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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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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目的欲了解教師重視的導師特質及導師遴選辦法要項的內容，透過

問卷調查，分層比例抽樣桃園縣 38 所縣立國民中學的教師作為研究對象，

總計發出問卷 786 份，有效問卷 737 份，有效回收率 93.77％。問卷資料分

析則以描述統計及卡方考驗等統計方法。 研究發現，教師重視的導師特質

為教育熱忱。在導師遴選辦法向度方面，教師最重視遴選相關配套，其次

是遴選導師原則、遴選法令規章，最末為適任資格審查。在遴選相關配套

向度中，教師最在意列入減授鐘點的規定；在遴選導師原則向度，教師最

關注明確規定輪休、緩任、免任導師原則；在遴選法令規章向度，教師最

重視明訂遴選聘任導師的標準程序；在適任資格審查向度，教師最關心導

師人選應不受任教科目的影響。教師背景變項與導師特質之間，僅部分呈

現顯著差異；但在與導師遴選辦法要項的顯著性考驗中，呈現顯著差異。 

依此，建議教育行政機關應給予學校制定導師遴選辦法的法令依據及相關

配套措施，並考慮在辦理教師甄試時納入人格特質的測驗。建議學校訂定

導師遴選辦法時，應以提供學生最佳利益為遴選導師原則，並且明訂遴選

標準程序、輪休緩任免任原則及相關配套措施。建議教師追求成長以具備

導師應有的特質，並加強親師溝通的能力。  

摘

要

(

英

) 

This study intended to utilize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election criteria of class advisors. Based on stratified ratio sampling, there were 786 

research subjects selected from 38 public junior high schools in Taoyuan County. 

Seven hundred and thirty-seven copies of the questionnaire were valid with the return 

rate of 93.77%.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hi-Square test were used to analyze data.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indicated that amo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lass advisors, 

possession of educational enthusiasm was emphasized by the most of the respondents. 

With regard to the selection criteria of class advisors, a complete set of selection 

system was the priority concern, followed by setting principles and statutes for 

selecting class advisors, and the censorship of class advisors’ qualifications. In the 

dimension of a complete set of selection system, the respondents highlighted the need 

for reducing teaching hours. In the dimension of principles for selecting class advisors, 

the participants demanded specific rules regarding turn-taking, term-postponing and 

term-sparing. As for the dimension of statutes, setting up the standard procedures for 

selecting class advisors was gotten the highest attentions. In terms of the censorship of 

class advisors’ qualifications, the teaching subjects of teachers would have not been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Only few respondents’ background variables we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the selec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for class advisors. However,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variables of the respondents’ 

background and those of the selection criteria of class advisors.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it is reasonable to suggest that the Bureau of Education should provide 

schools with statutes and related supporting regulations regarding the selection criteria 

of class advisors as well as consider the possibility of incorporating a test of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into the teacher selection process. It is also suggested that, when 

making the selection criteria of class advisors, schools should explicitly list out 

articles about the standard procedures, the principles for turn-taking, term-postponing 

and term-sparing as well as the related supporting regulations. For teacher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y should pursue their own growth in order to meet the criteria of 

qualified class advisors and enhance their ability in communicating with par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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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2009.M7.D17 22:25 59.121.41.196 M 494145064 Y2009.M7.D17 22:26 

59.121.41.196 M 494145064 Y2009.M7.D17 22:27 59.121.41.196 M 494145064 

Y2009.M7.D17 22:29 59.121.41.196 M 494145064 Y2009.M7.D17 22:29 

59.121.41.196 M Edle3387 Y2009.M7.D20 8:18 140.136.115.143 M Edle3387 

Y2009.M7.D20 10:11 140.136.115.143 M Edle3387 Y2009.M7.D20 11:20 

140.136.115.143 M Edle3387 Y2009.M7.D20 11:20 140.136.115.143 M Edle3387 



Y2009.M7.D20 11:20 140.136.115.143 M Edle3387 Y2009.M7.D20 11:33 

140.136.115.143 M Edle3387 Y2009.M7.D20 11:33 140.136.115.143 M Edle3387 

Y2009.M7.D20 13:41 140.136.115.143 I 030540 Y2009.M7.D20 14:07 

140.136.209.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