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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宜蘭縣國民小學基本學力測驗實施後，該縣國民

小學教師對於基本學力測驗的認知情形。研究所欲分析的問題包括，具

不同背景之教師對基本學力測驗認知情形之差異及其語文教學之改變情

形。 本研究自編「宜蘭縣國民小學教師對國小基本學力測驗的認知與其



語文教學改變情形調查問卷」，以宜蘭縣國民小學四年級語文科教師為

研究對象進行調查。共發出問卷 219 份，回收有效問卷 179 份。資料蒐

集後利用次數百分比、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與卡方檢定等統計方法進行

分析。 根據分析，本研究獲致下列發現與結果： 1.語文科教師對國民小

學基本學力測驗認知程度頗高。亦即對該測驗的瞭解程度高。 2.多數教

師認為其個人之語文教學活動，受實施基本學力測驗與結果之影響而有

所改變。其中，對基本學力測驗認知程度高的教師其教學上的改變也較

鉅 3.教師在語文教學上的改變，以閱讀教學部分相對最多。 4.有關教師

之背景差異： （1）來自不同規模學校的教師對於基本學力測驗的認知

有顯著的差異。 （2）不同學歷背景之教師對測驗的認知有所差異，其

中，語文教育學系所畢業之教師在基本學力測驗的認知高於非語文教育

系畢業的教師。 （3）具研究所以上學歷的教師對於基本學力測驗的認

知高於大學或專科畢業教師。 （4）學校地處「鄉」級的教師對於基學

力測驗的認知顯著高於其他地區的教師。 （5）不同「學歷」之教師，

在實施基本學力測驗之後，其語文教學改變有顯著差異。 （6）不同

「畢業系所」與「學校位置」之教師，基本學力測驗分析報告書對其語

文教學具有明顯影響。  

摘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eachers’ understandings and 

perceptions on the basic academic test of the elementary students and teachers’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Yilan county. This research also analyzed the 

differences among selected participants in relation to their demographic variables 

and their change o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ctivities. The “Survey 

Questionnaire on the Elementary School Basic Achievement Test Cognition with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change” was developed as a survey tool. The 

respondents of the study included fourth grad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Yilan 

county. A total of 219 copies of the self-developed questionnaire were mailed to 

Yi-Lan County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with 179 copies returned.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statistical methods of percentage, t-test, one-way ANOVA and 

chi-square tes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ata, the following findings and 

results were found: 1. Teachers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were shown high degree 

of understanding on the Basic Achievement Test. 2. Most of teachers had some 

change on their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by the Basic Achievement Test. 3. The 

extent of changes on ‘reading teaching” was shown the most among all 

teaching sections. 4. Based on deferent demographic variables of teachers, some 

results were found. （1）The teachers of “different school scale”, “school 

position in township” , “graduated from language education department ＆ 

Research institute” h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perception. （2）The teachers 

of different antecedent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change. （3）The teachers of different “school position”, “college 

department”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Basic Achievement Test analysis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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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全文

點閱

次數 
 

資料

建置

時間 

2008/7/27 



轉檔

日期 
2008/07/29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495145085 2008.7.27 8:12 140.111.141.16 new 01 495145085 2008.7.27 8:12 

140.111.141.16 new 02 495145085 2008.7.27 8:12 140.111.141.16 new 03 

495145085 2008.7.27 8:13 140.111.141.16 new 04 495145085 2008.7.27 8:13 

140.111.141.16 new 05 495145085 2008.7.27 8:13 140.111.141.16 new 06 

495145085 2008.7.27 8:14 140.111.141.16 new 07 495145085 2008.7.27 8:21 

140.111.141.16 new 08 495145085 2008.7.27 8:21 140.111.141.16 del 01 

495145085 2008.7.27 8:21 140.111.141.16 del 02 495145085 2008.7.27 8:21 

140.111.141.16 del 03 495145085 2008.7.27 8:21 140.111.141.16 del 04 

495145085 2008.7.27 8:21 140.111.141.16 del 05 495145085 2008.7.27 8:21 

140.111.141.16 del 06 495145085 2008.7.27 8:21 140.111.141.16 del 07 

495145085 2008.7.27 8:21 140.111.141.16 del 08 495145085 2008.7.27 8:21 

140.111.141.16 new 01 495145085 2008.7.27 8:21 140.111.141.16 new 02 

495145085 2008.7.27 8:22 140.111.141.16 new 03 495145085 2008.7.27 8:22 

140.111.141.16 new 04 495145085 2008.7.27 8:22 140.111.141.16 new 05 

495145085 2008.7.27 8:23 140.111.141.16 new 06 495145085 2008.7.27 8:23 

140.111.141.16 new 07 495145085 2008.7.27 8:23 140.111.141.16 new 08 

495145085 2008.7.27 8:25 140.111.141.16 del 01 495145085 2008.7.27 8:25 

140.111.141.16 del 02 495145085 2008.7.27 8:25 140.111.141.16 del 03 

495145085 2008.7.27 8:25 140.111.141.16 del 04 495145085 2008.7.27 8:25 

140.111.141.16 del 05 495145085 2008.7.27 8:25 140.111.141.16 del 06 

495145085 2008.7.27 8:25 140.111.141.16 del 07 495145085 2008.7.27 8:25 

140.111.141.16 del 08 495145085 2008.7.27 8:25 140.111.141.16 new 01 

495145085 2008.7.27 8:26 140.111.141.16 new 02 495145085 2008.7.27 8:26 

140.111.141.16 new 03 495145085 2008.7.27 8:26 140.111.141.16 new 04 

495145085 2008.7.27 8:27 140.111.141.16 new 05 495145085 2008.7.27 8:27 

140.111.141.16 new 06 495145085 2008.7.27 8:27 140.111.141.16 new 07 

495145085 2008.7.27 8:28 140.111.141.16 new 08 

異動

記錄 

C 495145085 Y2008.M7.D27 8:06 140.111.141.16 M 495145085 Y2008.M7.D27 

8:09 140.111.141.16 M 495145085 Y2008.M7.D27 8:10 140.111.141.16 M 

495145085 Y2008.M7.D27 8:19 140.111.141.16 M edle3387 Y2008.M7.D27 8:28 

140.111.141.16 M edle3387 Y2008.M7.D29 9:23 140.136.95.204 M edle3387 

Y2008.M7.D29 9:23 140.136.95.204 M edle3387 Y2008.M7.D29 9:23 

140.136.95.204 M edle3387 Y2008.M7.D29 9:23 140.136.95.204 M 030540 

Y2008.M7.D29 10:36 140.136.209.53 I 030540 Y2008.M7.D29 11:22 

140.136.208.55 M 030540 Y2009.M10.D19 15:04 140.136.209.41 M 030540 

Y2009.M10.D19 15:04 140.136.209.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