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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旨在探討不同背景變項（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服務年資）之

國民小學教師的服務領導行為特徵、與其班級氣氛營造和該班學生合作

學習成效之差異情形。本研究分別探討下列問題：不同背景變項之國小

教師實踐服務領導行為之差異情形；學生班級氣氛現況與差異情形；學



生合作學習成效現況與差異情形；國小教師其服務領導行為與班級氣氛

之關係；國小教師其服務領導行為與學生合作學習成效之關係；國小班

級氣氛與學生合作學習成效之關係；班級氣氛對國小教師其服務領導行

為與學生合作學習成效之中介效果等，並綜合研究結論，提出具體建議

供學校、教師及未來研究人員之參考。 本研究以台北縣六年級普通班之

級任導師及學生為問卷施測對象，採分層隨機抽樣共抽取 549 班，問卷

有效回收 385 班，有效回收率約 70.1％，分別以描述性統計、獨立 t 檢

定、單因子變異數、Pearson 積差相關、逐步迴歸及階層迴歸等統計方法

進行分析。 依據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歸納出下列結論： 一、在國民小

學教師服務領導行為構面中，性別與導師帶該班時間長短的背景變項，

具有顯著差異。 二、在國民小學班級氣氛構面中，性別、年齡與導師帶

該班時間長短的背景變項，具有顯著差異。 三、在國民小學學生合作學

習成效構面中，性別、年齡與導師帶該班時間長短的背景變項，具有顯

著差異。 四、國小教師之服務領導行為與班級氣氛具有顯著的正相關。 

五、國小教師之服務領導行為與學生合作學習成效是正向的。 六、國小

班級氣氛與該班學生合作學習成效是綜效的。 根據研究結果，研究者建

議校方可為教師安排「服務領導」的研習課程，以強化教師「服務領

導」的核心價值；班級導師的班級經營風格可參照服務領導行為，以了

解學生真正的需要；男性導師可多觀摩及請教女性導師營造班級氣氛的

方法。  

摘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aimed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eachers’ 

servant-leadership, the state of their classroom climate, and their students’ 

collaborative learning. Six-grade teachers of elementary schools from Taipei 

County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The purposes of the study could be divided into 

seven points: 1. To examine the extent of teachers’ servant-leadership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s under the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2. To examine the 

state of the present classroom climate, 3. To investigate the students’ 

collaborative learning, 4.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servant-leadership and their classroom climate, 5. To surve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eachers’ servant-leadership and the students’ 

collaborative learning results, 6. To analyze the classroom climate and the 

students’ collaborative learning, and 7. To examine the possible mediating 

effects of the classroom climate on th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servant-

leadership and their students’ collaborative learning results.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6th grade regular classes in Taipei County were the test subjects for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s. 549 samples were randomly collected and 385 valid 

samples returned. The valid rate of return is 70.1%. Analysis was then conducted 

using statistical methods includ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ndependent t-test, One-

way ANOVA,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stepwise regression, and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etc. The major findings and conclusions below are found 

from the study result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1. Background variaties of gender 

and tutoring length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servant-leadership 

behavior dimension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2. Background variaties of 

gender, age, and tutoring length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classroom climate 



dimension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3. Background variaties of gender, age, 

and tutoring length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collaborative learning 

result dimension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4.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servant-leadership behavior and the classroom climate show positive correlations. 

5.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servant-leadership and the students’ 

collaborative learning results are positive. 6. Elementary school classmate climate 

and the students’ collaborative learning results are synergetic.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the research, the researcher suggests that schools may arrange courses of 

“servant-leadership” for the teachers to intensify the core value of “servant-

leadership” . In order to know students' real needs, the classroom management 

styles of tutoring may refer to the servant-leadership behaviors. Male tutors may 

inspect and learn from female tutors about how to creat classroom cl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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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全文

點閱

次數 

0000064  

資料

建置

時間 

2008/7/22 

轉檔

日期 
2008/07/22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495145035 2008.7.22 10:25 203.67.96.137 new 01 495145035 2008.7.22 10:26 

203.67.96.137 new 02 495145035 2008.7.22 10:27 203.67.96.137 new 03 

495145035 2008.7.22 10:27 203.67.96.137 new 04 495145035 2008.7.22 10:27 

203.67.96.137 new 05 495145035 2008.7.22 10:27 203.67.96.137 new 06 

495145035 2008.7.22 10:28 203.67.96.137 new 07 495145035 2008.7.22 10:28 

203.67.96.137 del 07 495145035 2008.7.22 10:29 203.67.96.137 new 07 

495145035 2008.7.22 10:29 203.67.96.137 new 08 495145035 2008.7.22 10:29 

203.67.96.137 new 09 495145035 2008.7.22 10:30 203.67.96.137 new 10 

495145035 2008.7.22 10:30 203.67.96.137 new 11 

異動

記錄 

C 495145035 Y2008.M7.D22 10:23 203.67.96.137 M 495145035 Y2008.M7.D22 

10:23 203.67.96.137 M 495145035 Y2008.M7.D22 10:36 203.67.96.137 M 

495145035 Y2008.M7.D22 10:37 203.67.96.137 M edle3387 Y2008.M7.D22 

10:37 203.67.96.137 M Edle3387 Y2008.M7.D22 12:09 140.136.95.205 M 

Edle3387 Y2008.M7.D22 12:09 140.136.95.205 M Edle3387 Y2008.M7.D22 

15:09 140.136.95.205 M Edle3387 Y2008.M7.D22 15:11 140.136.95.205 M 

Edle3387 Y2008.M7.D22 15:44 140.136.209.52 M Edle3387 Y2008.M7.D22 

15:44 140.136.209.52 M Edle3387 Y2008.M7.D22 15:45 140.136.209.52 M 

Edle3387 Y2008.M7.D22 15:45 140.136.209.52 M Edle3387 Y2008.M7.D22 

15:45 140.136.209.52 I 030540 Y2008.M7.D22 16:07 140.136.209.53 M 030540 

Y2009.M10.D19 10:26 140.136.209.41 M 030540 Y2009.M10.D19 10:26 

140.136.209.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