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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學觀點研究工具之研究 

第一章 緒論 

壹、研究動機 

    影響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因素相當複雜，一般討論課程基礎時，也無法單

從建構主義的觀點檢視之，至少必須溯及社會學、心理學和哲學的影響層面，甚

或加入知識論的討論。從課程與教學的觀點而言，教師的課程規劃、教學觀點和

教學行為，與其所欲達成的教育目的有十分密切的關聯。研究者則以為教育目標

的功能不僅在教師發展課程時的引導作用，還具有層級性、發展性、彈性、不確

定性和暫時性。 
研究者經過仔細檢視教師信念相關研究之後發現，在教師信念與師資培育的

研究中，不少研究者試圖了解，在師資培育過程中，包括職前教育與在職進修兩

個階段，透過課程的整體規劃與設計，是否可以改變教師的信念？換言之，是否

可以透過教師信念的再塑造，改善教學行為與教學品質？許多研究的結論是肯定

的，這些研究結論對師資培育機構而言，應該極具參考價值。但是美中不足的是，

眾多研究普遍缺乏教師信念或者教學觀點（teaching perspectives）客觀的研究工
具的探討與建立，無法提出強有力的說服力，因此發展一套教學觀點客觀的研究

工具應是當務之急。 

貳、研究目的 

進行本研究主要目的有六：  
一、探討教師教學觀點與其研究工具之發展之相關文獻，供本研究及日後相關研         
究參考。 

二、後設評析 Pratt所發展之教師教學觀點評量工具。 
三、了解國人對於好的教學的觀點。 
四、以 TPI為核心，發展編製適合國內研究教師教學觀點的評量工具。 
五、了解影響教師教學觀點的因素：諸如教育背景、任教年資、任教學生年齡層、

教育文化情境、課程模式、教學內容、教學型態等。 
六、了解不同師資培育機構不同類型學生教學觀點的發展性與差異性。 

參、研究問題 

    為達成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將探討下列研究問題： 
一、國內外研究教師教學觀點與其研究工具之發展相關研究為何？ 
二、Pratt所發展之 TPI之理論、特色、取向為何？ 
三、國人對於好的教學（good teaching）觀點為何？ 
四、發展編制適合國內研究教師教學觀點的評量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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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師教學觀點是否受教育背景、任教年資、任教學生年齡層、教育文化情境、

課程模式、教學內容、教學型態等因素之影響？ 
六、不同師資培育機構不同類型學生教學觀點的發展性與差異性？ 

肆、名詞釋義 

研究中各名詞的定義介紹如下： 
一、態度(attitudes)： 
(一) 指人的舉止(將門文物編輯部，民 76)。 
(二) 態度是由信念組織而成(Rokeach,1972轉引自 Ruth Kane, Susan Sandretto & 

Chris Heath,2002)。 
    综合以上各學者對態度之定義，可以發現態度由內而外，從內心的心理認

知，經由外在的行動表現出來，因此，內外在是一致的。 
二、信念(beliefs)： 
(一)信念定義為對教育實務的理論協定(Jo Hoffman,2003)。 
(二)教師信念：包含對學生、學習、教室、教學策略、課程、教育學和教育方案 
的潛在假定(Kagan,1992轉引自 Silvia M. Palenzuela ,2004)。 

    综合以上，各學者對信念之定義，大多認為信念是很難改變的，並且可以和

事實不一致，以及會對個體的行為產生影響力。學生帶著既有的信念，來到教師

教育方案中，強烈的影響著他們學什麼以及如何學。老師應該幫助學生使信念族

群減到最少，並促進族群之間的交叉點(Virginia Richardson,1996)。師範教育的目
的之一，是幫助老師對於教學、學習和課程，原本沉默不易調查的信念，轉變為

客觀合理，且有證據的的形式(Fenstermacher,1979)。 
三、知識(knowledge) 
(一) 知覺和學識(將門文物編輯部，民 76 )。 
(二) 人類認識的結果或結晶，包括經驗知識和理論知識。知識(精神性的東西)
借助若干的語言形式，或物化為某種勞動產品的形式，可以交流和傳遞給下

一代，成為人類共同的精神財富(夏征農，民 81)。 
    由上可知，知識是和事實一致的，並且可以傳遞給別人。 
四、觀點(perspectives) 
(一)教學觀點：指教師在教學日常情境，用以詮釋教室活動，指導行動之認知架

構。教學觀點是來自於個人實際經驗所組合的實際知識，不同於從師範教育

所習得的理論性、普通性之專業知識，是具有脈絡性與特殊性的，是經其自

身的社會情境所創造與建構的。教師教學觀點包括教師對於教師角色、師生

關係、教室經營、課程與教學、學校組織、同事關係⋯等的實際知識(徐大
偉，民 86)。 

(二)教學觀點：提出五種教學觀點─傳遞、發展、師徒制、培育和社會改革觀點。
每一個觀點包括了信念、意向及行動，不同的觀點也會有重複的地方，而類

似的行動、意圖和信念，也可能存在於一個以上的觀點裡(Pratt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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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對觀點之定義，可以綜合得知觀點是包括觀念和行動的，來自於個

人實際經驗所組合的實際知識，會影響個體的行為。 
    進一步分析各名詞之間的關係，歸納出以下三點比較： 
一、信念 vs態度  

 
態度是一種原因，會影響教室行為的改變，而引起教室特定行為的態度以及

個人因素，是牢固且難以改變的。信念被認為會驅使行動，而經驗或行動的反思，

或許會引起信念的改變或增加(Virginia Richardson,1996)。 
二、信念 vs知識 

 
知識並非信念的同義詞，是整個人的具體化，不單只是心理方面

(Hollingsworth, Dybdahl & Minarik,1993)。信念意指擁有信念的個體接受為真

的，是有別於知識的心理概念。 
三、信念 vs觀點 

 
信念強調個人的信仰，觀點較強調個人對事物的態度，而一個人的信念，會

影響一個人對事物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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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念 

觀點 

知識 
信念 

信念 

知識 

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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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哲學基礎 
一、永恆主義(The Perennialists)： 
        永恆主義的教育的目的在於發展理性的人，並且藉由訓練智力來解開普

遍的真理(Allan C. Ornstein & Francis P. Hunkins,1998)。永恆主義(The 
Perennialists)即認為教育目的應具有普遍性與絕對性，因為他們認為「真理」

本身便是普遍性和絕對性的。因此學校的課程內容或所教的東西，應該是屬

於這類永恆的、絕對的、客觀的知識或真理。 
二、精粹主義(The Essentialism) 
        精粹主義認為教育的目的在積極的改造社會、要社會適應於民眾，反
之，精粹主義者是在追求社會的維護、要人們適應於社會。 

三、進步主義(The Progressivism) 
        進步主義重視孩子自身經驗的內容，他們認為孩子是起始點、是中心，

也是最終目標(end)，他的發展與成長就是理想，因此有「教育即生活」和「做

中學」之名言。 
三、存在主義(The Existentialists) 

存在主義(The Existentialists)卻傾向於否定普遍性的，或可以被廣泛應 
用的標準(或目標)之存在。他們甚至於避談課程目標，他們在教育上所最關
心的，只是如何使個別的兒童獲得充分自由去做自己的事。 

 
第二節  心理學基礎 

 一、行為學派： 
行為主義認為教育的目的乃在透過良好的行為控制來使學生學會知識

或培養良好的行為，而要培養出優秀的結果，就必須由教師來進行行為控

制，以塑成學生的良好行為(林偉文，1998，p623-624)。 
課程與教學的設計應研訂敍述具體且明確的行為目標，而後運用漸進式

的序教學方式，按學生的點行為與終點行為，編排前後連貫的學習情境，讓

學生主動對學習情境的刺激產生有效反應(甄曉蘭，2004，p78)。 
二、認知學派： 

人的智能發展，由兒童期至成人期延續下去，藉著與環境的交互作用，

主動探索環繞在周遭之世界的意義而得。 
在教學歷程中，很重視討論與互動，這就須透過教師提供或誘發學生的

先備知識，或對其錯誤觀念提出反例或詰問(林偉文，1998，p626-623)。 
三、人文主義心理學：  
       人文主義心理學關心人的尊嚴，主張充分重視人的主觀性、意願和觀點，

並著手研究人的價值、創造性與自我實現。 
在教學的過程中，強調師生之間良好關係的建立，以協助學生習；而教

師也應注意到自身對於學生的期望也會影響教學行為，進行塑造學生的形像

(歐用生，2001，p100-101；甄曉蘭，2004，p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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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社會學基礎 
一、林義男、王文科(2002)將教育社會學的研究取向，分為巨觀研究取向(結構觀 
點)，和微觀研究取向(解釋觀點)，茲介紹如下： 

（一）結構功能理論─巨觀研究取向(結構觀點) 
          結構功能論者強調任何社會現象或制度的存在，均由於具有某種功能

以滿足社會的需要。因此，對教育制度的探討，亦首重其所能發揮的功能，

包括對社會、個人以及其次級體系之間。 
（二）社會衝突理論─巨觀研究取向(結構觀點) 
          包括教育體系內與體系外的衝突。前者如師生角色的衝突，以及其他

組織成員之間的權益衝突，後者則涉及教師與教師團體的專業自主權，及

實際的權益分配。 
（三）符號互動論─微觀研究取向(解釋觀點) 
          對教育的探討，以學校的社會化歷程為重心，分析教師與學生如何社

會化於所處的學校角色、各種角色概念，如角色取替(role taking)、角色行

為(role performance)、角色扮演(role-playing)⋯等，均曾詳盡的予以分析。 
（四）俗民方法論─微觀研究取向(解釋觀點) 
          俗民方法論者對教育的探討大致集中在學校的內部運作，特別是教室

行為的分析。可以劃分為兩大類，一類偏向於學校內社會實體的建構，如：

學校秩序、規則與互動的方式⋯等，包括學生的、教師的與行政人員的情

境定義，與社會實體對教育過程的影響；另一類則偏向於學校內的語言分

析，包括師生對談、教師與學生個別的語言行動或敘述等。 
 
二、從文化的角度出發，Spindler提出擁護古老生活方式的傳統價值與擁護較新

價值組合的新興價值。傳統價值主要有如下各項：(引自王文科，2002) 
清教徒道德(puritan morality)、工作─成功理論(work-success ethic)、個

人主義(individualism)、成就取向(achievement orientation)、未來時間取向

(future-time orientation)；新興價值主要的包括社會性(sociability)、相對道德
態度(relativistic moral attitude)、考慮他人(consideration for others)、享樂的現

在時間取向(hedonistic,present-time orientation)、順從團體(conformity to the 
group )。 
 
換言之，教育和社會變遷之間可能互為因果關係，社會變遷的結果可能影響

到教育體制的變革，或教育體系亦可能是具有「工具性」作用，成為推動社會變

遷的機制之一(王振寰、瞿海源，民 88)。 
    當社會想調整改變社會力量時，會使用教育解決部分的最近的問題。特別是

為了兒童的預備，可以改變工作市場、工作的環境、顧主的期望。有些社會的力

量，正改變幼兒教育，包括以下(引自 C. Stephen White, Mick Coleman ,2000)： 
1. 工作中的父母。 
2. 多樣：例如，貧富差距的多元、家庭結構、生活方式、健康威脅（環境汙染、

酒精、禁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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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口結構型態。 
4. 社區服務：早期的幼兒教育，提供了廣泛的社會的和健康的服務給孩子和家

庭。例如：演講關於貧窮、關於組織結構失衡、健康威脅、家庭壓力。 
 

第四節 教學信念的相關研究 
 
根據過去的文獻大致上可區分為四個方面:教學信念的內涵及種類、影響教

學信念的因素、教師信念與教學行為的關係及教師信念與教學行為的改變，分述

如下： 
一、教學信念的內涵及類型 

    教學信念是探討教師在教育各層面所具有的信念，Ruth, Susan & Chris

（2002），針對過去所研究教學信念相關文獻的整理，發現教學信念具四個共通

性分別是 1.進入教師教育計畫時，帶著已存在的信念，信念的建立是教師就學時

的學校經驗。2.這些信念是穩固且拒絕做改變的 3.這些信念就像瀘器一樣，將適

合於本身信念的新知識放進，反之則將不合於信念的知識淘汰掉 4.信念以一種含

蓄緘默的形式存在，是難以清楚言述的。 

由相關研究所知，教學信念的內涵是包括教師本身是否具有教師效能、對知

識的瞭解、教師本身或學生的行為表現、自我概念、自我效能。在教學信念的類

型上則著重於探討教師在教學、目標、學生三個層面上所具的有信念，包括:教

師在教學上的教學信念是課程的規劃以學生中心或以課程中心。教師本身學科知

識愈豐富，愈能有效地實施教學，而要成為一位好教師必須不斷地檢驗自己的教

學假定和信念。 

二、影響教學信念因素 

由相關研究可得知：影響教師形成某種教學信念的原因，其結果為包括：而

教師本身在學生時代的學習經驗及記憶也指引著教學信念，教師的教育課程經

驗、學科知識背景、實習經驗、合作的教師、教學策略、教學環境中教材的多樣

化、學生能力、學校的行政、家長配合。教學風氣、父母期望、學校的地理環境、

教師工作上的物質限制、自我、同事、和校長均會影響。 
 

三、教師信念與教學行為的關係 

整理相關文獻，教師信念與教學行為之關係為教師信念與教學行為互相影

響，教師教師信念不只單向影響教學行為，教師信念亦會被師生互動的情形影響

而產生改變。教師信念與其他外在環境影響因素交互影響教學行為，教師教學信

念與教師行為產生不一致的情形時，其原因為外在環境因素所造成。這些因素包

括：學生因素、行政人員的壓力、時間壓力、教學環境的限制、課程與教材的安

排、評量方式的壓力、社會文化等。各學者對於教學信念是否會影響教師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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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均抱持著肯定的態度，但教師的教學信念與其外在所表現的教學行為是否一

致，則各有各的看法，但大部分的學者仍認為，教師信念與教學行為有其一致性。

教師的教學信念可能會影響教師在課堂上所採取的活動與決定，而不同教師的教

學信念展現在實際的教學行為上也會產生不同的結果。 

 

四、教師信念與教學行為的改變 

    在上述的相關研究顯示，職前教師透過師資培育課程的設計，可獲得更多的

學習策略技能及訊息且對教與學的看法有改變，由傳遞知識給學生，學生是被動

的學習改變為教學是幫助及引導學習。能重新檢視自己的信念及挑戰長期以久的

信念，且能增進學生的態度，使教師增加自信心而提升自我效能。對於整合最初

的及養成的信念最好的時機是教師具反省行為的能力可整合理論與和教學實務

經驗。多數研究者均認為信念的改變必須經由為其信念本質所規劃的課程方案確

實可以改變教師信念。 

第五節 測量工具的相關研究 

一、以下是我們參考的測量工具，之後進行各工具內容面向意涵之異同與其指

標、工具之信念取向的分析比較。 

(一)Tabachnick、Zeichner(1985)，教師信念量表(TBI) 

(二)陳英豪、吳裕益、李坤崇(1990)，教師態度量表 

(三)Zollman & Mason(1992)，標準信念工具(SBI) 

(四)湯仁燕(1993)，國民小學教師教學信念與教學行為關係之研究 

(五)Charlesworth 等(1993)，教師信念和教學問卷 

(六)林陳涌(1995)，職前教師教學觀點形成的模式 

(七)潘雅芳(1996)，國中教師科學信念與教學信念、教學行為的關係  

(八)黃淑苓、盧明(1996)，幼教師教師適性教學信念與適性教學行為量表 

(九)連祺、王展、林松濬(1997)，教師信念問卷 

(十)Murray & Macdonald(1997)，教師態度問卷 

(十一)林偉文(1998)，國中教師心理學信念、教學信念及教育改革信念之量表 

(十二)Lenski 等(1998)，讀寫能力取向測量(LOS) 

(十三)王文中，陳雪珠(1999)，教學觀點量表 

(十四)李毓清、楊志強(2000)，幼稚園教師信念量表 

(十五)Nottis 等(2000)，教師信念量表(The Teacher Beliefs Inventory) 

(十六)維吉尼亞大學國家研究中心天資與才華團隊(2001)，學生差異實務量表

(SOP) 

(十七)孫志麟(2003)，教學自我效能量表 

(十八)Woolley & Benjamin(2004)，教師信念問卷(Teacher Beliefs Survey) 

 

二、由於教學信念內涵的廣泛，是以在探究教師信念時應有更具體的界定(林偉



050719-TPI結案報告 
 

8 

文，1998)，現根據先前學者發展編製出的測量工具進行探討後發現，在測

量工具中經常出現的教學信念面向大致為以下六點，分別是課程、教師角

色、學生角色、教學實務與策略、評量、班級經營等。 

(一) 課程 

關於教師對於課程的信念，各研究對於課程的內涵說法不一，除教師對

於課程本身，有些還包含了教師對知識與學習的看法。 

在研究中將「知識與課程」視為一體者，試圖從知識與個人經驗的有無關係、

是產品還是過程、是確定的還是不確定的，與學習是片段或是整體的、是分

化或是統整的、是個別還是集體的來討探教師的信念 (Tabachnick & 

Zeichner，1985）。 

(二) 教師角色 

對於教師角色內涵的界定主要有兩種不同的看法，有將「教師角色」用

來分析教師在階層體制底下對教學內容、教學方式及學校規則的自主性

(Tabachnick & Zeichner，1985)，也有將「教師角色」視為反應教師對教室學

習歷的主控制者是老師或是學生的想法的。但也有些研究將與家長之間的溝

通交流視為教師角色內涵之一。 

(三) 學生角色 

測量教師對學生的看法，亦即分析教師對學生特性的想法，許多研究是

將學生角色以幾個指標來探討，分別是學生的個別差異性大小、學生是否應

該接受相同的課程、學生行為規範應有普遍性還是差異性、學校的資源是否

該平均分佈到每位學生上、老師是否該鼓勵學生認同其母文化、教師比較喜

歡教特定的學生還是喜歡教各類型的學生(Tabachnick & Zeichner，1985)。有

研究則以教師在課堂上給予的時間和注意、對學生課業需求差異性的定義與

評價 (Karen，2001)，來探討教師對於學生角色的信念。 

(四) 教學實務與策略 

教師對於教學實務策略的看法，綜合所蒐集之文獻可發現教學實務策略

內容之廣泛，大致包涵以下幾點，分別是教學目標、教學方法、教學策略、

有效教學、教學準備、教學活動設計、增強與懲罰、回饋、課室的安排等。

王文中(1999)則明確的將教學信念內涵界定為學生學習態度、學校分班方

式、教學方式與教學目標。 

(五) 評量 

       在評量內涵，有些研究觸及到評量的方式、學生是否參與評量、評量的

基準，另外則有些是偏重評量的目的與作用的。 

(六) 班級經營 

       測量教師對班級經營的部分，王文中與陳雪珠(1999)將班級經營的內涵分

為師生之間的關、對學生的管理方式、不當行為的體罰與否。 

在經過各領域內涵的分析後亦發÷現，國內教師信念測量工具之內容大

多參考國外學者 Tabachnick & Zeichner(1985)之分類架構而來，最常使用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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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則是課程、教師角色、學生角色，且多數內涵並未經修改。然而 Tabachnick 

& Zeichner 所發展出之工具具今已近二十年，其架構內涵是否無損於時代之

變遷並有效反應出現代教師的觀點，是有待研究者參考此工具時應思索的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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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工具發展過程 

根據上述文獻探討，研究者擬定七個構面，然後根據文獻的內容去設計每個

構面下的題目，自編成「教師教學觀點研究工具」，藉由此研究工具來評量教師

們的教學觀點。此工具之編制邀請了幾位專家學者一起來協助工具發展之建構以

及設計可行測試之試題。茲將整個量表編制過程及內容說明如後。 

一、擬定評量構面與題目 

    研究者自編「教師教學觀點研究工具」，研究者擬定七個構面，分別為「教
育目的、教育內容、教學方法、教學評量、對教師角色的看法、對學生學習的看

法、對學習的看法」，接著根據哲學基礎、心理學基礎、社會學基礎之文獻設計

每個構面下的試題，且每個構面依照文獻之基礎理論平均分配題數，總試題數為

114題。 
    本問卷採四點量表，從左到右分別是：極不同意、不同意、同意、極為同意 
完全依照受試者對該題目的看法來作答。 

二、內容適切性評估 

本研究工具「教師教學觀點研究工具」初稿完成之後，研究者進行三部分的 
評估，一是專家效度的建構，研究者請五位對教師教學相關研究有豐碩成果且經

驗豐富的大學教師進行專家意見評估，就研究者編列的試題內容做適當的篩選、

修改。另外，並透過方便取樣 40位幼稚園的園所長、老師，進行小規模的試探

性預試，以探討量表的形式、文字的敘述是否能為受試者所完全理解無誤，也評

估基本資料部分的設計是否恰當。最後，透過 8位幼教現場教師的實際晤談，增
加問卷試題之周延性、語言的易解性與親切性。 
    接者，根據專家的修正意見以及小規模的試探性預試的受試者反應，研究者

以不失原量表試題之本意，而且用字遣詞極其口語話為原則，來修正「教師教學

觀點研究工具」初稿成為預試量表。此外，研究者也考量到試題數目太多，經過

與專家的討論結果，決定刪減題目相似的試題，以突顯試題的代表性，因此，修

改後總試題數為 66題。 

三、第一次預試與項目分析 

    第一次預試旨在透過單一題項的外在效度項目分析來刪除鑑別力不佳題項， 
為求判斷的正確性與推論的適當性，因此分別選取台灣北中南東四區，各一所師

院當作樣本，樣本來源分別是：台北市立師範學院、台中師範學院、台南師範學

院、花蓮師範學院，四間學校分別給予 75 份問卷進行施測，共計有 300 份問卷。

其中在每間學校的 75 份問卷中，又分成二部分，一部分施測對象為大學部學生；

另一部分施測對象為在職班學生(但，南師因為沒有在職班的學生，因此把南師

另外的 35 份拿給中師進修部的學生進行施測，因此中師施測份數為 110 份，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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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施測份數為 40 份，但總份數不變) 

問卷回收之後，300 份問卷中共回收 278 份，其中 5份是無效問卷，因此有

效問卷為 273 份，問卷回收率為 92.7%，有效問卷率為 98.2%。接著進行資料分

析，本預試量表的資料處理透過 SPSS10.0 版進行「因素分析」、「區辨分析」，使

用 cronbach α係數檢定內部一致性，建立工具的信效度。結果，信度為：0.929；

效度為 28.78。基本上對於整份問卷的信度是很高的，但效度低，因此我們再持

續透過因素分析進行試題之評估，修改後總試題數為 56 題。除了試題的修改之

外，研究者也針對填答者的建議進行基本資料修改的評估。因此，此次將進行兩

部分的修改，一為基本資料，二為問卷試題。 

  針對基本資料部分的修改說明如後：(1)有關「性別」的選項，刪除。由於 

尋找相關教師教學觀點的文獻發現性別並不會對教師教學觀點有太大的影響，因

此決定刪除。(2)將目前求學類別，增加「在職進修」的選項。(3)將「學歷」，增

加「研究所」的選項。(4)將學歷與年級題號對調，在大學年級的地方提醒若是

在職進修，此提不需要填答。(5)「服務年資」有重疊的部分，因此給予修改。(6)

在學校所在地方面，修改為「都會區」和「偏遠地區」。(7)在「職務部分」增加

「教師兼行政工作」之選項。 

    針對問卷試題修改的部分說明如後：根據因素分析，萃取出 1至若干成分。

若此構面中，在成分 1的各題數值高於成分 2及成分 3，且該值大於 0.5，則表示

該題屬性偏於此構面無誤。若該題目均不屬於任何一個構面，則該題目有問題，

需要進行修改。由於 36、55 題信效度均低，所以予以刪除；2、17、20、27、31

題由於數值接近 0.5，屬於其中一個成分，專家也支持，所以保留；第 8題，由
於問卷中大多認同，且符合行為主義之觀點，所以給予保留；37、42屬於評量

部分，文獻雖少，但研究者覺得評量還是很重要，所以給予保留；第 58題，由
於要配合 57題才能看出學生學習的主動或被動，所以給予保留。 
    除此之外，此份研究工具經過專家指導及建議，研究者做了以下的修改，說

明如下： 
(1)試題修改、刪減、增加之部分： 

本研究施測的題目，都為正面的問句，填答者也比較容易勾選正面的問句

回答，因此答案落在第 3項與第 4項(同意與極為同意)。因此，本次問卷試題

將一些試題修改為負面的試題，但基本內容概念均不變。 

將原本文獻來自於「認知心理學」的試題刪除，因為認知心理學與哲學無

關。刪除的試題有：9、10、21、22、33、34、51、52、59、65。此外，由於
題數目過多，將相關的哲學做合併，刪除的多餘試題有：6、12、18、24、30、

48、54、60、63。 

由於文獻中將重建主義納入文獻，但由於為了兼顧各個哲學的整全性，因

此根據重建主義的文獻，增加了 9 題重建主義的試題。 

(2)修改回答選項： 

為了能明顯區辨填答者在每個題目所感受的強度，而非只是將答案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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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極為同意」之上，所以研究者將選項改採：六種強烈等級之項度

來作答，從左到右分別是：「極不同意」到「極同意」。 
(3)問卷試題架構之調整： 

避免受試者受到大標題的影響，而影響到受試著的填答，所以刪除大標題

(茹教育目的、教學內容)。 

四、第二次預試與項目分析 

第二次預試分析旨在建構「教師教學觀點研究工具」的信效度。研究者

以方便取樣為考量，第二次預試樣本的選取採立意取樣方式，選取台中師院

(150 份)與花蓮師院(50 份)大學部及進修部學生，共發出 200 份問卷，回收率

96%，可用率為 95%。 

    針對回收後可用的 190 份預試量表，以 SPSS 10.0 版統計套裝軟體進行「項 

目分析(item analysis)」、「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及「信度分析(reliability  

analysis)」，透過 cronbach α係數檢定內部一致性，建立工具的信效度。 
    透過統計分析的結果，最後本「教師教學觀點研究工具」之量表，共計 40 
題，信效度分別為.9643、49.414%。 
 

第四節 研究結果 

「教師教學觀點研究工具」若要真正進入現場施測，第一必須克服的問 
題就是評量工具之發展，若無適切評量工具便無法進行相關研究，而未有相關研

究便很難進行學術對話。本研究之結果，可以分為兩個部分，一為教師對課程的

基本概念；二為教師對教學的看法。希望透過之研究工具的發展探討教師教學觀

點與其研究工具之發展之相關文獻，供本研究及日後相關研究參考。此外，也希

望透過「教師教學觀點研究工具」正式施測之後，可以將教師的教學觀點做分類，

並了解國人對於好的教學的觀點之看法、了解不同師資培育機構不同類型學生教

學觀點的發展性與差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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