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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本研究以自編之「教師課程角色認同問卷」為工具，以了解臺北市國小教師對於實
施九年一貫課程以後，教師的課程角色認同情形。以下將各變項之差異達顯著水準者簡
列於下：
一、 教師對課程角色認同較高之向度為「課程設計者」
、
「課程執行者」
、
「課程評鑑者」，
其次為「行動研究者」及「協同合作者」，較低之向度為「課程改革推動者」。
二、男性教師於「課程改革推動者」的認同高於女性教師。
三、五十歲以上教師對教師課程角色之「課程改革推動者」
、
「課程執行者」
、
「課程評鑑
者」向度上之認同高於低年齡層的教師。
四、37~60 班規模之學校教師於教師為「課程改革推動者」的認同高於 12~36 班教師；
而 60 班以上教師於「協同合作」角色認同高於 12~36 班的教師。

關鍵詞：課程角色、角色認同、九年一貫課程教師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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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緣起與目的
國內自頒布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暫行綱要並於九十學年度開始實施至今已近
六年，期間學校單位無不致力於建構學校教育及課程願景、規劃及設計學校本位課程、
實施並評鑑學校本位課程，同時營造教師協同教學、合作學習的學校氛圍，期待透過組
織的力量、制度的建立以發展學校本位課程，提升學生學習品質，達成國民教育階段性
目標。
在綱要實施之始社會上期待教師的課程角色即有了重大的更新︰期待教師由被動
的接受課程與教材成為主動的課程發展與改革者，由原本的課程執行轉變為規劃設計
者，由課程實施進一步成為課程評鑑者，由教師專業成長改變為專業發展者，由獨立的
教學成為協同合作的教學者…，期待教師透過觀念的改變與自發性的學習而成為更專業
的學校課程發展者。
教師因角色的更新責任也變得更大，然而，廣大的教師群認同嗎？研究者認為唯有
認同角色才可能有適切的角色行為表現，而教師能認同與實踐其課程角色，才能成就課
程革新的偉業，尤其本研究者任職於臺北市國小教務行政工作，更關心臺北市國小教師
群認同與實踐課程角色的狀況，因而促成進行本研究之意圖，進而設計問卷以調查方式
收集教師課程角色認同情形，並彙整資料加以分析，以了解現況後提出建議做為教育工
作及研究者反思與實踐專業之參考。
本研究以問卷方式，調查臺北市國小教師於實施九年一貫課程之後，對自身課程角
色的認同情形，並將所得資料加以分析整理，求出結論並提出研究建議，作為教育研究
與實務工作者之參考，以下分數項說明之：
一、研究目的
了解臺北市國小於實施九年一貫課程之後，教師對自身課程角色的認同情形。
分析臺北市國小推動九年一貫課程標竿與非標竿學校教師對課程角色認同之差異。
探討臺北市國小教師課程角色認同之個人變項。
二、研究問題：
（一）臺北市國小教師課程角色認同情形為何？
（二）臺北市國小教師課程角色認同之各向度之差異情形為何？
（三）臺北市推動九年一貫課程標竿與非標竿學校教師課程角色認同之差異為何？
（四）影響臺北市國小教師課程角色認同之個人變項為何？
三、研究假設：
（一）臺北市國小教師課程角色認同於「課程改革推動者」、「課程設計者」、「課程
執行者」、「課程評鑑者」、「行動研究者」、「協同合作者」六個向度上有所差異。
（二）臺北市推動九年一貫課程標竿與非標竿學校教師於課程角色認同各向度上有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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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
（三）臺北市國小教師因擔任職務、是否兼任課程相關組織領導人、性別、年齡、學歷
之不同在教師課程角色認同六個向度上有所差異。
四、研究工具：本研究之研究工具為研究者自編之「臺北市國小教師課程角色認同問
卷」，內容包含「課程改革推動者」、「課程設計者」、「課程執行者」、「課程評鑑
者」、「行動研究者」、「協同合作者」等六個向度，計有 31 題。
五、名詞解釋：本研究所指教師課程角色認同為教師於實施九年一貫課程綱要後，所認
同應扮演的課程角色，包括：課程改革推動者、課程設計者、課程執行者、課程評鑑者、
行動研究者、協同合作者等六大向度；且為受試者於研究者自編之「臺北市國小教師課
程角色認同情形」問卷之填答分數。

貳、文獻探討
一、角色認知與實踐
Allport (1961)指出角色含有四種意義：
「角色期望」
、
「角色概念」
、
「角色接納」與「角
色踐行」。「角色期望」指社會大眾對某一角色的行為期待，具有合法性與義務性；「角
色概念」指某角色本身對自己所扮演角色的看法與認知；「角色接納」指角色本身及其
伙伴對該角色，在思考社會期望及觀察同一角色行為後，經由個人反省、判斷、統整、
選擇、及組織等心理活動歷程所決定是否接納該角色的心理作用；「角色踐行」指角色
在社會體系中的實際行為。可見，角色期待、角色概念、角色接納、角色踐行分屬不同
的層次。Morris（1971）指出角色期望、角色概念及角色行為有五種不同關係（圖 1），
顯示三者存有不一致的現象，同時角色行為會受角色概念的影響，國內學者也指出角色
知覺與角色行為間有關聯性。因此，本研究意欲探究教師課程角色認知，在意義上和上
述「角色概念」相同，以下分別敘述近年來有關教師課程角色之相關文獻：
楊文貴（民 81），認為教師角色知覺係指一個人對小學教師所應扮演的角色，所認
識到的內涵。本研究由社會所期待之教師課程角色內涵著眼，透過教師本身對自己課程
角色認知程度之調查，作為本研究之「教師課程角色認知」之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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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角色期望、角色概念、角色行為關係圖
二、教師角色
中國學者韓愈說：「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西洋哲學家蘇格拉底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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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應如產婆般，引導孩子學習。可見中外對教師角色之認同有異曲同工之趣。
黃文三（1996）曾指出教師角色包含兩大項：「人師」與「經師」的角色。「人師」
指教師與人際之間互動的角色，教師是學生的諮商輔導者，也是學校社區的成員；「經
師」指教師教學的行為，是課程發展者，也是教學者，是研究者，也是領導者，需精通
科目領域與結構、具備教學方法及正式與非正式評量的知識。
郭丁熒（1995）更對小學教師角色做了內涵分析，歸納出小學教師與教育範疇有關
的角色內涵共計有六個層面：
「教師個人特質」
、
「教育專業」
、
「教學」
、
「教師人際關係」、
「學生管理與輔導」、「教師權利與義務」。其中「教育專業」與「教學」角色和本研究
有關，其內涵分別為：具備任教的學科知識、處理教育問題的應變能力、能考慮學生的
個別差異與需求、進修研習、參與教育專業團體、從事教育研究；教學方法、教學策略、
評量技術之使用、教學環境的設計安排。
陳鴻銘（1995）就「教學角色」
、
「行政角色」和「專業角色」三方面探討教師角色。
其中「教學角色」指教師在教室內所扮演的角色：教師是教導者及示範者、教師是領導
者及輔導者；「專業角色」指教師從事教育工作應具有的專業知能、倫理及某種程度的
自主性，包含三種意義：強調專業知能（精通任教的科目知識、了解教育原理、參與進
修活動…）、具有專業自主權，負起專業職責，避免外界干預與控制、信守專業倫理規
範，建立專業形象，維持服務品質。
劉雅婷（2000）由學校本位管理的角度，參酌諸位學者的看法，統整教師的角色，
發現：教師參與決策的權力增加、教師角色的面向增加，教師除了教學者角色外，還是
「校務決策者」、「協調者」、「課程設計者」、「專業發展者」、教師參與校務的態度由被
動消極，轉變為主動積極、教師與學校發展的關係更密切，擁有參與決策權，也承擔學
校發展責任。
郭丁熒（2000）指出，面對國、內外社會急遽變遷，社會各界及學者專家，紛紛對
學校課程提出質疑與批判，進而推動九年一貫課程之際，教師角色的定位有必要重新思
考。他分析實施九年一貫課程前後教師角色之不同，強調「教師角色更新」（renewal）
不是「教師角色改革」
。
「更新」指「再做一次（to do over again）」
、
「修訂（revise）」
、
「成
為新的，也還是新的（make new，or as new again）」
、「恢復、重新建立、再次開始、重
新開始（restore and restablish，take up again，resume）」
、
「重溫一次、將許下的諾言再做
一次（go over again、repeat a promise made）」
、
「再次開始、重新開始、重新建立關係（begin
again，recommence，resume relations with ）」等意義。郭丁熒同時引述 Sirotnik、Shea、
Burke 等學者的看法說明「更新」之持續性的歷程之性質，是個人或組織的改變歷程，
是教育工作者對當前實踐與可能增進教育的主要革新之持續批判與探究；就師資教育而
言是以新的典範來整合現有的典範，而非取代現有的典範；就教師而言是技術的發展、
社會文化的表現、道德的決定、美學的實踐；個人能力的更新可以導致有效的進步，是
持續的個人自我實現；教師的更新是教師專業發展的一項活動，而發展包含了導入、更
新、及再定位等活動。
綜合上述，為因應社會變遷、學校課程發展及九年一貫課程實施之需求，教師角色
確有必要「更新」，以促進教師永續專業發展，也完成課程革新與發展之任務。以下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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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國內學者對實施九年一貫課程後教師角色之期待，作為本研究之變項並敘述於下。
三、實施九年一貫課程綱要之教師課程角色
由於國內這一波教育改革的主流是以學生與學校為本位的課程發展與革新，因此教
師的課程與教學的角色，自然較過往來得突顯與重要，因此本研究以教師的課程角色為
研究依變項，對教師其餘層面的角色不做探討。
如李錫津所言：任何教育或課程改革，若沒有教師的參與和支持，將是徒勞無功的。
前教育部曾部長也於民國九十年教師節，以「教師的專業成長與使命」為題，公開發表
文章，指出教師是決定教育改革成敗的關鍵性角色，唯有教師透過自身的覺醒，主觀的
意願，決心成為自發的學習研究者，教育專業才能有效的持續發展。同樣的，實施九年
一貫課程，教師能否感知課程改革的動向，了解新課程的內涵與精神，以及體認新課程
賦予教師的角色與使命，將是影響課程改革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游家政，1999）。因
而曾部長建議教師朝四個方向努力：第一、主動深化了解教育改革的理念，熱心參與，
並以熱誠影響周邊的人，使社會各界都能理解；第二、要不斷探討教學的本質和知識建
構的歷程，使學生產生概念的改變和發展，能活學活用，不斷以創意解決未來面對的問
題。第三，要記得教學的對象是人，是活生生的人，因此應多從歷史與文化背景、多元
智慧的開發等角度，去了解每一個教學對象，帶好每一個學生。第四，在知識爆發的時
代，教師要不斷面對新的挑戰，解決新的問題，自己就不能停止進步，也要終身學習，
不斷自我成長。期許教師的角色扮演：課程的「設計者」和「執行者」，「評鑑者」和
「研究者」；就學生而言，教師是幫助學生求取知識的「協助者」和「諮詢者」，安排
學習的情境，指導學生去建構知識。就同儕關係而言，教師是「協同者」，放棄單兵作
戰的習慣，結合不同專長的教師組成「教學團」，進行協同教學。整體學校則是一個「學
習型組織」，追求專業的成長，實現共同的願景。 就社區關係而言，教師是「合夥人」，
與家長建立夥伴關係，充分利用社區資源，共同合作來教育其子女。
李錫津（2001）以教師的課程參與來說明實施九年一貫課程，教師的色任務與功能
有：課程發展，課程規劃、設計，課程選擇、編製，課程組織，課程實施，課程評鑑。
陳 伯 璋（ 2001）從 近 年 來 課 程 改 革 來 看 教 師 角 色 的 再 定 位 有 更 清 晰 的 說 法 ：
教 師 必須在學校課程發展中，扮演改革的「推動者」（change agent）、課程「參與者」；
教材研發的「組織者」與「發展者」；學校本位課程的「設計者」（designer）；課程
實施中的「統整者」
；在理論與實踐的動態平衡中，成為「行動研究者」
（action reseacher）
；
而在知識、權力及價值的折衝中成為「協調者」（negotiator），在學習型組織的發展中
發揮團隊精神扮演「協同教學」（team teaching）、「合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
者。
游家政（1999）認為基於九年一貫課程需要，教師必須調整其角色，就課程而言，
教師是課程的設計者和執行者；就學生而言，教師是幫助學生求教知識的協助者和諮詢
者；就同儕關係而言，教師是協同者；就社區關係而言，教師是合夥人，與家長建立夥
伴關係。饒見維（1999）提出學校本位課程的實施，教師角色期望上的轉變有：「從官
方課程的執行者轉換為設計發展者」、「從被動的學習者轉換成主動的研究者」、「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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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進修研習轉換為教師專業發展」、從「知識的傳授者轉換為能力的引發者」。
吳靜吉指出由於新課程、新教學方法和新教材的提出，以及教科書的開放，即因應
知識經濟的來臨，教師需扮演有效選擇適當的資訊、教材和教學方法，進而組合成一套
自己最擅長的教學方法的「創新者」，必須於團隊中不斷地學習且終身學習，因此有著
「團隊合作」與「終身學習」的角色。
陳泰然分析國民教育九年一貫課程之理念、內涵和特色，指出教師角色須重新調
整：從「官定課程的執行者」轉換為「課程設計者」、從「被動的學習者」轉換為「主
動的研究者」
、從「知識的傳授者」轉換為「能力的引發者」
、.從「教師進修研習」轉換
為「教師專業發展」。
陳琬琬也認為教師在九年一貫課程推展中應扮演著多重角色：(一)課程發展與落實
的關鍵者：教改的落實是以行動證明不是口號，教師更是此一落實的關鍵者。(二)課程
設計者：教師參與全校課程發展及教室內課程內容的設計。(三)教學執行者：教師依學
生能力訂定教學進度，做執行與落實的工作，並實施教學評量，對低成就學生做補救教
學工作。(四)行動研究者：當前教師不只是執行教學，更需參酌學校資源、學生能力、
教師專長等相關條件做課程設計、進行教學以發展學校本位課程，是最好的教學研究
者。(五)教改推動者：九年一貫課程教改工作需要家長的參與，教師是教改的第一線工
作者，最易取得家長的信任與配合，更是九年一貫課程最佳的宣導者。(六)同儕視導者：
九年一貫課程著重教師的協同教學，強調同仁間的相互合作支援，共同設計課程及相互
評鑑，達到教學品質的提升。
林佩璇認為教師在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中的角色有「課程研究者」、「教材編輯者」、
「意見諮詢者」、「溝通協調者」、「課程評鑑者」。
鄭全利以國小教師身分期許教師的角色有如下：由原本的課程執行者，轉變為課程
的發展者，教師變成整個課程發展的核心。在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教室中，教師則必須
發揮聯結、調整、統合、評鑑與協助的功能。並期許自己做一位： 推動學校本位的自
我成長員、 建立屬於自己的教學檔案、能反省、能創新的新教師。
由上述教師多重的課程角色期待，可看出在課程革新的教改浪潮中，教師的角色比
起傳統，確實有所更新（郭丁熒, 2001），且更形多樣與複雜。研究者認為實施九年一
貫課程，發展學校本位課程時，教師的課程角色應突顯出來，其他個人特質、教學、人
際關係、學生管理與輔導、權利與義務等角色，不是不重要，而是現階段教師課程角色
對學校與教室教學而言是非常吃重的，也正是本研究的主要變項。
表 1 教師課程角色一覽表

學者

家長、教
課程改革
課程實施
主動研究
課程設計
師、學生之
推動、參與
課程統整 課程評鑑者 專業發展
課程發展者
間的協同合
者
教學創新者
終身學習者
作者

陳伯璋

ˇ

游家政

ˇ
ˇ

ˇ
ˇ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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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見維

ˇ

鄭全利

ˇ

ˇ

陳琬琬

ˇ

ˇ
ˇ

陳泰然
吳靜吉
李錫津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整理國內各家所言，得知學者論及教師課程角色最多者為「課程設計與發展者」，
其次依序為「課程實施」」與「專業發展者」、「協同合作者」、「課程改革推動者」。
本研究者將文獻探討結果，將教師課程角色歸納為「課程改革推動者」、「課程設計者」、
「課程執行者」、「課程評鑑者」
、
「行動研究者」
、
「協同合作者」等六大向度，並作為
編製問卷之依據。以下簡要說明之：
（一）課程改革推動者：指積極參與課程改革，身體力行、並以熱誠影響周邊的人，使
社會各界都能理解的作為。
（二）課程設計者：指教師依據課程綱要、學校課程發展需要，設計有關課程或教材，
包含教室課程、班群課程、學年課程、學校全面參與的課程…等。
（三）課程執行者：指教師依據課程綱要精神，實施課程的方法與過程。
（四）課程評鑑者：指教師對學校與教室層級課程實施評鑑的作為。
（五）行動研究者：指教師將課程與教學相關議題或活動結合行動研究，促進教師本身
專業發展的作為。
（六）協同合作者：指教師進行課程與教學活動時與同事、家長或其他相關人員合作情
形。

參、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者以臺北市國小教師為研究之對象，並抽取 92、93、94 學年度教育部推動
九年一貫課程臺北市標竿學校及相同行政區之非標竿學校為受試者，填答「教師課程角
色認同」問卷，收集相關資料。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了解教師課程角色認同情形，先以文獻探討方式歸納出教師課程
角色包含課程改革推動者、課程設計者、課程執行者、課程評鑑者、行動研究者、協同
合作者六個向度，輔以臺北市標竿學校與非標竿學校、學校規模及教師背景變項做為探
究教師課程角色認同之差異性。
教師個人變項

教師課程角色認知

擔任職務、是否兼任課程相

課程改革推動、課程設計者

關組織領導人、性別、年齡、

課程執行者、課程評鑑者
行動研究者、協同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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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是否為九年一貫課程
標竿學校

研究架構圖
二、問卷樣本
教師對自身課程角色認同與社會期待是否相同？有哪些教師個人變項可能影響
其對課程角色認同？以下說明研究結果。
表 2 問卷樣本
樣本數

收回

學校規模

發出

收回

樣本數

學校名稱

非標竿學校
發出

學校名稱

標竿學校

學校規模

行政區域

A1

16

11

12-36 班

B1

16

11

37--60 班

士林

A2

16

0

12-36 班

B2

16

13

61--班以上

大安

A3

16

10

12-36 班

B3

16

15

37—60 班

松山

A4

16

18

61 班以上

B4

16

8

37--60 班

中正

A5

16

6

12--36 班

B5

16

10

12--36 班

萬華

A6

16

9

12--36 班

B6

16

8

37--60 班

文山

A7

16

10

61 班以上

B7

16

16

61 班以上

信義、中山

A8

16

0

37—60 班

B8

16

15

61 班以上

大同、內湖

合計

128

64

合計

128

96

說明

總計發出問卷 256 份，回收 160 份，回收率為 62.5%

三、資料處理
（一）描述統計分析：以「教師課程角色認同情形」之問卷調查結果，進行描述性分析，
求總量表、各向度之平均數與標準差，以了解兩變項之結果分布情形。
（二）重複量數比較分析：以相依樣本變異數分析，考驗教師課程角色認同各向度間之
差異。
（三）以變異數分析：以個人變項中的「職務、性別、年齡、學歷、學校規模」、為自
變項，以「教師課程角色認知」各向度及整體為依變項，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若達顯著水準，則進行 SCHEFFE'法事後比較，以瞭解個人變項在主要研究變項上
之差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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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卷效度：本問卷之效度以內容分析確定問卷題目的適切
表 3 問卷內容分析
教師課程角色

意 義

題號

課程改革推動者

積極參與課程改革，身體力行、並以熱誠影響
1~5 題
周邊的人，使社會各界都能理解的作為。

課程設計者

教師依據課程綱要、學校課程發展需要，設計
有關課程或教材，包含教室課程、班群課程、 6~11 題
學年課程、學校全面參與的課程…等。

課程執行者

教師依據課程綱要精神，實施課程的方法與過
12~14 題
程

課程評鑑者

教師對學校與教室層級課程實施評鑑的作為

行動研究者

指教師將課程與教學相關議題或活動結合行動
21~25 題
研究，促進教師本身專業發展的作為。

協同合作者

教師進行課程與教學活動時與同事、家長或其
26~31 題
他相關人員合作情形

15~20 題

四、問卷信度 ：本研究工具信度以 SPSS10.0 做信度分析結果，考驗問卷之內部一致性
均高，每一個題目均能採用，各向度 Alpha 及 F 值檢定結果如下：
表 4 問卷信度分析
課程角色向度

題 號

Alpha

標準化 Alpha

F值

課程改革推動者

1~5 題

.8559

.8573

5.0086**

課程設計者

6~11 題

.9073

.9078

6.9149**

課程執行者

12~14 題

.8240

.8251

5.8218**

課程評量者

15~20 題

.8750

.8768

20.7584**

行動研究者

21~25 題

.8509

.8590

25.9389**

協同合作者

26~31 題

.8971

.8981

14.4437**

*p<.05 達顯著水準

**p<.01 達顯著水準

肆、研究結果
本節所運用之資料來源為研究者自編之教師課程角色認同問卷」，以重複量數相依
樣本做變異數分析，考驗教育部推動九年一貫課程臺北市標竿及非標竿學校教師對課程
角色六個向度(課程改革推動者、課程設計者、課程執行者、課程評鑑者、行動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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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合作者）之認同差異，最後探討影響教師課程角色認同之個人變項，以下分五部分
說明之：
一、教育部推動九年一貫課程臺北市標竿學校教師課程角色認同情形
之統計結果如下︰
（一）教師認同課程角色之「課程改革推動者」向度上低於「課程設計者」、「課程執
行者」、「課程評鑑者」、「行動研究者」及「協同合作者」，達統計上顯著水準。
（二）教師認同課程角色之「課程設計者」高於「課程改革推動者」及「協同合作者」，
達統計上顯著水準。
（三）教師認同課程角色之「課程執行者」高於「課程改革推動者」及「協同合作者」，
達統計上顯著水準。
（四）教師認同課程角色之「課程評鑑者」高於「課程改革推動者」及「協同合作者」，
達統計上顯著水準。
（五）教師認同課程角色之「行動研究者」高於「課程改革推動者」，達統計上顯著水
準。
（六）教師認同課程角色之「協同合作者」低於「課程設計者」、「課程執行者」及「課
程評鑑者」，達統計上顯著水準。
綜合上述六點資料整體分析結果顯示，教育部推動九年一貫課程臺北市標竿學校教
師認同課程角色各向度上以「課程設計者」、「課程執行者」、「課程評鑑者」之角色
最為高；其次為「行動研究者」與「協同合作者」；相較之下最低認同之教師課程角色
為「課程改革推動者」。
二、教育部推動九年一貫課程臺北市非標竿學校教師課程角色認同情形，統計結果如
下︰
（一）教師認同課程角色之「課程改革推動者」向度上低於「課程設計者」、「課程評
鑑者」、「行動研究者」及「協同合作者」，達統計上顯著水準。
（二）教師認同課程角色之「課程設計者」高於「課程改革推動者」、「課程執行者」、
「行動研究者」及「協同合作者」，達統計上顯著水準。
（三）教師認同課程角色之「課程執行者」高於「課程改革推動者」，達統計上顯著水
準。
（四）教師認同課程角色之「課程評鑑者」高於「課程改革推動者」、「課程執行者」、
「行動研究者」及「協同合作者」，達統計上顯著水準。
（五）教師認同課程角色之「行動研究者」高於「課程改革推動者」，達統計上顯著水
準。
（六）教師認同課程角色之「協同合作者」高於「課程改革推動者」，低於「課程設計
者」及「課程評鑑者」，達統計上顯著水準。
綜合上述結果得知︰教育部推動九年一貫課程臺北市非標竿學校教師認同課程角
色之「課程設計者」及「課程評鑑者」高於「課程執行者」
、
「行動研究」及「協同合作
者」；「課程改革推動者」認同度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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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部推動九年一貫課程臺北市標竿及非標竿學校教師課程角色認同差異情形：採
用獨立樣本 t 檢定比較臺北市榮獲教育部推動九年一貫課程標竿及非學校教師認同
課程角色各向度差異情形，統計結果顯示教育部推動九年一貫課程臺北市非標竿學
校於認同教師課程角色之「課程設計」、「課程評鑑」兩個向度上高於標竿學校且達
顯著性水準，對於「協同合作」向度上標竿學校高於非標竿學校；至於「推動課程
改革」、「課程執行」、「行動研究」三向度兩者間之差異未達顯著水準。
四、包含標竿學校及非標竿學校教師課程角色認同各向度之差異情形：
（一）教師認同課程角色「課程改革推動者」向度上低於「課程設計」、「課程執行」、
「課程評鑑」、「行動研究」及「協同合作」，達統計上顯著水準。
（二）教師認同課程角色「課程設計」向度上高於「課程改革推動者」、「課程執行者」、
「行動研究者」、「協同合作者」，達統計上顯著水準。
（三）教師認同課程角色「課程執行者」向度上高於「課程改革推動者」，低於「課程
設計者」、「課程評鑑者」，達統計上顯著水準。
綜合以上所述教師課程角色認同以「課程設計」
、
「課程評鑑」最高，其次為「課
程執行者」、「行動研究」及「協同合作」，最低為「課程改革推動者」。
五、影響國小教師課程角色認同之個人變項為何？
（一）教師是否因擔任不同職務於教師課程角色認知上有所差異：採用單因子變異數分
析，經統計顯示教師擔任不同職務於教師課程角色認同上之差異未達顯著水準。
（二）教師是否因擔任課程發展相關組織成員於教師課程角色認同上有所差異：以單因
子變異數分析比較擔任課程發展相關組織成員於教師課程角色認同之差異，由統
計資料顯示課程發展相關組織成員於認同教師課程角色之「課程改革推動者」、
「課程設計」、「課程執行者」、「課程評鑑」「行動研究者」、「協同合作」
向度上高於非課程發展相關組織成員，達到統計上顯著（p<.05）水準。
（三）教師是否因性別不同於課程角色認同上有所差異：採用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比較
男女教師於課程角色認同之差異，由資料顯示男性教師在教師課程角色「課程改
革推動者」之認同度高於女性教師，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四）教師是否因年齡不同於教師課程角色認同上有所差異：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比
較不同年齡教師於課程角色認同差異；由統計資料顯示 50 歲以上教師於教師課
程角色認同之「課程改革推動者」高於其他歲數組教師；50 歲以上教師認同教師
角色之「課程執行者」高於 31 歲至 40 歲組教師；50 歲以上教師認同教師角色之
「課程評鑑者」高於 30 歲以下歲數組教師，達統計上顯著水準。
（五）教師是否因最高學歷背景不同於教師課程角色認同上有所差異：以單因子變異數
分析，比較不同學歷教師於教師課程角色認同上之差異。資料統計顯示教師學歷
不同於認同教師課程角色上並未達統計上之顯著水準。
（六）教師是否因學校規模不同於教師課程角色認同上有所差異：以單因子變異數分
53

析，比較因學校規模不同教師課程角色認同之差異；由資料統計顯示學校規模不
同於教師課程角色「課程改革推動者」向度之認同度 37~60 班高於 12~36 班，而
於「協同合作者」向度上 60 班以上高於 12~36 班，達統計上顯著水準（p<.05）。
六、教師課程角色認同之研究結果歸納如下:
（一）整體而言，教師課程角色認同程度，於本研究依文獻所設計之「教師課程角色認
同情形」呈現出大部分屬於「非常認同」或「部分認同」，經數量化其平均數亦
落於期間。
（二）教師對課程角色認同較高之向度為「課程設計者」
、
「課程執行者」
、
「課程評鑑者」
，
其次為「行動研究者」及「協同合作者」，較低之向度為「課程改革推動者」，
（三）教育部推動九年一貫課程 92、93、94 學年度臺北市標竿學校及非標竿學校教師
課程角色認同情形：由獨立樣本 t 檢定結果顯示非標竿學校於認同教師課程角色
之「課程設計」
、
「課程評鑑」高於標竿學校，而於「協同合作」向度上低於標竿
學校且達顯著性水準，至於「推動課程改革」
、
「課程執行」
、
「行動研究」三向度
兩者間之差異未達顯著水準。
（四）教育部推動九年一貫課程臺北市標竿學校教師課程角色各向度上以「課程設計
者」、「課程執行者」、「課程評鑑者」之認同最高；其次為「行動研究者」與
「協同合作者」；相較之下最不被認同之教師課程角色為「課程改革推動者」。
（五）教育部推動九年一貫課程臺北市非標竿學校教師課程角色各向度上以「課程設計
者」及「課程評鑑者」之角色最被認同；其次為「課程執行者」，「行動研究者」
與「協同合作者」；最低認同之教師課程角色為「課程改革推動者」。
（六）教師擔任不同職務於教師課程角色認同度之差異並未達統計上顯著水準。
（七）男性教師認同課程角色之「課程改革推動者」高於女性教師。
（八）50 歲以上教師於課程角色「課程改革推動者」認同度高於其他歲數組教師；50
歲以上教師於「課程執行者」高於 31 歲至 40 歲組教師；50 歲以上教師於「課程
評鑑者」之認同度高於 30 歲以下歲數組教師。
（九）教師學歷不同於教師課程角色認同並未達統計上之顯著差異。
（十）學校規模不同於教師課程角色「課程改革推動者」向度上 37~60 班認同度高於
12~36 班，而於「協同合作者」向度上 60 班以上高於 12~36 班。
伍、結論與建議
一、研究結論
（一）整體而言，教師認同本身課程角色程度大致良好，於本研究之「教師課程角色認
同情形」問卷上呈現出教師課程角色認同度大部分屬於「非常認同」或「部分認
同」，顯示教師對九年一貫課程實施之後教師課程角色的轉變頗能接受。
（二）臺北市教師認同課程角色以「課程改革推動者」最低，可能的因素為課程改革政
策尚未完全被教師接受，或是教師不擅於在公開場合發表意見，或認為課程改革
的推動不昰教師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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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標竿學校於教師課程角色之「課程設計」、「課程評鑑」認同度高於標竿學校，
而於「協同合作」向度上低於標竿學校，可預知標竿與非標竿學校教師於實踐課
程角色上有不同的需求。
（四）男性教師於認同課程角色「課程改革推動者」的向度上高於女性教師，顯見男性
教師較認同教師應「具使命感參與課程改革」
、
「利用時間向家長說明課程改革重
要性與作法」
、
「常和同事對話，澄清課程改革精神與重點並發揮影響力」
、
「在公
開場合表達自己對課程改革的想法與作法」、「參加課程改革研討會並提供意
見」
，...等作為，建議學校積極提供教師專業對話及參與決策的機會，令其實踐推
動課程改革的角色。
（五）五十歲以上教師對教師課程角色「課程改革推動者」
、
「課程執行者」
、
「課程評鑑
者」向度上認同度高於低年齡層的教師，顯示其對實施九年一貫課程綱要後教師
課程角色的轉變頗能認同，只要教師能以正向積極的態度發揮影響力，相信年齡
高的教師對課程改革的影響一定是正面的。
（六）37~60 班於認同教師課程角色「課程改革推動者」向度上高於 12~36 班，而於「協
同合作者」向度上 60 班以上高於 12~36 班，達統計上顯著水準。依結果可揣測
規模不同之學校教師於教學現場有不同的課程角色需求，其對教師課程角色認同
向度上也而因而不同，顯示不同規模學校其課程領導重點應有所差異，班級數愈
多愈需要努力推動改革並促進合作。
二、 研究建議
（一）教師於課程角色較低認同為「課程改革推動者」，建議教育單位進行課程改革時
邀請教師參與，提高其教育改革的使命感或參與感，使教育各項新措施更臻完善
並得以順利推動；建議學校多邀請教師參與課程改革決策或宣導活動，並建議教
師多關注課程趨勢，收集相關資訊，掌握課程改革精神，並正確傳達訊息，落實
課程政策。
（二）對進一步研究的建議
本研究受試者為教育部推動九年一貫課程臺北市標竿學校及非標竿學校，據研究
結果得知兩團體間的差異未如預料中來的大，但兩者間的差異如：標竿學校於教
師課程角色認知「協同合作者」高於非標竿學校，仍值得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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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understand how Taipei primary school’s teacher their role
in curriculum’s Cognition. The data of the study came from the questionnaire (Cognition of
teacher’s Curricular Role) that I put together. Here are my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1.Teachers identify themselves more as a curriculum designer, executer, and evaluator; less as
an action researcher and cooperator; least as a reformer.
2.Male teachers identify themselves as “curriculum reformers” more than female teachers.
3.In identifying themselves as a reformer, executer and evaluator, teachers above age 50 score
higher than teachers of younger age groups.
4.In identifying themselves as a reformer, teachers with 37-60 students per class score higher
than those with 12-36 students per class.

Keywords︰Teacher’s Curricular Role, Cognition of teacher’s Curricular Role, The Teacher’s
Curricular Role on 1st-9th Grade Curriculum Alig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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