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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主要探討台北縣國民小學教師在課程領導上的現況與困難情形，

首先以文獻探討分析教師課程領導的相關理論與研究，其次，以問卷調

查法為研究方法進行實證資料蒐集，藉以了解：（1）台北縣國民小學教

師在課程領導的現況；（2）台北縣國民小學教師在課程領導上的困難情

形；（3）不同背景之國民小學教師在課程領導行為之差異情形；（4）



不同背景之國民小學教師在課程領導困難之差異情形。最後根據文獻探

討與調查研究結果提出建議，希望能提供相關單位參考。 本研究根據研

究探討結果，設計「台北縣國民小學課程領導調查問卷」作為調查研究

工具，其內容包含基本資料、教師課程領導、遭遇的困難與其他意見等

四部分。以台北縣公私立國民小學教師（包含級任教師與未兼行政職之

科任教師）為研究對象。問卷共回收 505 份，有效問卷 496 份，可使用

率 57.3％，資料分析採「描述性統計」、「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與卡方檢定」。並獲致以下結論： 一、 教師課程領導可分為五個層面

與 30 項行為。 二、 台北縣國小教師課程領導行為的實踐在中等以上，

其中以「引導教師課程發展過程」最高，而「共同規劃教師專業成長」

最低。 三、 台北縣國小教師課程領導行為實踐因年齡與任教年資而有顯

著差異。 四、 台北縣國小教師課程領導行為實踐在學校情境變項無顯著

差異。 五、 台北縣國小教師在課程領導上有：「時間不足」、「教育當

局沒有明確的課程決策機制」、「缺乏課程領導之經驗，不知如何進行

課程領導」、「行政機關急於追求立竿見影的績效」、「學校激勵措施

的誘因不足」、「缺乏專家學者之協助」、「對於課程領導專業知能不

足」與「行政配套規劃不夠完善」等八項感到較困難，較不困難有：

「學校行政領導不支持」、「學校教師文化不利課程領導」、「欠缺專

業進修機會」與「教學評鑑制度尚未落實」等四項。 六、 不同性別、年

齡、教育程度、擔任職務之台北縣國小教師在課程領導上感受到困難程

度有顯著差異。 七、 是否擔任課發會成員之台北縣國小教師在課程領導

上感受到困難程度有所差異。 八、 不同學校規模與公私立學校之台北縣

國小教師在課程領導上感受到困難程度有所差異。  

摘要

(英) 

This study mainly concerns the status quo and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teachers’ 

curriculum leadership in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ipei County. First, the relevant 

theories and researches of teachers’ curriculum leadership were analyzed through 

the literature review. Secondly,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adopted as the research 

method to collect the quantitative data, so as to realize: 1)the status quo of 

teachers’ curriculum leadership in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ipei County, 2) the 

difficulties of teachers’ curriculum leadership in Taipei County, 3)the differences 

in the teachers’ curriculum leadership behavior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s, 4) 

the differences in teachers’ curriculum leadership difficultie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Finally, suggestions that resulted from the survey study and literature 

review were proposed as references for relevant organizations. The researching 

tool, “The Questionnaire of Teachers’ Curriculum Leadership in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ipei County,” was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outcomes of literature 

review. The questionnaire included basic information, the practice of teachers’ 

curriculum leadership, 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and other opinions about this 

subject. The studied targets were homeroom teachers and subject teachers without 

administrative position of public/private school in Taipei County. There were 505 

returned copies. Among the 505 returned copies of the questionnaire, 496 copies 

were credible. The rate of valid response was 57.3%. The collected data was 

analyzed by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one-way ANOVA, and chi-square test. 

The major findings were as follow: 1. The teachers’ curriculum leadership could 



be divided into five dimensions and 30 conducts. 2. The teachers’ curriculum 

leadership behaviors in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ipei County were categorized 

above medium level. The behaviors of conducting the development in curriculum 

were the highest level, but co-planning the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as at the lowest. 3. The behaviors of teachers’ curriculum leadership in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ipei County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ages and 

teaching years. 4. The behaviors of teachers’ curriculum leadership in elementary 

schools were not different in school scales and in public or private elementary 

schools. 5. 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in the teachers’ curriculum leadership 

were:1) time shortage, 2) lack of the clear and definite curriculum policy-making 

system from the educational authority, 3) shortage of the experiences about how to 

practice curriculum leadership, 4) the administrative apparatus rushing to get 

instant results, 5) lack of the encouraging measures in the schools, 6) unavailable 

assistance of the academic and experts, 7) shortage of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bout curriculum leadership ,and 8) lack of enough administrative aidance. The 

less difficult problems for curriculum leadership contained:1) lack of the school 

leadership’s supports, 2) the unfavorable teachers’ culture in schools to the 

curriculum leadership, 3) shortage of the chances of learning advance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4) the unworkable evaluation system. 6. The 

difficulties of curriculum leadership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gender, ages, 

educational degrees and job positions. 7. The difficulties of curriculum leadership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being in curriculum developing groups or not. 8. The 

difficulties of curriculum leadership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school scales 

and in public or private elementar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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