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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國民小學實習教師自我知覺專業能力之現況，探討新舊實習制度國民國小

實習教師自己知覺專業能力之比較。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進行，以嘉義大學等四所大學院校畢

業且在雲林縣、嘉義縣與嘉義市之公私立國民小學實習的實習教師為研究對象，有效問卷為 311
份。 

本研究結論如下： 
一、雲嘉縣市國小實習教師因其年齡、學歷與師資培育方式不同，其自我知覺之專業能力有顯

著差異。 
二、雲嘉縣市國小實習教師因其實習之學校規模與學校位置不同，其自我知覺之專業能力沒有

顯著差異。 
三、雲嘉縣市國小實習教師因其新舊實習制度不同，其自我知覺之專業能力有顯著差異。 
四、新舊實習制度與師資培育方式之間對於雲嘉縣市國小實習教師自我知覺之專業能力並未產

生交互作用效果。 
 

關鍵詞：實習教師、教師實習制度、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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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教育的成敗，繫於師資的良莠，影響既深且巨。吳清基（1995）就認為，決定教

育活動成敗的因素很多，而教師素質的良莠便是其中一個關鍵因素，如果教師能夠充

份發揮其專業角色功能，將使百年樹人的大業更加落實。近幾年來，國人深切體認到

教育對人力資源開發的重要性，由於對教育的關心，促使教育改革成為國人共同期盼

與關心的課題，尤其是帶好每一位學生，提升教育品質的訴求主題，深深的震撼了每

位學生家長的心坎，教師的專業角色益加顯得重要。 

前教育部長曾志朗指出，隨著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不僅課程面臨改革，教師的

教學也需要革新與創新。教學以及專業自主權回歸教師，教師被賦予的權利義務也與

以往不相同，教師角色必須有所調整，才能有效因應新課程的實施。國小教師專業能

力的提昇與專業形象的建立，將成為關注的焦點。面對多元劇變的教改背景之下，進

入學校實習之前，實習教師應具備哪些專業能力，才能在未來的教學生涯中發揮所長，

此為研究動機之一。 

1998 年英國教育及就業部長，在迎接變革教育挑戰的教師（Teacher 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change）之綠皮書中指出學校的良窳取決於教職員的能力、踐履與奉獻

程度（潘慧玲，2004）。「師資培育法」於 83 年 2月 7日公佈，取代原師範教育法，師

資培育乃由封閉的計畫式培育走向多元開放的儲備式培育，各個大學都可以申請設立

教育學程培育師資，原有公費入學與畢業分發服務的制度，也改以自費不分發為主，

另外，保留招收大學畢業生，修業一年的培訓管道（賴清標，2004）。因此，實習教師

的來源已經多元化；此外，目前師資培育機構每年均培育數量頗多的實習教師，研究

者想要瞭解各種不同背景變項之國小實習教師自我知覺專業能力是否有差異，此為研

究動機之二。 

最後，教育實習常被稱為是師資培育中「畫龍點睛」的最後一個過程；其重要性

在於教育實習是師範生將學自於師範院校之教育理論知識、教學方法與技能付諸實際

行動，使其能進而在實際教學情境中統整所有知能，並進而建之其終生教育志業與信

念的必要階段（李新鄉，1999）。事實上不論國內外的師資培育，都一樣重視教育實習

的設計與實施，因為國內外的研究（王秋絨，1991；Lacey, 1977）都發現，實習教師

常面臨很多與在養成教育過程中所學的教育理論相違背的現場震撼，常讓他們充滿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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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與質疑。因此，一個良好的教育實習制度，自然將影響到實習教師的專業能力的發

展，舊制實習期間為一年就投入時間量而言，形式上應相當充裕，甚至部分人士質疑

時間太長，不符成本效益。新制因考量取消實習津貼，又增加檢定考試的設計，為避

免造成太大衝擊，於是將實習期間縮短為半年。半年時間能否足夠尚待觀察。惟時間

資源的減半，希望只是純粹量的縮減，質的維持與改進仍有待觀察與努力，值此國內

師資培育制度再次變革之際，本研究試圖針對國民小學新舊教育實習制度之國小實習

教師自我知覺專業能力是否有差異，在教育現場進行實務探討，此為研究動機之三。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之分析，本研究係針對國民小學實習教師自我知覺之專業能力

加以探討。茲將本研究之目的列舉如下： 

（一）探究實習教師應具備之專業能力。 

（二）比較不同背景變項之國民小學實習教師自我知覺之專業能力的差異。 

（三）比較新制與舊制實習制度之國民小學實習教師自我知覺之專業能力的差異。 

（四）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供師資培育機構、教育主管當局與學校行政人

員作為如何提昇實習教師專業能力之參考。 

 

二、待答問題 

根據上述的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所要探討的問題敘述如下： 

（一）國民小學實習教師自我知覺專業能力之現況為何？ 

（二）各種不同背景變項之國小實習教師其自我知覺專業能力之差異為何？ 

1.不同性別的國小實習老師，其自我知覺之專業能力是否有顯著差異? 

2.不同年齡的國小實習老師，其自我知覺之專業能力是否有顯著差異? 

3.不同最高學歷的國小實習老師，其自我知覺之專業能力是否有顯著差異? 

4.不同師資培育方式的國小實習老師，其自我知覺之專業能力是否有顯著差異? 

5.不同學校規模的國小實習老師，其自我知覺之專業能力是否有顯著差異? 

6.不同學校位置的國小實習老師，其自我知覺之專業能力是否有顯著差異? 

（三）新舊實習制度之國小實習教師其自我知覺之專業能力是否有差異？ 

（四）不同實習制度與師資培育方式之國小實習教師，其自我知覺之專業能力是否有

顯著差異？ 

 



 
 

新舊實習制度國小實習教師自我知覺專業能力之比較研究 

 

．220．                     第 18 期－2007－嘉大國教所 教政所 

三、名詞釋義 

為便於研究說明與結果分析，茲將本研究中使用的重要名詞界定如下： 

（一）新舊實習制度 

1.舊制： 

83 年 2 月 7日公布的「師資培育法」（第八條）規定，取得實習教師資格者需經過

一年的教育實習。 

2.新制： 

依據 91 年 7 月 24 日版的「師資培育法」則明文規定將教育實習納入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第七條），需進行半年的教育實習課程（第八條）。 

（二）國民小學實習教師 

本研究所指國民小學實習教師是指由嘉義大學等四所大學院校畢（結）業輔導至

訂約之國民小學，於九十四學年度在雲林縣、嘉義縣與嘉義市國民小學進行教育實習

的畢（結）業生。 

（三）教師專業能力／實習教師專業能力 

專業的意義，一方面指精湛的學識，卓越的能力； 一方面則是服務或奉獻。(賈

馥茗，1979)。「教師專業能力」泛指教師能充分發揮其角色功能所需具備的能力。具

體而言，指教師應具備的知識、技能與態度。本研究所指的實習教師專業能力是指實

習教師為能達成教學任務並符合時代及社會的需求水準所必須具備之能力，共分為：

「班級經營能力」、「師生互動能力」、「課程設計能力」、「教學研究能力」、「專業態度」

與「專業倫理」等六個層面。在本研究中係以受試者填寫研究者自編之「國民小學實

習教師自我知覺專業能力量表」所得的分數結果為依據。得分愈高表示實習教師自評

之實習教師專業能力愈佳；反之，分數愈低表示實習教師自評之實習教師專業能力愈

差。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要探討新舊實習制度國小實習教師自我知覺專業能力之比較研究，因此

在文獻部分，首先就教育實習制度作一相關研究；其次就實習教師專業能力加以探討；

最後就教育實習制度對實習教師專業能力的影響之比較及其相關研究加以說明。 



 
 

黃 麗 鴻  李 新 鄉 

國民教育研究學報                          ．221． 

一、教育實習制度之探究 

從國內學者（楊深坑，1991；葉郁菁，1997）等前後的研究中，均大致認為過去

我國舊制的實習輔導制度並未發揮成效。因此有研究（裘學賢，1992）指出，實習教

師在分發實習前後，教學態度與任教意願常會因遭受現實的震盪而產生負面的變化，

剛開始可能充滿理想與抱負，但是漸漸的受到現實環境衝擊，矛盾與挫折便會顯現，

國外學者 Weinstein（1988）稱此種困擾現象為現實的震撼（李新鄉，1999），這種因

理想與現實的差距所帶來的「現實震撼」將給實習教師帶來莫大的衝擊。國外學者

Huling-Austin（1990），及 Klug 與 Salzman（1991）提到，實習期間若能夠有計畫加

以適切的輔導與協助，將能夠有助於增進實習教師的任教意願與積極的教學行為與態

度。 

然而我國的教育實習的實施情形並不理想。根據丁志權（1998）、周水珍（1998）

等人對於教育實習輔導之研究指出，現行實習輔導制度的實施尚面臨實習輔導人員對

法令不清楚；輔導人員缺乏誘因，輔導的意願不高；輔導人員受到經驗、學識與時間

等方面之限制，不知如何指導，導致指導功能有限；實習輔導未能兼顧實習教師的專

業成長等問題。 

再歸納一些學者對於教育實習制度所指出之相關問題包括：（一）實習教師的權利

義務權責不清；（二）實習內容規範不明確；（三）行政實習干擾教學及導師實習；（四）

實習班級對實習教師不適應或家長不放心等問題（丁志權，1998）；（五）除了附小外，

對於教育實習機構與實習指導及輔導教師之遴選，並未建立一套嚴格的標準等（陳淑

茹，1999）。又鑑於 83 年 2 月 7 日版「師資培育法」所引發的政府財政對於提供實習

津貼的困難以及實習生身份的認定等問題。因此為了改善上述之缺失，民國九十一年

教育部新修訂 91 年 7 月 24 日版的「師資培育法」則明文規定將教育實習納入師資職

前教育課程（第七條），並規定參與師資培育課程的學生於本身學系課程修業結束後需

進行半年的教育實習課程（第八條）（丁志權，2004），並取消實習津貼、收取實習輔

導費用與舉行檢定考試等。這也就是目前所採行的新制教育實習制度產生的背景，因

此目前適處於新舊教育實習制度雜陳的情況。 

上述為新舊實習制度演變的背景，其制度的不同有必要進一步釐清，茲將新制教

育實習制度之特色加以說明如下： 

「師資培育法」修正公佈迄今已經有十一年之久，中間又配合社會發展及教育需

要，多次修正，最近修正公佈的是在 2002 年 7 月 24 日，條文由原來的二十條增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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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條，變動較大者有下列五項：  

（一）確立教育實習課程： 

我國師資培育包括師資職前教育及教師資格檢定二階段，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則包

括普通課程、專門課程、教育專業課程及教育實習課程（吳宗立，2004）。 

（二）教育實習納入職前 

2003 年 8 月實施的新制，改為大學四年修完教育學分後還不能畢業，得再加修半

年（一學期）教育實習，實習成績及格才准畢業，使得大學修業時間從四年延長至四

年半，而且實習期間仍是學生身份。 

（三）取消實習津貼、收取實習輔導費用 

不再發給實習津貼，還得照樣辦理註冊，繳交四學分的實習學分費。 

（四）實習期間縮短為半年 

實習時間由一年（兩學期）縮短為半年（一學期）。 

（五）各大學培育師資需成立師資培育中心。 

（六）廢除初檢與複檢檢定程序（吳武典，2004）。      

通過實習的畢業生，如欲取得教師資格，必須參加國家舉辦的「教師資格檢定考

試」，考試通過後才能取得小學、中學、特殊教育或幼兒教育合格教師證書，不再需要

經過初檢與複檢。 

綜合上述，新制與舊制最大的不同，在於確立教育實習課程、實習與教師資格檢

定的方式、教育實習納入職前、取消實習津貼、收取實習輔導費用、實習期間縮短為

半年、各大學培育師資需成立師資培育中心與廢除初檢以及複檢檢定程序。 

 

二、實習教師專業能力之探討 

教師專業能力乃是教師從事教育工作時，所應具備的能力。這些能力的實質內涵

包括參與教學活動中所需具備的相關知識與方法、達成教學目標所運用的技巧與表現

可以增進學生成長的行為（許美美，1984）。不過這些定義中的知識、技能與特定的專

業標準，都會隨著時代的變遷與需要而有所更迭，並非一層不變。在知識暴增的時代，

教師應具備什麼專業能力，才能勝任工作！  

研究者針對教師專業能力的分析，整理國內外學者的文獻，歸納成六大項，分述

說明如下（李新鄉，1999；吳清山、林天祐，2000；郭蕙菊，2003；黃秋月，2003；

馮莉雅，2001；潘慧玲，2004；潘慧玲等，2004；簡茂發等人，1997；鍾任琴，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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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 Jones & Weber, 1975; Hoyle, 1987; Scriven, 1991; Seyfarth, 1991） 

1.班級經營能力：教室常規管理、班級經營技巧與班級特色的建立。 

2.師生互動能力：與學生關係與溝通技巧、口語表達、師生關係、心理與輔導與瞭解

學生。 

3.課程設計能力：教學與評量技巧、課程設計與教學科領域之專業知能。 

4.教學研究能力：教學準備、教學設計、教學能力、行動研究與個案研究。 

5.專業態度：任教意願、專業精神、專業承諾與自我與價值的培養。 

6.專業倫理：對學生、對專業、對學校、對同業與對家長及社會。 

再者，由於實習老師將來都要成為正式教師，因此兩者追求的專業能力不應有所

差異，因此，本研究探討之國民小學實習教師專業力擬就以上述教師專業能力之六個

層面來作探討。 

以下茲再分別就實習教師自我知覺專業能力的各個層面，說明其重要性： 

1.班級經營能力：係期望教師在班級中能運用教室管理策略和技巧，管理教學情境掌

握並指導學生表現適當的行為，專注於學習活動的專業知識、能力與技能，促進班

級事務順利的進行，以提升教學效能，達成教學目標（黃秋月，2003；馮莉雅，2001；

潘慧玲，2004）。依據國內外學者（吳清山、林天祐，2000；潘慧玲等人，2004；簡

茂發等人，1997；Cooper, Jones & Weber, 1975; Seyfarth, 1991）之研究結果得

知班級經營能力是教師專業能力的重要因素。 

2.師生互動能力：係指教師能主動瞭解、關懷學生在學習、心理或行為上的問題，運

用輔導方法與策略，協助學生進行有利之學習，並能增進師生互動關係，此與教學

的脈絡經營有關，是可見的資源經營，經營的好，教學工作可以事半功倍，經營不

好則有害教學（潘慧玲，2004）。依據國內學者（吳清山、林天祐，2000）之研究結

果皆指出師生互動能力是教師專業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3.課程設計能力：瞭解課程設計的原理與發展趨勢，自從實施九年一貫課程後，教師

在課程設計能力上有急切需求的現象，包括教材編選、編寫課程單元、課程銜接、

規劃學校本位課程、主題統整、設計思考課程與設計情意課程等（林佩瑩，1996）。

依據國內外學者（吳清山、林天祐，2000；潘慧玲等人，2004；簡茂發等人，1997）

等研究指出課程設計能力是教師專業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4.教學研究能力：就是教師任教某一學科時，對該學科內容所具備的知識與技能，並

能整體掌握學科精髓，進行有效教學以提高學生學業成就具備省思、探究與分析的

態度及能力，「做中學」的從事教學研究工作，提昇教學品質。依據國內外學者（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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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玲等，2004；簡茂發等人，1997；Scriven, 1991）等研究指出教學研究能力是教

師專業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5.專業態度：係指對於教師專業角色的認同，亦即接受所從事的教育專業工作的目標，

並對教育專業工作角色的投入、忠誠與關心，並對自己的工作專心、負責、樂於接

受各類學科知識、與同事相互尊重合作、敬業與樂業的服務精神及態度、自我調適

情緒、以身作則、犧牲自己的休息時間處理級務（李新鄉，1999）。依據國內外學者

（潘慧玲等，2004；鍾任琴，1994；Cooper, Jones ＆ Weber, 1975; Scriven, 1991）

等研究指出專業態度是教師專業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6.專業倫理：教育專業倫理係指為人師表應當恪守遵行的規範，是提供教師面對專業、

學生、家長、同事、學校及社會與對國家民族及世界人類時，其自覺自律的標準（郭

蕙菊，2003）。依據國內外學者（吳清山、林天祐，2000；鍾任琴，1994；Hoyle, 1987）

等研究指出專業態度是教師專業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此外，關於影響實習教師專業能力因素的相關研究上，由於找不到與實習教師專

業能力直接相關的文獻，只好從相似的文獻發現，相關研究探討的因素可以分為性別、

年齡、最高學歷、師資培育方式、學校規模、實習學校位置與新舊教育實習制度七類，

其中以新舊實習制度較為重要，值得深入研究： 

(一)在性別上來說，研究結果發現，男性與女性實習教師之間，其教師專業能力上是

有差別的（吳和堂，2001；林愛華，2004；陳立軒，2003）。整體看來，性別是影

響教師專業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進行研究時應該加以考慮。 

(二)從年齡大小來看，李新鄉（1999）在「新舊教育實習制度對師院國小實習教師自

我效能、角色知覺與專業承諾影響之比較研究」中，其探討依變項為專業承諾（包

含教育專業倫理），其結果為年齡愈大其自我效能與專業承諾得分愈高，顯示年齡

愈大，實習教師的相關能力愈高，因此，年齡在本研究來說，是值得討論的向度

之一。 

(三)從最高學歷的相關研究結果發現，不同學歷之間，其教師專業能力上是有差別的

（吳和堂，2001；林愛華，2004）。因此，最高學歷是影響教師專業能力的重要因

素，因此進行研究時應該加以考慮。 

(四)從師資培育方式上來說，相關研究結果發現，不同師資培育方式之間，其教師專

業能力上是有差別的（朱苑瑜，2001；吳和堂，2001；李新鄉，1999）。因此，師

資培育方式在本研究來說，是值得討論的向度之一。 

(五)在實習學校規模上來看，郭蕙菊(2003)在「國民小學實習教師與初任教師教育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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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認知之研究」抽樣調查雲嘉南五縣市 1097 位國小實習教師與初任教師，結果發

現，12 班以下的實習學校，其實習教師的教育專業倫理高於 49 班以上的實習學

校，因此實習學校的規模應該加以討論。 

(六)實習學校位置的相關研究，朱苑瑜（2001）、郭蕙菊(2003)等二篇研究，都指出學

校位置並不會影響教師專業相關能力，到底如何，值得進一步探討。 

(七)至於不同實習制度對實習專業能力的影響，因為是本研究的重點，因此於以下另

外作討論。 

 

三、實習制度對實習教師專業能力影響之相關研究 

關於新舊實習制度對實習教師專業能力影響的直接相關研究尚未找到，僅能找相

似的文獻計有李新鄉(1999)等研究，以下茲就研究時間、研究對象、探討變項與研究

結果分述如下： 

（一）研究時間： 

研究時間點的不同，代表了不同的時代背景，換句話說，實習制度也就不相同，

從表中可以得知，從早期到近年來，我國的實習制度做了不少的改變。 

（二）研究對象： 

有的研究是國小實習教師，有的是國中實習教師，另外有研究的是實習制度本身。 

此外，大部份的研究是研究師院畢業的實習老師，邱兆偉、陳明鎮與楊百世（1999）

的研究是比較國中舊制公費實習教師與國中新制自費實習教師，吳和堂(1999)研究的

是新制國中實習教師在實習一年中的現象。 

（三）探討變項： 

相關研究探討的變項分別為自我效能、角色知覺、專業承諾、教育實習成效、職

前教育與教育實習成效評估的差異情形、班級常規管理、輔導、實習輔導教師的相關

研究、實習制度及實習期間發生的問題，這些內容雖然彼此間的名詞和定義不大一致，

但大多和本研究的實習教師專業能力的內涵相去不遠，因此相當具有參考價值。 

（四）研究結果： 

在新舊實習制度的相關結論方面，李新鄉(1999)指出新舊教育實習制度造成實習

教師在自我效能及專業承諾上的顯著差異。 

邱兆偉、陳明鎮與楊百世（1999）的研究顯示，新、舊制實習教師都大致上肯定

班級經營及學科教學兩方面的實習成效;另外舊制公費生實習教師的班級經營成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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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比較上顯著地優於新制自費生實習教師。新、舊制實習教師的學科教學成效，彼

此在總體比較上並無顯著性差異。但是，在學科教學的十一類題項中，舊制公費生實

習教師在佈置教學環境一類的成效自評，遙遙領先，而新制自費生實習教師則有五類

略微領先。此外，在實習教師的個人背景變項及實習學校變項中，性別、畢結業學校

以及實習工作職務等三者，可能是重要的變項。 

董書攸（2000）的研究結果指出，不同實習制度的國小實習教師，無論在達成班

級常規管理目標，使用班級常規管理策略或在班級常規管理實務的自我效能及滿意度

上，大致而言，都顯著比正式教師差。 

顏慶祥（1999）指出新制教育實習制度宣導工作不夠，並且常因政策與內容受到

一時的壓力或抗議而臨時變動。 

黃婉萍（1999）研究新制實習制度下的國小實習輔導教師角色與實習教師專業發

展，結果顯示實習教師的專業發展以教育專業知能為主，在班級經營上則較為不足。

專業發展的分期共分為三階段，分別為教育工作情境認知期、教師形象建立期與自我

模式建構期等三個階段。 

卓英豪（1996）研究新制實習制度的建立與展望，結果發現新制師資培育多元化

制度的建立，符合先進國家的潮流，並且能使師資的素質有所提升。最後發現新制實

習制度，它對各實習業務相關單位以及實習教師之權責與義務有明確的規定。 

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學生學術研討會（1998），研究新制實習制度實施後可能發生

的問題，結果發現實習教師津貼應增加，實習時間與方式也應改變，對於實習教師的

定位需清楚，實習輔導老師及實習指導老師的福利應予增加。 

吳和堂（1999）研究新制國中實習教師實習期間所發生的問題，結果發現實習教

師待遇、地位與尊重均有問題，實習教師代課領不到代課費，行政實習時間太長，學

期中不讓教師參加研習，輔導教師不管事，校長個人色彩太重與主觀，不過對於實習

學校環境滿意。 

由上可知，實習制度的確是影響實習教師實習成效甚鉅，甚至影響到其教師專業

表現，因此，新舊實習制度是不容忽視的變項，不過上述研究指的是過去多年來的實

習制度，最近一、兩年實施的實習制度則未有人研究過，因此更突顯了此一課題的重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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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架構 

 
 
 
 
 
 
 
 
 
 
 
 
 
 
 
 
 
 
 
圖 3-1 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對象 

（一）本研究將嘉義大學等四所大學畢業，九十四學年度上學期在雲林及嘉義縣市小

學實習的實習教師全部納入為研究對象。 

（二）將寄發出的 336 份正式問卷中，共回收 313 份，經整理剔除無效問卷數 2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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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有效問卷 311 份，回收率為 93.15%，可用率為 92.56%。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國民小學實習教師自我知覺專業能力量表」測量工具依照前章之教師

專業能力文獻探討的結果，將實習教師自我知覺專業能力量表界定為「班級經營能

力」、「師生互動能力」、「課程設計能力」、「教學研究能力」、「專業態度能力」與「專

業倫理能力」等六個層面，並參考李新鄉（1999）「教育專業承諾問卷」、黃秋月（2003）

「國小教師專業成長需求調查問卷」、潘慧玲（2004）「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能力

指標」、郭蕙菊(2003)的「國民小學教師教育專業認知量表」、林佩瑩（1996）「國小資

優教育教師專業能力調查問卷」與馮莉雅（2001）「國中教師教學效能之研究-教師知

覺與學生知覺之比較」，爾後再依據我國文化背景，編製而成，其問卷初稿內容共 57

題，並完成專家內容效度審查，刪除 2 題，再經指導教授修改後，成為預試問卷，一

共有 55 題，採 Likert 五點量表型式。 

本問卷預試時以雲林縣與嘉義縣市 71 所學校的實習教師為對象，發出有 220 份問

卷。預試問卷回收後，運用社會科學統計程式 SPSS 10.0 求得預試問卷之項目分析、

信度與效度分析，考驗研究工具的信度與效度。在項目分析時題目全數保留，再經

Cronbach α 係數進一步篩選整體與各向度的內部一致性，以考驗其信度，刪除 2 題

後，問卷整體的α係數達到.97，顯示本量表之總量表及各向度內部一致性高，最後採

建構效度，將施測後問卷結果進行因素分析，分別針對每一層面進行主成份分析，取

因素特徵值大於 1及因素負荷量大於.40 以上為選題原則，刪除因素負荷量低於.40 的

題目，最後保留 53 題做為正式問卷，此六個因素共可解釋總變異量 62.63%，故量表效

度良好。其各分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 α）和因素分析後之解釋變異量百分

比結果詳如表 1。 

 
表 1 

各分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及因素分析後解釋變異量百分比一覽表 

分量表名稱 
班級經營

能力 

師生互動

能力 

課程設計

能力 

教學研究

能力 
專業態度 專業倫理 

Cronbach α .88 .91 .91 .94 .93 .92 

因素分析解釋

變異量百分比 
8.27% 9.460% 9.54% 13.60% 10.49% 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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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根據回收的問卷調查資料，加以整理分析，剔除無效問卷，將有效問卷，

以 SPSS10.0 統計方法進行問卷資料的各項統計分析。所採取的統計方法有平均數、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與二因子變異數分析。 

 

五、調查問卷實施階段 

本研究之調查問卷的實施共可分為撰擬問卷之教授請託函、問卷寄發階段、問卷

回收與催覆與問卷整理等四階段，其中問卷寄發日期為 94 年 12 月 8 日，問卷回收截

止日期為 94 年 12 月 19 日。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係根據實際調查所得資料，將其研究結果進行討論，藉以瞭解雲林縣與嘉義

縣市國小實習教師自我知覺之專業能力，共分三部分：第一，探討背景變項不同之國

小實習教師自我知覺專業能力之差異；第二，分析新舊實習制度之國小實習教師自我

知覺的專業能力；第三，剖析新舊實習制度與師資培育方式在國小實習教師自我知覺

專業能力之交互作用。 

 

一、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實習教師自我知覺專業能力差異比較 

根據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實習教師自我知覺專業能力差異，並由於找不到與實習

教師專業能力直接相關的文獻，只好從相似的文獻發現，分別從性別、年齡、最高學

歷、師資培育方式、學校規模與學校位置等之順序，作如下的討論： 

（一）性別方面 

本研究發現，由於性別不同，對於國民小學實習教師自我知覺在班級經營能力、

師生互動能力、課程設計能力、教學研究能力、專業態度、專業倫理上與整體教師專

業能力之影響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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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尚未找到性別影響實習教師專業能力直接相關之文獻，只好從相關的文獻做

討論。以李新鄉（1999）的研究與本研究作對照，其針對國小實習教師之專業承諾研

究發現性別不會對國小實習教師的專業承諾產生影響，雖然沒有針對專業承諾的分層

面作個別探討，但其專業承諾中包含有教育專業倫理層面與本研究之「專業倫理」層

面相似；吳和堂（2001）針對國中教師專業成長之研究裡的教學技術、班級管理及專

業態度與本研究裡的「教學研究能力」、「班級經營能力」、「專業態度」層面相似；郭

蕙菊（2003）針對國小實習教師與初任教師教育專業認知之研究裡的教育專業倫理與

本研究的「專業倫理」層面內涵相近。綜合以上文獻，其研究結果與本研究類似，或

許可以推論與本研究發現性別對實習教師自我知覺班級經營能力、教學研究能力、專

業態度與專業倫理層面不會產生影響的結果一致。 

不過本研究的結果與陳立軒（2003）針對國民小學實習教師工作壓力、制握信念

與專業成長需求之研究的結果所有出入，由於陳立軒研究中的「班級經營」以及「專

業態度」與本研究的「班級經營能力」以及「專業態度」層面內涵相近，但研究結果

不同，其原因可能由於研究對象、研究工具與研究時間不同所致，但其真正差異原因，

則需進一步研究。 

關於男女性別間能力沒有差異的原因，可能是教師自我知覺專業能力和性別差異

沒有直接關連，因此在任何一個層面上，性別因素並未造成影響。 

（二）年齡方面 

本研究發現，國小實習教師年齡愈高，其自我知覺的班級經營能力、師生互動能

力、專業倫理與整體教師專業能力上有較高的趨勢（如表 2）。 

 
表2 

不同年齡的國小實習教師自我知覺專業能力各層面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摘要表 

層面 年齡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事後比較 

1.20-25歲 204 3.53 .59 2,3>1 

2.26-30歲  60 3.71 .63  班級經營能力 

 3.31歲以上  47 3.76 .52 

4.44* 

 

1.20-25歲 204 3.65 .56 2,3>1 

2.26-30歲  60 3.83 .62  師生互動能力 

 3.31歲以上  47 3.94 .64 

 5.87** 

 

 1.20-25歲 

2.26-30歲 

204 

 60 

3.42 

3.58 

.63 

.71  

課程設計能力 

 3.31歲以上  47 3.60 .62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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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5歲 204 3.72 .68  

2.26-30歲  60 3.95 .70  教學研究能力 

 3.31歲以上  47 3.77 .69 

2.72 

 

1.20-25歲 203 3.89 .62  

2.26-30歲  60 4.02 .69  專業態度 

 3.31歲以上  47 3.93 .62 

.92 

 

1.20-25歲 203 4.16 .59 3>1 

2.26-30歲  60 4.25 .60  專業倫理 

 3.31歲以上  46 4.44 .53 

4.47* 

 

1.20-25歲 204 3.74 .48 2,3>1 

2.26-30歲  60 3.91 .55  全量表總分 

 3.31歲以上  47 3.90 .50 

4.11* 

 

*p <.05   **p <.01 

 
由於尚未找到年齡影響實習教師專業能力的直接文獻，只好從相似的文獻做討論:

李新鄉（1999）針對國小實習教師之專業承諾研究發現，年齡愈高其專業承諾愈高，

雖然其沒有針對專業承諾的分層面作個別探討，但其專業承諾中包含有教育專業倫理

層面與本研究之「專業倫理」層面是相似的，或許可以推論與本研究發現年齡對實習

教師自我知覺專業倫理層面會產生影響的結果一致。 

推究其原因，有可能是年齡較大以後才決定選擇教師工作，自然愈加瞭解自己的

興趣與能力，因此也更具足有教師專業上的能力。 

（三）最高學歷方面 

本研究發現一般大學院校及研究所畢業之受試者其自我知覺的師生互動能力高於

師院之受試者。由於受試者之最高學歷不同，其自我知覺專業能力會有顯著差異，顯

示目前國小實習教師學歷愈高，所具備的自我知覺專業能力也有較高的趨勢，從專業

能力的分層面來看，這只在實習教師的「師生互動能力」層面上有所差異（如表 3）。 

 
表3 

不同最高學歷的國小實習教師自我知覺專業能力各層面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摘要

表 

層面 最高學歷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事後比較 

1.師院 158 3.56 .58 .83  

2.一般大學院校 108 3.61 .65   
班級經

營能力 
3.研究所  45 3.69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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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01 

1.師院 158 3.62 .56 5.74** 2,3>1 

2.一般大學院校 108 3.80 .64   
師生互

動能力 
3.研究所  45 3.92 .57   

1.師院 158 3.46 .59 .17  

2.一般大學院校 108 3.50 .74   
課程設

計能力 
3.研究所  45 3.49 .61   

1.師院 158 3.70 .65 1.58  

2.一般大學院校 108 3.81 .73   
教學研

究能力 
3.研究所  45 3.88 .69   

1.師院 158 3.89 .59 .76  

2.一般大學院校 107 3.99 .67   
專業 

態度 
3.研究所  45 3.89 .69   

1.師院 158 4.17 .57 1.27  

2.一般大學院校 106 4.26 .63   
專業 

倫理 
3.研究所  45 4.30 .58   

1.師院 158 3.75 .45 1.60  

2.一般大學院校 108 3.83 .58   
全量表

總分 
3.研究所  45 3.88 .47   

 
 
推究其原因，可能是一般大學院校及研究所畢業者其社會經驗較多，且研究所畢

業者受過二年以上的研究訓練，因而在專業能力上表現較佳。 

（四）師資培育方式方面 

本研究發現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及一般大學教育學程培育之受試者，其自我知覺的

師生互動能力、課程設計能力與整體專業能力高於師院之受試者，至於在班級經營能

力、教學研究能力、專業態度與專業倫理等層面則未達顯著差異。究其原因，可能是

因為師資培育方式的不同，其實習教師來源不同，也有可能是與年齡變項有關，由於

師院生年齡較小，所以呈現自我知覺專業能力較低。此外，其接受教育專業訓練的方

式與時間也不一樣，因此可能造成其專業能力的不同（如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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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不同師資培育方式的國小實習教師自我知覺專業能力各層面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

摘要表 

層面 師資培育方式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事後比較 

1.師院 166 3.55 .59 1.38  

2.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77 3.69 .64   
班級經

營能力 
3.一般大學教育學程 68 3.60 .56   

1.師院 166 3.63 .56 4.95* 2,3>1 

2.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77 3.86 .63   
師生互

動能力 
3.一般大學教育學程 68 3.81 .62   

1.師院 166 3.43 .63 3.21* 2,>1,3 

2.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77 3.64 .71   
課程設

計能力 
3.一般大學教育學程 68 3.43 .58   

1.師院 166 3.69 .65 2.55  

2.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77 3.89 .75   
教學研

究能力 
3.一般大學教育學程 68 3.83 .68   

1.師院 166 3.87 .59 2.49  

2.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77 4.06 .65   
專業態

度 
3.一般大學教育學程 67 3.91 .69   

1.師院 166 4.16 .57 2.95  

2.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76 4.36 .60   
專業倫

理 
3.一般大學教育學程 67 4.20 .60   

1.師院 166 3.74 .45 3.75* 2>1 

2.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77 3.92 .56   
全量表

總分 
3.一般大學教育學程 68 3.80 .52   

* p <.05   

 
由於尚未找到師資培育方式影響實習教師專業能力之直接文獻，只好從相關的文

獻討論：郭蕙菊（2003）針對國小實習教師與初任教師教育專業認知之研究裡的教育

專業倫理與本研究的「專業倫理」層面內涵相近；陳立軒（2003）針對國民小學實習

教師工作壓力、制握信念與專業成長需求之研究裡的「班級經營」以及「專業態度」，

與本研究的「班級經營能力」以及「專業態度」層面內涵相近，綜合以上文獻，其研

究結果與本研究類似，或許可以推論與本研究發現師資培育方式對實習教師自我知覺

的班級經營能力、專業態度與專業倫理層面不會產生影響的結果一致。 

（五）學校規模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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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發現，實習之學校規模不同，對於國民小學實習教師自我知覺的班級經營

能力、師生互動能力、課程設計能力、教學研究能力、專業態度、專業倫理上與整體

教師專業能力之影響不顯著。 

學校規模不同並未對國小實習教師自我知覺的班級經營能力層面與專業態度層面

產生影響。學校規模影響實習教師專業能力之文獻找不到，只好從相關的文獻發現，

例如陳立軒（2003）在對國小實習教師之班級經營層面與專業態度層面研究中發現，

學校規模不會對國小實習教師在自我知覺的班級經營能力層面與專業態度層面上產生

影響，與本研究的「班級經營能力」層面以及「專業態度」層面是相同的，或許可以

推論與本研究發現學校規模對實習教師在自我知覺的班級經營能力層面與專業態度層

面不會產生影響的結果一致。 

究其原因，可能由於現今學校的各項資訊非常公開，訊息的傳達迅速，成員藉由

網路科技互動與分享學習的機會較多，因此，對教師的整體專業能力，不因學校的規

模大小而有所差異。 

（六）學校位置方面 

本研究發現，實習之學校規模不同，對於國民小學實習教師在自我知覺的班級經

營能力、師生互動能力、課程設計能力、教學研究能力、專業態度、專業倫理上與整

體教師專業能力之影響不顯著。 

學校位置不同並未對國小實習教師自我知覺的專業倫理層面產生影響。學校位置

影響實習教師專業能力之文獻找不到，只好從相關的文獻進行對照：郭蕙菊（2003）

的研究發現，不同學校位置的國民小學實習教師在教育專業倫理層面沒有顯著差異，

與本研究的「專業倫理」層面雷同，或許可以推論為研究結果一致。 

再者，從學校位置來說，一般的實習教師大多選擇距離自家較近的學校實習，因

為住在家裡，受到家庭的照顧，心理較安定，花費較少，也不用花費較多時間在交通

上，因此在整個學校位置的影響力便顯得較不明顯。 

綜合上述結果，研究者發現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實習教師，其自我知覺專業能力

在部份變項上呈現差異情況如下：在年齡上，年紀較長的實習教師，其自我知覺專業

能力高於年紀較輕者;在學歷上，一般大學院校與研究所畢業的實習教師在「師生互動

能力」上優於師院畢業的實習教師；在師資培育方式上，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及一般大

學教育學程培育之實習教師，其自我知覺的師生互動能力、課程設計能力與整體專業

能力高於師院之實習教師，其原因可能和年齡變項有關，因為師院生年齡較小的原因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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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舊實習制度的國小實習教師自我知覺專業能力差異比較 

（一）新舊實習制度的國小實習教師自我知覺專業能力 t考驗 

由表 5可知，新舊實習制度的實習教師其自我知覺專業能力在「師生互動能力」、

「課程設計能力」、「專業態度」與「專業倫理」層面以及全量表總分上達到顯著差異，

觀察其平均數得知，在這些層面上，新制實習制度的實習教師自我知覺得分皆高於舊

制實習制度的實習教師（如表 5）。 

在全量表總分上，新制實習制度的實習教師自我知覺得分皆高於舊制實習制度的

實習教師。由上述分析可知，新舊實習制度會影響國小實習教師自我知覺專業能力的

差異。 

 

表5 

新舊實習制度的國小實習教師自我知覺專業能力各層面之 t 考驗 

層面 制度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新制 110 3.68 .59 1.89 
班級經營能力 

舊制 201 3.55 .60  

新制 110 3.85 .62 2.67** 
師生互動能力 

舊制 201 3.66 .57  

新制 110 3.58 .65 2.06* 
課程設計能力 

舊制 201 3.42 .636  

新制 110 3.86 .70 1.75 
教學研究能力 

舊制 201 3.72 .68  

新制 110 4.03 .64 2.12* 
專業態度 

舊制 200 3.87 .62  

新制 109 4.31 .60 2.09* 
專業倫理 

舊制 200 4.17 .58  

新制 110 3.90 .52 2.62** 
全量表總分 

舊制 201 3.74 .48  

* p <.05  ** p <.01 

 

（二）綜合討論 

根據表 4 新舊實習制度的國小實習教師自我知覺專業能力差異，並由於找不到與

實習教師專業能力直接相關的文獻，只好從相似的文獻發現，作如下的討論： 



 
 

新舊實習制度國小實習教師自我知覺專業能力之比較研究 

 

．236．                     第 18 期－2007－嘉大國教所 教政所 

新舊實習制度對國民小學實習教師自我知覺的「師生互動能力」、「課程設計能

力」、「專業態度」與「專業倫理」等層面有顯著差異，因此，新舊實習制度會影響國

小實習教師自我知覺的「師生互動能力」、「課程設計能力」、「專業態度」與「專業倫

理」。 

1.由於尚未找到新舊實習制度影響實習教師專業能力直接相關之文獻，只好從相關的

文獻做討論。以李新鄉（1999）的研究和本研究作對照，其針對新舊教育實習制度

對國小實習教師自我效能、角色知覺與專業承諾影響之比較研究，其結果發現新舊

實習制度下的實習教師，其「自我效能」與「專業承諾」上具有顯著差異，或許可

以推論與本研究的發現新舊實習制度會影響國小實習教師自我知覺的「師生互動能

力」、「課程設計能力」、「專業態度」及「專業倫理」的結果相似。 

2.因為國小文獻不多，因此舉對象是國中來討論，邱兆偉、陳明鎮與楊百世（1999）

研究發現的是國中舊制公費實習教師的班級經營成效，尤其是在「營建班級常規」、

「實施環境教育」與「實施親師溝通」等成效上，顯著優於新制自費實習教師。而

在學科教學成效上，國中舊制公費實習教師在「佈置教學環境」的成效，遙遙領先

新制自費實習教師，而新制自費實習教師略為領先的五類為：「規劃教學目標」、「編

排學科教材」、「引起學習動機」、「運用教學方法」與「應用學習策略」。 

3.本研究的差異則在「師生互動能力」、「課程設計能力」、「專業態度」以及「專業倫

理」等層面具有顯著差異，對照上述結果來看，「師生互動能力」與「營建班級常規」

內涵較接近，「課程設計能力」、「規劃教學目標」與「編排學科教材」等成效較相似，

而本研究的「專業態度」與「專業倫理」內涵，則與李新鄉（1999）研究中的「專

業承諾」相近，「師生互動能力」以及「課程設計能力」則與李新鄉（1999）研究中

的「自我效能」較接近。因此，本研究與相關研究的結果對照來看，實習制度對此

四層面的能力，都有相當程度的影響。但本研究所謂的新制實習制度與前二項研究

的新制實習制度有所不同，本研究的新制實習制度指的是從 2003 年 8 月開始實施的

制度，而李新鄉（1999）研究中的新制，則是適用於 1997 年 8 月畢結業之實習教師，

換句話說，李新鄉（1999）研究中的新制實習制度，其實是本研究中的舊制實習制

度。 

本項研究尚未發現可以互相比較之文獻，主要在於國外目前並無相同之教育實習制

度，而國內則新教育實習制度剛實施不久。 

4.為何半年實習制度下實習教師的自我知覺專業能力，會高於一年的實習制度下的實

習教師，究其差異的原因可能與年齡變項有關，新制實習教師大都為學士後師資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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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較長，心態較成熟，並且考量到未來教師甄試的壓力，此心態的不同，對於自

我知覺量表上的得分，可能有所影響；另一個可能的原因可能真的來自不同實習制

度，新制實習制度由於時間較短，並且必需另繳實習學分費，實習教師格外珍惜只

有半年的實習時間，因此提高了其自我知覺專業能力，不過其真正原因，還要做進

一步的研究。 

5.綜合來說，本研究的結果顯示，新制實習制度的實習教師自我知覺在「師生互動能

力」、「課程設計能力」、「專業態度」、「專業倫理」層面以及整體專業能力上都高於

舊制實習制度的實習教師。 

 

三、新舊實習制度與師資培育方式在國小實習教師自我知覺專業能

力交互作用分析 

問卷回收整理後，將之建檔，以實習教師自我知覺專業能力為依變項，以新舊實

習制度與師資培育方式為自變項進行二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兩個自變項之間是否有

交互作用效果存在，若達顯著水準，則進行單純主要效果檢定。結果如表 6。 

由表 6 可知，所有層面的能力以及全量表總分在交互作用的項目上皆沒有顯著差

異，表示不論是新舊實習制度其在不同師資培育方式上所產生的實習教師自我知覺專

業能力是一樣的。 

 

表6 

新舊實習制度與師資培育方式在國小實習教師自我知覺專業能力之二因子變異數分析

摘要表 

層面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值 

新舊實習制度(A) 1 4.00 .23 .63 

師資培育方式(B) 2 2.43 .14 .87 

A × B 2 1.60 .09 .91 

班級經

營能力 

誤差項 305 17.41   

新舊實習制度(A) 4.44 1 4.44 .158 

師資培育方式(B) 94.91 2 47.45 1.69 

A × B 73.60 2 36.80 1.31 

師生互

動能力 

誤差項 8589.55 305 2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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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實習制度(A) .41 1 .41 .02 

師資培育方式(B) 64.25 2 32.12 1.22 

A × B 52.46 2 26.23 1.00 

課程設

計能力 

誤差項 8033.08 305 26.34  

新舊實習制度(A) 48.81 1 48.81 .87 

師資培育方式(B) 208.91 2 104.46 1.86 

A × B 202.90 2 101.45 1.80 

教學研

究能力 

誤差項 17175.02 305 56.31  

新舊實習制度(A) .07 1 .07 .00 

師資培育方式(B) 34.01 2 17.00 .67 

A × B 16.05 2 8.02 .32 

專業態

度 

誤差項 7749.23 304 25.49  

新舊實習制度(A) 5.68 1 5.68 .16 

師資培育方式(B) 16.94 2 8.47 .24 

A × B 8.59 2 4.30 .12 

專業倫

理 

誤差項 10501.50 303 34.66  

新舊實習制度(A) 4.84 1 4.84  .01 

師資培育方式(B) 1733.06 2 866.53 1.26 

A × B 1204.61 2 602.31  .87 

全量表

總分 

誤差項 210441.21 305 689.97  

 

本研究在新舊實習制度與師資培育方式的交互作用上沒有顯著。由於過去沒有任

何研究對此做交互作用的檢證，或許過去的學者在理論上並不認為有交互作用才沒有

檢證，如果此一理由用以說明此一研究的結果，則本研究沒有交互作用應當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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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主要研究發現 

綜合本研究之結果分析與討論，本研究獲致下述之主要研究發現： 

（一）不同個人背景變項的受試，其自我知覺之教師專業能力大多有顯著差異存在。 

此主要發現可再詳述如下： 

1.就受試之性別言 

不同性別的國民小學實習教師自我知覺之專業能力並無顯著的差異。 

2.就受試之年齡言 

（1）在「班級經營能力」與「師生互動能力」兩個層面上：26-30 歲及 31 歲以上的實

習教師自我知覺之專業能力最高。 

（2）在「專業倫理」層面上：31 歲以上的實習教師自我知覺之專業能力顯著高於 20-25

歲的實習教師。 

（3）在總體專業能力上，26-30 歲及 31 歲以上的實習教師自我知覺之專業能力顯著高

於 20-25 歲的實習教師。 

3.就受試之最高學歷言：在「師生互動能力」層面上：一般大學院校及研究所畢業的

實習教師自我知覺的得分顯著高於師院畢業的實習教師。 

4.就受試之師資培育方式言 

（1）在「師生互動能力」層面上：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及一般大學教育學程的實習教師

自我知覺之專業能力顯著高於師院的實習教師。 

（2）在「課程設計能力」層面上：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實習教師自我知覺之專業能力的

得分顯著高於師院畢業及一般大學教育學程畢業的實習教師。 

（3）在整體專業能力：學士後教育學分班之實習教師自我知覺之專業能力，顯著高於

師院的實習教師。 

（二）不同學校背景變項的受試，其自我知覺之教師專業能力並沒有顯著差異存在。 

此主要發現可再詳述如下： 

1.就受試之學校規模言 

不同學校規模的國民小學實習教師自我知覺在各層面與總體的專業能力上並無顯

著的差異。顯然的，實習教師其實習所在的學校規模，對其自我知覺專業能力並未造

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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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受試之學校位置言 

不同學校位置的國民小學實習教師自我知覺在各層面與總體的專業能力無顯著差

異存在。顯然的，實習教師其實習所在的學校位置，對其自我知覺專業能力並未造成

影響。 

（三）不同實習制度背景變項的受試，其自我知覺之教師專業能力有顯著差異存在。 

1.「師生互動能力」、「課程設計能力」、「專業態度」與「專業倫理」層面上：新制實

習制度的實習教師自我知覺的得分顯著高於舊制實習制度的實習教師。 

2.在整體專業能力上：新制實習制度的實習教師自我知覺的得分顯著高於舊制實習制

度的實習教師。 

（四）新舊實習制度與師資培育方式之間對於國小實習教師自我知覺之專業能力並未

產生交互作用效果。 

 

二、結論 

綜合本研究文獻探討與主要研究發現，對於新舊實習制度國民小學實習教師自我

知覺專業能力之比較研究，歸納出以下的結論。茲分述如下： 

（一）雲嘉縣市國小實習教師因其年齡、學歷與師資培育方式不同，其自我知覺之專

業能力有差異。 

（二）雲嘉縣市國小實習教師因其實習之學校規模與學校位置不同，其自我知覺之專

業能力沒有差異。 

（三）雲嘉縣市國小實習教師因其新舊實習制度不同，其自我知覺之專業能力有差異。 

（四）新舊實習制度與師資培育方式對於雲嘉縣市國小實習教師自我知覺之專業能力

沒有交互影響產生。 

 

三、建議 

根據研究結果與討論，提出以下幾點建議，俾提供教育主管機關、師資培育機構、

學校與實習教師，作為規劃相關措施及選擇實習學校時參考，同時，提供未來研究之

建議。 

（一）師資培育機構可針對不同年齡、學歷、師資培育方式及實習制度的實習教師，

擬定不同的實習輔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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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發現 20-25 歲的實習教師自我知覺在班級經營能力、師生互動能力、專業

倫理與整體能力等四個層面的能力上顯著較弱；師院畢業的實習教師自我知覺在師生

互動能力上也顯著較弱；來自於師院和一般大學教育學程管道的實習教師自我知覺在

課程設計能力上也明顯較弱。因此，師資培育機構或實習機構均應針對個別對象的個

別需求，提供相關訓練的課程及機會，一方面可經由協助瞭解低專業能力的形成原因

及其影響，分析教學的各種影響層面，使實習教師能增強其掌握教學知能與技巧的能

力；另一方面，亦可經由職業輔導上的策略著手，以期實習教師能更了解教師專業角

色的行為規範，也有更明確的工作價值觀。將來這些學生畢業後，一旦從事教育工作，

才能在其工作崗位上，更投入，更發揮其專業倫理精神，以提升其教師專業能力的教

育理想。 

（二）新制實習制度有益於培育實習教師專業能力，應予肯定 

本研究發現新教育實習制度之國小實習教師，其自我知覺在「師生互動能力」、「課

程設計能力」、「專業態度」、「專業倫理」層面與總體的專業能力上均高於舊制實習教

師。新教育實習制對於實習教師自我知覺專業能力具正面之影響效果，此蓋因舊教育

實習制度本即有名無實，新制半年必須繳費並且納入職前教育的課程，使得實習教師

更加珍視實習階段專業能力的現場經驗的學習機會。但本研究也發現在「班級經營能

力」與「教學研究能力」兩個層面上，新制實習教師自我知覺並不優於舊制者。因此，

與舊制比較之下，新教育實習制度尚有進步的空間。 

（三）未來研究方面之建議 

1.在研究工具及評量上應設法使用更精準之態度觀察量表 

本研究所使用之調查表均為自陳量表，對於受試的社會期許效應干擾因素無法避

免，若能克服經費及時間的限制，編製「實習教師專業能力」等觀察量表，委請帶過

實習教師的輔導教師及師資培育機構的實習指導教師，進行觀察測量或作焦點座談，

對實習教師專業能力現況之評量必能更符合實際。 

2.探求用不同研究方法來探討影響實習教師專業能力高低的因素 

本研究支持年齡會影響實習教師自我知覺專業能力的高低，年齡大的為何師生互

動能力會比較好？未來研究可從其動機、人格、特質或是各種相關因素去探討其真正

的原因，而不只是幾個簡單研究變項的探究。探究其原因是否可能源於其心智成熟度

不同所致，值得未來研究再深入探討。 

3.擴大研究範圍 

本研究若更能從更大範圍(如更多的縣市、更多師資培育機構的實習教師)著手，

對於實質意義之瞭解當更能深入，所可提供之訊息自更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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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綜貫長期追蹤研究之必要 

經由長時間的觀察議題，持續比較觀察不同學年度，實習教師在專業能力的差異

情形。例如本研究結果：新制的實習教師其自我知覺專業能力明顯較好，有必要持續

觀察不同學年度新制的實習教師，其專業能力是不是確實有愈來愈好的現象，以作為

師資培育機構在品質把關上的參考。 

5.後續研究可採前後測設計 

本研究由於時間及人力的限制，並未能進行前測，因此造成實習教師專業能力差

異原因解釋困難，因此若要進行相關研究應該增加前測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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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are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s of the intern teachers’ 

self-perceived professional abilities and to compare the self-perceived professional abilities 
of intern teachers working under the new and old teacher internship programs. The research 
instrument of this study is a questionnaire developed by the researcher. The subjects are 311 
intern teachers working i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elementary schools of Yunlin County, 
Chiayi County and Chiayi City, and were graduated from four universities.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are: 
1. The intern teachers’ self-perceived professional abilitie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mong 

those in different age groups and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al backgrounds and modes of 
teacher training. 

2. The intern teachers’ self-perceived professional abilities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mong those in different sizes and locations of schools. 

3. The self-perceived professional abilitie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intern 
teachers who are working under the new and those under old teacher internship programs. 

4. The interactive effect is not significant on the intern teachers’ self-perceived professional 
abilities among intern teachers who are working under the new and old teacher internship 
programs and trained by different modes of teacher training. 

 
Key words: intern teachers, teacher internship program, professional 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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