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討論與建議 

 

本研究探討在低結構化口試情境下，應試者人格特質與口試結果的關

係，分成研究一與研究二。研究一從宏觀的角度，檢視教師甄選口試的結

構化現況；研究二從微觀的角度，以應試者的人格特質，如五大人格、自

我監控、自我效能等，初步探究其與應試者的口試結果之間的關係。本章

包含（1）針對本研究問題的研究結果所做的討論，（2）根據本研究結果

所提出的建議。 

 

第一節 討論 

 

研究一的研究目的是為了解本研究場域中教師甄選口試結構化的程

度現況。採用胡悅倫、陳世芬、呂秋萍（2005）編製的「中等學校教師甄

選口試現況調查問卷」，做局部修正後，以口試委員為研究對象，並根據

Campion et al.（1997）所區分出的十五種口試結構化向度，對照本研究場

域中口試結構化的現況，以確認本研究場域的口試結構化程度。符合結構

化指標的問卷結果給1分，不符合結構化指標的問卷結果給0分，統計結果

顯示本研究場域口試結構化指標共得五分，相對於總分十五分而言，僅佔

33.33%，據此可以判定本研究場域的口試結構化程度為低結構化，符合以

往學者的研究，認為國內教師甄選口試的結構化程度，仍處於「低結構化」

的狀態（胡悅倫、陳世芬、呂秋萍，2005）。 

 



研究二的研究目的有四項，分別為（1）瞭解應試者的人口統計變項

與口試結果的關係。（2）瞭解應試者的「五大人格」與口試結果的關係。

（3）瞭解應試者的「自我監控」與口試結果的關係。（4）瞭解應試者的

「自我效能」與口試結果的關係。研究對象為參加甄試第二階段口試的應

試者，所採用的研究工具有莊耀嘉與李雯娣(2001)編製的「性格自評量

表」、Lennox 與 Wolfe（1984）修訂的「自我監控量表」，以及 Schwarzer

與 Jerusalem（1995）編製的「一般自我效能量表」。 

儘管研究者詢問多數口試委員，大多都認為應試者的人格特質是很重

要的甄選項目，但事實上在口試過程中，可否正確評斷應試者是否具有符

合理想教師人格特質，則未有定論。根據本研究結果發現在低結構化口試

情境下，應試者的五大人格、自我監控、自我效能等人格自評分數與口試

結果之間均無顯著相關，甚至相關係數都低得出乎人意料之外，接近零相

關。這樣的結果只有自我監控的部分，與文獻的結果類似（Anderson, 

Silvester, Cunningham-Shell, & Haddleton, 1999），而在五大人格和自我效能

這兩大人格特質部分，不論從文獻探討或實務經驗的推論，原本都支持應

試者五大人格和自我效能對口試過程都會有所影響，意即應該會影響到口

試結果，然而本研究卻有令人異想不到的結果。 

就統計而言，期待以自變項（X）來預測依變項（Y），但是當自變項

本身的變異很大，或依變項範圍受到限制時，容易降低 X 與 Y 之間的相關；

或者變異並非存在於 X 或 Y，而是 X 與 Y 之間還存在著干擾變項（Z），

這也會影響 X 與 Y 之間的相關。就甄選過程來說，本研究原企圖以應試者

的人格分數來預測其在口試所得的結果，但結果顯示兩者之間的相關很

低，這可能肇因於應試者本身的人格分數受到樣本限制或填答反應心向的

顧慮，產生變異；抑可能由於口試過程中有其他干擾變項，例如口試結構

化程度、口試委員本身的因素等，提高了兩者間的變異量，致使彼此相關



很低。 

根據 Arvey 與 Campion（1982）提出求職口試的模式（如圖2-1），強

調應試者的因素、情境因素、口試委員的因素，三者在口試過程中交互作

用，最後產生出口試結果。研究者認為得到以上的研究結果，應該從自變

項—應試者樣本限制、依變項—口試結果範圍限制、情境因素—口試結構

化的影響、研究工具—自陳人格分數的爭議、研究設計—人格特質運用在

人事甄選的疑慮等幾方面來探討其原因，茲分述如下： 

 

一、自變項—應試者樣本限制 

    本研究場域的教師甄選方式分為兩階段，第一階段為筆試，第二階段

為口試和試教。就研究二的研究對象而言，參加本次教師甄試的報名者共

計882名，可分成第一階段錄取者（340名）及第一階段未錄取者（542名）；

而進入第二階段甄選的應試者340名中，又再分成完成報名者（293名）及

未報名者（47名）；到實際考試當日，再分成到考者（250名）及缺考者（43

名），而本研究二在樣本選擇上，只能限於最後階段的到考者（250名），

因此在應試者樣本的身分上是受到限制的。 

至於應試者樣本之所以受到限制，乃因為本研究是以真實教師甄試口

試為研究場域，不同於以往相關研究，大多以大學生模擬情境為實驗對

象，而這也是本研究的價值之一，但真實教師甄試因事關考生權益，加上

近幾年教師缺額減少，甄選錄取率屢屢創新低，主辦單位均承受試務工作

極龐大之壓力，深怕引起不公之抗議，故研究者不易取得進入試場蒐集真

實資料之同意，因此無法取得大範圍或跨地區性的應試者樣本，基於此，

本研究二僅能以單一考場的應試者為研究對象，又因研究焦點在於探討應

試者人格特質與口試結果之間的關係，故只收集到進入第二階段應試者



（250名）的自陳人格問卷分數，其餘未錄取者（632名）的資料均未納入

本研究中。在低錄取率的情況之下，經過筆試的篩選，能進入甄選第二階

段的應試者，基本上，對樣本族群來說是會具有較高的同質性，故造成應

試者樣本本身特性亦受到限制。 

    Anderson & Ones（2003）的研究發現，當在人事甄選中運用人格測量

時，應該評估工作求職者的樣本變異量，因為樣本的變異量大幅降低時，

五大人格的建構效度也會降低。加上自變項和依變項之間的相關係數的高

低會受到樣本限制和信度的影響（Bobko, Roth, & Bobko, 2001），這足以說

明本研究二的自變項—應試者的人格特質，由於應試者本身樣本限制，會

影響到自變項（應試者人格特質）與其他依變項（口試結果）之間的關係，

故研究者認為這應是應試者的人格特質自陳分數與口試結果相關不顯著

的因素之一。 

 

二、依變項—口試結果範圍限制 

    從自變項來說，由上述討論可得知應試者樣本受到限制；從依變項來

說，由表4-3得知，口試結果平均數為81.96，標準差為5.16，變異係數為

6.30。比較各變項的變異係數，可發現研究二中的各個自變項的變異係數

最低為和善性的10.70，最高為情緒穩定性的25.29，其餘依序為自我監控

11.58、嚴謹自律性12.94、自我效能13.58、外傾支配性14.31、聰穎開放性

14.76，而口試結果的變異係數不僅是最低，且跟其他變項的差異都很大，

也就是說應試者所得到的口試結果之間的差距並不大，而之所以如此，研

究者認為這與考場在事前所擬定的口試評分原則是有關係的。 

在口試評分原則上，主辦單位為避免爭議，通常與口試委員取得評分

默契，對應試者表現的評分以七十分至九十分為範圍，低於七十分，或高



於九十分者，口試委員則須加註說明原因。在學理研究上，當然期許口試

結果是沒有評分範圍的限制，以取得真實的分數；但在實務工作上，為杜

絕各種易引人疑竇的因素干擾，造成不公的紛爭，有此評分範圍的默契也

無可厚非。 

所以從口試結果的平均數為81.96、標準差為5.16，可得知大多數口試

委員對應試者的評分多集中於八十分上下，且差距不大。由於相關會受到

全距的限制（restriction of range），也就是說依變項(應試者的口試結果)差

距很小，便會造成其與自變項（應試者的五大人格、自我監控、自我效能）

之間的相關降低，研究者認為這亦是造成應試者的人格特質自陳分數與口

試結果相關不顯著的因素之二。以往研究也建議，在甄選情況下，對範圍

限制（range restriction）進行修正相關的程序是極度需要的（Linn, Harnisch, 

& Dunbar, 1981），這也可作為日後相關研究的參考。 

 

三、情境因素—口試結構化的影響 

提升口試結構化的程度可以有效提高口試的信效度（Harris, 1989; 

Huffcutt & Arthur, 1994），且會影響口試所測量到的建構，研究便指出低結

構化口試所測量的建構，只限於一般智力、教育和訓練、經驗、興趣等

（Huffcutt, Conway, et al., 2001）。而對於測量人格特質部分，雖然 Blackman

（2002）研究口試結構化程度高低對人格判斷的影響，發現在非結構化情

境下，較允許應試者充分表達自己，因此口試委員可以對應試者做較正確

的人格特質判斷。但須注意的是，這份研究中的口試形式是專門為測量人

格特質而設計的，也就是說在非結構口試中，允許口試委員對應試者詢問

任何問題，甚至可以繼續追問，但前提為所詢問的問題範圍必須是有助於

預測應試者與工作相關的人格特質，而非任由口試委員的喜好發問，因此



該研究指出的「非結構化口試」與本研究場域中的「低結構化口試」是有

所差別的。 

口試結構化高低取決的關鍵指標在於如何發問及如何計分。有關如何

發問部分，在研究一的研究場域中，可得知口試委員所發問的問題，並非

經由工作分析得來，而是由口試委員自由發問，對每位應試者所詢問的問

題也不一致，有的有繼續追問，有的則沒有，加上口試委員未經過統一口

試訓練，對問題的選擇與擬定均來自於個人學經歷背景的自我價值判斷，

雖然根據研究者普遍徵詢有口試經驗的口試委員的意見，大多贊成應試者

的人格特質對未來擔任教師一職是很重要的，應該在甄選過程中，評斷應

試者是否具有成為理想教師的特質，但口試委員普遍也不諱言地表示，在

有限的口試時間，對能否正確評判應試者的人格特質以及人格特質是否成

為最後下口試決策的關鍵因素，大多持悲觀看法。 

由於學者指出若未界定清楚口試問題的類型，要了解口試所測量到的

建構是有爭議的（Harris, 1999），若要評估口試所測量的建構，前提是口

試必須是結構化的，因為結構化的口試不論是使用情境式問題或行為描述

式問題，都有助於確認在以口語表達為主的口試情境中所可測量的建構。

而本研究在低結構化的口試情境下，由於口試委員所發問的問題未標準

化，亦未經工作分析而得，所詢問的問題類型涵括應試者的自我評價、自

我描述、問題情境的解決方式、背景問題、專業理念與知識、擔任特定職

務的意願等，故要確切了解在口試過程中測量到哪些建構是不容易的。加

上本研究場域口試情境是低結構化狀態，要確認應試者的人格特質是否被

測量到自然有其困難之處。 

至於如何評分，由於本研究場域的教師甄選，並非採取定錨評分，也

就是說，在口試前並未訂定一套統一的評分標準，有的試場是兩位口試委

員單獨評分之後加總，而有的試場則是經過雙方口試委員討論後，達成最



後口試結果的共識，評分的方式也非逐題計分，因此就評分這個向度來

說，仍存在極大的變異，這樣的變異便成為干擾相關與否的因素。 

那到底最後影響口試委員決策的關鍵因素是什麼？在本研究場域

中，由於是聯合甄選，進入第二階段的應試者在報名時，即需要選定報考

的學校，因此考試當日的試場，是依照校名與科目別來區分的，當口試委

員在為各校甄選教師時，可能會依各校的要求或期待（如需要具有擔任行

政的意願或帶隊的能力等）來決定應試者的口試結果，是故，最後影響口

試決策的因素可能不是普遍口試委員所認可的人格特質，而是其他未待考

證的因素。 

總之，若欲測到應試者的人格特質，必須事先規劃與人格相關的口試

題目，並依據人格理論作為評分的標準，但相較於國內教師甄選的辦理方

式，口試題目與評分原則均未標準化，在此低結構化的口試情境中，測不

到應試者的人格特質，也就不足為奇了。是故，研究者認為由於口試結構

化偏低，也就是發問與評分兩大部分均存在著許多變異，而形成應試者的

人格特質自陳分數與口試結果相關不顯著的因素之三。  

 

四、研究工具—自陳人格分數的爭議 

  本研究二採用的人格特質分數就是應試者自己填答的人格量表結

果，雖然自陳方式是人格測量最常用的方式之一，但最為爭議之處在於應

試者填答人格問卷時的作答偏差（response bias）。其中作答偏差的種類被

研究最多的就是社會期許（social desirability）效應。 

    在人事甄選中運用人格測量最大的爭議在於應試者填答人格測驗時

有意識或無意識造成的反應扭曲（response distortion）。問卷填答者的反應

扭曲，包括社會期許（social desirability）、誇大個人能力、印象管理



（impression management）、自我欺騙（self-deception）、造假等，其中最主

要的是社會期許，填答者會根據社會形式或期望來營造正向的好印象，例

如偽善（faking good）就是一種社會期許回應的類型。尤其在高度競爭的

情境下，例如求職口試，應試者會為了提高被錄取的機會，努力用各種方

式來做好印象管理，贏得主考官的青睞。 

    雖然有些研究認為社會期許並不會影響人格建構的預測效度（Barrick 

& Mount, 1996; Hough et al., 1990），然而有些研究則認為如果有效控制回

應的扭曲則可以改善其效標關聯效度（Rosse et al., 1998）。控制社會期許

效應的影響有很多種方法，主要可劃分為推理法（rational techniques）、因

素分析法（factor analytic techniques）、共變法（covariate techniques）、壓

力減低法（demand reduction techniques）等（楊宜音、張志學、彭泗清等

譯校，1997）。在這部分本研究採用壓力減低法，在事前為避免社會期許

效應的干擾，特將應試者填答人格問卷的時間安排於口試前十日，並在應

試者填答問卷時，特別說明該份問卷結果僅作為學術研究之用，保證受測

者的匿名性，受測結果並不併入甄選結果計算，也絕不影響甄選口試的成

績。 

但研究者發現，以上的做法僅控制了時間的變項，由於應試者填答人

格問卷時是在報名現場，對於競爭激烈的教師甄選，應試者填答問卷時的

反應心向，恐難避免。 

另外，根據 Furnham(1997)研究偽善組和控制組（真實填答）在填答

人格自陳問卷時，五大人格各項分數的差異，發現和善性、嚴謹自律性及

情緒穩定性會有顯著差異，其中偽善組在情緒穩定性分數偏低，和善性和

嚴謹自律性的分數則偏高。而 Ones, Viswesvaran, & Reiss（1996）研究社

會期許量表分數與五大人格分數之間的關係。研究發現不論五大人格分數

是透過自評或他評方式取得，其中的情緒穩定性與嚴謹自律性和社會期許



量表分數的相關最高，換句話說，五大人格中這兩項人格特質最容易受到

社會期許效應的影響。 

以上兩項研究的結果雷同，再反觀本研究的結果，亦發現應試者五大

人格的自評分數，情緒穩定性的變異係數最高，平均數/題數（2.95）偏低，

而和善性與嚴謹自律性的平均數/題數的得分（分別為4.26、3.77）為第一、

第二高分，從這樣的得分狀態，亦透露出本研究二也發現到社會期許效應

的現象。 

因本研究最大缺憾在於除了利用壓力減低法控制社會期許效應之

外，在問卷中未加入社會期許量表或測謊量表（lie scale），所以無法校正

所得到的人格自評分數。當自變項所得的分數受到社會期許效應的干擾，

也就是存在著誤差，當誤差未加以控制或排除時，自然會影響到自變項與

依變項之間的相關。雖然 Ones, Viswesvaran, & Reiss（1996）研究指出即

使控制了社會期許效應，也不會增加人格量表對工作表現的效標關聯效

度，但因本研究未於統計上控制社會期許效應，無法驗證其結果是否相

同，故研究者認為應試者填答自評人格量表時所存在的社會期許效應是影

響應試者的人格特質自陳分數與口試結果相關不顯著的因素之四。 

 

五、研究設計—人格特質運用在人事甄選的疑慮 

    除了上述四項因素說明在低結構化口試情境下，應試者的人格特質自

陳分數不會影響口試結果之外，研究者不禁產生這樣的疑問：那到底在人

事甄選中，適不適合運用應試者的人格特質？或是說，在人事甄選中是否

可評斷到應試者的人格特質？基於此，研究者擬從人格特質運用於人事甄

選的疑慮來談起。在此須從兩個部分來討論： 

 



  （一）人格特質資料的取得 

    人格特質資料的取得方式不外分成自評與他評，而運用在甄選考場

中，自評就是應試者的「人格特質」，而他評則為口試委員對應試者的「人

格印象」。所謂口試委員對應試者的「人格印象」是指口試委員對應試者

人格特質的知覺判斷，對口試的影響主要是在對應試者未來工作表現的預

測上。 

在過去的一些研究中，曾將受試者自評的結果與由同儕、配偶評量的

結果相比較，McCrae & Costa（1990）在五個因素上均發現自評結果與同

儕、配偶評量的結果具有一致性（引自葉光輝譯，2005）。另外 Connolly

與 Viswesvaran（1998）針對36個研究所做的後設分析也發現，五大人格的

自評與他評相關係數很高，從和善性的.46到外傾支配性的.62。又如 Barrick, 

Patton 與 Haugland（2000）檢驗口試委員是否可以在口試過程中正確評估

出應試者的五大人格，研究結果發現，口試委員的評分與自評之間的相關

高於陌生人的評比，但低於朋友的評比。 

    從以上幾個研究都到相同的結論：認為人格測量的自評與他評均有很

高的相關。但須強調的是，以上幾個研究中，有高相關的他評，評分者皆

是指同儕或配偶，若評分者為陌生人，則相關係數就會大幅降低，因此就

本研究而言，口試委員對應試者則形同陌生人一般，故研究者質疑口試委

員對應試者的人格印象與應試者的人格自陳分數之間會有怎樣的相關？ 

    口試委員單方面從應試者在口試過程的口語或非口語行為來推論應

試者的人格特質，因而形成所謂的人格印象，再據此人格印象形成口試評

價。但因口試時間十分有限，最多不超過十五分鐘，所以研究者認為口試

委員所形成的人格印象，其真實性有待考證，過去研究也指出並不是所有

的人格特質均可以在有限的口試時間內獲得正確的判斷，以五大人格特質



而言，外向性似乎是最容易被知覺的（Caldwell & Burger, 1998）。甚至有

學者認為口試中的人格印象其實很可能是判斷錯誤的主要來源（Baron, 

1989）。另外本研究考量為避免影響甄選流程的進行，故基於以上兩個理

由，本研究並未運用口試委員對應試者的人格印象分數，而是採用應試者

的自評人格分數。 

    由於本研究場域的教師甄選，並未將應試者的人格特質列為甄選項目

之一，也就是說，應試者的人格資料分數並未列入甄選總分，也未對口試

委員特別強調在口試過程中評斷應試者的人格特質。不過，Fletcher（1990）

認為口試委員通常將人格特質的判斷視為其在口試過程中的職責之一；並

依研究者與多位擔任過口試委員的教師之間的訪談，也發現多數口試委員

都認為在甄選教師時，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看看應試者有沒有具備當老師的

人格特質。另外從表3-25得知，口試委員普遍對自己遴選優秀老師的能力

是深具信心的（佔86.4%），換言之，口試委員認同人格特質很重要，也相

信自己的甄選能力，但令人玩味的是，本研究結果卻發現應試者的人格特

質不會影響到口試委員所決定的口試結果，這當中想必隱藏著許多值得探

討的問題。 

那接下來便要追問：口試委員在口試過程中對應試者的人格特質所下

的判斷，形成人格印象，而此人格印象與應試者自評的人格特質是否一

致？雖然很多人格測驗，如自尊量表、害羞量表、社交拘謹量表等，自評

或他評之間均有相關（引自楊宜音、張志學、彭泗清等譯校，1997），但

這些研究都是在非考試情境之下，若將人格測驗運用在人事甄選中，多了

考試的壓力，是否會影響到自評與他評之間的相關？因此，研究者以為須

從兩個角度來討論。 

如果口試委員對應試者的人格印象與應試者的自評人格分數有相

關，但就本研究結果，卻發現應試者自評的人格特質分數與口試委員決策



的口試結果沒有顯著相關，甚至相關係數極低，接近零相關，那便表示口

試委員作口試決策時，對應試者的人格印象並非決策的關鍵影響因素，那

至於什麼才是影響口試決策最關鍵的因素，仍有待未來研究的考證。  

如果口試委員對應試者的人格印象與應試者的自評人格分數沒有相

關，也就驗證了當他評者為陌生人時，自評與他評之間的相關很低的結

論，並支持了本研究結果，解釋了應試者自評的人格分數不會影響口試結

果的原因。另外，如果是考試情境因素影響了自評與他評之間的相關，那

也說明了自評的人格分數並不適合運用在人事甄選上，這結論可做為未來

研究之參考。 

 

  （二）人格特質的運用 

    將人格特質運用在人事甄選上，早期是持悲觀的看法，之所以可以讓

從事相關研究的專家學者重拾信心，原因在於五大人格此人格分類的出

現。過去的研究指出五大人格可以有效預測工作表現（Barrick & Mount, 

1991; Tett, Jackson, & Rothstein, 1991），所以在人事甄選上運用應試者的人

格特質，最主要目的是為預測其未來的工作表現。但最近卻有一項研究發

現，五大人格運用在人事甄選上，其預測力出奇的低（Anderson & Ones, 

2003）。對於這樣截然不同的結論，學者認為可能是因為使用的人格調查

量表不同及樣本的變異量差異所致（Anderson & Ones, 2003），因為不同的

工作所需求的特質亦有所不同，例如藝術性或調查性的行業需要好奇心、

創造力與獨立思考的能力，因此較需要聰穎開放性高的人（葉光輝譯，

2005）。是故，學者便建議如果將特定的人格特質運用在人事甄選上，須

注意使用哪種的人格量表（Anderson & Ones, 2003）。 

人格量表的運用最須注意之處在於文字翻譯及跨文化的問題，而本研



究所採用的五大人格量表是國內學者莊耀嘉與李雯娣使用中文性格形容

詞，探討特質論的五大模型是否可以描述台灣兒童的主要性格差異。所以

此性格自評量表沒有應用國外人格量表所產生的翻譯問題，也就是說可以

避免跨文化普遍性的疑慮，但是此量表的研究對象是兒童，本研究將此量

表應用在成人的人事甄選上是否妥切，另外該量表目前所累積的信效度仍

有限，這種種疑慮均有待後續研究的檢證。 

另外，五大人格此人格特質的分類，雖然普遍獲得人格心理學者的認

同，但 Schmit & Ryan（1993）研究五大人格因素結構在學生樣本和工作求

職者樣本上的差異。研究結果發現，五大人格並不適合運用在工作求職者

樣本上，因為兩種樣本所分析出的五大因素結構不太一致，在工作求職者

樣本中多出一個結構，命名為「理想員工」（ideal-employee）。這是因為在

求職過程中，應試者為了營造可以勝任未來工作的形象，會企圖改變人格

測驗分數（Hough et al., 1990），亦即情境因素會改變特質因素結構，因此

五大人格模式在建構效度上可視為一個有組織性的架構，但若要將五大人

格視為單一的預測類別則尚有爭議（Schmit & Ryan, 1993）。 

若依據 Schmit & Ryan（1993）的研究結果，表示應試者本身會對求職

的工作產生一個理想員工的圖像，在甄選過程中將自我的形象往理想的圖

像來塑造，包括填答人格問卷的回應扭曲、口試時的印象管理策略等。然

而，每個行業所需求的理想工作者的圖像有所不同，而教育行業中的「理

想教師」圖像為何？研究者為初步了解理想教師的圖像，特在本研究後再

進行一份子研究（如附錄三），發現在職教師與學生家長心目中的五大人

格理想教師圖像與本研究二應試者填答的五大人格量表很接近，都認為理

想教師是個高嚴謹自律、高聰穎開放、高和善性的人。從這份子研究也可

發現，應試者對自我人格的評價符合在職教師和家長心目中理想教師的圖

像，這表示如果應試者填答的五大人格量表的結果為真實分數，則再度驗



證應試者樣本同質性高；如果應試者填答的五大人格量表的結果為造假分

數，便再度驗證自評人格量表存在著社會期許效應。 

當然，就整體研究設計而言，欲運用廣泛抽象的人格量表要測量到狹

窄的教師甄選狀況，是有一定的困難，加上本研究中未納入口試委員對應

試者人格評量的資料，為缺憾之處，是故可能造成從應試者的人格分數不

易預測後續的口試結果。因此若欲測量教師甄選中應試者具體的表現，宜

發展出如情境測驗等工具，想必可提高預測力。 

至於每位口試委員所認定的理想教師人格特質圖像為何？這是否影

響其對應試者人格特質的評斷？人事甄選是否適合運用應試者的人格特

質，如五大人格，這種種問題都是值得未來研究繼續深究的。 

總之，就整體來說，國內有關教師甄選相關的研究尚屬起步階段，而

本研究的最大價值在於運用真實教師甄選的口試委員與應試者為研究對

象，發現在目前教師甄選口試結構化程度仍屬低結構化的情境之下，口試

委員針對應試者的表現所決定的口試結果並不受應試者的人格特質影響。 

根據傳統測驗理論，觀察分數等於真實分數加上誤差分數（X=T＋e）。

研究的目標在於找到降低誤差分數的方法，以提高真實的分數，而教師甄

選負有為杏壇選才的重責大任，教師的勝任與否攸關著學生的學習成就，

如果甄選過程中所產生的誤差越大，那也就代表對應試者所評斷出的分數

真實性越低。因此不論從學理上或實務上，都期待研究出一套兼具效度與

效益的甄選工具，讓誤差分數降到最低，達到真正選才的目的。 

而本研究的焦點在於雖有爭議但卻最常被運用的甄選工具—口試，依

據本研究結果，提醒承辦教師甄選的教育主管機關或學校必須反思：如果

期待錄取到的準教師是具備有效能教師的人格特質，那該用哪種方式才能

真正評核到應試者的人格特質？是提高口試結構化？還是人格測驗？或



其他評量方式？另外，如果口試是不具效度與效益，無法真正甄選到適合

的人選，那為什麼還需大費周章，耗費大量人力、物力與金錢來辦理甄選

口試；其次，如果口試確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就實務面來說，就須在理論

與實務之間折衝出一套務實的做法，以提升口試的效度。 

 

第二節 建議 

 

從本研究的結果，初步發現在低結構化的口試情境下，應試者的人格

特質與口試結果沒有顯著相關，且接近零相關。換言之，在耗費許多人力、

物力資源之下所辦理的口試，竟無法評估到應試者的人格特質，這樣的結

果，無疑對目前國內辦理教師甄選工作是一大警訊。 

在此，研究者提出兩個思考的方向：（1）本研究結果為真，表示目前

教師甄選的設計無法測量到應試者的人格特質，而如果同意應試者的人格

特質是勝任未來教職的重要關鍵，那在教師甄選實務工作上便應該有所改

進，繼續追問的是：有那些部分是需改進的？以及如何改進？才能達到測

量應試者人格特質的目的。（2）本研究結果為假，表示自變項與依變項當

中有其他干擾變項的存在，是研究方法或是研究工具有疏漏不全之處嗎？

那未來的研究應注意哪些部分？可提供哪些建議？ 

首先，本研究結果為真，至少反應出在現行低結構化教師甄選口試

中，短暫的十至十五分鐘是測不到應試者的人格特質，此結果符合文獻研

究中所指稱的低結構化口試所測量到的建構並不包含人格特質，換言之，

依據本研究結果可推論出在人事甄選中並不建議測量應試者的人格特

質，因為應試者很容易在有限的時間內，藉著印象管理策略達到整飭自我



形象的目的，例如高神經質的應試者在短暫時間內，可以控制自我的情緒

而不讓口試委員察覺出有情緒不穩定的問題。 

基於上述，若口試無法測量應試者的人格特質，那相信不論是辦理教

師甄選的教育界在職者或是參加教師甄選的應試者，都會有著相同的疑

問：那口試的目的何在？口試要測量什麼？由於甄選口試是勞資雙方在錄

取前唯一可以面對面交換訊息的機會，學者也認為口試比其他甄選方法更

具表面效度（Campion, Pursell, & Brown, 1988），因此口試勢必有存在的必

要性。既然有存在的必要，則必須進一步追問的是，在實務上如何讓口試

更具效度？更確切了解口試所測量到的建構為何？而欲解決上述的問

題，研究者認為提高口試的結構化該是實務面上最根本的做法。 

  因為口試結構化的高低不僅影響到口試的信效度、口試測量到的建

構，也會影響應試者對口試的公平知覺。符合報名教師甄選資格的應試者

都已通過學校師資養成教育，並取得教育主管機關的認證，但資格證書的

檢覈僅為教師效能指標的第一步，更重要的是日後投身教職的熱忱以及應

具備的特質屬性等，這方面的檢驗就得靠教師甄選口試來評斷，但若教師

甄選口試蒙著不公平的面紗，則易打擊應試者報考的信念，當報考的人數

降低，學校擁有選才的選擇性自然也減少，因此提高口試結構化的程度，

不僅有助於收集到應試者更多與工作相關的資訊，亦可提高應試者對口試

的公平知覺，吸引更多有志於教職的應試者報考。另外，未雨綢繆的想法

是亦可降低未來因口試不公而引起的訴訟。是故，提高口試結構化應屬辦

理教師甄選實務須努力的方向。 

  由於口試結構化是一個連續向度，而非二分法的區隔，所以符合越多

項結構化指標，口試結構化程度就越高。至於提高口試結構化的具體做

法，例如利用工作分析蒐集相關的口試題目，提供給口試委員，降低口試

委員任意發問或詢問與工作無關問題（如「休閒生活為何？」、「為何大學



不考數學系？」、「結婚了沒？」等）所造成的變異。或是提供口試委員必

要的短期訓練，以提醒口試委員避免犯下可能的偏誤，例如：說得太多，

致使應試者回應的少，而降低了口試委員收集應試者相關訊息的量；詢問

與工作表現不相關的問題，所收集的訊息未助於作口試決策；受到類我效

應、初始效應、對照效應、月暈效應等影響。 

簡而言之，實務上講求公平性而學術上則講究信效度，若能發展出一

套兼具實務上效益與學術上效度的教師甄選模式，不僅可以選出有效能的

教師，進而可以改變學校氣氛、提升教學效能，更重要的可有效幫助學生

提高學習成就。 

  再者，本研究結果為假，也就是說在口試過程原本是可以正確評估到

應試者的人格特質，之所以得到目前的研究結果，表示自變項與依變項之

間存在著干擾變項，至於干擾變項是什麼？可能是研究中所使用的工具不

妥切、研究方法不周延或其他因素，因此未來在從事類似研究時，應注意

改進的部分，以下擬從社會期許效應之控制、樣本的選擇與特性及人格測

量方法的檢證來說明之： 

 

  （一）社會期許效應之控制 

    有關研究工具的改進，主要在於社會期許效應的控制，人格自評最大

的爭議在於應試者填答時的社會期許效應，尤其失業率高，工作競爭激

烈，或錄取率低時（如教師甄選），求職時應試者填答的興趣量表、人格

量表等非認知測驗，為了得到較高的甄選成績，填答者會有較高的回應扭

曲。雖然研究二的實施過程中，以利用填答時間與口試時間相隔十天，及

填答前對應試者說明該問卷無關乎口試成績等做法，希望抑制社會期許效

應的發生，然而本研究二所使用的人格自評問卷欠缺社會期許量表（social 

desirability scale），無法根據社會期許量表來修正人格自評的分數，也就是



說無法在問卷上達到控制社會期許效應的目的，因此建議後續研究，採用

人格自評量表時，宜加入社會期許量表或測謊量表，以獲取更真實的人格

分數。 

除了人格量表可能產生的社會期許效應之外，在口試過程中，應試者

對口試委員發問問題的回答，為了讓自己迎合口試委員的期待，做出不實

的回答，因此未來研究亦可將焦點關注於口試過程中的社會期許效應，協

助口試委員過濾應試者不實的回答，降低做出錯誤判斷的可能性。 

 

（二）樣本的選擇與特性 

    本研究場域為高中職教師的聯合甄選，樣本為高中職教師，結論是否

可推論到國中小教師，則有待進一步驗證。另外，本研究二僅以進入第二

階段試教口試的應試者為研究對象，易造成樣本性質差異不大，使得樣本

受到限制，故建議未來研究可加入未參加口試的應試者，以擴大討論的範

圍。 

本研究以真實教師甄選為研究場域，是研究的一大突破，也是價值之

所在，但也存在許多限制，儘管如此，口試是應試者、口試委員與情境因

素三者互相交互作用激盪的過程，以真實口試為場域所得之研究資料較具

推論之效，故未來研究仍建議朝此方向努力。 

 

（三）人格測量方法的檢證 

雖然過去研究指出人格測量方法中的自評與他評差異不大，但因運用

在人事甄選的考場中，是否會受到情境因素的影響，可進一步檢證。為了

解應試者在甄選前填答的人格量表其真實性是否受到考試壓力的影響，可



在甄選錄取後，再做一次人格量表，並收集學生或同儕對其人格評量的資

料，便可比較自評與他評在考試前後的差異，除了可檢證人格測量方法，

亦可了解應試者是否會受到考試情境壓力因素而影響人格量表的填答。 

依據本研究結果，研究者認為在人事甄選口試中，因為時間十分有

限，不容易對應試者的人格特質做正確的判斷，除非口試是專為測量人格

特質而設計的，然而，應試者的人格特質又是其後續工作表現極為重要的

影響因子之一，因此建議後續研究可以探討在人事甄選中，運用何種的人

格測量方式，可以協助雇主有效地判斷應試者的人格特質。再者，教師甄

選的方式除了口試之外，尚有筆試、試教等其他項目，究竟是那一種項目

對人格特質最具預測力，亦可成為後續研究的議題。 

    除此之外，雖然從表3-28得知，口試委員大多認為錄取者日後表現與

口試時預期的程度相符合，不過這應該只是反映出口試委員對自我甄選優

秀教師的信心而已，後續研究還可收集甄選上的教師在職場上的表現，以

了解口試委員所給予的評價與後續工作表現之間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