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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南市國中教師法治態度與行為，並以零體罰政

策之因應作為為例，進一步對其相關變項進行探討。 

 本研究採用調查研究法，研究者以自編的「台南市國中教師法治

態度與行為相關之問卷」作為研究工具，抽取台南市 20 所公立國中教

師共得 364 名國中教師有效樣本，透過描述統計、單因子獨立變異數

分析各變項（性別、年齡、服務年資、教育程度、師資養成方式、擔

任職務、學校所在地區、學校班級數）與教師法治態度與行為分數的

差異情形，若達 0.5 顯著水準，則進一步以薛費法進行事後比較，最後

在皮爾遜積差相關來探討教師法治態度與行為的關係。 

 研究發現如下： 

 一、台南市國中教師在「法治態度量表」平均分數為 84.36 分，顯

示台南市國中教師在法治態度尚稱良好。 

 二、台南市國中教師在「零體罰政策管教作為因應量表」的平均

分數為 31.65 分，顯示台南市國中教師管教作為表現趨於正向積極。 

 三、年齡、服務年資及職務三個變項對台南市國中教師的「法治

態度」有顯著差異，其餘變項則無。 

 四、性別、職務及任教區域三個變項對台南市國中教師的「管教

作為」有顯著差異，其餘變項則無。 

 五、台南市國中教師的法治態度與行為之間達顯著中度正相關。 

 六、台南市國中教師的法治態度與因應零體罰態度之間達顯中度

正相關。 

 七、台南市國中教師的零體罰態度與管教作為因應之間達顯著中

度正相關。 

 根據研究結果提出以下建議： 



 

（一）持續深耕法治教育的辦法 

（二）推動政策時，宜以澄清教師個人認知或形成團體共識為重點。 

（三）規劃資深教師經驗傳承計畫 

（四）建立行政、導師工作輪調機制 

（五）幫助教師有機會接觸法治議題 

 

 關鍵詞：台南市國中教師、法治態度、法治行為、零體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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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s to discuss legal attitudes and legal behavior which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in Tainan have possessed and embraced. In this 

thesis, we take teachers’ responsive behavior to Zero Corporal Punishment 

discipline behaviors as an example, and we would like to inquire the Policy 

for example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ables correlation.  

  Analytic Method of Investigation is adopted in this research, and as a 

method, the questionnaire titled “the legal attitude and the behavior related 

research tool,” the questionnaire, extracting 364 valid samples from 20 

public schools, titled “ The Leg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 Related to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in Tainan” is created. 

 Through descriptive statistics, single-factor analysis of variance of 

independent variables ( gender, age, length of service, level of education, 

ways of developing, functions of office, school districts, classes ) , and 

different scores between teachers’ leg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 the  

difference case, ( If the 0.5 significance level, then further to Schaffe’s 

method for post hoc comparison, in the end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to explore the legal attitudes and legal behavior of teachers.  
  We’ve concluded the following results: 

1. The average score, 84.36 points, of “Legal Attitude Scale” shows most 

teachers possess correct legal attitudes. 

2. The average score, 31.65 points, of “Responses to Zero Corporal 

Punishment Policy Scale” indicates teachers tend to behave students 

positively and actively. 

3. Three variables, which are age, length of service, and functions of office, 

affect teachers’ legal attitudes significantly while others don’t. 



 

4. Three variables, which are gender, functions of office, and school 

districts, affect teachers’ discipline behavior significantly while others 

don’t. 

5. A moderat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eachers’ leg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 has been showed. 

6. A moderat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eachers’ legal attitudes and 

responses to Zero Corporal Punishment Policy has been showed. 

7.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ttitudes to Zero Corporal Punishment Policy 

and discipline behaviors of the Tainan City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show a significant moderate positive one.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above,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1. Keep enforcing legal education strategies. 

2. While impelling the policy, clarifying teachers’ personal cognition and 

forming a common consensus are key points. 

3. Plan a system to encourage instruction from experienced teachers. 

4. Establish a sturdy rotation system between homeroom teachers and 

office holders. 

5. Offer more opportunities for teachers to be acquainted with legal issues. 

 

 

 

KEY WORDS: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in Tainan, legal attitudes, 

legal behavior, zero corporal punis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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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在探討國中教師的法治態度與行為之間的相關性，並以零

體罰立法後，教師管教學生的作為加以印證。在本章中，首先說明研

究動機、研究目的、待答問題等；最後，針對本研究所使用的重要名

詞加以解釋。 

 

第一節 研究動機 

    2006 年 12 月 12 日立法院通過教育基本法第 8 條第二項修正案

後，校園中以身體或侮辱人格做為懲罰的方式將被視為違法，然而，

相關的新聞仍隨處可見，教育現場中體罰事件依然層出不窮。 

 

表 1-1  2007 年 01 月~2009 年 6 月國中校園體罰新聞報導標題（待續） 
日 期 主 題 報 刊 別 作 者 

2007/05/05 被罰拱橋 國中生投訴 蘋果日報 
頭條要聞 

徐銘穗 
台北報導 

2007/05/25 
國中生被棍抽 拍照傳

上網 
蘋果日報 
頭條要聞 

鄭敏玲 
台中報導 

2007/07/17 
罰跑變走路 教練摑隊

員 
蘋果日報 
頭條要聞 

魏斌 
高雄報導 

2007/10/03 打掃如廁 國中生挨鞭 蘋果日報 
頭條要聞 

洪紹欽 
台中報導 

2007/10/10 
學生爆料體罰搭拱橋還

謾罵 大雅國中：只罰抄

佛經 
今日新聞 陳學風 蕭光志 

台中縣報導 

2007/11/24 
6 國中生連 3 天趴走廊

罰寫 
蘋果日報 
頭條要聞 

林世雄、郭睿誠 
台中報導 

2007/12/05 
誤被辱罵 師對生過肩

摔 
蘋果日報 
頭條要聞 

李政遠、顏幸如 
雲林報導 

2008/04/20 
師抓狂 左右拳痛毆學

生臉  
蘋果日報 
頭條要聞 

林錫淵 
高雄報導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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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2007 年 01 月~2009 年 6 月國中校園體罰新聞報導標題（續 1） 
日 期 主 題 報 刊 別 作 者 

2008/05/24 
課堂吵鬧諷師 八生遭

摑 
蘋果日報 
頭條要聞 

游芳男、林泊志 
宜蘭報導 

2008/07/23 捏男生乳頭「變Ａ罩杯」 蘋果日報 
頭條要聞 

林相如 
南縣報導 

2008/09/10 
走廊追逐 國中生挨藤

條 
蘋果日報 
頭條要聞 

洪紹欽 
台中報導 

2008/10/11 
國中生投訴  
體育老師不當體罰 

自由時報 
/C8 版/教
育‧文化 

歐素美 
大甲報導 

2008/11/12 
大華國中 體罰、管教惹

爭議 自由時報 張瑞楨 
大雅報導 

2008/11/15 
教師體罰 磁鐵棒打學

生 
蘋果日報 
頭條要聞 

郭睿誠 
台中報導 

2009/02/05 
學生嗆「要零分」師掌

摑挨告 
蘋果日報 
頭條要聞 

許淑惠 
台中報導 

2009/03/09 
「襪子大風吹」師惡整

學生 
蘋果日報 
頭條要聞 

徐銘穗 
台北報導 

2009/03/19 
嚴師罰生做「拱橋」被

投訴 
蘋果日報 
頭條要聞 

郭睿誠 
台中報導 

2009/05/08 
離譜師「蓋布袋」逼七

生揍同學 
蘋果日報 
頭條要聞 

黃任膺 鄭敏玲 
台中報導 

2009/06/20 
師被叫「屁眼」怒摑 2
生 

蘋果日報 
頭條要聞 

劉人瑋 
台東報導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以表 1-1 所見，被新聞媒體披露的國中校園體罰事件為例，「零體

罰」立法施行二年後，不論是 2009 年 6 月 20 日台東縣新生國中體育

老師，在學校走廊聽到學生叫他「屁眼」，氣得將叫他的男學生拉到廁

所打耳光等違法事件、2008 年 11 月 12 日大華國中學生成績未達標準

被老師處罰交互蹲跳、2008 年 05 月 24 日宜蘭縣國華國中一名數學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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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制止學生吵鬧無效，甚至被學生模仿他說話語氣及動作，氣得掌

摑八名學生，還有 2007 年 10 月 1 日發生在大雅國中學生服裝不整被

罰做拱橋，甚至謾罵學生乞丐，使學生自尊受損等，都讓教師專業蒙

上負面形象，並受到社會輿論的撻伐。但新聞事件中的老師往往在其

他教師眼中平時認真負責，甚至校方表示學生可能言過其實，並無體

罰事件，以 2009 年 3 月 19 日太平國中的新聞為例，校長林伯儀說：「洪

老師任教認真，他人不見得了解當事人受罰的來龍去脈，…。」；2008

年 11 月 10 日大甲國中訓導主任蔡吉信主任表示，現在的學生不好管

教是事實，學生也可能言過其實；2007 年 11 月 24 日龍津國中校長楊

振標說，教育理念是「絕不放棄任何一名學生」的楊永東，畢業於台

灣師範大學中文系，到該校任教五年，每年考績都是甲等，教學認真。

這些問題都顯示出，教師明知違法，卻仍不放棄使用體罰的方式，究

竟這些老師心目中對法治態度持有何種態度，是本研究想深入了解的

動機之一。 

    教育部曾在 2007 年 3 月 26 日至 30 日間，進行體罰問卷（見附表

1-2），此次所調查的體罰類型為打手心、打屁股、打耳光等，調查中發

現有 43％學生回答「在 95 年一年內曾經在學校被老師打過」，而「96

年 1 月至 3 月曾經在學校被老師打過」的學生比例則下降至 32％，亦

即從來沒有被打的學生比例，則由 57％上升至 68％；但是「幾乎每週

都有被打」的學生比例和「幾乎每天被打」的學生比例則沒有改變，

結果顯示慣用體罰方式處罰學生的老師，短時間內還沒能改變其體罰

學生之習慣，使用非體罰的方式來管教學生。(教育部電子報：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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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教育部進行體罰問卷調查結果 
 95 年 1-12 月 96 年 1-3 月 增減 

從來沒有 57% 68% +11% 

偶爾 1、2 次 31% 21% -10% 

幾乎每月都有 5% 4% -1% 

幾乎每週都有 4% 4% 0% 

幾乎每天都有 3% 3% 0% 

資料來源：教育部電子報（2007） 

 

 再根據人本教育基金會網站公布「2008 年校園教學正常化問卷結

果分析─體罰、髮禁、老師校外補習」的調查報告結果中，發現校園

中仍有 31.33%的國中生曾遭體罰（見表 1-3），與 2007 年的體罰調查

報告可以發現國中生受體罰率 59%來比較，明顯下降了，但報告中嚴

厲的指出：「我們的學生不只受到皮肉痛，更多的是眼睜睜看著老師

在違法。畢竟有高達 90.23%的國中生知道（見表 1-4），台灣已經通過

立法禁止學校體罰。她們眼見的，不只是老師可以違法，而且違法也

不會怎麼樣。那到底法律算什麼？學校平常要求學生的品格道德算什

麼？學生從這些『教師知法犯法』的行為中，又學到了什麼？」（人本

教育基金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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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學生被體罰次數 
 

 

 

 

 

 

資料來源：人本教育基金會網站 

 

表 1-4  學生知道立法禁止校園體罰的百分比 
 學生數 百分比 
不 知 道 132 9.21% 
知 道 1293 90.23% 
未 填 答 8 0.56% 
總 數 1433 100% 
資料來源：人本教育基金會網站 

 

  因此，不論從教育部的體罰調查以及人本教育基金會 2008 調查中

可以確定的是，教育現場中確實仍存有體罰的情形，體罰的情形雖然

減少了，但是否就代表教師在管教學生上都朝向正向管教放棄體罰，

或是放棄管教權造成體罰減少的假性現象，這是否隱藏著教育現場更

大隱憂。因此，教師對於法治態度與管教作為間是否有相關也是本研

究想要探討的動機二。 

 奧地利的法學家 Eugen Ehrlich 提出：「不管在什麼時代，法律發展

的重心，不在立法活動，不在法律學術，不在司法判決，而在社會本

身。」（Ehrlich，1936：foreword），因此，一切法律的制定其根本都在

解決社會問題，而「零體罰」的立法探究其根本原因，則在解決教育

現場裡存在違反學生人權、體罰的問題。在零體罰立法施行前，政府

從 90 年代起一連串的零體罰政策宣導，已對教師管教禁止體罰三申五

 學生數 百分比 
從來沒有 974 67.97% 
十次以內 325 22.68% 
十次以上 101 7.05% 
上 百 次 23 1.60% 
未 填 答 10 0.70% 
總 數 143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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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或零體罰施行後法規已對管教設有規範，但在許多學者專家的相關

研究中仍發現，零體罰的觀念雖然推行多年，教育現場中仍有體罰，

仍有教師贊成適度體罰。中國傳統社會上對於老師有極高的期待，如

果老師是為人師表的典範，這些與現行法律有出入的行為是否帶給學

生不良的示範，在立法過程中是否應納入考量，也因此老師本身對零

體罰的態度以及相關教育政策的因應以及行為之間的處理是值得探

究，此為本研究的動機之三。 

    綜合上述動機，本研究在討論教師法治態度與行為之相關，並藉

由零體罰的立法施行後，調查老師對於法治的態度與面對教學情境時

管教學生作為之間的相關程度，尤其是在學生管教上面對法規的限

制，是以何種法治態度來因應，在行為上是如何真實反應，將做深入

的實證研究，並提供從事教育的相關人員作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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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壹、研究目的 

 基於本研究動機之陳述，研究者期待本研究能深入了解國中教師

法治態度及行為的相關，並以零體罰為例，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擬定如

下： 

一、探究台南市國中教師的法治態度與「零體罰」立法後教師對學生

管教作為之相關性。 

二、探究台南市國中教師的法治態度及其對教師在因應教育政策時的

作用。 

 

貳、待答問題 

     依據上述之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擬定相關待答問題如下： 

一、台南市國中教師的法治態度為何？ 

二、零體罰立法後，台南市國中教師對學生的管教作為為何？ 

三、台南市國中教師對法治態度與零體罰立法後對學生的管教作為是

否有相關？ 

四、台南市國中教師的法治態度與零體罰政策態度是否有相關？ 

五、台南市國中教師在零體罰立法後對學生的管教作為與態度是否有

相關？ 

六、不同背景變項(性別、年齡、年資、職務、學歷、教師養成方式、

區域及學校班級數)是否會影響台南市國中教師的法治態度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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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 

  以下將對本研究的研究範圍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部分加以介紹。 

壹、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九十七學年度台南市公立國民中學教師為調查對象，包

含教師兼主任、教師兼組長、班級導師、專任教師。 

 

貳、研究內容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台南市國中教師的法治態度與行為之間的關

聯，尤其在零體罰立法後，教育現場中的老師如何因應管教的問題，

並根據研究結果提供教育單位相關建議。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參考國內外相關法治態度量表及零體罰

量表加以修訂，並配合相關文獻製作「台南市國中教師法治態度與行

為相關之問卷」為研究工具，做為了解國中教師法治態度與行為間關

聯的資料。 

    問卷內容包含教師的背景資料、法治態度量表及教師對零體罰政

策之態度及行為因應量表做為研究架構，分析教師法治態度與其管教

作為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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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釋義 

  為使本研究所探討問題有更清晰之概念，茲將本研究中所探討的

重要名詞界定說明如下： 

壹、台南市國中教師 

    係指九十七學年度任教於台南市國中，擔任教學工作之正式教

師，不包含代課教師、實習教師或專長教師。 

 

貳、法治態度 

    本研究所稱之法治態度，採操作型定義，係指受試者在法治態度

量表上的得分。此量表是研究者依照國內外相關問卷編製而成，主要

內容包含：對法治的認知；法治的評價；守法的行為。受試者得分愈

高，表示其法治內化愈深，反之越弱。 

 

參、管教行為 

 本研究的管教行為，採操作型定義，係指受試者在教師對零體罰

政策之態度及管教作為因應量表中的得分來界定。此量表依據零體罰

相關問卷及行為相關文獻編制而成。內容包括：因為害怕法律的制裁

而守法；受到同儕之間的相互影響而守法；出於對法律的信任而自覺

守法。受試者得分愈高，表示其管教行為愈好，反之則不好。 

 

肆、零體罰 

    本研究所稱的「零體罰」來自教育部 2006 年 12 月 12 日立法院通

過教育基本法第 8 條第二項修正案所表現的概念。教育基本法第 8 條

第二項規定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國

家應予保障，並使學生不受任何體罰，造成身心之侵害。已清楚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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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體罰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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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論與文獻 

 法治是民主國家的基礎，藉由法治精神落實，讓我們的社會秩序

得以維持，並保障每位國民的尊嚴及權利。此外，教師擔負國民法治

精神形成的角色，其自身的法治態度與行為正向與否對法治教育的成

效亦有所影響。因此，教師的法治態度與行為之間是否有關聯，應先

探討法治態度；其次再針對態度與行為做一探討，最後分析當前的零

體罰政策施行的情形。本章節擬就前述各端做一統整性整理。 

 

第一節 法治態度之相關概念及研究 

壹、法治的意涵 

 法治與法律這一名詞常有混淆，「法」就是法律，「治」就是管理，

劉昊洲（2007：91）提出，有法律而後才有法治，法治者依法而治之

意，重心在治而非法。兩者意義不盡相同，法治可以包含法律，但法

律卻不能等同於法治；有法律不一定有法治，但法治一定植基於法律

的基礎，因此，從管理的觀點分析，法治就是政府與人民一切活動，

都是依據憲法及法律來管理的意思（司法院法治教育網站）。  

 多數文獻資料認同法治就是依法主治，法律至上的概念，鄧衍森

（2006：3）提出法治之意義，即如文義之意，以法而治，因此，制定

法律規則以作為行政之依據與政府權力之界限，即為法治之作用所

在；陳淑芳（2004：241）則表示，法治國家的真諦在於國家權力一切

依法來行使，即國家依法行使其統治權，以法而治之意；林紀東（2003：

227）提出所謂法治是以客觀的法律規定來管理眾人之事。法治又可分

而為二：一為依法審判，及法官依據法律規定以審判民刑訴訟事件。

二為依法行政，即行政官依據法律規定以為行政行為；李宗薇（2000：

13）定義法治就是以法主治，從制度面建立普遍明確的規則，維護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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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基本權利；李冬梅（2002：16）則認為，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且為了保障人民的權利與自由，政府之施政，均須以法律為依據。研

究者歸納上述各點整理後發現，政府必須依法行事，受法律規範，在

此基礎下，政府的權力受到約束，而人民權利義務必須經立法機關依

一定程序制定，且不能牴觸憲法精神，並在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下遵

守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使人民權利得到充分的保障。 

 其次，法治優於人治是專制相對的名詞，E.W. Jason（2007：

summary）認為：法律規則，是一個關鍵的寬宏民主準則。英國戴雪在

《英憲精義》中，認為英國憲法的三大特色即是：國會主權、國家依

法而治（The Rule of Law）及憲政慣例。其標準有三個原則（1）人民

非以法定程序，並在普通法院確認違法，不受財產及身體上不利的處

罰。這是法治的第一要義，乃在制止「人治政府」擁有廣泛、擅斷限

制人權的裁量權；（2）法治之前人人平等；（3）法院是保障人權的結

果，而非人權之源。（陳新民，2007：496）陳義彥、蘇永欽（1997：

76）定義法治就是以法主治（rule of law），而非依法而治（rule by law），

其關鍵就是法律之下的法律必須合法，是公平、普遍的，所以，法治

不同於「以法制人」其對象僅及於被統治者，較能避免少數人的專斷

獨行，並能保障人民權利。 

 再者，陳新民（2007：495）指出現代的法治概念進一步強調法律

的實質內容是否具有一定的品質；陳淑芳（2004，244）認為法律不只

是法治國家實現的工具，而是其本身以體現了法治國家的要求，而使

法律具有法治國家的雙層基礎。當作為實現法治國家工具的法律為被

制定，或其品質發生問題時，其他法治國家之要素將起不了作用，或

只有減損的作用；林佳範（2002：47）提出現代的「法治」觀，人民

是法律的主體；並以權利為本位，人民除得消極地主張國家不要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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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權利，更可積極地要求國家保障其權利；現代的「法治」觀念，認

為程序正義是達到實質正義的前提。 

 綜合學者對於法治的見解歸納整理，研究者認為現代法治基本上

有下列五個主要原則： 

一、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具優越性，用以規範人民基本權利、

義務及國家機關的職權，任何法律均不得牴觸憲法。 

二、程序正義：法治國家裡，法律的制定程序上要符合民主原則，實

質上要符合公平、正義的理念。 

三、比例原則：任何法律的建立應考量其妥適性、必要性及最小侵害

原則，透過制定良善品質之法，已達社會公益。 

四、依法行政：政府施政應依法行政，並受到法律的拘束。 

五、依法審判：司法機關必須獨立審判，以伸張正義，保障個人自由

及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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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態度的意義 

 態度（attitude）是社會心理學的名詞，以 Allport（1935，104）的

定義最具代表性：「態度是從經驗中組起來的一種心理和生理準備狀

態，它對個人在面對所有相關的對象與情境時的反應，具有指導性動

機的影響。」。李美枝（1985：271）亦指出態度此一概念含有雙重意

義，一是準備行動的主觀心理狀態，一指行為的傾向，前者稱為心理

態度（mental attitude)），後者稱為行動態度（motor attitude）。 

  在大英百科全書中，態度專指人們分辨事物及事件並以或多或少

可以鑑別出的一致性，作出反應的一種傾向；黃雪紅（2006：26）認

為態度乃是個人對生活中特定的人、事、物經價值判斷後所具有的經

驗、信念或心理準備，並且透過個人的行動加以呈現的準備狀態；李

冬梅（2002：33）整理「態度」的意義，提出態度就是個人透過生活

經驗，對於周遭特定的人、事、物、理念等現象所持有的一種持久性

評價（肯定或否定）的感覺或心理準備及行動傾向」；葛樹人（1991：

601）認為態度是一種內在性心理歷程，故無法對它加以直接觀察，僅

可從個體所表現的外在行為（口述、文字、行動）來加以判斷。 

綜合上述，本研究認為態度，是個人透過生活經驗的價值判斷，對

於周遭特定的對象所持有的一種持久性評價（肯定或否定）的內在性

感覺或心理準備，並且透過個人的行動加以呈現的準備狀態。 

此外，分析態度的涵義，劉美琳（1995：34）提出態度是有組織有

的系統，其組成結構有三項： 

（一）認知成分（cogintive component）─對態度對象所持有的信念、

認識及訊息。 

（二）情感成分（affective component）─對態度對象的情感覺感覺

（emotion feeling），包含喜歡─厭惡等正負面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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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動傾向成分（behavioral component）─對態度對象的反應準

備狀態。 

 因此，法治態度包含法治與態度兩個概念，法治必須以法律為基

礎，法律比較具體，是落實法治的工具，劉昊洲（2007：94）提出現

代國家雖然都有法律，卻不一定符合法治的標準。然而兩者關係密切、

相輔相成的，法律是法治的基礎，法治則是法律實施。而態度必有所

取向及相對應的目標，劉美琳（1995：34）即提出態度取向的對象包

含了環境中的人、事、物。態度的取向對象若是在法治情境，則稱為

「法治態度」。 

 根據態度的三個構成成份，多數研究將其應用在法治態度上，大

同小異皆認為法治態度就是對法治體系、法治目標、法治情境的認知、

情感以及行動的傾向（李冬梅，2002：34；陳瀅淑，2004：36），惟毛

中勻（2002：41-42）少了對法治體系的認知、情感與行動傾向，  

 本研究採用多數研究的歸納，將法治態度界定為「對法治體系、

法治目標、法治情境等認知、情感以及行動傾向」，唯法治較抽象，其

法治體系、目標及情境須透過狹義的法律來探討。 

 茲就個研究者對法治態度的構成成分作一分析：（李冬梅，2002：

34；毛中勻，2002：41-42；陳瀅淑，2004：36；温珮夙，2009：27） 

一、法治態度的認知成份：是指個人對法律事實與實際觀察，包括信

仰、信念、了解、認識、知識的程度與看法。 

二、法治態度的情感成份：是指個人對法律的情緒或價值反應，如支

持或反對、同意或不同意、好惡評價等正負面的感受。 

三、法治態度的行動傾向成份：是指個人碰到法律問題必須有行動時

的反應傾向或意向，亦即把此問題當成一個法律問題並用法律行為來

解決的比率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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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本研究根據相關文獻對法治態度在認知、情感以及行

為三個構成成份的內涵整合後將「法治態度」定義為，在法治社會中，

基於保障人民權利避免國家權力非法侵犯，人民對於法治認知、法治

評價以及守法行為反應互動後的一種持久的心理傾向。 

 

参、法治態度的內涵 

 根據上述對於法治態度的分類，以下針對「法治的認知」、「法治

的評價」、「守法的行為」三方面作一說明： 

一、法治的認知 

 所謂法治認知是指個人對法律事實與實際觀察的想法信念、了

解、認識的程度與或看法。在法治認知分類中，多數學者在不同年齡

及對象上有不同認知程度的標準，除吳伊惠（2005）在國小社會領域

教師的法治認知分類是與教師教學工作相關，以實際發生的法律事件

所涉及的法律範圍（例如：民事、刑事、行政懲戒）做為分類外，基

本的法治認知概念，綜合國內學者的論點不脫離以下五點（史慧琪，

2007；李冬梅，2002；祁婉琳，1999；余鎮遠，1993：89）： 

（一）法律的意義與目的：指探究法律的意義與目的。 

（二）法律的原則：指憲法至上、依法行政、罪刑法定等原則。 

（三）制定法律的程序：制訂、修改、解釋、訴訟。 

（四）實體法：包含對憲法、民法、刑法 

（五）法律與個人和社會的關係：違反法律規定時，個人和社會如何

因應；及個人是否對法律存有正面積極參與並能有效運用法律解決問

題的信心。 

 綜上所述，基於本研究的需要歸納後，在法治認知的部分，調整

學者們原先「法律的意義與目的」以及「法律的原則」改以「法律的

基本概念」及「法律與個人和社會的關係」二個部分作為研究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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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治的評價 

 在法治態度的評價上，指基於對法治的情緒反應，如支持或反對、

同意或不同意、好惡評價等正負面的感受。因此參考學者在法治態度

的分類做一歸納後可將相同點分成五個部分（温珮夙，2009；史慧琪，

2007；李冬梅，2002；祁婉琳，1999）： 

（一）對法律的看法：應該要遵守法律的規定，具備守法精神。 

（二）對法律與國家、社會和個人關係的看法：認為法律能提供國家

依法行政的依據、社會秩序的維持的標準以及人民的權利受法律保障。 

（三）對司法機關與人員的看法：對法官與律師表示尊重、認為司法

程序是公正且值得信賴並願意配合。 

（四）對犯罪與罪犯的看法：犯罪是不應該的，會受到應有的法律制

裁。 

（五）守法的觀念：個人的行為必能遵守法律的規定。 

 綜上所述，本研究在法治的評價上採用多數學者在法治態度上的

分類，但依研究目的需要僅針對「對法律的看法」、「對法律與國家、

社會和個人關係的看法」、「對犯罪與罪犯的看法」以及「對守法觀念

的看法」四個部分做探討。 

三、守法的行為 

 守法，即法的遵守，是指個人碰到問題時，是否會當成一個法律

問題，並願意用法律來解決。林佳音（2000：94）認為守法的基礎心

理必須由最深層的內在對法律的支持著手，而非僅僅由表面的守法宣

導或進一步的加諸恐懼的強制性順從；顏萬發（2004：50-52）提出守

法的外在表現形式是社會成員和組織對法律規範的尊重、應用或適用

的一種法律行為，決定這種行為的內在原因是行為主體對法律的一種

自覺、自發、習慣、順應或責任的心理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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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從守法的主觀心理機制可將守法的原因分成三種：（楊素

云，2003：36-37） 

第一、因為害怕法律的制裁而守法 

 美國心理學家柯柏格（L.Kohlberg，1927-1987）從認知發展的觀

點研究人類的道德發展階段，對象從兒童延伸至青年及成年人，分為

三個層次（levels）六個階段（stages）。柯柏格認為「避罰服從取向」

位於成規前期第一期，普遍分部於中等階級四歲至十歲的兒童（黃麗

娟，2002：116），在此階段行動的物質結果決定其善惡而無視於其合

乎人性的意義與價值，逃避懲罰並且毫不懷疑地服從權力（單文經譯，

1986：23）。黃麗娟（2002：117）套用其分類，進而類推成人此階段

的表現，認為這階段的成人會信服權威人士的指示，權威人士的話猶

如真理一般被相信不疑。趨利避害是人的本能，人們為了自己的利益，

或免於懲處和痛苦而遵守法律或使用法律。楊素云（2003：36）因此

提出，在法律具有強制性的力量下，這種因為害怕而守法的行為，仍

可能因人們害怕達到極點時，走向另一種極端行為。 

第二、受到同等地位人們之間的相互影響 

 楊素云（2003：37）提出，受到同等地位人們之間的相互影響即

一種從眾或服從心理的趨使。這既可能是一種從眾心理使然，也可能

迫於諸如家庭、鄰居、單位、朋友等壓力（包括無形的壓力）。在受到

團體壓力下，為了免受團體其他成員的非議與排斥，採取與大多數人

一致的行，此原因與柯柏格的成規期中「尋求認可取向或好孩子取向」

有相為似之處，在此階段能取悅別人並為別人讚許的行為就是好行

為，對於大多數人所認可的或「自然的」行為所形成的刻板印象表示

高度的遵從。（單文經譯，1986：23）。因此，團體的看法，比自己的

感覺更重要，很在意別人對自己的看法，怕自己被團體中孤立，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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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能被團體接納，會委屈自己扮演好人的角色。 

第三、出於對法的需要和信任而自覺守法 

 從自願守法的觀點，柯柏格在成規後期中對於序階伍「社會契約

導向」的說明指出，此階段尊重個人基本人權行為，強調「法律的觀

點」，並非呆板的守住法條，若考慮社會的功力，亦可修法。在法律領

域外，不受強迫而出乎自願的協議和契約乃是義務的重要因素（單文

經譯，1986：23）。塞爾茲尼克（Philip Selzenick）亦認為人們所以遵

守法律，並不是由於良心、習慣或懼怕違法時受懲罰使然，而是由於

對一個具有權威性的秩序所表示尊重的決心，其信任是以對事實的相

信為基礎。（Selznick，1968：50）因此，容易獲得多數人自願遵守的

法律應是贏得人民支持與同意的產物，如此才會自覺選擇與該社會制

度要求相適應的行為。 

 綜上所述的守法心理，僅是學理上的分析，影響日常生活的守法

行為其實是非常複雜，無法用三類型全部涵蓋。因此，本研究假設教

師的守法行為應是，基於法律的規定，選擇合於規範的法律行為，以

表現支持、信任法律，但為進一步檢視教師守法的動機，根據上述所

討論的基礎，本研究將守法的動機定義如下： 

一、因為害怕法律的制裁而守法：教師覺得法律具有強制力，為了自

己的利益（例如考績、好名聲…）或免於懲處（例如申誡、免職…等）

而遵守法律。 

二、受到同儕之間的相互影響而守法：不管法律的規定是對或不對，

因怕被孤立，與影響教學工作的團體間形成的共識作為法律的行為準

則。 

三、出於對法律的信任而自覺守法：信任法律的規定，並自願遵守法

律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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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法治態度之影響因素 

 影響法治態度因素頗多，以學生為研究對象的因素中常見的有年

級及性別（史慧琪，2007；黃同進，2007；祁婉琳，1999）、出生序（史

慧琪，2007；黃同進，2007；祁婉琳，1999）、家庭社經地位（黃同進，

2007；祁婉琳，1999；林嘉音，1998）、班級幹部經驗（史慧琪，2007；

祁婉琳，1999；塗惠玲，1996）以及法律知識主要獲得管道（史慧琪，

2007；祁婉琳，1999；余鎮遠，1993），而其他影響因素尚有，史慧琪

（2007）增加家庭類型及是否為獨生子女；黃同進（2007）增列收看

新聞、談話性節目的頻率與余鎮遠（1993）與收看晚間電視新聞之頻

率雷同；祁婉琳（1999）將族群列為探討因素；林嘉音（1998）增加

收看電視新聞、閱讀法律書刊；塗惠玲（1996）增列父母親教育程度、

班級氣氛、學校氣氛知覺及地區，其中地區與余鎮遠（1993）學校所

在地相似；劉美琳（1995）則有學校性質及教師領導方式。 

 而以教師為研究對象的影響因素以性別、年齡、學歷或教育程度、

修習法律課程、法律在職進修（吳伊惠，2005；李冬梅，2002）較為

常見，另吳伊惠（2005）增加師資養成方式、服務年資、學校地區規

模、擔任職務及日常法律經驗；李冬梅（2002）增列為就讀科系、任

教地區及是否具有中學公民教師合格書。 

 茲就上述因素綜合歸納，依本研究需求僅以性別、年齡、服務年

資、教育程度、師資養成方式、擔任職務以及學校所在地區作一分析。 

一、性別 

 綜觀法治態度的研究結果顯示，性別是否會影響法治態度尚有討

論空間，在老師部分，李冬梅（2002：95）認為男性與女性教師在法

治態度上有顯著差異。男性公民教師較女性法治態度正向、積極；吳

伊惠（2005：90）研究則發現女性教師法治態度未顯著高於男性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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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上這兩個研究焦點皆以教授法治課程的社會領域老師為對象，可

見任教社會領域的男性教師其法治態度較佳。而「性別」是否會影響

一般教師的法治態度，仍有待進一步探討。 

二、年齡 

 吳伊惠（2005：91）發現法治態度在年齡的因素上有顯著差異，

31-40 歲之教師在法治態度顯著高於 30 歲以下組和 41-50 歲，這與李

冬梅（2002：96）的研究教師在法治態度未有顯著差異不相符。因此，

「年齡」是否會影響一般教師的法治態度，需要後續進一步的探討。 

三、服務年資 

 吳伊惠（2005：92）發現不同年資教師在法治態度達顯著差異，

以年資 21-30 年組的教師之法治態度是最低的，與李冬梅（2002：107）

研究不一致，李冬梅的研究中教師的教學年資在法治態度上並無顯著

差異。因此，服務年資是否會影響教師法治態度尚需進一步探討。 

四、師資養成方式 

 吳伊惠（2005：93）發現不同師資養成方式在法治態度上未達顯

著差異。基於吳伊惠的研究與本研究方向有所不同，因此在師資養成

方式變項的探討上仍可再進一步探究。 

五、教育程度 

 李冬梅（2002：96）研究發現不同教育程度、不同就讀科系的公

民教師，其法治態度並無明顯差異與吳伊惠（2005：93）研究發現國

小社會領域老師不同學歷在法治態度上未達顯著發現一致。上述兩個

研究雖然在不同任教階段的教育程度上無差異，但只針對特定領域授

課老師，並不能類推其他領域老師，因此一般教師的法治態度在教育

程度上是否有差異仍待進一步研究才能有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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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不同職務 

 吳伊惠（2005：94）提出不同職務教師在法治態度上未達顯著差

異，而李冬梅（2002）的研究則未將不同職務列入變項。因此，對於

不同職務是否會影響教師法治態度，須進一步做了解。 

七、學校所在地 

 余鎮遠（1993）以學校所在地做為因素探討，發現不同學校所在

地以高雄市學生法治態度最正向、最積極，依次為台灣省、台北市，

而吳伊惠（2005：94）發現不同學校規模的受試者在法治態度上未達

顯著；李冬梅（2002：96）不同任教地區的公民老師，其法治態度並

無明顯差異。因此，學校所在地區是否影響法治態度可再進一步探討。 

 綜上所述，本研究在影響法治態度的因素中以性別、年齡、教育

程度、師資養成方式、不同職務及學校區域，列為進一步探討之因素，

並增加學校班級數此一因素。 

 

伍、法治態度之相關研究 

 本研究茲將以法治態度做為依變項之相關研究，整理如表 2-1，而

研究法治態度之研究工具，亦整理如表 2-2。 

一、法治態度之相關研究 

我們可以從表 2-1 了解國內歷年來法治態度相關研究的分析結果。 

(一)研究之依變項 

 以法治態度為依變項的研究包含，法治知識與態度（林益興，

2004；李冬梅，2002；余鎮遠，1993）、法律知識與法治態度（吳伊惠，

2005；林嘉音，1998）、自我觀念與法治態度（劉美琳，1995），民主

法治知識與民主法治態度（塗惠玲，1996）等。因此，目前在研究法

治態度上多以探討法律認知與態度之間的差異，針對法治行為做依變

項之量化研究在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搜尋的結果，僅有一篇尚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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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的文獻，由林懿伶（2009）所研究的法治態度與法治教育實踐之研

究的資料。 

(二)研究對象 

 目前研究對象，囊括國小學童、國中學生、高中職學生、國小社

會學習領域教師、國中公民與道德教師，其篇幅以國小學童居多，以

教師為研究對象之研究較少，因此本研究尚有探討的空間。 

(三)研究結果 

 在國小學童法治態度或法律態度的研究發現，法律知識與法律態

度間多呈現顯著正相關（史慧琪，2007；林益興，2004）。表示國小學

童的法律知識愈高法治態度愈正向，而國中、高職學生法治態度亦趨

正向，但吳伊惠（2005）研究國小社會領域老師的法治態度研究卻發

現法治態度和法律知識呈現負相關，顯示教師的法治態度與本身法律

知識的多寡並無太大關係，可能另有其他因素，需進一步做探究；李

冬梅（2002）在國中公民老師的法治態度研究發現公民教師較缺乏「罪

責相當原則」的法治觀念，教師除了對「對犯罪與罪犯的看法」外，

其餘在「守法的觀念」、「法律的看法」、「對執法機關、人員及司法程

序觀念」趨於正面、積極。 

 茲歸納上述研究，以法治認知與法治態度的研究結果雖然以正相

關居多，但研究方向大多以廣泛的法治概念作為研究的內涵，較少考

慮若法治態度與受測者的工作或理念密切相關的時候是否會受到相關

因素影響。因此，教師的法治態度，是否會因零體罰規範而有不同的

結果，需再進一步探討。 

二、法治態度之研究工具 

 茲將法治態度之研究工具，整理如表 2-2。從表 2-2 發現大多數的

法治態度量表，以參考國外 Rundquist & Sletto（1936）的法律量表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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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scale）（轉引至 Shaw&Wight.,1967,251-253）、Smith & Helens 而編

製居多，國內則以余鎮遠（1993）較多，余鎮遠的法治態度量表具有

相當的內容效度，內容共分成六個量表，其 Cronbach α係數為 0.87，

折半信度為 0.82，重測信度為 0.83。因此，本研究依據文獻探討，參

考國內學者自編教師法治態度量表作為本研究之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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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法治態度相關研究（待續） 
主題 作者 

年份 自變項 依變項 研究結果 

桃園縣國小

社會學習領

域教師法治

教育認知程

度之相關研

究 

吳伊惠

2005 
教師背景變

項 
1.性別 
2.年齡 
3.學歷 
4.師資養成

方式 
5.服務年資 
6.修習法律

課程 
工作環境變

項 
1.學校地區

規模 
2.擔任職務 
3.法律在職

進修 
4.日常法律

經驗 

教師法律

知識 
教師法治

態度(10 題) 

1.女教師法治態度未顯著高於男生 
2.年齡有顯著差異，31-40 歲法治態度最

差。 
3.21-30 年教學年資的法治態度最不理想。 
4.不同學歷及不同師資養成方式在法治態

度上未達顯著 
5.不同學校規模的受試者在法治態度上未

達顯著 
6.不同職務教師在法治態度上未達顯著差

異。 
7.是否修習過法律課程之受試者在法治態

度上未達顯著差異。 
8.擔任社會領域教學不同年資、教學不同

原因之受試者在法治態度上未達顯著。 
9.是否參與在職進修法律課程在法律態度

上未達顯著差異。 
10.日後生活是否有法律經驗之受試者在

法治態度上未達顯著差異。 

台北地區國

中公民與道

德教師法治

知識與態度

之研究 

李冬梅

2002 
1.性別 
2.年齡 
3.教育程度 
4.就讀科系 
5.任教地區 
6.修習法律

相關課程 
7.法律在職

進修之經驗 
8.是否具有

中學校公民

教師合格書 

1.法治知識 
2.法治態度 
20 題 

1.不同性別的公民老師，其法治態度有顯

著差異，且男老師的法治態度較趨於正

向、積極。 
2.不同年齡、不同教育程度、不同就讀科

系以及不同任教地區的公民教師，其法治

態度並無明顯差異。 
3.台北地區國中公民道德科教師法治知識

與法治態度的相關並未達顯著水準，代表

兩者並無相關。 
4.法律知識與法治態度呈現正相關。 
 
 

國小法治教

育之探討─

以高雄市國

小學童法律

知識與態度

為例 

史慧琪

2007 
1.年級 
2.性別 
3.是否為獨

生子女 
4.出生序 
5.家庭類型 
6.班級幹部

訓練 
7.法律知識

主要獲得管

道 

1.法律知識 
2.法律態度 

1.國小學童法律態度量表每題的平均得分

為 4.19 分。 
2.除「年級」、「是否為獨生子女」、「出生

序」、「家庭類型」未對國小學童在法 律態

度上造成顯著影響外，「性別」、「班級幹部

經驗」、「法律知識主要獲得管道」皆呈現

顯著差異。 
3.國小學童的法律知識與法律態度間呈現

顯著正相關。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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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法治態度相關研究（續 1） 
主題 作者 

年份 自變項 依變項 研究結果 

高雄市國小

學童法律知

識與態度之

探討 

黃同進

2007 
1.年級 
2.性別 
3.出生序 
4.家庭社經

地位 
5.收看新

聞、談話性

節目的頻率 
6.參與全校

性自治活動

的經驗 

1.法律知

識 
2.法律態

度 

1.國小學生的法律態度傾向是趨於正向、積

極。 
2.不同年級、不同出生序之國小學童在法律

態度上有無顯著差異。 
3.不同性別之國小學童在法律態度有顯著差

異，且女生優於男生。 
4.國小學童的法律態度傾向會受到家庭社經

地位高低的影響，高社經地位及中社經地位

的國小學童在法律態度上的得分均高顯著

優於低社經地位的國小學童。 
5.不同收到新聞節目頻率之國小學童在法律

態度無顯著差異。 
6.國小學童的法律知識與法律態度間呈現顯

著正相關，顯示學童法律知識越高，其法律

態度就越於積極與正向，守法態度也越好 
宜蘭縣國小

學童法治知

識與態度及

其相關因素

之研究 

林益興

2004 
1.學校所在

地 
2.性別 
3.父親教育

程度 
4.班級幹部

經驗 
5.年級 
6.母親教育

程度 
7.收看新聞

或談或性節

目頻率 

法治知識 
法治態度 

1.國小學生在「法治態度量表」上的每題平

均得分為 4.19 分 
2.除「收看新聞節目或談話性節目頻率」、「性

別」未使國小學童在法治態度上達到顯著差

異外，「學校所在地」、「年級」、「父親教育

程度」、「母親教育程度」、「幹部經驗」皆達

顯著差異。 
3.國小學童的法治知識與法治態度間呈現顯

著正相關。 

花蓮地區國

小兒童法律

知識與態度

之研究 

祁婉琳 
1999 

1.學校類型 
2.性別 
3.年級 
4.族群 
5.家庭社經

地位 
6.班級幹部

經驗 
7.主要法律

知識來源 

1.法律知

識 
2.法律態

度 

1.國小兒童法律態度量表的單題平均得分為

4.06 分。 
2.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兒童法律態度之差異

除「年級」未對國小兒童在法律知識上造成

顯著影響外，其餘背景變項之影響都有達到

顯著水準，  
3.法律知識與法律態度之間達顯著正相關。 

台北市高職

學生法律知

識與法治態

度之研究 

林嘉音

1998 
1.學校性質 
2.性別 
3.年級 
4.家庭社經

地位 
5.收看電視

新聞 
6.閱讀法律

書刊 

1.法律知

識 
2.法治態

度 

1. 法律態度：趨向積極正向；女生優於男

生；其餘無顯著差異。 
2.法律知識與法治態度有顯著的正相關。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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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法治態度相關研究（續 2） 

主題 
作者 
年份 自變項 依變項 研究結果 

台灣中部地

區國小兒童

民主法治知

識與態度之

調查研究 

塗惠玲

1996 
1.地區 
2.性別 
3.班級氣氛 
4.學校氣氛

知覺 
5.年級 
6.出生序 
7.父母親教

育程度 
8.班級幹部

經驗 

1.民主法

治知識 
2.民主法

治態度 

1.不同地區之國小兒童，守法態度並無顯著

差異。 
2.不同性別之國小兒童，其守法態度有顯著

差異。女生守法態度高於男生。 
3.不同班級氣氛知覺之國小兒童，其守法態

度有顯著差異。 
4.不同學校氣氛知覺之兒童，其守法態度有

顯著差異。 
5.不同年級之國小兒童，其守法態度有顯著

差異。 
6.不同出生序之國小兒童，其守法態度有顯

著差異。 
7.父親教育程度不同之國小兒童，其守法態

度並無顯著差異。 
8.母親教育程度不同之國小兒童，其守法的

態度並無顯著差異，但相關的程度並不高。 
台北市高中

職學生自我

觀念與法治

態度關係之

研究 

劉美琳

1995 
1.性別 
2.年級 
3.家庭社經

地位 
4.學校性質 
5.幹部經驗 
6.教師領導

方式 

1.自我觀

念 
2.法治態

度 

1.女性法治態度優於男生。 
2.一、二年級較三年級學生法治態度為佳。 
3.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學校性質、幹部經驗

之高中職學生的法治態度無顯著差異。 
4.教師領導方式愈民主，學生法治態度愈積

極。 
5.學生自我觀念愈佳，其法治態度愈積極。 

國中學生法

治認知與態

度之研究 

余鎮遠

1993 
1.性別 
2.收看晚間

電視新聞之

頻率 
3.資訊來源 
4. 學校所

在地 
5.家庭社經

地位 

1.法律知

識 
2.法治態

度 
 

1.國中學生的法治態度是積極且正向的。 
2.女生的法治態度優於男生。 
3.不同學校所在地以高雄市學生法治態度最

正向、最積極，依次為台灣省、台北市。 
4.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學生法治態度以高和

高、中社經地位背景學生的法治態度高於低

社經地位之學生。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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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法治態度之研究工具（待續） 
編製者 
(年代) 依據 量表名稱 對象 樣本數 量表內容 

吳伊惠 
(2005) 

參考 
鄧天惠、李德溥(1991) 
李宗薇(1994)、林嘉音

(1997)、刑泰釗(1998) 
、(1999)、 
張玉慧(2000)-公立中小

學學校事故教師之法律

責任分析 
沈銀和(2000)、 
黃馨儀(2000)、 
王嘉恩(2003)、 
何俊青(2003)、 
廖家慧(2004)-國小教師

校園法律知識之相關研

究等自編 

法治態度量

表 10 題 
國小教師 257 法治態度 

1.個人對法律的觀點 
2.法律與國家、社會、個

人的關係 
3.對執法機關、人員及司

法程序的觀點 
4.對於罪犯與犯罪行為的

觀點 
5.守法的觀念 

李冬梅 
(2002) 

參考 
Katz 的法律態度量表

Rundquist and 
Sletto(1936)-法律量表 
Wang and 
Thurstone(1931)-對犯罪

處罰的態度量表 
Chapman(1960)-司法機

關的態度量表 
Chapman(1982)-小學法

治態度量表 
Smith(1982)-中學法治態

度量表 
蘇永欽(1986)-我國人民

認知及處理法律事務障

礙因素之研究 
廖添富(1992)-民主法治

態度量表 
張秀雄(1992)-學民主法

治態度問卷 
余鎮遠(1993)-國中生法

治態度量表 
黃景裕(1994)-現代公民

性量表 
陳芳萍(1993)-國中生法

治態度量表 
劉美琳(1995)-法治態度

量表 
陳義彥(1997)-法治認知

與台灣地區政治民主

化：從人民的執法行為探

討問卷 

法治態度量

表 20 題 
台北地區

國中公民

與道德教

師 

187 法律態度 
1.對法律的看法 
2.對執法機關、人員及司

法程序的觀點 
3.守法的觀念 
4.法律的制定 
5.對犯罪與罪犯的看法 
6.法律與國家、社會、個

人的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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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法治態度之研究工具（續 1） 
編製者 
(年代) 依據 量表名稱 對象 樣本數 量表內容 

史慧琪 
2007 

參考 
1.余鎮遠(1993)編製的

「國中學生法治認知與

態度問卷」 
2.祈婉琳(1999)編製的

「花蓮地區國小兒童法

律知識與態度問卷」 
3.毛中勻(2002)編製的

「國小學生法律知識與

法治態度問卷」。 
4.陳瑩淑(2004)編製的

「國小學童法律知識與

態度調查問卷」 

法律態度 
24 題 

高雄市國

中小五、

六年級學

童 

1103 位 法律態度 
1.個人對法律的看法 
2.個人對學習與應用法律

的態度 
3.個人對執法機關與法人

員的觀點 
4.對法律與個人、社會、

國家間的觀點 
5.個人對犯罪與犯罪行為

的觀點 

祁婉琳 
1999 

參考相關研究等自編而

成 
法律態度量

表 
花蓮地區

國小五、

六年級學

生 

五年級

418
人，六

年級

432
人，共

850 名 

法律態度 
1.對法律的看法 
2.學習與應用法律的興趣 
3.對法律與國家、社會和

個人關係的看法 
4.對司法機關人員的看法 
5.對犯罪與罪犯的看法 

劉美琳 
1995 

參考 
katz(1931)、  
Rundquist & Sletto(1936)  
Smith & Helens、 
廖添富(1993) 
余鎮遠(1993) 
黃景裕(1994)等自編而

成。 

法治態度量

表 42 題 
台北市高

中職學生 
1682份 1.對執法人員的評價 

2.對法律的認識 
3.守法及學習法律的態度 
4.對法律影響的看法 
5.對犯罪行為的看法與反

應。 

余鎮遠 
1993 

參考 
Chamber & Research 
Associate(1981-1982) 
Smith & Helen 
(1980-1982)   
Rundquist, E.A.& 
Sletto, R.F.(1936) 
葉俊榮(1992)等自編而

成。 

法治態度量

表 34 題 
台灣地區

國民中學

二年級學

生 

1814份 1 認同司法機關與人員 
2.對法律的認識與學習興

趣 
3.法律的制定與修改 
4.守法的態度 
5.法律對國家、社會與個

人的影響 
6.對犯罪與罪犯的看法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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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法治態度與行為的相關研究 

 「民主」與「法治」二者相輔相成，以民主為手段，以法治為準

繩，才能建構一個和諧、理性為眾人所接受的社會。（劉昊洲，2007：

8），而法治的社會的建立，乃真正的民主不可或缺的條件，趙守博

（1986：20）提出法治社會的特點，第一是法律為社會的最高規範，

其次是人人尊重法律服從法律。社會上的每一個人尊重與服從法律，

可以說是法治社會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條件。因此，守法對國家的發展

很重要，尤其在民主國家之中，謝瑞智（2008：79）提出培養大眾遵

守規範，須加強人民守分守法之教育，要培養守法的國民，就必須從

小開始扎根，才能將法治的內涵實質內化到行為裡。然而，教育現場

的教師，是否守法，抑或是在平日不自覺做出不守法的行為，對於學

生法治行為的養成有重大的影響，對守法國民的培育更是阻礙。 

 

壹、態度與行為的關係論述 

一、態度與行為的關係一致 

 張美玲（2004：18）提出態度不是影響行為的唯一因素，但多數

心理學家認同他是一個重要因素，因為態度的產生表示個體已開始對

某個對象形成具體的行動的趨向。且鄭慧蘭（2001：251）分析態度的

構成成分認為，態度具有認知、情感及行為傾向三種成份，並不能表

示這三個部分是各自獨立或不相連繫的。陳秀蘭（2007：43）整理態

度與行為的論述後提出，態度與行為有密切關係，態度是決定行為的

方向，而行為則是態度的表徵，所以人們的態度與行為有著非常緊密

的關係，我們經常從他人的態度來預測其行為（侯玉波，2003：109）。

至於有關於態度與行為的關連，張春興（1998：79）即從廣義定義行

為來看，行為是除可觀察測量的外顯行為之外，也包括內隱性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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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程。因此，由上述可知，態度與行為的關聯密切，態度會影響行為，

以下就態度與行為的關係作一探討，它們之間的關係可用圖 2-1 表示。 

 

 

  

圖 2-1 態度的成分及其關係 
資料來源：侯玉波（2003：109），《社會心理學》，台北：五南 

 應用在法治態度與行為上，則發展成圖 2-2，個人對於法治的認知

會影響對法治的評價進而影響其法治行為，三者之間是有連帶關係，

且法治態度與法治的外顯行為彼此互為影響。 

 在圖 2-2 中本研究所謂的法治態度由認知、情感及行為三個層面構

成，認知層面即是法治認知，是個體對法治基本而廣泛的知識程度，

包含對法治的基本概念、法律與個人和社會的關係的了解情形，而在

情感層面則是法治評價，指的是對法治的好惡，包含對對法律的看法、

對法律與國家和個人關係的看法、對犯罪與罪犯的看法及對守法觀念

的看法。行為傾向層面就是所謂的守法行為傾向，指對法治行為的反

應，但並不等於外顯行為，因此涵蓋因害怕法律的制裁而守法、受到

同儕間相互影響而守法、出於對法律信任而守法三種反應傾向，這三

個連續函數會影響實際的外顯行為，同時個體的實際外顯行為也會受

到原有態度的三個層面影響，進而產生反饋作用。 

 

認知成分 

事實 

信念 

觀點 

知覺 

理解 

情感成分 

評價 

 

情感 

 

情緒 

行為傾向 

意向 

 

傾向 

 

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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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態度與行為關係不一致的因素 

 態度與行為並非一對一的關係，今日的社會學者都相信行為是多

重因素的函數，勒溫（Lewin, Kurt，1890-1947 ）提出個人行為隨其生

活空間而變化，且稱生活空間係由個人心理事件與環境因素而成，可

用函數 B=f（P&E）的公式表示，B=行為，P=個人因素，E=情境因素。

一個人在某一情境將表現怎樣的行為，同時決定於他的內在因素與外

在環境因素。（張春興，1998：377） 

 態度與行為之間的一致性的確實程度，各情境有不同的差異，最

可以預測行為的態度來自穩定的、重要的、容易提取的、經由直接經

驗形成、確定的態度以及認知與情感具有高度一致性的態度（Kraus， 

1995：58-75），而使態度與行為不一致的原因，有下列七項（李美枝，

1985：295-297）： 

（一）態度的一般性與行為的特殊性 

 一個人對於一般性對象的反應可能不同於對特定對象的反應。譬

 

 

 

 

 

 

 

 

 

圖 2-2 法治態度與管教作為的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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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偏見態度的問卷主要是用來測量個人對一個少數團體的態度，其對

象是一般人。而計量個人行為時，他的行為對象常常是某一個特定的

人。 

（二）其他相關因素 

 同時有幾個相互抵制的態度關係著一特定的行為時，行為與一單

一態度的關係被另外一個更具有影響力的態度掩蓋。因此若能夠熟悉

一個人在一情境中的所有相關態度及其相對重要性，則可以根據這整

體的知識較正確地預測他的行為。 

（三）相競爭的行為 

 假如有數個態度關聯著一特定的行為，反過來也會有數種特定行

為關聯著一特定態度。因而若表現了其中一種行為會阻撓了另一種行

為的表現。 

（四）相競爭的動機 

 雖然態度常常是行為的推動力，但是有時候某些存在動機會與態

度相剋而破壞了態度與行為的一致性關係。 

（五）個人行為的能力 

 缺乏能力與技巧會使一個人有心無力，難以將內在的態度付諸實

際的行為表現。 

（六）成本與態度─行為的關係 

 有時候，若要表現符合態度的行為必須付出代價。若付出的代價

高於個人意願接受的程度，他的行為與態度就無法維持一致。 

（七）有意的欺騙 

 為了贏得他人的讚許而做出裡外不和的行為表現。他的行為是印

象整飾策略的應用，而非反映內在的真實態度。 

 根據李美枝的論點以零體罰為例，應用在教師法治態度與行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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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的推論如下： 

（一）態度的一般性與行為的特殊性 

 教師面對管教學生這件事情上，多數學生是一般性的對象，但若

遇到頑劣的學生，教師在管教的行為上可能會有特殊性，也就是零體

罰的問卷若以偏差行為學生為主體，則可能會有態度與行為不一致的

情形。 

（二）其他相關因素 

 在這個教學的過程當中，教師為體罰學生可能會有幾下個理由：

第一來自學生，基於教師教學的態度，例如：學生成績不好、又很頑

劣，態度也不佳，需管教。第二，則來自於學校的壓力，教師工作時

的態度，職務範圍內的工作任務不處理可能會被投訴，例如：學生上

課中趴著睡覺，巡堂的行政人員看到，會把老師列為觀察對象。第三，

來自於教師自身的問題，本身的管教態度。例如：老師本身的個性，

受不了講話時沒有人聽。像這樣有好幾個態度關係某一打學生的行

為，但可能事實上真正原因老師打學生是講話學生不聽，蓋住其他的

因素，而非教師的法治態度不佳。 

（三）相競爭的行為 

 有些老師從小就被高標準要求，造成他在教學上的標準很高，在

管教學生上不論生活表現、成績、遵守校規等，因此當學生未達標準

其體罰學生的真正關鍵是高標準的追求，而不是法治態度的遵守。 

（四）相競爭的動機 

 教師的自我效能通常比較高，因此為了管教學生，給與正向的學

習，因材施教的動機，常與法治態度相左，造成法治態度與行為不一

致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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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人行為的能力 

 教師在法治態度上雖認同零體罰的規定，為自身管教能力以及專

業能力不足，而無法避免行為觸犯法律的規定，造成法治態度與行為

不一致的現象。 

（六）成本與態度─行為的關係     

 如果個體固然覺得零體罰很重要，但在管教學生上課吵鬧問題時

因考慮到其他學生受教權及課程進度，若判斷小處罰無傷大雅且可以

解決上課吵鬧問題，因而體罰學生，可顯示態度與行為的不一致，但

態度與行為一致性不夠高，不代表個人所作所為不受他內在信念與價

值觀的影響，只是有時影響大，有時影響小。 

（七）有意的欺騙 

 過去一直有名師光環的教師或者為得到社會「好老師」的稱讚，

在法治態度上雖不認同零體罰的規定，但仍會表現出合於法規的行為

而不體罰學生，以避免自己的形象受損。 

 

貳、態度與行為的相關研究 

一、法治態度與行為相關研究結果分析 

 羅英豪（2002：116）以行動研究法研究《國中學生守法信念之研

究─以學生遲到行為及糾察執行任務為例》，探討糾察同學登記學生遲

到情形，和遲到同學之守法狀況，來了解學生守法與否的問題所在，

以及學生行為背後之心理因素。 

 研究中發現影響學生守法的信念之主要因素，實際上是學校教

師、家長以及社會人士的榜樣和對守法之態度，而學生守法程度與年

級成反比。學生守法認知與實踐不一致其原因分析則來自：學生會鑽

校規漏洞及執勤者的不公正，易使其信念產生動搖，尤其是執勤者的

不公正，易造成惡性的劣幣驅逐良幣之效應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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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態度與行為相關研究結果分析 

    透過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中文期刊篇目索引搜尋發現，目前

在法治態度與行為相關研究的公開文獻有一篇，因此以態度與行為搜

尋相關研究，發現以行為做為依變項的主題很多，包含巫秉璋（2009）

國小學童作弊行為及其發生原因之探討、林芳怡（2006）宜蘭縣國小

教師戶外鄉土教學態度與行為之研究、李志敏（2003）台中縣國小教

師綠色消費態度與行為以及鄧宏如（2002）的觀光客對性觀光態度與

行為等，而研究對象則囊括國小教師、觀光客、高中生以及師範院校

學生等，在多數不同主題研究的結果皆是態度與行為一致的研究結

果，如巫秉璋（2009：104，106，110）研究國小學童作弊行為及其發

生原因之探討，結果發現，國小學童考試違規態度與作弊行為有顯著

相關，其中考試作弊行為比率高達 48.3%，且不同學生有不同的類型作

弊行為。鄧宏如（2002：60）研究觀光客對性觀光態度與行為傾向，

發現在性觀光商品的三種態度尚傾向呈現正向的相關關係，亦即當接

受度、肯定度、認同度愈高，則進行消費的可能愈高。 

 但態度與行為不一致的研究結果仍有孫建文（2007：83）研究大

學生公民參與態度與行為之研究，結果顯示，大學生普遍公民參與態

度都傾向正向，但是實際在公民參與行為上普遍卻是較不投入的，出

現知行不合一的情形，孫建文（2007：96）認為大學生並非對社會的

議題漠不關心，期可能常覺得有志難伸，不知該如何出聲或行動，以

致實際參與行為並不投入。 

 綜合上述可得知：可以發現態度與行為的研究很多，但以法治態

度與行為的研究主題較少，研究對象以國中老師亦不多，從不同主題

探討的態度與行為之研究結果可發現，大多研究結果傾向態度與行為

應該是正相關，以鄧宏如（2002）研究觀光客對性觀光態度與行為傾

http://readopac.ncl.edu.tw/cgi/ncl37_now/hy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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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呈現正相關；巫秉璋（2009）國小學童作弊行為及其發生原因之探

討中，巫秉璋（2009：114）發現大部分的學生皆認為作弊是一種不被

允許的行為，卻有相當高的比率承認有過作弊的行為，這是受到外在

因素如父母的期望、同儕競爭與教師教導…等或自我效能以及考試違

規態度（考試時的利己態度、考試後的利己態度及利他態度）的內在

因素影響，以至於學童願意挺而走險作弊得分，而有違規態度與作弊

行為正相關結果的出現。只有少部分的研究是呈現負相關，造成態度

與行為不一致的結果。 

 且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中公開的文獻中以法治態度與行為的量

化研究結果尚少，尚無法推論法治態度與行為間是否正相關，法治態

度是屬於社會態度，法治態度雖不能予以直接觀察，但卻可從當事人

的語文表現及守法行為中推知。對於研究法治態度與行為的重要課題

是：法治態度是否會影響法治行為、或法治態度與法治行為之間存在

著何種關係？受到態度是個人心理上的一種基本狀況及心理準備，在

測量時會受到測量的工具、環境以及當時受測者的心理狀況所影響，

由此可推論，個人會因刺激的改變而產生不同的態度，其也會連帶影

響外顯行為。據此，本研究擬以教師面對零體罰政策之情境，研究法

治態度與行為間之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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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零體罰之論點及相關研究 

壹、台灣零體罰政令的發展 

一、「零體罰」正式列入教育基本法 

 2006 年 12 月立法院三讀通過教育基本法修正案，同年 12 月 27

日總統公布《教育基本法》第 8 條及第 2 項及第 15 條修正案，禁止校

園內所有體罰，已明確指出體罰不能再出現於校園中。其中，第 8 條

第 2 項修正為：「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

國家應予保障，並使學生不受任何體罰，造成傷害」。第 15 條修正為

「教師專業自主及學生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

遭受到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不當或違法之侵害時，政府應依法令

提供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有效及公平救濟之管道。」（全國法規資料

庫，2006）。 

二、公布「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 

 為了因應零體罰政策的來臨，教育部於 2007 年 6 月 22 日訂出《學

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注意事項》，除了對管教、處罰和體罰下定

義，並提供學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參考範例」，協助學校訂定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以供各校修訂之參考；建立教師

體罰學生事件通報、處理及申訴流程等體罰三級預防機制，推動校園

零體罰工作計畫。蒐集教師不用體罰也能有效管教之成功範例，整合

教師管教時可採用之各種有效之方法與範例，以協助教師有效進行班

級經營與管教。（訓育委員會，2007a）試圖將零體罰的負面影響減至

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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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零體罰的意義 

 零體罰就是不體罰，從消極面來看多數研究者認同這樣的看法，也

就是不傷害身體。如鄧淑芳（2007：17）所提出的零體罰就是以 2007

年教育部公告之「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為主，

排除體罰行為，即為零體罰；郭詠菁（2007：6）亦指出零體罰是教師

不施予學生使其身心感到疲勞或痛苦的懲罰方式；以及林蕙婷（2008：

7）定義零體罰為，教育行政機關及教育人員不得以任何理由，採用直

接或間接方式，使學生身體客觀上受到痛苦之不當管教方式。 

 零體罰保障了學生的人權，陳惠倫（2007：6）提出零體罰是為了

保障學生的學習權、受教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在學校之教

育人員不得對學生施行任何形式之體罰，以免造成學生身體和心理之

傷害。以及李純純（2007：5）認為零體罰是一種禁止體罰的行動，是

一種專業的代表，它符合人權，並主張讓學生快樂地學習。程薇（2006：

129）更清楚指出零體罰指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不得以任何理由對

學生的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進行體罰，造

成身心之侵害。 

 零體罰是教師專業的表現，李秀娟（2006：8）認為零體罰並不是

不管教學生，而是老師以專業的方法及智慧來改變學生。落實零體罰

是一種專業，符合人權反暴力，老師不可因對學生施以身體方面的責

打、體能方面不適切的責罰或語言方面不符合教育目的的責備，而造

成學生身體及心理的傷害或影響學生的受教權。 

 且教育部 2007 年 6 月 22 所公布的《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

生注意事項》，清楚定義「體罰」是指教師於教育過程中，基於處罰之

目的，親自、責令學生自己或第三者對學生身體施加強制力（表 2-3），

或責令學生採取特定身體動作，使學生身體客觀上受到痛苦或身心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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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侵害之行為。而零體罰並非只是不體罰，教育部以積極層面看待零

體罰，希望教師除採用一般管教方式外，可以更進一步以正面管教的

方式落實零體罰政策。表 2-4 是教育部規定的正面管教內容，可以進一

步解釋，正面管教即是在管教學生問題時以稱讚好的行為代替體罰學

生不好的行為，透過勸說、引導、或啟發的方式讓學生具體了解犯錯

的原因，並以同理心協助學生改進。 

 綜上所述，零體罰的概念在教育基本法修正案通過以及教育部提

供《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注意事項》後，校園零體罰已有清

楚的規範，不再是眾說紛紜。且各研究者所提到的不體罰、學生人權

的保障等重點，也都清楚揭櫫在教育基本法中。也就是說零體罰在並

非不管教學生，而是展現教師專業透過引導、啟發正面管教，以保障

學生學習權。 

表 2-3 教師違法處罰措施參考表 
違法處罰之類型 違法處罰之行為態樣例示 

教師親自對學生身體

施加強制力之體罰 

例如毆打、鞭打、打耳光、打手心、打臀部或

責打身體其他部位等 

教師責令學生自己或

第三者對學生身體施

加強制力之體罰 

例如命學生自打耳光或互打耳光等 

責令學生採取特定身

體動作之體罰 

例如交互蹲跳、半蹲、罰跪、蛙跳、兔跳、學

鴨子走路、提水桶過肩、單腳支撐地面或其他

類似之身體動作等 

體罰以外之違法處罰 
例如誹謗、公然侮辱、恐嚇、身心虐待、罰款、

非暫時保管之沒收或沒入學生物品等 
資料來源：訓育委員會（2007b），〈學校實施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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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適當之正向管教措施 
正向管教措施 

1.與學生溝通時，先以「同理心」技巧了解學生，也讓學生覺得被了解

後，再給予指正、建議。 
2.告訴學生不能做出某種行為，清楚說明或引導討論不能做的原因。而

當他沒有或不再做出該行為時，要儘速且明確地對他沒有或不再做該行

為加以稱讚。 
3.除具體協助學生了解不能做某種不好行為及其原因外，也要具體引導

學生去做出某種良好行為，並且具體說明原因或引導孩子去討論要做這

種好行為的原因，並且，當他表現該行為時，明確地對他表現這種行為

加以稱讚。 
4.利用討論、影片故事或案例討論、角色演練及經驗分享，協助學生去

了解不同行為的後果（對自己或他人的正負向影響），因而認同行為能

做或不能做及其理由，以協助孩子學會自我管理。 

5.用詢問句啟發學生去思考行為的後果（對自己或對他人的短期與長期

好處與壞處），以增加學生對行為的自我控制能力；並給予學生抉擇權，

用詢問句與稱讚來鼓勵學生做出理性的抉擇，以鼓勵學生的自主管理。 
6.注意孩子所做事情的多元面向，在對負向行為給予指正前，可先對正

向行為給予稱讚，以促進師生正向關係，可增加學生對負向行為的改變

動機。 
7.針對不對的行為或不好的行為加以糾正；但也要具體告訴學生是「某

行為不好或不對」，不是「孩子整個人不好」。 
資料來源：訓育委員會（2007b），〈學校實施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須知〉 

 

参、零體罰的內涵 

 李建良（2007：1-3）探討零體罰條款的真義提到，零體罰就是教

師不可以用任何方式體罰學生；教師體罰，國家有責。而立法院通過

修正的教育基本法第 15 條所規定的重點，在於國家保障學生的「自主

權」及「發展權」，而體罰則是阻礙「自主」與「發展」的主要因素，

必須禁絕。另外，零體罰是以「國家」為主詞，而不是「教師」。因此，

國家應禁絕任何行式的體罰，防止學生受到身心侵害。  

 吳清山（2005）在《落實校園零體罰政策的積極策略》一文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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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零體罰的時代價值，可以窺見零體罰的內涵包含有（一）維護學生

人權、（二）建立友善校園及（三）展現教師專業三個部分，其中維護

學生人權，已經成為一種普世價值，亦是各國努力追求的教育目標，

而校園零體罰政策有助於建立友善校園，在教育部所研訂的友善校園

總體計畫即包含五大目標：1.建構和諧關懷的溫馨校園；2.建立多元開

放的平等校園；3.營造尊重人權的法治校園；4.體現生命價值的安全環

境；5.創造普世價值的學習環境，五大目標都在落實免除肉體與精神懲

罰恐懼的校園。最後，認為零體罰的實施可讓教師在面對學生可從教

育和專業的角度考量，採取適切的處理方式，以展現專業能力、專業

精神和專業責任。 

 綜上所述，歸納出零體罰的內涵即國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體罰；學

生人權的維護；友善校園的建立；教師專業的展現。分別敘述如下： 

一、國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體罰：國家藉由法律的立法及透過公權力強

制介入，消極抑制教師體罰學生的問題，以降低或根除體罰的問題，

進而保障一切對學生不法的侵害，以朝向理想的法治國家邁進。 

二、學生人權的維護：零體罰的落實可以確實保障學生的學習權、受

教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學校有關人士亦可在此環境下，引

導學生學會自願遵從一切的約束，並學會人權教育中相互尊重的重要

內涵。 

三、友善校園的建立：零體罰的實施讓學生學習免於恐懼，並樂於學

習，從而建立一個快樂學習的校園環境。 

四、教師專業的展現：破除傳統教師地位權威的盲點，以專業權威取

代地位權威及制度權威，朝向更優質的教學品質，以教育取代管教，

並提升教師的專業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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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師遵守零體罰政策之因素 

  陳慧琳（2009），研究《零體罰立法對國小教師教學實務影響之研

究》發現影響教師零體罰的因素如下：（陳慧琳，2009：47，48，50） 

 一、成為教師管教上的壓力：教師管教的壓力除了來自零體罰對老師

限制，亦來自法律和金錢的壓力，造成教師不斷的自我約束以免觸法。 

二、促使提升家庭功能：零體罰意謂管教權回歸家庭與家長層面上，

但每個家庭的狀況多元，差異頗大，造成原本關心學生的教師可能產

生得過且過的心態。 

三、改變教師形象：法令明定校園必須零體罰，似乎已經判定教師都

有體罰學生的動機，造成一般大眾對教師形象的誤解，使教師心有餘

而力不足的無奈感！ 

四、管教學生行為互動上的轉變：零體罰的規定不符合現實狀況，尤

其在管教輔導無多大成效的邊緣學生以及處理學生事務上的無力感，

且學生成為施暴者時老師無對應的方法。 

 林俶敏（2008）研究《人本教育基金會管教論述之探究》訪問現

職教師對推動零體罰入法引發的憂慮看法，認為老師的反應可從三個

部分來探討：（林俶敏，2008：154-158） 

一、未出現令教師滿意的配套措施 

二、零體罰的壓力使教師產生管教退縮的現象。 

三、以法衡量管教問題，造成師生關係緊張。 

 雲大維（2008）透過訪談法及參與觀察法，針對影響學校教師實

施零體罰因素的研究，以高雄縣天佛國小教師實施零體罰校園運動為

例，從教師層級來了解影響教師實施零體罰的因素。歸納出三個因素：

一、教師個人因素；二、學生的因素、三、親師生互動因素，茲分述

如下：（雲大維，2008：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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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師個人因素：教師教育信念與對於體罰的態度仍然是影響學校

教師零體罰的關鍵因素。 

二、學生個人因素：教師應充分掌握在教與學的互動歷程中，考量學

生的學習經驗，提供學生透過親身經歷的體驗，來增進學習的樂趣，

當能有效降低學生的不當行為表現。 

三、親師生互動因素：結合家長以更明智的方法處理學生負面情緒問

題，才能避免師生衝突及遏阻不當體罰事件發生；其次在實施親職教

育成效中，營造良好的親師、師生與親子互動，建立校園生活溫心與

溫情的氣氛。 

 李秀娟（2006：93）研究《台北市小學現任教師對零體罰教育政

策的態度之研究》，分析教師的「零體罰態度」與零體罰教育「政策態

度」、「教育內涵」間之相關性，發現教師在行為改變與配套措施兩個

構面上，看不到較為一致的結果，教師對於選擇「沒什麼改變」的原

因如下（李秀娟，2006：122）： 

一、零體罰之前就不使用體罰來管教學生。 

二、教育者應擁有其專業自主權，不輕易因政策禁止而動搖其管教方

式。 

 對於選擇「不再實施體罰」的教師： 

一、以消極的態度因應，認為既然是政府已經明訂，如果實施體罰，

家長與學生動不動就要告老師，還是少管閒事，不再實施體罰，也不

再積極管教學生了。 

二、以積極的態度欣然接受，則認為現代教師本應順應時代趨勢，即

應充實相關專業知能，朝向更優質、更有效能的教學目標前進。 

 綜上所述：歸納各學者對於零體罰的研究，可得知教師面對零體

罰政策遵守與否的原因了來自教師本身、學生及家長的問題，以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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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與「違法」的原因來探究，茲歸納如下： 

一、遵守的原因 

（一）積極的守法者：信任法律所帶來的正面效益而自覺守法，但卻

有程度上的差異，程度高的已無所謂利益，只要是對的就持續維護，

但有些只是剛好法律規定賦予其行為合宜的藉口。因此，以零體罰為

例則為： 

1.本身即贊成零體罰，也以不用體罰管教學生，無所謂任何的利益。 

2.教師本身混水摸魚，有了零體罰的入法給予合理的藉口。 

3.為達到教師專業的形象，而遵守法律的規定。 

（二）消極的守法者：趨利避險，為了自己的利益或免於懲處和痛苦

而遵守法律或使用法律。應用在零體罰則為： 

1.畏懼來自法令的規定，對於管教學生態度消極，為求避免處分而遵守

零體罰的規定。 

2.來自家長、或媒體的壓力，避免引發爭議，遵守法令的規定。 

3.學生以零體罰，挑戰教師管教的方式，為明哲自保，遵守法律的規定。 

二、違法的原因： 

（一）價值的掙扎：道德觀已凌駕法律的觀點，在考慮社會教育的整

體與對於個人基本人權尊重的行為下，無法信任法律的效用，而不願

守法。因此，以零體罰為例則為： 

 1.「愛之深，責之切」的文化背景下，基於教師對工作的責任感，甘

冒被處罰的危險，在必要時捨棄法律對行為的箝制，寧願觸法，亦堅

持教育品質。 

2.傳統文化價值的影響，如「一日為師終生為父」、「教不嚴師之惰」的

文化包袱，造成教師管教範圍的模糊，管教的輕重難以取捨，面對零

體罰對管教權的限縮，教師觸法情形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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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法規的質疑：雖然樂意遵守法律，但法規的周延性有待商確，

無法解決自身相關的問題，因而鋌而走險。應用在零體罰則為： 

1. 有些教師本來就不認同零體罰的規定，且本身已習慣以體罰做為管

教方式之一，因此依然故我挑戰法律的規範。 

2.遵守零體罰可能會造成學生挑戰教師的權威，因此為鞏固教師權威，

養成學生尊師重道的倫理，不願放棄體罰的管教方式。 

 

伍、零體罰的相關研究 

一、影響教師管教行為的因素： 

 根據相關研究之探討，影響教師管教行為的因素很多，茲將教師

管教行為與各相關因素歸納分析於下： 

（一）性別 

 吳如玉（2008：86）的研究結果不同性別的教師在管教行為上有

差異，且男生平均數大於女生；陳寶卿（2008：96）研究不同性別之

教師在零體罰管教行為結果與蔡綺芬（2007：128）研究不同性別之高

中職教師在管教行為整體層面上，未達顯著差異相同。因此，可見不

同性別的教師在不同階段的管教作為是否有影響，仍有待進一步探究。 

（二）年齡 

 蔡綺芬（2007：128）研究發現不同年齡的高中職教師在管教行為

整體層面上，未達顯著差異。研究文獻尚少，仍有進一步探究的空間。 

（三）服務年資 

 吳如玉（2008：86）研究發現不同服務年資之教師在管教行為有

顯著差異，年資 26（含）以上者高於 6-15 年及 16-25 年；陳寶卿（2008：

99）的研究結果，不同教學年資的教師在零體罰管教行為上未顯著差

異；蔡綺芬（2007：131）的研究結果發現，不同年資之屏東縣高中職

教師在管教行為整體層面上未達顯著水準。因此，服務年資是否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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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教師的管教作為，須待後續進一步的探討。 

（四）師資養成方式 

蔡綺芬（2007：135）研究發現不同教育專業背景之屏東縣高中職

教師在管教行為整體層面上達顯著水準，其中師範（專）院校之教師

在整體管教行為層面上高於師範（專）院校。 

（五）教育程度 

 吳如玉（2008：88）的研究中不同教育程度之教師在管教行為上

未達顯著差異。陳寶卿（2008：101）不同教育背景的教師在零體罰管

教行為未達顯著差異；蔡綺芬（2007：136）的研究發現不同教育程度

之屏東縣高中職教師在管教行為整體層面上，有顯著水準，大專畢業

之教師在整體管教層面上高於研究所以上之教師。因此，不同教育程

度是否會影響國中教師管教作為，仍需進一步探究。 

（六）不同職務 

 吳如玉（2008：90）的研究中，擔任不同職務之國小教師在整體

管教行為上無顯著差異，與陳寶卿（2008：96）的研究結果，不同職

務的國小教師在零體罰管教行為上無顯著差異，及蔡綺芬（2007：132）

的研究不同職務之屏東縣高中職教師在管教行為整體層面上，無顯著

差異相同。基於上述研究歸納發現，目前的研究多數以小學教師為對

象較多，不同職務是否會會影響國中教師的管教行為，尚需進一步探

究。 

（七）學校所在地 

 不同學校所在地是否會影響教師管教作為，以 95 年教育基本法修

改後的研究作為篩選，目前在吳如玉（2008：90）研究發現，不同學

校位置之教師其管教行為上未達顯著差異。但以此研究變項仍少，為

補文獻的不足，需進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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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學校班級數 

 吳如玉（2008：91）的研究中，不同學校規模之教師在管教行為

上達顯著差異，規模在 13-24 班高於學校規模 12 班（含）以下。陳寶

卿（2008：96）的研究發現，不同學校類之之教師在管教行為未達顯

著差異。 

 綜上所述，本研究在影響管教作為的因素中，以性別、年齡、教

育程度、師資養成方式、不同職務、學校區域及學校班級數列為進一

步探究的因素。 

二、零體罰相關研究 

 近年來，國內學者以「零體罰」為研究的議題頗多，雖然其研究

區域、對象不盡相同，但其研究成果值得參考，與本研究議題直接相

關的包含「零體罰的態度」、「零體罰政策態度」、「零體罰面臨的困境

以及實踐狀況」等，以下分別歸納不同主題的研究結果加以說明： 

（一）從態度面探究零體罰 

 是否贊成零體罰，陳惠倫（2007：89）研究發現台北縣國中教師

的零體罰態度屬於中上程度，偏向認同零體罰政策，包含不用體罰管

教學生、採用正面管教法來管教學生與依照 2007 年 6 月最新發布之「教

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相同；但亦有在態度上反對零體罰的研究，

林蕙婷（2008：88）研究彰化縣國中教師零體罰態度，發現彰化縣國

中教師對零體罰的態度，較為負面，傾向贊成實施體罰；而反對與贊

成比例相近的研究亦有李秀娟（2002：92）研究台北市教師零體罰的

態度，有將近五成三是贊成零體罰，但仍有將近五成贊成適度體罰；

吳如玉（2008：69）研究彰化縣國民小學教師在零體罰教育政策態度

「政策認同」層面上，只有 68.21%的教師支持零體罰教育政策，而「行

動傾向」層面上，則有 84.6%的教師對零體罰教育政策採積極執行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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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表 2-5 零體罰政策態度的相關研究 

資料來源：本研究 

 

 

 

 

研究主題 研究者（年代） 研究結果及發現 

零
體
罰
政
策
態
度 

吳如玉（2008） 1.彰化縣國民小學受試教師零體罰教育政策態度已達中

上程度。 
2.在整體「政策認同」層面上，只有 68.21%的教師支持

零體罰教育政策。 
3.國小教師零體罰教育政策態度與管教行為之間呈現正

相關。 
林美秀（2008） 國小教師對零體罰教育政策態度上在「政策理想性」層

面略偏「有點同意」，在「政策負面影響」層面也略偏「有

點同意」。 
周怡君（2008） 1.受訪者認同零體罰能維護學生（孩子）的基本人權、減

輕學校行政單位處理體罰事件的壓力，亦能賦予單位權

力，取得對教師不當管教處分之正當性。 
2.但對於零體罰改善教師、學生、家長三者間的互動關係

抱持懷疑態度，更不認為零體罰能處使學生更懂得尊師

重道、自主學習，亦擔憂種種教育現場經營上的困境會

發生。 
劉怡君（2007） 有六成教師認為現今法規中對體罰的定義不夠清楚，且

有七至九成之教師認為「零體罰」教育政策推動後，會

影響教師的教育理想和熱忱。 
林蕙婷（2007） 六成以上的教師對零體罰的實施，抱持較消極負面的態

度，傾向於不支持。 
陳惠倫（2007） 1.教師偏向認同零體罰政策。 

2.教師對於零體罰政策可能產生的負面管教效應是擔憂

且有疑慮的。 
3.根據 2007 年 6 月發布之「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

中，教師是可以接受的採取一般管教措施。 
4.零體罰政策發布後，教師對於管教態度是有轉變，包含

不用體罰管教學生、採用正面管教法來管教學生與依照

2007 年 6 月最新發布之「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 
李秀娟（2006） 1.對於贊成與反對實施體罰的比例十分接近（47：53） 

2.雖然目前教師們多數認同零體罰，但即使認同零體罰是

大家覺得現階段教育趨勢之所必須，但對傳統觀念中體

罰可以殺一儆百、體罰可以快速而有效的維持班級紀律

等，似乎仍是許多教師在班級經營中不可或缺的法寶。 
3.超過六成以上的受試者不認同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宣

示之零體罰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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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落實成效檢視零體罰 

 溫瑞文（2009）、周怡君（2008）及陳玲芳（2007）的研究皆發現

體罰現象漸有改善；陳寶卿（2008）的研究則提出，教師普遍採取零

體罰管教行為；吳如玉（2008）的研究彰化縣國民小學的教師管教行

為已達中上程度。周怡君（2008：87）研究指出教師在零體罰政策實

施後之行為面上，同意比例皆在七成六以上，也就是教師大多不再施

以各種形式之體罰。而陳玲芳（2007：102）的研究發現，國中教師在

態度上較贊成體罰，也就是對態度上反對零體罰，但在行為上卻發現

零體罰公布後，有 79.5%的教師受此政策影響，選擇不再體罰或減少體

罰，正是態度與行為確實會有一不致的情形，也可反應何以零體罰的

推行仍有許多阻礙，且溫瑞文（2009：112）提出受訪教師改變管教方

式乃肇因於害怕承擔體罰後的懲處，而非打從心底認同零體罰政策，

離政策的「落實」尚有一大段距離。陳寶卿（2008：118）研究發現，

教師對於輔導管教學生時，最常採用口頭糾正、道歉或書面自省的管

教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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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零體罰落實成效的相關研究 

資料來源：本研究 

 

 

 

 

 

 

研究主題 研究者（年代） 研究結果及發現 

落
實
成
效│

管
教
行
為 

吳如玉（2008） 1.彰化縣國民小學受試者管教行為已達中上程度。 
2.在整體「管教方式」層面上，有 91.98%的教師合乎

正向的管教方式。 
3.在「管教範圍」層面上，有 90.07%的教師合乎正向

管教的範圍。 
4.「管教程序」有 97.71%的教師符合正當程序的管教。 
5.性別、服務年資及學校規模不同的國小教師在管教

行為上有顯著差異。 
陳寶卿（2008） 1.高雄市國小教師普遍採取零體罰管教行為。 

2.高雄市國小教師的「學校類型」、「性別」、「婚姻狀

態」、「教育背景」在零體罰管教行為上有差異。 
周怡君（2008） 1.零體罰政策實施後之行為面上，受訪者大多不再施

以各種形式之體罰，同意比例皆在七成六以上。 
2.以不會再以羞辱性的處罰來遏止學生的不良行為同

意比例最高，但仍有五成四之受訪者以強迫從事特定

行為的方式來遏止學生的不良行為。 
鄧淑芳（2007） 1.國中學生家長對教師管教行為的看法達中上程度。 

2.大多數家長所認定的管教範圍，空間以校園內為

主，時間則以上課時為主。 
3.大多數家長都尊重並相信老師會以正當的程序處

理，而且家長們認為現在實施零體罰，老師應該不會

亂打孩子才對。 
4.家長認為教師的管教態度應以學生的行為動機與目

的為管教時考量的主因，以家庭狀況為最次要的因素。 
5.家長們期待的教師管教方式口頭道歉或書面自省的

分最高，最不受歡迎的則是放學後留下輔導及增加作

業或工作。 
陳玲芳（2007） 零體罰公布後，國中教師傾向「不再體罰」或「減少

體罰」。 
溫瑞文（2009） 1.體罰現象漸有改善，也就是表示多數的教師不管認

同與否至少都願意遵守法律的規範。 
2.處罰方式漸漸移為不體罰的樣態。 
3.師生互動情形轉變。 

李秀娟（2006） 七成（73%）以上的受試者在零體罰政策頒布實施後，

是採取「不再實施體罰」或「減少體罰」的方式，有

五左右的受試者在管教學生方式上則「沒有什麼改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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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執行困境探討零體罰 

 溫瑞文（2009），研究《台東縣國中教師執行零體罰政策面臨的問

題與因應方式》，中提到教師在管教及教學上所面臨的問題有五大點：

一、輔導、勸說等方式管教成效不佳，影響其他學生權益、二、管教

難度增加、三、教師產生消極心態、四、教師工作量增加、五、學業

無有力手段；陳慧琳（2008：95-97）在《零體罰立法對國小教師教學

實務影響之研究》中亦發現，國小教師對零體罰立法的概念模糊，法

令接受到的訊息來源不同，而有個人詮釋，造成教師認定的標準不一，

且面對零體罰入法後，教師選擇對學生的行為表現及課業學習上，降

低要求的標準，管教學生的態度偏向消極負面。甚至，在面臨親師溝

通時若家長無法配合管教的無力感；林美秀（2008：65）研究《國小

教師體罰態度及對零體罰教育政策態度之調查研究─以台南縣市為

例》，發現台南縣市國小教師認為零體罰等十項配套措施亟需到位以補

政策之不足，包含明確界定、處罰與管教的範圍、依學校規模及實際

需求、配置足夠專業人力輔導學生、確實協助教師提昇輔導知能、確

實協助教師提昇正向管教技巧、確實協助教師提昇情緒管理能力、明

確規範學校行政單位的職責、明確規範家長的職責、設置學生問題懲

戒單位、設置教師體罰申訴管道保障教師權益、明確訂定學生違規分

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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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零體罰執行困境的相關研究 

資料來源：本研究 

 

（四）以學生人權探討零體罰 

 李秀娟（2006：67、98）《臺北市小學現任教師對零體罰教育政策

的態度之研究》，提出教育政策的內涵包含政策的十大規準、切結政策

的反省、保障學生的權益、相關的配套措施及相關責任的歸屬五部分。

受試者在保障學生的「學習權」與「受教權」採持平的態度。而 66%

左右的受試者認為因零體罰教育政策的頒布，而更有保障學生的「身

心自主權」與「人格發展權」值得肯定。林蕙婷（2008：98）的研究

發現提出，支持零體罰政策方面，在保障學生人權，有 62.5%的教師表

示認同。陳寶卿（2008：120）研究發現，教師人權教育素養愈高，對

其零體罰管教行為的情形也愈高，且教師人權教育的技能素養對零體

罰管教行為的正向管教措施較具影響力。 

 

研究主題 研究者（年代） 研究結果及發現 

執
行
困
境 

陳慧琳（2008） 1.零體罰立法的概念模糊 
2.管教態度趨向消極 3.家長與教師必續保持密切溝

通，但對於家長不配合又不聽從，感到力不從心。 
林美秀（2008） 1.明確界定、處罰與管教的範圍」 

2.依學校規模及實際需求，配置足夠專業人力輔導學

生 
3.確實協助教師提昇輔導知能 
4.確實協助教師提昇正向管教技巧 
5.確實協助教師提昇情緒管理能力 
6.明確規範學校行政單位的職責 
7.明確規範家長的職責 
8.設置學生問題懲戒單位 
9 設置教師體罰申訴管道保障教師權益 
10.明確訂定學生違規等級分級處理 

溫瑞文（2009） 1.管教上及教學上面臨輔導、勸說等方式管教成效不

佳，影響其他學生的權益。 
2.管教難度增加。 
3.教師產生消極心態。 
4.教師工作量增加。 
5.學業無有力手段可要求。 
6.教師之態度影響政策推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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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以學生人權探討零體罰的相關研究 

資料來源：本研究 

 

（五）以認知程度檢視零體罰 

 研究發現，零體罰實施後，教師已都具有零體罰的認知。例如，

周怡君（2008：68）研究發現對於「零體罰教育政策」認知，大致而

言同意程度皆在六成以上；陳惠倫（2007：88）國民中學教師對於零

體罰政策認知程度中，各構面瞭解狀況屬中上程度。 

 

表 2-9 零體罰政策認知的相關研究 

資料來源：本研究 

 

 茲歸納上述研究，以零體罰或零體罰政策為對象的相關研究中，

教師的管教作為在零體罰規範下仍有差異，因此教師的對零體罰態度

是否影響其管教作為，需再進一步討論。 

研究主題 研究者（年代） 研究結果及發現 

學
生
人
權 

陳寶卿（2008） 1.高雄市國小教師人權素養愈高，其零體罰管教行為情

形也愈高。 

2.高雄市國小教師人權素養愈高，愈能有效預測出教師

零體罰管教行為。 
林蕙婷（2007） 在支持零體罰政策方面，只有在保障學生人權這一題，

有 62.5%表示認同。 
李秀娟（2006） 1.66%的受試者認為因零體罰教育政策的頒布，更能保障

學生的「身心自主權」與「人格發展權」值得肯定。 

研究主題 研究者（年代） 研究結果及發現 

零
體
罰
的
認
知 

周怡君（2008） 1.受訪者對「零體罰教育政策」認知，大致而言同意程度

皆在六成以上。 
2.然而有三成三至四成之受訪者，不然為教師貫徹零體罰

的教育政令是維護學生的身體自由權，也不認為是缺乏

教育愛的表現，顯示受訪者對於零體罰在維護學生的身

體自由權以及在教育理念中的象徵性，仍存有相當之疑

義。 
鄧淑芳（2007） 1.國中學生家長對零體罰之整體知覺及各分層的看法達

中上程度。 
陳惠倫（2007） 國民中學教師對於零體罰政策認知程度中，各構面的瞭

解程度屬於中上程度，以「違法處罰方式」最高，「學生

權益之保障」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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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南市國中教師法治態度與行為是否相關。本章

將依序說明研究架構、研究假設、研究對象、研究工具、實施步驟及

資料處理等五部份。分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依據研究動機、研究目的及相關文獻探討，以零體罰立法

為例，對台南市國中教師進行問卷調查，探討教師對法治所抱持的態

度與行為相關的程度，並獲得實證資料，做為分析的依據，研究架構

如圖 3-1 所示。 

圖 3-1 研究架構圖 

背景變項 
1.性別 

2.年齡 

3.服務年資 
4.教育程度  
5.教師養成方式 

6.現行職務 

7.區域 

8.學校班級數 

依變項 

教師的法治態度 

法
治
的
認
知 

法律的基本概念 

法律與個人和社會的關係 

法
治
的
評
價 

對法律的看法 

對法律與國家社會和個人的關係

的看法 

對犯罪與罪犯的看法 

守法觀念的看法 

守
法
的
行
為 

因害怕法律制裁而守法 

受到同儕相互影響而守法 

出於對法律的信任而自覺守法 

 

 

 

 

 

 

 

 

 

依變項 
教師對零體罰政策 
之態度及行為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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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自變項（背景變項）分為下列七項： 

 本研究架構是以性別、年齡、年資、教育程度、師資養成方式、

擔任職務、學校所在地區及學校班級數為自變項。分別敘述如下： 

一、性別 

 本研究將性別分為男、女兩類，藉以探討國中男教師與女教師是

否在法治態度與行為上有顯著差異。 

二、年齡： 

 本研究參考教育統計的分級方式，分為 30 歲（含）以下、31～40

歲、41～50 歲、51 歲（含）以上共四組。 

三、服務年資 

 教師的服務年資採計至民國 2009 年 8 月止，分成 5 年（含）以下、

6~15 年、16~25 年、26 年（含）以上。 

四、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分為二個級距，大學畢業（學士）、碩士以上（含四十

學分班、博士）。 

五、教師養成方式 

 本研究將教師養成方式分為，一般大學教育學程、學士後教育學

分班、師範院校共三組。 

六、擔任職務 

 本研究將教師擔任職務分成四種情形，依序為教師兼主任、教師

兼組長、教師兼導師、專任教師。 

七、區域 

 依台南市行政區劃分為，東區、中西區、南區、北區、安南區、

安平區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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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學校班級數 

 依台南市班級數多寡分為 12 班（含）以下、13-24 班、25-48 班及

49 班（含）以上共四組。 

 

貳、依變項： 

 分為教師的法治態度與教師對零體罰政策態度及管教作為因應兩

項。 

一、教師的法治態度：包含法治的認知、法治的評價及守法的行為。 

（一）法治的認知 

1.法律的基本概念 

2.對法律與國家社會和個人的關係的看法 

（二）法治的評價 

1. 法律與個人和社會的關係 

2. 對法律的看法 

3. 對犯罪與罪犯的看法 

4.對守法的觀念的看法 

（三）守法的行為 

1. 因害怕法律制裁而守法 

2. 受到同儕間相互影響而守法 

3. 出於對法律的信任而自覺守法 

二、教師對零體罰政策之態度及管教作為因應 

 教師對零體政策之態度及管教作為因應，即是教師面對法律問題

後，實際的行為反應及態度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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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設 

 本研究依研究目的、問題及文獻探討提出下列虛無假設： 

假設一：不同背景的國中教師其法治態度有顯著差異。 

1-1 男教師與女教師其法治態度有顯著差異。 

1-2 不同年齡層的教師其法治態度有顯著差異。 

1-3 不同服務年資教師其法治態度有顯著差異。 

1-4 不同教育程度教師其法治態度有顯著差異。 

1-5 不同教師養成方式其法治態度有顯著差異。 

1-6 不同職務教師其法治態度有顯著差異。 

1-7 不任教區域教師其法治態度有顯著差異。 

1-8 不同學校班級數其法治態度有顯著差異。 

假設二：不同背景的國中教師其管教作為有顯著差異。 

2-1 男教師與女教師其管教作為有顯著差異。 

2-2 不同年齡層的教師其管教作為有顯著差異。 

2-3 不同服務年資教師其管教作為有顯著差異。 

2-4 不同教育程度教師其管教作為有顯著差異。 

2-5 不同教師養成方式其管教作為有顯著差異。 

2-6 不同職務教師其管教作為有顯著差異。 

2-7 不同任教區域教師其管教作為有顯著差異。 

2-8 不同學校班級數其管教作為有顯著差異。 

假設三：國中教師對「法治態度」與「管教作為」之間有顯著正相關。 

假設四：國中教師的法治態度與因應零體罰態度之間有顯著正相關。 

假設五：國中教師對零體罰政策的態度與實際作為有顯著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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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以台南市公立國民中學（包含完全中學國中部）任教

的教師為調查對象，不包含任教私立國民中學之教師、代課教師、實

習教師及專長教師。以下根據母群體取樣過程與樣本概況做一說明。 

 

壹、母群體 

 本研究係以台南市公立現職國中教師為研究母群體，根據教育部

統計處網路資料（2008），九十七學年度的現職國中教師共計 1947 人，

表 3-1 顯示各校教師人數統計如下： 

表 3-1 研究母群體人數統計表 
 學校名稱 班級數 男教師人數 女教師人數 小計 占總教師比率 

東區 

後甲國中 111 48 165 213 11% 

復興國中 93 52 135 187 10% 

崇明國中 76 30 116 146 7% 

忠孝國中 58 39 75 114 6% 

南區 
大成國中 46 27 70 97 5% 

新興國中 55 32 78 110 6% 
南寧高中(國中部) 20 26 34 60 3% 

北區 

延平國中 19 18 24 42 2% 
成功國中 8 9 12 21 1% 
文賢國中 34 18 52 70 4% 
民德國中 72 43 105 148 8% 

中西區 
建興國中 50 21 76 101 5% 
中山國中 33 15 56 97 5% 
金城國中 30 17 42 59 3% 

安南區 

安南國中 48 30 70 100 5% 
安順國中 33 24 45 69 3% 
和順國中 37 23 56 79 4% 
土城高中(國中部) 18 18 36 54 3% 
海佃國中 36 23 50 73 4% 

安平區 安平國中 49 34 73 107 5% 
總計     1947 100%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2008），《國民中學校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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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樣本及抽樣 

一、樣本 

 本研究依據《樣本大小計算器系統》將本研究母群體 1947 人設定

在信心水準 95%，正負誤差 5%的情形下，計算出需取樣 321 人 

（Creative Research Systems），但在考慮問卷回收及無效問卷問題，預

計約需樣本數 400 人，並依市內二十所國中各校教師所占比率平均抽

取適當人數。 

二、抽樣 

 考慮受試者填答意願及問卷有效回收率，因此問卷以立意取樣為

原則，事先選取熟識或較熱心的學校主任或教師，委請協助問卷的施

測。抽樣人數如表 3-2 所示。 

  

參、樣本基本資料分析 

 正式問卷共發放 400 份，問卷回收 369 份，剔除填答資料不全之

無效問卷 5 份後，有效問卷為 364 份，有效回收率 99%，各校回抽情

形如表 3-3。 

 問卷回收後，有效樣本數共 364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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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正式樣本抽取人數（母群體 1947 人，共抽樣 400 人） 

 學 校 名 稱 教師總數 
占台南市國

中教師比率 

教師 

抽樣人數 

東區 

後甲國中 213 11% 44 

復興國中 187 10% 40 

崇明國中 146 7% 28 

忠孝國中 114 6% 24 

南區 

大成國中 97 5% 20 

新興國中 110 6% 24 

南寧高中(國中部) 60 3% 12 

北區 

延平國中 42 2% 8 

成功國中 21 1% 4 

文賢國中 70 4% 16 

民德國中 148 8% 32 

中西區 

建興國中 101 5% 20 

中山國中 97 5% 20 

金城國中 59 3% 12 

安南區 

安南國中 100 5% 20 

安順國中 69 3% 12 

和順國中 79 4% 16 

土城高中(國中部) 54 3% 12 

海佃國中 73 4% 16 

安平區 安平國中 107 5% 20 

總計 1947 100% 400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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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正式問卷回收統計一覽表 
 學 校 名 稱 已發問卷 回收問卷 有效問卷 有效問卷率 

東區 

後甲國中 44 44 44 100% 

復興國中 40 29 29 100% 

崇明國中 28 21 21 100% 

忠孝國中 24 24 24 100% 

南區 

大成國中 20 15 15 100% 

新興國中 24 24 23 96% 

南寧高中(國中部) 12 12 12 100% 

北區 

延平國中 8 8 8 100% 

成功國中 4 4 4 100% 

文賢國中 16 16 16 100% 

民德國中 32 31 31 100% 

中西區 

建興國中 20 19 19 100% 

中山國中 20 19 18 95% 

金城國中 12 12 12 100% 

安南區 

安南國中 20 20 20 100% 

安順國中 12 12 11 92% 

和順國中 16 16 16 100% 

土城高中(國中部) 12 12 12 100% 

海佃國中 16 16 15 94% 

安平區 安平國中 20 15 14 93% 

總計 400 369 364 99%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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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自編之「台南市國中教師法治態度與行為相關問卷」為

研究工具，問卷內容包括「教師基本資料」、「國中教師法治態度」、「教

師對零體罰政策之態度及管教作為因應」三個部分。茲將問卷編製過

程及其內容說明如下： 

壹、問卷編製的過程 

一、文獻閱讀 

 本研究透過中華民國博碩士論文摘要檢核系統、期刊論文索引系

統，並至國家圖書館蒐集相關的中文博碩士論文，再加以探討統整後，

形成假設，並依據研究假設蒐集閱讀相關文獻。 

二、問卷編製 

 研究者依據研究目的、待答問題將蒐集到的相關問卷加以整理

後，經多次與指導教授討論修飾部分文句，並敦請專家學者（詳見附

錄一）進行內容效度審核，並再次與指導教授討論修正，編成「預試

問卷」，並以此內容進行預試。 

三、預試問卷 

 預式問卷之發放，研究者以自身服務學校台南市立成功國民中

學、鄰近學校台南市立延平國中、大成國中、金城國中、安平國中及

崇明國中，進行六校之國中教師的調查。預計施測之國中教師共計六

十位。再將國中教師填答的資料與答案登錄，進行項目分析及內部一

致性，篩檢出合適的題目，以建立問卷之信度，最後再經指導教授審

核、修正後，製成正式問卷。 

四、正式施測 

 問卷設計經過專家效度、預式問卷確定修改完成後，以台南市之

教師為正式施測對象，採取立意抽樣，抽取樣本進行施測，待問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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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後，進一步將資料處理及統計分析。 

貳、問卷內容 

 本研究以自編之「台南市國中教師法治態度與行為相關問卷」做

為研究工具，問卷內容包括「教師基本資料」、「國中教師的法治態度

量表」、「教師對零體罰政策之態度及管教作為因應量表」三個部分。 

一、教師基本資料 

 研究者依研究目的，針對國中教師個人資料進行相關因素分析。

教師的基本資料包括性別、年齡、服務年資、教育程度、師資養成方

式、擔任職務、任教區域及學校班級數，用以了解不同變項之間的差

異情形。 

二、國中教師的法治態度量表 

（一）編製依據 

 本研究之國中教師的法治態度量表，根據國內研究法治態度的問

卷編製而成，以探討研究對象在認知、情意、技能三個層面的態度傾

向，並研究各變項與受試者的法治態度關係。編製依據如下： 

1.史慧琪（2007：65）國小學童法治教育之探討─以高雄市國小學童法

律知識與態度為例，其法律態度量表 24 題，內容有（1）對法律的看

法（2）對學習與應用法律的態度（3）對國家執法機關人員的看法（4）

對法律與個人、社會、國家間的觀念（5）對犯罪與犯罪行為的觀點 

2. 黃雪紅（2006：55），國小學童法律知識與態度之調查研究，法律態

度問卷 36 題，內容包括（1）守法；（2）法律學習意願；（3）對法律

與人群；（4）對犯罪行為；（5）對司法與執法人員。 

3. 吳伊惠（2005：63）桃園縣國小社會學習領域教師法治教育認知程

度之相關研究，教師法治態度量表，共計十題，其法治態度分五大類，

包含（1）個人對法律的觀點；（2）法律與國家、社會、個人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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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執法機關、人員及司法程序的觀點；（4）對於罪犯與犯罪行為

的觀點；（5）守法的觀念。 

4. 李冬梅（2002：69）台北地區國中公民與道德科教師法治知識與態

度之研究，教師法治態度量表，共計二十題，項目分成（1）對法律的

看法；（2）對司法機關、人員及司法程序的觀點；（3）守法的的觀念；

（4）法律的制定；（5）對犯罪與罪犯的看法；（6）法律與國家、社會、

個人的關係等六大項。 

5. 余鎮遠（1993：75）國中生法治態度量表，（1）認同司法機關與人

員（2）對法律的認識與學習興趣（3）法律的制定與修改（4）守法的

態度（5）法律對國家、社會與個人的影響（6）對犯罪與罪犯的看法。 

（二）計分方式 

 本量表採李克特式（Likert-type）五點量表法，每題共有五個選項，

分別標示為非常同意、同意、沒意見、不同意及非常不同意五個選項。

 計分方式採取正反面敘述句並呈的方式，正向題以非常同意 5 分、

同意 4 分、沒意見 3 分、不同意 2 分、非常不同意 1 分；反向題以非

常不同意 5 分、不同意 4 分、沒意見 3 分、同意 2 分、非常同意 1 分，

最後再依此進行統計分析。若有漏答或圈選二個以上選項者，以 3 分

計算，但漏答題數超過三題或多答題數超過三題以上，則以廢卷處理。

受試者在「教師法治態度量表」之得分愈高者，表示其法治態度愈趨

向正向、積極。 

（三）預試與選題 

1.預試樣本 

本研究預試問卷以立意取樣為原則，於民國 2009 年 9 月至 10 月以

台南市立成功國中、台南市立延平國中、台南市立大成國中、台南市

立金城國中、台南市立安平國中及台南市立崇明國中共六校六十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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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做為預試對象，並進行問卷的發放，問卷回收後，計有效問卷六十

份。 

2.項目分析 

 本量表屬於態度量表，因此採用項目分析求得每一個題目的臨界比

（critical ration），作為正式問卷題目取捨的依據，本研究以 27%作為

區分高、低標準；求得每一題目上平均數的差異顯著性，臨界比值愈

高代表題目鑑別度愈好(王保進，2006：596)，凡 CR 值 3.0 以上變予以

保留，修改或刪除 CR 值 2.0 以下過低的題目，共計 13 題。試題架構

如表 3-4 

 

表 3-4「國中教師法治態度量表」試題架構 
量表向度名稱 預試題號 刪除題號 正試題號 

法
治
認
知 

法律的基本概念 1,2,3,4,5 2,5 1,2,3 

法律與個人和社會的關係 6,7,8,9,10 9 4,5,6,7 

法
治
評
價 

對法律的看法 11,12,13  8,9,10 
對法律與國家社會和個人

的關係的看法 
14,15,16,17 16 11,12,13 

對犯罪與罪犯的看法 18,19,20,21,22 20,21 14,15,16, 
對守法觀念的看法 23,24  17,18,19 

守
法
行
為 

因害怕法律制裁而守法 25,26,27,28 27 19,20,21 
受到同儕間相互影響而守

法 
29,30  22,23 

出於對法律的信任而自覺

守法 
31,32,33 31 24,25 

題    數 33 8 25 
資料來源：本研究                                 *代表反向題                                  

（四）信度 

本量表信度採取 Cronbach 所創的α值，將量表試題的反應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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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內部一致性考驗，Alan Brymn 認為 Cronbach`s  alpha 相關係數，

至少要達到 0.80 以上，但亦有學者認為，aplha 係數值只要在 0.70 以

上，即可算是具有高信度，而若低於 0.35 時，便應該予以拒絕（許禎

元，1997：225），吳明隆（2008：346）認為研究者編制之研究工具的

信度過低如在 0.60 以下，應以重新修定研究工具或重新編制較為適

宜。而本研究的國中教師的法治態度量表施測結果為 Cronabch`s α係

數為 0.573，依據研究內容需要，篩選適當題目，刪除係數高於 0.573

的題目後，Cronabch`s α係數提高為 0.633，雖不十分理想，但此量表

尚屬可信。 

（五）效度 

 本測驗的效度考驗，係以專家效度為主，函請指導教授與相關論

文研究教授 2 位及國中校長及主任等 3 位，依據論文題目的適當進行

評估與修正，而後編制成正式問卷。（詳見附錄一） 

 

三、教師對零體罰政策之態度及管教作為因應量表 

（一） 編製依據 

 本研究編製這個部分的問卷主要以零體罰的入法，來了解教師本

身對零體罰的法治態度及在處理相關管教問題時，教師實際的態度與

作為是否有何相關，並探討各變項與受試者因應零體罰時與管教作為

的關係。本量表參考國內研究零體罰相關議題的問卷，自編而成。相

關參考資料如下： 

1.李秀娟（2006：70）台北市小學現任教師對零體罰教育政策的態度之

研究，零體罰教育政策態度量表，內容分為三大部分（1）教師對零體

罰的態度，共計一大題二十四小題。（2）教師對零體罰教育政策的態

度，共計四大題二十三小題，（3）教師對零體罰教育政策的內涵認知

程度共計五大題四十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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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陳惠倫（2008：68）國民中學教師對零體罰政策態度之研究─以台北

縣為例，所編製零體罰政策之態度量表共計二十四題。 

3.陳玲芳（2007：56）國中教師對零體罰教育政策態度之研究，所編製

的體罰行為量表共四十二題及零體罰教育政策認知量表共二十七題 

（二）計分方式 

 本量表採李克特式（Likert-type）五點量表加以衡量，依據受試者

的實際感受或反應填答同意與瞭解程度，「教師對零體罰政策之態度及

管教作為因應量表」中第一部分為行為頻率題，從總是如此到很少如

此。正向題以總是如此 5 分、經常如此 4 分、偶爾如此 3 分、很少如

此 2 分，從未如此 1 分；反向題則是負分計算，總是如此 1 分、經常

如此 2 分、偶爾如此 3 分、很少如此 4 分，從未如此 5 分。第二部分

則為態度題，仍採李克特式（Likert-type）五點量表，由受試者就每一

題目所敘述的內容與自己的看法做勾選，正向題以非常同意 5 分、同

意 4 分、沒意見 3 分、不同意 2 分、非常不同意 1 分；反向題以非常

不同意 5 分、不同意 4 分、沒意見 3 分、同意 2 分、非常同意 1 分，

最後再統計各部分的得分與總量表得分。若有漏答或圈選二個選上以

上者，以 3 分計算，但漏答題數超過三題或多答題數超過三題以上，

則以廢卷處理。受試者在「教師對零體罰政策態度及管教作為因應量

表」之得分愈高者，表示其零體罰態度與行為愈趨於正向、積極。 

（三）問卷預試 

1.預試樣本 

 本研究根據相關資料編製成預試問卷，並經指導教授及數位專家

學者提出意見修正，待預試問卷完成後，以立意取樣為原則，於民國

九十八年九月至十月以台南市成功國民中學、鄰近學校台南市延平國

中、大成國中、金城國中、安平國中及崇明國中，共六十位教師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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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試對象，問卷回收後，計有效問卷六十份。 

2.項目分析 

 本量表屬於態度量表，因此採用項目分析求得每一個題目的臨界比

（critical ration），作為正式問卷題目取捨的依據，本研究以 27%作為

區分高、低標準；求得每一題目上平均數的差異顯著性，凡 CR 值 3.0

以上變予以保留，修改或刪除 CR 值 2.0 以下過低的題目，共計 31 題。

試題架構如表 3-5 

 

表 3-5「教師對零體罰政策之態度及管教作為因應量表」試題架構 

量表向度名稱 預試題號 刪除題號 正試題號 

因 應 行 為 1-11 1,4,6 1-8 

法
治
認
知 

法律的基本概念 1,2,3  1,2,3 

法律與個人和社會的關係 4,5,6,  4,5,6 

法
治
評
價 

對法律的看法 7,8,9 8 7,8 

對法律與國家社會和個人

的關係的看法 
10,11,12 11 9,10, 

對犯罪與罪犯的看法 13,14,15,16,17 15,17 11,12,13 

對守法觀念的看法 18,19,20,21,22  
14,15,16,17,

18 

守
法
行
為 

因害怕法律制裁而守法 23  19 

受到同儕間相互影響而守

法 
24,25,26 24 20,21, 

出於對法律的信任而自覺

守法 
27,28,29,30 27,28 22,23 

題   數 41 1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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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信度及效度 

1.信度 

 本量表信度採取 Cronbach 所創的α值，將量表試題的反應分數，

進行內部一致性考驗，國中教師的教師對零體罰政策之態度及行為因

應量表施測結果之 Cronabch`s α係數為 0.849，依據研究內容需要，篩

選適當題目，刪除係數高於 0.849 的題目後，Cronabch`s α係數提高為

0.912，代表此量表內容一致性佳。 

2.效度 

 本測驗的效度考驗，係以專家效度為主，函請指導教授與相關論

文研究教授 2 位及國中校長及主任等 3 位，依據論文題目的適當進行

評估與修正，而後編制成正式問卷。（詳見附錄一） 

 

第五節 正式問卷實施程序與資料處理 

壹、實施程序 

 本研究於正式問卷編製完成後，針對台南市 20 所公立國中教師進

行施測。鑑於人力與時間限制，無法親至進行施測，故本研究採用郵

寄方式，委請受試學校熟識教師負責施測工作。郵寄時，除附上施測

注意事項說明，並親自以電話逐一聯絡各校負責人，請其代為說明施

測應注意事項及協助回收問卷，藉以提升問卷的有效回收率與測驗結

果的客觀性。 

貳、資料處理 

 本研究將正式問卷回收後，立刻進行有效樣本之編碼與登錄，並

將所得資料利用電腦軟體 SPSS12.中文版進行統計分析。本研究所採用

的統計分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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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描述統計 

 利用次數分配、百分比、平均數和標準差分析有效樣本，以瞭解

受試者各項基本資料及法治態度與教師對零體罰政策之態度及管教作

為因應量表施測結果。 

二、單因子變異係數分析 

 用以考驗國中教師的法治態度與行為是否因年齡、服務年資、教

育程度、師資養成方式、現行職務及區域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當 F 值達 0.05 顯著水準時，則進一步採薛費法（Scheffe methed）

進行事後比較，以瞭解各組之間的差異情形。 

三、皮爾遜積差相關 

 用以探討國中教師法治態度與教師對零體罰政策之態度及行為因

應兩者之間的相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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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章依據「台南市國中教師法治態度與行為相關之問卷」之調查

結果，進行統計分析與討論，藉此探討台南市國中教師法治態度與行

為及其相關影響因素。全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為教師基本資料的統

計結果；第二節為教師法治態度量表之結果；第三節為教師對零體罰

政策之態度及管教作為因應測驗結果；第四節為教師法治態度與管教

作為之差異分析；第五節為國中教師法治態度與行為之相關分析。 

第一節 教師基本資料統計結果 

 本研究共寄出 400 份問卷，回收問卷 369 份，剔除廢卷 5 份，有

效問卷共計 364 份。茲將有效樣本的個人背景資料（變項）詳細列於

表 4-1。教師各項資料之結果分述如下： 

一、性別： 

男教師有 106 位，佔 28.1%；女教師有 258 位，佔 70.9%。 

二、年齡： 

30 歲（含）以下有 99 人，佔 27.2%；31~40 歲有 170 人，佔 46.7%，

41~50 歲有 82 人，佔 22.5%，51 歲（含）以上有 13 人，佔 3.6%。  

三、服務年資： 

5 年（含）以下有 118 人，佔 32.4%；6~15 年有 148 人，佔 40.7%；16~25

有 71 人，佔 19.5%；26（含）以上有 27 人，佔 7.4%。 

四、教育程度： 

大學畢業（學士）有 209 人，佔 57.4%；碩士以上（含四十學分班、博

士）有 155 人，佔 42.6%。 

五、師資養成方式： 

一般大學教育學程有 104 人，佔 28.6%；學士後教育學分班有 47 人，

佔 12.9%；師範院校有 213 人，佔 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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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擔任職務： 

教師兼任主任有 12 人，佔 3.3%；教師兼組長有 47 人，佔 12.9%；教

師兼導師有 177 人，佔 48.6%；專任教師有 128 人，佔 35.2%。 

七、任教區域： 

東區有 118 人，佔 32.4%；中西區有 48 人，佔 13.2%；南區有 54 人，

佔 14.8%；北區有 57 人，佔 15.7%；安南區有 73 人，佔 20.1%；安平

區有 14 人，佔 3.8%。 

八、學校班級數： 

12 班（含）以下有 6 人，佔 1.7%；13-24 班有 22 人，佔 6%；25-48

班有 145 人，佔 39.8%；49 班（含）以上有 191 人，佔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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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有效樣本的個人背景資料分布情形 
變項 人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性別 男生 106 29.1 29.1 

女生 258 70.9 100.0 

年齡 30 歲（含）以下 99 27.2 27.2 

31~40 歲 170 46.7 73.9 

41~50 歲 82 22.5 96.4 

51 歲以上 13 3.6 100.0 

服務年資 5 年（含）以下 118 32.4 32.4 

6~15 年 148 40.7 73.1 

16~25 年 71 19.5 92.6 

26 年（含）以上 27 7.4 100.0 

教育程度 大學畢業（學士） 208 57.4 57.4 
碩士以上 
(含四十學分班、博士) 

155 42.6 100.0 

師資養成方式 一般大學教育學程 104 28.6 28.6 
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47 12.9 41.5 
師範院校 213 58.5 100.0 

擔任職務 教師兼主任 12 3.3 3.3 
教師兼組長 47 12.8 16.2 
教師兼導師 177 48.6 64.8 
專任教師 128 35.2 100.0 

任教區域 東區 118 32.4 32.4 
中西區 48 13.2 45.6 
南區 54 14.8 60.4 
北區 57 15.7 76.1 
安南區 73 20.1 96.2 
安平區 14 3.8 100.0 

學校班級數 12 班（含）以下 6 1.6 1.6 
13-24 班 22 6.0 7.7 
25-48 班 145 39.8 47.5 
49 班（含）以上 191 52.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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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師法治態度量表之結果 

 本研究的「國中教師法治態度量表」共 25 題，採李克特式

（Likert-type）五點量表的計分方式，得分越高者，表示其法治態度越

趨正面、積極，研究者依照 364 位受是國中教師的「國中教師法治態

度量表」的施測結果來分析國中教師的法治態度傾向。 

壹、國中教師法治態度整體表現 

 台南市國中教師在「法治態度量表」的有效樣本數 364 人，以集

中趨勢而言，中位數、眾數均為 84 分，平均數為 84.36，與中位數、

眾數相差 0.36，平均數換算成百分法為 91 分，其最低分 68，最高分

116。詳見表 4-2 台南市國中教師法治態度量表之敘述統計表之結果。 

表 4-2 國中教師法治態度敘述統計表 
次數（n）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數 中位數 眾數 標準差 百分法 

364 116 68 84.36 84.00 84 6.89 91.00 

  
 由 4-3 表法治態度量表的次數分配表可以看出 75-100 分集中次數

最多高達 330 次，佔 90.7%；以離散程度而言標準差為 6.89。 

表 4-3 國中教師法治態度層面次數分配表 
分數 次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0-25 0 0 0 
26-50 0 0 0 
51-75 24 6.6 6.6 
76-100 330 90.7 97.3 
100-125 10 2.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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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中教師法治態度量表分項表現 

 依據表 4-4 可知，台南市國中教師的法治態度之平均數為 84.36，

單題平均數為 3.37，平均數換算成百分法為 91 分，因此顯示，台南市

國中教師的法治態度表現已達中上程度。 

 且國中教師在法治態度各分量表中，以法治評價中「對犯罪與罪

犯的看法」的單題平均數最高，為 3.8；而以法治評價中「守法觀念的

看法」最低，為 2.59。因此，研究者推論教師在「守法觀念的看法」

這部分的法治態度尚有進步空間。 

表 4-4 台南市國中教師法治態度量表之描述統計表 
總

類

目 
分類目 題號 題

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單題

平均

數 
總題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單題

平均

數 

法

治

認

知 

法律的基本

概念 1,2,3 3 11.32 1.76 3.77 

7 26.31 2.94 3.76 法律與個人

和社會的關

係 
4,5,6,7 4 14.99 1.72 3.75 

法

治

評

價 

對法律的看

法 8,9,10, 3 8.19 1.72 2.73 

11 35.89 4.22 3.26 

對法律與國

家社會和個

人的關係的

看法 

11,12,13, 3 11.12 1.97 3.70 

對犯罪與罪

犯的看法 14,15,16 3 11.40 1.42 3.8 

守法觀念的

看法 17,18, 2 5.18 1.41 2.59 

守

法

行

為 

因害怕法律

制裁而守法 19,20,21 3 9.51 1.86 3.17 

7 22.16 2.73 3.17 

受到同儕相

互影響而守

法 
22,23 2 7.07 1.20 3.53 

出於對法律

的信任而自

覺守法 
24,25 2 5.58 1.17 2.79 

總

量

表 
  

    
25 84.36 6.89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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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教師對零體罰政策之態度及管教作為因應測驗結果 

壹、 國中教師對零體罰政策管教作為因應測驗結果 

（一）國中教師零體罰政策管教作為因應層面整體表現 

 本研究的「國中教師零體罰政策管教作為因應」共 8 題，採李克

特式（Likert-type）五點量表的計分方式，得分越高者，表示其零體罰

行為越趨正面、積極。表 4-5 中台南市國中教師在「國中教師零體罰政

策管教作為因應」敘述統計表的有效樣本數 364 人，以集中趨勢而言，

中位數 32、眾數 30，其分數平均為 31.65 ，其最低分 18，最高分 40，

平均數換算百分法為 30 分。 

表 4-5 「國中教師零體罰政策管教作為因應」敘述統計表 
次數（n）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數 中位數 眾數 標準差 百分法 

364 40 18 31.65 32 30 4.02 30 
 

 由表 4-6「國中教師零體罰政策管教作為因應」次數分配表可以看

出總分及中在 25-32 分及 33-40 分二組，約占全體 94.5%；以離散程度

而言，標準差為 4.02。因此，資料顯示，台南市國中教師面對零體罰

政策推動下，其管教作為表現很好，但仍有進步空間。 

表 4-6 「國中教師零體罰政策管教作為因應」次數分配表 
分數 次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0-8 0 0 0 
8-16 0 0 0 
17-24 20 5.5 5.5 
25-32 196 53.8 59.3 
33-40 148 40.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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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中教師零體罰政策管教作為因應層面分項表現 

 依據表 4-7 可知，台南市國中教師零體罰政策管教作為因應之平均

數為 31.65，單題平均數為 3.96，以「受到同儕相互影響而守法」因素

影響最大，單題平均 4.2 分；其次是「出於對法律的信任而自覺守法」，

單題平均 4.03 分，影響較小的為「因害怕法律制裁而守法」，結果顯示

台南市國中教師對零體罰的行為反應受到同儕的影響甚大。 

表 4-7 「國中教師零體罰政策管教作為因應」統計結果 

 

貳、 教師零體罰態度因應測驗結果 

（一）國中教師零體罰政策態度因應層面整體表現 

 本研究的「教師零體罰態度因應」部分共 23 題，採李克特式

（Likert-type）五點量表的計分方式，得分越高者，表示其零體罰態度

越趨正面、積極。台南市國中教師在「國中教師零體罰政策態度因應」

的有效樣本數 364 人，其最低分 43 分，最高分 109 分，以集中趨勢而

言，其中位數 70、眾數 69，分數平均為 71.51，換算百分法則為 77 分。

詳見表 4-8 為零體罰政策態度因應敘述統計表。 

表 4-8 「國中教師零體罰政策態度因應」敘述統計表 
次數（n）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數 中位數 眾數 標準差 百分法 

364 109 43 71.51 70 69 11.93 77 
 

 

 

 

 

類       目 題號 題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單題 
平均數 

因害怕法律制裁而守法 1,2,3 3 11.16 1.55 3.72 
受到同儕相互影響而守法 4,5 2 8.40 1.43 4.2 
出於對法律的信任而自覺守法 6,7,8 3 12.09 2.29 4.03 
總量表  8 31.65 4.02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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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4-9「國中教師零體罰政策態度因應」次數分配表可以看出次

數超過 100 者集中於 47-69 分占了 46.2%；以離散程度而言，標準差為

11.9。因此，由上述資料顯示，台南市國中教師面對零體罰政策推動下，

其態度表現佳，但仍有進步空間。 

表 4-9 「國中教師零體罰政策態度因應」次數分配表 
分數 次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0-23 0 0 0 
24-46 2 0.5 0.5 
47-69 168 46.2 46.7 
70-92 177 48.6 95.3 
93-115 17 4.7 100 

 

（二）國中教師零體罰政策態度因應層面分項表現 

 依據表 4-10 可知，台南市國中教師的零體罰政策態度因應之平均

數為 71.51，單題平均數為 3.11，在各個層面上，台南市國中教師只有

在法治認知的表現，單題平均 3.20 高於零體罰態度總量表，其餘單題

平均依序是法治評價的單題平均數 3.10，及守法行為單題平均 3.02 分

最低。就統計結果而言，在守法行為變項中「因害怕法律制裁而守法」

的單題平均數最高，為 3.46；而以「出於對法律信任而自覺守法」最

低，為 2.66。因此，研究者推論教師再面對零體罰政策議題的推動對

於法律的信任度宜再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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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零體罰政策態度因應量表統計結果 
總

類

目 
分類目 題號 題

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單題 
平均數 

總題

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單題 
平均數 

法

治

認

知 

法律的基本概

念 1,2,3 3 9.54 2.33 3.18 
6 19.2 4.37 3.20 

法律與個人和

社會的關係 4,5,6 3 9.62 2.36 3.20 

法

治

評

價 

對法律的看法 7,8 2 6.24 1.10 3.12 

12 37.22 6.35 3.10 

對法律與國家

社會和個人的

關係的看法 
9,10 2 6.01 1.29 3.01 

對犯罪與罪犯

的看法 
11,12, 
13 3 8.41 2.52 2.8 

守法觀念的看

法 
14,15, 
16,17, 
18 

5 16.57 3.45 3.31 

守

法

行

為 

因害怕法律制

裁而守法 19 1 3.46 0.88 3.46 

5 15.12 2.85 3.02 
受到同儕相互

影響而守法 20,21 2 6.35 1.20 3.18 

出於對法律的

信任而自覺守

法 
22,23 2 5.31 1.80 2.66 

總

量

表 
  23 

   
23 71.51 11.93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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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教師法治態度與管教作為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針對 364 位不同背景國中教師的法治態度和行為做研究，並

以零體罰政策為例，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對教師的性別、年齡、

服務年資、教育程度、師資養成方式、擔任職務，學校所在地及學校

班級數等進行分析。 

壹、不同背景教師法治態度的差異分析 

 不同背景教師在法治態度量表的得分情形，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來考驗其差異情形，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達 0.05 顯著水準，則進一步

以薛費法（Scheffe methed）進行事後考驗，以了解各組間的差異情形，

茲將法治態度測驗各項統計結果列表於表 4-11 與表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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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不同背景教師在法治態度量表得分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變項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性別 男生 106 85..21 7.74 F=2.259 
女生 258 84.02 6.49 

年齡 30 歲（含）以下 99 83.07 6.57 F=3.817* 
 31~40 歲 170 84.27 6.53 

41~50 歲 82 85.38 7.69 
51 歲（含）以上 13 89.00 6.19 

服務年資 5 年（含）以下 118 82.94 6.02 F=3.714* 
 6~15 年 148 84.45 7.51 

16~25 年 71 85.58 6.89 
26 年（含）以上 27 86.89 5.72 

教育程度 大學畢業（學士） 209 84.40 6.72 F=0.90 
碩士 
（含四十學分班、博士） 

155 84.31 7.13 

師資養成方式 一般大學教育學程 104 84.42 6.92 F=0.09 
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47 84.34 7.15 
師範院校 213 84.38 6.88 

擔任職務 教師兼主任 12 93.75 4.67 F=10.114*** 
 教師兼組長 47 85.96 7.82 

教師兼導師 177 84.42 6.56 
專任教師 128 84.20 6.43 

任教區域 東區 118 85.16 6.85 F=1.915 
 
 

中西區 48 86.29 7.26 
南區 54 83.46 5.96 
北區 57 83.26 6.02 
安南區 73 83.62 7.79 
安平區 14 82.71 6.38 

學校班級數 12 班（含）以下 6 88.00 5.97 F=1.141 
 
 

13-24 班 22 83.55 6.57 
25-48 班 145 83.83 7.18 
49 班（含）以上 191 84.74 6.71 

＊P＜0.05   ＊＊P＜0.01   ＊＊＊P＜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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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不同變項的國中教師在法治態度的差異分析表 

假       設 檢定結果 是否支持 

1-1 男教師與女教師其法治態度有顯著差異。 不顯著 ╳ 

1-2 不同年齡層的教師其法治態度有顯著差異。 顯著 ○ 

1-3 不同服務年資教師其法治態度有顯著差異。 顯著 ○ 

1-4 不同教育程度教師其法治態度有顯著差異。 不顯著 ╳ 

1-5 不同師資養成教師其法治態度有顯著差異。 不顯著 ╳ 

1-6 不同職務教師其法治態度有顯著差異。 顯著 ○ 

1-7 不同任教區域教師其法治態度有顯著差異。 不顯著 ╳ 

1-8 不同學校班級數其法治態度有顯著差異。 不顯著 ╳ 

╳代表不顯著 

 

以下針對不同背景變項作探討： 

一、性別： 

 為瞭解不同性別受試者在法治態度層面上是否有差異，於是以法

治態度為依變項，利用單因子變異數針對男女不同受試者進行統計檢

定，其結果彙整如表 4-13 不同性別在法治態度量之差異分析表。 

  

 

 

 

 

 

 



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85 

表 4-13 不同性別在法治態度量表之差異分析表 
 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總量表 
男生 106 85.21 7.74 

2.259 
女生 258 84.02 6.49 

法治的認知 
男生 106 26.54 3.28 

0.872 
女生 258 26.22 2.79 

法治的評價 
男生 106 36.39 4.90 

2.056 
女生 258 35.69 3.90 

守法的行為 
男生 106 22.28 2.88 

0.321 
女生 258 22.10 2.66 

＊P＜0.05   ＊＊P＜0.01   ＊＊＊P＜0.001 

 

（一）總測驗分析與討論 

 法治態度的表現，男生平均數（M=85.21）優於女生平均數

（M=84.02），但利用單因子變異係數分析進行統計檢定，則未達顯著

差異，本研究假設 1-1（台南市國中教師其法治態度分數在「性別」變

項有顯著差異）未獲支持。 

根據第二章文獻探討資料，本研究結果與吳伊惠（2005：90）研究

桃園縣國小社會領域教師在「法治態度測驗」上發現男女生其法治態

度未有顯著差異，及温珮夙（2009）探究基隆市國中教師法治知識與

法治態度之調查研究中，男性教師與女性教師未有顯著差異相同，但

卻不同於李冬梅（2002：95）研究台北市國中公民與道德科教師在「法

治態度量表」上，男教師的法治態度較趨於正向、積極，不相同。由

此可推論，專業的公民與道德教師其法治態度男性會優於女性，但其

餘未受過專業訓練的教師的法治態度，不會因性別的不同而產生明顯

的差異，以上推論，尚待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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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分項測驗分析與討論 

1.「法治的認知」方面： 

 男生平均數（M=26.54）優於女生平均數（M=26.22），但利用單

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計檢定，則未達顯著差異。 

2.「法治的評價」方面： 

 男生平均數（M=36.39）優於女生平均數（M=35.69），但利用單

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計檢定，則未達顯著差異。 

3.「守法的行為」方面： 

 男生平均數（M=22.28）優於女生平均數（M=22.10），但利用單

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計檢定，則未達顯著差異。 

 綜合以上分析，在「法治的認知」、「法治的評價」及「守法的行

為」三項上，雖皆未達顯著差異，但都為男教師優於女性教師的法治

態度，研究者推論其原因，校園裡女性教師多於男性教師，或者是男

性教師對於法律問題較為敏感，態度上會較女性教師客觀，以上推論，

尚待進一步研究。 

二、年齡： 

 為檢驗不同年齡的受試者在法治態度上是否有差異，以法治態度

為依變項，針對不同年齡的受試者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統計檢定，

其結果彙整如表 4-14 不同年齡在法治態度量表之差異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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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不同年齡在法治態度量表之差異分析表 
 年齡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scheffe 

總量表 

30 歲（含以下） 99 83.07 6.57 F=3.817* 
 

51 歲以上

＞ 30 歲

（含）以下 
31-40 歲 170 84.27 6.53 

41-50歲 82 85.38 7.69 

51歲以上 13 89.00 6.19 

法治的認知 

30 歲（含以下） 99 26.37 3.22 F=0.947 

 

 

31-40 歲 170 26.21 2.66 

41-50歲 82 26.24 3.20 

51歲以上 13 27.62 2.53 

法治的評價 

30 歲（含）以下 99 35.03 4.28 F=4.279** 41-50 歲＞

30 歲（含）

以下 
31-40 歲 170 35.72 4.10 

41-50歲 82 37.02 4.24 

51歲以上 13 37.62 3.60 

守法的行為 

30 歲（含以下） 99 21.67 2.71 F=2.896* 經 事 後 比

較 各 組 間

無 顯 著 差

異 

31-40 歲 170 22.34 2.60 

41-50歲 82 22.11 2.92 

51歲以上 13 23.77 2.65 

＊P＜0.05   ＊＊P＜0.01   ＊＊＊P＜0.001 

 

（一）總測驗分析與討論 

 不同年齡台南市國中教師在法治態度量表中 51 歲以上平均數

（M=89）優於 41 歲-50 歲平均數（M=85.38）、31-40 歲平均數（M=84.27）

及 30 歲（含）以下平均數（M=83.07），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

計檢定，則有顯著差異（F=3.817，P＜0.05），經事後比較則發現 51 歲

以上的國中教師法治態度優於 30 歲（含）以下的國中教師，本研究假

設 1-2（台南市國中教師法治態度分數在「年齡」變項有顯著差異）獲

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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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結果與吳伊惠（2005：91）研究發現不同年齡教師在「法

治態度」上，有顯著差異相同，唯吳伊惠（2005）的結果是 31-40 歲顯

著高於 30 歲以下之教師，也高於 41-50 歲的教師，而本研究則是 51

歲以上的國中教師法治態度優於 30 歲（含）以下，且依平均數而言，

年齡愈大的國中教師其法治態度愈佳，但與李冬梅（2002：96）、 温珮

夙（2009：103）的研究不同年齡教師其法治態度並無顯著差異，結果

不同。 

 本研究結果推論有關年齡變項與教師法治態度之相關，歷來研究

似未得出一致結論，就 51 歲以上國中教師在法治態度層面顯著優於 30

歲（含）以下，應該是法治態度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愈趨於正向及積

極，且 51 歲以上的教師生活閱歷豐富，也對法治態度的表現有所影響，

然亦不能排除問卷提問方式與受測者填答因素之影響。以上推論，尚

待驗證。 

（二）分測驗分析與討論 

1. 「法治的認知」方面： 

 從平均數來看 51 歲以上（M=27.62）高於 30 歲（含）以下

（M=26.37），最低則為 31-40 歲（M=26.21），但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進行統計檢定，則未達顯著差異。 

2. 「法治的評價」方面： 

 以平均數而言，法治態度最好為年齡 51 歲以上（M=37.62），其次

為 41-50 歲（M=37.02）以及 31-40 歲（M=35.72），以 30 歲（含）以

下（M=35.03）最不理想，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計檢定，達顯

著差異（F=4.279，P＜0.01），經事後比較，發現 41-50 歲國中教師法

治態度優於 30 歲（含）以下的國中教師。 

3. 「守法的行為」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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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平均數而言，51 歲以上（M=23.77）的國中教師在法治態度上最

理想，30 歲（含）以下（M=21.67）國中教師法治態度最不理想，利

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計檢定，達顯著差異（F=2.896，P＜0.05），

進行事後表較各組間無顯著差異。 

 綜上分析，台南市國中教師以年齡來看法治態度，發現 51 歲以上

的國中教師其法治態度在分測驗的各個層面皆表現最理想，而在「法

治的評價」及「守法的行為」中則以 30 歲（含）以下的國中教師表現

最不理想，「法治認知」層面則以 31-40 歲的國中教師表現最不理想。

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計檢定，「法治評價」（F=4.279，P＜

0.05）、「守法行為」（F=2.896，P＜0.05）二項達顯著差異。 

 換言之，台南市國中教師在法治態度層面的表現，「法治評價」方

面 41-50 歲顯著優於 30 歲（含）以下之國中教師，而「守法行為」各

組間經事後檢定無顯著差異。推論在「法治評價」方面，因 41-50 歲國

中教師教學經驗豐富，正值教學的巔峰期，對於教育百年大計有深刻

的體認，因此表現優於其他各組，以上推論有待進一步驗證。 

三、服務年資： 

 為瞭解不同服務年資的受試者在法治態度上是否差異，以法治態

度做為依變項，針對不同服務年資受試者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統計

檢定，其結果彙整如表 4-15 不同服務年資在法治態度量表之差異分析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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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不同服務年資在法治態度量表之差異分析表 
 服務年資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scheffe 

總量表 

5 年（含）以下 118 82.94 6.02 F=3.714* 經事後比

較各組間

無顯著差

異 

6~15 年 148 84.45 7.51 

16~25 年 71 85.58 6.89 

26 年（含）以上 27 86.89 5.73 

法治的認知 

5 年（含）以下 118 26.19 2.94 F=1.178  

6~15 年 148 26.20 2.99 

16~25 年 71 26.39 3.08 

26 年（含）以上 27 27.30 2.07 

法治的評價 

5 年（含）以下 118 35.03 3.92 F=3.312* 16-25 年與

5 年（含）

以下有顯

著差異 

6~15 年 148 35.97 4.49 

16~25 年 71 36.79 4.15 

26 年（含）以上 27 36.89 3.58 

守法的行為 

5 年（含）以下 118 21.73 2.67 F=1.628  

6~15 年 148 22.28 2.731 

16~25 年 71 22.39 2.728 

26 年（含）以上 27 22.70 2.85 

＊P＜0.05   ＊＊P＜0.01   ＊＊＊P＜0.001 

（一）總測驗分析與討論 

 不同服務年資的國中教師在法治態度的表現上，由表 4-15 中可以

發現服務年資愈高的法治態度愈好，以 26 年（含）以上平均數

（M=86.89）最高，其次是 16-25 年平均數（M=85.58）、6-15 年（M=84.45）

及 5 年（含）以下之平均數（M=82.94），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

計檢定，則有顯著差異（F=3.714，P＜0.05），經事後比較各組間無顯

著差異。本研究假設 1-3（台南市國中教師法治態度在「服務年資」變

項有顯著差異）獲得支持。 

 與本研究結果相同的有吳伊惠（2005：92）研究發現教師的服務

年資達顯著差異，且以 21-30 年組之教師顯著低於 11-20 年組，唯本研

究經事後比較，則不能找出哪些變項是造成顯著差異的原因，只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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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看出台南市國中教師服務年資五年（含）以下的法治態度表現最差，

26 年（含）以上的國中教師法治態度表現最好，而温珮夙（2009：107）

的研究無顯著差異則與本研究結果不相同。 

 研究者推論造成此原因是，第一是國中教師與小學老師在不同階

段的法治態度表現不一，其次是各組的差異略小，抑或是五年（含）

以下的國中教師，離開學校為時尚短，對理想狀態與教育實務尚在調

適過程之中有關。以上推論尚待驗證。 

（二）分測驗分析與討論 

1.「法治的認知」方面： 

 以平均數而言，26 年（含）以上（M=27.30）依序高於 16-25 年

（M=26.39）、6-15 年（M=26.20）及 5 年（含）以下（M=26.19），利

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計檢定，未達顯著差異。 

2.「法治的評價」方面： 

 從平均數探討，26 年（含）以上（M=36.89）最高，5 年（含） 

以下（M=35.03）最低，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計檢定，達顯著水

準（F=3.312，P＜0.05），並進行事後比較發現服務年資 16-25 年法治

態度優於 5 年（含）以下服務年資的國中教師。 

3.「守法的行為」方面： 

 就平均數而言，國中教師在守法的行為層面上，各服務年資的平

均數差異不大，但仍以 26 年（含）以上（M=22.7）最高，其次是 16-25

年（M=22.39）、6-15 年（M=22.28）及 5 年（含）以下（M=21.73），

利用單因子變數述分析進行統計檢定，未達顯著差異。 

 以上研究分析發現，台南市國中教師在不同服務年資的法治態度

表現，分項中以「法治評價」方面達顯著差異，事後比較則發現 16-25

年的教師法治態度優於 5 年（含）以下服務年資的教師。推論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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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評價」的議題上，16-25 年的國中教師在教學工作上駕輕就熟，更有

餘力對法治的議題做進一步的了解，因此法治態度較其他組趨於正

向，以上推論有待進一步驗證。 

四、教育程度： 

 為檢驗不同教育程度的受試者在法治態度上是否有差異，研究者

以法治態度為依變項，針對不同教育程度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彙

整如表 4-16 不同教育程度在法治態度量表之差異分析表： 

表 4-16 不同教育程度在法治態度量表之差異分析表 
 教育程度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總量表 

大學畢業（學士） 209 84.40 6.72 

0.016 碩士以上 

(含四十學分、博士)  
155 84.31 7.13 

法治的認知 

大學畢業（學士） 209 26.38 2.94 

0.238 碩士以上 

(含四十學分班、博士)  
155 26.23 2.94 

法治的評價 

大學畢業（學士） 209 36.03 4.21 

0.545 碩士以上 

(含四十學分、博士)  
155 35.70 4.23 

守法的行為 

大學畢業（學士） 209 21.99 2.74 

1.829 碩士以上 

(含四十學分、博士)  
155 22.38 2.71 

＊P＜0.05   ＊＊P＜0.01   ＊＊＊P＜0.001 

（一）總測驗分析與討論 

 根據表 4-16 結果發現，不同教育程度之台南市國中教師在法治量

表中以大學畢業（學士）之平均數（M=84.40）優於碩士以上（含四十

學分班、博士）（M=84.31），但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計檢定，

則未達顯著差異。因此，本研究假設 1-4（台南市國中教師其法治態度

分數在「教育程度」變項有顯著差異）未獲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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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研究結果與李冬梅（2002：96）、吳伊惠（2005：93）及温珮夙

(2009：105)的研究過一致。唯李冬梅（2002）及温珮夙（2009）在不

同教育程度皆發現研究所畢業以上的國中教師其法治態度的表現分數

略高於大學畢業，與本研究不盡相同，台南市國中教師大學畢業（學

士）的法治態度優於碩士以上（含四十學分班、博士），推論造成其不

同之處，在於北部與南部的差異，以上推論尚待驗證。 

（二）分測驗分析與討論 

1. 「法治的認知」方面： 

 以平均數來看，大學畢業（學士）（M=26.38）高於碩士以上（含

四十學分班、博士）（M=26.23），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檢定，未

達顯著水準。 

2. 「法治的評價」方面： 

 就平均數而言，以平均數來看，大學畢業（學士）（M=36.03）高

於碩士以上（含四十學分、博士）（M=35.70），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進行檢定，未達顯著差異。 

3. 「守法的行為」方面： 

 從平均數來看，碩士以上（含四十學分、博士）（M=22.38）高於

大學畢業（學士）（M=21.99），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檢定，未達

顯著差異。 

 綜上分析，台南市國中教師在法治評價層面的各分項表現皆未達

顯著水準，而大學畢業（學士）的國中教師不論在法治認知及法治評

價上其表現皆優於碩士以上（含四十學分班、博士），唯獨在守法的行

為層面上碩士（含四十學分班、博士）表現優於大學畢業（學士）之

國中教師。 

 

 



台南市國中教師法治態度與行為相關之研究─以對零體罰政策之因應作為為例 

94 

五、師資養成方式： 

 為瞭解不同師資養成方式的受試者在法治態度上是否有差異，研

究者以法治態度為依變項，針對不同師資養成方式進行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彙整如表 4-17 不同師資養成方式在法治態度量表之差異分析表： 

表 4-17 不同師資養成方式在法治態度量表之差異分析表 
 師資養成方式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scheffe 

總量表 

一般大學教育學程 104 84.42 6.92 F=0.006  

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47 84.34 7.15 

師範院校 213 84.34 6.85 

法治的認知 

一般大學教育學程 104 26.17 3.26 F=0.197  

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47 26.47 2.35 

師範院校 213 26.35 2.90 

法治的評價 

一般大學教育學程 104 35.78 4.03 F=0.087  

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47 36.09 4.11 

師範院校 213 35.91 4.35 

守法的行為 

一般大學教育學程 104 22.47 2.72 F=1.200  

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47 21.79 2.47 

師範院校 213 22.08 2.78 

＊P＜0.05   ＊＊P＜0.01   ＊＊＊P＜0.001 

（一）總測驗分析與討論 

 由表 4-17 可得知，不同師資養成方式的台南市國中教師在法治態

度層面的表現以平均數來看，以一般大學教育學程表現最好

（M=84.42），高於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及師範院校（M=84.34），唯差距

甚小，利用單因子變異數進行統計檢定，未達顯著水準。因此，本研

究假設 1-5（台南市國中教師法治態度分數在「師資養成方式」變項有

顯著差異）未獲得支持。 

 此研究結果與吳伊惠（2005：93）的研究結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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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測驗分析與討論 

1. 「法治的認知」方面： 

 以平均數來看，學士後教育學分班（M=26.47）高於師範院校

（M=26.35）以及一般大學教育學程（M=26.17），利用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進行統計檢定，未達顯著差異。 

2. 「法治的評價」方面： 

 就平均數而言，學士後教育學分班（M=36.09）高於師範院校

（M=35.91）以及一般大學教育學程（M=35.78），利用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進行統計檢定，未達顯著差異。 

3. 「守法的行為」方面： 

 以平均數而言，一般大學教育學程（M=22.47）高於師範院校

（M=22.08）及學士後教育學分班（M=21.79），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進行統計檢定，未達顯著差異。 

 綜上分析，台南市國中教師學士後教育學分班畢業的法治態度不

論在法治的認知及法治的評價層面上皆表現優於其他組，而在守法的

行為卻是最差的，推論其原因可能是，要被錄取學士後教育學程的資

格需經歷嚴格的篩選過程，因此教師對於法治的認知與法治的評價皆

具一定程度之水準，唯知行不能合一，因此在守法行為分項尚有進步

空間，以上推論尚需進一步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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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擔任職務： 

 為檢驗擔任不同職務的受試者在法治態度上是否有差異，於是以

法治態度為依變項，針對不同職務受試者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彙

整如表 4-18 擔任不同職務在法治態度量表之差異分析表： 

表 4-18 擔任不同職務在法治態度量表之差異分析表 
 擔任職務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scheffe 

總量表 

教師兼主任 12 93.75 4.67 F=10.114*** 教師兼主任

＞教師兼導

師＞專任教

師＞教師兼

組長 

教師兼組長 47 85.96 7.82 

教師兼導師 177 83.42 6.56 

專任教師 128 84.20 6.43 

法治的認知 

教師兼主任 12 29.17 2.21 F=5.798* 教師兼主任

＞專任教師

＞教師兼導

師 

教師兼組長 47 27.11 2.93 

教師兼導師 177 26.11 2.83 

專任教師 128 26.03 2.99 

法治的評價 

教師兼主任 12 40.67 3.82 F=7.455*** 教師兼主任 

＞教師兼導

師＞專任教

師＞教師兼

組長 

教師兼組長 47 36.66 4.16 

教師兼導師 177 35.25 4.19 

專任教師 128 36.05 4.00 

守法的行為 

教師兼主任 12 23.92 1.93 F=1.771  

教師兼組長 47 22.19 3.21 

教師兼導師 177 22.06 2.63 

專任教師 128 22.12 2.70 

＊P＜0.05   ＊＊P＜0.01   ＊＊＊P＜0.001 

 
（一）總測驗分析與討論 

 由表 4- 18 可知教師兼主任組（M=93.75）之法治態度顯著高於教

師兼組長組（M=85.96）、專任教師（M=84.20）組，以及教師兼導師

組（M=83.42），尤其教師兼導師（M=83.42）之教師法治態度在各組

中最低。經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發現不同職務受試者在「法治態

度」（F=10.114， P＜0.001）達顯著差異。經事後檢定比較發現教師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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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優於教師兼導師、專任教師及教師兼組長。本研究假設 1-6（台南

市國中教師法治態度分數在「擔任職務」變項有顯著差異）獲得支持。 

 此研究結果與吳伊惠（2005：94）研究不同職務國小社會領域教

師的法治態度，及温珮夙（2009：112）所研究的基隆市國中教師法治

態度，都未達顯著，結果不一致。 

 研究者推論造成此不一致的原因，可能與研究區域的差異有關；

其次，教師兼主任法治態度顯著高於教師兼導師的原因，來自擔任行

政工作的教師在接觸法規上比較廣泛，所受的的宣導比較多，因此，

在法治態度表現上較趨於正向積極，然兼任導師之教師平日與學生直

接相處最為頻繁，法治態度表現偏低，恐為必須正視之現象，以上推

論尚待驗證。 

（二）分測驗分析與討論 

1. 「法治的認知」方面： 

 以平均數來看，教師兼主任（M=29.17）高於教師兼組長（M=27.11）

及教師兼導師（M=26.11）及專任教師（M=26.03），利用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進行檢定，則有顯著差異（F=5.798，P＜0.05），經事後比較分

析則發現教師兼主任表現高於專任教師及教師兼導師。 

2. 「法治的評價」方面： 

 就平均數而言，教師兼主任（M=40.67）高於教師兼組長

（M=36.66）、專任教師（M=36.05）及教師兼導師（M=35.25），利用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檢定，有顯著差異（F=7.455，P＜0.001），經事

後比較分析則發現教師兼主任優於教師兼導師、專任教師及教師兼組

長。 

3. 「守法的行為」方面： 

 以平均數來看，教師兼主任（M=23.92）表現最好，其次是教師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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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長（M=22.19）、專任教師（M=22.12）及教師兼導師（M=22.06），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計檢定，未有顯著差異。 

 綜合以上研究，台南市國中教師在擔任不同職務上的法治態度表

現，在法治認知及法治評價上皆有顯著差異，經事後比較結果都是教

師兼主任的表現最佳。 

七、任教區域： 

 為瞭解不同任教地區的受試者在法治態度層面上是否有差異，以

法治態度為依變項，針對不同任教地區受試者利用單因子變異數進行

統計檢定，其結果彙整如表 4-19 不同任教區域在法治態度量表之差異

分析表。 

（一）總測驗分析與討論 

 根據表 4-19 發現，以平均數來看以中西區（M=86.29）表現優於

東區（M=85.18）、安南區（M=83.62）、南區（M=83.46）、北區（M=83.26）

及安平區（M=82.71），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檢定，未達顯著水

準。本研究假設 1-7（台南市國中教師法治態度分數「學校所在地區」

變項有顯著差異）未獲支持。 

 本研究結果與李冬梅（2002：92）不同任教地區的公民與道德教

師在法治態度量表上達顯著差異，結果不同。推論原因，可能與台南

市各區內的同質性較大，與李冬梅（2002）研究涵蓋台北市、台北縣

轄市及台北鄉鎮不同所造成，以上推論尚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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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 不同任教區域在法治態度量表之差異分析表 
 學校所在地區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scheffe 

總量表 

東區 118 85.18 6.85 F=1.915  

中西區 48 86.29 7.26 

南區 54 83.46 5.96 

北區 57 83.26 6.02 

安南區 73 83.62 7.79 

安平區 14 82.71 6.38 

法治的認知 

東區 118 26.41 2.67 F=1.185  

中西區 48 26.90 3.22 

南區 54 26.52 2.52 

北區 57 25.28 2.89 

安南區 73 25.66 3.45 

安平區 14 26.29 2.73 

法治的評價 

東區 118 36.24 4.27 F=1.511  

中西區 48 36.81 4.01 

南區 54 34.89 3.90 

北區 57 35.26 3.74 

安南區 73 36.01 4.90 

安平區 14 35.64 3.05 

守法的行為 

東區 118 22.53 2.50 F=1.812  

中西區 48 22.58 2.704 

南區 54 22.06 2.981 

北區 57 21.72 2.226 

安南區 73 21.95 3.054 

安平區 14 20.79 3.262 

＊P＜0.05   ＊＊P＜0.01   ＊＊＊P＜0.001 

（二）分測驗分析與討論 

1. 「法治的認知」方面： 

 以平均數來看，由高至低排列依序是中西區（M=26.90）、南區

（M=26.52）、東區（M=26.41）、安平區（M=26.29）、安南區（M=2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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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北區（M=25.28），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檢定，則未達顯著水準。 

2. 「法治的評價」方面： 

 以平均數來看，由高至低排列依序是中西區（M=36.81）、東區

（M=36.24）、安南區（M=36.01）、安平區（M=35.64）、北區（M=35.26）

及南區（34.89），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檢定，則未達顯著水準。 

3. 「守法的行為」方面： 

 就平均數而言，由高至低排列依序是中西區（M=22.58）、東區

（M=22.53）、南區（M=22.06）、安南區（M=21.95）、北區（M=21.72）

及安平區（M=20.79），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檢定，則未達顯著水

準。 

 綜上分析，台南市國中教師在不同任教地的法治態度表現，分項

中皆未達顯著差異，唯中西區在「法治的認知」、「法治的評價」及「守

法的行為」的表現上都是正向、積極。 

八、學校班級數： 

  為瞭解不同學校班級數受試者在法治態度層面上是否有差異，以

法治態度為依變項，針對不同學校班級數受試者利用單因子變異數進

行統計檢定，其結果彙整如表 4-20 不同學校班級數在法治態度量之差

異分析表。 

（一）總測驗分析與討論 

 根據表 4-20 發現，以平均數來看 12 班（含）以下（M=88）表現

優於 49 班（班）以上（M=84.74）、25-48 班（M=83.83）及 13-24 班

（M=83.55），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檢定，未達顯著水準。本研

究假設 1-8（台南市國中教師法治態度分數「學校班級數」變項有顯著

差異）未獲支持。 

 此研究結果與吳伊惠（2005：94）研究不同學校規模的國小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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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教師在法治態度量表上，未達顯著差異，結果相同。 

表 4-20 不同學校班級數在法治態度量之差異分析表 
 學校班級數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scheffe 

總量表 

12 班（含）以下 6 88 5.97 F=1.1414  

13-24 班 22 83.55 6.57 

25-48 班 145 83.83 7.17 

49 班（含）以上 191 84.74 6.71 

法治的認知 

12 班（含）以下 6 27.50 2.59 F=0.866  

13-24 班 22 26.64 3.11 

25-48 班 145 26.06 3.19 

49 班（含）以上 191 26.43 2.72 

法治的評價 

12 班（含）以下 6 39.17 4.92 F=2.374  

13-24 班 22 34.27 3.49 

25-48 班 145 35.84 4.31 

49 班（含）以上 191 36.02 4.15 

守法的行為 

12 班（含）以下 6 21.33 3.14 F=0.913  

13-24 班 22 22.64 2.34 

25-48 班 145 21.93 2.97 

49 班（含）以上 191 22.30 2.55 

＊P＜0.05   ＊＊P＜0.01   ＊＊＊P＜0.001 

（二）分測驗分析與討論 

1. 「法治的認知」方面： 

 以平均數來看，由高至低排列依序是 12 班（含）以下（M=27.50）

表現優於 13-24 班（M=26.64）、49 班（含）以上（M=26.43）及 25-48

班（M=26.06 分），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檢定，則未達顯著水準。 

2. 「法治的評價」方面： 

 就平均數而言，由高至低排列依序是 12 班（含）以下（M=39.17

分）表現優於 49 班（含）以上（M=36.02 分）、25-48 班（M=35.84 分）

及 13-24 班（M=34.27），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檢定，則未達顯著

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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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守法的行為」方面： 

 根據平均數分析，由高至低排列依序是 13-24 班（M=22.64）表現

優於 49 班（含）以上（M=22.30）、25-48 班（M=21.93）及 12 班（含）

以下（M=21.33 分），經單子變異數分析進行檢定，則未達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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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不同背景教師管教作為的比較分析 

 不同背景教師管教作為量表的得分情形，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

考驗其差異情形，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達 0.05 顯著水準，則進一步以

薛費法（Scheffe methed）進行事後考驗，以了解各組間的差異情形，

茲將國中教師零體罰政策管教作為因應測驗各項統計結果列表於表

4-21 與表 4-22 

表 4-21 不同背景教師在管教作為量表得分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變項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性別 男生 106 30.53 4.308 F=11.941** 
女生 258 32.11 3.814 

年齡 30 歲（含）以下 99 31.51 3.96 F=0.528 
 31~40 歲 170 31.74 3.91 

41~50 歲 82 31.44 4.38 
51 歲（含）以上 13 32.85 3.76 

服務年資 5 年（含）以下 118 31.57 3.71 F=0.444 
 6~15 年 148 31.47 4.16 

16~25 年 71 32.13 4.22 
26 年（含）以上 27 31.70 4.02 

教育程度 大學畢業（學士） 209 31.57 4.10 F=0.167 
碩士（含四十學分班） 155 31.75 3.92 

師資養成方式 一般大學教育學程 104 31.62 4.08 F=0.182 
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47 31.98 4.41 
師範院校 213 31.59 3.93 

擔任職務 教師兼主任 12 34.00 4.553 F=4.846** 
教師兼組長 47 30.91 3.911 
教師兼導師 177 32.24 3.904 
專任教師 128 30.88 4.001 

任教地域 東區 118 32.42 3.87 F=5.283*** 
 中西區 48 33.29 4.09 

南區 54 30.70 3.91 
北區 57 30.04 4.09 
安南區 73 31.33 3.73 
安平區 14 31.43 3.80 

學校班級數 12 班（含）以下 6 33.83 2.99 F=0.689 
 13-24 班 22 32.05 3.33 

25-48 班 145 31.59 3.89 
49 班（含）以上 191 31.58 4.22 

＊P＜0.05   ＊＊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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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不同變項的國中教師零體罰政策管教作為因應量表的差異分析表 

假       設 檢定結果 是否支持 

1-1 男教師與女教師其管教作為有顯著差異。 顯著 ○ 

1-2 不同年齡層的教師其管教作為有顯著差異。 不顯著 ╳ 

1-3 不同服務年資教師其管教作為有顯著差異。 不顯著 ╳ 

1-4 不同教育程度教師其管教作為有顯著差異。 不顯著 ╳ 

1-5 不同教師養成方式其管教作為有顯著差異。 不顯著 ╳ 

1-6 不同職務教師其零體罰行為有顯著差異。 顯著 ○ 

1-7 不同任教區域教師其管教作為有顯著差異。 顯著 ○ 

1-8 不同學校班級數其管教作為因應有顯著差異。 不顯著 ╳ 

╳代表不顯著 

以下針對不同背景變項作探討： 

一、性別： 

 為瞭解不同性別受試者在管教作為層面上是否有差異，於是以管

教作為依變項，針對男女不同受試者利用單因子變異數進行統計檢

定，其結果彙整如表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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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不同性別在國中教師管教作為量表差異分析表 

 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零體罰 

行為總分 

男生 106 30.53 4.31 
F=11.941** 

女生 258 32.11 3.81 

因害怕法律

制裁而守法 

男生 106 11.04 1.53 
F=0.875 

女生 258 11.21 1.56 

受到同儕相互

影響而守法 

男生 106 7.97 1.55 
F=14.062*** 

女生 258 8.58 1.33 

出於對法律的

信任而自覺守

法 

男生 106 11.52 2.42 
F=9.531** 女生 258 12.33 2.20 

＊P＜0.05   ＊＊P＜0.01   ＊＊＊P＜0.001 

（一）總測驗分析與討論 

 以管教作為的表現，女生平均數（M=32.11）優於男生平均數

（M=30.53），但利用單因子變異係數分析進行統計檢定，達顯著差異

（F=11.941，P＜0.01）。本研究假設 2-1（台南市國中教師其管教作為

分數在「性別」變項有顯著差異）獲得支持。 

 與研究究結果有差異的有，吳如玉（2008：75）研究不同性別的彰

化縣國小教師管教行為，且整體管教行為的平均數是男教師表現優於

女教師，而陳寶卿（2008：119）與蔡綺芬（2007：128）研究不同性

別在管教行為上無顯著差異，亦與本研究結果不相同。推論，造成此

原因可能與研究的階段不一樣，亦有可能與變項的分類有關，以上推

論，尚待研究。 

（二）分項測驗分析與討論 

1.「因害怕法律制裁而守法」方面 

 以平均數而言，女生平均數（M=11.21）高於男生（M=11.04），但

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計檢定，則未達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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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受到同儕相互影響而守法」方面 

 以平均數而言，女生平均數（M=8.58）優於男生（M=7.97），但

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計檢定，則達顯著差異（F=14.062，P＜

0.001）。 

3.「出於對法律的信任而自覺守法」方面 

 以平均數而言，女生平均數（M=12.33）優於男生（M=11.52 分），

但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計檢定，則達顯著差異（F=9.531，P

＜0.01） 

 綜合言之，台南市國中教師其零體罰政策管教作為的因應量表

中，在各分項測驗皆顯示女生的管教作為表現正向積極，尤其在「受

到同儕相互影響」、「出於對法律的信任而自覺守法」，中皆達顯著差

異。因此，可推論女性教師在面對管教作為的方式，較會尋求同儕的

認可，對於法律的支持亦比男性教師高，以上推論尚待研究證明。 

二、年齡： 

 為檢驗不同年齡受試者在管教作為層面上是否有差異，於是以管

教作為依變項，針對年齡不同受試者利用單因子變異數進行統計檢

定，其結果彙整如表 4-24 不同年齡在國中教師管教作為量表差異分析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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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不同年齡在國中教師管教作為量表差異分析表 

 年齡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scheffe 

零體罰 

行為總分 

30 歲（含）以下 99 31.51 3.96 F=0.528  

31-40 歲 170 31.74 3.91 

41-50歲 82 31.44 4.38 

51歲以上 13 32.85 3.76 

因害怕法律

制裁而守法 

30 歲（含以下） 99 10.82 1.66 F=2.886* 41-50 歲＞

30 歲 （含）

以下 
31-40 歲 170 11.19 1.51 

41-50歲 82 11.49 1.48 

51歲以上 13 11.23 1.36 

受到同儕相互

影響而守法 

30 歲（含以下） 99 8.49 1.35 F=1.451  

31-40 歲 170 8.42 1.43 

41-50歲 82 8.17 1.53 

51歲以上 13 8.92 1.12 

出於對法律的

信任而自覺守

法 

30 歲（含以下） 99 12.19 2.30 F=0.885  

31-40 歲 170 12.14 2.24 

41-50歲 82 11.78 2.41 

51歲以上 13 12.69 2.25 

＊P＜0.05   ＊＊P＜0.01   ＊＊＊P＜0.001 

（一）總測驗分析與討論 

 不同年齡之台南市國中教師在管教作為量表中 51 歲以上平均數

（M=32.85）高於 31-40 歲（M=31.74）、30 歲（含）以下（M=31.51）、

41-50 歲（31.44），以單因子變異分析進行統計檢定， 則未達顯著差異。

本研究假設 2-2（台南市國中教師其管教作為分數在「年齡」變項有顯

著差異）未獲支持。 

 本研究與蔡綺芬（2007：128）研究不同年齡高中職教師的管教行

為，未達顯著差異，結果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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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項測驗分析與討論 

1.「因害怕法律制裁而守法」方面 

 以平均數而言，41-50 歲（M=11.49）高於 51 歲以上（M=11.23）、

31-40 歲（M=11.19）及 30 歲（含）以上（M=10.82），經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進行統計檢定，達顯著差異（F=2.886，P＜0.05），經事後比較

檢定發現 41-50 歲顯著高於 30 歲（含）以下。 

2.「受到同儕相互影響而守法」方面 

 就平均數來看，51 歲以上（M=8.92）優於 30 歲（含）以上（M=8.49）、

31-40 歲（M=8.42）及 41-50 歲（M=8.17），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

統計檢定，則未達顯著差異。 

3.「出於對法律的信任而自覺守法」方面 

 根據平均數分析，51 歲以上（M=12.69）優於 30 歲（含）以上

（M=12.19）、31-40 歲（M=12.14）及 41-50 歲（M=11.78），經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進行統計檢定，則未達顯著差異。 

 綜上所述，本研究台南市國中教師在零體罰管教作為因應量表，，

各分項測驗中，不論是「受到同儕相互影響而守法」、「出於對法律的

信任而自覺守法」都以 51 歲以上的國中教師在表現最正向、積極，唯

獨在「因害怕法律制裁而守法」的分測驗裡 41-50 歲與 30 歲（含）以

下兩組間有顯著差異。研究者推論，41-50 歲的國中教師可能是長期在

管教作為上，善於以體罰做為管教方式，在政策推廣後，心態難以調

整，因此有管教退縮的心態，也可能是 41-50 歲的國中教師，已不再使

用觸法的管教作為，但選項上無法正確判讀是否是害怕或是已採用正

向的管教作為有關，以上推論尚待研究。 

三、服務年資： 

 為瞭解不同服務年資的受試者在管教作為上是否有差異，以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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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依變項，針對服務年資不同的受試者利用單因子變異數進行統計

檢定，其結果彙整如表 4-25 不同服務年資在國中教師管教作為量表差

異分析表。 

表 4-25 不同服務年資在國中教師管教作為量表差異分析表 
 擔任職務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scheffe 

零體罰 

行為總分 

5 年（含）以下 118 31.57 3.71 F=0.444  

6~15 年 148 31.47 4.16 

16~25 年 71 32.13 4.22 

26 年（含）以

上 
27 31.70 4.15 

因害怕法律

制裁而守法 

5 年（含）以下 118 10.92 1.52 F=2.194  

6~15 年 148 11.17 1.61 

16~25 年 71 11.51 1.51 

26 年（含）以

上 
27 11.22 1.37 

受到同儕相互

影響而守法 

5 年（含）以下 118 8.47 1.33 F=0.246  

6~15 年 148 8.32 1.47 

16~25 年 71 8.44 1.56 

26 年（含）以

上 
27 8.44 1.25 

出於對法律的

信任而自覺守

法 

5 年（含）以下 118 12.19 2.26 F=0.226  

6~15 年 148 11.98 2.29 

16~25 年 71 12.18 2.35 

26 年（含）以

上 
27 12.04 2.39 

＊P＜0.05   ＊＊P＜0.01   ＊＊＊P＜0.001 

（一）總測驗分析與討論 

 不同服務年資之台南市國中教師在管教作為量表中 16-25 年上平

均數（M=32.13）優於 26 年（含）以上（M=31.70）、5 年（含）以下

（M=31.57）分及 6-15 年（M=11.17），以單因子變異分析進行統計檢

定， 則未達顯著差異。本研究假設 2-3（台南市國中教師其管教作為

分數在「不同服務年資」變項有顯著差異）未獲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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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結果與陳寶卿（2008：100）研究國小教師在零體罰管教行

為量表整體層面上之差異均未達顯著水準及蔡綺芬（2007：131）研究

不同年資之高中職教師在管教行為整體層面尚未達顯著差異，相同。 

（二）分項測驗分析與討論 

1.「因害怕法律制裁而守法」方面 

 以平均數而言，16-25 年（M=11.51）高於 26 年（含）以上（M=11.22

分）、6-15 年（M=11.17）及 5 年（含）以下（M=10.92），經單因子變

異分析進行統計檢定，則未達顯著差異。 

2.「受到同儕相互影響而守法」方面 

 就平均來看，5 年（含）以下（M=8.47）高於、16-25 年及 26 年

（含）以上（M=8.44）及 6-15 年（M=3.32），經單因子變異分析進行

統計檢定，則未達顯著差異。 

3.「出於對法律的信任而自覺守法」方面 

 就平均來看，5 年（含）以下（M=12.19）高於、16-25（M=12.18）

年、26 年（含）以上（M=12.04）及 6-15 年（M=11.98），經單因子變

異分析進行統計檢定，則未達顯著差異。 

 綜上分析結果可得知，台南市國中教師在零體罰政策管教作為因

應表現上，各分項測驗皆以 5 年（含）以下的國中教師表現最正向、

除「因害怕法律的制裁而守法」以 16-25 年表現最不好，其餘皆以 6-15

年的國中教師表現最差。本研究推論，初入教職的教師對於教育充滿

熱誠及理想，且年輕有衝勁，面對管教學生的問題，願意嘗試各種方

法，因此在管教行為的表現上優於其他組，以上推論尚待驗證。 

四、教育程度： 

 為檢驗不同教育程度受試者在管教作為層面上是否有差異，於是

以管教作為依變項，針對教育程度不同受試者利用單因子變異數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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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檢定，其結果彙整如表 4-26 不同教育程度在國中教師管教作為量

表差異分析表。 

表 4-26 不同教育程度在國中教師管教作為量表差異分析表 
 教育程度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零體罰 

行為總分 

大學畢業（學士） 209 31.57 4.10 

F=0.167 碩士以上 

(含四十學分班、博士)  
155 31.75 3.93 

因害怕法律

制裁而守法 

大學畢業（學士） 209 11.05 1.60 

F=2.205 碩士以上 

(含四十學分班、博士)  
155 11.30 1.48 

受到同儕相互

影響而守法 

大學畢業（學士） 209 8.43 1.44 

F=0.148 碩士以上 

(含四十學分班、博士)  
155 8.37 1.41 

出於對法律的

信任而自覺守

法 

大學畢業（學士） 209 12.10 2.35 

F=0.002 碩士以上 

(含四十學分班、博士)  
155 12.08 2.22 

＊P＜0.05   ＊＊P＜0.01   ＊＊＊P＜0.001 

（一）總測驗分析與討論 

 不同教育程度之台南市國中教師在管教作為量表中碩士以上（含

四十學分班、博士）（M=31.75）優於大學畢業（學士）（M=31.57）。

以單因子變異分析進行統計檢定， 則未達顯著差異。利用本研究假設

2-4（台南市國中教師其管教作為分數在「不同教育程度」變項有顯著

差異）未獲支持。 

 本研究結果與吳如玉（2008）研究不同教育程度的彰化縣國小教

師管教作為，未有顯著差異，結果一致，但與蔡綺芬（2007：136）不

同教育程度之屏東縣高中職教師在管教行為上，有顯著水準，結果不

相同。推論其教育程度未有一致的原因，與變項的分類不一致，以及

問卷的主要方向不同有關，以上推論，尚待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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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項測驗分析與討論 

1.「因害怕法律制裁而守法」方面 

 以平均數而言，碩士以上（含四十學分班、博士）（M=11.30）優

於大學畢業（學士）（M=11.05），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計，則未

達顯著差異。 

2.「受到同儕相互影響而守法」方面 

 就平均數來看，大學畢業（學士）（M=8.43）優於碩士以上（含四

十學分、博士）（M=8.37），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計檢定，未達

顯著差異。 

3.「出於對法律的信任而自覺守法」方面 

 就平均數來看，大學畢業（學士）（M=12.19）優於碩士以上（含

四十學分、博士）（M=12.10），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計檢定，未

達顯著差異。 

五、師資養成方式： 

  為檢驗不同師資養成方式受試者在管教作為層面上是否有差異，

於是以管教作為依變項，針對師資養成不同受試者利用單因子變異數

進行統計檢定，其結果彙整如表 4-27 不同師資養成方式在國中教師管

教作為量表差異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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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7 不同師資養成方式在國中教師管教作為量表差異分析表 
 師資養成方式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scheffe 

零體罰 

行為總分 

一般大學教育學程 104 31.62 4.08 F=0.182  

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47 31.98 4.41 

師範院校 213 31.59 3.93 

因害怕法律

制裁而守法 

一般大學教育學程 104 10.77 1.69 F=5.222** 學士後教育

學分＞一般

大學教育學

程 

師範院校＞

一般大學教

育學程 

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47 11.53 1.40 

師範院校 213 11.26 1.49 

受到同儕相互

影響而守法 

一般大學教育學程 104 8.62 1.37 F=1.764  

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47 8.40 1.48 

師範院校 213 8.30 1.44 

出於對法律的

信任而自覺守

法 

一般大學教育學程 104 12.23 2.44 F=0.271  

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47 12.04 2.39 

師範院校 213 12.03 2.20 

＊P＜0.05   ＊＊P＜0.01   ＊＊＊P＜0.001 

（一）總測驗分析與討論 

 不同師資養成方式之台南市國中教師在管教作為量表中學士後教

育學分班（M=31.98）優於一般大學教育學程（M=31.62）及師範院校

（M=31.59）。以單因子變異分析進行統計檢定， 則未達顯著差異。本

研究假設 2-5（台南市國中教師其管教作為分數在「師資養成方式」變

項有顯著差異）未獲支持。 

  本研究結果與蔡綺芬（2007：135）研究不同教育專業背景之屏東

縣高中職教師在管教行為整體層面上達顯著差異，不相同，推論其原

因，可能與國中階段與高中職階段學生的屬性不相同有關，以上推論

尚待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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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項測驗分析與討論 

1.「因害怕法律制裁而守法」方面 

 以平均數而言，學士後教育學分班（M=11.51）優於師範院校

（M=11.26）及一般大學教育學程（M=10.77），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進行統計檢定，則有達顯著差異（F=5.222，P＜0.01），經事後比較則

發現學士後教育學分高於一般大學教育學程；師範院校高於一般大學

教育學程。 

2.「受到同儕相互影響而守法」方面 

 就平均數來看，一般大學教育學程（M=8.62）高於學士後教育學

分班（M=8.40 分）及師範院校（M=8.30），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

檢定，則未有顯著差異。 

3.「出於對法律的信任而自覺守法」方面 

 以平均來看，一般大學教育學程（M=12.23）高於學士後教育學分

班（M=12.04）及師範院校（M=12.03），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

檢定，則未有顯著差異。 

六、擔任職務： 

 為檢驗不同職務方式受試者在管教作為層面上是否有差異，於是

以管教作為依變項，針對擔任職務不同受試者利用單因子變異數進行

統計檢定，其結果彙整如表 4-28 不同擔任職務方式在國中教師管教作

為量表差異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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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8 擔任不同職務在國中教師管教作為量表差異分析表 
 擔任職務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scheffe 

零體罰 

行為總分 

教師兼主任 12 34 4.55 F=4.846** 教師師兼導

師＞專任教

師 
教師兼組長 47 30.91 3.91 

教師兼導師 177 32.24 3.90 

專任教師 128 30.88 4.00 

因害怕法律

制裁而守法 

教師兼主任 12 12.08 1.68 F=3.856* 經事後比

較各組間

無顯著差

異 

教師兼組長 47 10.98 1.39 

教師兼導師 177 11.34 1.53 

專任教師 128 10.88 1.59 

受到同儕相互

影響而守法 

教師兼主任 12 9.00 0.95 F=2.687* 經事後比

較各組間

無顯著差

異 

教師兼組長 47 8.13 1.38 

教師兼導師 177 8.56 1.41 

專任教師 128 8.23 1.47 

出於對法律的

信任而自覺守

法 

教師兼主任 12 12.92 2.28 F=2.292  

教師兼組長 47 11.81 2.06 

教師兼導師 177 12.34 2.22 

專任教師 128 11.77 2.43 

＊P＜0.05   ＊＊P＜0.01   ＊＊＊P＜0.001 

（一）總測驗分析與討論 

 不同師擔任職務之台南市國中教師在管教作為量表中教師兼主任

（M=34）優於教師兼導師（M=32.24）、教師兼組長（M=30.91）及專

任教師（M=30.88）。以單因子變異分析進行統計檢定， 則有顯著差異

（F=4.846，P＜0.01）經事後比較檢定發現教師兼導師高於專任教師。

本研究假設 2-6（台南市國中教師其管教作為分數在「擔任職務」變項

有顯著差異）獲得支持。 

 與本研究不相同的有吳如玉（2008，90）研究擔任不同職務的彰

化縣國小教師管教行為、陳寶卿（2007：100）研究不同職務支國小教

師在零體罰管教行為量表，未達顯著水準，以及蔡綺芬（2007：132）

的不同職務之屏東縣高中職教師在管教行為上，無顯著差異。且吳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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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2008）的研究與本研究相較，在零體罰政策管教作為因應上，亦

與其相反。本研究結果是以教師兼導師的表現優於專任。推論原因，

可能與教學型態的改變以及教育政策的轉變有關，因而，導師積極了

解自身權益，而專任教師面對學生的時間較少，所以較少關注管教作

為的議題有關，以上推論尚待驗證。 

（二）分項測驗分析與討論 

1.「因害怕法律制裁而守法」方面 

 以平均數而言，教師兼主任（M=12.08）高於教師兼導師（M=11.34

分）、教師兼組長（M=10.98）及專任教師（M=10.88），以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進行統計檢定，則達顯著差異（F=3.856，P＜0.05），經事後檢

定比較則各組間無顯著差異。 

2.「受到同儕相互影響而守法」方面 

 就平均數來看，以平均數而言，教師兼主任（M=12.08）高於教師

兼導師（M=11.34）、教師兼組長（M=10.98）及專任教師（M=10.88），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計檢定，則達顯著差異（F=2.687，P＜

0.05），經事後檢定比較則各組間無顯著差異。 

3.「出於對法律的信任而自覺守法」方面 

 以平均來看，教師兼主任（M=12.92）高於教師兼導師（M=12.34）、

教師兼組長（M=11.81）及專任教師（M=11.77），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進行檢定，則未有顯著差異。 

 綜上分析可知得知，教師兼主任應為在行政工作上，比較有經驗，

對於相關法規亦比較常接觸，瞭解觸法的嚴重性。且導師平時處理學

生管教問題較專任教師多，對於管教問題行為會較為謹慎，以上推論

尚待驗證。 

七、任教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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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檢驗不同任教地區受試者在管教作為層面上是否有差異，於是

以管教作為依變項，針對任教地區不同受試者利用單因子變異數進行

統計檢定，其結果彙整如表 4-29 不同任教區域之國中教師在管教作為

量表差異分析表。 

表 4-29 不同任教區域之國中教師在管教作為量表差異分析 
 學校所在地區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scheffe 

零體罰 

行為總分 

東區 118 32.42 3.88 F=5.283*** 東區＞北區 

中西區＞北

區 

 

中西區 48 33.29 4.09 

南區 54 30.70 3.91 

北區 57 30.04 4.09 

安南區 73 31.33 3.73 

安平區 14 31.43 3.80 

因害怕法律

制裁而守法 

東區 118 11.30 1.51 F=0.999  

中西區 48 11.46 1.69 

南區 54 11.02 1.30 

北區 57 11.05 1.64 

安南區 73 10.97 1.63 

安平區 14 10.86 1.56 

受到同儕相互

影響而守法 

東區 118 8.76 1.34 F=6.746*** 東區＞北區

＞南區 

中西區＞北

區＞南區 

中西區 48 8.96 1.17 

南區 54 7.96 1.49 

北區 57 8.26 1.37 

安南區 73 8.36 1.44 

安平區 14 8.40 1.39 

出於對法律的

信任而自覺守

法 

東區 118 12.36 2.22 F=3.603** 中西區＞北

區 
中西區 48 12.88 2.41 

南區 54 11.72 2.11 

北區 57 11.19 2.22 

安南區 73 12.10 2.30 

安平區 14 12.21 2.40 

＊P＜0.05   ＊＊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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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總測驗分析與討論 

 不同任教地區之台南市國中教師在管教作為量表中，中西

（M=33.29）優於東區（M=32.24）、安平區（M=31.43）、安南區

（M=31.33）、南區（M=30.70）及北區（M=30.04）。以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進行統計檢定， 則有顯著差異（F=5.283，P＜0.001），經事後比

較檢定發現東區優於北區；中西區高於北區。本研究假設 2-7（台南市

國中教師其管教作為分數在「任教地區」變項有顯著差異）獲得支持。 

 本研究結果與吳如玉（2008：90）不同學校位置之彰化縣國小教

師在管教行為，未有顯著差異，結果不相同。本研究推論可能原因是，

台南市東區屬於商業、文教混雜區，而中西區長期是文教區，皆高於

北區，其原因是否為北區人口結構造成，尚待驗證。 

（二）分項測驗分析與討論 

1.「因害怕法律制裁而守法」方面 

 以平均數而言，中西區（M=11.46）高於東區（M=11.30）、北區

（M=11.05）、南區（Ｍ＝11.02）、安南區（M=10.97）及安平區

（M=10.86），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計檢定，未達顯著差異。 

2.「受到同儕相互影響而守法」方面 

 就平均數來看，中西區（M=8.96）高於東區（M=8.76）、安平區

（M=8.40）、安南區（M=8.36）、北區（M=8.26）及南區（Ｍ＝7.96），

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計檢定，則獲顯著差異（F=6.746，P＜

0.001），再經事後比較檢定發現東區高於北區其次是南區；中西區高於

北區其次南區。 

3.「出於對法律的信任而自覺守法」方面 

 就平均數而言，中西區（M=12.88）高於東區（M=12.36）、安平

區（M=12.21）、安南區（M=12.10）、南區（M=11.72）及北區（M=7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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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計檢定，獲得顯著差異（F=3.603，P＜

0.001），經事後檢定比較分析則發現中西區高於北區。 

 綜上所述，台南市的國中教師在管教作為因應的分測驗中可以觀

察到，中西區及東區在「受到同儕相互影響而守法」及「出於對法律

的信任而自覺守法」行為皆表向正向、積極，只有在「因害怕法律制

裁而守法」，表現最差，推論原因可能與中西區及東區的家長社經背景

較高，造成教師管教作為上的壓力有關，以上推論有待研究驗證。 

八、學校班級數： 

 為檢驗不同學校班級數受試者在管教作為層面上是否有差異，於

是以管教作為依變項，針對學校班級數不同受試者利用單因子變異數

進行統計檢定，其結果彙整如表 4-30 不同學校班級數之國中教師在管

教作為量表差異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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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0  不同學校班級數之國中教師在管教作為量表差異分析 
 學校班級數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scheffe 

零體罰 

行為總分 

12 班（含）以下 6 33.83 2.99 F=0.689  

13-24 班 22 32.05 3.33 

25-48 班 145 31.59 3.89 

49 班（含）以上 191 31.58 4.22 

因害怕法律

制裁而守法 

12 班（含）以下 6 12.00 0.63 F=0.831  

13-24 班 22 11.00 1.41 

25-48 班 145 11.22 1.62 

49 班（含）以上 191 11.10 1.53 

受到同儕相互

影響而守法 

12 班（含）以下 6 9.00 1.27 F=1.219  

13-24 班 22 8.59 1.05 

25-48 班 145 8.25 1.43 

49 班（含）以上 191 8.48 1.46 

出於對法律的

信任而自覺守

法 

12 班（含）以下 6 12.83 1.84 F=0.503  

13-24 班 22 12.45 1.95 

25-48 班 145 12.12 2.22 

49 班（含）以上 191 12.00 2.40 

＊P＜0.05   ＊＊P＜0.01   ＊＊＊P＜0.001 

（一）總測驗分析與討論 

 不同學校班級數之台南市國中教師在管教作為量表中，12 班（含）

以下（M=33.83）優於 13-24 班（M=32.05）、25-48 班（M=31.59）及

49 班含以上（M=31.58）。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計檢定， 則未

有顯著差異。本研究假設 2-8（台南市國中教師其管教作為分數在「學

校班級數」變項有顯著差異）未獲得支持。 

 與本研究相同的有，陳寶卿（2008，96）研究不同學校類型之國

小教師在零體罰管教行為中管教行為的整體層面，並未達顯著差異；

而與吳如玉（2008：91）研究彰化縣國小教師在不同學校規模的管教

行為，有顯著差異，結果不一致。推論原因，在問卷的方向不同所致，

以上推論尚待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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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項測驗分析與討論 

1.「因害怕法律制裁而守法」方面 

 以平均數來看，12 班（含）以下（M=12）優於 25-48 班（M=11.22）、

49 班含以上（M=11.10）及 13-24 班（M=11）。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

行統計檢定，則未達顯著差異。 

2.「受到同儕相互影響而守法」方面 

 就平均數來看，12 班（含）以下（M=9）優於 13-24 班（M=8.59）、

49 班含以上（M=8.48）及 25-48 班（M=8.25）。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進行統計檢定，則未達顯著差異。 

3.「出於對法律的信任而自覺守法」方面 

 以平均數而言，12 班（含）以下（M=12.83）優於 13-24 班

（M=12.45）、25-48 班（M=12.12）及 49 班含以上（M=12.00）。以單

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計檢定，則未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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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教師法治態度對零體罰政策之相關分析 

 本節旨在探討台南是國中教師在法治態度與零體罰政策態度及行

為因應的相關情形，分別以兩項分數進行皮爾森（pearson）積差相關

加以考驗，以下茲分別說明。 

壹、法治態度與管教作為之相關 

一、總測驗分析與討論 

 由表 4-31 可知，台南市國中教師法治態度與零體罰政策管教行為

之因應其相關為（r=0.335），結果顯示國中教師的法治態度與零體罰政

策行為之因應間呈現顯著正相關，且是中度相關。即教師法治態度愈

正向其行為愈趨積極。此結果與本研究假設三：國中教師對「法治態

度」與「管教作為」之間有顯著正相關，證明成立。 

表 4-31 法治態度與管教作為之相關 
 零體罰政策管教作為因應總分 

法治態度總分 0.335** 
＊P＜0.05   ＊＊P＜0.01   ＊＊＊P＜0.001 

 二、分測驗分析與討論 

 從表 4-32 可知法治態度的各分項與零體罰政策管教作為因應的各

分項相關情形，除法治態度的「守法行為」與零體罰政策管教作為因

應中的「因害怕法律制裁而守法」分項沒有相關外，其他在法治態度

「法治的認知」（r=0.210）、「法治的評價」（r=0.219）與零體罰政策管

教作為「因害怕法律的制裁而守法」有顯著低度相關；法治態度的三

個分項與零體罰政策管教作為「受到同儕相互影響」亦是低度顯著正

相關；法治態度「法治的認知」與零體罰政策管教作為「出於對法律

的信任而自覺守法」則是有相關，相關程度不大；法治態度「法治的

評價」（r=0.227）、「守法的行為」（r=0.2）與零體罰政策管教作為「出

於對法律的信任而自覺守法」之相關是有顯著低度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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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法治態度與零體罰政策管教作為各分項之相關一覽表 

 
法治態度 

法治的認知 法治的評價 守法的行為 
零
體
罰
政
策
管
教

作
為
因
應 

因害怕法律制裁

而守法 0.210** 0.219** 0.090 

受到同儕相互影

響而守法 0.148** 0.177** 1.72** 

出於對法律的信

任而自覺守法 0.107* 0.227** 0.200** 

＊P＜0.05   ＊＊P＜0.01   ＊＊＊P＜0.001 

   

貳、法治態度與零體罰政策態度之相關 

一、總測驗分析與討論 

 由表 4-33 可知，台南市國中教師法治態度與零體罰政策態度之因

應其相關為（r=0.490），結果顯示國中教師的法治態度與零體罰政策態

度因應間呈現顯著中度正相關。代表教師本身法治態度愈正向其應用

於零體罰政策態度上則愈正向。此結果與本研究假設四：國中教師的

法治態度與因應零體罰態度之間有顯著正相關，證明成立。 

表 4-33 法治態度與零體罰政策態度之相關 
 零體罰政策態度因應總分 
法治態度總分 0.490** 

＊P＜0.05   ＊＊P＜0.01   ＊＊＊P＜0.001 

二、分測驗分析 

 從表 4-34 可知，法治態度的各分項測驗與零體罰政策態度的各分

項測驗相關情形，其中法治態度的「法治的認知」、「法治的評價」及

「守法的行為」與零體罰政策態度中「法治的認知」（r=0.221）、「法治

的評價」（r=0.114）及「守法的行為」（r=0.117）中只有法治態度「法

治的認知」與零體罰政策態度中「法治的認知」及「守法的行為」有

低度正相關，其餘則是有相關，但相關程度不大；法治態度的「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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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與零體罰的政策態度的「法治認知」（r=0.332）、「法治的評價」

（r=0.462）及「守法的行為」（r=0.337）三個分項皆達顯著中度相關；

而法治態度中的「守法的行為」除與零體罰政策態度中的「法治認知」

（r=0.284）呈現顯著低度相關外，在零體罰政策態度中「法治的評價」

（r=0.312）及「守法的行為」（r=0.390）都達到顯著中度正相關。 

 根據上述分析資料，可看出教師的法治態度應用於零體罰政策

時，「法治的評價」及「守法行為上」其相關性大於「法治的認知」，

顯示法治態度在面對實際政策時會打些折扣，到具體行為時，折扣更

大，以上推論有待驗證。 

表 4-34 法治態度與零體罰政策態度各分項相關一覽表 

 
法治態度 

法治的認知 法治的評價 守法的行為 
零
體
罰
政
策
態
度 

法治的認知 0.221** 0.332** 0.284** 

法治的評價 0.114* 0.462** 0.312** 

守法的行為 0.117** 0.337** 0.390** 

＊P＜0.05   ＊＊P＜0.01   ＊＊＊P＜0.001 

 

参、零體罰政策態度管教作為之相關 

（一）總測驗分析與討論 

 由表 4-35 可知，台南市國中教師零體罰政策態度與管教作為之因應

其相關為（r=0.433），結果顯示國中教師的零體罰政策態度與管教作為

之因應間呈現顯著正相關，且是中度相關。代表教師對零體罰政策所

持的態度，確實會影響其管教作為。此結果證明本研究假設五：國中

教師對零體罰政策的態度與實際作為有顯著相關，證明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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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5 零體罰政策態度與零體罰政策管教作為之相關 
 零體罰政策態度因應總分 

零體罰政策管教作為因應 0.433** 
＊P＜0.05   ＊＊P＜0.01   ＊＊＊P＜0.001 

 

（二）分測驗分析 

 依據表 4-36 可知教師的法治態度與行為應用在零體罰政策時的相

關情形，在零體罰政策態度中的「法治認知」與零體罰政策管教作為

「因害怕法律制裁而守法」（r=0.132）、「受到同儕相互影響而守法」

（r=0.170）及「出於對法律的信任而自覺守法」（r=0.160）三個部分，

除在「因害怕法律制裁而守法」有相關，但程度不高外，其餘兩者皆

是顯著低度正相關；在零體罰政策態度「法治評價」與零體罰政策管

教作為「因害怕法律的制裁而守法」（r=0.210）、「受到同儕相互影響而

守法」（r=0.429）及「出於對法律的信任而自覺守法」（r=0.455）部分，

除在「因害怕法律的制裁而守法」是顯著低度正相關，其餘都是顯著

中度正相關；而在零體罰政策態度「守法的行為」與零體罰政策管教

作為「因害怕法律制裁而守法」（r=0.222）、「受到同儕相互影響而守法」

（r=0.393）及「出於對法律的信任而自覺守法」（r=0.395）部分，除「因

害怕法律制裁而守法」是顯著低度正相關，其他都是顯著中度正相關。 

表 4-36 零體罰政策態度與管教作為因應相關一覽表 

 
零體罰政策態度 

法治的認知 法治的評價 守法的行為 
零
體
罰
政
策
管
教

作
為
因
應 

因害怕法律制裁

而守法 0.132* 0.210** 0.222** 

受到同儕相互影

響而守法 0.170** 0.429** 0.393** 

出於對法律的信

任而自覺守法 0.160** 0.455** 0.395** 

＊P＜0.05   ＊＊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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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利用統計檢定的發現，在總量表中，台南市國中教師不論在

法治態度與零體罰政策管教行為因應、法治態度與零體罰政策態度因

應及零體罰態度與零體罰政策管教作為因應，都呈現顯著中度正相

關，因此研究者推論，第一，法治態度確實會影響其行為，其次，基

礎的法治態度會影響教師在處理教育政策議題的方向。因此，法治教

育的基礎確實是值得深耕與推廣。  

 另在分項測驗中，不論是在「法治態度」與「零體罰政策管教作

為」、「法治態度」與「零體罰政策態度」及「零體罰政策態度與管教

作為」三個部分之相關性，除了只有在法治態度中的「守法行為」及

零體罰政策管教作為「因害怕法律的制裁而守法」沒有相關性外，其

於皆有低度或中度正相關，推論造成此原因，造成國中教師因應法律

問題時，周圍同儕的處理模式或本身對法律的信任，或多或少會影響

其處理問題時的依據，並不會因法律的修改而影響其做法，以上推論

有待研究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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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壹、台南市國中教師的法治態度 

 一、台南市國中教師在法治態度的表現尚有進步空間。 

（一）台南市國中教師法治態度量表的平均分數為 84.36，法治態度尚

稱良好，但仍有進步空間。 

（二）若以法治態度量表架構來看，可分為三大部分，分別為「法治

的認知」、「法治的評價」、「守法的行為」。教師在「法治的認知」表現

最佳，「法治的評價」及「守法的行為」兩個部份表現，有待加強。 

二、不同變項台南市國中教師在法治態度層面的差異 

（一）不同性別的台南市國中教師在法治態度表現的差異情形 

1.以總測驗而言，男性教師的法治態度表現比女性教師好，但未達顯著

差異。 

2.以分項測驗而言，不同性別的國中教師在法治態度的三個分項中，皆

未達顯著差異。 

（二）不同年齡的台南市國中教師在法治態度表現的差異情形 

1.以總測驗而言，不同年齡的台南市國中教師在法治態度量表上達顯著

差異，進行事後比較發現，年齡 51 歲以上的國中教師法治態度表現優

於年齡 30 歲（含）以下的國中教師。 

2.以分測驗而言，不同年齡的國中教師在「法治的評價」及「守法的行

為」中達顯著差異，經事後比較發現，在「法治的評價」中年齡 41-50

歲國中教師法治態度表現較 30 歲（含）以下的國中教師佳；而「守法

的行為」中各組間無顯著差異。 

（三）不同服務年資的台南市國中教師在法治態度表現的差異情形 

1.以總測驗而言，服務年資愈高法治態度愈好，且不同服務年資的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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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國中教師在法治態度量表，達顯著差異，但經事後比較，各組間無

顯著差異。 

2.以分測驗而言，不同服務年資的國中教師在「法治的評價」上達顯著

差異，進行事後比較發現，服務年資 16-25 年的國中教師法治態度表現

優於 5 年（含）以下的國中教師。 

（四）不同教育程度的台南市國中教師在法治態度表現的差異情形 

1.以總測驗而言，不同教育程度的國中教師在法治態度上未達顯著差

異。 

2.以分測驗而言，不同教育程度的國中教師在法治態度的分項中，皆未

達顯著差異。 

（五）不同師資養成的台南市國中教師在法治態度表現的差異情形 

1.以總測驗而言，不同師資養成的國中教師在法治態度量表，未達顯著

差異。 

2.以分測驗而言，不同師資養成的國中教師在法治態度的分項中，皆未

達顯著差異。 

（六）擔任不同職務的台南市國中教師在法治態度表現的差異情形 

1.以總測驗而言，擔任不同職務的國中教師在法治態度表現，達顯著差

異，進行事後比較發現，教師兼主任的法治態度依序優於教師兼導師、

專任教師及教師兼組長。 

2.以分測驗而言，不同職務的國中教師在「法治的認知」及「法治的評

價」分項中達顯著差異分析，進行事後比較發現，在「法治的認知」

分量表中教師兼主任的表現高於專任教師，以及教師兼導師；「法治的

評價」中則以教師兼主任的表現高於教師兼導師、專任教師及教師兼

組長。 

（七）不同任教區域的台南市國中教師在法治態度表現的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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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總測驗而言，不同任教區域的國中教師在法治態度量表，未達顯著

差異。 

2.以分測驗而言，不同任教區域的國中教師在法治態度的各分項中，皆

未達顯著差異。 

（八）不同學校班級數的台南市國中教師在法治態度表現的差異情形 

1.以總測驗而言，不同學校班級數的國中教師在法治態度量表，未達顯

著差異。 

2.以分測驗而言，不同學校班級數的國中教師在法治態度的各分項中，

皆未達顯著差異。 

貳、台南市國中教師的零體罰政策態度與行為 

一、台南市國中教師在零體罰政管教作為量表的表現佳，尚有進步空

間。 

（一）台南市國中教師在零體罰政策管教作為因應量表的平均分數為

31.65，管教作為表現趨於正向積極。  

（二）若以零體罰政策管教作為因應量表架構來看，教師在「受到同

儕相互影響而守法」及「出於對法律信任而自覺守法」皆高於單題平

均數，影響較大，而在「因害怕法律的制裁而守法」影響最小，顯示

零體罰政策的法律仍有發揮嚇阻作用。 

二、不同變項台南市國中教師在零體罰政策管教作為層面的差異 

（一）不同性別的台南市國中教師在零體罰政策管教作為的差異情形 

1.以總測驗而言，男性教師的管教作為表現優於女性教師，且達顯著差

異。 

2.以分項測驗而言，不同性別的國中教師「受到同儕相互影響而守法」

及「出於對法律的信任而自覺守法」，達顯著差異，且女性教師在管教

作為的表現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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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年齡的台南市國中教師在零體罰政策管教作為的差異情形

1.以總測驗而言，不同年齡的國中教師在零體罰政策管教作為因應的量

表，未達顯著差異。 

2.以分測驗而言，「因害怕法律制裁而守法」的分項中 41-50 歲高於 30

歲（含）以下的國中教師。 

（三）不同服務年資的國中教師在零體罰政策管教作為的差異情形 

1.以總測驗而言，不同服務年資的國中教師在零體罰政策管教作為因應

的量表，未達顯著差異。 

2.以分測驗而言，不同服務年資的國中教師在零體罰政策管教作為因應

量表的三個分項中，皆未達顯著差異。 

（四）不同教育程度的國中教師在零體罰政策管教作為的差異情形 

1.以總測驗而言，不同教育程度的國中教師在零體罰政策管教作為因應

的量表，未達顯著差異。 

2.以分測驗而言：不同教育程度的國中教師在零體罰政策管教作為因應

量表的三個分項中，皆未達顯著差異。 

（五）不同師資養成的國中教師在零體罰政策管教作為的差異情形 

1.以總測驗而言，不同師資養成的國中教師在零體罰政策管教作為因應

量表，未達顯著差異。 

2.以分測驗而言，不同師資養成的國中教師在「因害怕法律的制裁而守

法」分項中有顯著差異，學士後教育學分班顯著高於一般教育大學教

育學程的國中教師；受師範院校培育的國中教師亦顯著高於一般大學

教育學程。 

（六）擔任不同職務的國中教師在零體罰政策管教作為的差異情形 

1.以總測驗而言，擔任不同職務的國中教師在零體罰政策管教作為因應

量表，達顯著差異，且教師兼導師顯著高於專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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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分測驗而言，擔任不同職務的國中教師在零體罰政策管教作為因應

的各分項中，皆以教師兼主任得分最高。分項中以「因害怕法律制裁

而守法」及「受到同儕相互影響而守法」，有顯著差異，但經事後比較

各組間皆無顯著差異。 

（七）不同任教區域的國中教師在零體罰政策管教作為的差異情形 

1.以總測驗而言，不同任教地區的國中教師在零體罰管教作為因應，達

顯著差異，且東區顯著優於北區；中西區顯著優於北區。 

2.以分測驗而言，「受到同儕相互影響而守法」的分項中有顯著差異，

以東區顯著大於北區及南區；中西區顯著高於北區及南區。「出於對法

律的信任而自覺守法」，有顯著差異，且中西區顯著高於北區。 

（八）不同學校班級數的國中教師在零體罰政策管教作為的差異情形 

1.以總測驗而言，不同學校班級數的國中教師在零體罰政策管教作為因

應量表中，未達顯著差異。 

2.以分測驗而言，三個分項均未達顯著差異。 

参、台南市國中教師的法治態度與行為相關的情形 

一、國中教師的法治態度與管教作為之間呈現顯著中度正相關。 

二、法治態度與因應零體罰政策態度之間呈現顯著中度正相關。 

三、零體罰政策態度與管教作為因應之間呈現顯著中度正相關。 

四、國中教師的「法治態度」各分項與「零體罰政策管教作為因應」

各分項之間相關結果： 

（一）「守法的行為」與「因害怕法律的制裁」沒有相關。 

（二）「法治的認知」、「法治的評價」與「因害怕法律的制裁而守法」

有顯著低度正相關。 

（三）「法治的認知」、「法治的評價」及「守法的行為」與「受到同儕

相互影響」，有相關，但相關程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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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治的認知」與「出於對法律的信任而自覺守法」，有相關，

但相關程度不大。 

（五）「法治的評價」、「守法的行為」與「出於對法律的信任而自覺守

法」，有顯著低度相關。 

五、國中教師的「法治態度」與「零體罰政策態度」各分項相關情形： 

（一）法治態度的「法治的認知」與零體罰政策態度的「法治的認知」

有低度正相關，而與「法治的評價」及「守法的行為」之間則呈現有

正相關，但相關不大。 

（二）法治態度「法治的評價」與零體罰政策態度三個分項，皆有中

度正相關。 

（三）法治態度的「守法的行為」與零體罰政策態度中的「法治的認

知」是低度正相關，而與「法治的評價」及「守法的行為」有中度正

相關。 

六、台南市國中教師在因應「零體罰態度」與「管教作為」的各分項

間相關結果： 

（一）「法治的認知」與「因害怕法律制裁而守法」、「受到同儕相互影

響而守法」及「出於對法律的信任而守法」三個部分，呈現正相關，

但相關程度不大。 

（二）「法治的評價」與「因害怕法律的制裁而守法」間有顯著低度相

關。 

（三）「法治的評價」與「受到同儕相互影響而守法」及「出於對法律

的信任而自覺守法」有顯著中度相關。 

（四）「守法的行為」與「因害怕法律制裁而守法」有顯著低度相關。 

（五）「守法的行為」與「受到同儕相互影響而守法」及「出於對法律

的信任而自覺守法」則是呈現中度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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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本節根據文獻探討與實證研究的結果發現，提出以下建議，以提

供教育政策的推廣、教師法治態度與守法行為的提升及後續的研究參

考。 

壹、持續深耕法治教育的辦法 

 根據本研究的發現，法治態度與管教作為有中度正相關，顯示法

治態度確實會影響行為，因此，教育政策推行的順利與否，教師的法

治態度有其影響性；再者，在法治態度與零體罰政策態度各分項間的

相關情形可以發現，教師的法治態度在「法治的評價」及「守法的行

為」高於「法治的認知」，顯示教師法治態度的形成，應於師資養成的

過程中重視法治態度的培育及建立，且教師法治教育的重點應偏向於

情意及技能的提升，而不再以認知為重點。因此，未來在規劃師資培

育的課程中可將法治課程納入學分計算，透過課程的安排學習法治精

神，且在教甄的題目中，可增加教育政策的比例，以培養教師隨時關

注法治的議題。除此之外，對於現任教師持續不定期給與法治議題的

相關宣導，例如透過案例分享或是提供 K12 等管道宣導相關法治議

題，再者也能將法治態度的指標納入教師專業評鑑中，以期教師的法

治觀能與時俱進，更能以身作則，作為學生的楷模及典範。 

貳、推動政策時，宜以澄清教師個人認知或形成團體共識為重點 

 根據本研究的發現，在零體罰政策的態度及管教作為的因應情形

方面， 「法治的評價」、「守法的行為」與「受到同儕相互影響而守法」、

「出於對法律的信任而自覺守法」有中度正相關，顯示推動教育政策

措施宜以態度與行為為重點，藉以澄清教師似是而非的法治看法，且

以建立守法氣氛為先，透過團體守法氛圍及共識，以影響教師行為的

方向，進而提升教師法治的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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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規劃資深教師經驗傳承計畫 

 本研究發現在年齡及服務年資方面，資深教師的法治態度確實比

較好，許多初任教職的新進教師，剛任教時在法治認知上會比較單純，

但任職一段時間後，常會有「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的困境，再

經過一段時間處理學生事務上的經驗才會有「見山還是山；見水還是

水」的全方位的考量。因此，避免學生淪為教學試驗品，規劃資深教

師的經驗傳承，在第一時間建立師徒制，輔導初任教師專業成長，以

快速增進教師法治態度及行為的正向發展，將有利法治教育的推動。

但為避免學校因受大環境影響，而無資深教師的窘境，各學校可以建

立校園師資年齡結構的均衡性，以期初任教師可以耳濡目染資深教師

的典範，且不同結構的教師，在教學上可以互相幫忙、成長，或引進

退休教師的人力資源，結合與專業教師成長的輔導團體，推動對教育

仍有熱情的退休教師，輔助初任教師在教學上能勝任愉快，並且政府

應規劃對資深教師留任的相關福利，以免教育資源產生斷層現象。 

肆、建立行政、導師工作輪調機制 

 依據本研究結果，不同職務確實會影響其法治態度的整體表現，

其中擔任行政職的教師其法治態度表現優於一般教師，若能建立一般

教師及兼職行政工作的教師工作互為輪替的制度，對整體教師法治態

度的提升應有所助，且法治重要的精神在於行政官員須以法行政，避

免侵犯人民的權利，而在校園中擔任行政職務者更是依法行事的代

表，政府應每年應加強對行政職的法治教育訓練，從上而下，落實知

法守法的精神，對於校園中法治教育的推行將有所助益；另外，教師

兼組長及導師與學生接觸最頻繁，因此對與此階層職務的教師其法治

教育不斷宣導及再教育，將可促使其法治態度與行為有正向積極的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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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幫助教師有機會接觸法治議題 

 根據本研究的發現，零體罰政策的態度與管教作為的因應彼此間

有相關，因此法律的瞭解程度愈好，將有助於提昇教師法治態度與守

法層面的落實。教育主管單位應提供不同學習管道或機會，協助教師

透過不同傳媒或法治議題的研習宣導，以增進教師法治態度，並內化

於自身的一部分，進而落實於日常生活中。 

 

第三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以「台南市國中教師的法治態度與行為相關之研究─以零體

罰為例」為研究主題，基於各種主、客觀因素和侷限，本研究的限制

可由三方面來說明，茲分述如下： 

一、以研究對象而言 

    本研究其研究取樣只限於台南市的國中教師，所以研究調查的結

果將不適於類推至全國各國民中學教師法治態度與行為之間的關係。 

二、以研究內容而言： 

    影響教師法治態度與行為的因素很多，例如教師在教學工作上從

事管教行為是受到公權力的干涉還是公權力彰顯的一部分，如果以學

生的角度來看，教師的管教行為是公權力的彰顯，而若以教師角度來

看管教行為則是受到公權力的干涉，且法治態度為建構性的概念並無

一定客觀標準。因此，在進行教師法治態度與行為的研究上仍有許多

議題未被深入討論，造成問卷的調查上無法將規範教師的所有法規及

情境完全納入，故內容推論上受此限制，另教師在本研究以台南市國

中教師法治態度與行為等相關資料，僅限於工具所涵蓋之範圍。 

三、以研究方法而言：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為主來從事研究。受試者自行填答問卷時，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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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受到受試者本身的「社會可欲性」影響，因此本研究中對於台南市

國中教師法治態度與行為相關之研究，僅能由統計數字所呈現的結果

加以解釋。 

第四節 研究展望 

 本節就研究變項、研究對象、研究工具及研究方法四個方面對未

來研究者提出展望，分述如下： 

壹、研究變項 

 影響教師法治態度與行為的變項非常之多，本研究所規劃探討的

自變項為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服務年資、師資養成方式、擔任職

務、學校所在地區及學校班級數等八個變項，今後可進一步增加其他

變項，如不同任教領域、師資養成階段是否有修習過法律相關課程、

法治態度的來源等加以進行討論。 

貳、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僅限於台南市國中教師，研究範圍較小，故建議今後

之研究者若在人力、財力許可之下，可擴大研究對象的選取範圍，並

比較不同，例如在地區上可擴及全國北、中、南、東四區，以廣泛探

究國中教師的法治態度與行為。 

参、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之工具為研究者自編的問卷，雖根據文獻探討的過

程，經信度與內容效度的考驗而編製完成，但仍有許多細節未臻完善，

例如問卷的題目可再精細、統計方法上可再多元化，例如以因素分析

來考驗法治態度量表及零體罰態度及作為因應量表是能達成更客觀的

結果，因此未來的研究者可設計更完善的測量工具對此做進一步的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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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研究，在問卷施測過程中，經信

度檢驗後根據研究需要刪除許多法治態度及管教作為的題目，推測原

因，可能與教師不願如實填答有關，而此結果也反應問卷調查方法的

侷限。此外，亦有可能在於過往的研究多為法治認知與態度，較少涉

及行為面向的研究，因而許多影響法治行為的議題尚未有深度之探

究，而不足以進行量化研究。因此，對於影響國中教師法治態度與行

為的因素，本研究只能做大略的了解，不易深入探究，為增進研究的

深度及廣度，以及樣本的有效性，未來的研究應以質性研究為先，擴

大範圍以訪談、觀察、俗民誌等質性研究的方法，建構相關的內涵， 

等累積一定的成果再進行量化研究，才能切確為此研究提供有系統的

脈絡。 

 

伍、研究面向 

 從本研究可以發現，教育議題─零體罰政策在法治態度及行為上

的相關情形，然零體罰政策只是教育政策中的一小部分，尚有許多教

育政策衝擊教師的法治態度及行為，未來的研究者應可從各種不同政

策與措施，進一步探討教師法治態度與守法行為間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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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專家效度協助名單（按姓氏筆畫順序） 

姓名 職稱 

王宏寶 台南縣立永仁高級中學校長 

陳文政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教授 

陽永華 台南市立成功國民中學校長 

黃惟饒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蕭妙香 國立台南教育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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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台南市國中教師法治態度與行為相關之問卷 

 

 

 

 

 

 

 

 

敬愛的老師您好： 

    非常感謝您願意協助填寫本問卷，本研究希望了解目前「國中教

師法治態度與行為之間的關係」，您所填寫的意見相當重要且有價

值，每個問題的答案並無對或錯，僅是反應個人意見，敬請放心依照

真實情形作答。問卷所取得的資料，僅作學術研究之用，不涉及個別

探討，有關資料內容絕對保密。因此，期望您的協助，敬請儘速送交

貴校負責分發問卷同仁。感謝您的鼎力協助與合作 ！ 

敬祝 

教安！平安！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學碩士班 

                      指  導  教  授  :  黃  惟  饒   博 士 

                      研  究  生 : 黃 琡 雯  敬 啟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八 年 十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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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基本資料】 

填答說明：請在閱讀題目後，根據您實際的情況，在適當的□內打「v」，

敬請逐一回答。 

1.性別：□(1)男  □(2)女 

2.年齡： 

□ (1)30 歲（含）以下 □(2)31～40 歲 □(3)41～50 歲 □(4)51 歲(含)

以上。 

3.服務年資： 

□(1)5 年(含)以下  □(2)6~15 年  □(3)16~25 年  □(4)26 年(含)以上 

4. 教育程度： 

□(1)大學畢業(學士)  □(2)碩士(含四十學分班)  □(3)博士 

5. 師資養成方式： 

□(1)一般大學教育學程  □(2)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3)師範院校 

6.擔任職務： 

□(1)教師兼主任  □(2)教師兼組長  □(3)教師兼導師  □(4)專任教

師 

7.任教區域： 

□(1)東區 □(2)中西區 □(3)南區 □(4)北區 □(5)安南區 □(6)安平

區 

8.學校班級數： 

□(1)12 班(含)以下 □(2)13-24 班 □(3)25-48 班 □(4)49 班(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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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國中教師的法治態度量表】 

 

填答說明： 

    本量表的問卷內容包含「法治認知」、「法治評價」以及「守法

行為 」三大面向，答案並沒有絕對的對或錯，請依照您的看法，據

實回答即可，並在適當的中打「」，謝謝您的合作與協助。 

一、法治認知：就您所知，您對該項敘述是否同意。 

二、法治評價：您是否真正願意遵守或支持該項敘述，即使正在吃虧

的情況亦然。 

三、守法行為：實際上，您遵守或支持該項敘述的情形如何。 

一、請問下述生活與工作中的法律相關問

題，您的看法為何？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不論國家法律的訂定讓我覺得是否合

宜，其所規定的條文我都會嚴格遵守。 
     

2. 
《教師法》是教師在工作上最具強制

力的規範。 
     

3. 
不論學生日常行為表現如何，一位好

教師會積極維護學生受教權益。 
     

4. 
若沒有法律的規範，個人的行為容易

脫序。 
     

5. 
不論現行法律規定是否有利於教師，
我認為教師都應該嚴守職分，發揚師
道及專業精神。 

     

6. 
上班中，臨時有私事需外出1-2個小
時，不需辦理請假手續。 

     

7. 
若是沒有《教師法》的規範，教師的
人權將不會得到保障。 

     

8. 法律是用來保障好人、懲罰壞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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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請問下述生活與工作中的法律相關問

題，您的看法為何？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9. 
我同意教師的教學及對學生之輔導
應享有專業自主，不受法規過多的限
制。 

     

10. 
為了增進學生升學競爭力，我還是覺
得能力分班是可以被接受的。 

     

11. 
半夜時路上無人車，闖紅燈是沒有關
係的。 

     

12. 
教師在課堂上講些無傷大雅的黃色
笑話，以增加學生學習動機是可以被
接受的。 

     

13. 
為了個人的私利，只要不影響到別
人，偶爾有規避法律的作法是可以接
受的。 

     

14. 
看到學生騎單車雙載，我不會採取任
何行動。 

     

15. 
發現學生違規訂購校外商店販賣的
飲料，我會請他一分鐘內喝完，否則
立即倒掉。 

     

16. 
校園中看到學生霸凌事件，我會主動

加以制止。 
     

17. 

不論是否合法，為了大多數學生的利

益，老師讓頑劣的學生轉離學校是可

以接受的。 

     

18. 
為了教學方便，我認為在課堂上使用

參考書或測驗卷是可以接受的。 
     

19. 
我會遵守學校所有的規定，以免遭受

懲處。 
     

20. 
我擔心被家長投訴，所以我不經手學

生所繳學校規定之外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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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請問下述生活與工作中的法律相關問

題，您的看法為何？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21. 
我怕指責學生的時候會觸犯法律，所

以都用稱讚鼓勵的方式管教學生。 
     

22. 
因為多數人在網路上隨意下載影

片，所以我也會如此做。 
     

23. 

我不會為了炫耀自己的教學能力，而

公布學生成績，即使其他教師仍會公

布學生成績。 

     

24. 
我不會搜查學生的書包，因為每個人

都有自己的隱私權。 
     

25. 
學生上課時使用手機屢勸不聽，我會

強制代為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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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教師對零體罰政策之態度及管教作為因應調查問卷】 

 

 

 

填答說明： 

    本量表主要描述一些生活中您可能常遇到的情況，在每個情況

中，都列有幾個可能的反應方式，請就您的實際行為，在適當的中

打「」。 

    您所「」的答案沒有標準答案，請依照您的意思逐題做答，謝

謝您的合作與協助。 

一、零體罰實施後，下列敘述是否符合您的

教學工作實況？ 

從

未

如

此 

很

少

如

此 

偶

爾

如

此 

經

常

如

此 

總

是

如

此 

1. 我完全依照校規獎懲學生行為。      

2. 
我遵照教育部公布的「教師輔導與管
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來管教學生。      

3. 
我會對學生的違規行為採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的態度。      

4. 
在我任教的學校仍有教師體罰學生，
所以我也會體罰學生。      

5. 
有了家長同意體罰的協議後，我會用
體罰方式管教學生。 

     

6. 
學生上課吵鬧不聽話激怒我，會讓我
忘記零體罰的規定。 

     

7. 
為管教學生方便，有時無法兼顧零體
罰的規定。      

8. 
面對好鬥成性或喜歡欺負弱小的學
生，我會用體罰方式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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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答說明： 

    這個部分並沒有所謂的對或錯，請依照您平時的看法，據實回答

即可，並在適當的中打「」，謝謝您的合作與協助。 

二、零體罰實施已有一段時間，社會上正反

面評價皆有，請問，身處教育工作第一現場

的您對於零體罰的看法為何？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零體罰可保障學生的身心自主權。      

2. 
零體罰是為了保障學生的人格發展

權。 
     

3. 
當有體罰事件發生時，教師應該要立

即通知學校相關單位進行處理。 
     

4. 
零體罰的立法是為了使教育過程符合

社會公平正義的原則。 
     

5. 
制定零體罰政策的目的是終止權威的

教育方式，邁向民主法治的教育環境。 
     

6. 
學生不經體罰的教育方式，也可以得

到良好的學習成效。 
     

7. 
零體罰實施後，更能促進學生受教權

的平等。 
     

8. 
零體罰實施後，學生行為日益惡劣，

我認為政府應該解除懲戒禁令。 
     

9. 
我樂意遵守包括零體罰相關規定在內

的一切法令。 
     

10. 教師體罰學生，將會降低教育成效。      

11. 
為了學生好，我認為可以使用體罰管

教學生。 
     



附錄 

157 

二、零體罰實施已有一段時間，社會上正負

面評價皆有，請問，身為教育工作第一現場

的您對於零體罰的看法為何？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2. 
對於極度頑劣的學生，在採用各種管

教方式都無效後，我會訴諸於體罰。 
     

13. 

為維護多數人的受教權，教師因事制

宜地以體罰方式管教學生是情有可原

的。 
     

14. 
在家長、學生信任我的管教方式之

下，適度體罰是可以被接受的。 
     

15. 
我相信「不打不成器」。因此，採用體

罰的管教方式是可以接受的。 
     

16. 
若學校接受教師以體罰的方式管教學

生，我就可以施以體罰。 
     

17. 
學校作風強硬，家長默許，所以可以

放心體罰學生。 
     

18. 
在四下無人時，以體罰方式管教學生

是可行的。 
     

19. 
為了避免種種麻煩，我遵守零體罰政

策。 
     

20. 
學校同仁皆認為體罰是落伍的管教方

式，所以我也認同零體罰。 
     

21. 
學校裡仍有老師體罰學生。因此，我

認為體罰是沒有關係的。 
     

22. 

用體罰的方式管教態度惡劣的學生，

雖然不是最合理的管教行為，但卻是

有效的方式。 
     

23. 

在教學工作上常感到管教的無助時，

採用體罰作為輔助，不失為一種好辦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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