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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章旨在配合研究目的、研究問題與研究假設，針對問卷調查結果所得的

各項資料進行統計分析，並就分析加以討論。全章共分為四節，包括一、樣本特

性分析；二、國中教師在知覺校長教學領導行為之現況；三、國中教師在知覺九

年一貫課程實施上之現況；四、國中校長教學領導行為與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上之

相關情形。

第一節  樣本特性分析

本節係就回收問卷有效樣本之一般性加以描述，分別以性別、年齡、教育背

景、擔任職務、服務年資、學校規模、學校位置、實施狀況等八個部分加以敘述

整體國中教師之特性。

由表 4-1 樣本性別分配情形男性有 265 人，佔 37.2%；女性有 447 人，佔 62.8%。

年齡分配情形「30 歲以下」有 230 人，佔 32.3%；「31~40 歲」有 252 人，佔

35.4%；「41~50 歲」有 183 人，佔 25.7%；「51 歲以上」有 47 人，佔 6.6%。

教育背景分配情形「一般大學」有 244 人，佔 34.3%；「師範大學或教育系」

有 220 人，佔 30.9%；「研究所(含 40 學分班)」有 242 人，佔 34%；「其他」有 6

人，佔 0.8%。

擔任職務分配情形「專任教師」有  180人，佔 25.3%；「導師」有 273 人，

佔 38.3%；「教師兼行政工作」有 259 人，佔 36.4%。

學校規模分配情形「30 班以下」有 104 人，佔 14.6%；「31~60 班」有 377 人，

佔 52.9%；「61 班以上」有 231 人，佔 32.4%。

服務年資分配情形「5 年以下」有 249 人，佔 35%；「6~10 年」有 156 人，

佔 21.9%；「11~20 年」有 183 人，佔 25.7%，「21 年以上」有 124 人，佔 17.4%。

學校位置分配情形「縣轄市區」有 407 人，佔 57.2%；「鄉鎮市區」有 252

人，佔 35.4%；「偏遠地區(沿海鄉鎮、復興鄉)」有 53 人，佔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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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狀況分配情形「試辦學校」有 88 人，佔 12.4%；「非試辦學校」有 624

人，佔 87.6%。

表 4-1  整體樣本分配統計表

類別 項目 人數 合計 百分比(%)

性別
男
女

265
447 712

37.2%
62.8%

年齡

30 歲以下
31~40 歲
41~50 歲
51 歲以上

230
252
183
47

712

32.3%
35.4%
25.7%
6.6%

教育背景

一般大學
師範大學或教育系

研究所(含 40 學分班)
其他

244
220
242
6

712

34.3%
30.9%
34%
0.8%

擔任職務

專任教師
導師

教師兼行政工作

180
273
259

712

25.3%
38.3%
36.4%

學校規模

30 班以下
31~60 班
61 班以上

104
377
231

712

14.6%
52.9%
32.4%

服務年資

5 年以下
6~10 年
11~20 年
21 年以上

249
156
183
124

712

35%
21.9%
25.7%
17.4%

學校位置

縣轄市區
鄉鎮市區
偏遠地區

407
252
53

712

57.2%
35.4%
7.4%

實施狀況
試辦學校

非試辦學校
88
624 712

12.4%
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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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中教師在知覺校長教學領導行
為之現況

本節主要目的為透過描述統計、獨立樣本 t 考驗及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

（one-way ANOVA），比較不同人口統計變項的國中教師在知覺校長教學領導行

為之現況；並採用李克特五點量表，請填答者依「校長教學領導行為」之具體表

現：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五個不同選項中填選答案，

依次給予 1-5 分，得分愈高者表示該敘述與填答者的知覺符合程度愈高。

一、國中教師在知覺校長教學領導行為現況
本研究採平均數及標準差進行分析，用以了解國中教師在校長教學領導行

為問卷的反應情形，如表 4-2 所示，國中教師在整體校長教學領導行為量表總平

均為 M=3.72，標準差為 SD=.64，在「增進學生學習氣氛」構面的平均得分最高

(M=3.78)，其次依序為「提供支持工作環境」(M=3.77)、「提昇教師專業成長」

(M=3.76)、「發展學校教學目標」(M=3.67)，而平均得分最低的為「確保課程教

學品質」層面(M=3.65)。

由以上數據顯示國民中學教師知覺校長的教學領導行為上均高於平均數

（3.00），是屬於中上程度，根據魯先華（民 83）「國民中學校長教學領導之研究」

以國民中學校長為對象的研究中顯示，國中校長在教學領導行為實施上並非十分

理想。陳美言（民 86）「國民小學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教學自我效能關係之研究」

指出國小校長整體教學領導行為的現況是屬於中等程度。再以趙廣林（民 85）

調查「國民小學教學領導現況」發現校長領導實際行為的表現仍須再改進，極大

部份偏重行政領導方面忽略教學領導方面，故本研究結果與先前學者研究一致，

大部分的國中教師皆認為校長教學領導行為偏重行政領導忽略教學領導的思考

邏輯，造成以「行政為主，教學為輔」、「教學是手段，行政是目的」的不正當觀

念，因而導致錯失許多可以幫助教師可以提升教學品質的良機，所以整體平均數

普通。在教育改革衝擊下，校長教學領導行為其中以「增進學生學習氣氛」的情

形最理想，而以「發展學校教學目標」、「確保課程教學品質」的情形較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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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大部分的國中教師皆認為校長在「增進學生學氣氛」的表現最好，普遍重視如

何增進學生學習氣氛的重要性，有效地給予學生在學習上的表現與協助，換言

之，仍以升學掛帥、考試領導教學。而在研擬與執行學校教育目標等有關「發展

學校教學目標」的能力，及辦理教師進修活動等有關「提昇教師專業成長」的作

為與提供教師舒適工作等有關「提供支持工作環境」的設備，尚令人滿意。反而

在「確保課程教學品質」的表現較不理想，可見目前國中校長尚未能因應九年一

貫課程改革之浪潮，有效地辦理「以學校為中心」的教師進修觀摩活動、與提供

教學相關資訊與方法供教師參考，並鼓勵教師教學創新等。更缺乏實地了解教師

教學的需求，因此無法從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上，校長能在教學領導行為上，發揮

其專業領導的能力。

表 4-2  國中教師在知覺校長教學領導行為反應的結果

層面名稱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發展學校教學目標 712 3.67 .69 4

確保課程教學品質 712 3.65 .70 5

提昇教師專業成長 712 3.76 .65 3

增進學生學習氣氛 712 3.78 .66 1

提供支持工作環境 712 3.77 .71 2

校長教學領導行為(總量表) 712 3.72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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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中教師在知覺校長教學領導行為之差異分析

(一)性別

由表 4-3 性別知覺校長教學領導行為的 t 考驗結果，可看出不同性別的國中

教師在整體校長教學領導行為知覺分數之(t=4.38，p<.01) 差異達顯著水準，在「發

展學校教學目標」(t=4.48，p<.01)、「確保課程教學品質」(t=3.34，p<.01)、「提

昇教師專業成長」(t=3.92，p<.01)、「增進學生學習氣氛」(t=3.95，p<.01)、「提

供支持工作環境」(t=3.78，p<.01)等五項校長教學領導行為層面上差異達顯著水

準；經由平均數的比較可以得知男性國中教師較女性國中教師知覺校長教學領導

行為程度為高。

表 4-3  不同性別的國中教師在校長教學領導行為知覺分數之 t 考驗分析摘要表

層面 性別 樣本數(N) 平均數(M) 標準差(SD) t 值 差異情形

男(1) 265 3.82 .67發展學校

教學目表 女(2) 447 3.58 .69
4.48** (1)>(2)

男(1) 265 3.80 .69確保教學

課程品質 女(2) 447 3.56 .70
3.34** (1)>(2)

男(1) 265 3.88 .63提昇教師

專業成長 女(2) 447 3.68 .65
3.92** (1)>(2)

男(1) 265 3.90 .65增進學生

學習氣氛 女(2) 447 3.70 .66
3.95** (1)>(2)

男(1) 265 3.90 .69提供支持

工作環境 女(2) 447 3.69 .70
3.78** (1)>(2)

男(1) 265 3.86 .63
總量表

女(2) 447 3.64 .63
4.38** (1)>(2)

**p<.01



88

(二)年齡

由表 4-4 可看出，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發現，不同年齡的國中教師在整體

校長教學領導行為知覺分數之(F=5.49，p<.01)差異達顯著水準，各層面之表現在

「發展學校教學目標」(F=4.46，p<.01)、「確保教學課程品質」(F=6.42，p<.01)、

「提昇教師專業成長」(F=4.71，p<.01)、「增進學生學習氣氛」(F=4.29，p<.01)、

「提供支持工作環境」(F=4.23，p<.01)、等五項校長教學領導行為層面上差異達

顯著水準，經由事後比較發現在校長教學領導整體表現方面「41~50 歲」、「51 歲

以上」在知覺校長教學領導較「31~40 歲」為高；在「發展學校教學目標」、「確

保教學課程品質」、「提昇教師專業成長」、「增進學生學習氣氛」的校長教學領導

行為上「51 歲以上」較「31~40 歲」為高；在「確保教學課程品質」、「提供支持

工作環境」的校長教學領導行為上「41~50 歲」較「31~40 歲」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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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不同年齡的國中教師在校長教學領導行為知覺分數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層面 年齡 樣本數(N) 平均數(M) 標準差(SD) F 值 事後比較

30 歲以下(1) 230 3.69 .64

31~40 歲(2) 252 3.57 .76

41~50 歲(3) 183 3.73 .66

發展學校

教學目標

51 歲以上(4) 47 3.94 .64

4.46** (4)>(2)

30 歲以下(1) 230 3.67 .66

31~40 歲(2) 252 3.51 .76

41~50 歲(3) 183 3.75 .65

確保教學

課程品質

51 歲以上(4) 47 3.89 .63

6.42**
(3)>(2)

(4)>(2)

30 歲以下(1) 230 3.78 .62

31~40 歲(2) 252 3.65 .71

41~50 歲(3) 183 3.83 .61

提昇教師

專業成長

51 歲以上(4) 47 3.97 .60

4.71** (4)>(2)

30 歲以下(1) 230 3.79 .62

31~40 歲(2) 252 3.67 .73

41~50 歲(3) 183 3.84 .61

增進學生

學習氣氛

51 歲以上(4) 47 3.98 .60

4.29** (4)>(2)

30 歲以下(1) 230 3.78 .66

31~40 歲(2) 252 3.66 .76

41~50 歲(3) 183 3.85 .66

提供支持

工作環境

51 歲以上(4) 47 3.97 .72

4.23** (3)>(2)

30 歲以下(1) 230 3.74 .60

31~40 歲(2) 252 3.61 .70

41~50 歲(3) 183 3.80 .58
總量表

51 歲以上(4) 47 3.95 .60

5.49**
(3)>(2)

(4)>(2)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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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背景

由表 4-5 可看出，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發現，不同教育背景的國中教師在整
體校長教學領導行為知覺分數之(F=3.06，p<.05)差異達顯著水準，在「確保教學
課程品質」(F=3.60，p<.05)、「增進學生學習氣氛」(F=2.86，p<.05)、「提供支持
工作環境」(F=3.34，p<.05)等三項校長教學領導行為層面上差異達顯著水準，經
由事後比較發現在「確保教學課程品質」的校長教學領導行為上「研究所(含 40
學分班)」高於「師範大學或教育系」；在「增進學生學習氣氛」、「提供支持工作
環境」以及整體的校長教學領導行為表現上則未發現差異。

表 4-5  不同教育背景的國中教師在校長教學領導行為知覺分數之變異數分析
摘要表

層面 教育背景 樣本數(N) 平均數(M) 標準差(SD) F 值 事後比較

一般大學(1) 244 3.65 .69

師範大學或教育系(2) 220 3.61 .70

研究所(含 40 學分班)(3) 242 3.75 .68

發展學校

教學目標

其他(4) 6 4.00 .33

2.22

一般大學(1) 244 3.61 .72

師範大學或教育系(2) 220 3.57 .73

研究所(含 40 學分班)(3) 242 3.76 .65

確保教學

課程品質

其他(4) 6 3.97 .34

3.60* (3)>(2)

一般大學(1) 244 3.73 .66

師範大學或教育系(2) 220 3.70 .69

研究所(含 40 學分班)(3) 242 3.83 .61

提昇教師

專業成長

其他(4) 6 3.86 .46

1.79

一般大學(1) 244 3.72 .70

師範大學或教育系(2) 220 3.72 .68

研究所(含 40 學分班)(3) 242 3.87 .60

增進學生

學習氣氛

其他(4) 6 4.05 .44

2.86*
未發現差

異

一般大學(1) 244 3.71 .73

師範大學或教育系(2) 220 3.71 .73

研究所(含 40 學分班)(3) 242 3.88 .65

提供支持

工作環境

其他(4) 6 4.11 .64

3.34*
未發現差

異

一般大學(1) 244 3.68 .66

師範大學或教育系(2) 220 3.66 .67

研究所(含 40 學分班)(3) 242 3.82 .59
總量表

其他(4) 6 4.00 .41

3.06*
未發現差

異

*p<.05



91

(四)擔任職務

由表 4-6 可看出，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發現，不同擔任職務的國中教師在整
體校長教學領導行為知覺分數之(F=20.42，p<.01)差異達顯著水準，在「發展學
校教學目標」(F=14.54，p<.01)、「確保教學課程品質」(F=20.01，p<.01)、「提昇
教師專業成長」(F=14.73，p<.01)、「增進學生學習氣氛」(F=16.33，p<.01)、「提
供支持工作環境」(F=24.42，p<.01)等五項校長教學領導行為層面上差異達顯著
水準，經由事後比較發現在整體的校長教學領導行為以及各層面上，「教師兼行
政工作」分別高於「專任教師」、「導師」。

表 4-6  不同擔任職務的國中教師在校長教學領導行為知覺分數之變異數分析
摘要表

層面 擔任職務 樣本數(N) 平均數(M) 標準差(SD) F 值 事後比較

專任教師(1) 180 3.60 .66

導師(2) 273 3.55 .70發展學校

教學目標 教師兼行政工作

(3)
259 3.85 .67

14.54**
(3)>(1)

(3)>(2)

專任教師(1) 180 3.58 .68

導師(2) 273 3.49 .71確保教學

課程品質 教師兼行政工作

(3)
259 3.86 .66

20.01**
(3)>(1)

(3)>(2)

專任教師(1) 180 3.74 .62

導師(2) 273 3.62 .63提昇教師

專業成長 教師兼行政工作

(3)
259 3.92 .66

14.73**
(3)>(1)

(3)>(2)

專任教師(1) 180 3.73 .63

導師(2) 273 3.64 .67增進學生

學習氣氛 教師兼行政工作

(3)
259 3.95 .64

16.33**
(3)>(1)

(3)>(2)

專任教師(1) 180 3.69 .70

導師(2) 273 3.60 .72提供支持

工作環境 教師兼行政工作

(3)
259 4.00 .64

24.42**
(3)>(1)

(3)>(2)

專任教師(1) 180 3.67 .61

導師(2) 273 3.58 .64
總量表

教師兼行政工作

(3)
259 3.92 .62

20.42**
(3)>(1)

(3)>(2)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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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服務年資

由表 4-7 可看出，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發現，不同服務年資的國中教師在整

體校長教學領導行為知覺分數之(F=5.54，p<.01)差異達顯著水準，在「發展學校

教學目標」(F=4.88，p<.01)、「確保教學課程品質」(F=4.14，p<.01)、「提昇教師

專業成長」(F=5.73，p<.01)、「增進學生學習氣氛」(F=4.62，p<.01)、「提供支持

工作環境」(F=5.10，p<.01)等五項校長教學領導行為層面上差異達顯著水準，經

由事後比較發現在整體校長教學領導行為上「5 年以下」、「11~20 年」、「21 年以

上」分別高於「6~10 年」；在各層面上「發展學校教學目標」「5 年以下」、「21

年以上」分別高於「6~10 年」；在「確保教學課程品質」「21 年以上」分別高於

「6~10 年」；在「提昇教師專業成長」「5 年以下」、「11~20 年」、「21 年以上」分

別高於「6~10 年」；在「增進學生學習氣氛」「21 年以上」高於「6~10 年」；在

「提供支持工作環境」「21 年以上」高於「6~10 年」。



93

表 4-7  不同服務年資的國中教師在校長教學領導行為知覺分數之變異數分析
摘要表

層面 服務年資 樣本數(N) 平均數(M) 標準差(SD) F 值 事後比較

5 年以下(1) 249 3.71 .65

6~10 年(2) 156 3.50 .77

11~20 年(3) 183 3.70 .68

發展學校

教學目表

21 年以上(4) 124 3.79 .66

4.88**
(1)>(2)

(4)>(2)

5 年以下(1) 249 3.66 .69

6~10 年(2) 156 3.49 .74

11~20 年(3) 183 3.68 .701

確保教學

課程品質

21 年以上(4) 124 3.78 .65

4.14** (4)>(2)

5 年以下(1) 249 3.78 .64

6~10 年(2) 156 3.58 .68

11~20 年(3) 183 3.79 .68

提昇教師

專業成長

21 年以上(4) 124 3.88 .56

5.73**

(1)>(2)

(3)>(2)

(4)>(2)

5 年以下(1) 249 3.80 .64

6~10 年(2) 156 3.62 .73

11~20 年(3) 183 3.79 .69

增進學生

學習氣氛

21 年以上(4) 124 3.90 .54

4.62** (4)>(2)

5 年以下(1) 249 3.79 .68

6~10 年(2) 156 3.59 .78

11~20 年(3) 183 3.80 .70

提供支持

工作環境

21 年以上(4) 124 3.91 .64

5.10** (4)>(2)

5 年以下(1) 249 3.75 .62

6~10 年(2) 156 3.56 .70

11~20 年(3) 183 3.75 .64
總量表

21 年以上(4) 124 3.85 .56

5.54**

(1)>(2)

(3)>(2)

(4)>(2)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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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校規模

由表 4-8 可看出，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發現，不同學校規模的國中教師在整

體校長教學領導行為知覺分數之(F=3.68，p<.05)差異達顯著水準，在「發展學校

教學目標」(F=5.16，p<.01)、「確保教學課程品質」(F=5.52，p<.01)、「提供支持

工作環境」(F=3.41，p<.05)等三項校長教學領導行為層面上差異達顯著水準，經

由事後比較發現在整體的校長教學領導行為及三項層面上，「31~60 班」皆高於

「61 班以上」的學校。

表 4-8  不同學校規模的國中教師在校長教學領導行為知覺分數之變異數分析
摘要表

層面 學校規模 樣本數(N) 平均數(M) 標準差(SD) F 值 事後比較

30 班以下(1) 104 3.74 .67

31~60 班(2) 377 3.73 .71
發展學校

教學目標
61 班以上(3) 231 3.55 .65

5.16** (2)>(3)

30 班以下(1) 104 3.66 .68

31~60 班(2) 377 3.72 .73
確保教學

課程品質
61 班以上(3) 231 3.53 .66

5.52** (2)>(3)

30 班以下(1) 104 3.80 .65

31~60 班(2) 377 3.79 .68
提昇教師

專業成長
61 班以上(3) 231 3.68 .60

2.13

30 班以下(1) 104 3.78 .63

31~60 班(2) 377 3.80 .69
增進學生

學習氣氛
61 班以上(3) 231 3.72 .63

1.71

30 班以下(1) 104 3.78 .69

31~60 班(2) 377 3.83 .71
提供支持

工作環境
61 班以上(3) 231 3.67 .70

3.41* (2)>(3)

30 班以下(1) 104 3.75 .62

31~60 班(2) 377 3.77 .66總量表

61 班以上(3) 231 3.63 .60

3.68* (2)>(3)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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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學校位置

由表 4-9 可看出，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發現，不同學校位置的國中教師在整

體校長教學領導行為知覺分數之(F=6.79，p<.01)差異達顯著水準，在「發展學校

教學目標」(F=3.77，p<.05)、「確保教學課程品質」(F=6.61，p<.01)、「提昇教師

專業成長」(F=5.41，p<.01)、「增進學生學習氣氛」(F=5.51，p<.01)、「提供支持

工作環境」(F=9.03，p<.01)等五項校長教學領導行為層面上差異達顯著水準，經

由事後比較發現在整體校長教學領導行為上，「鄉鎮地區」高於「縣轄市區」；在

各層面上「鄉鎮地區」皆高於「縣轄市區」，在「提供支持工作環境」「鄉鎮地區」

高於「偏遠地區」。

表 4-9  不同學校位置的國中教師在校長教學領導行為知覺分數之變異數分析
摘要表

層面 學校位置 樣本數(N) 平均數(M) 標準差(SD) F 值 差異情形

縣轄市區(1) 407 3.63 .67

鄉鎮地區(2) 252 3.77 .73
發展學校

教學目標
偏遠地區(3) 53 3.58 .66

3.77* (2)>(1)

縣轄市區(1) 407 3.59 .68

鄉鎮地區(2) 252 3.78 .73
確保教學

課程品質
偏遠地區(3) 53 3.53 .64

6.61** (2)>(1)

縣轄市區(1) 407 3.70 .65

鄉鎮地區(2) 252 3.87 .65
提昇教師

專業成長
偏遠地區(3) 53 3.69 .62

5.41** (2)>(1)

縣轄市區(1) 407 3.72 .65

鄉鎮地區(2) 252 3.88 .68
增進學生

學習氣氛
偏遠地區(3) 53 3.66 .60

5.51** (2)>(1)

縣轄市區(1) 407 3.70 .68

鄉鎮地區(2) 252 3.92 .73
提供支持

工作環境
偏遠地區(3) 53 3.62 .64

9.03**
(2)>(1)

(2)>(3)

縣轄市區(1) 407 3.97 .62

鄉鎮地區(2) 252 3.84 .67總量表

偏遠地區(3) 53 3.61 .57

6.79** (2)>(1)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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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實施狀況

由表 4-10 學校實施狀況知覺校長教學領導行為的 t 考驗結果，可看出不同實

施狀況學校的國中教師在整體校長教學領導行為層面上(t=-1.06，p<.05)差異未達

達顯著水準，但從各層面所做的比較中發現在「提供支持工作環境」(t=1.98，p<.05)

差異達顯著水準；經由平均數的比較可以得知非試辦學校教師較試辦學校教師重

視「提供支持工作環境」層面的校長教學領導行為。

表 4-10  不同實施狀況學校的國中教師在校長教學領導行為知覺分數之 t 考驗
分析摘要表

層面 實施狀況 樣本數(N) 平均數(M) 標準差(SD) t 值 差異情形

試辦(1) 88 3.62 .59發展學校

教學目標 非試辦(2) 624 3.368 .71
-.87

試辦(1) 88 3.56 .68確保教學

課程品質 非試辦(2) 624 3.66 .70
-1.23

試辦(1) 88 3.75 .57提昇教師

專業成長 非試辦(2) 624 3.76 .66
-.13

試辦(1) 88 3.72 .57增進學生

學習氣氛 非試辦(2) 624 3.78 .67
-.88

試辦(1) 88 3.63 .67提供支持

工作環境 非試辦(2) 624 3.79 .71
-1.98* (2)>(1)

試辦(1) 88 3.66 .57
總量表

非試辦(2) 624 3.73 .65
-1.06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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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中教師在知覺校長教學領導行為之差異分析討論
依據研究結果，分析不同背景變項之國中教師在知覺校長教學領導行為上之

差異，討論如下：

(一)性別

經由本研究結果顯示，不同性別教師所知覺之校長教學領導行為具有顯著差

異存在，男性教師知覺程度高於女性。魯先華（民 83）針對「國民中學校長教

學領導之研究」中指出：就不同背景的教師知覺對校長教學領導行為的滿意度，

幾乎都是男性教師高於女性教師。張慈娟（民 86）在「國民小學校長教學領導

與學校效能之研究」指出：不同性別之教師於校長教學領導各層面之得分上有顯

著差異，且各層面之得分皆男性教師高於女性教師情形。張氏認為其主要因素是

現行中小學行政體系中，多數行政工作係由男性教師擔任，而女性均擔任導師工

作，換言之。男性教師有較多機會與校長接觸，較能理解校長之理念與作法，故

容易知覺到校長的教學領導行為與本研究結果一致。

(二)年齡

經由本研究結果顯示，不同年齡教師所知覺之校長教學領導行為具有顯著差

異存在，由整體性及各層面量表的表現分析，年齡在「41~50 歲」、「51 歲以上」

的教師較「31~40 歲」的教師容易知覺校長教學領導行為，魯先華（民 83）針對

國中校學校長教學領導行為指出年齡愈小教師對校長領導的知覺有愈低的趨

勢，此情形與教師的服務年資與知覺校長教學領導行為關係有異曲同工之處，

「41~50 歲」、「51 歲以上」教師較其他年齡層教師容易知覺校長教學領導行為，

因為此年齡層之教師歷經社會與時代變遷，對於校長教學領導行為之轉型較能感

受其積極之意義，也對現況與理想有相當之妥協，所以對校長教學領導容易從寬

認定。相對年輕教師懷抱滿腔熱情與理想出任教職,在改革的時代充斥革新的思

潮上，故對教學環境與行政領導期許甚高，因此在其認知當中校長教學領導行為

似有很大進步空間。所以與（張慈娟，民 86；張碧娟，民 88；歐曉玟，民 90）

的研究結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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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背景

經由本研究結果顯示，不同教育背景教師所知覺之校長教學領導行為具有顯

著差異存在，由整體性及各層面量表的表現分析在「確保課程教學品質」層面「研

究所(含 40 學分班)」較師範大學或教育系知覺程度為高，另外在其他層面則未

發現差異。此與鮑世青（民 90）「國民小學校長與教師對校長教學領導行為知覺

度之研究」指出：不同教育背景教師知覺校長教學領導行為具有顯著得差異存

在，研究結果相符；推論其原因可能因為教師本身有強烈進修意願，與師資開放

的多元化管道衝擊一元化的師資培育，加上研究所對於教學能力的提升較為注

重，故對於教學領導行為的確保教學課程品質較為重視。然而歐曉雯（民 90）

在「彰化縣國民小學校長教學領導之研究」指出國小教師知覺對校長教學領導行

為受教師最高學歷之影響不大，則與本研究所發現，仍有不一致處，值得進一步

探究。

(四)擔任職務

經由本研究結果顯示，擔任不同職務教師對於校長教學領導行為具有顯著差

異存在，由整體性及各層面量表的表現分析在校長教學領導行為之五個層面上，

教師兼行政工作分別高於專任教師與導師，黃玉梅(民 89)針對「國民中學校長教

學領導行為」研究中指出兼任行政工作的教師對校長領導的評價最高；鮑士青(民

90)針對「國民小學校長與教師對校長教學領導行為知覺之研究」發現擔任行政

職務的教師對於校長教學領導行為的程度最高，綜合其研究發現與本研究結果一

致。

(五)服務年資

經由本研究結果顯示，不同服務年資教師對於校長教學領導行為之知覺具有

顯著差異存在，由整體性及各層面量表的表現分析，服務年資在「5 年以下」、

「11~20 年」、「21 年以上」較「6~10 年」容易知覺校長教學領導行為，在校長

教學領導行為五個層面中「21 年以上」較「6~10 年」為高；在「發展學校教學

目標」、「提昇教師專業成長」方面「5 年以下」高於「6~10」；在「提昇教師專

業成長」層面「11~20 年」高於「6~10 年」，魯先華(民 83)、張慈娟(民 86)、歐

曉玟(民 90)針對校長教學領導行為研究發現，不同年資的教師對於校長教學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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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具有顯著差異，且資深的教師比資淺的教師更能知覺校長教學領導行為，李

安明(民 86)研究發現「30 年以上」的教師在知覺校長教學領導行為高於其他年

資，綜合先前研究結果與本研究結果一致。

(六)學校規模

經由本研究結果顯示，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對於校長教學領導行為之知覺具有

顯著差異存在，由整體性及各層面量表的表現分析，學校規模「31~60 班」較「61

班以上」容易知覺校長教學領導行為，在「發展學校教學目標」、「確保教學課程

品質」、「提供支持工作環境」三個層面「31~60 班」較「61 班以上」容易知覺校

長教學領導行為，此與張慈娟（民 86）指出：中小型學校教師所知覺校長領導

行為較大型學校程度高，結果相符。但黃玉梅（民 89）提出︰學校越大，校內

溝通閱困難，特別是教師與校長之間；魯先華（民 83）提出︰規模較小的學校，

校長所承擔之教學領導工作，明顯高於學校規模較大之學校。李安明(民 86)研究

提出︰學校規模較小，教師幾乎身兼行政工作，相互支援，因此對於學校內之工

作相互接觸機會增加，相較於大學校較容易知覺校長教學領導行為，綜合先前研

究結果與本研究結果部分一致，因此，教師知覺校長教學領導行為在「學校規模」

上，中、小型規模仍有探討的空間，但依推論其原因可能國民中學規模普遍中、

小型相差不大。

(七)學校位置

經由本研究結果顯示，不同學校位置教師對於校長教學領導行為之知覺具有

顯著差異存在，此與歐曉玟（民 90）由整體性及各層面量表的表現分析，學校

位置「鄉鎮地區」較「縣轄市區」容易知覺校長教學領導行為；在「提供支持工

作環境」方面「鄉鎮地區」較「縣轄市區」為高。但魯先華(民 83)研究認為，服

務偏遠地區教師對於校長教學領導行為較都市、鄉鎮為高，其研究結果與本研究

發現有部分相似。有待進一步探討。因此，教師所知覺的校長教學領導行為在「學

校位置」層面上，以國中而言，普遍一鄉鎮一國中，且設校位置適中，以致於偏

遠與鄉鎮間差異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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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實施狀況

    經由本研究結果顯示，不同實施狀況教師對於校長教學領導行為，在整體校

長教學領導行為之知覺上並未發現顯著差異，但在各項層面的分析發現，在「提

供支持工作環境」層面非試辦學校高於試辦學校，根據本研究樣本數及桃園縣試

辦學校與非試辦學校所佔之比例分析發現，可能因試辦學校樣本數過少因此有如

此之差異，根據教育部核准八十八學年度開始，由國中（偏遠、鄉鎮、市區）各

二所共六所學校試辦，一校一領域試辦兩年後，並要求提出成果報告，因此，在

這部份可能在九年一貫課程全面實施之後再做後續之探索。

第三節  國中教師在知覺九年一貫課程實

施之現況

本節主要目的為透過描述統計、獨立樣本 t 考驗及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

（one-way ANOVA），比較不同人口統計變項的國中教師在知覺九年一貫課程實

施之現況；並採用李克特五點量表，請填答者依「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之具體表

現：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五個不同選項中填選答案，

依次給予 1-5 分，得分愈高者表示該敘述與填答者的知覺符合程度愈高。

一、國中教師在知覺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現況
本研究採平均數及標準差進行分析，用以了解國中教師在九年一貫課程實

施問卷各層面的反應情形，如表 4-11 所示，國中教師在整體九年一貫課程實施

問卷總平均為 M=3.59 標準差為 SD=.63，在「學校本位課程」層面的平均得分最

高(M=3.70)，其次依序為「行動研究」(M=3.69 )，「課程統整」(M=3.66 )，「多元

評量」(M=3.47)，而平均得分最低的為「協同教學」(M=3.42)。

羅清水(民 88)指出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的歷程分為：(一)學校本位課程的發

展。(二)教師的專業自主空間。(三)彈性節數的安排。(四)同儕視導與協同教學的

經驗分享。(五)教師教學評鑑的機制。(六)高品質的教與學。林正義（民 90）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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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校長因應九年一貫課程教學領導之研究－以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為例」，

指出：應儘速發揮國家教育研究院的功能，以提供學校課程發展、協同教學支援、

多元評量方式，並透過行動研究解決教學問題。根據雲垚榮（民 90）提出：面

對九年一貫課程理念與實施方式與過去課程有所迥異之際，學校領導者應事前慎

密規劃與督導，方不致於流於口號或形式。由以上數據顯示，國民中學教師知覺

九年一貫課程實施整體上高於平均數（3.00） ， �屬 中 上 程 度 ，國中教師知覺 九

年一貫課程實施上在「學校本位課程」層面最理想。而以「協同教學」層面上最

不理想。換言之，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的成敗關鍵在於「教師心態」上的調整，部

分教師認為課程實施過程太倉促，將步入「自學方案」之後塵，而無疾而終，但

不可否認在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一年當中，讓教師教學更活潑、更生動、更創意，

也讓教師動起來，恢復教師專業自主的能力。換言之，在九年一貫課程實施過程

中，教師以更多彈性時間，自編或編選教科書，落實學校本位課程，以發展學校

特色。然而國中教師在「協同教學」方面，產生極大困擾，因為國中是分科教學，

師資培育以學科為主，普遍教師缺乏第二專長，再加上考試領導教學、基本學測

的壓力下，更讓協同教學誤解成為協同而協同、為統整而統整的教學方式；所以

為因應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必須加強宣導，以滿足教師生「教與學」的新觀念，讓

學生獲得帶得走的能力。

表 4-11  國中教師對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的反應

層面名稱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學校本位課程 712 3.70 .68 1

課程統整 712 3.66 .67 3

行動研究 712 3.69 .67 2

協同教學 712 3.42 .75 5

多元評量 712 3.47 .73 4

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總量表) 712 3.59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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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中教師在知覺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之差異分析

(一)性別

由表 4-12 國中教師性別在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的 t 考驗結果，可看出不同性

別的國中教師在整體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知覺分數之 (t=3.59，p<.01)差異達顯著水

準，在「學校本位課程」(t=4.48，p<.01)、「課程統整」(t=3.20，p<.01)、「行動

研究」(t=2.98，p<.01)、「協同教學」(t=3.01，p<.01) 、「多元評量」(t=2.53，p<.01)

等五個層面差異達顯著水準；經由平均數的比較可以得知男性國中教師較女性國

中教師知覺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的程度為高。

表 4-12  不同性別的國中教師在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知覺分數之 t 考驗分析摘要表

層面 性別 樣本數(N) 平均數(M) 標準差(SD) t 值 差異情形

男(1) 265 3.85 .67
學校本位課程

女(2) 447 3.62 .67
4.48** (1)>(2)

男(1) 265 3.77 .67
課程統整

女(2) 447 3.60 .67
3.20** (1)>(2)

男(1) 265 3.79 .69
行動研究

女(2) 447 3.63 .64
2.98** (1)>(2)

男(1) 265 3.53 .74
協同教學

女(2) 447 3.36 .75
3.01** (1)>(2)

男(1) 265 3.56 .76
多元評量

女(2) 447 3.42 .70
2.53** (1)>(2)

男(1) 265 3.70 .64
總量表

女(2) 447 3.52 .61
3.59** (1)>(2)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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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齡
由表 4-13 可看出，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發現，不同年齡的國中教師在整體

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知覺分數之(F=5.47，p<.01)差異達顯著水準，在「學校本位課
程」(F=4.45，p<.01)、「行動研究」(F=7.26，p<.01)、「協同教學」(F=5.57，p<.01)、
「多元評量」(F=3.62，p<.05)等四項知覺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層面差異達顯著水
準，經由事後比較發現在整體九年一貫課程實施方面「30 歲以下」、「51 歲以上」
較「31~40 歲」知覺程度為高；在「學校本位課程」「30 歲以下」高於「31~40
歲」；在「行動研究」「30 歲以下」、「41~50 歲」、「51 歲以上」高於「31~40 歲」﹔
在「協同教學」「30 歲以下」、「51 歲以上」高於「31~40 歲」﹔在「多元評量」
則未發現顯著差異。

表 4-13  不同年齡的國中教師在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知覺分數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層面 年齡 樣本數(N) 平均數(M) 標準差(SD) F 值 事後比較

30 歲以下(1) 230 3.77 .57

31~40 歲(2) 252 3.59 .76

41~50 歲(3) 183 3.73 .66
學校本位課程

51 歲以上(4) 47 3.88 .63

4.45** (1)>(2)

30 歲以下(1) 230 3.72 .59

31~40 歲(2) 252 3.58 .74

41~50 歲(3) 183 3.66 .66
課程統整

51 歲以上(4) 47 3.81 .71

2.39

30 歲以下(1) 230 3.76 .63

31~40 歲(2) 252 3.55 .72

41~50 歲(3) 183 3.73 .61
行動研究

51 歲以上(4) 47 3.95 .62

7.26**

(1)>(2)

(3)>(2)

(4)>(2)

30 歲以下(1) 230 3.51 .69

31~40 歲(2) 252 3.30 .79

41~50 歲(3) 183 3.41 .76
協同教學

51 歲以上(4) 47 3.70 .66

5.57**
(1)>(2)

(4)>(2)

30 歲以下(1) 230 3.53 .69

31~40 歲(2) 252 3.35 .77

41~50 歲(3) 183 3.52 .71
多元評量

51 歲以上(4) 47 3.61 .68

3.62* 未發現差異

30 歲以下(1) 230 3.66 .56

31~40 歲(2) 252 3.47 .69

41~50 歲(3) 183 3.61 .60
總量表

51 歲以上(4) 47 3.79 .58

5.47**
(1)>(2)

(4)>(2)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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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背景

由表 4-14 可看出，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發現，不同教育背景的國中教師在

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上知覺分數之差異皆未達顯著水準。

表 4-14  不同教育背景的國中教師在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知覺分數之變異數分析
摘要表

層面 教育背景 樣本數(N) 平均數(M) 標準差(SD) F 值 事後比較

一般大學(1) 244 3.67 .67

師範大學或教育系(2) 220 3.68 .68

研究所(含 40 學分班)(3) 242 3.68 .68
學校本位課程

其他(4) 6 3.74 .29

.50

一般大學(1) 244 3.88 .67

師範大學或教育系(2) 220 3.68 .66

研究所(含 40 學分班)(3) 242 3.61 .70
課程統整

其他(4) 6 3.69 .21

.77

一般大學(1) 244 3.83 .68

師範大學或教育系(2) 220 3.68 .65

研究所(含 40 學分班)(3) 242 3.65 .67
行動研究

其他(4) 6 3.73 .29

.62

一般大學(1) 244 3.88 .76

師範大學或教育系(2) 220 3.48 .72

研究所(含 40 學分班)(3) 242 3.40 .77
協同教學

其他(4) 6 3.37 .32

1.12

一般大學(1) 244 3.69 .74

師範大學或教育系(2) 220 3.48 .71

研究所(含 40 學分班)(3) 242 3.46 .75
多元評量

其他(4) 6 3.46 .29

.28

一般大學(1) 244 3.60 .64

師範大學或教育系(2) 220 3.56 .61

研究所(含 40 學分班)(3) 242 3.60 .63
總量表

其他(4) 6 3.80 .20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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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擔任職務

由表 4-15 可看出，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發現，擔任不同職務的國中教師在

整體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知覺分數之(F=10.08，p<.01)差異達顯著水準，在「學校

本位課程」(F=16.04，p<.01)、「課程統整」(F=9.59，p<.01)、「行動研究」(F=10.46，

p<.01)、「協同教學」(F=4.18，p<.05)、「多元評量」(F=4.54，p<.05)等五項知覺

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層面差異達顯著水準，經由事後比較發現在知覺九年一貫課程

實整體表現方面，「教師兼行政工作」分別高於「專任教師」、「導師」；在「學校

本位課程」、「課程統整」、「行動研究」方面「教師兼行政工作」分別高於「專任

教師」、「導師」﹔在「協同教學」、「多元評量」方面「教師兼行政工作」皆高於

「導師」。

表 4-15  擔任不同職務的國中教師在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知覺分數之變異數分析
摘要表

層面 擔任職務 樣本數(N) 平均數(M) 標準差(SD) F 值 事後比較

專任教師(1) 180 3.65 .66

導師(2) 273 3.57 .63
學校本

位課程
教師兼行政工作(3) 259 3.89 .69

16.04**
(3)>(2)

(3)>(2)

專任教師(1) 180 3.61 .66

導師(2) 273 3.56 .67課程統整

教師兼行政工作(3) 259 3.81 .66

9.59**
(3)>(1)

(3)>(2)

專任教師(1) 180 3.66 .67

導師(2) 273 3.57 .66行動研究

教師兼行政工作(3) 259 3.83 .65

10.46**
(3)>(1)

(3)>(2)

專任教師(1) 180 3.43 .78

導師(2) 273 3.33 .73協同教學

教師兼行政工作(3) 259 3.51 .73

4.18* (3)>(2)

專任教師(1) 180 3.45 .78

導師(2) 273 3.39 .71多元評量

教師兼行政工作(3) 259 3.57 .70

4.54* (3)>(2)

專任教師(1) 180 3.56 .64

導師(2) 273 3.48 .60總量表

教師兼行政工作(3) 259 3.72 .62

10.08**
(3)>(1)

(3)>(2)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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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服務年資

由表 4-16 可看出，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發現，不同服務年資的國中教師在

整體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知覺分數之(F=4.73，p<.01)差異達顯著水準，在「學校本

位課程」(F=3.93，p<.01)、「課程統整」(F=3.81，p<.01)、「行動研究」(F=5.09，

p<.01)、「協同教學」(F=3.99，p<.01)、「多元評量」(F=2.90，p<.05)等五項九年

一貫課程實施差異達顯著水準，經由事後比較發現在知覺九年一貫課程實整體表

現上「5 年以下」、「21 年以上」分別高於「6~10 年」；在「學校本位課程」、「行

動研究」方面「5 年以下」、「21 年以上」分別高於「6~10 年」；在「課程統整」、

「協同教學」方面「5 年以下」高於「6~10 年」﹔在「多元評量」方面則未發現

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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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不同服務年資的國中教師在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知覺分數之變異數分析

摘要表

層面 服務年資 樣本數(N) 平均數(M) 標準差(SD) F 值 事後比較

5 年以下(1) 249 3.77 .63

6~10 年(2) 156 3.56 .65

11~20 年(3) 183 3.67 .73
學校本位課程

21 年以上(4) 124 3.82 .69

3.93**
(1)>(2)

(4)>(2)

5 年以下(1) 249 3.73 .64

6~10 年(2) 156 3.51 .67

11~20 年(3) 183 3.66 .70
課程統整

21 年以上(4) 124 3.73 .67

3.81** (1)>(2)

5 年以下(1) 249 3.75 .66

6~10 年(2) 156 3.54 .68

11~20 年(3) 183 3.65 .68
行動研究

21 年以上(4) 124 3.82 .59

5.09**
(1)>(2)

(4)>(2)

5 年以下(1) 249 3.51 .71

6~10 年(2) 156 3.28 .72

11~20 年(3) 183 3.36 .80
協同教學

21 年以上(4) 124 3.51 .74

3.99** (1)>(2)

5 年以下(1) 249 3.52 .72

6~10 年(2) 156 3.33 .74

11~20 年(3) 183 3.46 .74
多元評量

21 年以上(4) 124 3.55 .70

2.90* 未發現差異

5 年以下(1) 249 3.66 .60

6~10 年(2) 156 3.45 .62

11~20 年(3) 183 3.56 .66
總量表

21 年以上(4) 124 3.68 .61

4.73**
(1)>(2)

(4)>(2)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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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校規模

由表 4-17 可看出，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發現，不同學校規模的國中教師在

整體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知覺分數之(F=4.21，p<.05)差異達顯著水準，在「學校本

位課程」(F=5.42，p<.01)、「課程統整」(F=4.88，p<.01)、「多元評量」(F=4.08，

p<.05)等三項知覺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層面差異達顯著水準，經由事後比較發現在

知覺九年一貫課程實施整體表現上「31~60 班」高於「61 班以上」；在「學校本

位課程」、「課程統整」、「多元評量」方面「31~60 班」高於「61 班以上」﹔在「學

校本位課程」方面「30 班以下」高於「61 班以上」。

表 4-17  不同學校規模的國中教師在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知覺分數之變異數分析
摘要表

層面 學校規模 樣本數(N) 平均數(M) 標準差(SD) F 值 事後比較

30 班以下(1) 104 3.79 .56

31~60 班(2) 377 3.75 .70學校本位課程

61 班以上(3) 231 3.58 .67

5.42**
(1)>(3)

(2)>(3)

30 班以下(1) 104 3.73 .55

31~60 班(2) 377 3.71 .69課程統整

61 班以上(3) 231 3.55 .68

4.88** (2)>(3)

30 班以下(1) 104 3.68 .61

31~60 班(2) 377 3.73 .69行動研究

61 班以上(3) 231 3.63 .54

1.37

30 班以下(1) 104 3.50 .64

31~60 班(2) 377 3.46 .79協同教學

61 班以上(3) 231 3.32 .72

2.97

30 班以下(1) 104 3.47 .70

31~60 班(2) 377 3.54 .74多元評量

61 班以上(3) 231 3.36 71

4.08* (2)>(3)

30 班以下(1) 104 3.64 .54

31~60 班(2) 377 3.64 .65總量表

61 班以上(3) 231 3.49 .61

4.21* (2)>(3)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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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學校位置

由表 4-18 可看出，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發現，不同學校位置的國中教師在

整體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知覺分數之(F=3.24，p<.05)差異達顯著水準，在「學校本

位課程」(F=4.47，p<.05)的知覺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層面差異達顯著水準，經由事

後比較發現在「學校本位課程」方面「鄉鎮地區」高於「縣轄市區」。

表 4-18  不同學校位置的國中教師在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知覺分數之變異數分析
摘要表

層面 學校位置 樣本數(N) 平均數(M) 標準差(SD) F 值 事後比較

縣轄市區(1) 407 3.64 .69

鄉鎮地區(2) 252 3.80 .68學校本位課程

偏遠地區(3) 53 3.72 .51

4.47* (2)>(1)

縣轄市區(1) 407 3.62 .68

鄉鎮地區(2) 252 3.73 .69課程統整

偏遠地區(3) 53 3.67 .50

2.33

縣轄市區(1) 407 3.65 .66

鄉鎮地區(2) 252 3.77 .70行動研究

偏遠地區(3) 53 3.59 .56

2.99

縣轄市區(1) 407 3.38 .75

鄉鎮地區(2) 252 3.49 .78協同教學

偏遠地區(3) 53 3.43 .58

1.55

縣轄市區(1) 407 3.42 .73

鄉鎮地區(2) 252 3.56 .74多元評量

偏遠地區(3) 53 3.44 .60

2.86

縣轄市區(1) 407 3.54 .63

鄉鎮地區(2) 252 3.67 .65總量表

偏遠地區(3) 53 3.57 .45

3.24* (2)>(1)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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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實施狀況

由表 4-19 不同學校實施狀況的國中教師在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的 t 考驗結果發

現，不同實施狀況的國中教師在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知覺分數之差異皆未達顯著水

準。

表 4-19  不同實施狀況學校的國中教師在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知覺分數之 t 考驗
分析摘要表

層面 實施狀況 樣本數(N) 平均數(M) 標準差(SD) t 值 差異情形

試辦(1) 88 3.65 .59
學校本位課程

非試辦(2) 624 3.71 .69
-.79

試辦(1) 88 3.64 .52
課程統整

非試辦(2) 624 3.67 .69
-.45

試辦(1) 88 3.56 .65
行動研究

非試辦(2) 624 3.71 .67
-1.89

試辦(1) 88 3.36 .70
協同教學

非試辦(2) 624 3.43 .75
-.83

試辦(1) 88 3.37 .73
多元評量

非試辦(2) 624 3.49 .73
-1.42

試辦(1) 88 3.51 .56
總量表

非試辦(2) 624 3.60 .64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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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中教師在知覺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之差異分析討論

依據研究結果，分析不同背景變項之國中教師在知覺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上之

差異，討論如下：

(一)性別

經由本研究結果顯示，不同性別教師對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之知覺上有顯著差

異存在；就整體而言，男性教師知覺程度高於女性。根據張慈娟（民 86）認為

現行中小學行政體系中，多數行政工作係由男性教師擔任，而女性均擔任導師工

作，然而在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的初期，仍是以學校行政人員為主要講習、宣導之

對象，故較能理解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之理念與作法，對於知覺的程度會較一般非

擔任行政職務者為高，林正義（民 90）針對「國小校長因應九年一貫課程教學

領導之研究，以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為例」中指出：就不同背景的教師對九年一

貫課程實施的知覺上，幾乎都是男性教師高於女性教師，與本研究結果一致。

(二)年齡

經由本研究結果顯示，不同年齡教師對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之知覺上有顯著差

異存在，由整體性及各層面量表的表現分析，年齡在「30 歲以下」、「51 歲以上」

的教師較「31~40 歲」的教師容易知覺九年一貫課程實施。根據吳清山(民 89)針

對影響九年一貫之因素中提到，師資培育機構應及早針對九年一貫課程規劃師資

培育系統並提供教師在職進修之機會，培養教師第二專長，吳氏另提到針對學校

組織及教學行政支援上應以建構學習型的學校以適應學習社會的來臨，是故本研

究之推論，「30 歲以下」的教師年輕有幹勁，對於新課程的實施有較深的認識，

面對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上較有信心，而且具有強烈進修與學習意願；「51 歲以上」

的教師面臨退休潮，有危機意識更怕跟不上課程改革的腳步，加上對於新課程實

施的好奇，反而「31~40 歲」的教師在學校多數擔任學校主要行政工作，對於教

學、行政兩方面難有兼顧之能力，因此對於是否真正要實施九年一貫課程仍處於

觀望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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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背景

   經由本研究結果顯示，不同教育背景教師對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之知覺上未達

顯著差異存在，此與林正義（民 90）指出：不同教育背景的教師知覺對九年一

貫課程實施上沒有顯著差異存在，與本研究結果一致。

(四)擔任職務

經由本研究結果顯示，擔任不同職務教師對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之知覺上有顯

著差異存在；根據教育部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各校應成立課程發展委員會，規

劃學校課程總體計畫、教科用書、教學活動及教學評鑑，課發會的成員則應包含

學校行政人員及領域教師代表等，但從學校課發會成員之組成可以發現多數是由

行政人員主導學校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之進行，因此較能了解九年一貫課程實施情

形與課程改革的需求，導師與專任教師只是配合九年一貫課程得實施，此與林正

義（民 90）認為：不同擔任職務的教師對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的知覺上沒有顯著

差異存在，此與本研究結果不一致，值得進一步探討。

(五)學校規模

經由本研究結果顯示，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對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的知覺上有顯

著差異存在；陳金木(民 91)、鄭新輝(民 89)指出︰在學校人員編制上教師的工作

量過大以及學校規模較小教師人數較少對於學校九年一貫課程實施會較困難，另

外林正義（民 90）研究指出：國小學校越小，越能知覺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狀

況，依本研究調查數據顯示，「31~60 班」學校規模之教師知覺九年一貫課程實

施比「61 班以上」的教師程度高。此與先前研究部分相符，因為國民中學中、

小型學校編制差不多，所以中型與小型規模學校，以中型學校資源較豐富，且實

施領域教學較為適合，比較能推動九年一貫課程。

(六)服務年資

經由本研究結果顯示，不同服務年資教師對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的知覺上有顯

著差異存在，由整體性及各層面量表的表現分析，服務年資在「5 年以下」、「21

年以上」的教師較「6~10 年」、「11~20 年」的教師容易知覺九年一貫課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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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教育部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自九十學年度起國小一年級全面實

施，國中於九十一學年度全面實施，從實施的時間過程分析，「5 年以下」的教

師是屬於新進教師的一群，面對九年一貫課程實施教學上充滿學習意願，另從近

幾年教師甄試的試題分析，九年一貫課程已成為考題中的主題，對於新進教師而

言九年一貫課程的認識應會較為深入；「21 年以上」的教師對於九年一貫課程應

是屬於較陌生的一群，但在九年一貫課程卻有相當程度的知覺上，推論其原因可

能是對於新舊課程差異性過大，加上九年一貫課程在初實施階段問題叢生，反而

引起此群具有相當教學經驗教師的好奇，想要更深去了解新課程，反而「6~10

年」的教師在學校應屬於學校的中堅份子，但對於課程的實施反不如其他二者，

其原因可能對於新課程的實施採觀望態度，對於新課程的實施多數是聽從學校的

規劃。

(七)學校位置

本研究結果顯示，不同學校位置教師對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的知覺上有顯著差

異存在；鄭新輝(民 89)針對九年一貫課程影響之因素提出︰城鄉差異、家長社經

地位、偏遠學校人事流動率高、家長的參與程度都會影響學校九年一貫課程的實

施，林正義（民 90）針對「國小校長因應九年一貫課程教學領導之研究，以健

康與體育學習領域為例」中指出：「鄉鎮」學校之教師知覺九年一貫課程實施比

「市區」的教師程度高。此與本研究相符。因為國中學校設置以一鄉或一鎮市中

心地點設立，所以偏遠與鄉鎮學校相同。

(八)實施狀況

本研究結果顯示，不同實施狀況教師對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的知覺，在整體九

年一貫課程上並未發現顯著差異，但在各項層面的分析發現，根據本研究樣本數

及桃園縣試辦學校與非試辦學校所佔之比例分析發現，可能因試辦學校樣本數過

少，因此沒有之差異，根據教育部核准八十八學年度開始，由國中（偏遠、鄉鎮、

市區）各二所共六所學校試辦，一校一領域試辦兩年後，並要求提出成果報告，

並非七大領域同時實施，以至於全面實施導致問題叢生，因此，在這部份可能在

九年一貫課程全面實施之後再做後續之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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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國民中學校長教學領導行為與九年

一貫課程實施上之相關情形
本節在探討校長教學領導行為與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之相關情形，並以校長教

學領導行為的五各層面中(發展學校教學目標、確保課程教學品質、提昇教師專

業成長、增進學生學習氣氛、提供支持工作環境)為預測變項，九年一貫課程實

施(學校本位課程、課程統整、行動研究、協同教學、多元評量)為效標變項，進

行逐步多元迴歸分析，以了解領導各層面之精簡預測變項組合。

一、國民中學校長教學領導行為與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上之相

關情形

由 Pearson 積差相關的結果來看，從表 4-20 中可知，校長教學領導行為與九

年一貫課程實施的相關係數為.71，達到顯著水準（P<.01），及校長教學領導行為

與九年一貫課程實施有顯著相關，且為正相關。

表 4-20  校長教學領導行為與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相關分析摘要表

層面 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總量表)
校長教學領導行為(總量表) .71**

**p<.01

二、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之「學校本位課程」預測
表 4-21 顯示在預測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學校本位課程層面，有發展學校教學

目標、提供支持工作環境、提昇教師專業成長等三個校長教學領導行為預測變項

達到顯著水準。其聯合預測力或解釋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總變

異量為 44.5%，其中「發展學校教學目標」對學校本位課程實施的影響最大，可

解釋或預測 40.5%，而β值為正數，由此可知校長教學領導行為中的三個變項具

有正向的預測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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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校長教學領導行預測課程實施「學校本位課程」之逐步多元回歸分析

投入變項順序
多元相關係數

R
決定係數 R2 R2之增加值

標準化係數

Beta
F

發展學校教學目標 .636 .405 .405 .303 482.75**

提供支持工作環境 .660 .435 .030 .208 273.14**

提昇教師專業成長 .667 .445 .010 .199 189.44**

**p<.01

三、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之「課程統整」預測
表 4-22 顯示在預測九年一貫課程實施課程統整層面時，以確保課程教學品

質、增進學生學習氣氛、發展學校教學目標、提昇教師專業成長等四個校長教學

領導行為預測變項達到顯著水準。其聯合預測力或解釋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中課程

統整的總變異量為 43.9%，其中確保課程教學品質對課程統整的影響最大，可解

釋或預測 39.6%，而各β值為正數，由此可知校長教學領導行為中的四個變項具

有正向的預測作用。

表 4-22  校長教學領導行預測課程實施「課程統整」之逐步多元回歸分析

投入變項順序
多元相關係數

R
決定係數 R2 R2之增加值

標準化係數

Beta
F

確保課程教學品質 .629 .396 .396 .174 466.02**

增進學生學習氣氛 .652 .425 .029 .199 262.10**

發展學校教學目標 .659 .434 .009 .190 181.32**

提昇教師專業成長 .663 .439 .004 .140 138.04**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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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之「行動研究」預測
表 4-23 顯示在預測九年一貫課程實施行動研究層面時，以增進學生學習氣

氛、發展學校教學目標、提供支持工作環境、提昇教師專業成長等四個校長教學

領導行為預測變項達到顯著水準。其聯合預測力或解釋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中行動

研究的總變異量為 43.3%，其中增進學生學習氣氛對行動研究的影響最大，可解

釋或預測 38.7%，而各β值為正數，由此可知校長教學領導行為中的四個變項具

有正向的預測作用。

表 4-23  校長教學領導行預測課程實施「行動研究」之逐步多元回歸分析

投入變項順序
多元相關係數

R
決定係數 R2 R2之增加值

標準化係數

Beta
F

增進學生學習氣氛 .622 .387 .387 .154 447.74**

發展學校教學目標 .648 .419 .033 .216 256.08**

提供支持工作環境 .654 .428 .009 .184 176.70**

提昇教師專業成長 .658 .433 .005 .150 134.98**

**p<.01

五、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之「協同教學」預測
表 4-24 顯示在預測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協同教學層面時，以發展學校教學目

標、提供支持工作環境、提昇教師專業成長等三個校長教學領導行為預測變項達

到顯著水準。其聯合預測力或解釋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中協同教學的總變異量為

38.2%，其中發展學校教學目標對協同教學的影響最大，可解釋或預測 36.3%，而

各β值為正數，由此可知校長教學領導行為中的三個變項具有正向的預測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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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校長教學領導行預測課程實施「協同教學」之逐步多元回歸分析

投入變項順序
多元相關係數

R
決定係數 R2 R2之增加值

標準化係數

Beta
F

發展學校教學目標 .602 .363 .363 .369 403.87**

提供支持工作環境 .614 .378 .015 .147 215.03**

提昇教師專業成長 .618 .382 .005 .138 146.12**

**p<.01

六、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之「多元評量」預測
表 4-25 顯示在預測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多元評量層面時，以發展學校教學目

標、提供支持工作環境、提昇教師專業成長等三個校長教學領導行為預測變項達

到顯著水準。其聯合預測力或解釋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中多元評量的總變異量為

38.2%，其中發展學校教學目標對多元評量的影響最大，可解釋或預測 34.3%，而

各β值為正數，由此可知校長教學領導行為中的三個變項具有正向的預測作用。

表 4-25  校長教學領導行預測課程實施「多元評量」之逐步多元回歸分析

投入變項順序
多元相關係數

R
決定係數 R2 R2之增加值

標準化係數

Beta
F

發展學校教學目標 .586 .343 .343 .260 371.38**

提供支持工作環境 .611 .373 .030 .212 211.28**

提昇教師專業成長 .618 .382 .009 .186 146.03**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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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校長教學領導行為與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相關之分析討論
依據實證資料顯示，不論從 Pearson 積差相關、多元逐步迴歸分析來看，皆

發現國中校長教學領導行為與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之間成正相關。

    由表 4-26 校長教學領導行為與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相關研究比較，發現︰

（一）逐步回歸發現：校長教學領導行為可聯合預測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之五大層

面，總變異量之百分比在 43%~62%之間，預測力不錯；其中尤以九年一

貫課程實施之協同教學和多元評量最佳，其預測變異量均在 62%左右。

（二）「發展學校教學目標」及「提昇教師專業成長」之校長教學領導行為在五

個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層面中，均進入逐步回歸方程式中。尤以「發展學校

教學目標」之校長教學領導行為無論就β值或進入逐步回歸方程之次序

言，在分數九年一貫課程層面，均是最重要的預測變項。可見無論九年一

貫課程何種層面，均有賴這二種校長教學領導行為。

（三）在「確保課程教學品質」只出現在九年一貫課程實施「課程統整」；在「增

進學生學習氣氛」只出現在九年一貫課程實施「課程統整」及「行動研究」

之方程式上。

Bruining 和 Vegt(1987)認為一位有效能的校長，應具有瞭解學校目標的重要

性，能界定所謂傑出教學（good teaching）、具有激勵同儕的技巧、能支持教師

的努力、鼓勵同儕的參與及合作、擁有視導及評定的技巧，創造教師可自由實驗

的氣氛等特質；Heck(1992)也指出校長教學領導行為的程度表現是學校成就的重

要預測指標；Findley D. 和 Findley B.(1992)認為「有成功的校長，才有成功的

學校」，如果學校要有效能，校長教學領導行為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張素貞(民 89)指出校長在九年一貫課程實施與推動上，發揮教學領導能力具

有幾項重要的因素：(一)落實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及領域小組研討會的功能，以

利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二)了解並發展教師專長，調整師資結構；謝家梅(民 89)

分析教育部國民中學小九年一貫課程試辦要點指出，校長教學領導有幾項重要的

因素：(一)成立課程發展委員會，行政組織必要因應所產生的改變；(二)為準備

實施新課程，實施學校本位進修以提升教師和發展教師專業能力；(三)領導教師

分別蒐集和編選教材；(四)協調教師之間的合作、協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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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資料顯示，校長教學領導行為與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之間有重要之關聯

性，值得我們重視。

表 4-26  校長教學領導行為與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相關研究比較總表

九年一貫課程實施

校長教學領導行為 學校本位課程 課程統整 行動研究 協同教學 多元評量

1. 發展學校教學目標 (1).303 (3).190 (2).216 (1).369 (1).260

2.確保課程教學品質 (1).174

3.提昇教師專業成長 (3).199 (4).140 (4).150 (3).138 (3).186

4.增進學生學習氣氛 (2).199 (1).154

5.提供支持工作環境 (2).208 (3).184 (2).147 (2).212

標準化係數 R2=.455 R2=.439 R2=.433 R2=.618 R2=.618

   註：( ) 內為校長教學領導行為在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分析預測變項之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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