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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了解新北市公立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與教師效能感的現況與之間 

的關係，並分析不同背景變項之教師在知覺校長空間領導與教師效能感差異情形，

且探討兩者之間的關係，最後藉由校長空間領導對教師效能感進行預測。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研究法，分層隨機為其抽樣方式，並以學校規模為分層依據，

從新北市 211 所小學抽取作為問卷調查對象，共計抽樣 46 所小學，發出 474 份問

卷，收回 464 份，有效問卷共計 442 份，並利用統計套裝軟體 SPSS18.0 分析兩變項

之現況與影響關係。 

    本研究獲致結論歸納如下： 

一、新北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為中高程度，以「以空間規劃引領教學創新」  

    之程度最高，「校長以空間規劃增進社區關係」之程度最低。 

二、新北市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教師效能感為中高程度，以「教學策略效能感」之 

    程度最高，「班級經營效能感」之程度最低。 

三、新北市國民小學教師，因其年齡、服務年資、教育程度、擔任職務及學校規 

    模之不同，而有不同的校長空間領導感受，以年齡 41-50 歲之教師、服務    

    年資 11-15 年之教師、教育程度研究所以上之教師、擔任職務為主任之教師 

    及學校規模為 31 班(含)以上之教師知覺程度較高。 

四、新北市國民小學教師，因其性別、年齡、服務年資、教育程度、擔任職務及    

    學校規模之不同，而有不同的教師效能感，以女性、年齡 41-50 歲之教師、 

    服務年資 11-15 年及服務年資 21 年(含)以上的教師、研究所以上之教師、級   

    任教師及學校規模為 31 班(含)以上之教師知覺程度較高。 

五、新北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與教師效能感有顯著正相關，校長空間領導的 

    程度越高，教師效能感也越佳。 

六、新北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對教師效能感具預測力，以「校長以空間規劃 

    革新行政效能」的預測作用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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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依據研究結果與結論，提出具體建議，以供教育行政機關、學校校長以及

未來研究之參考。 

 

關鍵詞：校長空間領導、教師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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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s space leadership and the teacher efficacy in New Taipei 

City, and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in teachers of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are conscious of the principal's space leadership and the teacher 

efficacy , an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variables. Finally, 

through principal's space leadership forecast the the teacher efficacy.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is adopted. The samples include 46 schools 

and 442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All data collected were analyzed 

by the methods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independent t-test, one-way ANOVA, 

Pearson correlation, Multipleregression etc.   

   The conclusions are follows: 

1.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perception of principal's space leadership  

   in New Taipei City is above average. The score is the highest in the  

   dimension of“spatial planning to improve education＂and the lowest in  

   the dimension of“spatial planning to establish the relations with the  

   neighboring communities＂. 

2.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perception of teacher efficacy in New  

   Taipei City is above average. The score is the highest in the dimension     

    of“efficacy for instructional strategies ＂and the lowest in the 

dimension of“efficacy for classroom management ＂。 

3.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teacher efficacy of    

principal's space leadership in terms of age ,years of service， 

duty ,degree of education and the scale of school in New Taipei City 

4.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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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s＇perception of the teacher efficacy in terms of 

sex, years of service ,duty ,degree of education and the scale of school 

in New Taipei City。 

5. The relation between principal's  space leadership and the teacher 

efficacy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in New Taipei City . The higher 

the principal's space leadership is, the higher the teacher efficacy. 

6. The principal's  space leadership have a predictive effect on 

teacher efficacy in New Taipei City, particularly in the dimension of 

“spatial planning to enhance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with the  

 highest predictability on principal＇s space leadership. 

 

 

 

 

 

 

 

Key words: principal's  space leadership, teacher 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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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研究旨在了解新北市公立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與教師效能感之間

的關係，本章將分為五節來說明及論述：第一節為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

節為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第三節為名詞釋義；第四節為研究方法與步驟；

第五節為研究範圍與限制，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二十一世紀是全球競爭的時代，面對資訊科技快速發展，知識經濟高

度競爭的時代，世界先進國家無不致力於敎育革新，期待能藉敎育提昇人

力素質，有效能的學校教育為厚植國家競爭力之基礎，校長為學校教育之

領導者，張明輝（2004）及張德銳（2000）亦指出：校長是激發學校效能

的關鍵人物，無一位好校長，就不可能型塑出一個優質的學校，顯示了校

長領導的領導能力與學校教育良窳有舉足輕重的關係。校長須運籌帷幄履

行「綜理校務」之職責，所以是學校效能的關鍵人物；同時其在扮演角色

時表現的領導行為也逐漸受到重視。  

    林海清（2007）認為隨著社會的快速變遷與世界教改潮流的影響，創

新經營與創意教育不只是限制於軟體的課程與教學，在硬體部分─學校建

築與空間的規劃也會受到相當的影響，顯現出學校空間規畫之重要性。湯

志民(2008)指出空間所建置的環境，具有境教的實質影響力，校長和居領

導位者的教育理念可透過物質學習環境的規劃設計與布置，引領學校空間

和教育革新與發展，空間領導是具體存在，並具有潛在影響力的。吳清山

(2009)認為空間是有形的物質環境，領導卻是無形的，空間領導便是期許

領導者善用有形的物理環境，透過無形的領導來發揮影響力，進而影響學

校的發展。由此可知學校空間的良窳與校長運用空間領導的能力，對於教

育整體品質有實質的影響力，因此，想瞭解當前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的

實施現況、且是否因為不同背景變項，而使校長在空間領導運作上有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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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此乃本研究動機之一。 

    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擔任重要的角色，無論是教學目標的訂定、學習

活動的安排、學習動機的激發、教學方式的選擇、或是教室環境的管理及

學習成果的評量等，都必須藉由教師的認知和經驗，轉化為實際的教學行

動，方能幫助學生獲得更好的學習成果（孫志麟，1991；郭萱之，1998）。

既言之，教師是教學的主體，在教學的歷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教師在

教學過程中，所做的教學決定及教學表現，則深深受到教師自身所持的教

學信念影響，特別是教師對本身教學能力的知覺或信念，這些信念或知覺，

即是教師效能感的表徵。 

    教師效能感在教學歷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也是影響學生學習成效的

重要關鍵。教師自我效能感雖不一定代表教師所實際擁有的能力，但這種

能力知覺的高低卻會影響教師的教學行為，進而影響學生學習成就（陳俊

瑋，2009）。實徵研究指出，教師自我效能高，較願意嘗試新的教學策略

並與學生面對困難；且學生學習成就較佳（Ashton & Webb, 1986）。再者，

具備高效能感的教師，確信其能協助大多數的學生學習，包括那些最難以

教導、最缺乏學習動機的學生在內(Guskey， 1988)。教師效能感的研究，

或許不能解決教育過程中的所有問題，但它確實可以提供教師及師資培育

機構者之自我的導引，有助於教育效能提昇的作用(孫志麟，2010)。由上

述研究可看出教師效能感對學生的學習成就有深遠之影響，為此，瞭解新

北市國小教師效能感之現況，此乃本研究動機之二。 

    Brendle-Corum(2010)提出教師希望在安全及有充足教學資源，以及能

夠達成教師效能的學校環境工作，Baker與Bernstein (2012)認為學校建築

的因素(因)，會影響人的因素(果)，包含教師教學態度及學生學習成就。

從上述得知學校建築對於教師有潛在之影響力，而校長如何運用空間進行

領導，實為學校領航者重要的課題，因此本研究探究校長空間領導對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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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效能又有何種程度之預測力，實乃教育實踐層面值得探究之處，此為本

研究動機之三。 

     近年來，中央及地方教育主管單位紛紛將空間營造作為施政重點，於

空間設施的建造及營運也挹注的大量的經費，這樣的概念使得校園空間利

用，無形中成為校長領導模式的重要一環，而「空間領導」中蘊含的環境

空間概念，逐漸成為領導的重心(吳清山，2008；Tanner ＆ Lackney﹐

2006)，既言之，空間領導的概念漸為大家重視，但據研究者於 2015 年查

詢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台灣期刊論文索引系統發現以空間領導為研究

主題的論文並不多，論文部分僅有八篇（鄭文淵，2013; 劉侑承，2013;陳

炫佑，2012；鄭女玲，2012；李慶裕，2012；莊明達，2012;曾雅慧，2011；

李冠霖，2010）；而「空間領導」、「教師效能感」關係之研究付之闕如，

因此，本研究欲了解學校領導者如何應用空間規劃來進行空間領導，進而

影響教師的效能感，並探究新北市公立國民小學空間領導對教師效能感的

預測力，此乃本研究動機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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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因此，基於以上研究動機，本研究主要探討「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

與教師效能感之研究」，研究目的及待答問題如下： 

壹、 研究目的 

一、 探討新北市公立國小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及教師效能感之現況。 

二、 比較不同個人背景變項之新北市國小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的差異。 

三、 分析不同個人背景變項的新北市國小教師知覺教師效能感之差異情

形。 

四、 研討新北市公立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對教師效能感的關係。 

五、 探究新北市公立國民小學空間領導對教師效能感的預測力。 

貳、待答問題 

一、 新北市公立國小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及教師效能感現況為何? 

二、 不同背景變項（性別、年齡、服務年資、教育程度、擔任職務與 

學校規模 ）國小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與教師效能感之差異情形為

何？ 

三、 新北市公立國小校長空間領導與教師效能感之間的關係為何？ 

四、 新北市公立國小校長空間領導對教師效能感之預測力為何? 

第三節 名詞釋義 

    本研究重要名詞有：國民小學、空間領導（space leadership）、教

師效能感（teacher efficacy），茲將其解釋界定如下： 

壹、 國民小學 

國民小學係根據國民教育法第三條規定:「國民教育分為二階段：前六

年為國民小學教育；後三年為國民中學教育。」本研究之國民小學為新北

市之公立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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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校長空間領導 

    校長空間領導係指校長透過校園建築的規畫與設計，以建構對學校文

化、教師教學、學生學習、行政效能和社區關係，具有實質影響力的學習

情境及環境，以引領學校空間和教育革新之歷程。 

參、 教師效能感 

    教師效能係指教師在教學情境中，對自己的教育專業能力是否能夠發

揮影響力，即順利達成教學目標的認知及信念，即是對自己教學能力的主

觀判斷。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旨在探究新北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與教師效能感之關係，

茲就本研究之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分述如下: 

壹、 研究範圍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抽樣，以新北市國民小學學校教育人員為研究對象，包括主

任、組長(副組長)及未兼行政之現職級任、及科任教師。 

二、 研究內容 

    本研究旨在調查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與教師效能之現況及兩者之 

關係。其中，在校長空間領導方面包含:「以空間規劃形塑學校文化」、「以

空間規劃革新行政效能」、「以空間規劃翻轉課程規劃」、「以空間規劃

引領教學創新」、「以空間規劃促進學習效能」 與「以空間規劃拓展社區

關係」六個向度六大構面；在教師效能感方面包含「教學策略的效能感」、

「班級經營效能感」以及「引導學生效能感」三大構面。而在個人變項方

面以不同個人背景因素來做探討，如學歷、性別、年齡、服務年資、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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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變項則以學校規模為探討內容。 

貳、 研究限制 

一、 研究地區的限制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僅以新北市公立國民小學為研究抽樣對象，沒有包 

含新北市之私立小學及其他縣市之教師，因此研究結果之推論，僅限於新

北市之公立國民小學，不宜做過度之推論。 

二、 研究方法的限制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蒐集資料，由抽樣的研究樣本自行評估填答，受 

試者於填答過程中可能受外在情境、自我期許及社會期待影響，致使作答

時有所保留或高估，易流於主觀以致產生測量偏誤，且問卷調查無法將學

校情境納入考量以致與現實狀況有誤差存在。 

三、 研究方法的限制 

    本研究旨在了解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與教師效能感的關係，雖在研

究過程中力求嚴謹，但受限於研究者個人能力與時間的限制， 僅以文獻探

討法及量化研究之問卷調查法為主。問卷調查法可在短時間內蒐集取得大

量的量化資料。但是，研究方法若能輔助加上質性研究之觀察法、訪談法

與個案研究，相互交叉比較驗證，則可更豐富研究之推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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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針對新北市公立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與教師效能感之間的關

係，分析與研究主題與研究目的相關文獻，共分三節加以析述，第一節對

「空間領導」 之理論進行探討，第二節對「教師效能感」 之理論進行探

討，第三節為校長空間領導與教師效能感之間的相關研究。茲將各節內容

分述如下: 

第一節 空間領導理論分析 

    本節旨在探討校長空間領導的內涵及相關的研究。探討空間領導的定

義及內涵。 

壹、空間領導概念 

一、 空間領導之定義 

    近年來，台灣的學校空間、建築設施、校園環境及設備的規劃逐年推

動，教育部、縣市教育局(處)制定學校建築的空間規範，審議學校整體規

劃，推展新校園運動、開放空間、創意校園、永續校園等等，尤其是對於

學校建築風格及學校環境的經營更是力求突破(湯志民，2008)。學校領導

者更是在此波學校空間改造氛圍中運用領導力來進行教育的革新。吳清山

(2008)也提出學校空間規劃與課程、教學、行政一樣具有引領學校發展的

影響力量。可見以學校建築空間規劃來引領學校改革儼然成為一股風潮，

而湯志民於2008年在教育研究月刊率先提出「空間領導」名詞與理論，更

是為空間領導之概念立基。 

    「空間領導」為「教育設施規劃」或「領導理念」的統整名詞，以資

與「課程領導」、「教學領導」和「行政領導」，而作對稱性的簡稱所致。

而在國外文獻中與空間領導（space leadership）之概念較為融通的，僅

美國芝加哥的「學校建築行政人員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Phys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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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t Administrators，APPA）所提出的「教育設施領導」(Leadership in 

Educational Facilities) 與Tanner 和Lackney（2006）所著《教育設施

規劃：領導、建築和管理》(Educational Facilities Planning:Leadership, 

Architecture, and Management)一書之書名與「空間領導」的概念亦最為

接近（引自湯志民，2008）。 

    於空間領導之定義而言，湯志民(2008) 將空間領導定義為：空間領導

為領導者透過規劃與運用校舍、校園、運動場和附屬設施，以建構對學校

課程、教師教學、學生學習、行政管理和社區公關，具有實質影響力的「點、

線、面、體」環境，以引領學校空間和教育發展之歷程。析言之，就本質

而言，空間領導在於引領學校空間和教育發展方向。就對象而言，係指組

織中的成員，不論是領導者(如校長、主任)或是被領導者(如教職員生)。

就行為而言，空間領導在於透過規劃與運用空間的策略，以達成組織共同

目標。 

    吳清山(2008) 認為將空間領導則是領導者營造一個優質的學校環

境、設施或設備，來激發學校內所有的人員，包括教職員生，藉以達到教

育的目標。換言之，善用學校有形的物理環境，並透過無形的領導來發揮

影響力，進而影響學校的發展，期使學校能不斷地進步，為空間領導之最

終目標。 

    馮朝霖(2008) 則由美學領導的概念來詮釋空間領導，以氣氛新美學中

的「氣氛經營」理念做為空間領導與美學領導的轉化中介，指出空間領導

的關鍵是美學領導，認為空間領導應是學校經營所發展出來的一個重要向

度，亦言之，學校空間的營造及校園美學的經營亦形塑出無形的影響力，

是學校經營者不可小覷的。 

     陳木金、溫子欣(2008)則是就科學管理學派(強調階層、目標達成)、

人群關係學派(強調溝通、尊重、隱私)、權變情境學派(強調彈性設計與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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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轉型領導學派(強調願景達成、潛能激發)、混沌理論學派來探討空間

領導的運用。 

    李冠霖(2008)指出校長空間領導係指國民小學校長透過規劃與運用校

舍、校園、運動場與附屬設施，以建構對學校課程、教師教學、行政管理

等具有實質影響力的環境，以引領學校空間和教育發展的歷程。 

    曾雅慧（2011）認為空間領導是校長透過規劃與運用校舍、校園、運

動場，以建構對學校課程、教師教學、學生學習、行政管理和社區公關，

具有實質影響力的「點、線、面、體」環境，以引領學校空間及教育發展

之歷程。 

    鄭女玲(2012) 認為空間領導具有境教意味，從有形空間至無相空間的

實踐，其終極關懷即在於希望提升學生學習品質、增進教師教學效能，以

及提升學校行政效率，達到一個溫馨、友善的校園，以展現教育的價值。 

    李慶裕(2012) 空間領導係指基於學校規劃及發展學校設施的前提之

下，領導者善用有形的物理空間，採用適當的程序模型、策略與方法 ，引

領學校空間革新及教育發展。 

    綜上所述，本研究將空間領導定義為:「領導者透過建構學校的物理環

境及設施規劃，來引領學校學校課程、教師發展、學生學習、社區公關及

行政革新，以達成教育目標之歷程。」 

二、 空間領導之內涵向度 

    綜合上述探討空間領導的定義，研究者欲分析國內相關學校空間規劃

政策內涵指標及眾學者專家對於空間領導模式之內涵面向，並統合各家之

意見，以為本研究之空間領導的模式層面。  

    就教育主管機關推行之政策來看，教育部從2003年開始辦理之「全國

學校經營與教學創新KDP國際認證獎」，其中將「學校經營創新」類分為四

個面向，分別為「校務經營與革新」、「課程領導與教師專業發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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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多元學習與效能」及「校園營造與資源運用」，而「校園營造與資源運

用」的內涵則細分為「善用社區資源以提升學生學習效能」、「營造社區

公關，暢通支援互助管道」、「鼓勵家長多元參與學校教育，促發互惠關

係。」、「架構學校學術研究網路，善加利用各類教學平台。」及「提升

校園環境設計，並落實校園設施的管理維護。」  

     另一學校空間相關政策為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由2013年開始推

動之「國民中小學營造空間美學與發展」，其評選指標分別為「建構論述

與課程實踐」、「教育領導與共同學習」、「社區資源整合與運用」、「特

色效益與延續發展」、「課程美學與空間規劃」及「創新教學與分享遊學」  

     湯志民(2008)從理論與實踐層面進行探討，提出六個空間領導的向

度，分別是: 以空間規劃提升教育意境、以空間規劃帶動課程發展、以空

間規劃引領教學創新、以空間規劃豐富學習資源、以空間規劃促進行政革

新、以空間規劃拓展社區關係等六大方式 。 

    吳清山(2008)從政策執行面來看空間領導，其認為空間領導包含四個

面向:學生學習效果的進步、教師教學效果的增進、行政效率的提升及形塑

友善校園意境。 

    李冠霖(2010)之研究認為空間領導應具備激發學生學習、協助教師教

學、行政效率提升及形塑學校文化等四個面向。 

   陳炫佑(2013)提出校長空間領導有下述五種策略，分別是:校長以空間

規劃營造教育情境、校長以空間規劃促進行政效能、校長以空間規劃引領

課程創意、校長以空間規劃提升學習效能、校長以空間規劃建立社區關係

等五個方式。 

    劉侑承(2013) 之研究發現，空間領導的可由六大層面著手，分別為: 

以空間領導體現教育意境、以空間領導動課程發展、以空間領導激發教學

創新、以空間領豐富學習資源、以空間領導提升行政革新、以空間領拓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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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社區關係等六大方式 。 

    國外研究學者中， Chan等人（2007）依據教育領導委員會（Educational 

Leadership Constituent Council，簡稱ELCC）所頒佈的標準，來針對校

長在學校設施上的應用而發展出七項標準，分別為學校願景、教學領導（專

業發展）、資源運用、社區關係、教育倫理、符合經濟、社會、合法等條

件以及實習。 

    亞利桑那州立大學(Arizono State University，2004)亦提出與空間

領導相關，並能認可學校的標準和品質指標，分別為:願景、信念和任務、

領導與組織、財政資源、設施資源、人力資源、課程與教學、圖書館、媒

體和科技資源、支援服務與學生活動及持續的教育改進。 

    整述國內外研究學者對於空間領導之見解與發現，空間領導的內涵以

六大層面為最大共識，分別為: 校園意境、行政領導、學生學習、教師教

學、課程發展及社區互動關係。本研究結合上述文獻探討發現，並以湯志

民(2008)研究空間領導的內涵為主要架構，勾勒出本研究的六大研究向

度，分別為:以空間規劃提升教育意境、以空間規劃帶動課程發展、以空間

規劃引領教學創新、以空間規劃豐富學習資源、以空間規劃促進行政革新、

以空間規劃拓展社區關係等六大方式，茲綜合整理如下: 

(一)  以空間規劃提升教育意境 

    Chapman(2006)表示，空間是一個文化的力量(space as a cultural 

force)，最好的校園在物質環境上形成機構文化的重要觀念，同時也反映

出學校的任務、歷史和傳統。優秀領導者應善用學校空間規劃來塑造學校

文化、發展學校願景及發揚教育理念，讓學校空間環境具有實質的感召力，

以學校空間文化力量提升教育意境，並營造一個出優質的學習型校園園，

讓學校相關利益者都能深感其中。 

(二) 以空間規劃帶動課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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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海清(2007)提出，少子化現象再造空間規劃與學校課程創新經營已 

成為當前中小學所面臨之挑戰，領導者如何透過學校空間規劃，並結合地

區性社會環境，以不同校園風貌與特色課程的型態，提供優質化、多元化

及豐富化的課程發展素材，建立真實情境與豐富多元之教學平台，帶動本

土性課程的發展，促進學校課程特色之建立，亦是校長空間領導的方法之

一。 

(三) 以空間規劃引領教學創新 

學校是教育的場所，以學生為學習之主體，教師教學為主軸，林海清 

(2006)提及，就教育功能而言，學校建築是輔助教師教學，使教學效果得

以發揮之必要硬體設備，即言之，學校空間之規劃與教學品質及教學創新

有著密切的關係，Earthman 和 Lemasters(2004)及 Uline、Wolsey、

Tschannen-Moran 與 Chii-Dean Lin(2010)的研究均指出教師的教學態度會

受到工作環境的影響，學校設施品質越好，教師教學態度亦越高。因此領

導者同時也需知曉空間環境形塑教師教學品質之力量，並具備靈活運用空

間、型塑空間性格的能力，創造出妥切之空間規劃，以激勵教師在教學表

現上能益加創新。 

(四) 以空間規劃豐富學習資源 

    校園建築是學校的最大型教具，對每一個在校園成長的莘莘學子都有

重要的啟發與影響（陳木金，2006），學生是學校教育的主體，校園設施

與規畫應以學生學習為優先考量，校園整體建築應規劃合宜且適當地安排

與配置，豐富校園軟硬體設備資源，並活化校園空間，以營造學生為主體

的校園，並創建最佳的教育情境，使學生可以多元學習，並激發出學習興

趣。 

(五) 以空間規劃促進行政革新 

    學校行政追求效能以及效率，而行政效能之革新、文書管理之效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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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營運之績效，與校園空間和學校設備有密切之關係。有效能的行政，

需要有效能的空間予以支持，領導者能運用學校建築環境，設置自動化、

科技和資訊設備，建置有效能之空間環境。鑑此，以空間規劃促進行政革

新，是空間領導的方式之一。 

(六) 以空間規劃拓展社區關係 

    學校與社區結合是必然的發展趨勢，學校應發展與社區間共同文化特

色，並將社區文化融入學校建築特色中，發展學校建築與社區資源共享之

願景，並與社區維持良善的互動關係，學校領導者亦應秉持著「學校建築

提供社區使用」、「學校使用社區空間」和「社區建築與學校空間共享」

三個理念，讓學校成為社區中心，以及與社區完全融合的社區學校(湯志民

和王馨敏，2000)。因此，以空間規劃拓展社區關係，是空間領導的方式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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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師效能感理論與研究 

    教師效能感發展迄今，專家學者在理論上的看法各有不同，本節主要

針對教師效能之文獻加以整理探討。以下主要探討教師效能感的定義、理

論基礎及相關之學者的研究，並比較國內外學者的測量工具向度構面，從

內涵及向度構面探討中，更加了解教師自我效能感的特徵，以作為本研究

的基石。 

壹、 教師效能的意涵 

一、 教師效能感的定義 

    在教學歷程中，教師扮演著決定教學成敗的關鍵之一，因此在有關與

教學的研究中，關於教師的研究一直受到專家學者的重視。 

   「教師效能感」一詞於國內引介及翻譯上呈現多元的樣貌，在英文 

用詞上有「teacher efficacy」、「teacher＇s sense of efficacy」、

「teacher effectiveness」、「teacher self-efficacy」、「teacher 

belief」、「teaching efficacy」等辭彙，國內亦有以「教師效能感」、

「教師效能」、「教師自我效能」、「教師信念」、「教學效能」幾個相

近之名詞，吳璧如(2002)提出，國內大多研究使用「教師效能感」(teacher 

efficacy)一詞，故以下皆以「教師效能感」行文。 

    從Heider和white的研究中可發現「教師效能感」定義的濫觴(謝文英，

1994)。1970年代美國德蘭公司有(Rand Corporation)在加州學校改進方案

的評鑑研究中，對於教師效能進行研究，其中指出教師效能與學生成就隱

含著正相關，影響深遠，更是成為後來教師效能研究之開端(吳清山，

1998)。諸多研究中顯示教師的效能感與其教學行為、學生學習成果等有密

切關係 ，Ashton(1984)針對教師效能指出:高自我效能感的老師對於自己

及學生的成就看法較為樂觀，能善用各種教學策略，對學生表現與態度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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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的看法；反之，低自我效能的老師，對於自己能力缺乏自信心，常感

到不知所措，且不相信學生的能力，對學生表現和學習持負面看法，以致

在教學上時常感到挫折與沮喪(孫志麟，1995)。教師效能感在教師自我信

念及學生表現上扮演關鍵性的角色，由此可得知教師效能感的研究為何深

受重視的原因了。 

    教師效能感之研究眾多，各專家學者所界定之定義與內涵也不盡相

同，儘管相關文獻對於教師效能感的定義缺乏一致性。然而，這些不同定

義中亦呈現其一致性的一面，主張教師效能感涉及教學的所有任務，而且

假定教師效能感具有相當的穩定性，但亦具備改變的可能性 (Moore & 

Esselman,1994) 。茲就國內外學者與研究對於教師效能感之定義，整理分

析如下: 

    孫志麟(2003)主張教師效能感的內涵涉及教學執行、班級管理、學習

評量、親師溝通、教學革新、環境轉化等層面。教師自我效能即在探討教

師對於這些層面所具備之教學能力的信念。 

    林勇輝(2004)研究中認為教師效能感為教師對於個人之教學專業能力

及預期能影響學生學習的信念，其層面包含了教師自我效能和有效教學效

能。 

    張嘉原(2008)提出教師效能感為教師在教學情境中，對自身是否具備

教育專業能力，順利達成教學任務，並對學生參與學習有正向影項的自我

認知信念。 

     張弘奇(2009)提出教師效能感定義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相信個人的教

學能力及在因素限制下能夠影響學生學習程度的信念。 

     路婉林(2010)認為教師效能感為教師在教學情境脈絡中，對本身具有

專業技能並能有效完成教學任務的念，與預期能影響學生學習有效教學活

動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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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淑女(2011)提出教師效能感是一種由多向度建構的綜合體，透過個

人主觀的理性判斷，進而影響教學動機，最終導致教師教學輸出上的差異。 

    黃郁雯(2013)於相關研究中指出教師效能感是指教師評估自己能透過

教學歷程，透過各種專業方法，提高學生學習表現，以影響學生的一種能

力信念。 

    Armor等人(1976)將教師效能感定義為教師對於自己能夠影響學生學

習表現的信念。 

    Yeung與Watkins(2000)指出教師效能感包含教學入、學生學習需求、

師生溝通與師生關係、學術知識與教學技能、課程準備、班級秩序管理、

成功教學、教學承諾自我及自我信任感。 

    Tschannen-Moran與Hoy(2001)認為教師效能感係指教師面對普通學生

學習困難或毫無動機的學生，教師對於自身能力能夠為學生的參與或學習

帶來預期成果判斷。 

    Ashton(2004)主張教師效能感是指教師對自己能完成所有教學責任感

的信心。教師效能感包含三個向度:個人效能、教學效能及個人教學效能。 

    綜合上述學者對於教師效能感的研究，雖然各研究者的定義不相同，

但對於教師效能感的詮釋多關注於教師內在主觀層面，指教師在教學歷程

中對於自己能影響學生學習所持的信念，該信念為教育專業性的認知，且

通常涉及於情境脈絡分析，據此，本研究將教師效能感定義為:「教師效能

係指教師在教學情境中，對自己的教育專業能力是否能夠發揮影響力，即

順利達成教學目標的認知及信念，即是對自己教學能力的主觀判斷。」。 

 

貳、  教師效能感的理論基礎分析  

教師效能感的重要性在於其對師生的影響，國內外文獻中對於教師效 

能感之研究眾多，各家研究有其研究之概念發展及核心，但其概念皆有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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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之理論基礎，一般學者教師效能感之理論基礎有歸因理論、自我效能感

理論(self efficacy)、自控信念理論(control of locus)與習得無助理論

等四種，其中又以B．Rotter 的控制信念(control of locus)理論與A. 

Bandura 的自我效能感(self efficacy)理論的影響較大(吳璧如，2002)，

以下茲就Rotter 的控制信念理論與 Bandura 的自我效能感理論加以論

述： 

一、 Rotter 的控制信念(control of locus)理論 

    Rotter 的控制信念是指個人在日常生活中對自己與環境之間相對關

係的看法，分為以下兩種，一為外在控制觀，簡稱外控（external 

control），相信凡事操之在人（或天命），將成功歸因於幸運，將失敗歸

因於外在原因（指別人或其他原因）；另一種為內在控制觀，簡稱內控

（internal control），相信凡事操之在己，將成功歸因於自己的努力，

將失敗歸因於自己的疏失（引自張春興，1996）。 

    將控制信念的概念引用至教師效能感可知，持外控信念的教師認為環

境對於學生學習的影響力大過於教師之教學影響力，這類型的教師認為他

們沒有能力掌控教學後果；持內控信念的教師秉持著信心且深深覺得自己

能教導學習困難或動機低落之學生，並有自信能夠掌控教學後果的信念。 

二、 Bandura 的自我效能感(self efficacy)理論 

   「自我效能感」一詞是由Bandura 所提出，他認為自我效能感是對自己

能夠組織和執行計畫，以達成目標的能力信念，換句話說，是個人面對某

一情境時，對於能否獲致成功所具有的信念 (Bandura,1986,1997)， 此種

信念乃是個人對於自己從事某項任務或表現某種行為所具備的力，以及對

於工作或行為可達到何種程度的一種主觀評價，亦言之，自我效能感是一

種未來導向之信念，觀於個體對達成任務任務之前，對於自身能力之評估

與預期。自我效能感之理論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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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效能感包含「效能預期」及「結果預期」兩個構念，Bandura 將

自我效能視為一種特殊情境的構念，認為自我效能感是對自己能夠組織和

執行計畫，以達成目標的能力信念。其中包含兩部分:「效能預期」和「結

果預期」。效能預期係指個人自信能夠採取必要的行動以成功達成任務的

能力判斷 ，引用自教師效能感概念，則為教師對於自己能引導學生正向改

變之能力。結果預期是對於某一行為導致某種結果的評估，引用自教師效

能感概念，則為教師相信教學行為能影響學生之程度。 

    由此可知教師自我效能感的高低，會影響教師個人的思考組型，也會

直接或間接影響行為的選擇、努力的多寡與成就的表現，對於學生的學習

更是有關鍵性的影響，自我效能感越高的教師，越有信心能夠克服教學上

的困難，對於任務能夠堅持到底，以協助學生正向發展。 

三、小結 

    綜上所述，不同的學者對於教師效能感所持的理論基礎不同的情況

下，對教師效能感的定義自然有所差異。持Rotter控制信念者通常將教師

效能感分為「內在」與「外在」兩種向度。持Bandura的自我效能感理論者

則分為「個人教學效能感」及「一般教學效能感」，涵蓋了結果預期和效

能預期，基於上述兩種理論基礎，教師效能感應為教師對其教學專業行為

的認知與能力，且依據自我效能感理論，應將環境脈絡納入考量。 

參、 教師效能感之內涵向度 

   如上述文獻探討結果，教師效能感的理論基礎主要依據控制信念理論及

自我效能感理論，專家學者在理論的基礎之下發展出教師效能感不同的內

涵向度，研究的向度依研究範疇不同而有所差異，但大致可分為三類:整體

概念的觀點、雙向度觀點、多向度觀點，本研究欲分析教師效能感之內涵

面向，並統合各家之意見，以為本研究之教師效能感的模式層面，茲將各

觀點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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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整體概念的觀點 

     早期教師效能感的研究，大多將教師效能感視為整體的概念，主要概

念是提供一個作為判斷教師教學能力信念的基礎，雖然各專家學者對於教

師效能感的定義分歧，但持此觀點的學者總體上認為教師效能感是教師對

於自身教育教學能力的期望和判斷。 

    將教師效能感視為整體概念的學者則提出以下觀點，Armor(1976)認為

教師效能感是教師相信自己有能力影響學生學習或表現的一種信念。

Fuller (1982)相信教師效能感為教師透過個人的努力所獲得之結果的預

期。Newmann、Rutter與Smith（1989）界定教師效能感為教師對於教學能

否增進學生成就的一種知覺，此知覺乃是對自己教學能否引導學生成功學

習的判斷。而Passaro（1994）則界定「教師效能感」為教師對於他們能影

響學生學習成效的信念。 

    國內研究者，張俊紳(1996)則認為教師效能是一種教學效能的知覺，

不僅是一種效能的預期，同時也是自我能力的評估，教師不但相信教師的

教學及學生學成果，同時也肯定自己有能力影響學生的學習。孫志麟(2003)

認為教師效能感是教師知覺到自己的教學影響學生學習表現的程度，是將

教師效能感是為一個整體性的信念認知。  

    由上述可知，將教師效能感視為整體概念之觀點的專家學者，多將教

師效能感視為教師本身對於達成教學目標所持的內在信念，而此種理論之

發展多立基於制握信念及自我效能理論。 

二、 雙向度觀點 

    1984年Gibson和Dembo立論於自我效能理論，將教師效能感概念作進一

步探討，並改良原有教師效能感的評量工具，首先將教師效能感區分為「個

人教學效能感(personal teaching efficacy，PTE)」和「一般教學效能感

(teaching efficacy)」兩個層面來探究測量，個人教學效能指教師本身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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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專業所擁有的教學能力所抱持的信念，教學效能則是指教師對於對抗外

在環境，所抱持的信念。 

    Woolfolk，Rosoff和Hoy(1990)在教師效能感的研究中也將教師效能感

分為兩個層面，分別是「個人教學自我效能」與「一般教學自我效能」， 自

此「個人教學自我效能」與「一般教學自我效能」便成為密不可分的配對

概念(孫志麟，2005)。 

    Guskey 和Passaro (1994) 將研究結果經因素分析後，獲得類似Rotter 

內、外在控制信念的看法，因此將教師效能感分為兩個層面：內在效能感、

外在效能感。內在效能感是指教師相信自己及其他教師能影響學生學習的

程度；外在效能感則指教師對於克服課堂外影響因素的知覺。 

    國內學者王受榮（1992）將教師效能感定義為教師在教育情境中，對

教導學生學習所持的效能信念與預期，包含「一般教學效能感」和「個人

教學效能感」，一般教學效能感是指教師對教育力量引導學生向善所能產

生效能的信念與預期，個人教學效能感是指教師相信自己具有抗衡外在環

境限制之能力與技巧，引導學生學習的信念。  

    郭彩虹(2000)則認為教師效能感為教師對自己本身能否確實有效完成

教學工作的信念知覺，可分為「個人教師效能」與「一般教師效能感」兩

個層面。 

    吳婉瑜(2012)將教師效能感分為「個人教學效能」與「一般教學效能」，

個人教學效能係指「教師自我效能」，一般教學效能又包含「教師專業知

識」與「師生互動」兩個部分。 

    綜上論述，將教師效能感的內涵分為雙向度來探討之學者，雖然向度

之名稱略有出入，然而大多是以Gibson和Dembo(1984年)所提出之「個人教

學效能感」與「一般教學效能感」為主要架構，國內學者持此觀點者亦不

在少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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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多向度觀點 

     教師的教學工作是一個複雜的歷程，必須將影響教學的變因列入考

量，因此將教師效能感視為是單一層面或雙層面的概念遭受到質疑，眾多

研究者重新對教師效能感進行更多反思與研讓教師效能感的內涵呈現更多

元化、多層次的走向。 

    Emmer和Hickman（1991） 認為將教師效能感區分為「個人教學效能感」

和「一般教學效能感」並不完備，於是擴展教師教學效能感另一個新的層

面「教師教室紀律管理效能」，教師效能感由三個層面組成，即「個人教

學效能感」、「一般教學效能感」和「教師教室紀律管理效能」。 

    Tschannen-Moran與Hoy（2001）以Tschannen-Moran與Hoy(1998)的教

師效能感統整模式為基礎，強調教師效能感的測量應著重脈絡的分析，其

概念符合Bandura (1997) 提出教師效能感的測量應考量特殊情境的主張，

根據此理念編製教師效能感量表，名為Ohio State Teacher Efficacy Scale 

（OSTES），將教師效能感分析為三個因素「運用教學策略的效能感

(efficacy for instructional strategies)」、「班級經營的效能感

(efficacy for classroom management )」以及「引導學生參與學習的效

能感(efficacy for student engagement)」三個層面，Tschannen-Moran

與Hoy對於教師效能感的內涵與Emmer和Hickman的的想法有共通之處。 

    孫志麟(2003)也引用Tschannen-Moran與Hoy(1998)的整合觀點作為教

師效能感的測量工具，將教師效能感分為六個因素，分別為:「環境轉化」、

「教學革新」、「班級管理」、「親師溝通」、「教學執行」及「學習評

量」其中「環境轉化」為教師改變社會環境及學生家庭背景對教學不利影

響等能力的信念; 「教學革新」意指教師參與教學改進活動及從事教學改

革等能力的信念；「班級管理」係指教師處理班級常規及學生秩序等能力

的信念；「親師溝通」在於評估教師與學生家長互動、溝通教學理念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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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的信念；「教學執行」涉及教師對於運用教學方法、輔助媒體及設計教

材等能力的信念；「學習評量」指涉教師評量學生學習成就及其解釋評量

結果等能力的信念。 

     張嘉原(2008)以Tschannen-Moran與Hoy(1998)的教師效能感統整模

式為基礎，將教師效能感分為三個因素，分別為「運用教學策略的效能感」、

「班級經營的效能感」以及「引導學生參與學習的效能感」三個層面。 

    教師效能感內涵的研究與時俱進，這些新進的研究在界定教師效能感

的範疇上，擴大探討影響教師效能感形成之因素，也強調教師效能感在不

同情境中有不同的表現，重視情境因素的影響，無非是希望能尋找解釋力 

高且涵蓋範疇完整的教師效能感概念，根據前述教師效能感之研究及探討

教師效能感應是多面向的，本研究融合前述理論之探討欲Tschannen-Moran

與Hoy(1998)的教師效能感統整模式觀點，作為本研究探討教師效能感之基

礎，Tschannen-Moran與Hoy(2001)強調教師效能感的測量需重視情境脈

絡，此觀點符合Banduran所強調特殊情境之考量，經分析與研究後具信效

度，故本研究參考Tschannen-Moran與Hoy(2001)與張嘉原(2008)之觀點，

將教師效能感分為「教學策略的效能感」、「班級經營效能感」以及「引

導學生效能感」三個層面。茲定義如下: 

(一) 教學策略的效能感:係指教師在特定教學情境下，對於自身採取之

教學方法、教學評量、教學規劃、教材呈現、教學技巧等教學的能

力信念。 

(二) 班級經營效能感: 係指教師在特定教學情境下，對於建立班級規

範、維持班級秩序、建立學生良好品格及與家長溝通的能力信念。 

(三) 引導學生效能感: 係指教師在特定教學情境下，對於激發學生學習

動機、增進學生思考能力、促進家庭支持學生學習及學生自主能力

的提升等引導學生投入學習的能力信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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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教師效能感之研究工具 

    教師效能是一種對自身行為及能力是否能達成預期目標的信念，亦是

教師對其教學能力的知覺判斷具有主觀的評價及動態的性質，是存乎於教

師內在的心理歷程，難以直接由外在推論，學者為更了解教師效能感的信

念程度，自1970年代起國外研究不斷發展出教師效能感的測驗工具，發展

測量教師效能感工具的理論依據有以依據Rotter的控制信念理論和

Bandura的自我效能感理論（Tschannen-Moran et al.,1998）兩派為主，

但因專家學者對教師效能感的內涵並不一致，Guskey（1986）認為對於教

師效能感的定義不同，以及採用的評量工具不同時，教師自我效能的向度

也就會有所不同。以下就教師自我效能評量的工具，分述如下： 

一、 蘭德公司的測量工具(1979) 

    最早評鑑教師效能感之工具出現於美國蘭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關

於加州學校改進方案的兩篇教育改革評鑑報告中，其編制問題理論基礎 為

Rotter 的社會學習論中的控制信念理論，以李克特式(Likert)五點量表所

得總分來測量教師效能感，Rand 公司評量教師我效能的工具，主要包括兩

個題目：（Gusky，1988） 

(一) Rand1：當學生的動機和表現低落時，教師通常不能改變學生很多，

因為大部分學生的動機和表現，會深受其家庭背景的影響。 

(二) and2：假如我很努力地去嘗試，相信可以處理那些對於學業 沒有

興趣或是感到困難的學生。 

    對於蘭德公司的測量工具，因為問卷的題目太少，只有兩題，有過於

簡略之嫌，因此後來的研究者多半將此兩題的量表和其他的量表之合併使

用。 

二、 Aston（1983）等人的測量問卷 

    Ashton 等人採用蘭德公司的測量工具為發展測驗之基礎，但由於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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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d 公司兩項教師效能感題目得分間的相關未達顯著水準，因此Ashton 

等人以Bandura 的自我效能理論為測驗工具之基礎，提出教師效能感是一

多向度之構念，以個人效能、教學效能和個人教學效能三個層面來測量教

師效能感，並認為蘭德公司的第一道題目所測量的是教學效能，指的是教

師對教學達到某種結果的預期，第二道題所測的是個人教學效能，指的是

教師判斷其從事某種教學行為的能力 

    Ashton 等人發展出一套包含七題的量表，採Likert 七點量表的計分

及強迫選項（forced-choice items）的方式編製而成。除採取問卷調查法

外並加上教室觀察和訪談來測量教師自我效能。 

三、 Gibson 與 Dembo（1984）教師效能感量表（Teacher Efficacy Scale 

TES） 

    Gibson 與 Dembo(1984) 所編制之教師效能感量表（Teacher Efficacy 

Scale TES）因為在分量表及總量表的信度良好，效度又頗佳，普遍為國內

外研究者所採用，為測量教師效能感中最具代表性的測驗工具，也是第一

份以經驗法發展教師效能潛在變數的資料蒐集工具。 

    Gibson 和Dembo (1984) 以「雙向度模式」的觀點發展教師效能感量

表，分為「個人教學效能」和「一般教學效能」兩個層面，量表共編製30

題的題目，採用李克特(Likert)式六點量表，以208位小學教師為施測對

象，並將施測結果資料進行因素分析，發現有僅有16個題目在兩個因素具

有顯著負荷量，分別是：「個人教學效能感」、「一般教學效能感」，恰

與Bandura 自我效能理論(結果預期與效能預期)兩個向度相符合，正式問

卷共有16題，9 題代表教師的個人教學效能；另7 題代表教師的一般教學

效能。將16 題進行多特質一多向度分析(multitrait-multimethod 

analysis)，也可發現三種特質 (教師效能感、口語能力、及彈性)及兩種

測量方法 (封閉式及開放式)，分析結果支持 「教師效能感量表」具有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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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效度與區別效度(吳璧如，2002) 

四、 Guskey 及Passaro(1994) 

     Guskey 及Passaro(1994) 發現Gibson 及 Dembo(1984)的「教師效能

感量表」在用字遣詞上有些偏頗，關於個人效能感的題目均使用「我」的

敘述，屬於內在控制信念，題意上為正向之陳述；而有關教學效能感的題

目多採「教師」的敘述，屬於外在控制信念，題意上為負向的陳述，因此 

因此重新編寫題目，在編製的21 個教師效能感題目中，有關「個人-內控」、

「個人-外控」、及「一般-內控」的題目各有五題，而「一般-外控」則有

六題，並加入結果的預期，經因素分析的結果，獲得類似Rotter 內、外在

控制信念的看法，將教師效能感分為兩個層面：內在效能感、外在效能感。

內在效能感是指教師相信自己及其他教師能影響學生學習的程度；外在效

能感則指教師對於克服課堂外影響因素的知覺。 

五、 俄亥俄州教師效能感量表（Ohio State Teacher Efficacy Scale）

(2001) 

    Tschannen-Moran等人（2001）對於Gibson 與 Dembo（1984）所發展

之雙向度模式提出質疑，認為個人教學效能感及一般教學效能感的內涵並

不符應與Bandura（1977）的效能預期和結果預期，於是Tschannen-Moran

等人的教師效能感整合模式延續Bandura的自我效能感理論，在理論的內涵

上更重視情境脈絡的因素影響，而將教學工作分析與教師效能感的來源納

入測量範圍，提供另一種測量觀點，以判斷自身教師效能感之程度(孫志

麟，2003) 

     Tschannen-Moran等人(2001)引用了Coladarci 與Fink對不同量表的

分析，並以Tschannen-Moran等人(1998)的教師自我效能統整模式為基礎，

認為教師效能感必需考慮「個人教學能力評估」及「教學任務及脈絡分析」，

並將教師效能感分為三個因素，分別為:學生參與效能感（Efficac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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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 Engagement）、教學策略效能感（Efficacy in Instructional 

Strategies）、班級經營效能感（Efficacy in Classroom Management）。

(張嘉原，2008)，學生參與效能感係指指教師對於自己是否擁有足夠的能

力與策略去激勵學生學習的判斷；教學策略的效能感是指教師對於自己是

否擁有足夠的能力與策略去指導學生學習的判斷；班級經營的效能感：指

教師對於自己是否擁有足夠的能力與策略去管理學生行為與紀律的判斷。

他們根據此理念編製教師效能感量表，稱之為俄亥俄州教師效能量表(Ohio 

State Teacher Efficacy Scale)，編製為長式24 題及短式12 題兩種版本，

不管長式及短式，皆有良好的信效度。 

六、 王受榮（1992）的教師效能感量表 

    王受榮（1992）在探討國中小教師效能感時以Ashton（1983）的理論

概念為基礎，將將教師效能感分為一般教學效能感與個人教學效能感並參

考蘭德公司及Gibson ＆Dembo的測量工具，量表採Likert 五點量表計分，

編製成40題的「教師效能感量表」，量表分為教師個人因素、教室情境因

素、學校情境因素、社會情境因素；其中教師個人因素，包括教師對教學

歸因及工作價值兩方面的看法；教室情境因素，包括教師對班級學生及班

級家長兩方面的看法；學校情境因素，包括教師對同仁關係及行政領導兩

方面的看法；社會情境因素，包括教師對社會地位及政府措施與大眾媒體

三方面的看法。  

七、 孫志麟(2003)教學自我效能量表 

孫志麟（2003）所編製的「教學自我效能量表」以 Bandura （1977） 

自我效能理論和 Tschannen-Moran 、 Hoy 與 Hoy （1998）教師自我效能

統整理論為基礎，研究對象為台北地區415位教師，所編製之「教學自我效

能量表」，包含教學執行、班級管理、親師溝通、教學革新與環境轉化等

六個向度，共24題，此量表採李克特氏四點量表計分， 填答者在此量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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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愈高代表教師效能感愈高。 

八、 洪瑞浲（2000）國小教師的教師效能感量表： 

    洪瑞浲（2000）根據Tschannen-Moran等人(1998)所提出的教師效能感

整合模式為基礎，並且參照Bandura（1997）對於建構教師效能感應注意的

事項，發展針對國小教師的教師效能感量表。他以「教學工作與脈絡分析」

及「自我教學能力評估」為基礎，也採取Tschannen-Moran等人的想法，認

為「教學工作與脈絡分析」及「自我教學能力評估」應將正向的助益以及

反向的阻礙均包含在其中，以了解影響教師效能感之潛在因素，之後經專

家效度修正，將教師效能感分為三層面，「教師效能感之正向評估」、「自

我能力之負向評估」及「工作脈絡之負向評估」。 

九、 張嘉原(2008) 國民小學教師效能量表 

     此量表以翻譯俄亥俄州教師效能感量表及參酌國內相關量表編製而

成，量表經預試及正式施測，因素分析確立3個構面，分別為「教學策略的

效能感」、「班級經營效能感」以及「引導學生效能感」三個層面。共計

16題，因素分析後的累積解釋百分比為72.052%，信度估計Cronbach’ s ａ

係數為9.58，問卷信效度良好，為本研究編製教師效能感量表參考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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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校長空間領導與教師效能感之相關研究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與教師效能感之相關研究，為

達到研究目的將本節分成三部分加以敘述。 

壹、 空間領導之相關研究 

     國內目前關於空間領導的研究，有湯志民、劉侑承、劉冠廷和曾雅慧

（2010）國科會《學校創新經營-空間領導之研究》專題計畫、李冠霖（2010）

《國民小學校長在空間領導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曾雅慧（2011）《臺

北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與組織氣氛關係之研究》、鄭女玲（2012）《空

間領導在本土教育課程發展之行動研究》、李慶裕（2012）《國民中學空

間領導指標建構之研究》、陳炫佑（2013）《臺中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

導與教師工作滿意度關係之研究及劉侑承(2013)《桃園縣國民小學校長空

間領導與學校效能相關之研究》論文篇，其研究結果敘述如下： 

     湯志民(2009)發表《學校創新經營-空間領導之研究》之專題計畫，

研究對象為臺北縣市空間獲獎學校之教育人員，以問卷調查及專家訪談的

方式進行研究，有效問卷共727份，接受專家訪談之校長共計20位，文中探

討臺北縣市國民中小學創新經營學校空間領導實施情況與成效。研究發現

臺北縣市國民中小學創新經營學校六項空間領導方式之實施，學校空間領

導方式運作情況居於良好程度，整體達到「高符合度」。創新經營學校六

項空間領導方式實施之符合度:在環境變項上，「國小」高於「國中」，「中

規模學校」高於「大規模學校」與「小規模學校」，「臺北市」與「臺北

縣」間則無明顯不同;人口變項方面，「男性」高於「女性」，「校長」高

於「主任」、「組長」與「教師」；不同學歷、年齡與服務年資無明顯不

同。研究指出最有效的空間領導方式為「以空間規劃豐富學習資源」， 空

間領導之策略方面則以「建置空間情境」為最重要，最後提及臺北縣市國

民中小學創新經營學校在空間領導推動上最感困難的，主要為「經費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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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成員意見不同」、「設施維護問題」與「學校使用空間不足」等。 

    李冠霖（2010）在《國民小學校長在空間領導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

論文中，採問卷調查法進行研究，以高雄市、高雄縣、屏東縣三縣市國小

教師為研究對象，總計有效樣本共548份。其研究發現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

長空間領導情況良好;男性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情形優於女性教師;都會

區教師在校長空間領導的知覺程度優於一般鄉鎮學校教師，最後指出校長

空間領導行為能有效影響學校效能。 

    曾雅慧（2011）在《臺北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與組織氣氛關係之

研究》論文中，研究方法為問卷調查法，研究對象為臺北市教育人員，有

效問卷計463份。研究發現臺北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表現為中上程度，

並以擔任主任職務與得獎學校之教育人員知覺「校長空間領導」的程度較

高。研究最後指出校長空間領導與學校組織氣氛有顯著正相關，校長空間

領導越高，校長與教師開放行為指數也越高，學校也越傾向開放型氣氛。 

     鄭女玲（2012）在《空間領導在本土教育課程發展之行動研究》論文

中，此研究採文獻探討與行動研究取徑，對個案學校進行研究，其研究發

現空間領導的應用面向包含型塑學校願景、革新領導觀念、建構支持網 

絡、擷取專業新知、獎勵創意研發、建立省思回饋等面向。而空間領導概

念體系下本土教育課程發展願景構築的策略措施強調應由校長引領學校行

動研究團隊，並進行課程發展，藉以建立校園本土教育特色，具體構築的

方式，校長首先掌握組織成員特性，學區家長背景、社區資源共享及學生

的需求。此研究重視社區資源共享的概念與本研究空間領導之「以空間規

劃拓展社區關係」構面有相同之處，故將該研究列入參考。 

    李慶裕（2012）在《國民中學空間領導指標建構之研究》論文中，旨

在建構「國民中學空間領導」之指標，建構的方法採「模糊德懷術」進行

之。其研究結果訂定出模糊數值均高於0.6門檻值之「國民中學空間領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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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並確立「國民中學空間領導指標」三個層面與九個向度，分別是:教學

品質、行政管理和課程發展層面及教學品質層面的學生學習、班級經營與

專業成長向度；行政管理層面的校園規劃、社區資源與領導作為向度；課

程發展層面的潛在課程、彈性課程與正式課程的向度。 

     陳炫佑（2013）在《臺中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與教師工作滿意度

關係之研究》論文，研究採調查研究法，計497份有效問卷，其研究結論指

出臺中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為中高程度，其中因性別及服務年資之不

同，而有不同的校長空間領導感受，以男性與服務年資11-15 年及21 年(含)

以上之教師程度較高，研究最後指出臺中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與教師

工作滿意度有顯著正相關，校長空間領導的情形愈佳，教師工作滿意度也

愈高。 

    劉侑承(2013)在《桃園縣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與學校效能相關》論

文中探討桃園縣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與學校效能之現況與差異，該研究

以問卷調查進行，有效問卷708份，研究發現桃園縣國民小學教職人員知覺

校長空間領導為中高程度，其中以男性、擔任校長職務、年齡在41至50歲、

學歷在研究所以上、服務年資在21年以上、學校規模在19至36班、獲獎學

校之教職人員知覺「校長空間領導」的程度較高，並指出桃園縣國民小學

校長空間領導與學校效能有顯著正相關，校長空間領導越高，學校效能也

越佳。 

    此外，在國外研究文獻中，多在學校教育設施方面進行探析，其分述

如下： 

O’Neill(2000)在博士論文〈德州教育服務中心十三區中等學校的學校

設施對學生成就、行為、出席率和教師流動率的影響〉中，以德州教育服

務中心13區76所中等學校為對象，以自行發展的「整體學習環境評量」蒐

集資料，結論顯示學校建築情況與學生成就之間有正相關存在，亦即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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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越或品質越高，其學生成就表現越好。 

Branham(2003)以休士頓獨立學區226學校為研究對象，探討不良的學

校基礎設施對學生成就的影響，結論證實學生在匱乏的基礎設施下較無法

達到高成就。 

Tanner和Langford(2003)以隨機抽樣100位喬治亞州pk-5或k-5 2的小

學校長為研究對象，問卷結果顯示教室安排的適應性對學生成就具有一些

至非常強烈的影響性，舒適的座位影響學生成就，迴響時間較低時，學生

數學成就分數較高。 

    OECD（2006）研究的學校建築計畫（Program on Educational 

Building） 並針對教育設施品質評鑑建構架構，界定了五個關於學 

校設施品質的原則： 

一、使用者的目的：易達的、足以容納學生的彈性學習空間、舒適的空間、  

    發展新科技，並能考慮到社會性空間、教職員的空間及社區居民之使   

    用。 

二、具象徵性、對視覺感到愉悅的、富教育意義的：象徵學校特色的設計、      

    美觀的外表、能做為教材使用的設施。 

三、適合不同擺設的需求：符合成本效益、重視管理和操控的系統以及回  

    饋圈、設計的選擇。 

四、提供安全和健康的環境：衛生的飲用水、衛生整潔的設施、消防安全、   

    緊急照明、安全的設計、安全的建材、行車與行人之安全。 

五、永續環境理念的目標：地點選擇避免對環境的傷害、永續的能源系統、  

    永續的施工方式和建材。 

     Horng（2009）調查了加州531所的小學教師在選擇學校時會優先考慮

學生人口條件、薪水、行政支持還是學校設施條件，所得到的研究顯示，

教師在選擇學校時，最優先考量的是學校設施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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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ndiver（2011）針對德州東北部的高中進行學校教育設施與學習

環境之間關係的研究，採用問卷及訪談，以評估學校的教育設施及學習環

境，其結研究果指出學校教育設施將會影響學生的學習，並且認為教育工

作者必須規劃適當的設備以幫助提高學生的成績。 

    Ann＆Barbara（2011）指出學校領導者在現今學校領導趨勢的影響下，

必須考量教育設施規劃和設計的技巧運用。在學校的教育實踐上，決策者

和參與者必須在設計學校設施時，必須考量學生和社區的需求。 

    Baker＆Bernstein（2012）指出學校建築設施的建設以及管理將會影

響學生之健康以及成就表現，並且也會影響到教師的教學品質以及學校的

整體成效。 

   綜上所述，學校建築設施品質的良窳會影響教師的教學態度與效能、

行政服務的效能及學生成就表現等，另外文獻探討指出不同縣市校長空間

領導的現況有所不同，而背景變項之教育人員知覺空間領導程度也會有所

差異，因此本研究將進一步探討新北市校長空間領導之現況及不同背景變

項之教育人員知覺校長空間領導的差異情況。 

 

貳、 教師效能感之相關研究 

    近年來，國內對教師效能之研究甚為豐富，顯示國內學者對於教師效

能感有相當程度的重視，摘舉其中幾項研究成果以資本研究參考，研究結

論整理如下： 

    劉秋珍(2005)在〈國小校長課程領導、組織創新氣氛與教師效能關係

之研究〉論文中，採問卷調查法，有效問卷計488份，以以高雄市、高雄縣

教師為取樣對象，研究結果顯示國小教師具有高度的教師效能，其中以年

長、資深、主任、小型規模學校之教師有較佳的教師效能。研究結論指出

校長課程領導愈佳，則教師效能愈高，校長課程領導、組織創新氣氛亦能



 

33 
 

有效預測教師效能。  

   江嘉羚(2009)在〈桃園縣國中校長家長式領導與教師效能感、工作滿意

度及組織承諾關係之研究〉的論文中，以桃園縣立國民中學校長及教師對

象，有效樣本431份。研究結論發現不同教師年齡、教育程度、師培來源、

年資、職務在知覺教師效能感有明顯差異。 

    王昭人(2010)〈臺北市國小校長分布式領導、教師效能感與教師組織

承諾關係之研究〉的論文中採問卷調查法，以臺北市地區之公立國小教師

為研究對象，有效樣本為445份。研究發現臺北市國小教師對教師效能感的

知覺情況屬中上程度；教師因背景變項中「現任職務」的不同，在知覺校

長分布式領導、教師效能感與教師組織承諾上有差異。  

    李婉華(2011)在〈新北市公立國民小學分佈式領導、教師自我效能感

與集體教師效能感關係之研究〉論文中，採問卷調查法，以新北市公立國

民小學204 所正式教師為研究對象，有效問卷542 份研究結果顯示校  

長採分佈式領導程度程度越高，教師自我效能感越佳，分佈式領導對教師

自我效能感具有顯著預測力。  

    王智杰(2013)在〈臺東縣國民中學校長轉型領導、教師自我效能與教

師情緒勞務負荷關係之研究〉論文中，採問卷調查法，研究結果顯示校長

轉型領導、教師自我效能及教師情緒勞務負荷有顯著相關， 當臺東縣國中

教師在校長轉型領導整體及各層面的感受愈高，則對教師自我效能與教師

情緒勞務負荷整體及各層面的表現愈佳。當校長轉型領導感受明顯時，教

師自我效能也相對提昇；當教師自我效能感受明顯時，對於自身在教師情

緒勞務方面的表現也相對提昇。 

      

    由上述研究得知，各層級之學校教師效能感程度大致良好，校長之領

導行為、教師的專業承諾及在職進修對於教師效能感皆具有影響力。而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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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背景變項之教師，對其教師效能感亦有所不同，研究者依國內近期之研

究加以整理，分析教師效能與各背景變項間的關係，依蒐集之研究發現，

歸納如下： 

一、 教師性別與教師效能感 

    就性別而言，各項研究結果並不一致，多數研究結果皆顯示性別 

在教師效能感無顯著差異(洪瑞浲，2000；李莉莉，2002；劉玉珍，2005；

詹雅帆，2011；廖雅靖2010；吳婉瑜，2012）。但亦有顯示教師效能在性

別方面有差異者，如：江明洲(2006) 、甘瓊瑤（2008）、陳俊瑋（2009）

研究發現教師整體效能感的層面上，男性教師高於女性。亦有研究指出女

性教師效能感高於男性，如:白慧如(2004)、吳雪華(2005)及李慧芬(2008)。 

二、 教師年齡與教師效能感 

    根據文獻探討的結果，多數的研究指出教師年齡與教師效能感有顯著

相關，以年齡較長的教師效能感較高，如江明洲(2006)、江嘉羚(2009) 、

李慧芬(2008)及林貞君(2011)，但亦有研究發現教師效能感與教師年齡無

顯著相關，如王欣薇(2006)、廖雅靖(2010)。 

三、 教師服務年資與教師效能感 

    大多數的研究傾向年資與教師效能感有顯著相關(李雲漳，2002；李莉

莉2002；劉秋珍，2005;李慧芬，2008；吳婉甄，2011，楊正德，2011；林

貞君2011），資深教師的教師效能感較高。另有研究指出，年資在教師效

能感無顯著差異，如:甘瓊瑤(2008)、黃菁芬(2005)及廖雅靖(2010)，相反

的，曾懷萱(2011)發現在「教師效能感」上，年資5年以內的教師顯著最高。 

四、 教師擔任職務與教師效能感 

    多數研究結果傾向兼任行政職務者，如：主任、組長等職務之教師，

教師效能感較高(曾懷萱，2011；楊正德，2011；許文雄，2012)，相反的，

有些研究結果則顯示級任教師之教師效能較高，如: 廖雅靖(2010)、梁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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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2011)，亦有研究顯示教師效能與教師擔任的職務並沒有顯著相關，如:

江明洲（2006）、王欣薇（2006）、張峰森(2012)等研究。 

五、 最高學歷與教師效能感 

    就學歷對於教師效能的影響，各項研究結果並不一致，有些研究顯示

不同教育背景的教師在教學效能上並無顯著差異；(林亭如，2005；李欣慧，

2006；甘瓊瑤，2008；廖雅靖，2010;楊正德，2011；吳婉甄，2011；詹雅

帆，2011；許文雄，2012；) ，相反的， 劉玉珍(2005) 、林真鳳(2006) 及

曾懷萱(2011)的研究亦指向研究所學歷之教師，其教師效能最高。研究結

果指出，碩士畢業教師教師效能感顯著高於大學畢業與師專畢業之教師。 

六、 學校規模與教師效能 

    就學校規模而言，各項研究結果並不一致。大致而言，多數研究傾向

教師任教學校之規模與教師效能無顯著差異存在(劉玉珍，2005；李莉莉，

2002；李雲漳，2002；黃玉鳳，2003；吳婉甄，2011；許文雄，2012)，但

Newman、Rutter 和 Smith（1989）、王受榮（1992）、馮莉雅（1997）、

張俊紳（1997）、劉秋珍(2005)及廖雅靖(2010)的研究皆顯示大規模學校

的教師效能感低於小規模學校，另有張賢坤（2004）、侯辰宜（2007）及

梁鳳珠(2011) 的研究卻顯示出，學校規模愈大，其教師效能感愈高。 

由上述研究得知，不同背景變項之教師，對其教師效能感亦有所不同，

多數研究認為不同背景變項下（擔任職務、年齡及服務年資）對教師效能

感會有顯著的差異。而多數研究結果顯示，不同性別、教育程度及學校規

模之教師，對於教師效能感之影響並無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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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校長空間領導對教師效能感之相關研究 

    國內目前尚未有針對「校長空間領導」與「教師效能感」關係的直接

研究，以下茲分析國內外學校建築空間及校長領導行為對於教師工作態度

及教師效能感之影響之相關研究做一歸納及整理，以資本研究參考其敘述

如下: 

   吳珮君(2006)分析政大附中學科型教室與教學效能的研究中發現，政大

附中學科型教室規劃理念秉持空間有效利用、妥善配置及教室使用效能提

升的原則學科型教室使用現況與教師教學效能之「教學自我效能信念」、

「系統呈現教材內容」、「多元有效教學技術」、「有效運用教學時間」、

「建立和諧師生關係」、「營造良好班級氣氛」，以及「整體教師教學效

能」具有顯著相關。 

    錢永淵(2012)在〈臺南市國民小學優質校園營造與教師教學效能的關

係之研究〉以台南市48所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研究指出臺南市國民小學

優質校園營造與教師教學效能有顯著正相關，亦即校園營造愈優質，其教

師教學效能就愈高;優質校園營造對教師教學效能同時具有顯著的預測

力，亦即優質校園營造的高低，可預測教師的教學效能程度。 

   Brendle-Corum(2010)針對北卡羅萊納州公立學校的教師做調查研究，

調查內容聚焦於教師的工作環境影響教師教學效能的程度，教師工作環境

包含科技層面、設施環境及教學性的材料，研究結果發現教師期待在安全

及教學材料充足的工作環境中工作，同時在上述環境之下工作的教師教師

效能感也較高。 

   Douglas Gordon(2010)也發現設計良好的學校空間及充足的教師工作場

域及共享的教師工作空間，可以讓教師有獨立思考、蒐集分享資料及評估

學生表現的機會，有助於提升教師的效能感，並進一步改善K-12學生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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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表現。 

   廖文靜(2010)在學校設施品質與教育成果關係之研究中也發現，學校設

施對於學生學習成就的影響來自於間接效果，由「教師態度」、「學生態

度」及「學生偏差行為」扮演中介的角色;學校設施品質與教育成果關係的

實證模式經驗驗證確立，學校背景變項影響學校設施品質，學校設施品質

直接影響教師態度與學生態度，並以間接的方式影響學生的表現及行為。 

    由上述文獻探討結果發現學校設施的品質對教師態度及學生學習有直

接的影響，目前國內外對於直接探討「校長空間領導」與「教師效能感」

之關係的研究付之闕如，是故，本研究將探討「校長空間領導」為自變項，

「教師效能感」為依變項，以瞭解新北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與教師效

能感之關係。 

 

 

 

 

 

 

 

 

 

 

 



 

38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旨在探討新北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與教師效能感之現況，剖

析不同背景變項在校長空間領導與教師效能感之差異情形；校長空間領導

與教師效能感之相關情形；以及探尋校長空間領導對教師效能感之預測

力。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供教育行政機關、學校教育人員與未

來相關研究之參考。因此本章共分為五個節次：第一節為研究架構，第二

節為研究對象，第三節為研究工具，第四節為實施程序，第五節為資料處

理與統計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根據研究動機、目的與問題，參酌相關文獻資料，欲探討新北

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與教師效能感之間的關係。本研究架構主要包

括：（一）背景變項；（二）校長空間領導；（三）教師效能感。其中背

景變項包括「性別」、「年齡」、「服務年資」、「教育程度」、「職務」

等人口變項，與「學校規模」、「獲獎情形」等環境變項；「校長空間領

導」包括「以空間規劃形塑學校文化」、「以空間規劃革新行政效能」、

「以空間規劃翻轉課程規劃」、「以空間規劃引領教學創新」、「以空間

規劃促進學習效能」 與「以空間規劃拓展社區關係」六個向度；「教師效

能感」包括將教師效能感分為「教學策略的效能感」、「班級經營效能感」

以及「引導學生效能感」三個向度。研究架構如圖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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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變項 
【個人背景變項】 

1.性別 

2.年齡 

3.服務年資 

4.教育程度 

5.職務 

【學校環境變項】 

1.學校規模 

  

             
A1: 不同背景變項之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行為現況之差異  

 

A2: 不同背景變項之教師知覺教師效能感現況之差異 

B: 新北市公立國小校長空間領導與教師效能感之間之關係 

C新北市公立國小校長空間領導對教師效能感之預測力 

 

 
            圖3-1 研究架構圖 

 

校長空間領導 

六 

個 

變 

項 

1. 校長以空間規劃形塑學校文化  

2. 校長以空間規劃革新行政效能 

3. 校長以空間規劃翻轉課程規劃 

4. 校長以空間規劃促進學習效能 

5. 校長以空間規劃增進社區關係 

6. 以空間規劃引領教學創新 

三 

個 

變 

項 

1. 教學策略的效能感 

2. 班級經營效能感  

3. 引導學生效能感  

A1 

A2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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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受限於主客觀因素，僅能將研究對象限定於新北市之國民小學

教育人員，對象包括主任、組長及未兼任行政之現職級任、科任教師。依

據新北市政府教育局網頁國民小學學校資料為抽樣依據，新北市公立國民

小學共計211 所（教育部，2014），「12 班以下」學校計有67所（佔32％）；

「13 至30 班」有33所（佔15％）；「31 班以上」則有111 所（佔53％）。

擬依學校規模分為大(31 班以上)、中(13-30班)、小(12 班以下)規模，茲

將問卷研究對象分為預試與正式問卷施測對象，分述如下： 

表3-1 

研究學校樣本數分析表 

學校規模 母群學校數 校數比例 

12 班以下 67 32% 

13 至30 班 33 16% 

31 班以上 111 52% 

合計 211 100% 

壹、 預試問卷抽樣對象 

    完成問卷初稿之編擬後，隨即進行預試工作。預試抽樣方式採分層隨機

抽樣，以學校規模為分層依據。預試樣本平均選取新北市公立國民小學， 

「12班以下」學校之學校中隨機抽取3所,每所學校12份問卷；「13至30班」

學校共抽3所，每校6份問卷；「31班以上」學校共抽4所，每校12份問卷，

總計寄發102份問卷，收回99份，剔除無效問卷7份，回收率達97.05%，可

用率達92.92%。預試樣本分布情形與回收情形如表3-2所示： 

表3-2 

預試問卷填答學校及數量一覽表 

學校規模 抽樣學校數 發放數 回收數 回收率 有效數 可用率 

12班以下 3 36 36 100% 34 94.44%

13至30班 3 18 18 100% 16 88.88%

31班以上 4 48 45 93.95% 42 93.33 %

合計 10 102 99 97.05% 92 9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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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式問卷抽樣對象 

    取樣方式採分層隨機抽樣，以學校規模為分層依據。預試樣本平均選

取新北市公立國民小學，共有211所小學，按學校規模分析「12班以下」學

校計有67所（佔32％）；「13至30班」有33所（佔16％）；「31班以上」

則有111所（佔52％）。「12 班以下」學校之學校中隨機抽取14所,每所學

校12份問卷；「13 至30班」學校共抽14所，每校9份問卷；「31班以上」

學校共抽18所，每校10份問卷，總計寄發474份問卷，收回442份，回收率

達97.89%，其問卷有效份數為442份，可用率達95.25%。正式樣本分布情形

與回收情形如表3-3 所示： 

 

表3-3 

正式問卷填答學校及數量一覽表 

學校規模 抽樣學校數 發放數 回收數 回收率 有效數 可用率 

12班以下 14 168 165 98.21% 160 96.96% 

13至30班 14 126 124 98.41% 120 96.77% 

31班以上 18 180 175 97.22% 162 92.57% 

合計 46 474 464 97.89% 442 95.25% 

 

表3-4 

本研究正式問卷抽測學校一覽表 

學校規模  12班以下    13至30 班      31 班以上 

橫山  三和  米倉  青潭  五華 重陽 

石碇  龜山  興穀  坪林  三重 龍埔 

有木  大埔  三光  南勢  仁愛 崇德 

老梅  石碇  白雲  三多  清水 山佳 

乾華  保長  直潭  大成  北新 集美 

雲海  民義  光興  青潭  昌隆 新興 

猴硐  插角  更寮  雙峰  新莊 忠義 

    大崁   正義 秀朗 

 

 

 

 

學校名稱 

       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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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樣本基本資料 

    依據本研究需要，將樣本之背景變項設定為教師之「性別」、「年 

齡」、「服務年資」、「教育程度」、「職務」等人口變項，與「學校規 

模」 環境變項，如表3-5： 

表3-5  

樣本基本資料表 

變項 

名稱 

組別 人數 總人數 百分比

(%) 

分析 

性別 （1）男性  

（2）女性 

227 

215 

442 51.3% 

48.6% 

男性比例高於女

性 

年齡 （1）30 歲（含）以下 

（2）31～40歲 

（3）41～50 歲 

（4）51 歲（含）以上 

51 

152 

160 

79 

442 11.5% 

34.3% 

36.1% 

17.8% 

41～50 歲比例

最高，30歲（含）

以下比例最低 

服務 

年資 

（1）5 年（含）以下 

（2）6～10 年 

（3）11～15 年 

（4）16～20 年 

（5）21 年（含）以上 

60 

75 

125 

117 

65 

442 13.5% 

16.9% 

28.2% 

26.4% 

14.7% 

11～15 年比例

最高，5 年（含）

以下比例最低 

教育 

程度 

 (1) 師範院校(含師專、 

     師範大學、師範學 

     院或教育大學) 

 (2) 一般大學（含師資 

     班或教育學程）畢業

 (3) 研究所以上 

221 

 

 

96 

 

125 

442 50% 

 

 

21.7% 

 

28.2% 

師範院校(含師

專、師範大學、

師範學院或教育

大學)畢業比例

最高，一般大學

（含師資班或教

育學程）畢業比

例最少 

擔任 

職務 

（1）主任 

（2）組長（副組長） 

（3）級任教師 

（4）科任教師 

91 

115 

111 

125 

442 20.5% 

26.1% 

25.1% 

28.3% 

科任教師比例最

高，主任比例最

低 

學校 

規模 

（1）12 班以下 

（2）13 至30 班 

（3）31 班以上 

160 

120 

162 

442 36.1% 

27.1% 

36.6% 

31班以上比例最

高，13至30班比

例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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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為蒐集研究所需資料，研究者參考相關文獻，並根據研究架構編制之「國

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與教師效能感之調查問卷」為本研究使用的研究工

具，內容除了填答說明外，主要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為「個人基本資料」；

第二部分為「校長空間領導行為量表」；第三部分是「教師效能感量表」。

其發展過程說明如下： 

壹、 背景變項 

一、性別：（1）男、（2）女 

二、年齡：（1）30 歲(含)以下    （2）31-40 歲 

          （3）41-50 歲以上     （4）51 歲(含)以上 

三、服務年資：（1）5 年(含)以下 （2）6～10年  （3）11～15 年 

              （4）16～20 年    （5）21 年(含)以上 

四、教育程度：(1)師範院校(含師專、師範大學、師範學院或教育大學) 

(2)一般大學畢業 

(3)研究所以上 

五、擔任職務：（1）主任    （2）組長（副組長） 

              （3）級任教師（4）科任教師 

貳、 校長空間領導量表 

     本量表內容共23題，包含六個向度: 「以空間規劃形塑學校文化」、

「以空間規劃革新行政效能」、「以空間規劃翻轉課程規劃」、「以空間

規劃引領教學創新」、「以空間規劃促進學習效能」 與「以空間規劃拓展

社區關係」。 

    問卷題目採李克特氏(Likert scale) 4 點量表的計分方式，調查學校

現場教師覺知校長空間領導的現況，根據受試者的實際觀察與感受程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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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填答，由「非常符合」、「符合」、「不符合」、「非常不符合」，對

應分數4 分、3 分、2 分、1 分，得分越高表示校長空間領導程度越高；

得分越低，表示校長空間領導程度越低。 

一、編製問卷初稿  

    本研究為瞭解校長空間領導情形以湯志民、劉侑承、劉冠廷和曾雅慧

（2010）所編製之「學校創新經營－空間領導量表」為編製問卷藍本，以

及進行相關理論之探討，再根據本研究之研究問題與研究架構，並與指導

教授討論加以增刪修正，研析編製而成「校長空間領導量表」的初稿。 

    教師效能感量表部分以張嘉原(2008)所編製之「教師效能感量表」為

問卷編製之參考，再根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及研究架構，加以研析編製成

「教師效能感量表」的初稿。 

二、專家意見調查分析 

    本研究問卷初稿編製完成之後，與指導教授共同討論，並針對題目做

適度修改後，再進行專家意見調查。經指導教授推薦後，函請在空間領導、

學校建築學有專精之專家學者協助鑑定調查問卷題目適合度，並提出寶貴

意見，函請學者專家及實際校務經營者九人提供寶貴經驗如表3-6。 

    回收「專家內容效度用卷」之後，再針對專家學者所提供意見比例加

以修正問題，並進行內容效度統計分析，在問卷初稿中，專家學者認為「適

合」及「修正後適合」合計百分值高於80％以上者，予以保留；低於80%者，

予以刪除。最後提請指導教授審核後，編製成「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及

教師效能感調查問卷（預試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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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 

專家審題名單（依姓氏筆劃排列） 

序號 姓名 服務單位與職稱 

1 井敏珠 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副校長 

2 林明地 國立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教授 

3 林海清 中臺科技大學文教事業經營研究所教授 

4 林梅琴 輔仁大學教育領導與發展研究所所長 

5 林萬義 退休教授 

6 邱錦昌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教授兼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7 吳望如 新北市集美國小校長 

8 陳俊生 新北市鷺江國小校長 

9 廖文靜 臺北市政府教育局綜合企劃科科長 

 

 

 

 

表3-7 

校長空間領導量表專家內容審查意見表 

題 

號 

原初稿題目 專家意見

○適合 

※修正 

Ⅹ刪除 

專家意見修改後 

預試問卷題目 

預

試 

題

號 

 

1 

本校校長透過學校環境設計或標

誌及符號的呈現，來傳遞學校校風

及辦學理(如：設置學校理念或願

景的LOGO、校徽、地景、牆飾、庭

園佈置、公告欄等)。 

 

 

○ 

本校校長透過學校環境設計

或標誌及符號的呈現，來傳遞

學校校風及辦學理(如：設置

學校理念或願景的LOGO、校

徽、地景、牆飾、庭園佈置、

公告欄等)。 

 

S1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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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號 

原初稿題目 專家意見 

○適合 

※修正 

Ⅹ刪除 

專家意見修改後 

預試問卷題目 

預

試 

題

號 

 

 

2 

本校校長透過開放式人性空間的

規劃及設計，建置無障礙和安全環

境，以形塑「友善校園」或「有愛

無礙」教育意境(如：開放式校園、

電梯坡道無障礙設施、扶手設置、

無障礙標誌等)。 

   

 

   

  ※ 

本校校長透過開放式人性空

間的規劃及設計，建構無障礙

和安全環境，以形塑「友善校

園」或「有愛無礙」教育意境

(如：開放式校園設計、殘障

電梯、坡道無障礙設施、扶

手、無障礙標誌等)。 

 

 

S2 

 

3 

本校校長透過校園的設施及空間

規劃與布置，提供人與環境互動的

空間，達到營造校園藝文氣息的效

果(如:休憩景觀庭園、設計佈置學

生作品空間或公共藝術裝飾之規

劃等)。 

 

 

※ 

本校校長透過校園的設施及

空間規劃與布置，提供人與環

境互動的空間，達到營造校園

藝文氣息的效果(如:休憩景

觀庭園、設計展示學生作品空

間或規劃公共藝術裝飾等)。

 

S3 

 

4 

本校校長透過行政處室的樓層編

排及辦公動線規劃以提高行政效

率及效能（如：櫃台式服務台、辦

公室座位規劃便利洽公等)。 

    

 

   ※ 

本校校長能妥善規劃行政處

室的樓層編排及辦公動線規

劃以提高行政效率及效能

（如：櫃台式服務台、辦公室

座位規劃便利洽公等)。 

 

S4 

 

5 

本校校長透過各辦公處室的空間

設計與創意之情境佈置，以激發行

政工作的效能與創新思維（如：辦

公室環境美化、備有會議桌、飲水

設備等）。 

 

 

○ 

本校校長透過各辦公處室的

空間設計與創意之情境佈

置，以激發行政工作的效能與

創新思維（如：辦公室環境美

化、備有會議桌、飲水設備

等）。 

 

S5 

 

6 

本校校長透過建置校務行政數位

系統，提供即時資訊，以提升行政

績效（如：建置學生成績作業系

統、電子公文交換系統、無紙化作

業等數位化系統等）。 

 

※ 

本校校長能透過建置校務行

政數位系統，提供即時資訊

（如：建置學生成績作業系

統、電子公文交換系統、無紙

化作業等數位化系統等）

等）。 

 

S6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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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號 

原初稿題目 專家意見 

○適合 

※修正 

Ⅹ刪除 

專家意見修改後 

預試問卷題目 

預

試 

題

號 

 

7 

本校校長透過設置校舍自動化管

理系統，以有效提升人力資源之運

用（如：數位化監視保全系統、自

動照明系統、消防監控系統等）。

    

  ○ 

本校校長透過設置校舍自動

化管理系統，以有效提升人力

資源之運用（如：數位化監視

保全系統、自動照明系統、消

防監控系統等）。 

S7 

8 本校校長透過學校空間規劃及教

室的安排，使語文、數學、自然等

學習領域之「正式課程」的實施更

具豐富性（如：教學情境佈置，設

置語言教室、情境教室、故事屋、

英語步道、自然實驗室等）。 

 

 

※ 

本校校長透過學校空間規劃

及教室的安排，使語文、數

學、自然等學習領域之「正式

課程」的實施更多元豐富

（如：教學情境佈置，設置語

言教室、情境教室 、英語步

道、自然實驗室等）。 

S8 

9 本校校長透過學校空間規劃，以帶

動學校特色活動、學生社團等「非

正式課程」的活動（如：建置禮堂、

風雨操場、視聽教室、社團活動

室、戶外劇場等)。 

 

○ 

本校校長透過學校空間規

劃，以帶動學校特色活動、學

生社團等「非正式課程」的活

動（如：建置禮堂、風雨操場、

視聽教室、社團活動室、戶外

劇場等)。 

S9 

10 本校校長透過學校環境規劃學生

品格教育的境教空間，以促進「潛

在課程」的實踐(如:設置開放式失

物招領櫃、愛心傘架、開放閱讀角

等)。 

 

※ 

本校校長規劃學生品格教育

的境教空間，以促進「潛在課

程」的實踐(如:設置開放式失

物招領櫃、愛心傘架、開放閱

讀角等)。 

S10

11 本校校長透過學校空間規劃，以帶

動「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如：

設置科技、童玩教室、閱讀教室、

藝文教室、鄉土教室、茶藝教室、

天文台、星象館等）。 

 

※ 

本校校長透過學校空間規

劃，以帶動「學校本位課程」

的發展（如：設置科技、童玩

教室、閱讀教室、藝文教室、

鄉土教室、茶藝教室、天文

台、星象館等）。 

S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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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號 

原初稿題目 專家意見 

○適合 

※修正 

Ⅹ刪除 

專家意見修改後 

預試問卷題目 

預

試 

題

號 

 

 

12 

本校校長透過開放空間的概念，讓

教室的使用更為彈性，以提供教師

協同教學，激勵教學創意（如：運

用彈性隔間、設計多功能教室或綜

合教室等）。 

 

    

   ○ 

本校校長透過開放空間的概

念，讓教室的使用更為彈性，

以提供教師協同教學，激勵教

學創意（如：運用彈性隔間、

設計多功能教室或綜合教室

等）。 

 

 

S12

 

13 

本校校長透過建置教室e化設備，

以輔助教師教學（如：裝置電腦、

投影機、視聽設備、電子白板、平

板電腦、提供無線上網等）。 

 

○ 

本校校長透過建置教室e化設

備，以輔助教師教學（如：裝

置電腦、投影機、視聽設備、

電子白板、平板電腦、提供無

線上網等）。 

 

S13

 

 

14 

本校校長透過學校空間及資訊環

境的建置，鼓勵教師彼此分享教學

資源，互相觀摩，以激發教師教學

創新能力（如：建置教師研究室、

網路教學平台、遠距教學、教師教

學資源共享平台等）。 

 

   

   ※ 

本校校長透過學校空間及資

訊環境的建置，鼓勵教師彼此

分享教學資源，以激發教師教

學創新能力（如：建置教師研

究室、網路教學平台、遠距教

學、教師教學資源共享平台

等）。 

 

 

S14

 

15 

本校校長透過學校空間及校園環

境的規劃，以改變教學方式及豐富

教學內容(如:規劃學習步道、教學

農場、生態園區等)。 

 

○ 

本校校長透過學校空間及校

園環境的規劃，以改變教學方

式及豐富教學內容(如:規劃

學習步道、教學農場、生態園

區等)。 

 

S15

 

16 

本校校長透過建置多樣化的教室

空間與設備，以提升教學效能

（如：建立教室圖書角、電腦角等

學習角落，設置教室置物櫃等）。

    

   ※ 

本校校長透過建置多樣化的

教室空間與設備，以提升學習

效能（如：建立教室圖書角、

電腦角等學習角落，設置教室

置物櫃等）。 

 

S16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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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號 

原初稿題目 專家意見 

○適合 

※修正 

Ⅹ刪除 

專家意見修改後 

預試問卷題目 

預

試 

題

號 

 

17 

本校校長透過設立優質且便利的

學習環境以及建造常用的學習空

間與設備，方便學生就近使用

（如：圖書館或學習資源中心

等）。 

 

※ 

本校校長透過設立優質且便

利的學習環境，方便學生學習

及使用（如：圖書館或學習資

源中心等）。 

 

S17

 

 

18 

本校校長透過建置適當的空間與

設施，提供學生可操作之學習資

源，以提升學生學習效果及機會

（如：購置學生圖書設備、設置充

足專科教室和實驗器材設備、圖書

館設置學生查詢電腦等）。 

  

    

   ※ 

本校校長透過建置適當的空

間與設施，提供學生可操作之

學習資源，以提升學生學習效

果及機（如：購置學生圖書設

備、設置充足專科教室和實驗

器材備、圖書館設置學生查詢

用電腦等）。 

 

 

S18

 

19 

本校校長透過建置網路學習平

台，豐富網路學習資源，使學生得

以自主學習（如：建置學生學習資

源網、學校網頁連結資源、檢索平

台等）。 

 

○ 

本校校長透過建置網路學習

平台，豐富網路學習資源，使

學生得以自主學習（如：建置

學生學習資源網、學校網頁連

結資源、檢索平台等）。 

 

S19

 

20 

本校校長透過提供學生多樣化的

活動空間與設施，以滿足學生的體

能、活動及課程的各式需求（如：

完備多樣的球場，並設置體育館、

游泳池、跑道、遊戲場、遊樂設施

等）。 

   

   ○ 

本校校長透過提供學生多樣

化的活動空間與設施，以滿足

學生的體能、活動及課程的各

式需求（如：完備多樣的球

場，並設置體育館、游泳池、

跑道、遊戲場、遊樂設施等）。

 

S20

 

21 

本校校長透過開放式校園設計，便

利社區居民於校園開放時段使用

相關設施資源，以此提升社區居民

對學校之認同感(如：彈性的開放

時間、無圍牆設計、便捷的出入口

等)。 

    

   ○ 

本校校長透過開放式校園設

計，便利社區居民於校園開放

時段使用相關設施資源，以此

提升社區居民對學校之認同

感(如：彈性的開放時間、無

圍牆設計、便捷的出入口等)。

 

S21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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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8 

教師效能感量表專家內容審查意見表 

題 

號 

原初稿題目 專家意見 

○ 適合 

※ 修正 

 X 刪除 

專家意見修改後預試問卷

題目 

預

試 

題

號 

1 我能有效回應學生提出的問題。  ※ 我能有效回應學生提出的課

業及生活問題，引導思考及解

除困惑。 

T1 

2 我能根據學生學習狀況，調整適當

的教學方式與課程進度。 

○ 我能根據學生學習狀況，調整

適當的教學方式與課程進度。
T2 

3 我能運用多元化的方式評量學生學

習成效。 

※ 我能運用多元化的方式，有效

評量學生學習成效。 
T3 

題 

號 

原初稿題目 專家意見 

○適合 

※修正 

Ⅹ刪除 

專家意見修改後 

預試問卷題目 

預

試 

題

號 

 

22 

本校校長透過提供校園與社區之

便捷步道，使校園可作為社區居民

移動之橋樑(如：併人行道、車道

或消防步道規劃社區穿梭動線

等)。 

 

※ 

本校校長透過提供校園與社

區之便捷步道，使校園可作為

社區居民移動之中介空間

(如：併人行道、車道或消防

步道規劃社區穿梭動線等)。

 

S22

 

23 

本校校長透過建構綠色建築環

境，以營造與社區共存共榮之永續

校園環境 (如：水資源再利用、建

置生態綠網或生態池、使用環保建

材等)。 

   

   ○ 

本校校長透過建構綠色建築

環境，以營造與社區共存共榮

之永續校園環境 (如：水資源

再利用、建置生態綠網或生態

池、使用環保建材等)。 

 

S23

 

24 

本校校長運用當地產業文化及社

區耆老資源，致力將社區資源與學

校教育作有效的結合，發揮共存共

榮之效益 (如：社區遊學、學校發

展為社區文化中心等)。 

   

   ○ 

本校校長運用當地產業文化

及社區耆老資源，致力將社區

資源與學校教育作有效的結

合，發揮共存共榮之效益 

(如：社區遊學、學校發展為

社區文化中心等)。 

 

S24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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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號 

原初稿題目 專家意見 

○ 適合 

※ 修正 

 X 刪除 

專家意見修改後預試問卷

題目 

預

試 

題

號 

4 我能有效運用不同教學策略。 

  

     ※ 我能有效運用不同教學策

略，以因應學生不同的學習需

求。 

T4 

5 我具備足夠的專業能力可以設計適

當的教材與教學活動。 

○ 我具備足夠的專業能力可以

設計適當的教材與教學活動。
T5 

6 我能夠建立一套有效的教學常規，

使教學活動能順利進行。 

○ 我能夠建立一套有效的教學

常規，使教學活動能順利進

行。 

T6 

7 我能夠有效激發學生的榮譽感，引

導學生遵守班級規範。 

○ 我能夠有效激發學生的榮譽

感，引導學生遵守班級規範。
T7 

8 我能夠妥善處理師生管教的衝突事

件。 

※ 我能夠妥善處理學生管教的

問題，避免師生對立。 
T8 

9 我能夠建立有效的班級經營策略。 ※ 我能夠運用有效的班級經營

策略，營造友善積極的班級氛

圍。 

T9 

10 我能夠輔導並導正學生偏差行為。 ※ 我能夠有效運用輔導策略，導

正學生偏差行為。 
T10

11 我能夠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 

 

※ 我能夠激發學生的學習動

機，促進自主學習。 
T11

12 我能夠運用多元策略提升學生學習

成就。 

※ 我能夠運用多元策略，提升學

生學習成就。 
T12

13 我能透過課程來激發學生的創造

力。 

※ 我能透過教學活動設計來激

發學生的創造力。 
T13

14 我能夠引導失敗型的學生改變自我

信念，以增強自信心。 

※ 我能夠引導學生發展正向自

我信念，以增強自信心。 
T14

15 我能夠引導學生家庭，支持孩子的

學習活動。 

○ 我能夠引導學生家庭，支持孩

子的學習活動。 
T15

16 我能夠藉由多種管道讓家長了解自

己的教育理念。 

※ 我能夠藉由多種溝通管道，讓

家長了解自己的教育理念。 
T16

17 我能夠善用家長資源協助班級事務

的推動。 

※ 我能夠善用家長資源，協助班

級事務的推動。 
T17

18. 我能夠參考家長的需要，適時調整

對學生的要求。 

※ 我能夠參酌家長的需求，適時

調整對學生的要求。 
T18



 

52 
 

三、發展預試問卷 

   問卷初稿經專家學者審題後刪除部分題目，研究者彙整專家學者對問卷

初稿所提供之意見，對量表中用詞或語意不清之題目加以修改，並與指導

教授討論後加以增刪修正，即完成預試問卷。 

四、進行問卷預試 

預試問卷完成之後即進行預試，根據預試結果進行問卷之信效度分 

析，作為編定正式問卷之依據。預試樣本平均選取新北市公立國民小學，

抽樣方式採分層隨機抽樣，以學校規模為分層依據。「12班以下」學校之

學校中隨機抽取3所,每所學校12份問卷；「13 至30 班」學校共抽3 所，

每校6份問卷；「31班以上」學校共抽4所，每校12 份問卷，總計寄發102

份問卷，剔除無效問卷7份，回收率達97.05%，可用率達92.92%。 

五、正式問卷之題目篩選及訂定 

    回收預試問卷後，將有效問卷進行資料整理與統計分析，以項目分析、

因素分析建構問卷之效度、信度分析之結果作為題目篩選之依據，最後以

訂定「校長空間領導與教師效能感量表」正式問卷。 

(一)項目分析 

    項目分析採取臨界比（CR值）也就是「決斷值」（critical ratio）

的檢驗方式。以量表的總分的最高73%為高分組，最低27%為低分組，以t檢

定來進行高低分兩組在該題得分之平均數差異檢定。決斷值即為兩者平均

數差異檢定之t值，當決斷值達顯著水準時，代表該題項具有鑑別力。本研

究採各題項達顯著性p＜.050，CR 值（即臨界比或決斷值）＞3.5 作為題

項鑑別度之依據，CR 值＞3.5 予以保留，反之則刪除。「校長空間領導預

試問卷」資料分析結果如表3-9 所示。各題之CR 值均大於3.5，顯示本量

表之各個題目皆具有良好鑑別度，故全數保留；「教師效能感預試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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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結果如表3-10 所示。各題之CR 值均大於3.5，顯示本量表之各個

題目亦具有良好鑑別度，故全數保留； 

 

表3-9 

「校長空間領導預試問卷」項目分析摘要表 

題號 決斷值(CR) 處理方式 

S1 8.63 保留 

S2 10.21 保留 

S3 9.72 保留 

S4 9.96 保留 

S5 7.61 保留 

S6 4.52 保留 

S7 5.38 保留 

S8 7.23 保留 

S9 8.87 保留 

S10 9.55 保留 

S11 10.12 保留 

S12 11.13 保留 

S13 8.91 保留 

S14 5.23 保留 

S15 4.69 保留 

S16 11.73 保留 

S17 9.82 保留 

S18 7.54 保留 

S19 11.55 保留 

S20 10.17 保留 

S21 9.36 保留 

S22 7.31 保留 

S23 6.52 保留 

S24 8.64 保留 

 

 

 

 

 

 

 



 

54 
 

表3-10 

「教師效能感預試問卷」項目分析摘要表 

題號 決斷值(CR) 處理方式 

T1 6.87 保留 

T2 12.54 保留 

T3 7.89 保留 

T4 9.81 保留 

T5 8.92 保留 

T6 5.94 保留 

T7 6.77 保留 

T8 9.03 保留 

T9 7.03 保留 

T10 8.01 保留 

T11 9.61 保留 

T12 9.21 保留 

T13 6.66 保留 

T14 8.71 保留 

T15 9.13 保留 

T16 8.45 保留 

T17 6.23 保留 

T18 5.23 保留 

 

(二) 效度分析 

    效度（Validity）指問卷之有效程度，亦即能夠真正測得變數性質之

程度。本研究利用因素分析來考驗量表的建構效度(construct validity)，

所謂建構效度係指態度量表能測量理論的概念或特質之程度，而因素分析

的目的即在找出量表潛在的結構，減少題項的數目，使之成為一組較少而

彼此相關較大的變項。 

   進行因素分析時，需針對重要統計檢定值進行分析，包含包括KMO值與

Bartlett檢定。Kaiser-Meyer-Olkin 所提出的取樣適切性量數，簡稱KMO

值，是研究者在因素分析時常採用的檢定方法，其值介於0與1之間。當KMO

值愈接近1時，表示變項之間的共同因素愈多，愈適合進行因素分析，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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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O小於0.5，則不宜進行因素分析。進行因素分析的普遍準則是KMO值至少

要在0.6以上。  

    將「校長空間領導量表」進行因素分析，採取主成份因素分析法，以

最大變異數進行直交轉軸，在因素萃取的方式上，則依據各層面的理論架

構進行因素個數的設定，並刪除因素負荷量較低的題目以及題意敏感和與

因素分析後向度不合的題目(S22)。結果萃取出六個特徵值大於1的因素，

並刪除因素負荷量小於.40的題目，因此，「校長空間領導量表」經因素分

析後萃取出六個層面，共計保留23題，說明如表3-11： 

     本研究亦將「教師效能感量表」進行因素分析，刪除因素負荷量較低

的題目以及題意敏感和與因素分析後向度不合的題目(T18)，萃取出三個特

徵值大於1的因素，並刪除因素負荷量小於.40的題目，因此，「教師效能

感量表」經因素分析後萃取出三個層面，共計保留17 題，說明如表3-12： 

表3-11 

「校長空間領導」因素分析一覽表 

因素 

命名 

題號 因素負

荷量 

解釋變

異量(%)

 

 

 

 

校長以

空間規

劃形塑

學校文

化 

1. 本校校長透過學校環境設計或標誌及符號 

   的呈現，來傳遞學校校風及辦學理(如：設置

學校理念或願景的LOGO、校徽、地景、牆飾、

庭園佈置、公告欄等)。 

2. 本校校長透過開放式人性空間的規劃及設

計，建構無障礙和安全環境，以形塑「友

善校園」或「有愛無礙」教育意境(如：開

放式校園設計、殘障電梯、坡道無障礙設

施、扶手、無障礙標誌等)。 

3. 本校校長透過校園的設施及空間規劃與布

置，提供人與環境互動的空間，達到營造

校園藝文氣息的效果(如:休憩景觀庭園、

設計展示學生作品空間或規劃公共藝術裝

飾等)。 

.56 

 

 

 

.72 

 

 

 

 

.73 

9.39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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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命名 

題號 因素負

荷量 

解釋變

異量(%)

 

 

 

 

 

校長以

空間規

劃革新

行政效

能 

 

4. 本校校長能妥善規劃行政處室的樓層編排

及辦公動線規劃以提高行政效率及效能

（如：櫃台式服務台、辦公室座位規劃便

利洽公等)。 

5. 本校校長透過各辦公處室的空間設計與創

意之情境佈置，以激發行政工作的效能與

創新思維（如：辦公室環境美化、備有會

議桌、飲水設備等）。 

6.本校校長能透過建置校務行政數位系統，提

供即時資訊（如：建置學生成績作業系統、

電子公文交換系統、無紙化作業等數位化

系統等）。 

.62 

 

 

 

.75 

 

 

 

.72 

 

 

.59 

16.764 

 7. 本校校長透過設置校舍自動化管理系統，以

有效提升人力資源之運用（如：數位化監

視保全系統、自動照明系統、消防監控系

統等）。 

  

 

 

 

 

校長以

空間規

劃翻轉

課程規

劃 

 

8. 本校校長透過學校空間規劃及教室的安

排，使語文、數學、自然等學習領域之「正

式課程」的實施更多元豐富（如：教學情

境佈置，設置語言教室、情境教室 、英語

步道、自然實驗室等）。 

9. 本校校長透過學校空間規劃，以帶動學校特

色活動、學生社團等「非正式課程」的活

動（如：建置禮堂、風雨操場、視聽教室、

社團活動室、戶外劇場等)。 

10. 本校校長規劃學生品格教育的境教空間，

以促進「潛在課程」的實踐(如:設置開放

式失物招領櫃、愛心傘架、開放閱讀角等)。

11. 本校校長透過學校空間規劃，以帶動「學

校本位課程」的發展（如：設置科技、童

玩教室、閱讀教室、藝文教室、鄉土教室、

茶藝教室、天文台、星象館等）。 

.75 

 

 

 

 

.68 

 

 

 

 

.59 

 

 

.67 

21.223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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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命名 

題號 因素負

荷量 

解釋變

異量(%)

 

 

 

以空間

規劃引

領教學

創新 

 

12. 本校校長透過開放空間的概念，讓教室的

使用更為彈性，以提供教師協同教學，激

勵教學創意（如：運用彈性隔間、設計多

功能教室或綜合教室等）。 

13. 本校校長透過建置教室e化設備，以輔助教

師教學（如：裝置電腦、投影機、視聽設

備、電子白板、平板電腦、提供無線上網

等）。 

14. 本校校長透過學校空間及資訊環境的建

置，鼓勵教師彼此分享教學資源，以激發

教師教學創新能力（如：建置教師研究室、

網路教學平台、遠距教學、教師教學資源 

    共享平台等）。 

15. 本校校長透過學校空間及校園環境的規

劃，以改變教學方式及豐富教學內容(如:

規劃學習步道、教學農場、生態園區等)。

.63 

 

 

 

.79 

 

 

 

.57 

 

 

 

 

 

.85 

9.874 

校長以

空間規

劃促進

學習效 

能 

 

16. 本校校長透過建置多樣化的教室空間與設

備，以提升學習效能（如：建立教室圖書

角、電腦角等學習角落，設置教室置物櫃

等）。 

17. 本校校長透過設立優質且便利的學習環

境，方便學生學習及使用（如：圖書館或

學習資源中心等）。 

18. 本校校長透過建置適當的空間與設施，提

供學生可操作之學習資源，以提升學生學

習效果及機（如：購置學生圖書設備、設

置充足專科教室和實驗器材設備、圖書館

設置學生查詢用電腦等）。 

19. 本校校長透過建置網路學習平台，豐富網

路學習資源，使學生得以自主學習（如：

建置學生學習資源網、學校網頁連結資

源、檢索平台等）。 

  

.87 

 

 

 

.66 

 

 

.54 

 

 

 

 

.69 

 

 

 

  

11.677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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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命名 

題號 因素負

荷量 

解釋變

異量(%)

校長以

空間規

劃促進

學習效 

能 

20. 本校校長透過提供學生多樣化的活動空間

與設施，以滿足學生的體能、活動及課程

的各式需求（如：完備多樣的球場，並設

置體育館、游泳池、跑道、遊戲場、遊樂

設施等）。 

.74  

校長以 

空間規 

劃增進

社區關 

係 

 

21. 本校校長透過開放式校園設計，便利社區

居民於校園開放時段使用相關設施資源，

以此提升社區居民對學校之認同感(如：彈

性的開放時間、無圍牆設計、便捷的出入

口等)。 

22. 本校校長透過建構綠色建築環境，以營造

與社區共存共榮之永續校園環境 (如：水

資源再利用、建置生態綠網或生態池、使

用環保建材等)。 

23.本校校長運用當地產業文化及社區耆老資

源，致力將社區資源與學校教育作有效的

結合，發揮共存共榮之效益 (如：社區遊

學、學校發展為社區文化中心等)。 

.69 

 

 

.75 

 

 

.89 

13.965 

整體解釋變異量(%) 82.893 

 

表3-12 

「教師效能感」 因素分析一覽表 

因素命名 題號 因素負

荷量 

解釋變

異量(%) 

 

 

 

教學策略 

效能感 

1.我能有效回應學生提出的課業及生活問題，引導

思考及解除困惑。 

2.我能根據學生學習狀況，調整適當的教學方式與

課程進度。 

3.我能運用多元化的方式，有效評量學生學習成效。

4.我能有效運用不同教學策略，以因應學生不同的

學習需求。 

.66 

 

.71 

 

 

.82 

.58 

 

30.51 

 (續下頁) 



 

59 
 

因素命名 題號 因素負

荷量 

解釋變

異量(%) 

    

教學策略 

效能感 

5.我具備足夠的專業能力可以設計適當的教材與教

學活動。 

.73  

 

 

 

班級經營 

效能感 

6.我能夠建立一套有效的教學常規，使教學活動能

順利進行。 

7.我能夠有效激發學生的榮譽感，引導學生遵守班

級規範。 

8.我能夠妥善處理學生管教的問題，避免師生對立。

9.我能夠運用有效的班級經營策略，營造友善積極

的班級氛圍。 

10.我能有效運用輔導策略，導正學生偏差行為。 

.67 

 

.84 

 

.52 

.61 

 

 

.83 

27.59 

 

 

 

 

引導學生 

效能感 

11.我能夠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促進自主學習。 

12.我能夠運用多元策略，提升學生學習成就。 

13.我能透過教學活動設計來激發學生的創造力。 

14.我能夠引導學生發展正向自我信念，以增強自信

心。 

15.我能夠引導學生家庭，支持孩子的學習活動。 

16.我能夠藉由多種溝通管道，讓家長了解自己的教

育理念。 

17.我能夠善用家長資源，協助班級事務的推動。 

.59 

.63 

.74 

.52 

 

 

.71 

.89 

 

.62 

28.44 

整體解釋變異量(%)  86.54 

 

(三) 信度分析 

    為瞭解量表的可靠度及有效性，需要進行信度分析。一個量表的信度

越高，代表量表的穩定性越高。本研究預試問卷量表之信度分析，是採用

Cronbach'sα係數考驗「校長空間領導量表」總量表的內部一致性，以此

考驗問卷的信度，一般而言，全體量表之總信度的Cronbach's α要在0.7

以上，各因素之內部一致性的Cronbach's α要在0.6以上， 本研究之「校

長空間領導量表」整體信度為.932，「教師效能感量表」整體信度為.924，

顯示題目間的內部一致性相當高，本研究之量表皆具有良好之信度。而「校

長空間領導量表」及「教師效能感量表」之信度係數表如表3-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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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3 

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與教師效能感量表信度係數表 

量表名稱 題數 Cronbach's α係數 

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 

與教師效能感調查問卷 

40 .942 

1.校長空間領導量表 23 .932 

2.教師效能感量表 17 .924 

 

第四節 實施程序 

本問卷調查研究實施程序分為問卷寄發、問卷回收、問卷催覆與整理

資料四個階段進行，茲說明如下： 

壹、 問卷寄發階段 

 本研究針對新北市公立國民小學教師，依分層隨機抽樣，12月上旬選

定研究學校及樣本進行施測。問卷係以郵寄方式附上回郵信封，寄給抽樣

學校之校長或教師，實施意見調查。 

貳、 問卷回收階段 

    問卷寄發後，1月上旬針對陸續回收的問卷進行註記及分類。 

參、 問卷催覆階段 

    在問卷寄發之後，1月中旬針對未寄回的部分以電話或親自拜訪進行催

覆的動作。 

肆、 整理資料階段 

    問卷回收後，1月下旬開始進行資料的整理與建檔。先檢視剔除填答未

完全之無效問卷，將可用之問卷進行編碼、填答資料的建檔，再以統計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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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進行資料校正，確定無誤後進行統計分析。 

第五節 資料分析與處理 

    本研究以SPSS 18.0版套裝軟體程式進行資料分析處理，以瞭解本研究

的待答問題。 

壹、 描述統計分析 

     本研究將依照填答資料進行描述性統計，以平均數、標準差兩統計數

值，分析填答者在「校長空間領導與教師效能感調查問卷」之各層面及整

體得分情形，藉以回答待答問題一「新北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與教師

效能感之現況為何?」 

貳、 t 考驗與變異數分析 

本研究應用t考驗與變異數分析來瞭解不同背景變項是否具有顯著差

異，進行變異數分析，若F值達顯著水準(p＜.05)，則進一步以薛費法

（Scheffé Method）進行事後比較，考驗各組間的差異，以瞭解待答問題

二「不同背景變項下，新北市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與教師效能

感是否有顯著差異?」 

參、 皮爾遜積差相關  

    本研究以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探討校長空間領導與教師效能感兩兩之

間的關係，以回答待答問題三「新北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與教師效能

感之間是否有顯著相關?」 

肆、 多元逐步迴歸分析  

    本研究以多元逐步迴歸分析探討校長空間領導對教師效能感之預測

力，藉以回答待答問題四「新北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對教師效能感是

否具有顯著預測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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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探討新北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與教師效能

感之關係，以問卷調查為研究工具，本章依據問卷調查所搜集到的資料進

行資料處理與統計分析。 

    本章共分三節，第一節依描述性統計，針對新北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

領導與教師效能感做現況分析；第二節則是不同背景變項之教師在知覺校

長空間領導與教師效能感現況之差異；第三節則是瞭解校長空間領導與教

師效能感之間的相關程度，並探討校長空間領導對教師效能感之預測力。

茲將研究結果分述如下： 

第一節 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與教師效能感現況之 

        分析 

    本研究以「新北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與教師效能感調查問卷」為

研究工具，採Likert 4點量表，每一題項由「非常符合」、「符合」、「不

符合」、「非常不符合」，對應分數4分、3分、2分、1分，用以評量受試

者知覺程度的高低。係將研究結果分析如下:  

  

壹、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行為之現況分析 

    根據本研究「新北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問卷」之得分情形，求其

各層面之平均數與標準差，可得知新北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之現況，

校長空間領導各層面之平均數、標準差與排序，如表4-1所示，以下針對「空

間領導各層面」之平均數、標準差與排序敘述之： 

 一、「校長空間領導」整體表現之平均得分為3.120，屬中高程度範圍。 

        而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之各層面平均得分：「校長以空間規劃形

塑學校文化」3.239分，「校長以空間規劃革新行政效能」3.192 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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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以空間規劃翻轉課程規劃」3.148分，「以空間規劃引領教學創新」3.244 

分，「校長以空間規劃促進學習效能」3.064分，「校長以空間規劃增進社 

區關係」2.833分。此研究結果顯示，新北市國小校長普遍能表現出空間領 

導的行為，並以「校長以空間規劃翻轉課程規劃」個別差異最小。 

 二、根據上述結果，「校長以空間規劃形塑學校文化」、「校長以空間規 

     劃革新行政效能」、「校長以空間規劃翻轉課程規劃」及「校長以空

間規劃引領教學創新」之平均得分皆高於整體之平均得分，顯示新北市國

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運用此四層面的空間領導策略是較高的；而「校長以

空間規劃建立社區關係」的得分略低於其他四層面及整體的得分，顯示新

北市國民小學校長運用此層面的策略是較低的，亦即國民小學校長對於「校

長以空間規劃增進社區關係」層面尚有努力之空間。 

表4-1 

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描述性統計摘要表 

層面 題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排序 

校長以空間規劃

形塑學校文化  

3 3.239 .4504 2

校長以空間規劃

革新行政效能 

4 3.192 .4361 3

校長以空間規劃

翻轉課程規劃 

4 3.148 .3854 4

校長以空間規劃

引領教學創新 

4 3.244 .4178 1

校長以空間規劃

促進學習效能 

5 3.064 .5590 5

校長以空間規劃

增進社區關係 

3 2.833 .7380 6

校長空間領導整

體表現 

23 3.120  .49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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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民小學教師對其教師效能感之現況分析 

    根據本研究「新北市國民小學教師效能感問卷」之得分情形，求其各

層面之平均數與標準差，可得知新北市國小教師效能感之現況，新北市國

小教師效能感各層面之平均數、標準差與排序，如表4-2所示，以下針對「教

師效能感各層面」之平均數、標準差與排序敘述之： 

一、「教師效能感」整體表現之平均得分為2.939，屬中高程度範圍。而國 

     民小學教師對於「教師效能感」之各層面平均得分，「教學策略效能 

感」3.433分，「班級經營效能感」2.927分，「引導學生效能感」 

3.001分，三個向度知覺平均得分均為中高程度範圍，此研究結果顯 

示，新北市國小教師對於「教學效能感」的知覺屬中高程度，情況良 

好，並以「教學策略效能感」個別差異最小。 

二、根據上述結果，「教學策略效能感」及「引導學生效能感」之平均得 

    分高於整體之平均得分，顯示國民小學教師對於兩層面的效能感是較 

    高的；而「班級經營效能感」的得分低於其他兩層面及整體的得分， 

    顯示新北市國民小學教師對於「班級經營效能感」的效能感是相對較 

    低的。 

 

表4-2 

國民小學教師效能感描述性統計摘要表 

層面 題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排序 

教學策略效能感 5 3.433 .4126 1 

班級經營效能感 5 2.927 .7091 3 

引導學生效能感 7 3.001 .4452 2 

教師效能感整體 17        2.939        .31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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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綜合討論  

    本節以描述性統計進行分析，來瞭解目前新北市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

領導及教師效能感之現況，綜合上述統計分析結果，茲分析探討如下。 

一、校長空間領導方面 

    新北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的程度屬於中高程度，依此可知新北市

國民小學校長在進行學校領導時能融入空間領導之概念，並臻至一定水準。 

    若以分向度來探討，教師對「校長以空間規劃引領教學創新」有較高

的知覺程度，其次是「校長以空間規劃形塑學校文化」、「校長以空間規

劃革新行政效能」、「校長以空間規劃翻轉課程規劃」、「校長以空間規

劃促進學習效能」，而「校長以空間規劃增進社區關係」層面則低於前五

項。由此可推得，校長運用校園建築規劃，讓學校空間成為大型之教具，

不僅能輔助教師教學，並讓教育寓意含深化其中，並藉由軟硬體的設施擴

充，激發學校教師更多的教學靈感及創新教學的想法，唯校長應與社區建

立夥伴關係，維持良好互動，並與社區分享學校資源及設施，同時亦能引

進社區的資源支持學校的發展及規劃，與之共享互惠，創造學校與社區共

存共榮的榮景。 

二、就教師效能感方面 

    新北市國民小學教師對於「教師效能感」均達到中高程度之水準， 依

此可知新北市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效能感整體表現良好。 

    若以分向度來探討，教師對於「教學策略效能感」有較佳之知覺程度，

其次是「引導學生效能感」、「班級經營效能感」，相較之下知覺程度最

低的為「班級經營效能感」係指教師在特定教學情境下，對於建立班級規

範、維持班級秩序、建立學生良好品格及與家長溝通的能力信念。由於班

級經營涉及學生管教與家長溝通，通常是現場教師最感無力的部分，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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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及學校行政單位應能察覺此困境，並挹注教師相關班級經營的資源，

以提升教學品質 

 

第二節、不同背景變項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與教師 

        效能感現況之差異分析 

    本節旨在分析不同個人背景變項的國小教師所知覺校長空間領導行為

與教師效能感之整體與各層面的差異情形，將依教師之「性別」、「年齡」、

「服務年資」、「教育程度」、「職務」及「學校規模」等背景變項透過

統計分析，以平均數、標準差、t考驗檢定與單因子變異數分析來比較差異

情形，以下分述之: 

 

壹、 不同背景變項之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行為現況之差

異分析 

一、不同性別之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現況之差異分析 

    為瞭解不同性別之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是否有差異，本研究以「男 

性」及「女性」兩組進行t考驗予以分析。由表4-3 得知： 

    不同性別教師在「校長空間領導量表」整體得分情形，男性得分平 

均數為3.263，女性得分平均數為2.938，t考驗值為1.244結果未達顯著差

異，可知不同性別的教師在覺知校長空間領導上並無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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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不同性別之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行為之差異分析摘要表 

 

  

教師 

性別 
樣本

數 

(N) 

平均

數 

(M) 

標準差 

(SD) 
t 值 顯著性 差異 

情形 

校長空間領

導整體 

(1)男性 

(2)女性 

227 

215 

3.263

2.938

.2862 

.3018 

1.244 0.214 
__ 

校長以空間

規劃形塑學 

校文化 

(1)男性 

(2)女性 

227 

215 

3.437

3.031

0.4105 

0.3934 

1.801 0.072 
__ 

校長以空間

規劃革新行 

政效能 

(1)男性 

(2)女性 

227 

215 

3.387

3.093

0.3559 

0.4256 

0.522 0.602 
__ 

校長以空間

規劃翻轉課

程 

(1)男性 

(2)女性 

227 

215 

3.284

3.005

0.3354 

0.3840 

1.346 0.179 
__ 

以空間規劃

引領教學創

新 

(1)男性 

(2)女性 

227 

215 

3.315

3.064

0.4522 

0.3786 

1.150 0.251 
__ 

校長以空間

規劃促進學

習效能 

(1)男性 

(2)女性 

227 

215 

3.345

2.767

0.7071 

0.7505 

0.607 0.544 
__ 

校長以空間

規劃增進社

區關係 

(1)男性 

(2)女性 

227 

215 

3.345

2.767

0.3734 

0.5698 

1.571 0.117 
__ 

註:*p<.05; ** p<.01  

二、不同年齡之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現況之差異分析   

    為瞭解不同年齡之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是否有差異，本研究將年齡

將分成四組，分別為「30 歲(含)以下」、「31 至40 歲」、「41 至50 歲」

及「51 歲(含)以上」，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進行分析，考驗若由達顯著水

準，則用Scheffe法分別進行事後多重比較，以進一步分析比較其差異，由

表4-4 得知： 

(一) 不同年齡教師在「校長以空間規劃革新行政效能」、「校長以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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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規劃翻轉課程規劃」、「校長以空間規劃促進學習效能」及「校 

     長以空間規劃增進社區關係」四層面及總量表上，並無顯著差異。 

(二) 在「校長以空間規劃形塑學校文化」及「以空間規劃引領教學創新」         

   層面上，不同年齡教師對於知覺校長空間領導產生顯著差異，進行事   

   後比較發現，在「校長以空間規劃形塑學校文化」及「校長以空間規 

   劃引領教學創新」兩個向度上，年齡「41-50歲」的教師皆顯著高「30 

   歲以下」的教師，可得知年齡「41-50歲」的教師，在「校長以空間 

   規劃形塑學校文化」及「校長以空間規劃引領教學創新」兩個向度上 

   比「30歲以下」的教師有正面的看法。 

      表4-4 

     不同年齡之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行為之差異分析摘要表 
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層面  

名稱 

教師年齡 樣

本

數 

(N)

 平 

 均 

 數 

 (M) 

變異 

來源 

平方和 

SS 

自由 

度df 

平均 

平方和 

MS 

F 值 

 

 

  事後 

  比較 

組間 3.113 3 1.038 5.263 

組內 86.355 438 0.197  

 

校長以空間規劃

形塑學校文化 

(1)30歲（含）以下 

(2)31-40歲 

(3)41-50歲 

(4)51歲（含）以上 

51 

152

160

79 

3.259 

3.271 

3.402 

3.330 總和 89.468 441   

 

 

(3)>(1) 

組間 0.591 3 0.197 0.706 

組內 137.498 493 0.279  

 

校長以空間規劃

革新行政效能 

(1)30歲（含）以下 

(2)31-40歲 

(3)41-50歲 

(4)51歲（含）以上 

51 

152

160

79 

2.916 

2.946 

2.967 

3.085 
總和 138.089 496   

__ 

組間 1.855 3 0.618 2.500 

組內 113.540 459 0.247  

 

校長以空間規劃

翻轉課程規劃 

(1)30歲（含）以下 

(2)31-40歲 

(3)41-50歲 

(4)51歲（含）以上 

51 

152

160

79 

3.157 

3.290 

3.324 

3.401 總和 115.395 462   

 __ 

組間 1.576 3 0.525 2.797 

組內 82.294 438 .188  

校長以空間規劃

引領教學創新 

(1)30歲（含）以下 

(2)31-40歲 

(3)41-50歲 

(4)51歲（含）以上 

51 

152

160

79 

3.206 

3.125 

3.257 

3.083 
總和 83.870 441   

(3)>(1) 

***

** 

 (續下頁) 



 

69 
 

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層面  

名稱 

教師年齡 樣

本

數 

(N)

 平 

 均 

 數 

 (M) 

變異 

來源 

平方和 

SS 

自由 

度df 

平均 

平方和 

MS 

  F 值 

 

 

  事後 

  比較 

組間 0.760 3 0.253  0.732 

組內 158.797 459 0.346  

校長以空間規劃

促進學習效能 

(1)30歲（含）以下 

(2)31-40歲 

(3)41-50歲 

(4)51歲（含）以上 

51 

152

160

79 

2.269 

3.001 

3.093 

2.666 總和 159.557 462   

__ 

組間 1.889 4 .472  1.706 

組內 136.200 492 .277  

校長以空間規劃

增進社區關係 

(1)30歲（含）以下 

(2)31-40歲 

(3)41-50歲 

(4)51歲（含）以上 

51 

152

160

79 

3.288 

3.453 

3.447 

3.525 
總和 138.089 496   

__ 

組間 0.989 3 0.330  1.282 

組內 118.07 459 0.257  

校長空間領導整

體 

(1)30歲（含）以下 

(2)31-40歲 

(3)41-50歲 

(4)51歲（含）以上 

51 

152

160

79 

2.971 

3.065 

3.197 

2.333 
總和 119.06 462   

__ 

註:*p<.05; ** p<.01; *** p<.001  

 

三、不同服務年資之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現況之差異分析   

  為瞭解不同服務年資之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是否有差異，本研究 

將服務年資將分成五組，分別為「5 年(含)以下」、「6 至10 年」、「11 

至15年」、「16 至20 年」及「21 年(含)以上」，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進

行分析，考驗若由達顯著水準，則用Scheffe'法分別進行事後多重比較，

以進一步分析比較其差異，由表4-5得知： 

(一) 不同服務年資教師在「校長以空間規劃革新行政效能」、「校長以 

     空間規劃翻轉課程規劃」、「校長以空間規劃引領教學創新」及「校 

     長以空間規劃增進社區關係」四層面及總量表上，並無顯著差異。 

(二)在「校長以空間規劃形塑學校文化」及「校長以空間規劃促進學習效    

    能」層面上，不同服務年資教師對於知覺校長空間領導產生顯著差異， 

     



 

70 
 

  進行事後比較發現，在「校長以空間規劃形塑學校文化」及「校 長 

  以空間規劃促進學習效能」兩個向度上， 服務年資「11-15 年」的 

  教師皆顯著高於服務年資「5 年以下」的教師，可得知服務年資 

  「11-15 年」的教師，在「校長以空間規劃形塑學校文化」及「校 

   長以空間規劃促進學習效能」兩個向度上比服務年資「5 年以下」 

   的教師有正面的看法。 

  表4-5 

  不同服務年資之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行為之差異分析摘要表 

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層面 

名稱 

服務年資 樣 

本 

數 

(N) 

平 

均 

數 

(M) 

變異

來源

平方和 

SS 

自由 

度df 

平均 

平方和 

MS 

F 值 

 

 

事後 

比較 

組間 1.985 4 .496 2.479 

組內 87.483 437 .200  

 

校長以空間規劃

形塑學校文化 

(1) 5 年(含)以下 

(2)6-10 年 

(3)11-15 年 

(4)16-20 年 

(5)21 年(含)以上 

60 

75 

125 

117 

65 

3.073 

3.166 

3.321 

3.407 

3.222 

總和 89.468 441   

(3)>(1) 

組間 1.705 4 .426 1.560 

組內 134.453 492 .273  

 

校長以空間規劃

革新行政效能 

(1) 5 年(含)以下 

(2)6-10 年 

(3)11-15 年 

(4)16-20 年 

(5)21 年(含)以上 

60 

75 

125 

117 

65 

3.110 

3.166 

3.346 

3.326 

3.300 
總和 136.158 496   

__ 

組間 1.309 4 .327 2.226 

組內 64.223 437 .147  

 

校長以空間規劃

翻轉課程規劃 

(1) 5 年(含)以下 

(2)6-10 年 

(3)11-15 年 

(4)16-20 年 

(5)21 年(含)以上 

60 

75 

125 

117 

65 

2.903 

2.913 

3.058 

3.012 

3.058 

總和 65.532 441   

 __ 

組間 1.006 4 .252 1.104 

組內 112.126 492 .228  

 

以空間規劃引領

教學創新 

(1) 5 年(含)以下 

(2)6-10 年 

(3)11-15 年 

(4)16-20 年 

(5)21 年(含)以上 

60 

75 

125 

117 

65 

3.024 

3.056 

3.148 

3.065 

3.143 

總和 113.133 496   

 __ 

(續下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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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層面 

名稱 

服務年資 樣 

本 

數 

(N) 

平 

均 

數 

(M) 

變異

來源

平方和 

SS 

自由 

度df 

平均 

平方和 

MS 

F 值 

 

 

事後 

比較 

組間 2.250 4 .562 3.011 

組內 81.620 437 .187  

 

校長以空間規劃

促進學習效能 

(1) 5 年(含)以下 

(2)6-10 年 

(3)11-15 年 

(4)16-20 年 

(5)21 年(含)以上 

60 

75 

125 

117 

65 

3.021 

3.027 

3.213 

3.191 

3.213 

總和 83.870 441   

(3)>(1) 

組間 1.889 4 .472 1.706 

組內 136.200 492 .277  

 

校長以空間規劃

增進社區關係 

(1) 5 年(含)以下 

(2)6-10 年 

(3)11-15 年 

(4)16-20 年 

(5)21 年(含)以上 

60 

75 

125 

117 

65 

2.903 

2.840 

3.030 

2.969 

2.979 

總和 138.089 496   

__ 

組間 1.637 4 409 2.161 

組內 92.945 492 .189  

 

校長空間領導 

整體 

(1) 5 年(含)以下 

(2)6-10 年 

(3)11-15 年 

(4)16-20 年 

(5)21 年(含)以上 

60 

75 

125 

117 

65 

2.975 

2.985 

3.132 

3.088 

3.123 

總和 94.582 496   

__ 

註:*p<.05; ** p<.01; *** p<.001  

四、不同教育程度之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現況之差異分析 

    為瞭解不同教育程度之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是否有差異，本研究將

服務年資將分成三組，分別為「師範院校(含師專、師範大學、師範學院或

教育大學)」、「一般大學（含師資班或教育學程）畢業」及「研究所以上」，

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進行分析，考驗若由達顯著水準，則用Scheffe'法分

別進行事後多重比較，以進一步分析比較其差異，由表4-6得知： 

(一) 不同教育程度的教師在「校長以空間規劃革新行政效能」、「校長 

   以空間規劃翻轉課程規劃」、「校長以空間規劃形塑學校文化」、 

   「校長以空間規劃促進學習效能」及「校長以空間規劃增進社區關係 

    」五個層面及總量表上，並無顯著差異。 

(二) 在「校長以空間規劃引領教學創新」層面上，不同教育程度的教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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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知覺校長空間領導產生顯著差異，進行事後比較發現，在「校   

    長以空間規劃引領教學創新」向度上， 教育程度為「研究所以上」    

    的教師 顯著高於教育程度為「師範院校(含師專、師範大學、師範  

    學院或教育大學)」的教師，可得知教育程度為「研究所以上」的教   

    師，在「校長以空間規劃引領教學創新」向度上比教育程度為「師 

    範院校(含師專、師範大學、師範學院或教育大學)」的教師有正面 

    的看法。 

  表4-6 

不同教育程度之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行為之差異分析摘要表 

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層面 

名稱 

教育程度 樣 

本 

數 

(N) 

平 

均 

數 

(M) 

變異 

來源 

平方和 

SS 

自由 

度df 

平均 

平方和 

MS 

F 值 

 

 

事後 

比較 

組間 1.705 4 .426 1.560 

組內 134.453 492 .273  

校長以空間規劃

形塑學校文化 

(1) 師範院校  

(2)一般大學  

(3) 研究所以上 

221 

96 

125 

3.194 

3.207 

3.165 總和 136.158 496   

__ 

組間 1.006 4 .252 1.104 

組內 112.126 492 .228  

校長以空間規劃

革新行政效能 

(1) 師範院校  

(2)一般大學  

(3) 研究所以上 

221 

96 

125 

2.979 

3.113 

3.127 總和 113.133 496   

__ 

組間 1.889 4 .472 1.706 

組內 136.200 492 .277  

校長以空間規劃

翻轉課程規劃 

(1) 師範院校  

(2)一般大學  

(3) 研究所以上 

221 

96 

125 

3.041 

3.049 

2.996 總和 138.089 496   

__ 

組間 2.445 3 .815 2.636 

組內 135.405 438 .309  

以空間規劃引領

教學創新 

(1) 師範院校  

(2)一般大學  

(3) 研究所以上 

221 

96 

125 

2.979 

3.113 

3.127 總和 137.85 441   

(3)>(1)

組間 .085 3 .028 .190 

組內 65.447 438 .149  

校長以空間規劃

促進學習效能 

(1) 師範院校  

(2)一般大學  

(3) 研究所以上 

221 

96 

125 

3.304 

3.200 

3.285 總和 65.532 441   

__ 

組間 1.889 4 .472 1.706 

組內 136.200 492 .277  

校長以空間規劃

增進社區關係 

(1) 師範院校  

(2)一般大學  

(3) 研究所以上 

221 

96 

125 

3.029 

2.4235 

3.098 總和 138.089 496 

 

  

__ 

 ** 

(續下頁) 
註:*p<.05; ** p<.01;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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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p<.05; ** p<.01; *** p<.001  

 

五、擔任不同職務之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現況之差異分析 

  為瞭解擔任不同職務之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是否有差異，本研究將 

擔任之職務分成四組，分別為「主任」、「組長(副組長)」、「級任教師」

及「科任教師」，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進行分析，考驗若由達顯著水準，

則用Scheffe'分別進行事後多重比較，以進一步分析比較其差異，由表4-7

得知： 

(一)擔任不同職務之教師在「校長以空間規劃革新行政效能」、「校長 

  以空間規劃形塑學校文化」、「校長以空間規劃引領教學創新」及 

 「校長以空間規劃增進社區關係」四個層面上，並無顯著差異。 

(二)在「校長以空間規劃翻轉課程規劃」及「校長以空間規劃促進學習效 

能」兩個層面及總量表上，擔任不同職務之教師對於知覺校長空間領

導產生顯著差異，進行事後比較發現，在「校長以空間規劃翻轉課程

規劃」及「校長以空間規劃促進學習效能」兩個層面及總量表上，擔

任職務為「主任」的教師均顯著高於擔任職務為「科任教師」的教師，

可得知職務為「主任」的教師，在「校長以空間規劃翻轉課程規劃」

向度上比擔任職務為「科任教師」的教師有正面的看法。 

 

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層面 

名稱 

教育程度 樣 

本 

數 

(N) 

平 

均 

數 

(M) 
變異 

來源 

平方和 

SS 

自由 

度df 

平均 

平方和 

MS 

F 值 

 

 

事後 

比較 

組間 .679 3 .226 1.300 

組內 76.306 438 .174  

校長空間領導整

體 

(1) 師範院校  

(2)一般大學  

(3) 研究所以上 

221 

96 

125 

2.918 

3.049 

3.280 

 
總和 76.986 441    

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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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7 

   不同職務之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行為之差異分析摘要表 

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層面 

名稱  

職務 樣本

數 

(N) 

平均數

(M) 變異 

來源 

平方和 

SS 

自由 

度df 

平均 

平方和 

MS 

F 值 

 

 

事後 

比較 

組間 1.889 4 .472 1.706 

組內 136.200 492 .277  

校長以空間規

劃形塑學校文

化 

(1)主任 

(2)組長(副組長) 

(3)級任教師 

(4)科任教師 

91 

115 

111 

125 

3.029 

3.098 

3.099 

3.029 
組間 138.089    

 

__ 

組間  0.158 2 .079 0.284 

組內 137.930 494 .279  

校長以空間規

劃革新行政效

能 

(1)主任 

(2)組長(副組長) 

(3)級任教師 

(4)科任教師 

91 

115 

111 

125 

3.227 

3.102 

3.090 

2.991 
總和 138.089 496   

__ 

組間 4.243 3 1.414 5.841 

組內 111.152 459 0.242  

校長以空間規

劃翻轉課程規

劃 

(1)主任 

(2)組長(副組長) 

(3)級任教師 

(4)科任教師 

91 

115 

111 

125 

3.500 

3.356 

3.241 

3.041 總和 115.395 462   

 

(1)>(4) 

組間 0.293 3 0.098 0.415 

組內 108.020 459 0.235  

以空間規劃引

領教學創新 

(1)主任 

(2)組長(副組長) 

(3)級任教師 

(4)科任教師 

91 

115 

111 

125  

3.226 

3.102 

3.091 

2.990 
總和 108.313 462   

 

組間 1.697 3 .566 3.290 

組內 75.289 438 .172  

校長以空間規

劃促進學習效

能 

(1)主任 

(2)組長(副組長) 

(3)級任教師 

(4)科任教師 

91 

115 

111 

125 

3.498 

3.127 

3.196 

3.072 總和 76.986 441   

 

(1)>(4) 

組間 1.889 4 .472 1.706 

組內 136.200 492 .277  

校長以空間規

劃增進社區關

係 

(1)主任 

(2)組長(副組長) 

(3)級任教師 

(4)科任教師 

91 

115 

111 

125 

3.021 

3.120 

3.195 

3.208 總和 138.089 496   

__ 

組間 4.360 3 1.453 4.687 

組內 142.298 459 0.310  

校長空間領導 

整體 

(1)主任 

(2)組長(副組長) 

(3)級任教師 

(4)科任教師 

91 

115 

111 

125 

3.274 

3.129 

3.196 

2.941 
總和 146.657 462   

(1)>(4) 

註:*p<.05; ** p<.01; *** p<.00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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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不同學校規模之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現況之差異分析 

  為瞭解不同學校規模之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是否有差異，本研究將

學校規模將分成三組，分別為「12 班(含)以下」、「13-30 班」 及「31 班

(含)以上」，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進行分析，考驗若由達顯著水準，則用

Scheffe'法分別進行事後多重比較，以進一步分析比較其差異，由表4-8得

知： 

(一)不同學校規模之教師在「校長以空間規劃革新行政效能」、「校長以 

  空間規劃形塑學校文化」、「校長以空間規劃引領教學創新」、「校 

    長以空間規劃翻轉課程規劃」及「校長以空間規劃增進社區關係」五 

    個層面及總量表上，並無顯著差異。 

(二)在「校長以空間規劃促進學習效能」的層面上，不同學校規模之教師

對於知覺校長空間領導產生顯著差異，進行事後比較發現，在「校長

以空間規劃促進學習效能」的層面上，學校規模為「31班以上」的教

師均顯著高於學校規模為「12 班以下」的教師，可得知學校規模為「31 

班以上」的教師，在「校長以空間規劃促進學習效能」向度上比學校

規模為「12 班以下」的教師有正面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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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8 

  不同學校規模之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行為之差異分析摘要表 

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層面 

名稱 

學校規模 樣 

本 

數 

(N) 

平 

均 

數 

(M) 

變異 

來源 

平方和 

SS 

自由 

度df 

平均 

平方和 

MS 

F 值 

 

 

事後 

比較 

組間 2.656 2 1.328 9.271 

組內 62.876 439 .143  

校長以空間規劃

形塑學校文化 

(1)12 班(含)以下 

(2)13-30 班 

(3) 31班(含)以上 

160 

120 

162 

3.125 

3.361 

3.263 總和 65.532 441   

__ 

組間 1.565 3 .522 2.305 

組內 111.568 493 .226  

校長以空間規劃

革新行政效能 

(1)12 班(含)以下 

(2)13-30 班 

(3)31 班(含)以上 

160 

120 

162 

3.226 

3.102 

3.091 總和 113.333 496   

__ 

組間 2 .194 1.111 .330 

組內 439 .174   

校長以空間規劃

翻轉課程規劃 

(1)12 班(含)以下 

(2)13-30班 

(3)31班(含)以上 

160 

120 

162 

3.078 

3.270 

3.1281 總和 441    

__ 

組間 1.448 3 .483 2.550 

組內 93.134 493 189  

以空間規劃引領

教學創新 

(1) 12班(含)以下 

(2)13-30 班 

(3) 31班(含)以上 

160 

120 

162 

3.227 

3.102 

3.090 
總和 94.582 496   

__ 

組間 1.668 2 0.834 3.268 

組內 117.369 460 0.255  

校長以空間規劃

促進學習效能 

(1)12 班(含)以下 

(2)13-30 班 

(3)31班(含)以上 

160 

120 

162 

2.012 

3.133 

3.421 總和 119.064 462   

(3)>(1)

組間 1.006 4 .252 1.10  

組內 112.126 492 .228  

校長以空間規劃

增進社區關係 

(1)12班(含)以下 

(2)13-30班 

(3)31班(含)以上 

160 

120 

162 

3.198 

3.084 

3.072 總和 113.133 496   

__ 

組間  1.619 3 .540 1.977 

組內 134.540 493 .273  

校長空間領導 

整體 

(1)12班(含)以下 

(2)13-30班 

(3) 31班(含)以上 

160 

120 

162 

3.067 

3.080 

3.100 總和 136.158    

__ 

註:*p<.05; ** p<.01; *** p<.00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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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不同背景變項之教師對於其教師效能感現況之差異分析 

一、不同性別之教師知覺教師效能感之差異分析 

  為瞭解不同性別之教師知覺教師效能感是否有差異，本研究以「男 

性」及「女性」兩組進行t考驗予以分析。由表4-9 得知： 

  (一) 不同性別教師在「引導學生效能感」之層面得分上，並無顯著差異。 

(二) 而在「教學策略效能感」、「班級經營效能感」二層面及總量表上 

     ，不同性別之教師對於知覺教師效能感產生顯著差異，其中女性 

     教師對「教師效能感整體」及「教學策略效能感」、「班級經營 

     效能感」二層面的看法較男性教師正向。 

   表4-9 

   不同性別之教師知覺教師效能感之差異分析摘要表 

層面 

名稱 
教師性別 樣本數 

(N) 
平均數 

(M) 
t 值 差異情形 

教學策略 

效能感 

(1)男性 

(2)女性 

227 

215 

3.353 

3.509 

0.863 (2) > (1) 

班級經營 

效能感 

(1)男性 

(2)女性 

227 

215 

2.897 

2.955 

2.635 (2) > (1) 

引導學生效

能感 

(1)男性 

(2)女性 

227 

215 

2.905 

3.103 

1.503 
 

教師效能感

整體 

(1)男性 

(2)女性 

227 

215 

3.328 

3.386 

2.287 (2) > (1) 

註:*p<.05; ** p<.01; *** p<.001  

二、不同年齡之教師對於其教師效能感現況之差異分析 

  為瞭解不同年齡之教師知覺教師效能感是否有差異，本研究將年齡將 

分成四組，分別為「30 歲(含)以下」、「31 至40 歲」、「41 至50 歲」

及「51 歲(含)以上」，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進行分析，考驗若由達顯著水

準，則用Scheffe＇法分別進行事後多重比較，以進一步分析比較其差異，

由表4-4 得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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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不同年齡教師在「教學策略效能感」之層面上，並無顯著差異。 

(二) 而在「班級經營效能感」及「引導學生效能感」兩個層面及總量表 

     上，不同年齡教師對於知覺教師效能感產生顯著差異，進行事後比  

     較發現，在「班級經營效能感」及「引導學生效能感」兩個向度及 

     總量表上，年齡「41-50歲」的教師皆顯著高「30歲以下」的教師， 

     可得知年齡「41-50歲」的教師，在在「班級經營效能感」及「引 

     導學生效能感」兩個向度及總量表上比「30歲以下」的教師有正面 

     的看法。 

表4-10 

不同年齡之教師知覺教師效能感之差異分析摘要表 

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層面 

名稱 

教師年齡 樣

本

數 

(N) 

平 

均 

數 

(M) 

變異 

來源 

平方和 

SS 

自由 

度df 

平均 

平方和 

MS 

F 值 

 

 

事後 

比較 

組間 .986 3 .329 1.943 

組內 74.118 438 .169  

教學策略 

效能感 

  

(1)30歲（含）以下 

(2)31-40歲 

(3)41-50歲 

(4)51歲（含）以上 

51 

152 

160 

79 

3.391 

3.398 

3.493 

3.466 
總和 75.104 441   

  

組間 114.584 3 38.195 156.086 

組內 107.180 438 .245  

班級經營 

效能感 

(1)30歲（含）以下 

(2)31-40歲 

(3)41-50歲 

(4)51歲（含）以上 

51 

152 

160 

79 

2.252 

2.782 

3.531 

3.133 總和 221.763 441   

(3)>(1) 

組間 4.221 3 1.407 7.409 

組內 83.186 438 .190  

引導學生

效能感 

(1)30歲（含）以下 

(2)31-40歲 

(3)41-50歲 

(4)51歲（含）以上 

51 

152 

160 

79 

2.894 

2.948 

3.125 

3.047 總和 87.407 441   

(3)>(1) 

組間 1.763 3 .588 3.166 

組內 93.331 438 .186  

教師效能

感整體 

  

(1)30歲（含）以下 

(2)31-40歲 

(3)41-50歲 

(4)51歲（含）以上 

51 

152 

160 

79 

2.845 

3.042 

3.383 

3.215 總和 121.315 441   

(3)>(1) 

註:*p<.05; ** p<.01; *** p<.00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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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不同服務年資之教師知覺教師效能感現況之差異分析 

    為瞭解不同服務年資之教師知覺教師效能感是否有差異，本研究將

服務年資將分成五組，分別為「5 年(含)以下」、「6 至10 年」、「11 

至15年」、「16 至20 年」及「21 年(含)以上」，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進行分析，考驗若由達顯著水準，則用Scheffe'法分別進行事後多重比

較，以進一步分析比較其差異，由表4-11 得知： 

    在「教學策略效能感」、「班級經營效能感」及「引導學生效能感」

層面上，不同年齡教師對於知覺教師效能感皆產生顯著差異，進行事後

比較發現，在「教學策略效能感」及「班級經營效能感」兩個向度上，

服務年資「21 年以上」的教師皆顯著高於服務年資「5 年以下」的教師，

可得知服務年資「11-15 年」的教師；在「引導學生效能感」層面上，

服務年資「11-15 年」的教師顯著高於服務年資「5 年以下」的教師；

以整體教師效能感量表而言，服務年資「21 年以上」之教師及服務年資

「11-15 年」之教師均顯著高於服務年資「5 年以下」的教師。 

表4-11 

不同服務年資之教師知覺教師效能感之差異分析摘要表 
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層面 

名稱 

服務年資 樣 

本 

數 

(N) 

平 

均 

數 

(M) 

變異 

來源 

平方和 

SS 

自由 

度df 

平均 

平方和 

MS 

F 值 

 

 

事後 

比較 

組間 4.124 4 1.031 6.347 

組內 70.980 437 .162  

教學策略 

效能感 

  

(1) 5 年(含)以下 

(2)6-10 年 

(3)11-15 年 

(4)16-20 年 

(5)21 年(含)以上 

60 

75 

125 

117 

65 

3.292 

3.483 

3.415 

3.392 

3.613 
總和 75.104 441   

(5)>(1) 

組間 181.793 4 45.448 496.898 

437 .091  

班級經營 

效能感 

(1) 5 年(含)以下 

(2)6-10 年 

(3)11-15 年 

(4)16-20 年 

(5)21 年(含)以上 

60 

75 

125 

117 

65 

2.1520

2.2167

3.3957

3.4000

3.4933

組內 

總和 

39.970 

221.763 441 

 

 

  

(5)>(1) 

註:*p<.05; ** p<.01; *** p<.001  

 

 *** 

 ***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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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層面 

名稱 

服務年資 樣 

本 

數 

(N) 

平 

均 

數 

(M) 

變異 

來源 

平方和 

SS 

自由 

度df 

平均 

平方和

MS 

F 值 

 

 

事後 

比較 

組間 3.147 4 .787 4.081 

組內 84.260 437 .193  

引導學生

效能感 

(1)5年(含)以下 

(2)6-10 年 

(3)11-15 年 

(4)16-20 年 

(5)21 年(含)以上 

60 

75 

125 

117 

65 

2.9029

2.9881

3.104 

2.9341

3.085 
總和 87.407 441   

(3)>(1) 

組間 27.628  3 9.209 5.235 

組內 807.397 459 1.759 1 

教師效能

感整體 

  

(1)5年(含)以下 

(2)6-10 年 

(3)11-15 年 

(4)16-20 年 

(5)21 年(含)以上 

60 

75 

125 

117 

65 

2.782 

2.895 

3.331 

3.403 

3.397 
總和 835.024 462   

(5)>(1) 

(3)>(1) 

註:*p<.05; ** p<.01; *** p<.001  

 

 

四、不同教育程度之教師知覺教師效能感現況之差異分析 

    為瞭解不同教育程度之教師知覺教師效能感是否有差異，本研究將

教育程度將分成三組，分別為「師範院校(含師專、師範大學、師範學院

或教育大學)」、「一般大學（含師資班或教育學程）畢業」及「研究所

以上」，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進行分析，考驗若由達顯著水準，則用

Scheffe＇法分別進行事後多重比較，以進一步分析比較其差異，由表

4-12得知： 

(一) 不同教育程度的教師在「教學策略效能感」層面及總量表上，並無 

     顯著差異。 

(二) 在「班級經營效能感」及「引導學生效能感」層面，不同教育程度  

     的教師對於知覺教師效能感產生顯著差異，進行事後比較發現，在   

    「班級經營效能感」向度上，教育程度為「研究所以上」的教師顯 

     著高於教育程度為「師範院校」的教師，可得知教育程度為「研究 

     所以上」的教師;在「引導學生效能感」向度上，教育程度為「師 

     範院校」的教師顯著高於教育程度為「一般大學」的教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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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2 

不同教育程度之教師知覺教師效能感之差異分析摘要表 
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層面 

名稱 

教育程度 樣 

本 

數 

(N) 

平 

均 

數 

(M) 變異 

來源 

平方和 

SS 

自由 

度df 

平均 

平方和 

MS 

F 值 事後 

比較 

組間 .875 3 .292 1.721 

組內 74.230 438 .169  

教學策略 

效能感 

(1) 師範院校  

(2)一般大學  

(3) 研究所以上 

221 

96 

125 

3.524 

3.456 

3.396 總和 75.104 441   

 

組間 5.362 3 1.787 3.618 

組內 216.401 438 .494  

班級經營 

效能感 

(1) 師範院校  

(2)一般大學  

(3) 研究所以上 

221 

96 

125 

2.9840 

3.0787 

3.114 總和 221.763 441   

(3)>(1) 

組間 5.682 3 1.894 10.151 

組內 81.725 438 .187  

引導學生

效能感 

(1) 師範院校  

(2)一般大學  

(3) 研究所以上 

221 

96 

125 

3.433 

3.023 

3.147 總和 87.407 441   

(1)>(2) 

組間 0.312 3 .104 .377 

組內 135.847 493 .276  

教師效能

感整體 

  

(1) 師範院校  

(2)一般大學  

(3) 研究所以上 

221 

96 

125 

3.188 

3.253 

3.117 總和 136.158 496   

 

註:*p<.05; ** p<.01; *** p<.001 

五、擔任不同職務之教師知覺教師效能感現況之差異分析 

    為瞭解擔任不同職務之教師知覺教師效能感是否有差異，本研究將

擔任之職務將分成四組，分別為「主任」、「組長(副組長)」、「級任

教師」及「科任教師」，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進行分析，考驗若由達顯

著水準，則用Scheffe'法分別進行事後多重比較，以進一步分析比較其

差異，由表4-13得知： 

(一)擔任不同職務之教師在「班級經營效能感」層面上，並無顯著差異。 

(二)在「教學策略效能感」及「引導學生效能感」兩個層面及總量表上， 

    擔任不同職務之教師對於知覺校長空間領導產生顯著差異，進行事 

    後比較發現，在「教學策略效能感」及「引導學生效能感」兩個層 

    面及總量表上，擔任職務為「級任教師」的教師均顯著高於擔任職 

    務為「主任」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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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3 

擔任不同職務之教師知覺教師效能感之差異分析摘要表 
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層面 

名稱 

職務 樣 

本 

數 

(N) 

平 

均 

數 

(M) 變異 

來源 

平方和 

SS 

自由 

度df 

平均 

平方和 

MS 

F 值 事後 

比較 

組間 .383 3 .128 .748 

組內 74.722 438 .171  

教學策 

略效能 

感 

  

(1)主任 

(2)組長(副組長) 

(3)級任教師 

(4)科任教師 

91 

115 

111 

125 

3.400 

3.419 

3.440 

3.483 總和 75.104 441   

 

組間 12.312 3 4.104 8.582 

組內 209.452 438 .478  

班級經

營效能 

感 

(1)主任 

(2)組長(副組長) 

(3)級任教師 

(4)科任教師 

91 

115 

111 

125 

2.824 

2.821 

3.208 

2.844 總和 221.763 441   

(3)>(1) 

組間 46.655 3 15.552 167.15 

組內 40.752 438 .093  

引導學 

生效能 

感 

(1)主任 

(2)組長(副組長) 

(3)級任教師 

(4)科任教師 

91 

115 

111 

125 

2.583 

2.989 

3.457 

2.918 總和 87.407 441   

(3)>(1) 

組間 3.508 3 1.335 3.750 

組內 143.149 459 0.254  

教師效 

能感整 

體 

  

(1)主任 

(2)組長(副組長) 

(3)級任教師 

(4)科任教師 

91 

115 

111 

125 

3.063 

3.076 

3.243 

3.081 
總和 146.657 462   

(3)>(1) 

註:*p<.05; ** p<.01; *** p<.001 

六、不同學校規模之教師知覺教師效能感現況之差異分析 

   為瞭解不同學校規模之教師知覺教師效能感是否有差異，本研究將學

校規模將分成三組，分別為「12 班(含)以下」、「 13-30 班」 及「31 

班(含)以上」，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進行分析，考驗若由達顯著水準，

則用Scheffe'法分別進行事後多重比較，以進一步分析比較其差異，由

表4-14得知： 

(一)不同學校規模之教師在「班級經營效能感」層面及總量表上，並無 

    顯著差異。 

(二)在「教學策略效能感」及「引導學生效能感」兩個層面及總量表上， 

    不同學校規模之教師對於知覺校長空間領導產生顯著差異，進行事 

    後比較發現，在「教學策略效能感」的層面上，學校規模為「13-3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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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的教師顯著高於學校規模為「12班以下」的教師；在「引導學 

   生效能感」的層面上，學校規模為「31班以上」的教師顯著高於學 

   校規模為「12班以下」的教師。 

 

表4-14 

不同學校規模之教師知覺教師效能感之差異分析摘要表 
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層面 

名稱 

學校規模 樣本

數 

(N) 

平均數

(M) 

變異 

來源 

平方和 

SS 

自由度

df 

平均 

平方和 

MS 

F 值 

 

 

事後 

比較 

組間 2.624 2 1.312 7.948 

組內 72.480 439 .165  

教學策略 

效能感 

  

(1) 12 班(含)以下 

(2)13-30 班 

(3) 31 班(含)以上 

160 

120 

162 

3.125 

3.361 

3.263 

總和 75.104 441   

(3)>(1)

組間 0.158 2 .079 0.284 

組內 137.930 494 .279  

班級 

經營 

效能 

感 

(1) 12 班(含)以下 

(2)13-30 班 

(3) 31 班(含)以上 

160 

120 

162 

3.234 

3.291 

3.219 

 總和 138.089 496   

 

組間 12.312 3 4.104 8.582 

組內 209.452 438 .478  

引導學生

效能感 

(1) 12 班(含)以下 

(2)13-30 班 

(3) 31 班(含)以上 

160 

120 

162 

3.197 

2.837 

2.716 

 
總和 221.763 441   

(3)>(1)

組間 1.420 3 .473 1.946 

組內 110.897 493 .243  

教師效能

感整體 

  

(1) 12 班(含)以下 

(2)13-30 班 

(3) 31 班(含)以上 

160 

120 

162 

2.910 

3.119 

3.004 
總和 121.317 496   

 

註:*p<.05; ** p<.01; *** p<.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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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綜合討論 

    根據教師不同的背景變項及學校背景變項，以瞭解新北市國民小學教

師對於校長空間領導與教師效能感知覺差異情形，茲將差異情形摘要如表

4-15： 

表4-15 

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與教師效能感研究結果摘要表 

研究變項顯著情形 背景變項 

類別 
背景變項內容 

校長空間領導 教師效能感 

性別 (1)男性 

(2)女性 
 (2)>(1) 

年齡 (1)30歲（含）以下 

(2)31-40歲 

(3)41-50歲 

(4)51歲（含）以上 

(3)>(1) 

 

(3)>(1) 

 

服務年資 (1)5 年(含)以下 

(2)6-10 年 

(3)11-15 年 

(4)16-20 年 

(5)21 年(含)以上 

(3)>(1) 

 

(3)>(1) 

(5)>(1) 

教育程度 (1) 師範院校  

(2)一般大學  

(3) 研究所以上 

(3)>(1) 

 

(3)>(1) 

(1)>(2) 

擔任職務 (1)主任 

(2)組長(副組長) 

(3)級任教師 

(4)科任教師 

(1)>(4) (3)>(1) 

學校規模 (1) 12 班(含)以下 

(2)13-30 班 

(3) 31 班(含)以上 

(3)>(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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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校長空間領導」而言，年齡、服務年資、教育程度、擔任職務及 

    學校規模為重要影響因素。 

    新北市國小教師對「校長空間領導」之知覺因年齡、服務年資、教 

育程度、擔任職務及學校規模等之不同而有顯著差異。具體而言，年齡41-50

歲之教師知覺程度較30歲(含)以下的教師高; 服務年資11-15 年之教師知

覺程度較服務年資5年(含)以下之教師高; 教育程度研究所以上之教師知

覺程度較教育程度為師範院校之教師高；擔任職務為主任之教師知覺程度

較職務為科任教師之教師高；學校規模為31班(含)以上之教師知覺程度較

學校規模為12班(含)以下之教師高。 

    究其原因，服務年資11-15年之教師比服務年資5年(含)以下之教師更

熟悉學校環境並了解學校的脈絡及運作方式，對於學校空間之覺知能力較

高，自然而然對於校長推行空間領導的政策有較高的掌握力。 

    校長為空間領導政策之掌舵者，而主任則常為第一線政策之執行者，

對於空間領導，對於校長空間的規劃與理念較一般教師有更深入的了解，

固然對空間領導的覺知程度較高，而級任及科任教師因課務繁忙，通常將

校長推行政策視為額外的負擔，自然對於空間領導的覺知程度較低落，為

此鼓勵主任可多與教師互動、溝通，並主動支援教師在教學現場必要之協

助，使行政與教學能站在同一陣線，有助於校長空間領導之推行。 

二、就「教師效能感」而言，性別、年齡、服務年資、教育程度、擔任職

務及學校規模為重要影響因素。 

    新北市國小教師對「教師效能感」之知覺因性別、年齡、服務年資、

教育程度、擔任職務及學校規模等之不同而有顯著差異。具體而言，女性

教師較男性教師有較佳的教師效能感;年齡41-50歲之教師知覺程度較30歲

(含)以下的教師高; 服務年資11-15年及服務年資21年(含)以上之教師知

覺程度較服務年資5年(含)以下之教師高;教育程度研究所以上之教師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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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度較教育程度為師範院校之教師高，而教育程度為師範院校之教師又高

於教育程度為一般大學之教師；擔任職務為級任教師之教師知覺程度較職

務為主任之教師高；學校規模為31班(含)以上之教師知覺程度較學校規模 

為12班(含)以下之教師高。 

     究其原因，擔任主任之教師工作範圍多為學校事務及行政決策方面，

對於班級經營及學生事務沒有級任老師來得熟悉，故在教師效能感方面擔

任主任之教師較擔任級任老師之校師低落。 

    學校規模31班(含)以上之教師係因為可以獲得較多的教學資源，教師 

編配得宜，又有充足的行政人力資源，教學與行政能各司其職，其教師效

能感的知覺程度自然高於12班(含)以下的小型學校。 

 

第三節 校長空間領導對教師效能感之關係分析 

 

    本節旨在瞭解「校長空間領導」與「教師效能感」之整體及各層面間

之相關情形，茲以「校長空間領導」各層面及整體平均數與「教師效能感」

各層面及整體平均數，以皮爾遜積差相關之統計方式進行分析，並考驗其

顯著性相關摘要如表4-16所示，可得知： 

一、「校長空間領導」與「教師效能感」之整體相關係數達.478，為顯著 

    相關，且屬中等相關程度。顯示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程度愈高，其 

    教師效能感也愈高。 

二、就校長空間領導各層面與「教師效能感」之間，均達顯著相關，其相 

    關顯著程度由高至低依序為「校長以空間規劃翻轉課程規劃」(.675 )   

    相關最高，其次為「校長以空間規劃革新行政效能」(.557 )、「校長   

    以空間規劃引領教學創新」(.547 )、「校長以空間規劃形塑學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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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 )、「校長以空間規劃促進學習效能」(.451)，而以「校長以  

    空間規劃增進社區關係」(.215 )相關最低。 

三、就教師效能感各層面與「校長空間領導」之間，均達顯著相關，其相 

    關顯著程度由高至低依序為「教學策略效能感」(.673 )相關最高，    

    其次為「班級經營效能感」(.510 )，以「引導學生效能感」(.501 )  

    相關最低。 

表4-16 

「校長空間領導」與「教師效能感」之相關摘要表 

教師效能感  變項 

教學策略 

效能感 

班級經營

效能感 

引導學生  

效能感 
整體 

校長以空間規劃形塑學校文化 .581 .305 .412 .431 

校長以空間規劃革新行政效能 .416 .679 .546 .557 

校長以空間規劃翻轉課程規劃 .673 .510 .501 .675 

校長以空間規劃引領教學創新 .579 .512 .498 .547 

校長以空間規劃促進學習效能 .206 .365 .695 .451 

  校 

   

  長 

   

  空 

   

  間 

  

  領 

 

  導 

校長以空間規劃增進社區關係 

整體 

.263 

  

    .432 

.196 

 

 .355   

.215 

 

  .569 

.215 

 

   .478 

**p<.01 

第四節 校長空間領導對教師效能感之預測分析 
 

   本節旨在分析「校長空間領導」對「教師效能感」之預測情況，本研究

以「校長空間領導」為預測變項，以「教師效能感」為效標變項，藉由逐

步多元迴歸分析進行考驗，用以「校長空間領導」瞭解對「教師效能感整

體」、「教學策略效能感」、「班級經營效能感」及「引導學生效能感」

之預測效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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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校長空間領導各層面對教師效能感整體預測分析 

   本部分以「校長空間領導」為預測變項，以「教師效能感整體」為效標

變項，藉由逐步多元迴歸分析進行考驗，用以瞭解其對「教師效能感整體」

之預測效果。 

    由表4-17得知：能夠預測教師效能感整體之變項依序有「校長以空間

規劃革新行政效能」、「校長以空間規劃促進學習效能」、「校長以空間規劃

引領教學創新」及「校長以空間規劃增進社區關係」，共計4項，其整體預

測力達.474，表示其可解釋「教師效能感整體」47.4%之變異量，其中以「校

長以空間規劃革新行政效能」對「教師效能感整體」有較高的預測力，其

可解釋「教師效能感整體」30.3%之變異量。 

    再者，模式一選入「校長以空間規劃革新行政效能」之變項可單獨預

測「教師效能感」效果，其β值為.548，因為只有一個變項選入模式中，

並無共線性問題，而從模式二至四逐步選入其他變項後，其影響性亦降低，

惟模式四以「校長以空間規劃革新行政效能」的β值.251最大，顯示「校

長以空間規劃革新行政效能」的預測效果因為排除了「校長以空間規劃促

進學習效能」等四個變項，而降低了其影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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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7 

校長空間領導各層面對教師效能感整體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模

式 
選入變項 R R2 R2 改 

變量 
標準化 

係數β 
F 值 

1 校長以空間規劃革新行政效能 .548 .303 .303 .548 280.711***

2 校長以空間規劃革新行政效能 

校長以空間規劃促進學習效能 

.586 .421 .118 .308 

.170 
114.091***

3 校長以空間規劃革新行政效能 

校長以空間規劃促進學習效能 

校長以空間規劃引領教學創新 

.602 .461 .04 .244 

.183 

.129 

96.633*** 

4 校長以空間規劃革新行政效能 

校長以空間規劃促進學習效能 

校長以空間規劃引領教學創新 

校長以空間規劃增進社區關係 

.617 .591 .013 .251 

.235 

.151 

.128 

86.738*** 

***p<.001 

貳、校長空間領導各層面對教師效能感之「教學策略效能感」 

    預測分析 

    本部分以「校長空間領導」為預測變項，以「教學策略效能感」為效

標變項，藉由逐步多元迴歸分析進行考驗，用以瞭解其對「教學策略效能

感」之預測效果。 

    由表4-18 得知：能夠預測「教學策略效能感」之變項依序有「校長以

空間規劃引領教學創新」及「校長以空間規劃形塑學校文化」，共計2項，其

整體預測力達.254，表示其可解釋「教師效能感整體」25.4%之變異量，其

中以「校長以空間規劃引領教學創新」對「教學策略效能感」有較高的預測

力，其可解釋「教師效能感整體」21.8%之變異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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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模式一選入「校長以空間規劃引領教學創新」之變項可單獨預

測「教學策略效能感」效果，其β值為.467 ，因為只有一個變項選入模式

中，並無共線性問題，而從模式二逐步選入其他變項後，其影響性亦降低，

其中模式二以「校長以空間規劃引領教學創新」的β值.302最大，顯示「校

長以空間規劃引領教學創新」的預測效果因排除了「校長以空間規劃形塑

學校文化」之變項，而降低了其影響性。 

4-18 

校長空間領導各層面對教學策略效能感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模

式 
選入變項 R R2 R2 改 

變量 

標準化 

係數β 

F 值 

1 校長以空間規劃引領教學創新 .467 .218 .218 .467 
168.586***

2 校長以空間規劃引領教學創新 

校長以空間規劃形塑學校文化 

.493 .254 .036 .302 

.153 
99.968*** 

***p<.001 

參、校長空間領導各層面對教師效能感之「班級經營效能感」 

    預測分析 

    本部分以「校長空間領導」為預測變項，以「班級經營效能感」為效

標變項，藉由逐步多元迴歸分析進行考驗，用以瞭解其對「班級經營效能

感」之預測效果。 

    由表4-19得知：能夠預測「班級經營效能感」之變項依序有「校長以

空間規劃促進學習效能」、「校長以空間規劃革新行政效能」及「校長以空

間規劃翻轉課程規劃」，共計3項，其整體預測力達.302，表示其可解釋「教

師效能感整體」30.2%之變異量，其中以「校長以空間規劃促進學習效能」

對「班級經營效能感」有較高的預測力，其可解釋「班級經營效能感」21.6%

之變異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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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模式一選入「校長以空間規劃促進學習效能」之變項可單獨預

測「班級經營效能感」效果，其β值為.465 ，因為只有一個變項選入模式

中，並無共線性問題，而從模式二至三逐步選入其他變項後，其影響性亦

降低，其中模式三以「校長以空間規劃促進學習效能」的β值.336最大，

顯示「校長以空間規劃促進學習效能」的預測效果因排除了「校長以空間

規劃革新行政效能」等兩個變項，而降低了其影響性。 

4-19 

校長空間領導各層面對班級經營策略效能感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模

式 
選入變項 R R2 R2 改 

變量 

標準化 

係數β 
F 值 

1 校長以空間規劃促進學習效能 .465 .216 .216 .465 
267.659***

2 校長以空間規劃促進學習效能

校長以空間規劃革新行政效能

.516 .273 .057 .317 

.204 
120.927***

3 校長以空間規劃促進學習效能

校長以空間規劃革新行政效能

校長以空間規劃翻轉課程規劃

.649 .302 .029 .336 

.287 

.193 

86.064***

***p<.001 

肆、校長空間領導各層面對教師效能感之「引導學生效能感」 

   預測分析 

本部分以「校長空間領導」為預測變項，以「引導學生效能感」為效

標變項，藉由逐步多元迴歸分析進行考驗，用以瞭解其對「引導學生效能

感」之預測效果。 

    由表4-20得知：能夠預測「引導學生效能感」之變項依序有「校長以空

間規劃形塑學校文化」、「校長以空間規劃增進社區關係」及「校長以空間

規劃革新行政效能」，共計3項，其整體預測力達.303 ，表示其可解釋「教

師效能感整體」30.3%之變異量，其中以「校長以空間規劃形塑學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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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班級經營效能感」有較高的預測力，其可解釋「引導學生效能感」22.2 

%之變異量。 

    再者，模式一選入「校長以空間規劃形塑學校文化」之變項可單獨預 

測「引導學生效能感」效果，其β值為.472，因為只有一個變項選入模式

中，並無共線性問題，而從模式二至三逐步選入其他變項後，其影響性亦

降低，其中模式三以「校長以空間規劃形塑學校文化」的β值.214最大，

顯示「校長以空間規劃形塑學校文化」的預測效果因排除了「校長以空間

規劃增進社區關係」等兩個變項，而降低了其影響性。 

4-20 

校長空間領導各層面對引導學生策略效能感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模

式 
選入變項 R R2 R2 改 

變量 

標準化 

係數β 
F 值 

1 校長以空間規劃形塑學校文化 .472 .222 .222 .472 
135.196***

2 校長以空間規劃形塑學校文化 

校長以空間規劃增進社區關係 

.495 .287 .065 .298 

.116 
96.137***

3 校長以空間規劃形塑學校文化 

校長以空間規劃增進社區關係 

校長以空間規劃革新行政效能 

.521 .303 .016 .214 

.133 

.157 

88.068***

***p<.001 

伍、綜合討論 

   「校長空間領導」對「教師效能感」整體及各層面之預測力整理如前所

述，茲將結果整理如表4-21，可得知： 

一、「校長空間領導」對「教師效能感」具有預測力，可解釋47.4%變異量， 

    其中以「校長空間領導」中「校長以空間規劃革新行政效能」的預測 

    力(30.3%)最高。 

二、「校長空間領導」對「教學策略效能感」具有預測力，可解釋25.4%變   



 

93 
 

     異量，其中以「校長空間領導」中「校長以空間規劃引領教學創新」 

     的預測力21.8%最高。 

三、「校長空間領導」對「班級經營效能感」具有預測力，可解釋30.2%變 

     異量，其中以「校長空間領導」中「校長以空間規劃促進學習效能」 

     的預測力21.6%最高。 

四、「校長空間領導」對「引導學生效能感」具有預測力，可解釋30.4% 變   

     異量，其中以「校長空間領導」中「校長以空間規劃形塑學校文化」 

     的預測力22.2%最高。 

表4-21 

校長空間領導對教師效能感預測摘要表 

預測變項 效標變項 

校長空間領導 

解釋總變異量

教師效能感 校長以空間規劃革新行政效能(30.3%) 

校長以空間規劃促進學習效能 

校長以空間規劃引領教學創新 

校長以空間規劃增進社區關係 

47.4% 

教學策略效能感 校長以空間規劃引領教學創新(21.8%) 

校長以空間規劃形塑學校文化 

25.4% 

班級經營效能感 校長以空間規劃促進學習效能(21.6%) 

校長以空間規劃革新行政效能 

校長以空間規劃翻轉課程規劃 

30.2% 

引導學生效能感 校長以空間規劃形塑學校文化(22.2%) 

校長以空間規劃增進社區關係 

校長以空間規劃革新行政效能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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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瞭解新北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與教師效能感之現況，

並探討個人不同背景變項與校長空間領導及教師效能感間的相互關係，研

究法採用文獻分析法與問卷調查法，研究對象為新北市國民小學主任及教

師，經統計分析歸納後得致研究結果，並據以提出研究結論與建議，以作

為教育行政機關、國民小學校長、教師與後續研究之參考。本章分為二節，

第一節為研究結論，第二節為研究建議。  

第一節 結論 

  本節擬就文獻探討結果、調查研究發現，並依研究目的，提出本研究之

結論，茲歸納如下： 

壹、新北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為中高程度，以「校長以 

    空間規劃引領教學創新」之程度最高，「校長以空間規   

    劃增進社區關係」之程度最低。 

    從研究中發現，新北市國民小學教師對於校長空間領導知覺情形屬中

高程度。顯示新北市國民小學教師對於校長之空間領導行為有正向之感受。 

  在「校長空間領導」的各層面中，以「以空間規劃引領教學創新」得

分最高，得分其次依序為「校長以空間規劃形塑學校文化」、「校長以空

間規劃革新行政效能」、「校長以空間規劃翻轉課程規劃」、「校長以空

間規劃促進學習效能」及「校長以空間規劃增進社區關係」。 

    知覺程度最低的「校長以空間規劃增進社區關係」，係代表校長空間

領導在社區關係的經營上仍有努力的空間，校長除了致力於學校內部的校

務發展及課程領導外，更應與社區維持良好的夥伴關係，建立資源共享的

機制，創造出學校與社區共存共榮之榮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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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新北市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教師效能感為中高程度，以「教 

    學策略效能感」之程度最高，「班級經營效能感」之 

    程度最低。 

    從研究中發現，新北市國民小學教師教師效能感之知覺情形屬中高程

度。顯示新北市國民小學教師之教師效能感情況良好。在「教師效能感」

的各層面中，以「教學策略效能感」得分最高，得分其次依序為「引導學

生效能感」及「班級經營效能感」。  

    知覺程度最低的「班級經營效能感」，係指教師在特定教學情境下，

對於建立班級規範、維持班級秩序、建立學生良好品格及與家長溝通的能

力信念。由於班級經營涉及學生管教與家長溝通，通常是現場教師最感無

力的部分，所以校長及學校行政單位應能察覺此困境，並挹注教師相關班

級經營的資源，以提升教學品質 

參、新北市國民小學教師，因其年齡、服務年資、教育程度、  

    擔任職務及學校規模之不同，而有不同的校長空間領導 

    感受。 

 一、不同年齡、服務年資、教育程度、擔任職務及學校規模之新北市國 

     小教師在知覺「校長空間領導」之程度有顯著差異。 

 二、不同年齡之新北市國民小學教師，於知覺「校長空間領導」層面上， 

     以年齡41-50歲之教師之得分高於較30歲(含)以下的教師。 

 三、不同服務年資之新北市國民小學教師，於知覺「校長空間領導」層面 

     上，以服務年資11-15年之教師之得分高於服務年資5年(含)以下的教 

     師。 

 四、不同教育程度之新北市國民小學教師，於知覺「校長空間領導」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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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以教育程度研究所以上之教師之得分高於教育程度為師範院校的 

     教師。 

 五、不同職務之新北市國民小學教師，於知覺「校長空間領導」層面上， 

     以擔任職務為主任之教師之得分高於職務為科任教師的教師。 

 六、不同學校規模之新北市國民小學教師，於知覺「校長空間領導」層面 

     上，以學校規模為31班(含)以上的教師之得分高於學校規模為12班 

     (含)以下的教師。 

 肆、新北市國民小學教師，因其性別、年齡、服務年資、教

育程度、擔任職務及學校規模之不同，而有不同的教師效

能感。 

 一、不同性別、年齡、服務年資、教育程度、擔任職務及學校規模之新北 

     市國小教師在知覺「教師效能感」之程度有顯著差異。 

 二、不同性別之新北市國民小學教師，於知覺「教師效能感」層面上，以 

     女性教師之得分高於男性教師。 

 三、不同年齡之新北市國民小學教師，於知覺「教師效能感」層面上，以 

     年齡41-50歲之教師之得分高於30歲(含)以下的教師。 

 三、不同服務年資之新北市國民小學教師，於知覺「教師效能感」層面上 

     ，以服務年資11-15年及服務年資21年(含)以上之教師之得分高於服 

     務年資5年(含)以下的教師。 

 四、不同教育程度之新北市國民小學教師，於知覺「教師效能感」層面上 

     ，以教育程度研究所以上之教師之得分高於較教育程度為一般大學的 

     教師。 

 五、不同職務之新北市國民小學教師，於知覺「教師效能感」層面上，以 

擔任職務為級任教師之教師之得分高於較職務為主任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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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不同學校規模之新北市國民小學教師，於知覺「教師效能感」層面上 

     ，以學校規模為13-30班的教師之得分高於較學校規模為31班(含) 

     以上的教師。 

 

 伍、新北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與教師效能感有顯著正相 

     關，校長空間領導的程度越高，教師效能感也越佳。 

     「校長空間領導」與「教師效能感」之整體相關係數達.478，為顯 

  著相關，且屬中等相關程度。顯示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程度愈高，其 

  教師效能感也愈高。由文獻探討中及研究發現可推知校長若能靈活運用 

  空間領導之策略，營造出優質的教學及學習環境，對教師效能感之提昇 

  有相當之助益。  

 陸、新北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對教師效能感具預測力， 

     以「校長以空間規劃革新行政效能」的預測作用最佳。 

      從逐步迴歸分析結果得知，新北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對整體「教

師效能感」具預測力，其中以「校長空間領導」中的「校長以空間規劃

革新行政效能」層面對「教師效能感」最有預測效果，可解釋30.3%變異

量。 

     「校長空間領導」對「教師效能感」的各層面中，「校長以空間規劃 

  引領教學創新」對「教學策略效能感」最具有預測力；「校長以空間規 

  劃促進學習效能」對「班級經營策略效能感」最佳預測作用；「校長以 

  空間規劃形塑學校文化」對「引導學生策略效能感」預測力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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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節針對研究結果及教育現狀提出建議，以供教育行政機關及國民小 

 學校長及後續研究之參考。 

壹、 對教育行政機關之建議 

一、 教育行政機關應透過政策制定及相關資源挹注來促進校長與社區關係 

    之提升。 

    根據本研究結果，新北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屬中高程度，其中以 

「校長以空間規劃增進社區關係」之得分最低，於此，建議教育行政單位

應能了解新北市校長與社區關係之現況，並藉由政策制定及相關經費之挹

注來協助校長透過開放式校園設計來提升社區居民對學校之認同感及建構

綠色學校建築環境來營造與社區共存共榮之永續校園環境並輔助校長運用

當地產業文化及社區耆老資源，致力將社區資源與學校教育作有效的結合， 

以促使校長重視學校空間環境營造與社區關係，並展現高度空間領導行

為，來提昇教育品質。 

 二、於教師研習規劃中強化班級經營之課程，並提供教師相關進修之管道。 

 本研究結果發現，新北市國小教師在知覺教師效能感層面上以「班 

級經營效能感」層面最低，「班級經營效能感」，係指教師在特定教學情

境下，對於建立班級規範、維持班級秩序、建立學生良好品格及與家長溝

通的能力信念。由於班級經營涉及學生管教與家長溝通，通常是現場教師

最感無力的部分，教育行政單位應能察覺此困境，於教師研習的規畫中強

化班級經營的課程，提供教師進修與增能的管道並挹注教師相關班級經營

的資源，以提升教學品質，帶動教師效能感的提升。 

 三、因應學校規模提供相關協助以提升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及教師效能 

    感的程度 

    本研究結果發現，不同學校規模的教育人員對於校長空間領導及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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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感的知覺皆有所差異，大型的學校整體表現較小型學校佳，以校長空

間領導現況來看，其中小型學校在「校長以空間領導促進學習效能」之表

現較差，於此，教育行政單位應能協助學校建立多樣化的教室空間並提供

學生可操作的學習資源，來增進學生學習效能，以提升校長空間領導之程

度；而教師感效能感方面，以小型學校在「教學策略效能感」及「引導學

生效能」方面表現較大型學校差，為解決此困境，建議教育行政單位可透

過教學輔導團的力量，藉由到校輔導的機會，提供小型學校教師增能及自

我成長，以提升教師感效能感。 

 

 貳、對國民小學校長之建議 

一、校長應運用空間領導之策略，發展學校特色，並致力於營造優質的教 

    學場域。 

    本研究結果發現，新北市國小教師知覺校長空間領導以「以空間規劃

引領教學創新」程度最高，其次以「校長以空間規劃形塑學校文化」，因此

校長應運用各項資源和學校條件，規劃與經營學校特色文化，形塑校園建

築風格並重視建築空間之多功能及使用者之彈性需求，有效締造優良的教

育環境，以引領教師教學創新及學校永續經營之發展。  

二、校長應透過建置適當的空間與設施以提升學生學習效果及機會。 

    本研究發現「校長以空間規劃促進學習效能」對教師效能感具預測力， 

因此校長應致力於學校學習空間之營造，學校空間規劃的起點與終點都應

以學生學習為依歸，透過提供學生可操作之學習資源、建置網路學習平台

及多樣化的活動空間與設施，使學生學習不受限於課室，為此，學生若能

在學習場域中獲致豐富的學習資源，必能提升教師教學之成效，亦有助於

提昇教師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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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動教學輔導教師之機制提供初任教師諮詢輔導的機會  

    本研究發現年長資深的教師對校長空間領導與教師效能感的知覺，均

比年輕且年資較淺的教師來得高，究起原因，可能是資淺教師剛進入教育

職場，其學校環境及教學環境皆尚未適應，加上教學經驗不足，導致教師

效能感較為低落。因此校長應於校內推動教學輔導教師的制度，由教學經

驗豐富且具服務熱忱的教師來帶領資淺的教師，提供諮詢服務，在資深教

師的引領下，彼此分享教學心得，增加教師間教學經驗的傳承及交流，讓

學校的重要文化、制度及優質的組織氣氛得以延續，有助於提高初任教師

的效能感及對學校組織的向心力 

參、對未來相關研究的建議 

一、在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係以新北市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僅能推及新北

市所屬之國民小學教師，未來可以加入研究之教育階段層別，例如納入國

中教師及高中教師為研究樣本，抑或是擴大研究範圍至全臺灣各縣市，來

瞭解不同地區教師之差異，以精確地瞭解不同地區教師知覺空間領導與教

師效能感的程度，使研究結果更具推論性。 

 二、在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主要採量化研究之問卷調查法及文獻探討法，雖問卷調查研究能

獲取大量研究資料，但卻因無法將學校文化背景及特殊情境脈絡納入考量, 

以至於不能更深入解讀量化資料背後的意義，因此後續再進行相關研究時

可考慮加入觀察法、訪談法與個案研究等質性研究的方式相互，交叉比較

驗證， 則可更豐富研究之推論。 

三、在研究變項方面 

    本研究結果發現不同背景變項之學校或教師對於校長空間領導及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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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感之知覺有所差異,然本研究因人力及經費上之限制，無法將各個背景

變項做更深入之探究，因此後續進行相關研究時可將不同背景變項當成自

變項，探討校長空間領導及教師效能感的知覺程度之差異原因，以供後續

研究者參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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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校長空間領導與教師效能感關係調查量表（專家審查問卷） 

敬愛的教育先進，您好： 

    首先感謝您參與本研究之專家意見調查，後學正進行碩士論文研究

工作，為建立研究工具「校長空間領導與教師效能感的關係調查問卷」

之專家效度，懇請撥冗指正為荷。 

    本調查問卷旨在瞭解新北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與教師效能感之

現況，問卷內容共分為「校長空間領導」及「教師效能感」兩部分。敬

請您協助審查問卷題目的適切性，並就需要修正之處提出您寶貴之卓

見，以提供研究者參考並修正。研究結果僅供學術研究使用，請安心作

答，並敬請於6月30日(星期一)前填妥寄回，不便之處，祈請見諒，感謝

您的抽空審查及指導，致上最誠摯的謝意。 

耑此 敬頌 

教安 

國立政治大學教育行政與政策研究所

指導教授：湯志民 博士

研 究 生：李冠瑩 敬上

連絡電話：0922-704353

中華民國 103 年 6 月

【第一部份】校長空間領導量表 

填答說明: 

    下列是問卷共分為兩個部分，第一部分為「校長空間領導量表」，

第二部分為「教師效能感量表」，請您協助審查問卷題目是否適用，並

在「可用性」欄上打「ˇ」。如果您對問卷題目認為有斟酌修正之必要，

請於【修正意見】欄內表示意見。 

題目 可用性 

 適

合 

不 

適

合 

修

正 

後

適

合 

1.本校校長透過學校環境設計或標誌及符號的呈現，來傳

  遞學校校風及辦學理念(如：設置學校理念或願景的 

  LOGO、校徽、地景、牆飾、庭園佈置、公告欄等)。 

【修正意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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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校校長透過開放式人性空間的規劃及設計，建置無 

障礙和安全環境，以形塑「友善校園」或「有愛無礙」

教育意境(如：開放式校園、電梯坡道無障礙設施、扶

手設置、無障礙標誌等)。 

【修正意見】: 

 

□ □ □ 

3.本校校長透過校園的設施及空間規劃與布置，提供人 

與環境互動的空間，達到營造校園藝文氣息的效果(如

:休憩景觀庭園、設計佈置學生作品空間或公共藝術裝

飾之規劃等)。 

【修正意見】: 

 

□ □ □ 

4.本校校長透過行政處室的樓層編排及辦公動線規劃以 

  提高行政效率及效能（如：櫃台式服務台、辦公室座 

  位規劃便利洽公等)。 

【修正意見】: 

 

□ □ □ 

5.本校校長透過各辦公處室的空間設計與創意之情境佈  

  置，以激發行政工作的效能與創新思維（如：辦公室 

  環境美化、備有會議桌、飲水設備等）。 

【修正意見】: 

 

□ □ □ 

6.本校校長透過建置校務行政數位系統，提供即時資訊 

 ，以提升行政績效（如：建置學生成績作業系統、電子

 公文交換系統、無紙化作業等數位化系統等）。 

【修正意見】: 

 

□ □ □ 

7.本校校長透過設置校舍自動化管理系統，以有效提升 

  人力資源之運用（如：數位化監視保全系統、自動照 

  明系統、消防監控系統等）。 

【修正意見】: 

 

□ □ □ 

8.本校校長透過學校空間規劃及教室的安排，使語文、 

  數學、自然等學習領域之「正式課程」的實施更具豐 

  富性（如：教學情境佈置，設置語言教室、情境教室 

 、故事屋、英語步道、自然實驗室等）。 

【修正意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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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本校校長透過學校空間規劃，以帶動學校特色活動、 

  、學生社團等「非正式課程」的活動（如：建置禮堂 

  、風雨操場、視聽教室、社團活動室、戶外劇場等)。

【修正意見】: 

□ □ □ 

10.本校校長透過學校環境規劃學生品格教育的境教空 

   間，以促進「潛在課程」的實踐(如:設置開放式失物

   招領櫃、愛心傘架、開放閱讀角等)。 

【修正意見】: 

□ □ □ 

11.本校校長透過學校空間規劃，以帶動「學校本位課程」

   的發展。（如：設置科技、童玩教室、閱讀教室、藝

   文教室、鄉土教室、茶藝教室、天文台、星象館等）。

【修正意見】: 

□ □ □ 

12.本校校長透過開放空間的概念，讓教室的使用更為彈

   性，以提供教師協同教學，激勵教學創意（如：運用

   彈性隔間、設計多功能教室或綜合教室等）。 

【修正意見】: 

□ □ □ 

13.本校校長透過建置教室 e 化設備，以輔助教師教學 

  （如：裝置電腦、投影機、視聽設備、電子白板、平 

   板電腦、提供無線上網等）。 

【修正意見】: 

□ □ □ 

14.本校校長透過學校空間及資訊環境的建置，鼓勵教師

   彼此分享教學資源，互相觀摩，以激發教師教學創新

   能力（如：建置教師研究室、網路教學平台、遠距教

   學、教師教學資源共享平台等）。 

【修正意見】: 

□ □ □ 

15.本校校長透過學校空間及校園環境的規劃，以改變教

   學方式及豐富教學內容(如:規劃學習步道、教學農場

   、生態園區等)。 

【修正意見】: 

□ □ □ 

16.本校校長透過建置多樣化的教室空間與設備，以提升

   教學效能（如：建立教室圖書角、電腦角等學習角落，

   設置教室置物櫃等）。 

【修正意見】: 

□ □ □ 

17.本校校長透過設立優質且便利的學習環境以及建造常

   用的學習空間與設備，方便學生就近使用（如：圖書

   館或學習資源中心等）。 

【修正意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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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本校校長透過建置適當的空間與設施，提供學生可操

   作之學習資源，以提升學生學習效果及機會（如：購

   置學生圖書設備、設置充足專科教室和實驗器材設備

  、圖書館設置學生查詢電腦等）。 

【修正意見】: 

□ □ □ 

19.本校校長透過建置網路學習平台，豐富網路學習資源

  ，使學生得以自主學習（如：建置學生學習資源網、學

   校網頁連結資源、檢索平台等）。 

【修正意見】: 

□ □ □ 

20.本校校長透過提供學生多樣化的活動空間與設施，以

滿足學生的體能、活動及課程的各式需求（如：完備

多樣的球場，並設置體育館、游泳池、跑道、遊戲場、

   遊樂設施等）。 

【修正意見】: 

□ □ □ 

21.本校校長透過開放式校園設計，便利社區居民於校園

   開放時段使用相關設施資源，以此提升社區居民對學

   校之認同感(如：彈性的開放時間、無圍牆設計、便捷

   的出入口等)。 

【修正意見】: 

□ □ □ 

22.本校校長透過提供校園與社區之便捷步道，使校園可

作為社區居民移動之橋樑(如：併人行道、車道 

   或消防步道規劃社區穿梭動線等)。 

【修正意見】: 

□ □ □ 

23.本校校長透過建構綠色建築環境，以營造與社區共存

共榮之永續校園環境 (如：水資源再利用、建置生態

綠網或生態池、使用環保建材等)。 

【修正意見】: 

□ □ □ 

24.本校校長運用當地產業文化及社區耆老資源，致力將

   社區資源與學校教育作有效的結合，發揮共存共榮之

   效益 (如：社區遊學、學校發展為社區文化中心等)。

【修正意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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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教師效能感量表 

題目 可用性 

 適 

合 

不 

適

合 

修

正 

後

適

合 

1.我能有效回應學生提出的問題。 

【修正意見】: 
□ □ □ 

2.我能根據學生學習狀況，調整適當的教學方式與課程進度。

【修正意見】: 
□ □ □ 

3.我能運用多元化的方式評量學生學習成效。 

【修正意見】: 
□ □ □ 

4.我能有效運用不同教學策略。 

【修正意見】: 
□ □ □ 

5.我具備足夠的專業能力可以設計適當的教材與教學活動。 

【修正意見】: 
□ □ □ 

6.我能夠建立一套有效的教學常規，使教學活動能順利進行。

【修正意見】: 
□ □ □ 

7.我能夠有效激發學生的榮譽感，引導學生遵守班級規範。 

【修正意見】: 
□ □ □ 

8.我能夠妥善處理師生管教的衝突事件。 

【修正意見】: 
□ □ □ 

9.我能夠建立有效的班級經營策略。 

【修正意見】: 
□ □ □ 

10.我能夠輔導並導正學生偏差行為。 

【修正意見】: 
□ □ □ 

11.我能夠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 

【修正意見】: 
□ □ □ 

12.我能夠運用多元策略提升學生學習成就。 

【修正意見】: 
□ □ □ 

13.我能透過課程來激發學生的創造力。 

【修正意見】: 
□ □ □ 

14.我能夠引導失敗型的學生改變自我信念，以增強自信心。

【修正意見】: 
□ □ □ 

15.我能夠引導學生家庭，支持孩子的學習活動。 

【修正意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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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我能夠藉由多種管道讓家長了解自己的教育理念。 

【修正意見】: 
□ □ □ 

17.我能夠善用家長資源協助班級事務的推動。 

【修正意見】: 
□ □ □ 

18. 我能夠參考家長的需要，適時調整對學生的要求。 

【修正意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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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校長空間領導與教師效能感關係調查量表（預試問卷） 

 

 

 

 

 

 

 

 

第一部分:基本資料(請在適合的□中打「ˇ」) 

請您在□ 內依據個人狀況打「ˇ」： 

1 性別： □男□女 

2 年齡： □30 歲（含）以下□31-40 歲□41-50 歲□51 歲（含）以上 

3 服務年資： □5 年（含）以下□6-10 年□11-15 年□16-20 年□21（含）年

以上 

4 最高學歷： □師範院校(含師專、師範大學、師範學院或教育大學) 

□一般大學（含師資班或教育學程）畢業 

□研究所以上  

5 現任職務： □主任□組長（副組長）□級任老師□科任教師 

6 學校規模： □小型(12 班以下)□中型(13-30 班)□大型(31 班以上) 

 

敬愛的教師，您好： 

首先對您教育的辛勞和貢獻表示由衷的敬佩，同時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抽空

填寫這份問卷。後學目前正進行「新北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與教師效能感

之關係的研究」，本問卷目的是想瞭解校長空間領導及教師效能感之現況。懇

請您惠賜寶貴意見，以作為問卷改進之參考。 

    本研究純粹為學術研究性質，以「不具名方式填答」，不涉及個別學校之

探討與學校間之比較，各題目答案無對錯之分，敬請安心地填寫。本問卷分三

部分：第一部分為「基本資料」，第二部分是針對「校長空間領導」的調查，

第三部分是「教師效能感」的調查，如蒙惠允，懇請於收到問卷後的七日內擲

回。您的意見非常寶貴，衷心感謝您的支持與協助！ 

敬祝 

 教安國立政治大學教育行政與政策研究所

指導教授：湯志民 博士

研 究 生：李冠瑩 敬上

連絡電話：0922-704353

中華民國103 年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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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校長空間領導量表 

填答說明：以下每題均有四個選項，請您就每題所陳述的內容，根據貴

校的實際情形，選擇您同意的程度，在適當選項□ 內打＂ˇ ＂。 

       非 

非    常 

常  不不 

符符符符 

合合合合    

4 3 2 1 

1.本校校長透過學校環境設計或標誌及符號的呈現，來傳遞學校

校風及辦學理(如：設置學校理念或願景的LOGO、校徽、地景、

牆飾、庭園佈置、公告欄等)。 

□□□□ 

2.本校校長透過開放式人性空間的規劃及設計，建構無障礙和 

安全環境，以形塑「友善校園」或「有愛無礙」教育意境 

(如：開放式校園設計、殘障電梯、坡道無障礙設施、扶手、 

無障礙標誌等)。 

□□□□ 

3.本校校長透過校園的設施及空間規劃與布置，提供人與環境 

互動的空間，達到營造校園藝文氣息的效果(如:休憩景觀庭 

園、設計展示學生作品空間或規劃公共藝術裝飾等)。 

□□□□ 

4.本校校長能妥善規劃行政處室的樓層編排及辦公動線規劃以 

提高行政效率及效能（如：櫃台式服務台、辦公室座位規劃 

便利洽公等)。 

□□□□ 

5.本校校長透過各辦公處室的空間設計與創意之情境佈置，以 

激發行政工作的效能與創新思維（如：辦公室環境美化、備 

有會議桌、飲水設備等）。 

□□□□ 

6.本校校長能透過建置校務行政數位系統，提供即時資訊（如：

建置學生成績作業系統、電子公文交換系統、無紙化作業等數

位化系統等）等）。 

□□□□ 

7.本校校長透過設置校舍自動化管理系統，以有效提升人力資 

源之運用（如：數位化監視保全系統、自動照明系統、消防 

監控系統等）。 

□□□□ 

8.本校校長透過學校空間規劃及教室的安排，使語文、數學、 

自然等學習領域之「正式課程」的實施更多元豐富（如：教 

學情境佈置，設置語言教室、情境教室 、英語步道、自然實 

驗室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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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校校長透過學校空間規劃，以帶動學校特色活動、學生社 

團等「非正式課程」的活動（如：建置禮堂、風雨操場、視 

聽教室、社團活動室、戶外劇場等)。 

□□□□ 

10.本校校長規劃學生品格教育的境教空間，以促進「潛在課 

程」的實踐(如:設置開放式失物招領櫃、愛心傘架、開放閱 

讀角等)。 

□□□□ 

11.本校校長透過學校空間規劃，以帶動「學校本位課程」的發 

展（如：設置科技、童玩教室、閱讀教室、藝文教室、鄉土 

教室、茶藝教室、天文台、星象館等）。 

□□□□ 

12.本校校長透過開放空間的概念，讓教室的使用更為彈性，以 

提供教師協同教學，激勵教學創意（如：運用彈性隔間、設 

計多功能教室或綜合教室等）。 

□□□□ 

13.本校校長透過建置教室e化設備，以輔助教師教學（如：裝 

置電腦、投影機、視聽設備、電子白板、平板電腦、提供無 

線上網等）。 

□□□□ 

14.本校校長透過學校空間及資訊環境的建置，鼓勵教師彼此分 

享教學資源，以激發教師教學創新能力（如：建置教師研究 

室、網路教學平台、遠距教學、教師教學資源共享平台等) 

。 

□□□□ 

15.本校校長透過學校空間及校園環境的規劃，以改變教學方式 

及豐富教學內容(如:規劃學習步道、教學農場、生態園區 

等)。 

□□□□ 

16.本校校長透過建置多樣化的教室空間與設備，以提升學習效 

能（如：建立教室圖書角、電腦角等學習角落，設置教室置 

物櫃等）。 

□□□□ 

17.本校校長透過設立優質且便利的學習環境，方便學生學習及 

使用（如：圖書館或學習資源中心等）。 

□□□□ 

18.本校校長透過建置適當的空間與設施，提供學生可操作之學 

習資源，以提升學生學習效果及機（如：購置學生圖書設 

備、設置充足專科教室和實驗器材設備、圖書館設置學生查 

詢用電腦等）。 

□□□□ 

19.本校校長透過建置網路學習平台，豐富網路學習資源，使學 

生得以自主學習（如：建置學生學習資源網、學校網頁連結 

資源、檢索平台等）。 

□□□□ 

20.本校校長透過提供學生多樣化的活動空間與設施，以滿足學 

生的體能、活動及課程的各式需求（如：完備多樣的球場， 

並設置體育館、游泳池、跑道、遊戲場、遊樂設施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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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本校校長透過開放式校園設計，便利社區居民於校園開放時 

段使用相關設施資源，以此提升社區居民對學校之認同感

(如：彈性的開放時間、無圍牆設計、便捷的出入口等)。 

22本校校長透過提供校園與社區之便捷步道，使校園可 

作為社區居民移動之橋樑(如：併人行道、車道 

   或消防步道規劃社區穿梭動線等)。 

□□□□ 

23本校校長透過建構綠色建築環境，以營造與社區共存共榮之 

永續校園環境 (如：水資源再利用、建置生態綠網或生態 

池、使用環保建材等)。 

□□□□ 

24本校校長運用當地產業文化及社區耆老資源，致力將社區資 

源與學校教育作有效的結合，發揮共存共榮之效益 (如：社 

區遊學、學校發展為社區文化中心等)。 

□□□□ 

【第三部份】教師效能感量表 

填答說明：以下每題均有四個選項，請您就每題所陳述的內容，根據貴

校的實際情形，選擇您同意的程度，在適當選項□ 內打＂ˇ ＂。 

       非 

非    常 

常  不不 

符符符符 

合合合合    

4 3 2 1 

1.我能有效回應學生提出的課業及生活問題，引導思考及解除困惑。 □□□□ 

2.我能根據學生學習狀況，調整適當的教學方式與課程進度。 

 

□□□□ 

3.我能運用多元化的方式，有效評量學生學習成效。 

 

□□□□ 

4.我能有效運用不同教學策略，以因應學生不同的學習需求。 

 

□□□□ 

5.我具備足夠的專業能力可以設計適當的教材與教學活動。 □□□□ 

6.我能夠建立一套有效的教學常規，使教學活動能順利進行。 

 

□□□□ 

7.我能夠有效激發學生的榮譽感，引導學生遵守班級規範。 

 

□□□□ 

8.我能夠妥善處理學生管教的問題，避免師生對立。 □□□□ 

9.我能夠運用有效的班級經營策略，營造友善積極的班級氛圍。  □□□□ 



 

121 
 

10.我能夠有效運用輔導策略，導正學生偏差行為。 □□□□ 

11.我能夠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促進自主學習。 

 

□□□□ 

12.我能夠運用多元策略，提升學生學習成就。 □□□□ 

13.我能透過教學活動設計來激發學生的創造力。 

 

□□□□ 

14.我能夠引導學生發展正向自我信念，以增強自信心。 

 

□□□□ 

15.我能夠引導學生家庭，支持孩子的學習活動。 

 

□□□□ 

16.我能夠藉由多種溝通管道，讓家長了解自己的教育理念。 □□□□ 

17.我能夠善用家長資源，協助班級事務的推動。 

 

□□□□ 

18.能夠參酌家長的需求，適時調整對學生的要求。 □□□□ 

本問卷共有 5 頁，到此結束。 衷心感謝您的協助，敬祝健康、快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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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新北市國小校長空間領導與教師效能感關係調查問卷(正式問卷) 

 

 

 

 

 

 

 

【第一部分:基本資料(請在適合的□中打「ˇ」)】 

請您在□ 內依據個人狀況打「ˇ」： 

1 性別： □男□女 

2 年齡： □30 歲（含）以下□31-40 歲□41-50 歲□51 歲（含）以上 

3 服務年資： □5 年（含）以下□6-10 年□11-15 年□16-20 年□21（含）年

以上 

4 最高學歷： □師範院校(含師專、師範大學、師範學院或教育大學) 

□一般大學（含師資班或教育學程）畢業 

□研究所以上  

5 現任職務： □主任□組長（副組長）□級任老師□科任教師 

6 學校規模： □小型(12 班以下)□中型(13-30 班)□大型(31 班以上) 

 

 

敬愛的教師，您好： 

首先對您教育的辛勞和貢獻表示由衷的敬佩，同時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抽空

填寫這份問卷。後學目前正進行「新北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與教師效能感

之關係的研究」，本問卷目的是想瞭解校長空間領導及教師效能感之現況。懇

請您惠賜寶貴意見，以作為問卷改進之參考。 

    本研究純粹為學術研究性質，以「不具名方式填答」，不涉及個別學校之

探討與學校間之比較，各題目答案無對錯之分，敬請安心地填寫。本問卷分三

部分：第一部分為「基本資料」，第二部分是針對「校長空間領導」的調查，

第三部分是「教師效能感」的調查，如蒙惠允，懇請於收到問卷後的七日內擲

回。您的意見非常寶貴，衷心感謝您的支持與協助！ 

敬祝 

   教安國立政治大學教育行政與政策研究所

指導教授：湯志民 博士

研 究 生：李冠瑩 敬上

連絡電話：0922-704353

中華民國104年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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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校長空間領導量表 

填答說明：以下每題均有四個選項，請您就每題所陳述的內容，根據貴

校的實際情形，選擇您同意的程度，在適當選項□ 內打＂ˇ ＂。 

       非 

非    常 

常  不不 

符符符符 

合合合合    

4 3 2 1 

1.本校校長透過學校環境設計或標誌及符號的呈現，來傳遞學校

校風及辦學理(如：設置學校理念或願景的LOGO、校徽、地景、

牆飾、庭園佈置、公告欄等)。 

□□□□ 

2.本校校長透過開放式人性空間的規劃及設計，建構無障礙和 

安全環境，以形塑「友善校園」或「有愛無礙」教育意境 

(如：開放式校園設計、殘障電梯、坡道無障礙設施、扶手、 

無障礙標誌等)。 

□□□□ 

3.本校校長透過校園的設施及空間規劃與布置，提供人與環境 

互動的空間，達到營造校園藝文氣息的效果(如:休憩景觀庭 

園、設計展示學生作品空間或規劃公共藝術裝飾等)。 

□□□□ 

4.本校校長能妥善規劃行政處室的樓層編排及辦公動線規劃以 

提高行政效率及效能（如：櫃台式服務台、辦公室座位規劃 

便利洽公等)。 

□□□□ 

5.本校校長透過各辦公處室的空間設計與創意之情境佈置，以 

激發行政工作的效能與創新思維（如：辦公室環境美化、備 

有會議桌、飲水設備等）。 

□□□□ 

6.本校校長能透過建置校務行政數位系統，提供即時資訊（如：

建置學生成績作業系統、電子公文交換系統、無紙化作業等數

位化系統等）等）。 

□□□□ 

7.本校校長透過設置校舍自動化管理系統，以有效提升人力資 

源之運用（如：數位化監視保全系統、自動照明系統、消防 

監控系統等）。 

□□□□ 

8.本校校長透過學校空間規劃及教室的安排，使語文、數學、 

自然等學習領域之「正式課程」的實施更多元豐富（如：教 

學情境佈置，設置語言教室、情境教室 、英語步道、自然實 

驗室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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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校校長透過學校空間規劃，以帶動學校特色活動、學生社 

團等「非正式課程」的活動（如：建置禮堂、風雨操場、視 

聽教室、社團活動室、戶外劇場等)。 

□□□□ 

10.本校校長規劃學生品格教育的境教空間，以促進「潛在課 

程」的實踐(如:設置開放式失物招領櫃、愛心傘架、開放閱 

讀角等)。 

□□□□ 

11.本校校長透過學校空間規劃，以帶動「學校本位課程」的發 

展（如：設置科技、童玩教室、閱讀教室、藝文教室、鄉土 

教室、茶藝教室、天文台、星象館等）。 

□□□□ 

12.本校校長透過開放空間的概念，讓教室的使用更為彈性，以 

提供教師協同教學，激勵教學創意（如：運用彈性隔間、設 

計多功能教室或綜合教室等）。 

□□□□ 

13.本校校長透過建置教室e化設備，以輔助教師教學（如：裝 

置電腦、投影機、視聽設備、電子白板、平板電腦、提供無 

線上網等）。 

□□□□ 

14.本校校長透過學校空間及資訊環境的建置，鼓勵教師彼此分 

享教學資源，以激發教師教學創新能力（如：建置教師研究 

室、網路教學平台、遠距教學、教師教學資源共享平台等) 

。 

□□□□ 

15.本校校長透過學校空間及校園環境的規劃，以改變教學方式 

及豐富教學內容(如:規劃學習步道、教學農場、生態園區 

等)。 

□□□□ 

16.本校校長透過建置多樣化的教室空間與設備，以提升學習效 

能（如：建立教室圖書角、電腦角等學習角落，設置教室置 

物櫃等）。 

□□□□ 

17.本校校長透過設立優質且便利的學習環境，方便學生學習及 

使用（如：圖書館或學習資源中心等）。 

□□□□ 

18.本校校長透過建置適當的空間與設施，提供學生可操作之學 

習資源，以提升學生學習效果及機（如：購置學生圖書設 

備、設置充足專科教室和實驗器材設備、圖書館設置學生查 

詢用電腦等）。 

□□□□ 

19.本校校長透過建置網路學習平台，豐富網路學習資源，使學 

生得以自主學習（如：建置學生學習資源網、學校網頁連結 

資源、檢索平台等）。 

□□□□ 

20.本校校長透過提供學生多樣化的活動空間與設施，以滿足學 

生的體能、活動及課程的各式需求（如：完備多樣的球場， 

並設置體育館、游泳池、跑道、遊戲場、遊樂設施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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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本校校長透過開放式校園設計，便利社區居民於校園開放時 

段使用相關設施資源，以此提升社區居民對學校之認同感

(如：彈性的開放時間、無圍牆設計、便捷的出入口等)。 

22.本校校長透過建構綠色建築環境，以營造與社區共存共榮之 

永續校園環境 (如：水資源再利用、建置生態綠網或生態 

池、使用環保建材等)。 

□□□□ 

23.本校校長運用當地產業文化及社區耆老資源，致力將社區資 

源與學校教育作有效的結合，發揮共存共榮之效益 (如：社 

區遊學、學校發展為社區文化中心等)。 

□□□□ 

【第三部份】教師效能感量表 

填答說明：以下每題均有四個選項，請您就每題所陳述的內容，根據貴

校的實際情形，選擇您同意的程度，在適當選項□ 內打＂ˇ ＂。 

       非 

非    常 

常  不不 

符符符符 

合合合合    

4 3 2 1 

1. 我能有效回應學生提出的課業及生活問題，引導思考及解除困惑。 □□□□ 

2. 我能根據學生學習狀況，調整適當的教學方式與課程進度。 □□□□ 

3. 我能運用多元化的方式，有效評量學生學習成效。 □□□□ 

4. 我能有效運用不同教學策略，以因應學生不同的學習需求。 □□□□ 

5. 我具備足夠的專業能力可以設計適當的教材與教學活動。 □□□□ 

6.我我能夠建立一套有效的教學常規，使教學活動能順利進行。 □□□□ 

7. 我能夠有效激發學生的榮譽感，引導學生遵守班級規範。 □□□□ 

8. 我能夠妥善處理學生管教的問題，避免師生對立。 □□□□ 

9.我能夠運用有效的班級經營策略，營造友善積極的班級氛圍。  □□□□ 

10.我能夠有效運用輔導策略，導正學生偏差行為。 □□□□ 

11.我能夠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促進自主學習。 □□□□ 

12. 我能夠運用多元策略，提升學生學習成就。 □□□□ 

13. 我能透過教學活動設計來激發學生的創造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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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我能夠引導學生發展正向自我信念，以增強自信心。 □□□□ 

15. 我能夠引導學生家庭，支持孩子的學習活動。 □□□□ 

16. 我能夠藉由多種溝通管道，讓家長了解自己的教育理念。 □□□□ 

17. 我能夠善用家長資源，協助班級事務的推動。 

 

□□□□ 

本問卷共有 5頁，到此結束。懇請您再次檢查是否有遺漏之處。 

衷心感謝您的協助，敬祝健康、快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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