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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北縣國小教師對「共讀計畫」推動之教師知覺研究。主

要目的在於:一、探討教師對師生關係、學生閱讀、班級氣氛等的知覺。

二、探討教師基本背景變項對教師知覺影響的差異。三、探討學校環境變

項對教師知覺影響的差異。四、根據研究結果及發現，研提建議供給學校

及教師在推動共讀計畫之參考。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來蒐集所需資料，

問卷包含:一、教師背景資料；二、教師推動共讀計畫知覺問卷:內容包含

學校環境、教師知覺的師生關係、學生閱讀、班級氣氛等。以台北縣具有

合格教師證書且有參與學校共讀計畫推動的專職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共

計發出 500 份，得有效問卷 431 份。所得資料以描述性統計、平均數分

析、相關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資料結果的分析與討論。依分析結果發

現： 一、 教師背景變項中主要以教學年資對教師知覺的影響最顯著。 

二、 教師知覺因學校環境變項不同而有差異。  

摘

要

(英) 

The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perception to promote the 

co-reading program in Taipei County. The main purposes were first, to investigate 

the teachers’ perception of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students reading, and 

classroom atmosphere. Secondly, to investigate how the differences of the teachers’ 

background influence the teachers’ perception. The thir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s’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the teachers’ perception. 

Forth, based on result and findings of the research, providing references and 

proposing suggestions for schools and teachers to promote the co-reading program 

The data was collected by questionnaires, which include first,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second, questionnaires of teachers’ perception to promote the co-reading 

program, which includes schools’ environment, teachers’ perception of teacher-

student relationship, students reading, and classroom atmosphere. Interviewers were 

qualified and full- time elementary teachers who participated the co-reading program 

at school in Taipei County. There were 500 questionnaires delivered; 431 were valid. 

The data was analyzed and discuss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verage, and 

correlation statistics. The results were: first, among the teachers’ background, 

teachers’ years of service was the most remarkable factor in influencing the 

teachers’ perception. Secondly, Teachers’ perception was different because of the 

schools’ environment. Suggestions were made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which provide elementary teachers, schools, educatio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 

and the future investigators with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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