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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在教室裡因為班級事務繁雜眾多，學生差異莫衷一是，在緊湊的教學活動、

繁忙的班級事務中，如何指導與輔導修習教育學程同學們進行「導師實習」，使

修習教育學程同學能傳情達意凝聚眾志，學習與訓練其班級經營策略與教師教

學效能，使班級「導師實習」快速步上正常運轉的軌道，是教室裡實用智慧的

一大展現。誠如單文經(民 83)指出：社會大眾對於日益嚴重的學生管教問題，

愈來愈為憂心，其認為此一問題與教師之班級經營有密切的關聯，因此呼籲希

望透過系統化的分析教室歷程與研究教室知識，作比較深入的探討教室實用智

慧，藉由提升教師知能及因應措施，以協助教師們進行良好的教學。 

  學校是實施國民教育的正式體制。學生在國民教育階段，一天中有大部分

的時間是在學校裡度過。而班級是學校的基本組成單位，亦是學生朝夕相處、

主要學習活動的場所。學生除了在學校學習知識外，更重要的是涵養心性、修

正行為。因此教師除了「傳道、授業、解惑」外，還必須擔負起發展學生潛能、

陶成健全人格的責任。故而，針對學生的潛能，教師必須猶如伯樂，有敏銳的

觀察力能發現並給予鼓勵；針對學生的不良行為，教師則必須不厭其煩的及時

矯正。因此，如何帶領班級、成為孩子的心靈導師，並給予孩子溫暖、悅納的

學習環境，就此而論「班級經營」實在是個相當重要的課題。而教師在班級經

營的作為也隱含了其所持的教育哲學觀，實則消極而言，良好的班級經營可以

規範學生的行為、減少不良行為的發生，並促進學生的學習；積極而言，有效

的班級經營更可以凝聚學生對班級的向心力、歸屬感，讓學生濡沐在溫暖的班

級氣氛當中，樂於學習；更進一步，班級經營的終極目標則在於使學生成為自

己的主人、有自治自律的能力。茲將研究動機分點敘述如下： 

一、發展教師知識管理系統之專業能力指標，以期改善教師班級經營 

班級是一個具有特色、複雜的小社會，班級經營為實施教學所設置的系統

教育型態，舉凡學生學業的成就、社會人際關係的技巧、健全人格的發展等，

都受到教師班級經營成效的影響。因此為了增進教師班級經營效能，進而達成

教學目標，具備良好的班級經營知識及研究能力，不論是對於預備成為教師的

人，或對目前實際從事教育工作的教師而言，都顯得非常重要（陳木金，1999）。

所謂「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教師的主要職責乃在進行教學工作，這是

無庸置疑的。另外，知識管理在教育領域的研究，王如哲(2000)在「知識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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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理論與應用：以教育領域及其革新」一書探討知識管理的理論與應用，並以

教育領域及其革新為例，闡述知識管理在教育革新上之具體應用途徑。吳清山、

林天祐(2000)認為知識管理係指管理組織內的知識，亦即將組織內散佈於個

人、各部門、各地及各事業單位的知識加以管理。吳清山(2001)再指出在知識

經濟的時代中，誰能掌握新的知識、活用新的知識就有優勢的力量，亦可掌握

競爭的未來。林海清(2002)在「知識管理與教育發展」一書指出，知識爆炸的

數位經濟社會，科技發展與全球化正加速度進行，教育改革與學習革命成為變

動社會的常態，如何掌握契機，開創新機，察覺自己的競爭優勢與國際脈動並

駕齊驅，成為大家關心的主軸，知識管理的思維與策略，提供教育改革與發展

之方法與思考。黃秀君(2003)研究指出，採用「知識管理」的學校經營策略，

不僅提高學校行政效率，提昇教師教學品質，對於知識的創新相對的有所助益。

王如哲、黃月純(2004)翻譯英國 Edward Sallis 和 Gary Jones 二位學者於 2002年合

著之「教育知識管理」(Knowledge Management in Education)，是第一本教育知識

管理之英文專門著作，全書共有八章，各章對於知識管理在教育上的啟示均有

相當深刻的論述，尤其二位作著強調的主要論點是，知識管理的奠基原則可適

用於教育，正如同可適用至其他的組織般，而且其他的機構可能也有很多可學

習自教育領域實務，可以提供給教育的管理者和人員，一種知識管理世界的洞

見，並提供實務性工具，來調適教育組織的管理程序，以迎接知識紀元的挑戰。

因此，想瞭解教師需具備之知識管理的系統專業知識的內涵與指標，此乃本研

究動機之一。 

二、建構一套植基於班級脈絡內容的班級經營知識觀 

朱文雄（1990）指出很多教師對班級經營感到苦惱，其原因不外乎：教師

本身缺乏班級經營的理念，即使有部分觀念也是稀稀疏疏、鬆散無力，未能加

以統整，縱橫自如地運用於實際情境；並且，在師資培育的過程乃偏重教學和

學習理論的研討，疏於經營管理和領導統禦的訓練，再加上學校行政人員對教

師只要求做好班級經營，但如何做好班級經營，並沒有提供良好的策略和技巧。

因此，教師在班級經營時，除了欠缺班級經營的目標外，也沒有一套有效處理

教室中不良行為的方法。基於上述困境，可以發現教師除了缺乏班級經營的技

能外，亦缺乏班級脈絡的專業知識。有鑑於此，Doyle（1990）指出班級知識

（classroom knowledge）可以提供我們一個架構，讓我們瞭解班級系統如何運作

以及課程如何在班級環境中呈現，並且提供我們以創造出植基於學校環境的實

務。是故，Doyle 主張班級知識是教師研究和班級實務的核心基礎。再者，除

了 Doyle 所提出的班級知識觀點外，簡紅珠、江麗莉（1997）也認為今後班級

管理的研究應該朝認知模式的方向去努力方展，也就是說研究者要能發展出可

供教師瞭解班級管理過程的認知參考架構。單文經（1994）也大聲呼籲班級內

不斷發生的問題行為亟需提升教師班級經營的知識來尋求解決。因此，藉由對

班級知識結構的瞭解，以建構一套系統化之教師班級經營知識觀乃有其必要

性，此乃本研究動機之二。 

三、瞭解教師班級經營效能之內涵，以改善教師班級經營效能 

一般大眾認為學校所面臨的最嚴重問題之一即是紀律問題，而且大眾視有

秩序的學校為〝好〞學校；而且在有效教學的研究報告中也支持大眾的觀點，

當教師將時間花在具有生產性的作為，而不是花在困惑、慌亂與學生的不良行

為時，學生能學的更多。亦即，「有效的教師也是有效的管理者」（Doyle,1980）。

 2



因此，有效能的教師除了具備廣博的知識與教學能力外，還要能激發學生專注

於課業而無暇犯錯。因此，教師具有良好的教學技巧並無法防範所有的班級問

題；一位有效能的教師也必須具備良好的班級經營效能，以保持學習活動的流

暢。再者，教師的班級經營效能是用以評鑑教師是否具備足夠的班級經營知識

與技能的重要指標，因此瞭解教師班級經營效能之內涵與現況，對建構教師班

級經營知識觀而言，乃有其必要性，此乃本研究動機之三。 

四、探討班級經營知識觀與效能觀之相關作為改善教師班級經營現況之參考依

據 

近年來，有關教師班級經營的研究成果很多，而台灣過去班級經營的研究

多在探討「教師特質與班級經營關係之研究」、「班級經營之教學效能研究」、「班

級經營之策略研究」、「情境因素與班級經營關係之研究」、「班級經營之教室生

態研究」、「班級經營之教師思考研究」等六大類型（戴文琪，2003），各有其貢

獻與限制。惟針對教師班級經營知識觀與班級經營效能觀之研究成果，不論於

國內、國外均十分少見，尚待進一步的研究。因此本論文擬以教師班級經營知

識觀與班級經營效能觀之相關為探討主軸，透過對台灣北部五縣市（臺北縣、

臺北市、基隆市、桃園縣、宜蘭縣）公立國民小學教師之研究，剖析國民小學

教師運用班級經營知識觀對於其班級經營效能觀之影響，此乃本研究動機之四。 

 

貳、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的研究動機，歸納出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有四： 

一、 發展國民小學教師知識管理的系統專業能力內涵與指標。 

二、 建構國民小學教師班級經營知識觀與班級經營效能觀之內涵與指標。 

三、 瞭解國民小學教師班級經營知識觀對班級經營效能觀之預測情形。 

四、 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提供教育行政機關、國民小學學校行政、國民

小學教師及未來研究者之參考。 

 

參、研究方法 
本研究根據研究動機與目的，進行研究設計，依文獻分析、教師訪談、焦

點座談及問卷調查所得之資料進行統計分析，以瞭解國民小學教師班級經營知

識觀與班級經營效能觀之內涵與指標，並探討班級經營知識觀對班級經營效能

的預測情形。首先，建構國民小學教師班級經營知識觀的內涵與指標；其次，

建構國民小學教師班級經營效能觀的內涵與指標；第三，以班級經營效能觀之

各向度及整體班級經營效能觀為效標變項，以班級經營知識觀之各向度為預測

變項，進行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探討教師班級經營知識觀對班級經營效能觀得

分的預測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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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與討論 
 

一、建構教師班級經營知識觀的內涵與指標 

(一)發展問卷架構 

本問卷架構係根據國內、外班級經營之相關研究歸納演繹而成，並據此發

展為國民小學教師班級經營知識觀問卷的研究向度，以此作為本研究問卷設計

編製之主要架構與理論基礎。其研究向度包括下列四項：1.班級經營內容知識

觀：係指教師對班級經營的定義、層面、計畫、功能之瞭解與行動；2.班級經

營程序知識觀：係指教師對班級經營的步驟、活動之瞭解與行動；3.班級經營

策略知識觀：係指教師對班級經營的方法、技巧、常規管理模式之瞭解與行動；

4.班級經營省思知識觀：係指教師具有省思能力，以反省自身班級經營的成效。 

 
 
 
 
 
 
 
 
 
 
 
 
 
 

  圖 4-1 國民小學教師班級經營知識觀問卷的研究因素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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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編製研究問卷內容 

基於上述的問卷架構，研究者乃參酌班級經營之理論基礎、國內外班級經

營之相關研究與國民小學教師班級經營的特性，著手編製形成研究問卷的訪談

大綱。並依此進行 3 所國民小學現任低、中、高年級教師之訪談，共計 9位，

並根據訪談結果作為編製研究問卷內容之參考。 

研究問卷初稿內容編製完成後，經過專家學者與實務工作者的諮詢後，針

對研究問卷內容提供問卷修改意見。由此，研究者依據諮詢意見刪除不適合的

題目，並做語句的修正，編製成「國民小學教師班級經營知識觀預試問卷」，包

括：「班級經營內容知識觀」12 題、「班級經營程序知識觀」12 題、「班級經營

策略知識觀」18 題、「班級經營省思知識觀」12 題，共計 54 題，詳見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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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國民小學教師班級經營知識觀問卷向度涵義及內容之一：內容知識觀 

一、班級經營內容知識觀 

涵義：係指教師對班級經營的定義、層面、計畫、功能之瞭解與行動。 

1.我瞭解教師班級經營的成效對學生學習的重要性。 

2.我瞭解良好的班級環境需要教師、學生與家長共同維護與經營。 

3.我對班級經營的內容有自己一套分類標準與實施重點。 

4.我對如何經營自我班級有一個清楚且具體的目標。 

5.我會配合學校願景制訂班級經營計畫。 

6.我會配合學校活動行事曆制訂班級經營計畫。 

7.我會配合家長期許適度調整班級經營計畫。 

8.我會配合學生能力適度調整班級經營計畫。 

9.我會以個人長才來推動班級特色。 

10.我會以和學生家長聯繫做為班級經營的重要事項。 

11.我瞭解親師懇談會的重要性，並會在事前做好充分準備。 

12.我瞭解取得家長信任的重要性，會積極與家長做良性的溝通。 

 

 

表 4-2 國民小學教師班級經營知識觀問卷向度涵義及內容之二：程序知識觀 

二、班級經營程序知識觀  

涵義：係指教師對班級經營的步驟、活動之瞭解與行動。 

 

13.開學前，接任新班級時，我會調閱學生基本資料瞭解學生背景。 

14.開學前，我會以書面或電話方式和家長聯絡，瞭解家長對學生的期望。 

15.開學前，我會讓家長瞭解自己班級經營計畫與教學重點。 

16.開學前，我會做好教學的充分準備，設計課程與教學活動。 

17.開學前，我會依據教學目標布置與陳設舒適安全的教室環境。 

18.開學當天，我會制訂具體、合理、可行的班級常規。 

19.開學當天，我會具體明確地向學生說明班級常規與教師期望。 

20.開學後，我會邀請家長參與策劃班級活動。 

21.開學後，我會很快認識每位學生，拉近師生關係。 

22.開學後，我會定時與家長聯繫學生的學習狀況。 

23.開學後，我能妥善運用學生、家長等人力資源，從事班級事務的分工。 

24.開學後，我會不厭其煩地叮嚀學生應當遵守的班級常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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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國民小學教師班級經營知識觀問卷向度涵義及內容之三：策略知識觀 

三、班級經營策略知識觀  

涵義：係指教師對班級經營的方法、技巧、常規管理模式之瞭解與行動。 

 

25.我會根據年級學生特性運用各式獎懲機制，鼓勵學生的正向行為。 

26.實施獎懲時，我會態度堅定、標準前後一致且一視同仁地公平對待。 

27.與學生衝突時，我會使用理性訊息冷靜處理，避免情緒性的反應。 

28.學生出現重大不良行為時，我會立即處理且通報家長。 

29.處理學生問題時，我會考量避免中斷教學活動或傷害學生自尊。 

30.懲罰學生後，我會重視對學生的輔導與家長的溝通。 

31.對學生的常規管理，我傾向多用獎賞、鼓勵與讚美，少用懲罰。 

32.在班級教學時，我會依據教學方式安排學生課桌椅。 

33.在班級教學時，我能流暢轉換活動以提升學生注意力及學習成效。 

34.在班級經營時，我會運用團體動力，提升或制約學生的行為。 

35.在班級經營時，我會以眼神、手勢等肢體語言技巧和學生培養默契。 

36.在班級經營時，我會以幽默的態度化解親師生間的衝突。 

37.在班級經營時，我會清楚劃分教師、學生的權利，明訂教室規則。 

38.在班級經營時，我會賦予學生權力，培養其自律負責的行為。 

39.在班級經營時，我會以接納、聆聽、尊重的態度與學生和諧溝通。 

40.在常規管理時，我會適度、合理地表達自己生氣的情緒。 

41.在常規管理時，我會敏銳洞察，避免刻板印象、標記學生。 

42.在常規管理時，我會利用班會時間與學生共同檢討班級問題。 

 

表 4-4 國民小學教師班級經營知識觀問卷向度涵義及內容之四：省思知識觀 

四、班級經營省思知識觀  

涵義：係指教師具有省思能力，以反省自身班級經營的成效。 

 

43.我會進行教室觀察記錄（反省日記），作為每日反省的依據。 

44.我會進行學生的學習成效檢核，反省自我的班級經營成效。 

45.我能開放自我，勇於接納學生及家長意見，檢核修正班級經營計畫。 

46.我能開放自我，樂於吸取他人的班級經營經驗，改善班級經營成效。 

47.我會以本班班級經營計畫，做為班級經營成效的省思重點。 

48.我會以親師溝通順暢，做為班級經營成效的省思重點。 

49.我會以班級的學生凝聚力，做為班級經營成效的省思重點。 

50.我會以教學成果（學生學習成果），做為班級經營成效的省思重點。 

51.我會建立親師談話紀錄，做為班級經營成效的省思重點。 

52.在班級經營中，我扮演敏銳知覺者、教學決定行動研究者的角色。 

53.在班級經營的實踐歷程中，我能時時刻刻監督自我進行省思活動。 

54.在班級經營的反省經驗中，我會塑造一套自我的班級經營模式。 



(三)問卷填答與計分 

本研究問卷係採李克特式（Likert-type）的六點式量表，根據受試者的實

際觀察與感受的符合程度填答，受試者從非常符合到非常不符合的 6 – 5 – 4 – 
3 – 2 – 1 中，在適當的數字上打〝○〞，計分方式係按 6分、5分、4分、3

分、2分、1分，各項分別計分，最後計算出國民小學教師班級經營知識觀問卷

各向度及總量表的得分，得分愈高者，代表受試教師對該向度的自我肯定程度

越高。 

(四)進行預試與統計分析 

本預試問卷共計抽取樣本 200 人，問卷回收 173 份，整理收回問卷填答有

效情形，合計有效樣本為 172 份，回收率為 86.5﹪，可用率為 86﹪。預試問卷

回收後，隨即進行資料整理與統計分析，以考驗量表的信效度。以下茲就預試

問卷之（一）各題之決斷值（CR）及各題與量表總分之相關分析；（二）因素

分析；（三）信度分析及各因素之內部一致性分析(Cronbach α)；（四）各因素

與總量表之相關分析說明： 

1.各題之決斷值（CR）及各題與量表總分之相關分析 

考驗「國民小學教師班級經營知識觀預試問卷」各題之決斷值（CR）及各

題與量表總分之相關分析，以瞭解預試問卷各題之鑑別度，刪除各題決斷值

（CR）係數小於 8的題目，包括第 6、12、14、15、16、17、20、23、28、32、

41、43、51、52 共 14 題，保留其他 40 題，詳見表 4-5。 

 

表 4-5國民小學教師班級經營知識觀問卷各題之決斷值（CR）及各題與量表總分之相關分析 
摘要表                                                            （N=172）

因素 
名稱 

題號及題目內容 決斷值

（CR）
各題與總

分相關 

1.我瞭解教師班級經營的成效對學生學習的重要性。 9.79 .735***
2.我瞭解良好的班級環境需要教師、學生與家長共同維護與經營。 8.76 .685***
3.我對班級經營的內容有自己一套分類標準與實施重點。 11.09 .755***
4.我對如何經營自我班級有一個清楚且具體的目標。 12.51 .789***
5.我會配合學校願景制訂班級經營計畫。 11.15 .710***
6.我會配合學校活動行事曆制訂班級經營計畫。 7.87 .708***
7.我會配合家長期許適度調整班級經營計畫。 8.69 .727***
8.我會配合學生能力適度調整班級經營計畫。 10.39 .796***
9.我會以個人長才來推動班級特色。 11.16 .766***
10.我會以和學生家長聯繫做為班級經營的重要事項。 11.62 .737***
11.我瞭解親師懇談會的重要性，並會在事前做好充分準備。 10.14 .782***

內
容
知
識
觀 

12.我瞭解取得家長信任的重要性，會積極與家長做良性的溝通。 7.80 .739***
13.開學前，接任新班級時，我會調閱學生基本資料瞭解學生背景。 8.05 .753***
14.開學前，我會以書面或電話方式和家長聯絡，瞭解家長對學生的期望。 5.59 .576***
15.開學前，我會讓家長瞭解自己班級經營計畫與教學重點。 6.70 .622***
16.開學前，我會做好教學的充分準備，設計課程與教學活動。 7.12 .697***
17.開學前，我會依據教學目標布置與陳設舒適安全的教室環境。 6.62 .607***

程
序
知
識
觀 

18.開學當天，我會制訂具體、合理、可行的班級常規。 10.94 .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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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開學當天，我會具體明確地向學生說明班級常規與教師期望。 10.01 .725***
20.開學後，我會邀請家長參與策劃班級活動。 7.50 .608***
21.開學後，我會很快認識每位學生，拉近師生關係。 12.14 .768***
22.開學後，我會定時與家長聯繫學生的學習狀況。 10.77 .666***
23.開學後，我能妥善運用學生、家長等人力資源，從事班級事務的分工。 6.18 .539***
24.開學後，我會不厭其煩地叮嚀學生應當遵守的班級常規。 13.19 .759***
25.我會根據年級學生特性運用各式獎懲機制，鼓勵學生的正向行為。 10.54 .733***
26.實施獎懲時，我會態度堅定、標準前後一致且一視同仁地公平對待。 12.57 .729***
27.與學生衝突時，我會使用理性訊息冷靜處理，避免情緒性的反應 11.62 .780***
28.學生出現重大不良行為時，我會立即處理且通報家長。 7.88 .681***
29.處理學生問題時，我會考量避免中斷教學活動或傷害學生自尊。 9.29 .693***
30.懲罰學生後，我會重視對學生的輔導與家長的溝通。 11.15 .807***
31.對學生的常規管理，我傾向多用獎賞、鼓勵與讚美，少用懲罰。 11.16 .793***
32.在班級教學時，我會依據教學方式安排學生課桌椅。 7.42 .679***
33.在班級教學時，我能流暢轉換活動以提升學生注意力及學習成效。 10.11 .806***
34.在班級經營時，我會運用團體動力，提升或制約學生的行為。 10.49 .805***
35.在班級經營時，我會以眼神、手勢等肢體語言技巧和學生培養默契。 10.71 .804***
36.在班級經營時，我會以幽默的態度化解親師生間的衝突。 11.16 .777***
37.在班級經營時，我會清楚劃分教師、學生的權利，明訂教室規則。 8.20 .677***
38.在班級經營時，我會賦予學生權力，培養其自律負責的行為。 9.83 .735***
39.在班級經營時，我會以接納、聆聽、尊重的態度與學生和諧溝通。 9.85 .794***
40.在常規管理時，我會適度、合理地表達自己生氣的情緒。 10.45 .772***
41.在常規管理時，我會敏銳洞察，避免刻板印象、標記學生。 6.20 .664***
42.在常規管理時，我會利用班會時間與學生共同檢討班級問題。 10.75 .675***
43.我會進行教室觀察記錄（反省日記），作為每日反省的依據。 4.98 .379***
44.我會進行學生的學習成效檢核，反省自我的班級經營成效。 8.67 .626***
45.我能開放自我，勇於接納學生及家長意見，檢核修正班級經營計畫。 9.00 .743***
46.我能開放自我，樂於吸取他人的班級經營經驗，改善班級經營成效。 9.04 .713***

策
略
知
識
觀 

47.我會以本班班級經營計畫，做為班級經營成效的省思重點。 9.74 .694***
48.我會以親師溝通順暢，做為班級經營成效的省思重點。 9.91 .769***
49.我會以班級的學生凝聚力，做為班級經營成效的省思重點。 11.07 .758***
50.我會以教學成果（學生學習成果），做為班級經營成效的省思重點。 8.41 .669***
51.我會建立親師談話紀錄，做為班級經營成效的省思重點。 5.86 .554***
52.在班級經營中，我扮演敏銳知覺者、教學決定行動研究者的角色。 7.54 .631***
53.在班級經營的實踐歷程中，我能時時刻刻監督自我進行省思活動。 8.60 .709***

省
思
知
識
觀 

54.在班級經營的反省經驗中，我會塑造一套自我的班級經營模式。 10.65 .678***

***p<.001 

 
2.因素分析 

考驗「國民小學教師班級經營知識觀預試問卷」的因素分析是為了探討本

量表中各因素的因素解釋量及各題之因素負荷量大小，以作為選題之參考，並

了解本量表之建構效度是否良好。 

本研究預試問卷分析發現：以 172 位國小教師為受試者在「國民小學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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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經營知識觀預試問卷」的反應，進行因素分析。在第一次因素分析之前，

先刪去決斷值小於 8者，包括第 6、12、14、15、16、17、20、23、28、32、41、

43、51、52 共 14 題，以 40 題進行第一次因素分析。本研究採用主成份分析法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以 eigenvalue 值大於 1者為入選因素參考標準，

共抽取四個因素，但其中有部分題目因素負荷量小於.50，包括第 4、42 共 2 題。

因此，決定刪除上述題目後，以 38 題進行第二次因素分析。其第二次因素分析

結果如表 4-6 所示，以下茲說明第二次因素分析之結果： 

第二次因素分析之結果抽取四個因素，其中第 40 題因素負荷量未達.50，刪除

後，保留 37 題，總共解釋變異量為 70.46%，各因素解釋量及命名，如下所述： 

1.因素一包括第 5、7、8、9、10、11、22、44 題，共計 8 題，因素負荷量

從.520～.700，分析題目內容命名為「內容知識觀」，其 eigenvalue 值為 5.19，可

解釋國民小學教師班級經營知識觀問卷達 13.65％。 

2.因素二包括第 1、2、3、13、18、19、21、24、25、26、37、38、39 題，

共計 13 題，因素負荷量從.548～.801，分析題目內容命名為「程序知識觀」，其

eigenvalue 值為 8.76，可解釋國民小學教師班級經營知識觀問卷達 23.06％。 

3.因素三包括第 27、29、30、31、33、34、35、36 題，共計 8 題，因素負

荷量從.571～.745，分析題目內容命名為「策略知識觀」，其 eigenvalue 值為 6.35，

可解釋國民小學教師班級經營知識觀問卷達 16.71％。 

4.因素四包括第 45、46、47、48、49、50、53、54 題，共計 8 題，因素負

荷量從.628～.721，分析題目內容命名為「省思知識觀」，其 eigenvalue 值為 6.47，

可解釋國民小學教師班級經營知識觀問卷達 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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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國民小學教師班級經營知識觀預試問卷」之因素分析摘要表       （N=172） 

因素內容及各題因素負荷量 

題號及題目內容 因素一

內容 
知識觀

因素二 
程序 
知識觀 

因素三

策略 
知識觀

因素四

省思 
知識觀

1.我瞭解教師班級經營的成效對學生學習的重要性 .701 
2.我瞭解良好的班級環境需要教師、學生與家長共同維護與經營 .801 
3.我對班級經營的內容有自己一套分類標準與實施重點 .548 
5.我會配合學校願景制訂班級經營計畫 .519  
7.我會配合家長期許適度調整班級經營計畫 .674  
8.我會配合學生能力適度調整班級經營計畫 .590  
9.我會以個人長才來推動班級特色 .657  
10.我會以和學生家長聯繫做為班級經營的重要事項 .692  
11.我瞭解親師懇談會的重要性，並會在事前做好充分準備 .573  
13.開學前，接任新班級時，我會調閱學生基本資料瞭解學生背景 .605 
18.開學當天，我會制訂具體、合理、可行的班級常規 .630 
19.開學當天，我會具體明確地向學生說明班級常規與教師期望 .755 
21.開學後，我會很快認識每位學生，拉近師生關係 .711 
22.開學後，我會定時與家長聯繫學生的學習狀況 .652  
24.開學後，我會不厭其煩地叮嚀學生應當遵守的班級常規 .737 
25.我會根據年級學生特性運用各式獎懲機制，鼓勵學生的正向行為 .663 
26.實施獎懲時，我會態度堅定、標準前後一致且一視同仁地公平對待 .621 
27.與學生衝突時，我會使用理性訊息冷靜處理，避免情緒性的反應  .697
29.處理學生問題時，我會考量避免中斷教學活動或傷害學生自尊  .727
30.懲罰學生後，我會重視對學生的輔導與家長的溝通  .575
31.對學生的常規管理，我傾向多用獎賞、鼓勵與讚美，少用懲罰  .614 
33.在班級教學時，我能流暢轉換活動以提升學生注意力及學習成效  .651 
34.在班級經營時，我會運用團體動力，提升或制約學生的行為  .658
35.在班級經營時，我會以眼神、手勢等肢體語言技巧和學生培養默契  .697 
36.在班級經營時，我會以幽默的態度化解親師生間的衝突  .740 
37.在班級經營時，我會清楚劃分教師、學生的權利，明訂教室規則 .690 
38.在班級經營時，我會賦予學生權力，培養其自律負責的行為 .650 
39.在班級經營時，我會以接納、聆聽、尊重的態度與學生和諧溝通 .570 
44.我會進行學生的學習成效檢核，反省自我的班級經營成效 .638  
45.我能開放自我，勇於接納學生及家長意見，檢核修正班級經營計畫  .619 
46.我能開放自我，樂於吸取他人的班級經營經驗，改善班級經營成效  .702
47.我會以本班班級經營計畫，做為班級經營成效的省思重點  .721
48.我會以親師溝通順暢，做為班級經營成效的省思重點  .709
49.我會以班級的學生凝聚力，做為班級經營成效的省思重點  .680
50.我會以教學成果（學生學習成果），做為班級經營成效的省思重點  .614
53.在班級經營的實踐歷程中，我能時時刻刻監督自我進行省思活動  .677
54.在班級經營的反省經驗中，我會塑造一套自我的班級經營模式  .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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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度分析及各因素之內部一致性分析(Cronbach α) 

考驗「國民小學教師班級經營知識觀預試問卷」的信度分析是為了探討本

量表中各因素的內部一致性以了解本量表之信度是否良好。本研究預試問卷分

析發現：以 172 位國小教師為受試者在「國民小學教師班級經營知識觀預試問

卷」的反應，進行信度分析（Reliability Analysis），以考驗「國民小學教師班級

經營知識觀預試問卷」各因素與總量表的內部一致性。其信度分析結果如表 4-7

所示，總量表之 Cronbachα 係數達 .9758 ，各因素 Cronbachα 係數

達.9068、.9486、.9417、.9305，顯示本量表之總量表及各因素內部一致性高，信

度佳。 

表 4-7國民小學教師班級經營知識觀問卷各因素之內部一致性分析（Cronbach α） 

因素別 內容知識觀 程序知識觀 策略知識觀 省思知識觀 總 量 表 

題數 8 13 8 8 37 

Cronbachα .9068 .9486 .9417 .9305 .9758 

 
4.各因素與總量表之相關分析 

考驗「國民小學教師班級經營知識觀預試問卷」各因素與總量表之內在相

關是為了瞭解本量表的內在結構是否良好。本研究預試問卷分析發現：其各因

素與總量表之相關分析結果如表 4-8 所示，各因素內在相關皆達顯著水準，其

與總量表相關程度分別為.901、.929、.918、.886。可見本量表之內在結構良好。 

表 4-8國民小學教師班級經營知識觀問卷各因素內在相關                (N=172) 
因  素 內容知識觀 程序知識觀 策略知識觀 省思知識觀 總 量 表 
內容知識觀 1.000     
程序知識觀 .761*** 1.000    
策略知識觀 .777*** .816*** 1.000   
省思知識觀 .772*** .735*** .760*** 1.000  
總  量  表 .901*** .929*** .918*** .886*** 1.000 
***p< .001 

 
 

二、建構教師班級經營效能觀的內涵與指標 
(一)問卷架構 

本問卷架構係引用陳木金（1999）於其《班級經營》著作中所論及之教師

班級經營知能檢核的三向度，作為本研究之班級經營效能觀的內涵。本研究沿

用其班級經營知能及其知能向度，發展為國民小學教師班級經營效能觀問卷之

向度及內容，其向度包括：1. 教室領導技巧：係指教師對學生產生影響的歷程，

它包括班級團體或組織目標的選擇、完成既定目標、工作活動的組織、激勵學

生達成學習目標的動機；2. 班級經營策略：係指教師或師生遵循一定的準則，

適當而有效地處理班級中的人、事、物等各項業務，以發揮教學效果，達成教



育目標的歷程；3.教師教學效能：係指教師能夠促進有效的教學與學習，增強

自己對學校教育的力量、學生學習成敗的責任、對學生影響力等各方面的效能，

營造良好教室氣氛，提高教育品質，達成教育目標。 

 

 

 

 

 

 

 

 

 

 

 

 

 

 

 

 
 
 
 
                 

2.班級經營策略 

1.教室領導技巧 

3.教師教學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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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國民小學教師班級經營效能觀量表的研究因素圖 

 

 
(二)編製研究問卷內容 

研究者乃基於上述問卷架構，編製成「國民小學教師班級經營效能觀預試

問卷」，包括：「教室領導技巧」6題、「班級經營策略」6題、「教師教學效

能」6題，共計 18 題，詳見下表。 

 

表 4-9 國民小學教師班級經營效能觀問卷向度涵義及內容之一：教室領導技巧 

一、教室領導技巧 

涵義：係指教師對學生產生影響的歷程，它包括班級團體或組織目標的選擇、
完成既定目標、工作活動的組織、激勵學生達成學習目標的動機。 

1.在班級經營中，我的情感表達技巧很好。 

2.在班級經營中，我的敏銳洞察技巧很好。 

3.在班級經營中，我的情緒控制技巧很好。 

4.在班級經營中，我的口語溝通技巧很好。 

5.在班級經營中，我的人際關係技巧很好。 

6.在班級經營中，我的角色轉換技巧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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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國民小學教師班級經營效能觀問卷向度涵義及內容之二：班級經營策略

二、班級經營策略 

涵義：係指教師或師生遵循一定的準則，適當而有效地處理班級中的人、事、
物等各項業務，以發揮教學效果，達成教育目標的歷程。 

7.在班級經營中，我能善用安排教室環境策略。 

8.在班級經營中，我能善用建立和諧溝通策略。 

9.在班級經營中，我能善用監督學生活動策略。 

10.在班級經營中，我能善用建立教室規則策略。 

11.在班級經營中，我能善用獎懲增強策略。 

12.在班級經營中，我能善用處理不良行為策略。 

表 4-11 國民小學教師班級經營效能觀問卷向度涵義及內容之三：教師教學效能

三、教師教學效能 

涵義：係指教師能夠促進有效的教學與學習，增強自己對學校教育的力量、
學生學習成敗的責任、對學生影響力等各方面的效能，營造良好教室氣氛，
提高教育品質，達成教育目標。 

13.在班級經營中，我能展現教學自我效能信念。 

14.在班級經營中，我能系統呈現教材內容。 

15.在班級經營中，我能使用多元有效教學技術。 

16.在班級經營中，我能有效運用教學時間。 

17.在班級經營中，我能建立和諧師生關係。 

18.在班級經營中，我能營造良好班級氣氛。 

(三)問卷填答與計分 

本研究問卷係採李克特式（Likert-type）的六點式量表，根據受試者的實

際觀察與感受的符合程度填答，受試者從非常符合到非常不符合的 6 – 5 – 4 – 
3 – 2 – 1 中，在適當的數字上打〝○〞，計分方式係按 6分、5分、4分、3

分、2分、1分，各項分別計分，最後計算出國民小學教師班級經營效能觀問卷

各向度及總量表的得分，得分愈高者，代表受試教師對該向度的自我肯定程度

越高。 

(四)進行預試與統計分析 

本預試問卷共計抽取樣本 200 人，問卷回收 173 份，整理收回問卷填答有

效情形，合計有效樣本為 172 份，回收率為 86.5﹪，可用率為 86﹪。預試問卷

回收後，隨即進行資料整理與統計分析，以考驗量表的信效度。以下茲就預試

問卷之（一）因素分析；（二）信度分析及各因素之內部一致性分析(Cronbach 

α)；（三）各因素與總量表之相關分析說明： 

1.因素分析 

在「國民小學教師班級經營效能觀預試問卷」中，係以 172 位國小教師為

受試者，針對其在國民小學教師班級經營效能觀調查問卷各向度題目的反應，



採用主成份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以 eigenvalue 值大於 1者為

入選因素參考標準。其因素分析之結果如下所述： 

在「國民小學教師班級經營效能觀預試問卷各向度及內容」：（1）教室領導技巧：

因素分析抽取一個因素，其 eigenvalue 值為 4.515，可解釋教室領導技巧 72.256

％，因素負荷量為 .840～ .899，以第 2題最低。其因素分析結果如表 4-12 所示。

（2）班級經營策略：因素分析抽取一個因素，其 eigenvalue 值為 4.392，可解釋

班級經營策略 73.197％，因素負荷量為 .813～ .889，以第 12 題最低。其因素

分析結果如表 4-13 所示。（3）教師教學效能：因素分析抽取一個因素，其

eigenvalue 值為 4.473，可解釋教師教學效能 74.558％，因素負荷量為 .837

～ .881，以第 16 題最低。其因素分析結果如表 4-14 所示。 

表 4-12「國民小學教師班級經營效能觀預試問卷」因素分析摘要表之一            (N=172)  

向度 題次內容 因素負荷量 共同性h2 解釋變異量％

1.在班級經營中，我的情感表達技巧很好。 .848 .718 

2.在班級經營中，我的敏銳洞察技巧很好。 .840 .705 

3.在班級經營中，我的情緒控制技巧很好。 .847 .718 

4.在班級經營中，我的口語溝通技巧很好。 .884 .782 

5.在班級經營中，我的人際關係技巧很好。 .899 .808 

教
室
領
導
技
巧 6.在班級經營中，我的角色轉換技巧很好。 .885 .784 

75.256% 

 

表 4-13「國民小學教師班級經營效能觀預試問卷」因素分析摘要表之二           (N=172) 

向度 題次內容 因素負荷量 共同性h2 解釋變異量％

7.在班級經營中，我能善用安排教室環境策略。 .842 .710 
8.在班級經營中，我能善用建立和諧溝通策略。 .850 .723 
9.在班級經營中，我能善用監督學生活動策略。 .877 .769 
10.在班級經營中，我能善用建立教室規則策略。 .889 .790 
11.在班級經營中，我能善用獎懲增強策略。 .859 .738 

班
級
經
營
策
略 

12.在班級經營中，我能善用處理不良行為策略。 .813 .661 

73.197% 

 

表 4-14「國民小學教師班級經營效能觀預試問卷」因素分析摘要表之三           (N=172)  

向度 題次內容 因素負荷量 共同性h2 解釋變異量％

13.在班級經營中，我能展現教學自我效能信念。 .867 .753 
14.在班級經營中，我能系統呈現教材內容。 .866 .749 
15.在班級經營中，我能使用多元有效教學技術。 .881 .777 
16.在班級經營中，我能有效運用教學時間。 .837 .701 

教
師
教
學
效
能 17.在班級經營中，我能建立和諧師生關係。 .872 .761 

74.558% 

18.在班級經營中，我能營造良好班級氣氛。 .856 .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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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度分析及各因素之內部一致性分析(Cronbach α) 

考驗「國民小學教師班級經營效能觀預試問卷」的信度分析是為了探討本

量表中各因素的內部一致性以了解本量表之信度是否良好。本研究預試問卷分

析發現：以 172 位國小教師為受試者在「國民小學教師班級經營效能觀預試問

卷」的反應，進行信度分析（Reliability Analysis），以考驗「國民小學教師班級

經營效能觀預試問卷」各因素與總量表的內部一致性。其信度分析結果如表 4-15

所示，總量表之 Cronbachα 係數達 .9682 ，各因素 Cronbachα 係數

達.9342、.9265、.9301，顯示本量表之總量表及各因素內部一致性高，信度佳。 

 

表 4-15國民小學教師班級經營效能觀問卷各因素之內部一致性分析（Cronbach α）(N=172)

因素別 教室領導技巧 班級經營策略 教師教學效能 總 量 表 

題   數 6 6 6 18 

Cronbachα .9342 .9265 .9301 .9682 

 

 

3.各因素與總量表之相關分析 

考驗「國民小學教師班級經營效能觀預試問卷」各因素與總量表之內在相

關是為了瞭解本量表的內在結構是否良好。本研究預試問卷分析發現：其各因

素與總量表之相關分析結果如表 4-16 所示，各因素內在相關皆達顯著水準，其

與總量表相關程度分別為.930、.943、.936。可見本量表之內在結構良好。 

 

表 4-16國民小學教師班級經營效能觀問卷各因素內在相關                  (N=172)

因素別 教室領導技巧 班級經營策略 教師教學效能 總 量 表 

教室領導技巧 1.000    
班級經營策略 .811*** 1.000   
教師教學效能 .792*** .841*** 1.000  
總    量    表 .930*** .943*** .936*** 1.000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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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班級經營知識觀對班級經營效能觀之預測形 

 (一)班級經營知識觀各向度對教室領導技巧之預測力 

    表 4-17 班級經營知識觀各向度預測「教室領導技巧」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

摘要表。由表中可知，四個預測變項預測教室領導技巧時，進入迴歸方程式的顯

著變項有「策略知識觀」、「內容知識觀」與「省思知識觀」三項，其多元迴歸係

數為.753，聯合解釋變異量為.567，顯示表中三個變項能聯合預測教室領導技巧

56.7﹪的變異量。 

    而就個別變項的解釋量而言，以「策略知識觀」向度的預測力最佳，其解釋

變異量.525，亦即解釋量為 52.5﹪，F 值 675.37，達到.001 顯著水準；「內容知識

觀」向度之解釋變異量.037，亦即解釋量為 3.7﹪，F 值 392.47，達到.001 顯著水

準；「省思知識觀」向度之解釋變異量.005，亦即解釋量為 0.5﹪，F 值 266.15，

達到.001 顯著水準。 

 

表 4-17班級經營知識觀各向度預測教室領導技巧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投入預測 

變項順序 

多元迴歸 

係數 R 

決定係數R2 

累積解釋量 

決定係數R2 

增加解釋量 
F值 

策略知識觀 .724 .525 ─ 675.37*** 

內容知識觀 .750 .562 .037 392.47*** 

省思知識觀 .753 .567 .005 266.15*** 

***p<.001 

 

(二)班級經營知識觀各向度對班級經營策略之預測力 

表 4-18 為班級經營知識觀各向度預測「班級經營策略」之逐步多元迴歸分

析摘要表。由表中可知，四個預測變項預測班級經營策略時，進入迴歸方程式的

顯著變項共有「策略知識觀」、「內容知識觀」、「程序知識觀」及「省思知識觀」

四項，其多元迴歸係數為.780，聯合解釋變異量為.608，顯示表中四個變項能聯

合預測班級經營策略 60.8﹪的變異量。 

    而就個別變項的解釋量而言，以「策略知識觀」向度的預測力最佳，其解釋

變異量.545，亦即解釋量為 54.5﹪，F 值 731.73，達到.001 顯著水準；「內容知識

觀」向度之解釋變異量.044，亦即解釋量為 4.4﹪，F 值 438.42，達到.001 顯著水

準；「程序知識觀」向度之解釋變異量.016，亦即解釋量為 1.6﹪，F 值 312.07，

達到.001 顯著水準；「省思知識觀」向度之解釋變異量.003，亦即解釋量為 0.3﹪，

F值 236.36，達到.001 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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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班級經營知識觀各向度預測班級經營策略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投入預測 

變項順序 

多元迴歸 

係數 R 

決定係數R2 

累積解釋量 

決定係數R2 

增加解釋量 
F值 

策略知識觀 .738 .545 ─ 731.73*** 

內容知識觀 .768 .589 .044 438.42*** 

程序知識觀 .778 .605 .016 312.07*** 

省思知識觀 .780 .608 .003 236.36*** 

***p<.001 

 

(三)班級經營知識觀各向度對教師教學效能之預測力 

    表 4-19 為班級經營知識觀各向度預測「教師教學效能」之逐步多元迴歸分

析摘要表。由表中可知，四個預測變項預測教師教學效能時，進入迴歸方程式的

顯著變項只有「策略知識觀」與「內容知識觀」二項，其多元迴歸係數為.788，

聯合解釋變異量為.621，顯示表中二個變項能聯合預測教師教學效能 62.1﹪的變

異量。 

    而就個別變項的解釋量而言，以「策略知識觀」向度的預測力最佳，其解釋

變異量.583，亦即解釋量為 58.3﹪，F 值 856.37，達到.001 顯著水準；「內容知識

觀」向度之解釋變異量.038，亦即解釋量為 3.8﹪，F 值 500.24，達到.001 顯著水

準。 

 

表 4-19班級經營知識觀各向度預測教師教學效能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投入預測 

變項順序 

多元迴歸 

係數 R 

決定係數R2 

累積解釋量 

決定係數R2 

增加解釋量 
F值 

策略知識觀 .764 .583 ─ 856.37*** 

內容知識觀 .788 .621 .038 500.24*** 

***p<.001 

(四)、班級經營知識觀各向度對整體班級經營效能觀之預測力 

表 4-20 為班級經營知識觀各向度預測「整體班級經營效能觀」之逐步多元

迴歸分析摘要表。由表中可知，四個預測變項預測整體班級經營效能觀時，進入

迴歸方程式的顯著變項共有「策略知識觀」、「內容知識觀」、「程序知識觀」及「省

思知識觀」四項，其多元迴歸係數為.821，聯合解釋變異量為.673，顯示表中四

個變項能聯合預測整體班級經營效能觀 67.3﹪的變異量。 

而就個別變項的解釋量而言，以「策略知識觀」向度的預測力最佳，其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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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異量.620，亦即解釋量為 62.0﹪，F 值 997.38，達到.001 顯著水準；「內容知識

觀」向度之解釋變異量.045，亦即解釋量為 4.5﹪，F 值 605.52，達到.001 顯著水

準；「程序知識觀」向度之解釋變異量.006，亦即解釋量為 0.6﹪，F 值 415.02，

達到.001 顯著水準；「省思知識觀」向度之解釋變異量.002，亦即解釋量為 0.2﹪，

F值 313.86，達到.001 顯著水準。 

表 4-20班級經營知識觀各向度預測整體班級經營效能觀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 

摘要表 

投入預測 

變項順序 

多元迴歸 

係數 R 

決定係數R2 

累積解釋量 

決定係數R2 

增加解釋量 
F值 

策略知識觀 .787 .620 ─ 997.38*** 

內容知識觀 .815 .665 .045 605.52*** 

程序知識觀 .819 .671 .006 415.02*** 

省思知識觀 .821 .673 .002 313.86***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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