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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民中學教師對於零體罰政策態度之調查，包含國中

教師對零體罰政策之態度與零體罰政策內涵之認知程度，並比較不同背景

變項所產生的差異。為瞭解國中教師對零體罰政策態度，本研究採問卷調

查法，使用「國民中學對零體罰政策態度之調查問卷」為研究工具，以台

北縣國民中學教師為研究對象，採兩階段的抽樣方式，共抽取 38 所學

校，第一步驟：依學校規模進行叢集抽樣；第二步驟：依學校規模進行配

額抽樣與簡單隨機取樣。本研究的正式問卷總計發出 665 份，回收 611

份，回收率達到 91.8％。調查所得的資料以 SPSS 12.0 for Windows 統計軟

體，分別以次數分配、百分比、平均數、標準差、獨立樣本平均數 t 考

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 Scheffe 法事後多重比較進行資料分析。本研究的

結論如下: 一、在零體罰政策之態度上，教師對零體罰政策偏向支援，一

般管教措施教師也 尚可接受，但在管教負面影響卻有中上程度的憂慮。 

二、立法校園零體罰後，教師的管教態度是有轉變。 三、在零體罰政策認

知程度上，教師對於「正向管教」、「輔導與管教辦法」、「學 生權益之

保障」與「違法處罰方式」的內涵與措施的認知程度屬於良好。 四、在零

體罰政策之態度上，不同性別、師資養成方式、擔任職務、有否子女、 學

校規模有顯著差異。 五、在零體罰政策認知程度上，不同師資養成方式、

擔任職務、有否子女有顯著 差異。 關鍵詞：國中教師、零體罰、零體罰

政策態度  

摘

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attitudes 

towards the 「zero corporal punishment education policy」 presented by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f Taipei County Government. This study also aims to 

analyze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recognition of the zero corporal punishment 

education policy and compare their differences resulted from different personal 

backgrounds. To understand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attitudes towards the zero 

corporal punishment education policy、this research employs the survey 

questionnaire method; 「The Attitudes of The Present Taipei County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Toward The Zero Corporal Punishment」 was used as a tool to 

conduct the research. The research subjects were the teachers chosen from public 

junior high schools in Taipei County. Two phases of sampling were adopted. 38 

schools were selected as samples. At the first phase、cluster sampling according to 

the school size is adopted; at the second phase、quota sampling and simple random 

sampling according to school size were adopted. The total number of questionnaires 

issued was 665 and the returned number of valid questionnaires was 603.The valid 

returning rate is 90.6%. Data obtained from the survey were processed and analyzed 

via SPSS 12.0 for Windows statistical software in number distribution、

percentage、average、standard deviation、independent sample t-test、one-way 

ANOVA and Scheffe Post-Hoc comparison method. Major conclusion are as 



follows: 1. Teachers are inclined to support the zero corporal punishment education 

policy. Besides、the general discipline measures can be accepted by teachers. 

However、middle-high level concern towards the negative influence resulted from 

the zero corporal punishment education policy did exist among teachers. 2. After the 

zero corporal punishment education policy was practiced on campus、teachers』 

attitude towards how to discipline students has changed. 3. In teachers』 recognition 

of the zero corporal punishment education policy、the teachers had a positive 

recognition towards guidance and discipline、protection of students』 right、

punishment for juvenile delinquency、and positive discipline. 4.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teachers』 attitudes and recognition based on different 

genders、teacher training models、teachers』 positions in school、school size、

and whether the teacher has children. 5. Different teacher training models、

teachers』 positions in school、and whether the teacher has children result in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teachers』 recognition of the zero corporal punishment 

education policy. Key words: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zero corporal 

punishment、 attitude towards the zero corporal punishment educatio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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