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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調查研究旨在了解國民中學學校社會資本現況，並探討不同學

校環境變項與教師人口變項是否會影響國民中學學校社會資本現況。 

根據本研究目的，研究者以臺北縣國民中學教師為研究對象，以

自編之「我國國民中學社會資本現況調查問卷」為研究工具，進行問

卷調查，並將回收所得資料經描述統計、獨立樣本 t 考驗、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及薛費事後比較等統計分析。最後將研究結果分析討論後，

歸納成結論，並提出各項相關之具體建議。 

第一節 主要研究發現 

綜合本研究調查所得之資料經分析討論後，本研究獲得以下研究

發現： 

壹、 國民中學學校整體、內部、外部社會資本平均數均高

於 2.5，但學校內部社會資本得分高於學校外部社會資

本得分 

學校社會資本之整體得分平均數為 2.9301，學校內部社會資本得

分平均數為 3.0961，學校外部社會資本得分平均數為 2.7642，以四分

量表平均數為 2.5 分而論，顯示學校內部社會資本、學校外部社會資

本與學校整體社會資本之情況都算良好，但是學校內部社會資本之現

況比學校外部社會資本之現況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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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社會資本各層面得分由高至低依序為內部規範、內部

信任、內部信念、外部信任、外部規範、內部網絡、

外部信念、外部網絡 

國民中學社會資本現況調查問卷之各層面之平均得分由高至低

排列分別為：內部規範、內部信任、內部信念、外部信任、外部規範、

內部網絡、外部信念、外部網絡。學校內部社會資本中的「規範」層

面得分最高，而學校外部社會資本中的「網絡」層面得分最低。 

在各子題分析方面，從分數最高與最低的五題可知，得分最高的

是「如果同事有機可趁的話，我覺得大多數都想佔我的便宜」，顯示

國民中學教師信任工作夥伴，認為同事之間不會利用機會而佔他人便

宜，得分最低的是「我經常透過家長的關係而認識更多朋友」，顯示

國民中學教師與家長之間的關係、情感有待進一步改善。 

參、 不同的「學校所在地區」、「是否為偏遠學校」與不

同的「教師性別」之學校社會資本無差異 

不同學校所在地區、是否為偏遠學校與教師不同性別等，在學校

內部社會資本、外部社會資本與整體學校社會資本之現況均未達顯著

差異，而且各個層面也都未達顯著差異。 

肆、 不同的學校環境變項-「學校型態」、「學校規模」與

「學校校齡」之學校社會資本現況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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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校型態 

私立高中之學校「外部」社會資本與學校「整體」社會資本，都

高於縣立國中與縣立高中。各層面部分，私立高中在「外部網絡」與

「外部信念」兩個層面上之社會資本也都高於縣立國中以及縣立高

中。 

二、 學校規模 

學校規模在 1 2 班以下之「外部信任」層面之社會資本高於班級

數達 49 班以上之學校。 

三、 學校校齡 

不同校齡之學校「外部」社會資本達顯著水準，但進一步以薛費

事後比較分析發現，學校校齡各組別之間並無顯著差異。在「內部信

任」、「外部規範」、「外部信念」等三個層面達顯著水準，以薛費

事後比較分析結果發現，「內部信任」與「外部信念」兩層面，各組

別之間並無顯著差異。只有在「外部規範」層面，學校校齡 5 年以下

之學校高於校齡 11-15 年之學校。 

伍、 不同人口變項-「年齡」、「最高學歷」、「服務年資」、

「擔任職務」與「於現職學校服務年資」的教師所知

覺之學校社會資本現況有差異 

一、 年齡 

41-50 歲之教師於學校「外部」社會資本以及「整體」社會資本

之得分均高於 30 歲以下之教師以及 31-40 歲之教師。各層面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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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0 歲之教師於「內部信念」、「外部信念」之得分高於 30 歲以下

以及 31-40 歲之教師；41-50 歲之教師於「內部規範」之得分高於 31-40

歲之教師；31-40 歲與 41-50 歲之教師於「外部網絡」之得分皆高於

30 歲以下之教師；41-50 歲之教師於「外部規範」之得分高於 30 歲

以下之教師； 41-50 歲之教師於「外部信任」之得分高於 30 歲以下

以及 31-40 歲之教師，且 51 歲以上之教師於「外部信任」之得分亦

高於 30 歲以下之教師。 

二、 最高學歷 

最高學歷為研究所之教師於學校「外部」社會資本之得分高於最

高學歷為大學之教師。各層面部份，最高學歷為研究所之教師在「外

部網絡」層面之得分高於最高學歷為大學之教師。 

三、 服務年資 

服務年資達 21 年以上之教師於學校「內部」社會資本、「外部」

社會資本與「整體」社會資本之得分均高於服務年資 5 年以下以及服

務年資 6-10 年之教師。各層面部份，服務年資達 21 年以上之教師於

「內部規範」之得分高於服務年資 6-10 年之教師；服務年資達 21 年

以上之教師於「內部信念」之得分均高於服務年資 5 年以下、6-10 年

以及 11-15 年之教師，服務年資 16-20 年之教師於「內部信念」之得

分亦高於服務年資 6-10 年之教師；服務年資達 21 年以上之教師於「內

部信任」之得分高於服務年資 6-10 年之教師；服務年資達 21 年以上

之教師於「外部信念」之得分高於服務年資 5 年以下之教師；服務年

資達 21 年以上之教師於「外部信任」之得分高於服務年資 5 年以下

之教師以及服務年資 6-10 年之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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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擔任職務 

兼任行政工作之教師與擔任導師職務之教師在學校「外部」社會

資本上之得分均高於專任教師。各層面部份，兼任行政工作之教師與

擔任導師職務之教師在之「外部網絡」與「外部規範」兩個層面上之

得分都高於專任教師。 

五、 於現職學校服務年資 

在目前任職學校服務年資達 21 年以上之教師於學校「內部」社

會資本與學校「整體」社會資本上之得分均高於 5 年以下之教師。各

層面部份，在目前任職學校服務年資達 21 年以上之教師於「內部信

念」上之得分高於 5 年以下之教師；在目前任職學校服務年資達 21

年以上之教師於「內部信任」上之得分均高於 5 年以下、6-10 年以及

11-15 年之教師；在目前任職學校服務年資達 21 年以上之教師於「外

部信任」上之得分均高於 5 年以下以及 6-10 年之教師。 

茲將本研究之研究發現統整於表 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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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研究結果分析總表 

學校環境變項 教師人口變項 

層面 
學校

型態 

學校

規模 

學校

校齡 
年齡 

最高

學歷 

服務 

年資 

擔任

職務 

於該校 

服務年資 

內部
網絡 

n.s. n.s. n.s. n.s n.s. n.s. n.s. n.s. 

內部
規範 

n.s. n.s. n.s. ** n.s. * n.s. n.s. 

內部
信念 

n.s. n.s. n.s. *** n.s. *** n.s. ** 

內部
信任 

n.s. n.s. * n.s n.s. ** n.s. * 

外部
網絡 

*** n.s. n.s. ** * n.s. * n.s. 

外部
規範 

n.s. n.s. * *** n.s. n.s. *** n.s. 

外部
信念 

** n.s. * ** n.s. ** n.s. * 

外部
信任 

n.s. ** n.s. ** n.s. *** n.s. ** 

內部 
社會
資本 

n.s. n.s. n.s. * n.s. ** n.s. * 

外部 
社會
資本 

** n.s. * *** * ** ** n.s. 

整體 
社會

資本 
** n.s. n.s. *** n.s.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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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結論 

綜合本研究發現，並依據研究目的，研究者歸納出以下五點結論： 

壹、 國民中學學校社會資本現況「良好」 

本研究結果顯示，國民中學學校社會資本（包含學校內部社會資

本、學校外部社會資本與學校整體社會資本）之得分平均數均高於

2.5，因此本研究認為國民中學學校社會資本現況「良好」。國民中學

教師不論是在同事之間或是和家長之間的社會資本現況都算「良

好」，是可喜的現象。 

貳、 國民中學學校「內部」社會資本現況優於學校「外部」

社會資本現況 

雖然研究結果顯示，國民中學學校社會資本現況良好，但是依其

平均數顯示，國民中學學校「內部」社會資本現況（平均數 3.0511）

優於學校「外部」社會資本現況（平均數 2.7642）。因此，國民中學

教師與家長之間的社會資本比和學校同事之間的社會資本現況差，國

民中學教師可致力於此部分社會資本的累積。 

參、 國民中學社會資本的「外部網絡」層面現況有待改善 

本研究發現國民中學社會資本的八個層面中，「外部網絡」得分

最低(平均數 2.3856)，且低於平均數 2.5，顯示國民中學教師與家長之

間的社會資本現況有待進一步努力，包括認識許多行業的家長並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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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聯絡、與家長分享各種有用的訊息、利用課餘時間與家長閒聊、透

過家長獲得生活上有用的訊息等。 

肆、 「私立高中國中部」之學校社會資本現況比「縣立高

中國中部」與「縣立國中」之學校社會資本現況好 

本研究發現私立高中國中部之社會資本不論是在學校「整體社會

資本」、「內部社會資本」或「外部社會資本」各方面之得分情形，

都比「縣立高中國中部」與「縣立國中」之社會資本現況還要好，而

且在「整體社會資本」與「外部社會資本」兩項達顯著差異。此結果

顯示，在不同的學校型態中，私立高中國中部之學校社會資本現況表

現最佳。 

伍、 服務年資達 21 年以上的國民中學教師所知覺之社會資

本現況得分較佳 

本研究發現服務年資達 21 年以上的國民中學教師，在學校「整

體社會資本」、「內部社會資本」或「外部社會資本」各方面之得分

平均數均高於服務年資 5 年以下以及服務年資 6-10 年之教師，而且三

者均達顯著差異。此結果顯示，在不同的服務年資中，服務年資達 21

年以上的國民中學教師所知覺之社會資本現況最佳。 

第三節 建議 

本節針對研究主要發現與研究結論，提出對實務現場與後續研究

之建議，分三部份撰寫，第一個部份提出對學校的建議，第二個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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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對教師的建議，俾利增進學校社會資本，第三個部份為對後續研

究之建議，提出未來相關研究可參考之方向。 

壹、 對學校之建議 

一、 提供並增加學校教師與家長互動之機會 

本研究發現，國民中學學校「內部」社會資本現況優於學校「外

部」社會資本現況，而且在「外部網絡」層面之得分最低。隨著近幾

年教改的推動，學校不再是一個封閉的組織，教師勢必要學習與家長

溝通、互動、建立良好的網絡關係，爭取更多資源，進而能累積更多

的社會資本，對於教導學生、班級經營或行政工作的推動各方面，都

會有所助益。 

因此研究者建議學校，應該重視學校教師與家長之間的社會資本

情形，提供並增加學校教師與家長之互動機會，尤其是專任教師部

分。例如：透過家長會舉辦有意義的親師交流活動；鼓勵班級成立「班

親會」；利用每學期舉辦之「家長日」，讓學校教師與家長確實做溝

通、交流，尤其是要求專任教師到班級與家長溝通教學設計理念，加

強彼此之間的網絡關係，進而提高共同的信念與信任感。 

二、 多向私立高中請益與學習，致力於學校社會資本的累積 

本研究發現，私立高中國中部之整體社會資本與外部社會資本現

況，比「縣立高中國中部」與「縣立國中」之現況還要好，而且在「外

部網絡」與「外部信念」兩層面也有顯著差異。造成此差異之真正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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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何在，當然有待進一步之瞭解與研究分析。但是研究者建議縣立中

學之校長，應該審慎思索此現象背後可能原因，是否私立高中之國中

部教師對於與校內同事之互動或是與校外家長之溝通都比公立學校

之教師更有意願、更積極，因此其社會資本比較高，此議題值得公立

學校用心去思索，多利用機會與私立高中之校長與教師溝通其經驗或

見解，如果能找出其原因，當然有助於公立學校社會資本的累積。 

三、 提供校內教師間經驗交流的場合與機會 

本研究發現，服務年資達 21 年以上的國民中學教師所知覺之社

會資本現況優於服務年資 5 年以下以及服務年資 6-10 年之教師。因

此研究者建議學校，應該提供校內教師彼此經驗交流之機會，讓服務

年資深而且對於社會資本相關內涵之運用有心得的教師，向服務年資

淺之教師分享其豐富經驗，尤其是與家長之間的互動方法與模式。學

校可以規劃此分享活動於每學期定期的「寒暑假教師進修」時間、「導

師會報」或各領域「教學研究會」舉辦，讓比較資淺的教師藉此機會

向有經驗且優秀的資深教師學習，如此一來，不僅可建立校內教師間

之網絡關係，更可提高學校教師與家長之間的社會資本。 

貳、 對教師之建議 

一、 增加與家長溝通互動之機會，累積外部社會資本 

本研究發現，國民中學學校社會資本現況之「外部網絡」層面之

得分最低，因此研究者建議國民中學教師，應該多與家長溝通，不要

排斥與家長之互動機會，但是前提是學校教師必須先建立正確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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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擁有良好的溝通技巧，如此才能在和家長之互動網絡關係中有正

面之收穫，避免和家長產生不必要之誤解，不利於社會資本之累積。

教師可努力之方向，包括透過家長的關係而認識更多朋友、利用課餘

時間與家長閒聊、透過家長獲得許多生活上的有用訊息、認識許多行

業的家長並且保持聯絡、經常與家長分享各種有用的資訊等。 

二、 多向服務年資達 21 以上之優秀教師請益與學習 

本研究發現，服務年資達 21 年以上的國民中學教師所知覺之社

會資本現況優於服務年資 5 年以下以及服務年資 6-10 年之教師，因

此研究者建議，國民中學學校教師，尤其是服務年資在 5 年以下的教

師，可以多向服務年資達 21 年以上的優秀同事請益。特別是在與家

長互動部份，資深教師大部分有許多寶貴之經驗與實例可以提供建議

與參考，可降低資淺教師與家長互動之懼怕或挫折感，進而累積其社

會資本，獲取來自家長方面更多的支持、資源與信任。 

參、 對後續研究之建議 

一、 學校外部社會資本之研究範圍可以擴大 

本研究之學校外部社會資本只限於教師與家長之間，但是實際

上，教師與校外人士之互動，不只限於學生家長，尚有其個人所接觸

之親朋好友、社區民眾、上級教育機構，或是教師個人所參與的校外

社團與組織，因此研究者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朝此方向做更深入之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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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對象可以增加學校校長以及職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只限於學校教師，未包括學校校長以及學校職

員，如果研究對象能納入校長與職員，所能探討之學校社會資本層面

會更加完整，應該更能完整呈現學校社會資本之現況。 

三、 可針對公私立學校之社會資本現況做全國性之比較研究，

並進一步探討其差異之原因 

本研究發現私立高中國中部之社會資本現況比縣立國中與縣立

高中好，這是值得深入研究之方向。研究者建議，基於樣本數量考量，

最好以全國性之公私立學校為母群體進行調查，研究公私立學校之社

會資本現況是否有顯著差異，如果能進一步研究造成差異之原因，對

於學校社會資本之累積更有實質上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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