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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教學視導、教師知識分享與

教師專業發展之關係

一 運用中介效果模式驗證

陳建志* 陳亭橘"

摘要

回 吋

本研究旨在利用中介效果，模式，分析國小校長教學視導、教師知識分享

與教師專業發展之關聯性。以往相關研究大多運用直接效果模式進行，然而，

其無法解決校長如何透過知識分芋，影響教師專業發展之重要議題。因此本

研究採取中介效果模式，進一步瞭解其關係。本次研究係針對屏東縣團小教

師進行問卷調查，所得資料主要應用積芳:相關、迴歸分析以及結構方程模式

進行統計分析。本次研究共得到兩個結論:(1)校長教學視導對教師知識

分享具有正向的解釋作用;校長教學視導及教師知識分享對教師專業發展亦

具正向的解釋作用 o (2) 校長教學視導能夠間接透過教師知識分草的中介

作用，對教師專業發展造成正向的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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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ncipal's supervision of

instruction, teachers' knowledge sharing and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by using mediated-effects model. Previous studies normally use directed-effects

mode l. However, the use of directed-effects model does not resolve the most

important theoretic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means by which principals achieve

an impact on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rough teachers' knowledge

sharing. Therefore, we use mediated-effects model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in this study. By using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ncipal's supervision of instruction and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mediated by the condition of knowledge sharing. Three related questionnaires

were used to measure the major variables while data was collected of teachers

in Pingtung County. It was found that principal's supervision of instruction can

predict teachers' knowledge sharing and principal's supervision of instruction and

teachers' knowledge sharing can also predict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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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the result from mediated-effects model indicated that knowledge sharing
had the significant mediated effects of supervision of instruction on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Keywords: mediated-effects model, knowledge sharing, instructional supervision,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1«當代教育研究季刊》第二十一卷第二期

72 I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Research Quarterly Vo1.21 , NO.2

壹、緒論

隨著社會發展逐漸複雜，在專業化與高度分工下，教育從單純維

持生活所需的工具性技能，轉變成為」種具有特定日的、意義的學習。

因此，學校制度應運而生，成為大眾教育推展的場所，教師必須先於

學生面對時代的變動與接受變革，才能培育有競爭力的下一代。係故，

教育部於 2006 年提出了「五年精緻國民教育發展方案 J '於 2006 年

至 2011 年間執行，希望以「教師專業發展」或「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來提升教師的教學能力和品質，最終提升國民教育水准。此)]案強調在

教育革新的場域中，教育人員專業知能得與時俱進，而 j教學視導制度就

是幫助教師自我成長，達成教師專業發展最有效的方法之- (李珀，

2000 )

在教師專業發展的研究當中，校長教學視導與教師專業發展之探討

一直備受關注，歷來研究者為同答兩者問之關連性為何，曾提出諸多不

同理論模式加以解釋(劉仲成， 2005) 。就理論而言，校長教學視導對

教師專業發展有其一定之影響力;然而，其影響力的大小是否在統計上

達顯著水準'在實徵研究}一則出現不同效果。基本上，研究者在處理相

關議題時，計有直接效果( direct-effects) 與中介效果( mediated-effects)

兩種模式可供採用(秦夢群、吳勁甫，2009 ' 20 II) 0 顧名思義，直接

效果模式主張校長教學視導可直接對教師專業發展造成影響;中介效果

模式則假定校長教學視導須透過間接的途悴，例如組織因素(如組織文

化、組織氣候、組織公民行為與教師知識分享等)，進而對教師專業發

展造成影響。

Harris (1985) 認為教學是學校教育運作的核心，從事教學丁.作的

教師直接與學生密切接觸，並帶領學生朝教學日標前進。而屬於教育行

政一環的視導工作，雖未與學生有直接的關係'但卻能從旁協助教學

效能的提升。-﹒般而旨，視導工作係屬教育行政的範疇，使教師對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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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上對下指導的刻板印象 o 然而，而見導的概念歷經多年發展，已由監

督、指示的過程，轉為以瞭解教師教學困難，協助其改進教學的機制。

Zachariah (2012) 亦說明教學視導能促進學生學業成就之提升，並透過

協助的方式提升教師教學品質，達成精進教學的目的。此外，有學者更

積極的提出以教學視導提升教師專業發展，提供學生更好的學習環境，

用以達成教育目標的說法(丁一顧、張德銳，2006 ;邱錦昌， 2002)

因此，教學視導是教師以及兩見導人員共同努力改進教學的歷程。視導人

員站在協助的立場，與教師問維持平等合作的關係，鼓勵並引導教師

專業自我成長與努力，提升教師教學效能，藉以改善教學與學習的情

境，增進學生學習的品質，實現教育的理想日標(邱錦昌;郭昭佑，

1996 )

教育品質的優劣良級與教師素養息息相關(潘慧玲、陳文彥，

2010) ，教師專業的養成白師資培育階段即開始累積，從初任教階段的

新于教師一直到教學游刃有餘的專家教師，在任教期間都必須不斷的鞭

策白我，方能有所成長。饒見維(2003)認為教育工作環境須因應社會

變遷，因此有持續發展與變動的特性，需要適應各種教育改革政策和制

度的要求，因此教師不論在任職前接受過多少相關訓練，都必須在任教

期間持續精進專業素養，沒布-個教師能以現下的職前教育知識來應付

未來千變萬化的工作情勢(何碧愉、盧乃桂，2010 ;饒見維)

在促進教師專業發展中，陳美去(1999)提出可以透過團體學習的

方式(如:讀書會) ，形成專業學習的社群，彼此分享知識與經驗。而

教師分享知識的行為相當多樣，如教師言談間的討論、參與教學觀摩、

組成知識社群、讀書會或是經由媒體與網頁的分享等(曾國鴻、朱耀明、

陳榮宗、羅希哲、盧宜屏、許祐毓，2004) ，都是教師分享知識的管

道，而此也確實能提升教師專業發展。因此，在以知識為重的時代潮流

當中，教師專業的發展與提升，如何經由知識的分享與傳遞或是以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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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導的方式來進行即為本研究欲探討的主題。

因此，重視教師專業的持續發展便有其必要性存在，然而國內有

關校長教學視導與教師專業發展之文獻多以直接效果模式進行，較少

以中介效果模式探討，且研究結果亦說明校長教學視導能有效預測教師

專業發展(阮靜雯， 2000 ;郭淑芳， 2005) 。但在陳亭矯 (2009 )、

Palandra (2010) 的研究巾即發現，校長教學視導與教師知識分享有顯

著正相闕，且校長教學視導亦可預測教師知識分享的成效。再者，有

些研究結果顯示教師知識分享與教師專業發展呈現正相闕，教師知識

分享能夠提升教師專業發展，且在校長教學視導的過程當中，教師知

識分享亦為影響視導成效高低的重要因素(李重毅、廖H告圭， 2011 ;

Cornelissen, van Swet, Beijaard, & Bergen, 2011 )。因此，若要完整理解

其關係以及分析之角度，應設法檢視影響其關係的中介機制，也可說是

探討校長教學視導的行為，能否藉由所謂教師知識分享的中介機制，進

|而對教師專業發展自所影響，突破傳統直接效果模式之探究。

易言之，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於分析校長教學視導、教師知識分享

與教師專業發展間的關聯性，而 j主要的研究問題係在探討:

(1)校長教學視導對教師知識分享與教師專業發展，教師知識分享

對教師專業發展是否具有解釋力，以及三者問的關係為何?

(2) 校長教學視導能否藉由教師知識分享的中介作用，問接影響教

師專業發展?

貳、相關文獻探討

以下茲就校長教學視導、教師知識分享與教師專業發展之意涵，以

及二者之關聯性加以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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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長教學視導的意涵

教學視導的概念IE教育視導與教育行政轉變而來，其目的是用以

提升教師教學品質以及促進學校辦學的成長，教學視導人員的工作項且

由過去的督學對學校進行行政視導，逐漸轉變為學校的領導者以教學為

內容，以視導為手段來改進教師教學的方式(邱錦月， 2002 ; Blase &

Blase, 2002 )

教育環境巾最車要的兩個核心主體為教師與學午，因此教師的教

學與學生的學習活動即為教育歷程中主要的兩件工作，教師教學之良竄

更會直接影響學生的學習成就( Blase & Blase, 2000; Herman & Herman,

1994) 0 羅清水 (2000)提出缺乏教學活動的教育是無生命且常泛的，

因此須將視導L作著重在教學視導，應提{月教學視導來增進教師的專業

發展，改進教學成效以促進學生學習的效果，達成教學的目的。閃此，

視導的概念已從廣泛的教育相關活動逐漸聚焦於以教學為主的視導ι

作 o 針對教學方面的視導，Moswela (2010) 更是直接點出教學視導的

功能是幫助教師提升教學品質、促進教師在教學上能專業成長，因此教

師們必須時常提醒與督促自己，無論是寒暑假或是學期末都不能有所鬆

懈，方能讓視導工作在教師教學的主體中發揮積極的作用，達成教師專

業發展的功效。

教師在教室中教學，其在課科與教學上經驗豐富，且精熟於教材

內容與教學知識。在校園中，校長的責任在於引發教師的創造力與主動

心，發展學校中最佳教學實務(DiPaola & Hoy, 2007) 。因此，劉仲成

(2003)認為校長教學視導乃是校長為增進教師教學效能，提升學生學

習成效，進而達成組織目標，所進行一連串有計畫、有組織的指導、支

持、輔導與協助教師教學及專業發展的歷程。

從校長教學視導主導者、協調者與支持者的角色出發，劉仲成

(2003 )和 Palandra (2010) 提出校長教學視導時的任務應有以下五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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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接協助教師成長

校長藉由視導的方式給予教師直接的協助，無論是校長本身，或

是經由資深教師以及種子教師等組成團隊進行教室參與觀察，給

予教師凶饋的方式，都是藉著直接瞭解教師的教學情形而給予協

助 O

(二)提升教師專業成長

學校是專業的社群組織，教師為其中的專業人員，如何幫助教師

持續的發展與成長，校長應站在支持者的角色，運用教學視導的

方式，提供管道與協助，安排教師參與在職進修、規劃個人自我

成長的計劃 o

(三)領導課程與教學發展

因應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學校教師必須形成學習團隊，討論與

整合教學策略及課程設計。此時，校長教學視導的任務即在於組

成學習圖隊，領導教師發展與設計課程。

(四)促進教學團隊發展

校長教學視導的任務除了協助教師個人專業發展之外，對於整體

學校的教育目標，亦能藉由教學視導的執行，促使整個團隊的向

上提升，邁向有效能學校的願景。

(五)培養行動研究能力

發展以學校為探究核心的研究團隊也是校長教學視導的任務之

一，培養教師發現問題、尋求策略、解決問題進而形成研究的能

力，不僅能提升教師的教學，同時也能改善學校整體的環境，給

予教師及學生優質的教育環境。

隨著不同學校領導者運用不同強度的視導行為， Glickman (2002)

提出視導行為的四種類型 r 非指導型J 、「協同合作型」、「主導/

資訊型」與「主導/控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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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指導型

非指導型的領導者是協助教師構思、發展臼己的教學改善計畫

書。其假設教師是有能力分析和解決自己在教學方面的問題。因

此，領導者採取傾聽、釐清、鼓勵與呈現的角色，幫助教師瞭解

問題所在。

(二)協同合作型

協同合作型的領導者與教師分享彼此的教學經驗與提出意見，最

後達成共識，並完成教師的教學改菁計畫書。其包含傾聽、釐清、

呈現、解決問題與協商的行為，最終由領導者與教師共同訂定的

改善計劃書，其基本假設為:透過彼此共同討論出來的教學改菁

計畫書，會比教師獨自提出的計劃書還有效率，以及更能有效提

升教師教學以及班級經營技巧，且一定是雙方都同意的方案。

(三)主導/資訊型

主導/資訊型的領導者提供教師教學改善的重點，以及可能採

用的行動方案，要求教師從這些建議事項中挑選採行的方式。因

此，領導者先行判斷教師的需求，給予特定、具體的建議事項，

讓教師經過思考、挑選後，發展自己在教室裡的行動方案。

(四)主導/控制型

主導/控制型的領導者則是未讓教師有選擇的空間，教師必須採

行指定的教學改善計畫書。其主要透過釐清和里現想法，指示教

師應做的事情，對教師說明合在的教學行為，並標準化學生學習

日標，運用適當的獎懲方式強化教師執行改善計畫。

本研究所指校長教學視導行為愛用 Glickman (2002) 之分類，但

由於「主導/資訊型」與「主導/控制型」皆為校長運用 7主導、指示的

方式來協助教師改進教學，無論是提供教師相關的資訊或是給予指定的

計畫書，都是要求教師必須改變教學行為，因而將「主導/資訊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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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芷導/控制型」合稱為「主導型」視導行為。而「非指導型」與「協

|司合作型」均是由領導者透過傾聽、釐清等方式，但協同合作型增列了

共|司討論，惟其意涵有所重疊，故將其歸納為「非指導協同型」視導行

為 o 而此分類模式亦與 Moswela (2010) 所分析歸納之教學視導所兼顧

之人性與發展，以及監督和控制等兩層面相符。

此外，教學視導在臺灣從過往較偏重於視察( inspection) 性質，

藉由教學觀摩及巡堂等提供建議之主導型視導行為，逐漸轉往視導人員

提供協助並與被視導者共同合作改進之協同型行為(郭淑芳， 2005) 。

因此，本研究之構面為更貼切臺灣教學所見導發展之歷程，在整合相關文

獻後，將校長教學視導區分為「非指導協同型視導行為」以及「干 A導型

視導行為」兩種類型。

二、教師知識分享的意涵

Epstein (2000) 認為組織知識必須透過組織內的分享媒介來取得，

由於組織內的知識分享媒介其有差異性，透過不同媒介的作用，會產

生不同的溝通障礙並影響資訊傳遞數量的多寡，躍而造成不同知識類

型的傳遞效率的差異 o 閃此，知識並非透過單一與問定的形式或某種分

享行為就能有效的傳遞，必須藉由多元的途何將個人與組織所擁有的

知識，進行有效的分享與溝通才能促進整體知識與經驗的提升。例如

Mawhinney (2010) 就指出教師專業知識的分享並非單純發生在校園當

中，有時一些知識會透過教師在正式及非正式場合中溝通的傳遞，例如

午餐對談等，進而提升教師的教學品質。

Nonaka與 Takeuchi ( 1995)提出的知識螺雄理論中，將知識分成

內隱以及外顯知識，透過不同知識類型的轉換，進而提升組織的知識層

次。其包括了藉由分享經驗從而創造隱性知識的「分享化」過程、將觀

念加以系統化而形成知識體系的「結合」方式、將隱性知識明白表達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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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顯觀念的「外化」過程，以及將顯性知識轉化為隱，性知識，與邊做邊

學息息相關的「內化」過程，動員個人層次產生與累積的知識。秦夢群

與吳勁甫 (2011 )以及 Chen 、 Su 、 Hsien 與 Lin (2009) 就指出學校應

有效的分享以及應用內隱與外顯知識，提升教師教學以及學校行政的效

能，而此亦可說明教師的知識需透過不同形式的分享，進而激盪出不|司

的知識創意。

日前國民小學教師在知識分辜的實施途徑上，主要是透過學校行政

單位所建立的管道，如學生下:會議、學習領域課程小組等進行知識分字與

經驗交流，學校中自發性或非正式的分享團體較為少見(李重毅、廖皓

圭， 2011 ;黃勢民， 2004) ，若學校中的教職員能夠有效運用知識分享

的方式，則可結合個人以泣社會的知識|而形成潛在的團隊知識，組成或

參與知識社群，觸動組織革新的產生(蕭佳純，2007 ; Grif1自由， Sawyer,

& Neale, 2003)

而在整合王元珊(2005 )、 Hasan (2011 )在教職員知識分享提

出的「需不需要特定時間」與「特定對象的有無J '以及 Nonaka與

Takeuchi (1 995) 提lU 「知識螺艇」的看法，可將教師知識分享的行為

以「正式與盃」和「畫面呈現與否」區分為以F凹種類型:

(一)正式書面分享行為

以正式的書出文件方式傳遞知識，包括校刊、公布欄、電子郵件、

簡訊、網際網路等方式分享知識。

(二)正式非書面分享行為

以正式非書面文件方式傳遞知識，包括讀書會、研習會、詢問電

話、舉辦校內外之教學觀摩會等。

(三)非正式書面分享行為

以非正式方式傳遞書面文件，包括非正式的文件分享交換與取

用、 l二傳文件至網路平台、提供書的i教材至學校資料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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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非正式非主面分享行為

在電話或聯誼場合中的對談，非正式的會談聊天、網路社群的對

談，於非正式情境中分享教學或王作經驗。

其中， Hasan (2011 )亦提出，當教師利用讀書會或是社群等方

式進行知識的交流，進而討論出與教育相關之成果，才ft將其上傳

至網路平台或是學校共用資料庫時，知識分享的成效便從此產

生。

三、教師專業發展的意涵

教育乃百年大計，學校與教師在社會中被賦予極高的期望。現代教

師具有複雜且多重的角色，不悍，要作為學生的榜樣，更要樂在教學，改

善教育品質，提升學生學習成效O 閃此，如何能使學;笠、學校與社會變

得更好，教師的專業為關鍵之鑰。陳美玉(1999 )認為教師專業發展應

從「教師發展即專業知識與技能的發展」、「教師發展即自我瞭解」、「教

師發展即生態的改變」以及「教師發展即生涯的過程」四個層面進行探

討，才能夠獲得較完整的瞭解，並有助於教師專業能力的充分開展。

教師在生涯發展的過程中，有學者認為教師教學的專業發展能力即

教師表現符合專業精神與專業要求的能力，偏重在個人成熟、專業投入

與專業倫理部分，而非指一般教學行為的表現，屬於對教師從事教育工

作較高層次的要求，也較貼近專業工作的核心要義，有別於朝九晚五，

照表操課的行為表現，代表對教學工作品質的注重(饒見維，2003) 。

整合陳美玉(1999 )以及饒見維的見解，其認為教師專業發展應包合教

師通用知能、學科知識、教育專業知能以及教育專業精神，茲說明如f:

(一)教師通用知能

教師通用知能包括通用知識與能力，係指教師人際關係與溝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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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問題解決與個案研究、創造思考、批判思考、情緒與涵養等

相關知能。

(二)學科知能

學科知能是指教師任教於某一學科峙，對該學科內所具備的知識

與技能，幫助學生瞭解內容並發展相關的觀念。教師應具備的學

科知能包括有教材的選擇、教學方式的呈現，以及如何詮釋等，

教師不僅要教導學生瞭解學科的內容，更要發現學生的迷思概

念，引導學生發展正確的觀念。

(三)教育專業知能

饒見維 (2003 )認為教育所關切的是如何涵養完整的人，而非專

注在教授某一學科領域的知識與技能，因此教育專業，指的不單

僅是教學而已，更包括了輔導與行政等，教師應瞭解教育的目標

並依此選擇具有教育價值的知識來傳授給學生;教師也必須擁有

課程與教學的知能，包括教學理念、教學原理、方法與技巧、運

用教學資源的能力、教學設計、評量與實施的能力等;除了教學，

瞭解學生與輔導學生也是教師必須重視的教育專業知能之一。因

此，教育專業知能係指教育目標與教育價值的知識、課程與教學

知能、心理與輔導知能、班級經營知能以及學校行政與教育環境

脈絡的知識。

(四)教育專業精神

每個人對自己的工作投入熱忱與承諾，此種意向即為專業的精

神 o 然而教師對教育工作認真與積極，是一種自發而非被迫的表

現，對教育工作產生積極的省思、探究或改革的習慣與態度，願

意對學生懷抱著犧牲、奉獻、使命感、關懷及愛心等，即為教育

專業精神的核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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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長教學視導、教師知識分享與教師專業發展

之相關研究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校長教學視導、教師知識分享與教師專業發展三

者問之關聯悴，為瞭解變項彼此間的關係'茲援引相關文獻加以說明，

已知其概要。

呂淑芝 (2002 )指出事巾市國民 rt r小學教育人員有超過一半的樣

本認為實施學校本位教學視導有利於提升教師專業發展的動力。阮靜雯

(2000)與李重毅與廖皓主(2011 )則發現實施教學視導對教師專業發

展具有預測作用，且教學視導確實可以提升教師的教學信心，進而提升

教學效能。 Pa1andra (2010) 亦說明教學視導能透過教師知識分享的合

作計畫，藉由訂立優先目標就加以分享執行，進而達成教學視導中教師

教學專業的精進與學校效能的提升之目標。

教學視導與教師專業發展的相關研究不在少數，出t述研究可知，

校長教學視導對教師專業發展有顯著的影響，才t.且為正向的關係。視導

的概念為教育行政的一環，教學視導更為學校領導者的工作職責，檢視

教學視導的實施目的，即是在於協助教師改進教學並發展其專業，可知

教學視導本身即為理想、概念也是具體方式，可用以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然而校長在教學視導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不僅為主導者、發起

者也為協助者。倘若學校領導者在視導過程中缺乏一致性的標:准，或

是其專業程度受到教師質疑時，其視導品質便會大打折扣(Zachariah,

2012)。因此，校長的教學視導作為與專業知能會影響教師是否願意接

受其視導來提升專業能力之意願，學校的領導者實應熟知實施教學視導

的相關技巧與激勵、溝通的能力，協助教師專業發展。

在李重毅與廖皓圭 (2011 )及姜禮琪 (2008 )的研究中，均發現教

師的知識分享與其專業發展有相關。李重毅、廖目告圭與鄭惠珠(2005 )

均提到教師知識分享對教師的專業發展有顯著的預測力。姜禮琪更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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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指出，知識分享情形愈好的國民小學教師，其專業發展的表現愈

好。

知識分享是知識管理中重要的一環，對國民小學教師來說，也是彼

此相互學習的方式。由上述的研究結果可知，教師知識分享情形與教師

專業發展相闕，教師知識分享的頻率愈頻繁，教師專業發展情形愈好。

許多教育現場中的專業知能屬於內隱的知識，需要經由教師將知識外顯

化，才能夠將知識分享出去，藉由如此知識分享的行為，教師才能夠傳

遞教育的專業知識與技能，抵蠣彼此教學能力，促進專業發展。

校長教學視導能藉由教師知識分享的作用，影響教師專業發展，進

而提升組織績效。目前國內中介效果模式之實徵相關研究雖不多見，但

部分仍顯示校長教學視導能藉由各種中介機制(例如:學校組織文化、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教師組織承諾與教師工作滿意度等)間接影響教師

專業發展(李珀， 2000 ;阮靜雯， 2000) 。因此口J推知，教師知識分享

亦可能成為校長教學視導影響教師專業發展之中介機制。

因此，本研究同時採取直接與間接效果來解釋校長教學視導與教師

知識分享的因果關聯。以直接效果分析，校長教學視導會影響教師專業

發展;就中介效果而言，係指校長教學視導會透過教師知識分享進而間

接影響教師專業發展。

參、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問卷調查法」進行研究，以白編問卷作為調查研究之

工具，問卷研擬以研究架構，依據文獻相關理論，並參考國內外學者專

家之研究觀點與所編問卷設計作為編製基礎。藉由資料之統計分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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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瞭解校長教學視導、教師知識分享與教師專業發展之關係。

在中介效果的部分，依據Baron WKenny ( 1986)所提出之觀點，

須檢驗: (l)自變項(校長教學視導)對中介變項(教師知識分享)

具顯著影響關係， (2) 自變項(校長教學視導)對依變項(教師專業

發展)具顯著影響關{系， (3)自變項(校長教學視導)與中介變項(教

師知識分享)對依變項(教師專業發展)具顯著影響關係，本研究亦據

此檢驗中介效果是否存在 o

二、研究架構

本研究冒在探討校長教學視導、教師知識分享與教師專業發展之關

係。根據研究動機與目的，綜合相關文獻評述，所擬定的研究架構如圖

l 所示 o

教師知識分享

1.正式書面分享

1/
2.正式非書面分享

校長教學視導
3.非正式書面分享 ?、

教師專業發展

1.非指導協間啊導行為
4 非正式非書間分享

1.教師通月1知能

2.主導型視導行為

2.學科知能

3教育專業知能

....,
4.教育專業精神

圖 1 研究架構圖

三、研究對象與抽樣

(一)預試樣本

本研究預試對象主要為屏東縣公立國民小學之教師，研究者以立意

取樣之方式，以一般級任教師、科任教師以及兼任行政教師為預試施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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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對象。在預試問卷的樣本數量上，吳明隆 (2000 )認為預試樣本數以

問卷中包括最多題目之「分量表」的 3 ~ 5 倍為原則 o 由於預試問卷內

三個量表最多之題數為 24 題，故本研究抽取 160 人作為預試對象，發

出 160份問卷，回收 148份，回收率92.5% '經篩選後可用問卷有 120份，

有效問卷率 81.08% 。

(二)正式樣本與抽樣方式

本研究是以屏東縣公ι國民小學為研究範圍，以國民小學教師為研

究母群體。為使樣本能具代表性，依教育部統計處 97 年公佈的「國民

小學校別資料 J (教育部統計處， 2008) ，屏東縣國民小學有166 所，

教師 4，028 名。

根據 Dillman (2007) 所推導出的樣本規模，依照本研究之母群體

規模 (4，028 )試算，在95% 信賴水準、容忍、±5%抽樣誤差的條件下，

宜選取 351 至 361 之樣本數，且本研究考量問卷的回收率和有效率，預

計發送調查問卷400 份以上，以確保有效之回收樣本數量。

之後本研究對屏東縣其他國民小學進行分層隨機抽樣，總計抽樣

35 所學校，寄出433 份問卷。結束回收時共計有34 所樣本學校寄間，

回收總問卷總計406 份，回收率93.76% '有效問卷 364 份，其中男性

佔 154 份 (42.3%) ，女性為 210 份 (57.7% )

四、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工具包括: (一)校長教學視導量表; (二二)

教師知識分享量表;以及(三)教師專業發展量表，將其填符結果進行

預試分析後，其內容茲分述如下:

(一)校長教學視導量表

本研究根據丈獻探討編製校長教學視導量表，然而在丈獻探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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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究者依據相關資料調整過往文獻所提出之層面因子，故假定因

素間具有相關，在因素分析時須採斜交轉軸。預試過程首先進行項目分

析，原校長教學視導量表計有18 題，刪除CR 值未達 0.05 顯著水準之

「本校校長經常要求教師必須達成學校所設定的各項目標」的題目後，

所保留題目之CR值介於 3.96 ~ 9.58 之間，且均達顯著水準。

效度經探索性因素分析(採主軸因素法抽取因素，以直接斜交法進

行斜交轉軸) ，並且一次刪除「本校校長認為教師能自我評鑑，以瞭解

教學的優缺點」、「本校校長與教師維持平等關係互動，營造良好對話

氣氛J ，-本校校長會為教師規範符合學校願景的教學原則，內容則由教

師自行規畫。」以及「本校校長會指IH教師教學須改進之處，並指導教師

正確的作法」等4 題因素負荷量較低之題曰後可區分為兩大因素，-非

指導協同型視導行為」、「主導型視導行為J '因素的解釋變異量依序

為 43.81% 、 23.72% ;在其信度!'. '各分層面之α係數為 .82 和 .88 '總

量表的信度為 .90 。經預試分析刪題後，豈表總題數為13 題， rh上述可

見，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實屬良好。

(二)教師知識分享量表

教師知識分享行為係依據教師分享知識的管道為正式與否，以及是

否以書面的方式分類，據此編製教師知識分享量表，因已有研究將其分

為四類，因此在因素分析時採取直交轉軸。預試首先進行項日分析，原

教師知識分享量表計有24 題，若單一題日未達0.05 的顯著水準時，則

刪除該題日，本次分析CR值均達顯著水準(其值介於2.85 ~ 12.10)

因此在項日分析上末刪除任何題目。

而其效度經探索性因素分析(採 k軸因素法抽取因素，以最大變

異量進行直交轉軸) ，並且一次刪除「我經常在學校舉辦的研習中與

他人進行知識的討論」、「我經常與同事交換閱讀彼此的教學檔案」

「我經常在網路社群的討論、對話之中取得有用的經驗或知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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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在工作會議中與同事分享相關的研究或文章」與「經常將自已設計

的教學檔案分享於學校共通的網站上」等 5 題因素負荷量較低之題日後

可區分為四大因素，.正式書面的知識分享行為」、「正式非書面的知

識分享行為」、「非正式書面的知識分享行為」、「非正式非書面的知

識分享行為 J '因素的解釋變異量分別為 10.71% 、 23.82% 、 14.27% 、

15.36% ;在其信度/:'各分層面之 α 係數在 .72 到 .81 之間，總量表的

信度為.阱。經預試分析刪題後，量表總題數為 19 題，由上述可見，量

表的信度和效度實屬良好。

(三)教師專業發展量表

在教師專業發展方面，妥用饒見輯: (2003) 提出教師專業發展內涵

的問個層面，分別為「教師通用知能」、「學科知能」、「教育專業知

能」以及「教育專業精神J '教師專業發展量表即依攘此四個層面編製

而成，首先進行項日分析，原教師專業發展量表計有24 題，本次分析

CR值均達顯著水準(其值介於4.36 ~ 10.56) ，因此在項目分析上未刪

除任何題目。

而其效度經探索性因素分析(採主軸因素法抽取因素，以最大變異

量進行直交轉軸) ，並且一次刪除「我經常檢視所教學科是否有新的研

究成果或內容的修訂更動」、「我經常運用傾聽的技巧，瞭解學生真正

的心聲」、「我能夠積極參與學掉了活動或發表教學相關研究，提升自我

專業能力」、「我經常實踐教育相關的理論，並反思可改進之處」與「我

具備基本的資訊能力，並能將其運用在教學上」等5 題因素負荷量較低

之題目後，其解釋變異量分別為15.15% 、 13.59% 、 14.76% 、 17.94% ;

在其信度上，各分層面之 α 係數在 .78 到 .86 之間，總量表的信度為

91 。經預試分析刪題後，量表總題數為 19 題，由~ 1--述可見，量表的信

度和效度實屬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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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料分析方法

為達成研究目的，使用以下之統計方式，包含有積差相關、迴歸

分析以及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0 運用

Pearson積是相關判斷校長教學視導、教師知識分享與教師專業發展之

相關。而迴歸分析則係以解釋為主要目的，將所有自變項同時納入迴歸

方程式中，分析其對依變項的解釋力。

其後使用結構方程模式(LISREL 8.8 版套裝軟體) ，估計校長教

學視導能否正向預測教師專業發展，且校長教學視導能否藉由教師知

識分享的中介作用，間接影響教師專業發展。SEM結構模式之適配

度評鑑指標係採絕對適配度指標之:卡方值(χ2) 、漸進誤差均方根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 、採適配度指數

(goodness-of-fit, GFI) 、調整後適配度指數 (adjusted goodness-of-fit,

AGFI) 、均方根殘差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 RMR) 以及標準化殘

芳:均方根( 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SRMR) 。

增值適配度指標之:非正規化適配指標( non-normed fit index,

NNFI) 、正規化適配指標 (normal fit index, NFl) 、相對適配指標( relative

fit index, RFI)、增值適配指標( incremental fit index, IFI) 以及比較適配

指標( 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 ;簡約適配度指標之:精簡適配度指標

(parsimony goodness-of-fit index, PGFI) 、精簡正規化適配指標 (parsimony

adjusted NFl, PNFI)以及適當樣本數(Critical N, CN )。

其中，正相當容易受到樣本數大小影響，致使模式與資料間無法適

配，因此學者通常建議參採其他指標加以驗證，例如若 GFI 、 AGFI 、

NNFI 、 NFl 、 RFI 、 IFI 與 CFI 大於 .90 、 RMSEA 以及 SRMR 值等於或

小於 .08 、 PGFI 與 PNFI 大於 .50 '且 CN 大於 200 者為良好或是可接受

的適配，整體模式可被接受(黃芳銘， 20 I0 ; Bentler, 1982; McDonald

& Marsh, I9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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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之分析與討論

一、校長教學視導、教師知識分享與教師專業發展

之相關分析

本部分旨在探討校長教學視導、教師知識分享與教師專業發展之關

係，以 Pearson 積差相關方法探討校長教學視導與教師知識分享、校長

教學視導與教師專業發展，以及教師知識分享與教師專業發展間的相關

情形(見表 1 ~表 3 )。就變項分層面的彼此相關而言，校長教學視導

與教師知識分享(相關係數值介於 .35 ~ .53) 、教師知識分享與教師專

業發展(相關係數值介於 .37 ~ .60) ，以及校長教學視導與教師專業發

表 1 校長教學視導與教師知識分享相關分析摘要表

教師知識分享 jl·:;:~ [b·~ ~hh~ 非正式 整體

校長教學而言\\
書面 非書面 聿日面 非書面 知識分享

非指導協同型 .4 1 .36" .35 .41 .45"

主導型 .45 .44" .40 .34" 47"

整體教學視導 49 .43 .44 .45 .53
..

p < .01

表 2 教師知識分享與教師專業發展相關分析摘要表

教師知識分享 正式 正式 非正式 非正式 整體

教師專業政\\
書面 非書面 書面 非書面 知識分享

教師通用知能 .37" .42" .4 1" .53 50

學科長[]能 39 46 46" .52 .53

教師專業知能 .42" .53" .49" .50" .57"

教師專業精神 .35 .45" .46" .51 51

整體專業發展 .43 .53 .52" 59" .60..
p<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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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3"

.37"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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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校長教學視導與教師專業發展相關分析摘要表

如雨專業發展教師通用 學科 教育專業

校長教學靚i革\\\ 知能 知能 知能

非指導協同型 .34叫 .32“ .33"

主導型 .34" .39“ .36抖

繫體教學視導 .32“ .34“ .36“

"p < Ol

展(相關係數值介於 .31 - .40) ，無論是在分層的i以及整體層面上均為

顯著正相關，故可說三者問呈現顯著的正相關o

二、校長教學視導、教師知識分享與教師專業發展

之解釋分析

為瞭解變項問之解釋情形，本研究採多元迴歸，I可時將所有自變項

同時納入迴歸方程式中，分析其對依變項的解釋力為何o 首先，就校長

教學視導解釋教師知識分享而言，HI表 4 口J知，整體迦歸模式檢定(F

值為 79.12' P < .05) 達顯著，顯示整個模式具有統計意義，正值為

.31 '表示這兩個自變項口 J解釋依變項 31% 的變異量。

在個別自變項的檢定方面，全部的迴歸係數皆達顯著，而共線性分

析的診斷上，由於變異數波動因素 (VIF 值)皆小於 10 '故不存在嚴重

的共線性問題。係故，大致上可依據標準化係數(戶)之大小判斷自變

項對依變相影響的重要性。兩個依變項的重要性依序為: (l)主導型

視導行為(戶= .35) ; (2) 非指導協同型視導行為(戶= .31 )。由於

上述迴歸係數皆為正值，因此可笑 LJ校長教學視導所有分層面對教師知識

分享皆具正向的解釋力。

其次，就教師知識分享估計教師專業發展而言，由表 5 日J知，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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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r校長教學視導」分層面估計「教師知識分享」之迴歸分析摘要表

標準化係數 2 整體迴歸模式共騙性檢定
模式 t 值

(~ ) 檢定 (F值) VIF 值

.31 79.12

非指導協同型視導行為

主導型視導行為

p < .05

.31 6.50

35 7.22'

1.20

1.20

表 5 r教師知識分享」分層面估計「教師專業發展」之迴歸分析摘要表

標準化係數 悄 2 整體迴歸模式共棋性檢定
模式

(~) 且 檢定 (F 值) VIF {~

41 6 1. 13'

正式書面的知識分享行為 01 0.23 1.97

正式非書面的知識分享行站 .21 3.21 2.78

非正式書面的知識分享行為 .12 1.76 2.90

非正式非書面的知識分享行為 .39 7.37 1.68

p < .05

迴歸模式檢定 (F值為 6 1. 13 ' p < .05 )達顯著，顯示整個模式具有統

計意義，正值為.4 1 '表示這四個白變項I1 J解釋依變項 41% 的變異量。

在個別白變項的檢定方面，有兩個迴歸係數達到顯著，兩個未達顯著

(正式書面的知識分享行為、非正式書面的知識分享行為)

由於不存在嚴重的共線性問題 (VIF 值皆小於 10) ，因此大致可依

據標準化係數的大小判斷自變項對依變項影響的重要性。兩個依變項的

重要性依序為: (I)非正式非書面的知識分享行為(戶= .39) ; (2)

正式非書面的知識分享行為(戶=.21) ，可知教師知識分享的分層面對

教師專業發展具有正向解釋力。

最後，就校長教學視導估計教師專業發展而言，由表6 中可知，整

體迴歸模式檢定(F值為 34.80 ' p < .05)達顯著，顯示整個模式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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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r 校長教學視導」分層面估計「教師專業發展」之迴歸分析摘要表

標準化係 2 整體迴歸模式共線性檢定
模式 t 值

數(~) 檢定 (F 值) VIF 值

.16 34.80

非指導協同型視導行為

主導型視導行為

p < .05

36 6.79'

.11 2.04'

1.20

1.20

統計意義，正值為 .16 .表示這兩個自變項可解釋依變項 16%的變異量。

在個別白變項的檢定方面，全部的迴歸係數皆達顯著，而共線性分析的

診斷上，由於變異數波動因素 (VIF 值)皆小於 10 .故不存在嚴重的共

線性問題。

係故，大致 t可依據標準化係數(戶)之大小判斷自變項對依變項

影響的重要性。兩個依變項重要性依序為: (l)非指導協同型視導行

為(戶= .36) ; (2) 主導型視導行為(戶= .11 )。由於上述迴歸係數

皆為正值，可知校長教學視導所有分層面對教師專業發展皆具正向解釋

力。

三、校長教學視導、教師知識分享與教師專業發展

之因果關係分析

(一)資料常態性檢定

在進行線性結構方程模式 (SEM) 分析之前，需先行檢測樣本是否

符合多變量常態分配 (McDonald & Ho, 2002) 。再者，分析採用最大

概似估計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L ) ，依據 Kline ( 1998 )

的說法，偏態值在士 3 之下，峰度值在± 10 之下，變項的分配對估計法

的影響可以忽視， Mardia ( 1985)亦認為偏態與峰度係數如果介於士 2·

則符合常態分配，反之，則需要對資料刪除，所以可知估計法受到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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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性質影響相當的大。基於 1--述兩個理由，本研究先針對 10 個變項

進行多變量:常態分配的檢驗，其值詳見表 7 。描述統計分析結果顯示，

觀察變項偏態值( Skewness value) 介於 -0.34 到 0.77 之間，峰度值

(Kurtosis value) 則介於 0.02 到1.34 之間，因此本研究符合多變量常

態分配 'Il}用最大概似佔計法進行檢定。

表 7 多變量常態檢驗

變項 M SD 偏態峰度 變瑣 M SD 偏態峰度

非指導協|可型 非正式非書面的
0.77

視導行為
2.96 0.48 -0.34 1.1 4 知識分享行為 3.03 0.42 0.45

主導哩!視導行 2.65 0.48 0.06 0.11 教師通用知能 3.18 0.39 0.69 0.5\
為

正式書面的知

2.61 0.53 -0.01 0.25 學科知能 3.11 0.38 0.77 1.34
識分享行為

正式非書面的
2.63 0.52 0.23 0.02 教師專業知能 3.08 0.38 0.38 0.55

知識分享行為

非If式書面的
2.51 0.50 0.43 0.62 教師專業精神 3.19 0.42 0.53 0.16

知識分享行為

(二)直接效果模式分析

直接效果模式假定校長教學視導對教師專業發展具有直接的影響

力，採取指標評估模式之適配情形結果為 :χ~X) = 25 .44 ' P < .05 '已達

顯著水準，因此，本研究所提出之理論模式與觀察資料並無法適配。

然而，正很容易受樣本數影響。ltl之，本研究會再參酌其他指標來評

估整體模式的適配情形。在指標的使用上，Hu 與 Bentler ( 1999)認為

可採 SRMR' 另外再搭配NNFI 、 CFl或 RMSEA來評估模式。本模式

之 RMSEA的值為 β77 、 SRMR的值為 .02 '均小於 .08 ' NNFI 的值為

.97 、 CFl的值為 .99 '以上指標都大於要求的標準 (.90) ，以上指標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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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模式可被接受 'y 值為.49 (t = 6.63 ; p < .05) ，說明校長教學視導

對教師專業發展具有直接的影響力。

(三)中介效果模式分析

就學理而言，中介效果模式叉口J區分為「完全J Lp介以及「部分」

中介兩種類型 o I"完全」中介模式成立的條件須滿足:在單獨考量自變

項以及依變項時，自變項能顯著影響依變項。再者，當模式中同時具有

自變項、 III介變項及依變項時，若白變項能顯著影響中介變項、中介變

項能顯著影響依變項，然而自變項卻無法顯著影響依變項時，稱為完

全中介模式。此外，就「部分」中介模式而言，在同時考量自變項、中

介變項與依變項的情形r' 若白變項能顯著影響中介變項，而中介變項

顯著影響依變項，且白變項亦能顯著影響依變項時，則該模式便可成立

(秦夢群、吳勁甫，2009)

在變項方面，雖然教師知識分享有部分lfd向不直接影響教師專業發

展，但為f檢驗教師知識分享的中介效果，爾後仍會將其所有面向納入

模式中並執行分析O 在中介效果模式常中，經由L1SREL提供之模式修

飾指數路何圖，顯示多條路徑應被歸納進模型中o 其中測量變項「正式

非書面」與「非正式書面」之間，修正指標(Mf = 20.19) 最高，由邏

輯的合理性來說，校園中當知識在正式的場合中傳遞，但卻是以言語相

傳等方式進行時，可能會有同仁將其意見記錄下來，作為思考的依據準

則，進而影響其行為模式，故兩者早現正相關有其合理性存在，因此納

入此路徑加以分析 O

在分析後加入此路徑， I"正式非書面」與「非正式書面」的相關係

數為 .13 '達顯著水準( t = 4.02 ; p < .05) ，整體模式契合度也有改善，

抗I) = 99.肘 ， p < .001 ' RMSEA =β78 '卡方值改變量為20.87 (df= 1 '

p < .05) ，表示該參數的增加有統計t的意義，模式契合度指標如表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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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中介效果模式適配標準

結構模式 t RMSEA GFI AGFI RMR SRMR NNFI

模式修正前 120.72 (p < .001 ) 087 94 .89 .054 .054 .97

模式修 IE後 99.85 (p < .001 ) .078 95 .91 .048 048 98

良好/可接受值 未達顯著 <.08 > .90 > .90 < .05 <.08 .90

結情模式 Nfl RFI IFI CFI PGFI PNFI CN

閉式修正前 .97 96 .98 98 .55 69 173.26

模式修正後 .98 .96 .98 98 .53 67 202.35

良好/可接受值 > .90 > .90 > .90 > .90 > .50 > .50 > 200

由圖 2 或表 9 中可笑II' 在中介效果的模式下，加入教師知識分字的

中介機制之後，校長教學視導對教師專業發展之直接影響未達顯著水準

(Y = -.14 ; P > .05) ，故校長教學視導對教師專業發展應不具直接影響

力，甚至於校長教學視導對教師專業發展的直接效果為負值，其原因可

能與整體校長教學視導和教師專業發展的相關偏低有關(.40) ，亦有

可能為教師知識分享確實扮演了在校長教學視導與教師專業發展之間的

重要中介角色，故:{EJll!入教師知識分享的因素後，校長教學視導對教師

專業發展無I直接影響。然而，校長教學視導能透過教師知識分享對教師

專業發展造成正向的間接影響，計算方式為:校長教學視導對教師知識

分享的結構係數 (YII = .80) 乘以教師知識分事對教師專業發展的結構

係數(戶21 = .80) ，其間接效果數值為.64 0 而間接效果的檢驗則係根據

Sobel ( 1987) 提出之檢定法，此間接效應、經檢定的結果 z 值為 5.11 ' p

< .05 '檢定結果達顯著水準。

在修正後的中介變項模式中校長教學視導與教師專業發展的正為

66 '大於 .50 的標準'顯示本模式內在品實優良。在潛在變項信度檢

定 i三，檢定值採用構念{言度(construct reliability) 檢定，其值需大於

.60 '構念信度指標之計算公式如下，其中，λ 表示測量指標的因素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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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中介效果模式標準化參數估計值

量 ·e 表測量指標的誤是變異數。套入計算公式之後，修正後的中介變

項模式，其 pc 值為 .94 .高於 .60 的標準數{u頁，可知本模式具有相當良

好之構念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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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研究模式檢驗的成果來看，在直接效果模式 f' 校長教學視導

能直接影響教師專業發展。在中介效果模式當中，校長教學視導可顯著

影響教師知識分享，教師知識分事亦可顯著影響教師專業發展;然而，

校長教學視導對教師專業發展之直接影響效果未達顯著(於模式中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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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中介效果模式之估計參數的顯著性考驗摘要表

參數 標準化參數值標準誤 t值 參數 標準化參數值 標準誤 t{宜

λXII .62 .06 10.55 °1 .61 .06 9.66'

λX21 .65 .06 10.90 °2 .58 .06 8.98'

λYII .78 £1 .41 .04 10.41

λY21 .88 05 18.15 £2 .37 .04 9.25

λY31 .85 。5 17.47' E、 35 04 8.97

λY41 .81 .05 16.40 £4 45 .04 10.93'

λzll .77 £5 39 03 11.29

λZ21 80 .05 14.56' £6 .23 。3 8.74

λZJI .81 .05 14.83' £7 .28 03 9.84

λZ41 .74 .05 13.85' £H .35 03 10.91.
YII 80 .08 10.61 37 09 4.09

Y21 -.14 .14 -0.98 .51 .07 7.27

P2 80 .14 5.68

註:未列標準誤及 t 佰者為參照指標，是限制估計參數 o

p< .05

教師知識分享的變項後) ，故此一模式乃為「完全」中介效果模式，由

上述結果可知悉，教師知識分享在校長教學視導與教師專業發展之間確

實具有顯著中介效果。歸納來說，校長教學視導可完全藉由教師知識分

享，正向影響教師專業發展。

四、綜合討論

在教師專業發展之研究亡，輕合相關研究之後，歸納有效教師專業

發展的特徵為:教師具備有下述相關知能，包括教師通用知能、學科知

能、教育專業知能，除此之外，尚且包括有教育專業精神，透過相關知

能及專業精神，發展出相關教學策略、教材、評量方式以及促進教師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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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精進成長等Ii動模式(教師知識分享、創新教學理論、自我認知價值

標準以及其他相關可能因素) (郭靜妝， 2004 ;楊占秀， 2001 )。理論

上，上述諸多特徵肯有可能成為促進或影響教師專業發展的重要因素，

為使研究有所聚焦，本研究將焦點置於校長領導(教學視導)與教師知

識分享對教師專業發展產生之影響，而主主於相關理論或研究發現，教師

知識分享在研究中文被視為校長教學視導與教師專業發展的巾介因素，

茲將研究所得之成果分述如~. :

就相關分析結果rM言，在整體上，校長教學視導、教師知識分享與

教師專業發展三者之間呈現顯著正相關。在分層面上，其三者之間亦大

致呈現顯著正相關。大致而言，校長教學視導之分層面對教師知識分享

及教師專業發展具正向解釋力;教師知識分辜的分層面亦大致能正向解

釋教師專業發展。

而就校長教學視導與教師專業發展的閃果關係而言，直接效果之分

析結果顯示，校長教學而見導能直接預測教師專業發展，而t述之研究成

果也與一些研究所得相似(呂淑芝， 2002 ;阮靜雯， 2000) 0 值得注意

的一點為，上述之分析成果乃是就「直接」效果關係進行變項關連性的

詮釋，而此亦是支持進行中介效果模式分析的基礎。

而後，本研究結果指出校長教學視導各層面與教師知識分享各層

面對教師專業發展之解釋能力，以「非正式非書面分享行為」、「正式

非書面分享行為」以及「非指導協同型視導行為」對教師專業發展之整

題層面與各分層面最具有解釋能力。顯示校長重視教學視導工作，\l[~肯

定教師間的知識分享行為，唯教師知識分亨.行為仍以非書面形式為主，

校長應設法建立起教師專業知識分享成果資料庫，俾利教師們學習、使

用。更應鼓勵教師們分享教學策略，多運用非指導協同型的視導行為，

協助教師發展其專業知能。

綜合上述研究結果，國內許多研究昀顯示國民小學教師認為教學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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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實可協助教師突破教學困境、發展教師專業，校長教學靚導與教師專

業發展間有相關存在。蔡棋安 (2006 )提出關民小學教學視導之實施情

形為理想面高於實際面，立t指出實際執行成果屬中正程度，顯示國民小

學之教育人員皆認同教學視導之重要作: (呂淑芝， 2002 ;蔡棋安) ，但

實際推展情形仍有賴校長與教師的參與。 Adams ( 1982)亦認為教學視

導行為要能奏效，必須建立在校長與教師問以及教師與教師問完善的互

動模式上。

此外，教師知識分享與教師專業發展問亦有相闕，符合 Collinson

與 Cook (2003) 提山的當教師學著分芋，學習與其他教師互動，則可

促進其專業發展，進而將知識分字行為所獲得之益處lic'l饋於組織學得之

上'並運用於教學當巾， f史學生獲益 O 因此本研究提出lp介效果模式，

依據檢測中介效果模式的準則( Mathieu & Taylor, 2006) ，採用結構方

程模式進行統計分析。經模式之分析檢測，結果顯示可採取「完全」中

介效果模式，用以詮釋校長教學視導在教師知識分享的脈絡下怎樣影響

教師專業發展。

歸i而言之，本研究結果顯示，校長教學視導、教師知識分享與教師

專業發展三者為中度相關且均達顯著，可知三者之間關係密切。校長教

學視導對教師知識分享及專業發展，以及教師知識分享對教師專業發展

皆具正向的解釋作用。此外，校長教學視導除直接」正向影響教師專業發

展外，更可透過教師知識分享的中介機制，間接對教師專業發展產生正

向的影響。由上述可知，若要提升教師專業發展，須兼重校長教學視導

與教師知識分享，兩者配合吋有輔相乘之效用;易言之，校長在進行教

學視導時，可同時塑造教師知識分享的學校氣候，使教師專業發展更上

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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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針對所提之問題，將問卷[L!J收資料進行統計分析，經分析後

所得如 F所述:

一、結論

(一)校長教學視導對教師知識分享具有 iEI句的解釋作用;校長教學視

導及教師知識分享對教師專業發展亦具正向的解釋作用。

由積差相關分析結果可知，在變項整體上，校長教學視導、教師

知識分享與教師專業發展三者之間為顯著的正相關。在變項分層

面上，校長教學視導、教師知識分享與教師專業發展之間亦為顯

著的正相關。就此而言，校長教學視導、教師知識分享與教師專

業發展三者彼此間呈現i£向的關連性。

由迴歸分析的結果可知悉，校長教學視導的分層面皆可正向解釋

教師知識分享，校長教學視導的分層面對教師專業發展亦具有正

向的解釋力，且教師知識分亭的分層面對教師專業發展部分亦具

有正向解釋力。由此可得知，不僅是校長教學視導對教師知識分

享具正向解釋力，且校長教學視導及教師知識分享對教師專業發

展也具有正向的解釋力。

簡言之，本研究結果顯示校長教學視導、教師知識分享與教師專

業發展彼此間具有正向的關連;校長教學視導對教師知識分享具

有正向的解釋作用;再者，校長教學視導及教師知識分享對教師

專業發展亦具正向的解釋作用。

(二)校長教學視導可以間接透過教師知識分享的中介作用，對教師專

業發展造成正向的顯著影響。

在變項間因果影響的模式檢測 _r. '資料經結構方程模式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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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無論是直接或中介效果模式，資料與模式間大致皆能適配。

就直接效果模式而言，校長教學視導對教師專業發展具有直接的

影響力，然而在探討變項之關係時，若是忽略變項間之關係是否

因為另-重要變項而產生中介作用，常會導致錯誤的結論，因此

再納入教師知識分享此中介變項，由於中介變項亦為間接效果考

驗之分析，可用來回答自變項如何影響依變項，或是自變項何以

影響依變頃。基於直接效果模式之呈現，研究者進一步檢測中介

效果模式，就中介效果模式的結果顯示說明，校長教學視導確實

呵透過教師知識分享的中介作用，間接且正向的影響教師專業發

展。

二、建議

(一)實務應用

1. 發揮知識分辜的中介機制，提升校長教學視導五項任務在教師

專業發展之成效

由研究結果可得知，教師知識分享與教師專業發展成正相關，且教

師知識分享對教師專業發展有顯著的正向解釋力。教師知識分享在校長

教學視導影響教師專業發展的過程中，更扮演著重要的中介角色，易言

之，教師若有高度的知識分享意願及行為將使校長教學視導對教師專業

發展產生極大的助力。

本研究歸納教學視導五項任務為直接協助教師成長、提升教師專業

成長、領導課程與教學發展、促進教學團隊發展與培養行動研究能力。

然而，若校長僅有兩見導之作為，不顧組織內知識分享的重要性，忽視讓

教師們運用正式與非iF.式管道流通彼此想法的話，視導之成效定然相當

有限。因此，校長應鼓勵知識在組織中分享與傳遞，例如透過發行校刊、

班報、教師經營理念等方式，或是鼓勵學習社群的運作與教師專業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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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作為來活化組織中知識分享的機制，讓教師在教學上更加熟練，在兼

辦業務上更得心應手，在行動研究上更有源源不絕的創意作為，如是，

教師專業發展之成效亦得以有效提升，也更能促使教師團隊往學習共同

體的目標邁進。

2. 透過反思與回饋，強化校長教學視導知能

校長如何協助教師精進教學，促進專業發展，實與校長擁有之專業

知能息息相關。閃此，校長在進行視導的過程中，不僅要其備深厚的教

學視導知識與技巧，也要透過視導之歷程，不斷學習與更新本身概念，

在協助教師專業發展的情境中，同時提升雙方的教學知能。

此外，校長教學視導可區分為「主導型」與「非主導協同有I~ J '且

能有效提升教師專業發展，甚至於是在透過教師知識分享的效用後，促

進教師專業發展，由是可知校長應根據學校之特性以及相關客觀條件，

調整其視導方式，守在且鼓勵教師傳遞分享知識，提升教師專業知能 o r而

教育局處也應將教學視導之議題列入校長儲司1/的課程當中，讓新任校長

在視導知能以及實際執行上有更清晰之圖像。

3. 教師知識分享氛圍之塑造

本研究結果顯示說明教師知識分享對教師專業發展有正面顯著之影

響力，因此營造優良的知識分享環境便相當重要。係故，校長在進行教

學視導時，亦須同時關切教師在不同知識分享面向之行為表現，經仔細

分析後，設法改善表現較差者。建議學校架構出屬於學校本身的知識資

料庫與分享平台，此時若校內成員執行力強且樂於創新學習時，校長可

運用「非主導協同型視導」之方式，透過激勵與支持，讓教師共同架構

出團隊理想的平台 o

倘若學校教學團隊較為被動時，校長可採用「主導型視導 J '引

導教師使用事先預備好的資料庫與分享平台，並透過說理的方式，讓教

師明白其對教學的益處。而資料庫與平台之內容可包括教學活動的影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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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教師針對該活動提出建議與想法、或是教師在教學上的心得分享

等，透過書面彙整的方式，瞭解思辨的過程，促進知識的流通，節有n

我摸索與嘗試錯誤的時間，使教師知識分享模式更為完苦。

此外，本研究結果指出學校教師在知識分享層面以非書面的形式為

主，因此除了利用資料庫或是平台等方式，讓教師將內隱知識外顯化之

外，更可以成立教師專業社群，以主題探討、工作坊等形式，讓教師彼

此觀摩學習，促進彼此間知識的增長，讓知識透過不同的形式交流，塑

造山樂於分享知識的組織文化，進而提升教師專業發展 O

(二)後續研究

1. 研究範圍方面

本研究研究範間僅包含屏東縣之公布:國民小學，研究結果之解釋

及推論僅適用於上述地區 O 建議未來研究之範間可擴展至全國之其他

縣市，甚至於是其他層級之學校，將不同區域之研究結果進行比較與分

析，使其研究結果推論較不受限，更具研究價值 o 而上述之問題正為複

合效化( cross-validation) 之議題，指在一個模式中，許多群體的樣本

下，而非僅是在其衍伸的樣本 F所複製的程度，其主要目的在於檢驗模

式的預測效度(秦夢群、吳勁甫， 2009 ;黃芳銘， 2010) ，此為未來可

多留意之處。

2. 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主要採用最化之問卷調查做為研究的方法，僅能夠瞭解受

試者對現象的知覺，情形，且易因受試者之個人背景、認知、主觀以及好

惡等，影響問卷之內容分析及結果解釋。雖然量化研究有其優點，但仍

建議未來有相關研究時可採多樣性或質量化合併之研究方法，如輔以訪

談、觀察法等質化研究方式，擴大研究的深度，補量化研究之不足，讓

研究結果能更具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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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變項層面

在提升教師專業發展層面上，除了校長教學視導以及教師知識分享

外，仍有諸多因素會影響教師專業發展，例如課程與教學的安排、學校

組織特性、教師工作滿意度，以及教師組織承諾等。由於日前對於校長

教學視導與教師專業發展的中介變項探討俏在起步階段，未來吋對於相

關中介變項(例如:組織結構、組織文化、組織公民行為等)加以探討，

加深校長教學視導以及教師專業發展過程機制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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