得教師需

要花費時間、精力照顧家庭，因而影響教學效能或教師專業承諾；未婚教師可能

相較於已婚教師能夠全心投入教職；而任教學期數、教師族群、任教專長與否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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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影響教學效能、教師專業承諾之表現，因此，亦將教師子女數、教師婚姻

狀況、任教學期數、教師族群、任教專長亦納入控制變項。 

 

（二）學生因素部分： 

1.  家庭社經背景（包含家庭月收入、家長教育程度、家長職業）： 

家庭社經背景一直是探討影響學生學習成就最引人注意的變項之一。國外內

許多研究均發現，家庭社經背景對於子女的學習成就的確有顯著的影響力（林義

男 1988 1993；楊瑩 1994；Warren 1996；周裕欽、廖品蘭 1997；巫有鎰 1999；

林松齡 1999；鄭燿男、陳怡靖 2000；Buckner、Bassuk、Weinreb 2001；許崇憲

2002；謝孟穎 2003；李敦仁、余民寧 2005；周新富 2006）。研究結果顯示，家

庭社經地位較佳的學生，其家庭會有較充裕的教育資源、文化、財務及社會資本，

遂而為學生帶來課業上的優勢，進而有助於學生的學習。由此可見，家庭社經地

位的確是影響學生學習成就重要的變項之一。 

2.  學生性別： 

學生的性別因素對於學習成就之影響亦是學者關心的變項。研究發現學生性

別與學習成就有一定的關係。例如陳怡靖（2004）利用大型資料庫 TEPS 所做之

研究，發現高中男生的學習成就平均高於女生。而國外學者 Christie 與 Shannon

（2001）則發現女生到了中等教育後，其學習成就可能會嚴重落後於男生。由此

可見，學生性別對於學生學習成就之影響是值得注意的。 

3.  學生族群： 

根據國內外的研究顯示，學生學習成就存在著族群間的差異。其中，國外研

究指出，少數族群學生在學習的表現上是屬於低學習成就的（Demie 2001；Dandy 

and Nettelbeck 2002），正如同國內研究亦發現原住民學生較漢人學生有較差的學

業表現（王天佑 1998 1999 2002；張善楠、黃毅志 1999；李鴻章 2006）。此外，

國內許多研究亦發現不同族群的學生，於學習成就的表現亦有差異（孫清山、黃

毅志 1996；周裕欽、廖品蘭 1997；楊肅棟 1997；陳怡靖 2004）。由此可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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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族群對於學生學習成就之影響是值得注意的。 

 

總和以上文獻分析，可發現學生的社經家庭背景、學生性別、學生族群對於

學生學習成就有一定的影響力，因此將其納入本研究之控制變項。此外，由於研

究者認為學生補習對於學生學習成就可能有所影響，及學生原本第一波的數學成

就表現亦有所影響，故將後兩者亦納入控制變項。 

 

（三）學校因素部分： 

1.  學校公私立： 

對於學校公私立組織對於學生學習成就的影響，國內外的研究有著不同的發

現。國外的學者指出，由於私立學校學雜費高、教育品質佳、學習成效顯著，因

此可招攬中上階層家庭的學生入學就讀，以凸顯及強化學生學習成就之提升

（Friedman 1982）；另一方面，公立學校在隸屬政府部門，缺乏競爭力的環境下，

無法提供學生有效率的學習環境，因而學生學習成就競爭力較低（Smith 1937）。 

反觀國內公私立學校的相關研究則發現，公立學校的資源分配等事宜較私立

學校優厚，政府預算使得學生享有較豐富的教育資源，形成優質的學習環境，有

利於學生在校學習成績與教育成就；而私立學校則教育資源分配較少，學生學習

成就競爭力相較而言較低（劉興漢、黃春枝 1991；張鈿富 1994；朱敬一、戴華 

1996；林大森 1999；鄭燿男、陳怡靖 2000）。總和以上分析，可以發現，學校

公私立對於學生學習成就具有一定的影響力。 

2.  學校城鄉位置： 

學校城鄉位置亦是學者探討影響學生學習成就之重要變項之一。主要原因在

於學校城鄉位置與教育經費資源分配息息相關，使得地區間教育資源有所差異，

遂而影響到學生學習成就之表現。國內泰半研究均顯示學生學習成就表現多半是

都市地區優於鄉村地區，北部地區又高於其他地區的情形（吳裕益 1993；林文

達 1993；林生傳 1994；張淑美 1994；陳正昌 1994：郭明堂、羅瑞玉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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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國外文獻方面亦支持都市地區學生表現優於鄉村地區學生之看法（Clark and 

Ware 1997；Willms and Somers 2001；Lee, Zuze and Ross 2005；Crosnoe 2004）。

由以上研究可知，學校城鄉位置對於學生學習成就有一定之影響力。 

根據以上文獻探討，學校因素部分，研究者遂將學校公私立、學校城鄉位置

納入作為本研究之控制變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