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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旨在於瞭解台北縣市幼兒體育教師對各項專業能力重要程度認知

情形與需求程度，並探討不同人口統計變項的幼兒體育教師對各項專業

能力重要程度的認知差異情形與需求程度的差異情形，以及探討幼兒體

育教師在專業能力重要程度認知及需求程度之相關性。以自編的「幼兒

體育教師專業能力重要程度認知與需求程度調查問卷」作為資料收集的



工具。以普查的方式，進行問卷調查，共發出問卷 799 份，回收有效問

卷 466 份。根據所得資料以描述性統計、因素分析、獨立樣本 t 檢定、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皮爾森積差相關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研究結論如

下： 一、目前台北縣市幼兒體育教師以女性居多（59.7％）；在年齡部

分， 以 28-32 歲教師居多（28.3％）；在工作屬性部分，以外聘教師居多

（52.4％）；在任教年資部分，以 4-6 年居多（29.2％）；在學歷部分，

以大學、學院居多佔（73.8％）；在教育背景部分，以幼兒相關科系居多

（49.3％）；在婚姻部分，以未婚居多（51.1％）；在職進修部分，是有

在職進修居多（66.1％）；在薪資部分，以 40001~50000 居多（25.8

％）。 二、台北縣市幼兒體育教師對專業能力重要程度各構面的認知程

度之高低，依序為「專業技能」、「專業知識」和「專業態度」。 三、

台北縣市幼兒體育教師對專業能力需求程度各構面之高低，依序為「專

業技能」、「專業態度」和「專業知識」。 四、台北縣市幼兒體育教師

在專業能力重要程度認知情形上，不同性別、年齡、工作屬性、任教年

資、教育背景、婚姻和薪資有顯著差異存在；而不同學歷、在職進修無

顯著差異存在。 五、台北縣市幼兒體育教師在專業能力需求程度上，不

同性別、工作屬性、任教年資和教育背景有顯著差異存在；而不同年

齡、學歷、婚姻、在職進修和薪資無顯著差異存在。 六、台北縣市幼兒

體育教師在整體專業能力重要程度認知及其三個因素與整體專業能力需

求程度及其三個構面間均有顯著正相關。  

摘要

(英) 

The objectiv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understand the extent of Taipei City and 

Country Child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TCACCPET) recognize each of their 

professional competency as significant and required; to examine how TCACCPET 

with various demographic variances have different recognition of significance 

extent of professional competency and requirements extent of professional 

competency; and to dig into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CACCPET recognition of 

significance extent of professional competency and requirements extent of 

professional competency. Researcher collected data with “The TCACCPET’ 

Professional competency Significance & recognition Questionnaire” designed by 

himself. In this survey the questionnaire were totally handed out 799 entries and 

466 entries back are viewed as valid. According to these data it is statistically 

analyzed by means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 factor analysis, independent-samples t-

tests,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and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etc.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ing: 1.Currently among TCACCPET the female is 

outnumbered; as to their age, more of them are 28-32 year-old(28.3%); as to work 

attribute, most are hired from outside of school (52.4%); as to their work seniority 

more of them are 4-6 years(29.2%); most have university or college degrees 

(73.8%); most majored in child care or relevant departments (49.3%) as thei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their marriage status mostly are single (51.1%); most 

have further studying while working (66.1%); and their salary is generally from 

NT$40001 to 50000 (25.8%). 2.Among each dimension that TCACCPET 

recognize as significant, from the most to the least the order are “professional 

skill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professional attitude.” 3.Among 

each dimension that TCACCPET recognize as required, from the most to the least 



the order is “professional skills,” “professional attitude,”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4.In the recognition of significance extent of TCACCPET 

professional competency, different variances of sex, age ,work attribute, work 

seniority and educational background cause obvious differences; but different 

education degree and whether they have further studying while working do not 

cause obvious differences. 5.Among the variances of TCACCPET’ requirements 

extent of professional competency, different sexes, work attributes, work seniority 

and educational backgrounds cause obvious differences; yet different 

age ,education degree, marriage status, whether going further studying while 

working, and salary do not cause obvious differences. 6.TCACCPET’ 

recognition of their overall professional competency and their three factors show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ir requirements extent of overall professional 

competency and their three dimensions. Keywords: child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 professional competency, significance extent, requirements extent  

論文

目次 

目  錄 中文摘要 i 英文摘要 iii 謝誌 vi 表次 ix 圖次 xii 第壹章 緒論 1

第一節 問題背景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 3 第三節 研究問題 4 第四節 

研究假設 4 第五節 研究範圍 5 第六節 研究限制 5 第七節 名詞操作性

定義 6 第貳章 文獻探討 8 第一節 專業能力之相關文獻 8 第二節 教

師專業能力內涵 14 第三節 幼兒體育教師應具備的專業能力 26 第四節 

相關實證之研究 31 第五節 本章總結 40 第參章 研究方法 42 第一節 研

究架構 42 第二節 研究流程 43 第三節 研究對象 44 第四節 研究工具 

44 第五節 研究過程 61 第六節 資料處理 62 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64 第

一節 結果 64 第二節 討論 90 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109 第一節 結論 

109 第二節 建議 112 參考文獻 115 一、中文部份 115 二、英文部份 122 

附錄 126 一、預試問卷 126 二、正式問卷 129  

參考

文獻 

一、中文部分 王欣茹（2002）：花蓮縣國民中學體育教師專業發展需求

之研究。台北市立體學院運動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王

健次（1982）。幼兒體育遊戲。臺北：健行。 王登方（2001）。國中體

育教師專業成長需求之研究。國立體育學院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

版，台北。 王誼邦（1997） 國民中學體育教師專業發展之研究∼以臺北

市、縣為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江旺益、黃永寬（2003a）。實施幼兒運動遊戲課程之起源、原因及重要

性。大專體育，67，89-93。 江旺益、黃永寬（2003b）。幼兒運動遊戲

課程之風險管理。大專體育，64，90-96。 江旺益、黃永寬（2004）。幼

兒體育教師專業能力之探討。大專體育，未出版。 李芳美（2000）。人

力資源發展人員專業能力及專業表現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

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 李金泉（1993）。SPSS/PC+實務

與應用統計分析。台北：松崗。 李健浩(1995)。我國啟智教育高職階段

職業類科教師專業能力之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碩士論

文，未出版，彰化。 李麗珍（1994）。成人收看電視與體適能之關係。

大專體育，15，87-92。 何郁玲（1999）。中小學教師職業倦怠、教師效

能感與生命意義感關係之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

文，未出版，彰化。 余季容（2002）。國中一般智能優異班教師教學效



能之研究。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彰化。 沈

志強（2004）。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教師專業能力之研究。臺

北市立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沈翠蓮

（1994）。國小教師專業成長、教學承諾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國立

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 台北巿幼教行政網

（2003）。合法立案幼稚園一覽表。2003 年 2 月 10 日，取自

http://163.21.249.218/web/edu2/2-4/new/2003/news1.html 台北縣幼稚教育資訊

網（2003）。北縣幼稚園名錄。2003 年 2 月 10 日，取自

http://info1.tpc.gov.tw/kid/p2/p240a.htm 吳子宏（2003）。九年一貫健康與體

育領域教師專業能力內涵之因素分析研究。屏東師範學院體育學系碩士

論文，未出版，屏東。 吳培安（1997）。國中階段智障學生「職業教育

科」教師專業能力之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研究所碩

士論文，未出版，高雄。 吳宗立（1993）。國民中學組織結構、教師社

會支持與職業倦怠關係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

出版，台北。 吳明隆（2000）。spss 統計應用實務。台北：松岡。 林文

郎（1999）。我國訓練問題之探討與分析。1999 國際運動教練科學研討

會論文集，48-58。 林怡秀（2001）。國中小教師教育態度之訪談、評量

與調查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南。 林孟

宗（1977）。特殊教育師資專業能力分析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

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林進材（2000）。有效教學－理論與

策略。台北：五南。 林清山（2002）。心理與教育統計學。台北：東

華。 林曼蕙（2001，2 月 5 日）。台灣兒童的體能狀況。中國時報，9

版。 林國瑞 (1998) 。台灣高中體育教師之專業發展需求教學關心問題及

預測變數。國科會體育學門學術研究成果發表會。 林貴福（1998）。幼

兒體能教學。國教世紀，181，7-10。 林聯喜﹙2000﹚。國民中學體育教

師在職進修之需求評估。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

版，台北。 林麗婷（2001）。國中公民與道德科教師經濟教育專業能力

之研究-以高雄地區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民訓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

出版，台北。 柯政良（2003）。台北市運動指導員專業知能重要程度認

知與需求之研究。輔仁大學體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馬祖琳、吳怡真（2000）。課後托育機構保育人員基本能力分析。生活

應用科技學刊，1（2），205-219。 徐女琇（1996）。美容從業人員專業

能力之研究。文化大學家政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孫國華

(1997)。國民中小學教師生涯發展與專業成長之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博士論文，未出版，高雄。 許美美（1984）。國民中學家政教

師專業能力需求之分析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未出版，台北。 許義雄(1994) 。運動教育與人文關懷(上)－政策與思想

篇。台北:師大。 郭淑娟(2000)。家庭教育中心專職人員知能與工作倦怠

之相關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郭嫈嫈（1989）。基層農會家政指導員專業能力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家政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James, E. J., Christie, J. F. ＆

Yawkey, T. D.（1992/1992）.Play and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 郭靜晃

（譯）。兒童遊戲－遊戲發展的理論與實務。台北：揚智。 陳其昌

（1996）。運動傷害所造成的心理情緒困擾及其因應對策，大專體育，



26，78-82。 陳惠姿（2002）。中美幼教機構專業人員之資格標準與培訓

制度比較研究。靜宜大學青少年兒童福利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台

中。 陳偉德（1993）。學生體重控制的重要性，學生體重控制指導手

冊。台北：教育部編印。 陳錦瑤（2001）。兒童英語教師專業能力與專

業訓練之研究─以台中市兒童英語補習班為例。朝陽科技大學企業管理

系碩士論文，未出版，台中。 陳靜婉（2001）。國民小學教師在職進修

與專業成長知覺之研究─以彰化縣為例。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

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康美文（2003）。新竹市國小體育教師

專業發展需求研究。台北巿立體育學院運動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

版，台北。 黃心韻（1997）。國中公民與道德科教師專業能力之研究。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民訓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黃永寬

（2000）。如何營造良好的幼兒運動遊戲教學氣氛。臺灣體育，109，84-

89。 黃真瑱（1999）。國民小學英語教學師資之研究。台北市立師範學

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黃國光（1993）。社會及

科學研究法。台北：東華。 黃國義（1985）。理想的體育教師。台北：

體育。 馮莉雅（1997）。國中教師角色衝突、專業成長與其教師效能感

關係之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 程

瑞福(2000)。臺灣地區中小學體育教師專業能力之研究。體育學報，28，

123-132。 陽琪（1998）。嬰幼兒保育人員之專業能力分級之探討報告

書。台北：台北護理學院醫護類課程發展中心。 彭仁信（1994）。李克

特式量表中選項問題之研究－以學生在疏離量表上的反應為研究案例。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 葛樹人

（1991）。心理測驗學。台北：桂冠。 單文經（1990）。教育專業知能

的性質初探。台北：師大。 鄭志富（1996）。體育運動管理人員專業能

力之探討。中華體育，10(3)，8-17。 鄭美女（2003）。公立博物館解說

人員專業能力指標之建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碩士論

文，未出版，高雄。 楊志顯、廖欽清（1997）。運動教練領導行為量表

編製。中華民國大專院校八十六學年度體育學術研討會專刊，185-197。 

楊昭景（1989）。營養師的專業能力分析。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家政教育

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楊淑朱、林翠湄（2000）。動作教

學。台北：心理。 楊朝祥（1984）。技術職業教育辭典。台北：三民。 

張文嘉（2002）。高中音樂教師專業知能需求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音樂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張春興（1999）：現代心理學。

台北：東華。 蔡英姝（2002）。九年一貫課程教師專業能力之相關研

究。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南。 蔡敏忠

（1978）。論幼兒體育。國民體育季刊，6（6），2-3。 劉月娥

（2000）。國民小學教師專業決定與教師效能感之研究。台北市立師範

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劉兆達（2002）。高中

校長對體育教師專業表現之評鑑。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論

文，未出版，台北。 劉秋琴（2000）。我國學校運動教練專業能力分析

與課程發展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運動教練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台北。 劉淑雯（2003）。私立課後托育教師專業能力、工作滿意與教師

效能研究。臺南師範學院教師在職進修社會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潘倩玉（1998）。幼兒體能教學。學校體育，46，28-33。 蕭柱惠



（2003）。我國高級職業學校電子科畢業生專業能力內涵之研究。國立

台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魏炎順

（1993）。國小美勞科教師學科專門能力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工

業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盧美貴（1996）。幼稚園與托

兒所功能及定位問題之研究。台北：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研究專案。 謝文

全﹙1991﹚。教育行政─理論與實務。台北：文景。 顏秉璵（1992）。

教育專業。台北：師大。 龔寶善（1982）。教師專業精神的培育和宏

揚。台灣教育，283 ，1-7。 二、英文部分 Babbie, E. R. (1979). Survey 

Research Methods. Belmont, Calif：Wadsworth. Benveniste, G. 

(1987).Professionalizing the organization.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Butler, T. 

W., Keong, G. L. ,& Everett, L. N. (1996). The operations management role in 

hospital strategic planning.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14(2), 137-156. 

Carrasquillo, A. L., & Rodriguez, V. (1996). Language Minority Students in the 

Mainstream Classroo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Cherster, M. ,＆

Beaudin, B. Q. (1996). Efficacy beliefs of newly hired teacjers in urban 

schools.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33,233-257. Coladarci, T.,＆ 

Breton,W.A. (1997).Teacher efficacy,supervision,and the special education 

reesource-room teacher.Th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90,230-239. Cooper, 

J. M., Jones, H. L.,& Weber, W. A. (1975). Specifying teacher development. NY: 

Macmillan. DeVellis, R. F. (1991). Scale development theory and 

applications.Newbury, CA: Sage Publications. Ebbeck, M. (1990). Preparing early 

childhood personnel to be pro-active,policy-making professionals.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58,87-95. Finch, C. R. & Asselin, S. B. (1984).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vocational special needs teacher competence. (ERIC 

DocumentRepoduction Service No. ED224 107) Frobel, F. (1826) On the 

Education of Man (Die Menschenerziehung), eilhau/Leipzig: Wienbrach. Gilbert, 

T. F. (1978). Human competence: engineering worthy performance. New York: 

McGraw-Hill. Housego, B. (1992). Monitoring student teachers feelings of 

preparedness to teach,personalteaching efficacy,and teaching efficacy in anew 

secondary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Alberta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38(1), 49-64. Jarvis, P.(1983). Professional education. London: Croom 

Helm. Perry, N.G.(1982).How to develop competency-based vocational 

education.Ann Arbor,MI：Praken. Rold1, N.R.(1973).Selecting competency 

outcomes for teacher education.Teacher Education,14(3),1941. Seefeldt, C. ,& 

Barbour, N.(1990).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an introduction. N.Y.:Marrill. 

Shulman, L.(1987). Knowledge and teaching: foundations of the new 

reform.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57(1), 1-22.  

論文

頁數 
131 

附註 
 

全文

點閱

次數 
 



資料

建置

時間 
 

轉檔

日期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異動

記錄 
M admin Y2008.M7.D3 23:17 61.59.16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