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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論 

 
第一節 描述統計結果 

 

此節將根據不同培育背景之教師，其社會人口背景變項、教學效能變項與教

師專業承諾變項作一簡單描述，以瞭解研究對象之變項特徵。此部分詳細對應表

格，請見附錄：表 4-1-1、表 4-1-2。 

 

一、教師之社會人口背景： 

（一）教師性別方面，整體教師是以女性為大多數。但各培育背景教師大部分是

以男性佔較大比例。其中，如「舊制師範生」、「新制師範教程生」及「新

制學分班」均以男生所佔的比例較高（分別為 55.2%、57.2.1%、52.6%）。

而「舊制學分班生」及「新制非師範教程生」則是以女生佔較高比例（分

別為 60.1%、60.8%）。 

（二） 教育程度方面，整體教師是以學士學歷居多。在各培育背景教師方面，

各培育背景之教師學士學歷均佔比例均為 80%以上。唯一例外為「新制非

師範教程生」，其大學學歷比例佔 65.1%，但有 34.8%為碩士學歷，為五

類別中碩士比例最高者。 

（三）年齡方面，整體教師之年齡以「41~50 歲」居多。在各培育背景教師方面，

則可看出新、舊制之差異：舊制年齡較高，新制年齡較輕。「舊制師範生」

與「舊制學分班生」有 95%比例以上均為 31 歲以上。「新制師範教程生」

約 90%比例年齡為 30 歲以下，「新制非師範教程生」約 85%比例年齡為

26 歲~35 歲，「新制學分班生」年齡分佈較均勻，其中以 31~35 歲最多

（56.8%）。 

（四）年資方面，整體教師之年資以「9~20 年」居多。在不同培育背景教師方

面，則可看出新舊制之差異：新制年資輕、舊制年資高。其中「舊制師範



 53

生」與「舊制學分班生」年資約有 65%以上集中在 9~20 年以上，「新制

師範教程生」年資多集中在 3~6 年（45.9%），「新制學分班生」則集中於

3~6 年（48.4%），「新制非師範教程生」年資多在 1~3 年（51.8%）。 

（五）婚姻狀況方面，整體教師而言以已婚居多。在各培育背景教師方面，可看

出新、舊制之差異。「舊制師範生」與「舊制學分班生」有 80%以上已婚。

新制培育教師則以未婚居多，其中「新制師範教程生」與「新制非師範教

程生」，未婚所佔比例分別為 81.2%、60.3%。唯一例外為「新制學分班生」，

有 61.7%已婚。 

（六）兼任行政工作方面，整體教師而言，約 86%的教師均無兼任行政工作。在

不同培育背景方面，亦是全部以無兼任行政工作所佔比例較高。其中，「舊

制學分班生」兼任工作比例最低（6.9%），「新制學分班生」、「新制非師範

教程生」則兼任行政工作比例較高，分別為 20.7%及 24.3%。 

（七）任教專長方面，整體教師大約只有 9%任教科目並非主修或副修。在不同

培育背景教師方面，亦以任教科目為主修或副修為主。「舊制師範生」、「新

制師範教程生」、「新制非師範教程生」均有 90%以上任教科目是其主修或

副修。「舊制學分班生」所佔比例為為 86.8%，「新制學分班生」則最低所

佔比例為 77.8%。 

（八）子女數方面，整體教師子女數平均數為 1.28 人。在各培育背景教師方面，

「舊制師範生」及「舊制學分班生」子女數平均數較高（約為 1.57 人）。

新制培育教師則較低，其中，「新學分班」之平均數最高（1.15 人），「新

師教程生」最低（0.23 人）。 

（九） 任教學期數方面，整體教師平均任教學期數為 1.98 學期。在各培育背景

教師方面，舊制培育教師任教學期數平均數均較高（約為 2.1 學期）。新

制培育教師則較低，其中「新制學分班生」最高（1.79 學期），「新制師

範教程生」最低（1.31 學期）。 

（十）族群方面，整體教師以本省閩南人所佔比例最高。各培育背景教師亦以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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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人所佔比例為高。其中，「新制師範教程生」本省閩南人所佔比例最高

（89.8%），「新制學分班生」最低（69.5%）。客家人部分則以「新制學分

生」比例佔最高（19.3%），「舊制師範生」最低（7.7%）。大陸各省市則

是「舊制學分班生」比例佔最高（16.6%）。 

 

二、教學效能： 

（一）傳統教學策略與教材方面，得分越高代表越常使用傳統教學策略與教材。

平均數最高者為「舊制師範生」，其次為「舊制學分班生」，最低者為「新

制學分班生」。 

（二）新式教學策略與教材方面，得分越高代表越常使用新式教學策略與教材。

平均數最高者為「舊制學分班生」，其次為「新制學分班生」，最低者為「新

制非師範教程生」。 

（三）其他教材方面，得分越高代表越常使用其他教材。平均數最高者為「新制

學分班生」，其次為「舊制師範生」，最低者為「新制非師範教程生」。 

（四）維持秩序方面，得分越高代表越常維持秩序。平均數最高者為「新制師範

教程生」，其次為「新制學分班生」，最低為「舊制學分班生」。 

（五）常測驗考試方面，得分越高代表越常測驗考試。平均數最高者為「新制非

師範教程生」，其次為「新制學分班生」，最低為「舊制師範生」。 

 

三、教師專業承諾： 

（一）工作投入方面，得分越高代表工作投入越多。平均數最高者為「新制非師

範教程生」，其次為「舊制學分班生」，最低者為「新制師範教程生」。 

（二）選擇老師職業方面，得分越高代表選擇老師為職業之意願程度越高。平均

數最高者為「新制學分班生」，其次為「新制非師範教程生」，最低為「舊

制師範生」。 

（三）教學不厭倦方面，得分越高代表教學越不易厭倦。平均數最高者為「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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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班生」，其次為「新制非師範教程生」，最低為「舊制師範生」。 

（四）研究進修方面，得分越高代表越常研究進修。平均數最高者為「舊制學分

班生」，其次為「舊制師範生」，最低者為「新制師範教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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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初步統計分析結果 

 

本節將採用單因子變異數分析及卡方檢定，初步探討不同培育背景之教師，

其對教學效能、教師專業承諾、學生數學成就之影響。 

 

一、 「不同培育背景教師」與「教學效能」之初步分析 

從「不同培育背景教師」與「傳統教材策略與教材」、「新式教材策略與教材」、

及「其他教材」的單因子變異數分析（詳見附錄，表 4-2-1），以及「不同培育背

景教師」與「維持秩序」、「常測驗考試」的卡方檢定來看（詳見附錄，表 4-2-2、

表 4-2-3），可以發現不同培育背景之教師，在此五項教學效能指標均達到顯著性

的差異，且均達 P<.001 之顯著水準。這代表教師的教學效能，會因教師培育背

景的不同而有所差異，亦即，教師培育背景對於教學效能存有影響力。此結果與

研究假設一相符，但這是不考慮其他因素的情況下。 

 

二、 「不同培育背景教師」與「教師專業承諾」之初步分析 

從「不同培育背景教師」與「工作投入」的單因子變異數分析（見附錄，表

4-2-4），以及「不同培育背景教師」與「教學不厭倦」、「選擇老師職業」、「研究

進修」的卡方檢定來看（詳見附錄，表 4-2-5、表 4-2-6、表 4-2-7），可以發現不

同培育背景之教師，在此四項教師專業承諾指標均達到顯著性的差異，且均達. 

P<.001 之顯著水準。這代表教師的教師專業承諾，會因教師培育背景的不同而

有所差異，亦即，教師培育背景對於教師專業承諾存有影響力。此結果與研究假

設二相符，但這是不考慮其他因素的情況下。 

 

三、 「不同培育背景教師」與「學生數學成就」之初步分析 

從「不同培育背景教師」與「學生數學成就」的單因子變異數分析（詳見附

錄，表 4-2-8）來看，可以發現不同培育背景之教師，其學生數學成就之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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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顯著性的差異，且達. P<.001 之顯著水準。這代表學生的數學成就，會因教

師培育背景的不同而有所差異，亦即，教師培育背景對於學生學習成就存有影響

力。此結果與研究假設三相符，但這是不考慮其他因素的情況下。 

 

四、 小結 

由以上分析結果可知，不同培育背景之教師，其教學效能、教師專業承諾及

學生數學成就均有所差異，且達顯著水準。但這是在未控制各社會人口變項之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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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假設檢定結果 

 

前一節透過初步統計分析將研究假設作一初步驗證，發現資料結果均符合研

究假設，但這是在不考慮其他因素的情況下。此節將以階層式迴歸分析的方式，

在考慮其他因素（控制變項）下，進一步剖析不同培育背景之教師對於教學效能、

教師專業承諾及學生數學成就的影響。 

 

一、 不同培育背景的教師，對教學效能的影響  

表 4-3-1（完整表格可見附錄，表 4-3-1）呈現 5 對迴歸分析模式，每一對包

含 a、b 兩個迴歸模型。其中，每一對的 a 迴歸模型是指未控制其他變項的情況，

b 迴歸模式則是進一步控制其他變項的情況。 

如 Model 1a 代表是未控制其他變項的情況下，初步觀察「不同培育背景教

師」對教學效能中「傳統教學策略與教材」的影響。Model 1b 則是加入教師社

會人口變項（包含教師性別、教育程度、年齡、年資、族群、任教學期數、任教

專長否、婚姻狀況、子女數、兼任行政工作否）、學生社會人口變項（家長教育

程度、家庭月收入、家長職業、學生性別、族群、第一波數學成績、補習否）、

學校類別（公私立、城鄉位置）等控制變項。以此類推，Model 2a、2b 的依變項

為「新式教學策略與教材」。Model 3a、3b 依變項為「其他教材」。Model 4a、4b

依變項為「維持秩序」。Model 5a、5b 依變項為「常測驗考試」。 

其中，為了充分比較各培育背景教師之差異，因此需透過三組不同的對照

組，以得到所有不同培育背景教師之比較結果。各迴歸分析模式做為自變項的「不

同培育背景教師 1」代表以「舊制師範生」為對照組，主要目的為比較其與「舊

制非師範生」之差異。「不同培育背景教師 2」代表以「新制師範教程生」為對

照組，主要目的為比較其與「新制非師範教程生」之差異。「不同培育背景教師

3」以「新制非師範教程生」為對照組，目的則是為了得到所有不同培育背景之

比較類別。為簡化表格，遂將此三個合併於同一模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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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針對教學效能之各個指標逐一分析結果。 

從 Model 1a 、Model 1b 來看，可以發現即使在控制了其他變項的影響之後，

「不同培育背景教師」在「傳統教學策略與教材」使用頻率上仍有顯著差異。其

中可以發現，「舊制師範生」較「舊制學分班生」及「新制學分班生」常使用傳

統教學策略與教材，以上達顯著水準。 

從 Model 2a 、Model 2b 來看，可以發現在控制了其他變項的影響之後，「不

同培育背景教師」在「新式教學策略與教材」使用頻率上仍有顯著差異。其中可

以發現，「舊制學分班生」及「新制學分班生」較「舊制師範生」常使用新式教

學策略與教材；「新制學分班生」較「新制非師範教程生」常使用新式教學策略

與教材，以上均達顯著水準。 

從 Model 3a 、Model 3b 來看，可以發現在控制了其他變項的影響之後，「不

同培育背景教師」在「其他教材」使用頻率上仍有顯著差異。其中可以發現，「舊

制師範生」較「新制師範教程生」、「新制非師範教程生」、「新制學分班生」常使

用其他教材；「舊制學分班生」及「新制學分班生」較「新制師範教程生」常使

用其他教材；「舊制學分班生」及「新制學分班生」較「新制非師範教程生」常

用其他教材，以上均達顯著水準。 

從 Model 4a 、Model 4b 來看，可以發現在控制了其他變項的影響之後，「不

同培育背景教師」在「維持秩序」的頻率上仍有顯著差異。其中可以發現，「新

制師範教程生」、「新制學分班生」較「舊制師範生」常維持秩序；「新制師範教

程生」及「新制學分班生」較「新制非師範教程生」常維持秩序；「新制師範教

程生」較「舊制學分班生」常維持秩序，以上均達顯著水準。 

從 Model 5a 、Model 5b 來看，可以發現在控制了其他變項的影響之後，「不

同培育背景教師」在「常測驗考試」的頻率上仍有顯著差異。其中可以發現，「舊

制學分班生」、「新制師範教程生」、「新制非師範教程生」、「新制學分班生」均較

「舊制師範生」常測驗考試；「新制師範教程生」及「新制非師範教程生」均較

「舊制學分班生」常維持秩序，以上均達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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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結果可知研究假設一：「不同培育背景的教師，其教學效能有顯著差

異」是成立的。 

 
二、 不同培育背景的教師，對教師專業承諾的影響  

表 4-3-2（完整表格可見附錄，表 4-3-2）呈現 4 對迴歸模式。每一對的 a 迴

歸分析模式是未控制其他變項的情況，b 迴歸分析模式則是進一步控制其他變項

的情況。如 Model 1a 是未控制其他變項的情況下，初步觀察「不同培育背景教

師」對教師專業承諾中「工作投入」的影響。Model 1b 則是加入教師、學生、

學校等控制變項。以下由此類推，Model 2a、2b 的依變項為「教學不厭倦」。Model 

3a、3b 的依變項為「選擇老師職業」。Model 4a、4b 的依變項為「研究進修」。 

以下就教師專業承諾各個指標逐一分析其結果。 

從 Model 1a 、Model 1b 來看，可以發現在控制了其他變項的影響之後，「不

同培育背景教師」在「工作投入」的程度上並沒有顯著差異。 

從 Model 2a 、Model 2b 來看，可以發現即使在控制了其他變項的影響之後，

「不同培育背景教師」在「教學不厭倦」的頻率上仍有顯著差異。其中可以發現，

「舊制學分班生」、「新制非師範教程生」及「新制學分班生」較「舊制師範生」

常教學不厭倦；「新制非師範教程生」及「新制學分班生」較「新制師範教程生」

常教學不厭倦；「新制師範教程生」較「舊制學分班生」常教學不厭倦，以上均

達顯著水準。 

從 Model 3a 、Model 3b 來看，可以發現即使在控制了其他變項的影響之後，

「不同培育背景教師」在「選擇老師為職業」的程度上仍有顯著差異。其中可以

發現，「新制非師範教程生」及「新制學分班生」較「新制師範教程生」更會選

擇老師為職業，以上均達顯著水準。 

從 Model 4a 、Model 4b 來看，可以發現即使在控制了其他變項的影響之後，

「不同培育背景教師」在「研究進修」的頻率上仍有顯著差異。其中可以發現，

「舊制師範生」較「新制學分班生」及「新制非師範教程生」常研究進修；「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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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學分班生」較「新制非師範教程生」常研究進修，以上均達顯著水準。 

由以上結果可知研究假設二：「不同培育背景的教師，其教師專業承諾有顯

著差異」是成立的。 

 
三、 不同培育背景的教師，對學生數學成就的影響  

表 4-3-3（完整表格可見附錄，表 4-3-3）共呈現 7 個迴歸模式。Model 1 是

未控制其他變項的情況下，初步觀察「不同培育背景教師」對「學生數學成就」

的影響。Model 2 是加入學校公私立、城鄉位置等控制變項。Model 3 是進一步

加入代表教師社會人口背景之控制變項。Model 4 是進一步加入代表學生家庭社

經背景之控制變項。Model 5 是進一步加入代表學生性別、族群、第一波數學成

績、補習與否等控制變項。由此，從 Model 5 可以看出不同培育背景教師，在控

制所有社會人口背景變項後，對於學生數學成就之影響。 

而 Model 6 是更進一步，將「教學效能」相關變項加入，來觀察此類變項的

中介效果。Model 7 則是更進一步，將「教師專業承諾」相關變項加入，來觀察

學生數學成就如何受到「教學效能」與「教師專業承諾」所有中介變項的影響。 

 

由表 4-3-3 的 Model 1 與 Model 5 可發現，在控制了所有社會人口背景變項

後，「不同培育背景教師」對「學生數學成就」仍有顯著影響。其中可以發現，「舊

制師範生」，其學生數學成就表現較「新制師範教程生」及「新制學分班生」佳；

「舊制學分班生」，其學生數學成就表現較「新制師範教程生」佳，以上均達顯

著水準。 

由以上結果可知研究假設三：「不同培育背景的教師，其學生數學成就有顯

著差異」是成立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從 Model 1~Model 5 的 R Square 來看，可以發現，學

校控制變項、教師社會人口背景變項、學生家庭社經背景變項、學生個人社會人

口背景變項，其各自對於學生數學成就之解釋力分別為 6.96%、3.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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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7%。由此可見，學生個人社會人口背景（包含性別、族群、第一波數學成績、

補習與否）對於學生數學成就有很大的影響力。 

  

四、不同培育背景的教師，透過教學效能，對學生數學成就的影響  

上述分析說明不同培育背景之教師，對於學生數學成就有顯著影響。那麼，

教師究竟如何透過中介變項，對學生數學成就有所影響，則是以下分析的焦點。 

就迴歸分析結果，從表 4-3-3 的 Model6~ 7 可進一步觀察，在控制社會人口

背景變項後，加入中介變項後，對學生數學成就的影響。 

從 Model 7 可發現，即使在控制了所有社會人口背景變項，以及「教師專業

承諾」變項後，不同培育背景之教師，其教學效能仍有差異。進一步分析可發現

有兩個變項對於學習成就有顯著影響力。 

一為「新式教學策略與教材」。由 Model 7 可知，「新式教學策略與教材」的

使用頻率與「學生數學成就」有顯著正相關（B=.035，P<.01）。亦即，越常使用

新式教學策略與教材之教師，其學生數學成就越高。 

二為「維持秩序」。由 Model 7 可知，「維持秩序」的頻率與「學生數學成就」

有顯著負相關（B=-.054，P<.01）。亦即，越常維持秩序之教師，其學生數學成

就越低。 

而進一步觀察 Model 7 可發現，不同培育背景教師中，透過中介變項，對學

生學習有顯著差異之組別為：「舊制師範生」（B=-.036*），其學生數學成就高於

「新制師範教程生」；「舊制師範生」(B=-.036*)，其學生數學成就高於「新制學

分班生」；「舊制學分班生」(B=-.033*)，其學生數學成就高於「新制師範教程生」。

然而，當比對 Model 1，觀察此三組之表現時，可以發現，在未控制其他社會人

口背景變項的情況下，此三組之差異並未達到顯著（其 B 值分別為 -.014、

-.055、.019）。由此可知，不同培育背景之教師，唯有在控制社會人口背景變項

後，才能透過中介變項，對學生學習成就有顯著差異影響力。也就是說，社會人

口背景變項與不同培育背景教師之間存在有交互作用的關係，之後透過中介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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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教學策略及教材」或「維持秩序」，使得學生數學成就有所差異。由此可

見，此關係是一個條件式的關係。 

由以上結果可知研究假設四：「不同培育背景的教師，透過教學效能，對學

生數學成就有顯著影響」是成立的。惟此關係是控制社會人口背景變項後才成立。  

 

五、 不同培育背景的教師，透過教師專業承諾，對學生數學成就的影響  

從 Model 7 可發現，即使在控制了所有社會人口背景變項，以及「教學效能」

變項後，不同培育背景之教師，其教師專業承諾仍有差異。 

進一步分析可發現只有「選擇老師職業」之意願程度對於學習成就有顯著影

響力。從表 4-3-3 的 Model 7，可以發現「選擇老師職業」的意願程度與「學生

數學成就」有顯著正相關（B=.026，P<.01）。亦即，越認同選擇老師為職業的教

師，其學生數學成就越高。 

而進一步觀察 Model 7 可發現，不同培育背景教師中，透過中介變項，對學

生學習有顯著差異之組別為：「舊制師範生」（B=-.036*），其學生數學成就高於

「新制師範教程生」；「舊制師範生」(B=-.036*)，其學生數學成就高於「新制學

分班生」；「舊制學分班生」(B=-.033*)，其學生數學成就高於「新制師範教程生」。

然而，當比對 Model 1，觀察此三組之表現時，可以發現，在未控制其他社會人

口背景變項的情況下，此三組之差異並未達到顯著（其 B 值分別為 -.014、

-.055、.019）。由此可知，不同培育背景之教師，唯有在控制社會人口背景變項

後，中介變項，始對學生學習成就有顯著差異影響力。也就是說，社會人口背景

變項與不同培育背景教師之間存在有交互作用的關係，之後中介變項「選擇老師

職業」，才能使得學生數學成就有所差異。由此可見，此關係是一個條件式的關

係。 

由以上結果可知研究假設五：「不同培育背景的教師，透過教師專業承諾，

對學生數學成就有顯著影響」是成立的。惟此關係是控制社會人口背景變項後才

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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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不同培育背景教師」與「教學效能」之多元迴歸分析簡要摘要表  
教學效能：傳統教學策略與教材 教學效能：新式教學策略與教材 教學效能： 

Model 1a Model 1b Model 2a Model 2b Model 3a 

         依變項 

自變項 

 b（SE）/ Beta b（SE）/ Beta b（SE）/ Beta b（SE）/ Beta b（SE）/ Beta 

常數 5.567(.016)** 4.732(.157)** 6.336(.040)** 5.674(.427)** 1.382(.022)** 不

同

培

育

背

景

教

師 

1 

舊制師範生（對照

組） 

舊制學分班生 

新制師範教程生 

新制非師範教程 

新制學分班生 

新制無培育背景 

舊制無培育背景 

 

 

-.093(.027)/-.047* 

-.281(.045)/-.082** 

-.196(.032)/-.083** 

-.342(.041)/-.108** 

-.777(.093)/-.106** 

.030(.102)/ .004 

 

 

-.095(.027)/-.048**

-.122(.06)/-.036 

-.064(.046)/-.027 

-.149(.046)/-.047* 

-.200(.100)/-.027 

-.180(.096)/-.022 

 

 

.522(.068)/.105** 

-.073(.115)/-.008 

.009(.080)/.001 

.318(.106)/.040* 

-.583(.234)/-.032 

1.664(.257)/.083** 

 

 

.404(.069)/.082** 

.337(.154)/.038 

.280(.119)/.047 

.640(.117)/.080** 

-.992(.254)/-.054** 

1.483(.244)/.074** 

 

 

-.024(.038)/-.009 

-.101(.064)/-.021 

-.140(.045)/-.043* 

.104(.058)/.024 

-.098(.131)/-.010 

-.098(.131)/-.010 

常數 5.285(.042)** 4.610(.15)** 6.263(.108)** 6.011(.407)** 1.281(.060)** 不

同

培

育

背

景

教

師 

2 

舊制師範生 

舊制學分班生 

新制師範教程生

（對照組） 

 新制非師範教程 

 新制學分班生 

 新制無培育背景 

 舊制無培育背景 

.281(.045)/.167** 

.189(.047)/.095** 

 

 

.085(.050)/.036 

-.061(.057)/-.019 

-.495(.101)/-.068** 

.312(.109)/.039* 

.122(.060)/.073 

.027(.061)/.014 

 

 

.058(.051)/.025 

-.027(.060)/-.009 

-.078(.103)/-.011 

-.058(.111)/-.007 

.073(.115)/.017 

.595(.122)/.120** 

 

 

.081(.129)/.014 

.390(.146)/.049* 

-.510(.255)/-.028 

1.737(.276)/-.087** 

-.337(.154)/-.080 

.067(.156)/.014 

 

 

-.057(.133)/-.010 

.030(.155)/.038 

-1.329(.262)/-.073** 

1.146(.282)/.057** 

.101(.064)/.043 

.077(.068)/.028 

 

 

-.039(.072)/-.012 

.205(.080)/.047 

.003(.142)/.000 

.485(.180)/.037* 

常數 5.370(.027)** 4.668(.153)** 6.344(.070)** 5.954(.416)** 1.243(.039)/** 不

同

培

育

背

景

教

師 

3 

舊制師範生 

 舊制學分班生 

 新制師範教程生 

 新制非師範教程

生（對照組） 

 新制學分班生 

 新制無培育背景 

 舊制無培育背景 

.196(.032)/.117** 

.103(.035)/.052* 

-.085(.050)/-.025 

 

 

-.146(.047)/-.046* 

-.580(.096)/-.079** 

.227(.105)/.028 

.064(.046)/.038 

-.031(.046)/-.015 

-.058(.051)/-.017 

 

 

-.085(.047)/-.027 

-.136(.097)/-.019 

-.116(.103)/-.014 

-.009(.080)/-.002 

.513(.089)/.104** 

-.081(.129)/-.009 

 

 

.309(.120)/.039 

-.591(.241)/-.032 

1.656(.263)/.083** 

-.280(.119)/-.066 

.124(.116)/.025 

.057(.133)/.007 

 

 

.360(.121)/.045* 

-1.272(.246)/-.070** 

1.203(.262)/.060** 

.141(.045)/.060 

.116(.050)/042 

.039(.072)/.008 

 

 

.244(.067)/.056** 

.041(.135).004/ 

.523(.174)/.040* 

社會人口背景變項 未加入 加入 未加入 加入 未加入 

R Square .027 .205 .138 .426 .004 

F 27.995** 27.363** 19.410** 23.167** 3.874* 

N 6119 6119 6030 6030 5950 

 
 



 65

 
表 4-3-1（續） 

其他教材 教學效能：維持秩序 教學效能：常測驗考試 

Model 3b Model 4a Model 4b Model 5a 模型 5b 

        依變項 

 

自變項 B（SE）/ Beta b（SE）/ Beta b（SE）/ Beta b（SE）/ Beta b（SE）/ Beta

常數 2.388(.234)** 1.822(.016)** 1.362(.166)** 1.900(.012)** 2.571(.124)** 不

同

培

育

背

景

教

師 

1 

舊制師範生（對照

組） 

舊制學分班生 

新制師範教程生 

新制非師範教程 

新制學分班生 

新制無培育背景 

 舊制無培育背景 

 

 

-.020(.041)/-.007 

-.608(.089)/-.127** 

-.553(.069)/-.168** 

-.197(.068)/-.045* 

-.951(.148)/-.095** 

.204(.169)/.016 

 

 

-.021(.027)/-.010 

.317(.045)/.092** 

.060(.032)/.026 

.210(.042)/.067** 

.365(.094)/-.050**

.447(.103).055/** 

 

 

.066(.029)/.003 

.334(.064)/.097** 

.031(.049)/.013 

.296(.048)/.094** 

-.163(.106)/-.022 

.538(.102)/.067** 

 

 

.133(.020)/.089** 

.087(.034)/.034 

.291(.024)/.164** 

.167(.031)/.070** 

.113(.070)/.020 

.085(.077)/.014 

 

 

.082(.021)/.055** 

.178(.047)/.069** 

.260(.037)/.147** 

.144(.036)/.061** 

.041(.079)/.007 

.115(.076)/.019 

常數 1.780(.224)** 2.139(.042)** 1.696(.159)** 1.987(.032)** 2.749(.119)** 不

同

培

育

背

景

教

師 

2 

舊制師範生 

舊制學分班生 

新制師範教程生

（對照組） 

 新制非師範教程 

 新制學分班生 

 新制無培育背景 

 舊制無培育背景 

.608(.089)/.260** 

.587(.091)/.212** 

 

 

.055(.077)/.017 

.411(.090)/.095** 

-.344(.152)/-.034 

.812(.186)/.062** 

-.334(.064)/-.198**

-.328(.064)/-.165**

 

 

- .257(.050)/-.109**

-.107(.057)/-.034 

-682(.102)/-.093** 

.130(.110)/.016 

-.334(.064)/-.198**

-.328(.064)/-.165**

 

 

-.303(.054)/-.129**

-.038(.063)/-.012 

-.497(.109)/-.068**

.204(.117)/.025 

-.087(.034)/ 

.045(.036)/.030 

 

 

.203(.038)/.115** 

.079(.043)/.033 

.025(.076)/.005 

-.002(.082)/.000 

-.178(.047)/-.141** 

-.096(.048)/-.064 

 

 

.081(.041)/.046 

-.034(.047)/-.014 

-.137(.081)/-.025 

-.064(.087)/-.010 

常數 1.835(.230)/** 1.882(.028)** 1.393(.162)** 2.190(.021)** 2.830(.121)** 不

同

培

育

背

景

教

師 

3 

舊制師範生 

 舊制學分班生 

 新制師範教程生 

 新制非師範教程

生（對照組） 

 新制學分班生 

 新制無培育背景 

 舊制無培育背景 

.533(.069)/.237** 

.533(.068)/.193** 

-.055(.077)/-.011 

 

 

.356(.070)/.082** 

-.398(.143)/-.040* 

.757(.176)/.058** 

-.060(.032)/-.036 

-.081(.035)/-.041 

.257(.050)/075** 

 

 

.150(.047)/.048* 

-.425(.096)/-.058**

.387(.105)/.048** 

-.031(.049)/-.018 

-.025(.048)/-.013 

.303(.054)/.088** 

 

 

.265(.050)/.084** 

-.194(.102)/-.026 

.507(.109)/.063** 

-.291(.024)/-.229** 

-.158(.026)/-.106** 

-.203(.038)-.079/** 

 

 

-.124(.035)/-.052** 

-.178(.072)/-.032 

-.205(.079)/-.034* 

-.261(.037)/-.205** 

-.178(.036)/-.119** 

-.081(.041)/-.031 

 

 

-.115(.037)/-.049* 

-.218(.076)/-.040* 

-.145(.081)/-0.24 

社會人口背景變項 加入 未加入 加入 未加入 加入 

R Square .100 .018 .111 .027 .027 

F 11.480** 18.752** 13.250** 27.765** 27.765** 

N 5950 6127 6127 6119 6119 

註 1：* p <= .01； ** p <= .001。  註 2：此表為簡要摘要表，詳細對應表格請見附錄表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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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不同培育背景教師」與「教師專業承諾」之多元迴歸分析簡要摘要表 

教師專業承諾：工作投入 教師專業承諾：教學不厭倦 

Model 1a Model 1b Model 2a Model 2b 

           依變項 

自變項 

 b（SE）/ Beta b（SE）/ Beta b（SE）/ Beta b（SE）/ Beta 

常數 7.161(.061)** 7.557(.651)** 1.167(.015)** 2.073(.159)/** 不

同

培

育

背

景

教

師 

1 

 舊制師範生（對照

組） 

 舊制學分班生 

 新制師範教程生 

 新制非師範教程生 

 新制學分班生 

 新制無培育背景 

 舊制無培育背景 

 

 

.266(.105)/.030 

-.023(.175)/-.002 

.267(.123)/.029 

.069(.162)/.006 

2.468(.363)/.087** 

1.406(.398)/.045** 

 

 

-.122(.112)-.016/ 

.148(.249)/.011 

.086(.193)/.010 

-.144(.191)/-.012 

1.619(.413)/.057** 

.580(.398)/.019 

 

 

.223(.026)/.118** 

.047(.043)/.014 

.300(.030)/.133** 

.507(.039)/.168** 

-.445(.088)/-.064** 

.233(.097)/.030 

 

 

.204(.027)/.107** 

.093(.060)/.028 

.428(.046)/.189** 

.456(.046)/.151** 

-.606(.099)/-.087** 

.153(.096)/.020 

常數  7.138(.164)** 7.706(.624)** 1.664(.040)** 2.166(.154)** 不

同

培

育

背

景

教

師 

2 

舊制師範生 

舊制學分班生 

新制師範教程生（對

照組） 

 新制非師範教程生 

 新制學分班生 

 新制無培育背景 

 舊制無培育背景 

.023(.175).004 

.249(.185)/.033 

 

 

.290(.196)/.032 

.092(.223)/.008 

2.492(.394)/.088** 

1.429(.427)/.046* 

-.148(.249)/-.023 

-.271(.252)/-.035 

 

 

-.062(.214)/-.007 

-.292(.249)/-.024 

1.471(.426)/.052* 

.432(.459)/.014 

-.047(.043)/-.029 

.176(.045)/.093** 

 

 

.254(.048)/.112** 

.460(.054)/.153** 

-.491(.096)/-.070** 

.187(.104)/.024 

-.093(.060)/-.058     

.110(.061)/.058 

 

 

.334(.051)/.148** 

.363(.060)/.120** 

-.700(.103)/-.100** 

.060(.110)/.008 

常數 7.428(.107)/** 7.644(.635)/** 1.918(.026)** 2.500(.155)** 不

同

培

育

背

景

教

師 

3 

舊制師範生 

 舊制學分班生 

 新制師範教程生 

 新制非師範教程生

（對照組） 

 新制學分班生 

 新制無培育背景 

 舊制無培育背景 

-.267(.123)/-.041 

-.040(.137)/-.005 

-.290(.196)/-.022 

 

 

-.197(-184)/-.016 

2.202(.374)/.078** 

1.139(.408)/.037* 

-.086(.193)/-.013 

-.209(.189)/-.027 

.062(.214)/.005 

 

 

-.230(.196)/-.019 

1.533(.401)/.054 

.494(.426)/.016 

-.300(.030)/-.187** 

-.077(.033)/-.041 

-.254(.048)/-.077** 

 

 

.207(.045)/.069** 

-.745(.091)/-.107** 

-.067(.099)/-.009 

-.428(.046)/-.266** 

-.224(.045)/-.118** 

-.334.(.051)/-.101** 

 

 

.028(.047)/.009 

-1.034(.096)/-.148** 

-.275(.102)/-.036* 

社會人口背景變項 未加入 加入 未加入 加入 

R Square .010 .086 .046 .138 

F 10.246** 9.993** 49.416** 16.944** 

N 6096 6096 6089 6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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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續） 

教師專業承諾：選擇老師職業 教師專業承諾：研究進修 

Model 3a Model 3b Model 4a Model 4b 

            依變項 

自變項 

 b（SE）/ Beta b（SE）/ Beta b（SE）/ Beta b（SE）/ Beta 

常數 1.538(.011)** 1.698(.121)** 1.941(.036)** 2.821(.379)/** 不

同

培

育

背

景

教

師 

1 

 舊制師範生（對照組） 

 舊制學分班生 

 新制師範教程生 

 新制非師範教程生 

 新制學分班生 

 新制無培育背景 

 舊制無培育背景 

 

.011(.019)/.008 

.029(.032)/.012 

.052(.023)/.031 

.062(.030)/.028 

-.217(.067)/-.042* 

-.031(.073)/-.005 

 

-.029(.021)/-.020 

-.051(.046)/-.021 

.057(.036)/.034 

.075(.036)/.033* 

-.296(.077)/-.057** 

-.118(.074)/-.021 

 

.100(.061)/.022 

-.309(.101)/-.040* 

-.064(.071)/-.012 

-.115(.094)/-.016 

-.163(.211)/-.010 

-.270(.232)/-.015 

 

.088(.066)/.020 

-.202(.145)/-.026 

-.290(.112)/-.055* 

-.330(.110)/-.047* 

.261(.241)/.016 

-.289(.232)/-.016 

常數 1.567(.030)** 1.646(.116)/** 1.632(.095)** 2.619(.363)** 不

同

培

育

背

景

教

師 

2 

舊制師範生 

舊制學分班生 

新制師範教程生（對

照組） 

 新制非師範教程生 

 新制學分班生 

 新制無培育背景 

 舊制無培育背景 

-.029(.032)/-.024 

-.017(.034)/-.012 

 

 

.023(.036)/.014 

.033(.041)/.015 

-.246(.073)/-.047* 

-.059(.079)/-.010 

.051(.046)/.043 

.022(.047)/.016 

 

 

.109(.040)/.065* 

.127(.046)/.056* 

-.244(.079)/-.047* 

-.067(.085)/-.012 

.309(.101)/.082* 

.409(.107)/.092** 

 

 

.245(.113)/.047 

.194(.129)/.028 

.145(.229)/.009 

.039(.248)/.002 

.202(.145)/.054 

.290(.147)/.065 

 

 

-.088(.124)/-.017 

-.128(.145)/-.018 

.464(.249)/.028 

-.087(.267)/-.005 

 

常數 1.590(.020)** 1.755(.118)** 1.877(.062)** 2.531(.370)** 不

同

培

育

背

景

教

師 

3 

舊制師範生 

 舊制學分班生 

 新制師範教程生 

 新制非師範教程生

（對照組） 

 新制學分班生 

 新制無培育背景 

 舊制無培育背景 

-.052(.023)/-.043 

-.040(.025)/-.029 

 -.023(.036)/-.009 

 

 

.010(.034)/.005 

-.269(.069)/-.052** 

-.082(.075)/-.014** 

-.086(.035)/-.061 

-.057(.036)/-.048 

-.109(.040)/-.044* 

 

 

.018(.037)/.008 

-.353(.074)/.-068** 

-.175(.079)/-.031 

.064(.071)/.017 

.164(.080)/.037 

-.245(.113)/-.032 

 

 

-.051(.107)/-.007 

-.100(.217)/-.006 

-.206(-.237)/-.011 

.290(.112)/ 

.378(.110)/.085* 

.088(.124)/.011 

 

 

-.040(.114)/-.006 

.552(.234)/.034 

.001(.248)/.000 

社會人口背景變項 未加入 加入 未加入 加入 

R Square .003 .066 .003 .075 

F 3.513* 5.244** 3.113* 8.585** 

N 6078 6078 6095 6095 

註 1：* p <= .01； ** p <= .001。  註 2：此表為簡要摘要表，詳細對應表格請見附錄表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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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不同培育背景教師」、「教學效能」、「教師專業承諾」與「學生數學成就」多元迴歸分

析簡要摘要表  

學生數學成就 

Model 1：不同培

育背景教師 

Model 2：加入學校

控制變項 

Model 3：加入教師

控制變項  

Model 4：加入學生

家庭社經背景變項

             依變項 

 

自變項 

b（SE）/ Beta b（SE）/ Beta b（SE）/ Beta b（SE）/ Beta 

常數 .037(.018) -.674(.185)** -.298(.046)** -.987(.178)** 不同培

育背景

教師 1 

 

 舊制師範生（對照組） 

舊制學分班生 

 新制師範教程生 

 新制非師範教程生 

新制學分班生 

新制無培育背景 

舊制無培育背景 

 

-.014(.031)/-.007 

-.055(.053)/-.014 

-.067(.036)/-.026 

 

-.190(.047)/-.055**

-.092(.105)/-.012 

.220(.126)/.023 

 

-.068(.030)/-.031 

-.115(.051)/-.029 

-.129(.036)/-.050**

-.187(.047)/-.054**

-.478(.104)/-.061**

.276(.122)/.029 

 

-.062(.032)/-.029 

-.069(.072)/-.018 

-.146(.054)/-.057* 

-.167(.054)/-.048* 

-.407(.117)/-.052** 

.293(.124)/.031 

 

-.034(.030)/-.016 

-.090(.068)/-.023 

-.101(.051)/-.039 

-.155(.051)/-.045* 

-.288(.110)/-.036* 

.276(.117)/.029 

常數 -.018(.050) -.413(.066)** -.742(.179)** -1.077(.173)** 不同培

育背景

教師 2 

舊制師範生 

舊制學分班生 

新制師範教程生（對照

組） 

 新制非師範教程生 

 新制學分班生 

 新制無培育背景 

 舊制無培育背景 

.055(.053)/.030 

.041(.056)/.019 

 

 

-.012(.059)/-.005 

-.135(.066)/-.039 

-.037(.115)/-.005 

.275(.134)/.029 

.115(.051)/.062 

.046(.054)/.021 

 

 

-.014(.057)/-.005 

-.075(.065)/-.021 

-.363(.112)/-.046* 

-.391(.130)/.041* 

.069(.072)/.037 

.006(.073)/.003 

 

 

-.078(.062)/-.030 

-.099(.073)/-.029 

-.339(.121)/-.043* 

.362(.140)/.038 

.090(.068)/.049 

.056(.069)/.026 

 

 

-.011(.099)/-.004 

-.065(.069)/-.019 

-.198(.115)/-.025 

.366(.133)/.038* 

常數 -.030(.031) -.427(.050)** -.820(.183)** -1.088(.176)** 不同培

育背景

教師 

3 

舊制師範生 

 舊制學分班生 

 新制師範教程生 

 新制非師範教程生（對

照組） 

 新制學分班生 

 新制無培育背景 

 舊制無培育背景 

.067(.036)/.037 

.053(.040)/.024 

.012(.059)/.003 

 

 

-.122(.054)/-.035 

-.025(.108)/-.003 

.287(.129)/.030 

.129(.036)/.070** 

.060(.039)/.028 

.014(.057)/.004 

 

 

-.059(.052)/-.017 

-.349(.106)/-.044* 

.405(.125)/.043* 

.146(.054)/.079* 

.084(.053)/.039 

.078(.062)/.020 

 

 

-.021(.056)/-.006 

-.261(.113)/-.033 

.440(.131)/.046* 

.101(.051)/.055 

.067(.051)/.031 

.011(.059)/.003 

 

 

-.054(.053)/-.016 

-.187(.107)/-.024 

.377(.123)/.040* 

學校控制變項 未加入 加入 加入 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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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續） 

    

學生數學成就   

      依變項 

 

自變項 

Model 1：不同培育

背景教師 

Model 2：加入學

校控制變項 

Model 3：加入教師

控制變項  

Model 4：加入學生

家庭社經背景變項

教師控制變項  未加入 未加入 加入 加入 

學生家庭社經地位 未加入 未加入 未加入 加入 

學生個人社會人口背景變項 未加入 未加入 未加入 未加入 

中介變項 

1. 傳統教學策略與教材 

未加入 未加入 未加入 未加入 教學效

能 

2. 新式教學策略與教材 未加入 未加入 未加入 未加入 

 3. 其他教材 未加入 未加入 未加入 未加入 

4. 維持秩序  未加入 未加入 未加入 未加入  

5. 常測驗考試 未加入 未加入 未加入 未加入 

1. 工作投入 未加入 未加入 未加入 未加入 

2. 教學不厭倦 未加入 未加入 未加入 未加入 

3. 選擇教師職業 未加入 未加入 未加入 未加入 

教師專

業承諾 

  

4. 研究進修 未加入 未加入 未加入 未加入 

R Square .004 .070 .107 .206 

F .3763* 48.176** 17.565** 29.404** 

N 5734 5734 5734 5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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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續） 

學生數學成就 

Model 5：加入學生個

人社會人口背景變項

Model 6：加入教師

之教學效能 

Model 7：加入教師之教

師專業承諾 

             依變項 

 

自變項 

 b（SE）/ Beta b（SE）/ Beta b（SE）/ Beta 

常數 -.193(.128) -.158(.143) -.282(.148) 不同培

育背景

教師 1 

 

 舊制師範生（對照組） 

 舊制學分班生 

 新制師範教程生 

 新制非師範教程生 

 新制學分班生 

 新制無培育背景 

 舊制無培育背景 

 

.003(.022)/.002 

-.147(.048)/-.038* 

-.053(.036)/-.020 

-.098(.036)/-.028* 

-.097(.078)/-.012 

.143(.003)/.015 

 

-.008(.022)/-.004 

-.139(.048)/-.036* 

-.070(.036)/-.027 

-.099(.036)/-.029* 

-.095(.078)/-.012 

.129(.083)/.014 

 

-.011(.022)/-.005 

-.139(.048)/-.036* 

-.082(.037)/-.032 

-.113(.036)/-.033* 

-.069(.078)/-.009 

.130(.083)/.014 

 常數 -.340(.123)* -.296(.140) -.420(.144)* 

不同培

育背景

教師 2 

舊制師範生 

舊制學分班生 

新制師範教程生（對照組） 

 新制非師範教程生 

 新制學分班生 

 新制無培育背景 

 舊制無培育背景 

.147(.048)/.080* 

.151(.049)/.069* 

 

.095(.042)/.037 

.050(.049)/.014 

.050(.081)/.006 

.290(.094)/.030* 

.139(.048)/.075* 

.130(.049)/.060* 

 

.069(.042)/.027 

.039(.048)/.011 

.043(.081)/.005 

.268(.094)/.028* 

.139(.048)/.075* 

.127(.049)/.058* 

 

.057(.042)/.022 

.026(.049)/.007 

.070(.082)/.009 

.269(.094)/.028* 

常數 -.246(.126) -.228(.142) -.364(.147) 不同培

育背景

教師 

3 

舊制師範生 

 舊制學分班生 

 新制師範教程生 

 新制非師範教程生（對照

組） 

 新制學分班生 

 新制無培育背景 

 舊制無培育背景 

.053(.036)/.029 

.056(.036)/.026 

-.095(.042)/-.024 

 

 

-.045(.037)/-.013 

-.045(.076)/-.006 

.195(.087)/.021 

.070(.036)/.038 

.062(.036)/.028 

-.069(.042)/-.018 

 

 

-.029(.038)/-.008 

-.025(.076)/-.003 

.199(.088)/.021 

.082(.037)/.045 

.071(.036)/.033 

-.057(.042)/-.015 

 

 

-.031(.038)/-.009 

.013(.077)/.002 

.212(.088)/.022 

學校控制變項 加入 加入 加入 

教師控制變項 加入 加入 加入 

學生家庭社經地位 加入 加入 加入 

學生個人社會人口背景變項 加入 加入 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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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續）    

學生數學成就 

Model 5：加入學生個

人社會人口背景變項

Model 6：加入教師

之教學效能 

Model 7：加入教師之教

師專業承諾 

             依變項 

 

自變項 

 b（SE）/ Beta b（SE）/ Beta b（SE）/ Beta 

 中介變項 

1. 傳統教學策略與教材 

 

未加入 

 

-.013(.011)/-.012 

 

-.012(.011)/-.010 

教學效

能 

2. 新式教學策略與教材 未加入 .016(.004)/.036** .015(.004)/.035* 

 3. 其他教材 未加入 .004(.008)/.005 .004(.008)/.005 

4. 維持秩序  未加入 -.061(.010)/-.055** -.060(.010)/-.054**  

5. 常測驗考試 未加入 .032(.013)/.022 .031(.013)/.021 

1. 工作投入 未加入 未加入 -.001(.003)/-.003 

2. 教學不厭倦 未加入 未加入 .022(.010)/.019 

3. 選擇教師職業 未加入 未加入 .040(.013)/.026* 

教師專

業承諾 

  

4. 研究進修 未加入 未加入 -.005(.004)/.000 

R Square .603 .608 .609 

 F 154.201** 144.175**  

N 5734 5734 5734 

 

註 1：* p <= .01； ** p <= .001。 

註 2：此表為簡要摘要表，詳細對應表格請見附錄表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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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由前兩節之研究結果可以發現，本研究所欲驗證之研究假設全部成立，茲將

簡要結果列舉如下五點。 

一、不同培育背景之教師，其教學效能有所差異。 

二、不同培育背景之教師，其教師專業承諾有所差異。 

三、不同培育背景之教師，其學生數學成就有所差異。 

四、不同培育背景之教師，透過不同教學效能，其學生數學成就有所差異。 

五、不同培育背景之教師，透過不同教師專業承諾，其學生數學成就有所差

異。 

 

此外，由於分析這些不同培育背景之教師時，本研究主要關心之問題有二：

一為師範院校培育教師與非師範院校培育教師之差異，二為舊制與新制培育教師

之差異。因此，為釐清此問題，可將樣本分為三個方式來比較。 

一、比較舊制內，師範生與非師範生（即學分班生）是否有所差異。 

二、比較新制內，同樣是教育學程的學生，師範生與非師範生是否有所差

異。 

三、比較新制、舊制之教師，是否有所差異。 

以下茲將依此三種比較方式，將研究結果統整成表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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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 研究假設一到研究假設三研究結果統整表 

一、舊制內比較：師範生 VS.學分班生 

（一）教學效能：    舊師>舊學分：傳統教學策略與教材 

舊學分>舊師：新式教學策略與教材、教學評量 

（二）教師專業承諾：舊學分>舊師：教學不厭倦 

（三）學生數學成就：無差異 

二、新制內比較：師範教程生 VS 非師範教程生 

（一）教學效能：    新師教程>新非師教程：維持秩序 

（二）教師專業承諾：新非師教程>新師教程：教學不厭倦、選擇老師職業  

（三）學生數學成就：無差異 

三、新舊制比較：舊制師範生 VS 舊制學分班生 VS 新制師範教程生 VS 新制非師範教程生 VS

新制學分班生 

（一）教學效能 

舊制 

高於

新制 

舊師>新師教程：其他教材 

舊師>新非師教程：其他教材 

舊師>新學分：傳統教學策略與教材、其他教材 

舊學分>新師教程：其他教材  

舊學分>新非師教程：其他教材 

新制

高於

舊制 

新師教程>舊師：、維持秩序、常考試測驗 

新師教程>舊學分：維持秩序 

新非師教程>舊師：常考試測驗 

新學分>舊師：新式教學策略與教材、維持秩序、常考試測驗 

新非師教程>舊學分：常考試測驗 

（二）教師專業承諾 

舊制

高於

新制 

舊師>新非師教程：研究進修 

舊師>新學分：研究進修 

舊學分>新非師教程：研究進修 

新制

高於

舊制 

新非師教程>舊師：教學不厭倦 

新學分>舊師：教學不厭倦 

新非師教程>舊學分：教學不厭倦 

（三）學生數學成就 

舊制

高於

新制 

舊師>新師教程 

舊師>新學分 

舊學分>新師教程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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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討論  

 

根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及假設，本研究主要欲瞭解不同培育背景之教師，其

教學效能、教師專業承諾、及學生數學成就是否有所差異。其中，由於本研究欲

瞭解師範體系與非師範體系教師之差異，及新制與舊制教師之差異。因此，本研

究將不同培育背景之教師，分為三種比較方式來分析，分別為舊制內比較、新制

內比較、及新舊制比較。 

關於此三類的比較結果，可見表 4-5-1 之整理。以下針對研究結果與發現，

茲分別討論分析如下述。 

一、 舊制內比較：師範院校培育教師與非師範院校培育之教師，其

教學效能有顯著差異存在。 

（一） 師範院校培育教師，「傳統教學策略與教材」使用頻率顯著高於非師範

院校培育者；非師範院校培育教師，則於「新式教學策略與教材」使用頻

率上顯著高於師範院校培育者。 

討論： 

此一研究結果與過去研究認為舊制師範生與舊制非師範生，教學效能無顯著

差異之研究相悖（郭明堂 1995）。 

探其原因可能在於，過去教改之前，台灣教育主流還是重視傳統的教學方

式，而輸入法、教科書教材的使用可說是主流的教學方式。至於新式教學策略與

教材的使用（例如探索法、課外參考書的使用、上台報告、分組討論），隨著時

代變遷，逐漸才受重視。由此可見，可能過去傳統師範院校，其師資培育訓練較

重視傳統的教學方式，因此，師範院校培育之教師在傳統教學策略與教材的使用

頻率高於非師範院校生。 

另一方面，非師範院校培育之教師，亦有可能受到一般大學較重視學術的學

風影響，在教學上較使用探索法、以學生為主的教學方式，因此較常使用新式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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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策略與教材。 

 

二、 舊制內比較：師範院校培育教師與非師範院校培育之教師，其

教師專業承諾有顯著差異存在。 

（一） 非師範院校培育之教師，「留業意願」中「教學不厭倦」的頻率，顯著

高於師範院校培育之教師。 

討論： 

此研究結果，一方面反駁師範生在師範院校潛移默化的環境中，教育專業精

神較高的看法（江文雄 1995；孫邦正 1985；黃炳煌 1986；歐用生 1991）；另

一方面，也與文獻探討中，在舊制國中教師部分，發現非師範生之教師專業承諾

高於師範生的研究相符（黃國隆 1986；梁瑞安 1995）。 

舊制非師範生留業意願較師範生高，其原因可能有二： 

1. 由於舊制師範院校仍有「公費制度」等保障，因此，過去選擇就讀師範院校

及教育院系者，其中許多人可能是基於「公費」之誘因或經濟的考量，並非

出於本身理想志願或對教師職業的熱忱，因此大學畢業後留業意願較低，在

教學上更易感到厭倦。 

2. 另一原因可能在於生涯決定的年齡較輕，尚未確定志向。梁瑞安（1995）指

出，由於舊制中，選讀師範院校者必須在高中一畢業（師專及師範學校生更

是提早到國中畢業）即設定未來要從事教職，此時對於自己及職業世界可能

尚無充分清楚認識，因而自己的志向尚不明確。就讀過程中，志向可能改變

卻因為公費很難改變志向，最後不得已擔任教師。相對而言，非師範生其生

涯抉擇的年齡較晚，此時志向較為明確，自然而然比較會接受自己的選擇，

因而留業意願較高。 

 

三、 舊制內比較：師範院校培育教師與非師範院校培育之教師，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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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數學成就無顯著差異存在。  

討論：此部分討論請見結論六之討論。 

 

四、 新制內比較：師範院校培育教師與非師範院校培育之教師，其

教學效能有顯著差異存在。 

（一） 師範院校培育之教師，「維持秩序」之頻率顯著高於非師範院校培育之

教師。 

討論： 

此一研究結果顯示在新制中，師範院校生較非師範院校生更常維持秩序。此

一結果與文獻探討中，發現不同培育背景之教師，其教學效能無顯著差異之研究

相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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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持秩序屬於班級經營的一部份，主要是透過預防、制止及管理不適當行為

的方式來達成（馮莉雅 2002）。因此，此一結果可以顯示師範院校生較非師範院

校生更常透過這些方式來進行班級經營。至於原因可能是師範院校的師資培育，

更重視班級經營的訓練，由此可肯定師範院校對於班級經營能力訓練之功效。 

 

五、 新制內比較：師範院校培育教師與非師範院校培育之教師，其

教師專業承諾有顯著差異存在。 

（一） 非師範院校培育之教師，留業意願之得分（包含教學不厭倦，選擇老師

職業兩因素）顯著高於師範院校培育之教師。 

討論： 

此一結果顯示，不論新制或舊制，非師範生的留業意願均較師範生高，此

發現再次反駁師範院校在專業承諾、專業精神的培養具有潛移默化之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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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過去舊制師範生可能非出自意願，而是考慮公費的因素，或因生涯

年齡決定較早，志向尚不明確，遂而造成教師留業意願較低。但是，新制師範生

已經少有公費的誘因，選擇就讀教育學程的時間也與一般大學生選讀教育學程無

異，但為何其留業意願仍較非師範生低呢？ 

新制師範生在留業意願較低，代表師範生對於教師職業的認同感及滿意度

較低，其原因可能來自外在因素，例如對於教育現況不滿、學校之不滿、薪資不

滿等；亦有可能來自內在因素，例如對自我期待、自我理想、價值觀等等。至於

何者為是，則仍待後續進一步探討。 

 

六、 新制內比較：師範院校培育教師與非師範院校培育之教師，其

學生數學成就無顯著差異存在。 

討論：（與結論三合併討論）  

結論三與結論六，其結果顯示不論新制、舊制內，不同培育背景之教師，其

學生數學成就並無太大差異。探其原因，此結果可能呼應了教育系統標準化之看

法（Allmendinger 1989）。此論點認為學生學習成就，在國家標準化之控制下，

不會有太大差異。其中，入學考試便是一個強而有力的控制方式。而台灣自過去

聯考制度，到目前的學測考試，均為國家標準化之入學考試，因此是否由於標準

化考試使得學生學習成就沒有太大差異，是值得日後加以探討之處。 

 

七、 新舊制比較：舊制培育之教師與新制培育之教師，其教師教學

效能有顯著差異存在。 

（一） 舊制培育之教師，「其他教材」使用頻率顯著高於新制培育之教師。 

討論： 

此一結果顯示舊制培育之教師較常使用「其他教材」，亦即視聽電腦教材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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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教學教材的使用。 

此結果可能顯示過去舊制的師資培育較今日更重視其他教材的訓練，因而舊

制培育教師更重視其他教材的使用。然而，一般而言，視聽電腦教材及戶外教學

教材比較傾向新式的教材使用，因此原本研究者預期新制培育教師會較常使用

「其他教材」，其結果與預期不符合，其原因仍待進一步探究。 

（二） 新制培育之教師，於「維持秩序」使用頻率上顯著高於舊制培育之教師。

其中： 

1. 「新制師範生」維持秩序頻率高於「舊制師範生」及「舊制學分班生」。 

2. 「新制學分班生」維持秩序頻率高於「舊制師範生」。 

討論： 

此一結果顯示，新制培育之教師「維持秩序」頻率較高，其中又以「新制師

範生」及「新制學分班生」，其維持秩序的頻率為高。 

探其原因可能有二，一為新制師資培育過程中，較重視班級經營的訓練，因

此新制培育教師，較常維持秩序，由此可肯定新制師資培育之功效。然而，另一

方面，此一結果亦有可能是因為新制教師對於班級秩序要求較高，或對於班級秩

序及學生行為忍耐力較低所致，惟其原因仍有待進一步探討。 

（三） 新制培育之教師，於「常測驗考試」使用頻率上顯著高於舊制培育之教

師。其中： 

1.  「新制師範生」、「新制非師範教程生」、「新制學分班生」常測驗考試 

頻率高於「舊制師範生」。 

2.  「新制非師範教程生」常測驗考試頻率高於「舊制學分班生」。 

討論： 

此一結果顯示，新制培育之教師「常測驗考試」頻率較高，其中又以「新制

非師範教程生」為高。 

由於常測驗考試可能代表教師更重視學生學業成績，於是透過測驗考試加強

學生之學習效果。由此可見，新制培育之教師較舊制生更常測驗考試，此結果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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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顯示出新制生較舊制生重視學生學習成就之表現。其中，又以新制非師範教程

生較重視學生的學習表現。 

 

八、 新舊制比較：舊制培育之教師與新制培育之教師，其教師專業

承諾有顯著差異存在。 

（一） 舊制培育之教師，「研究進修」頻率顯著高於新制培育之教師。 

討論： 

此一結果顯示舊制培育之教師，其研究進修頻率較高。 

一般而言，教師參與研究進修（本研究之指標是指參加短期進修，如工作坊

等活動，而非長期進修取得學位），實質收穫有二，一方面是獲取新知，學習教

學實務或教學理念；另一方面則是可以獲得結業證書及研習時數證明，作為積分

考核。因此，舊制培育教師，其短期研究進修的頻率較高，可能是舊制培育教師

在吸收知識的進取心上更為強烈，但是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晉級積分此一誘因對

加強舊制培育教師研究進修的動機較為強烈。然此推論仍須進一步研究。 

（二） 新制培育之教師，於「留業意願」中「教學不厭倦」之因素高於舊制培

育教師。 

討論： 

此結果顯示新制培育教師整體而言，留業意願「教學不厭倦」方面較舊制培

育教師高。其原因可能有二。首先，多元師資培育之後，教師工作成為市場競爭

導向，面臨激烈的市場競爭，欲從事教師者，必須較舊制有更堅定的志向與興趣

來支持，因而其留業意願較高。另一方面，也由於市場競爭，考上教師得來不易，

因此更珍惜教師之工作，遂而留業意願較高。綜合來說，此結果似乎呼應主張多

元師資培育人士之期待，認為市場自由競爭對於教師素質有提高的效果（張春興 

1991；高強華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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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新舊制比較：舊制培育之教師與新制培育之教師，其學生數學

成就有顯著差異存在。 

（一） 「舊制師範生」，其學生數學成就顯著高於「新制學分班」及「新制師

範教程生」，唯一未高於「新制非師範教程生」。 

討論： 

此一結果顯示，「舊制師範生」，相對於新制培育之師範生及學分班生，其

學生成績表現，競爭力較高。由此可見，此結果一方面肯定了傳統師範校院在培

育師資之功能與效率，尤其對於學生學習成就之效益；另一方面，似乎也呼應了

主張單一師資培育者之批評，認為新制師資生在教學能力、學科知識之不足（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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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舊制師範生，其學生的學習成就表現並非勝過所有

的新制培育教師。新制培育教師中，唯一只有「新制非師範教程生」，其學生成

績與其無差異。此結果顯示出新制非師範教程生在學生的成績表現上亦具有一定

的競爭力。因此，此發現也間接地肯定了現今一般大學師資培育的功效。 

（二） 「新制師範教程生」，其學生數學成就低於「舊制師範生」 

討論： 

此一結果顯示，同樣師範體系培育之教師，過去舊制師範院校培育之教師，

其學生的數學成就高於新制師範院校培育之教師。 

此一結果似乎顯示出現今師範院校的困境。過去師範院校，由於有公費及就

業保障，因此志願排名一直名為前茅，為學生心中的明星學校。但在多元師資培

育之後，師範院校朝向「綜合大學」發展，與一般大學幾乎無異，競爭力與特色

大幅下降，此一結果最明顯的現象莫過於師範院校在志願排列一下子倒退許多，

許多學校一方面感嘆招生不易，另一方面也感嘆學生素質較過去的學生素質降低

（吳清山 2005；吳武典 2005；張德銳、丁一顧 2005）。從學生素質普遍降低遂

而影響其教學品質的角度來看，或許這是新制師範院校生，其學生學習成就低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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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制師範院校生之可能解釋。 

 

十、 不同培育背景之教師，透過教學效能，影響學生數學成就。 

（一） 不同培育背景之教師，在控制社會人口背景變項後，教學效能對於學生

數學成就有影響。     

討論： 

此一結果顯示，不同培育背景之教師與社會人口背景變項有很大的交互作

用。亦即，不同社會人口背景之教師，其教學效能會有所不同，進而影響學生學

習成就。由此可見，社會人口背景變項（包含學生家庭社經背景、學生性別、學

生族群、學生補習與否、第一波數學成績、教師性別、教師族群、教師婚姻狀況、

教師兼任行政工作、教師任教學期數、教師年資、教師年齡、教師任教專長、教

師教育程度、教師子女數、學校類別、學校城鄉位置），對於教學效能有其一定

之影響力，值得日後進一步分析探討。   

（二） 教學效能中，「新式教學策略與教材」的使用頻率與學生數學成就正相

關。 

討論： 

此一結果顯示，教師於新式教學策略與教材使用頻率越高，學生學習成就表

現越高。由此可見，探索法、使用課外參考書、分組討論及上台報告之方式，更

易引發學生學習動機，進而提升學生學習表現。 

此一結果與近年來提倡新式教學策略及教學方式的理念相符合。許多研究均

發現有效能的教師會誘導學生參與教學活動，透過適當的教學策略及以學生為主

導的活動與教材，增進教師和學生的互動，以期增進學習成果（Capie, Ellett and 

Johnson 1980；Brophy and Evertson 1974）。換言之，新式教學策略與教材的使用

對於學生學習成就之正面效益，在此可說得到證實。 

（三） 教學效能中，「維持秩序」的頻率與學生數學成就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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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 

此一結果顯示，教師維持秩序的頻率越高，學生學習成就表現越差。此一結

果與許多學者及相關研究看法相左。 

Doyle（1986）認為教師教室管理是建立和維持一個產生教與學環境的必要

方法。透過預防不適當的行為及制止、引導不適當的行為，教師能夠預測問題行

為之發生及消除問題。許多研究更顯示出當學生察覺自己受到監控時，比較會繼

續從事學習（Brophy and Evertson 1974；West 1990；轉引自馮莉雅 2002）。總而

言之，過去研究指出維持秩序對學生學習成就應有正相關。 

對此結果，研究者提出可能解釋如下。首先，維持秩序頻率過高可能帶來學

生心理上的負面效果，造成學習動機降低，進而影響學習效果。另一方面，隨著

社會的民主化，學生與家長的自我意識亦提高，教師的權威地位與管教權力也備

受挑戰，因此，維持秩序雖有助於建立教師權威，卻也影響學生互動之關係，進

而影響學生的學習表現。由此可見，教師的維持秩序頻率應以適當為佳。 

 

十一、 不同培育背景之教師，透過教師專業承諾，影響學生數學成

就。 

（一） 不同培育背景之教師，在控制社會人口背景變項後，教師專業承諾對於

學生數學成就有影響。    

此一結果顯示，不同培育背景之教師與社會人口背景變項有很大的交互作

用。亦即，不同社會人口背景之教師，其教師專業承諾會有所不同，進而影響學

生學習成就。由此可見，社會人口背景變項（包含學生家庭社經背景、學生性別、

學生族群、學生補習與否、第一波數學成績、教師性別、教師族群、教師婚姻狀

況、教師兼任行政工作、教師任教學期數、教師年資、教師年齡、教師任教專長、

教師教育程度、教師子女數、學校類別、學校城鄉位置），對於教師專業承諾有

其一定之影響力，值得日後進一步分析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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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師專業承諾中，「教學不厭倦」的頻率與學生數學成就正相關。 

討論： 

此一結果顯示，教師教學越不厭倦，學生學習成就表現越高。原因可能在於，

教師對於教學的熱忱及教學不厭倦之積極態度，可能投射到自身教學及行為舉止

上，進而使得學生對於學習能有更正面的態度，並達到正面的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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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1 部分研究結果統整表 

 
 
 
 
 
 
 

 舊制內比較 新制內比較 新舊制比較 
比較對象 師範生 

VS 
非師範生 

師範教程生

VS 
非師範教程生

新制 
VS 

舊制 
傳統教學策略與教材 師範生高 NA NA 

新制教學策略與教材 非師範生高 NA NA 
 

其他教材 
 

NA 
 

NA 
舊制高 

舊師>新師教程、新非師教程、新學分

舊學分>新師教程、新非師教程 

 
維持秩序 

 
NA 

 
師範教程生高

新制高 
新師>舊師、舊學分 

新學分>舊師 

 
 
 

教 
學 
效

能 

 
常測驗考試 

 
非師範生高

 
NA 

新制高 
新師教程、新非師教程、新學分>舊師

新非師教程>舊學分 

工作投入 NA NA NA 
 

教學不厭倦 
 

非師範生高

 
非師範教程生

高 

新制高 
新非師教程>舊師、舊學分 

新學分>舊師 

選擇老師職業 NA 非師範教程生

高 
NA 

 
 

教 
師 
專 
業 
承 
諾 

 
研究進修 

 
NA 

 
NA 

舊制高 
舊師>新非師教程、新學分 

舊學分>新非師教程 

 
學生數學成就 

 
NA 

 
NA 

舊師範生>新制師範教程生 

舊師範生>新制學分班生 

舊學分班>新制師範教程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