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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民小學教師生涯發展與在職進修需求之關係，採問卷調

查法進行研究。根據相關文獻分析，自編「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生涯發展

與在職進修需求調查問卷」，以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為調查之母群體，採

分層隨機抽樣抽取樣本，受試者任職於桃園縣 62 所公立國民小學共 875 位

教師。有效問卷回收 755 份，回收率 86％，回收資料以 SPSS 統計套裝軟

體，進行 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多元逐步迴歸分

析等統計方法進行資料處理分析，其結論如下： 一、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

生涯發展現況普遍趨於「學習成長階段」與「專業成熟階段」，其次為

「穩定遲滯階段」及「適應探索階段」，而以「衰退轉移階段」最少。 

二、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對於在職進修的需求以「專業知能」的需求最為

殷切，其次為「學生輔導」、「一般知能」、「班級經營」，對於「教學

知能」與「行政知能」的需求較低。 三、不同背景變項中以年齡、學歷、

任教年資、擔任職務、學校規模、學區位置 等方面在教師生涯發展階段有

部份顯著差異。 四、不同背景變項中以性別、學歷、任教年資、擔任職

務、學校規模、學區位置 等方面在教師在職進修需求有部份顯著差異。 

五、國民小學教師生涯發展與在職進修需求有正相關。 六、國民小學教師

生涯發展對在職進修需求具有預測力，其中以「適應探索階段」與「學習

成長階段」對教師在職進修需求最具預測力。  

摘

要

(英) 

The study attempt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eachers’ career 

development and in-service education demands at the elementary schools. This study 

used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collect data. The targets studied were 

teachers of Tao-yuan county elementary schools. This study surveyed 875 teachers at 

62 Tao-yuan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s. There were 755 valid data with 86％ of 

responding rate. Furthermore,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one-way ANOVA, 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d 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f the results, there were some 

conclusions below: 1. Most teachers at the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oyuan county in 

the career development stage generally tended towards “learning and growing” 

and “professional and maturation ” stage, next were “stable and stagnant ” and 

“accommodation and exploration ” stage, but by the the stage of “degeneration 

and transference” were the least. 2. The in-service education demands of the 

teachers in Tao-yuan elementary schools were eager fo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 most, next were “guidance knowledge”, “general knowledge ”, 

“class management knowledge”, but “teaching knowledge” and 

“administration knowledge ” demand was lower . 3. The teacher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including age, academic degree, service years, present job, 

school scale, school district position,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the teacher carrer 

development. 4. The teacher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including gender, 



academic degree, service years, present job, school scale, school district position,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the in-service education demands. 5.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arrer development and in-service 

education demands. 6. The teachers carrer development had the strongest predictor 

to in-service education demands, especially in the stage of “accommodation 

exploration ” and “ learning and grow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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