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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目的欲暸解家長心目中有效能教師條件及影響家長判斷教師條件

的因素。以自編「臺北縣國民小學家長心目中有效能教師條件調查問

卷」為研究工具。研究對象為臺北縣公立國民小學的學生家長，共計發

出 782 份，有效問卷 612 份，有效回收率為 78.8%。資料分析採描述統計

及卡方檢定等統計方法。 研究發現，家長背景對於判斷教師條件影響不

大。整體而言，家長最重視的教師特質為良好的情緒管理能力，且認為

有效能教師具有適時讚揚或鼓勵學生的教學行為，以及是否能引發學生

學習興趣，用不同方式判斷學生學習狀況等能力。另外，教師的性別、

年齡、教育程度及教學年資並非家長認為有效能的重要條件。 依此，建



議教師應提昇個人自我反思及穩定情緒的能力，採用正向積極鼓勵學童

之行為，並且考量家長心目中有效能教師的條件，提昇自己不足之處。

學校應主動提供教師及家長各項資源，建立多元溝通管道並重視家長的

需求，依照不同年段安排適任教師，同時鼓勵教師專業進修，舉辦教學

技巧及情緒管理研習和相關課程等。最後則建議家長參照多數家長重視

的教師條件檢視與自己關心項目的差異，並適時與學校溝通，傳遞訊

息，讓學校了解家長的需求。  

摘要

(英)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understand the qualifications of effective 

teacher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arents and the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their 

judgement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was used in this study by the self-

designed instrument in title of “A questionnaire of Qualifications of Effective 

Teachers from Parents’ Perspectives in the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s of Taipei 

County.” Totally, 782 questionnaires were sent out to the parents with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in Taipei County. There were 612 valid responses with 

the valid return rate of 78.8%.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hi-Square test were used 

to analyze data.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background of parents had 

very few influence on judging the qualifications of teachers. In general, the most 

important attribute of the teachers selected by the parents was the ability of 

emotional management. With respect to teaching behaviors of an effective teacher, 

immediate recognition and encouragement to the students were emphasized by the 

parents. The other two teaching behaviors were also valued by the parents, 

including inducement of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 and evaluation of learning in 

various ways. Moreover, parents thought that teacher’s gender, age, level of 

education and seniority were not the important qualifications for an effective 

teacher. Based on the results, the study made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First, 

teacher should enhance the abilities of self-reflection and emotional control. They 

should also positively encourage their students and to improve their qualifications 

by referring to the perspectives of parents. As for the school authorities, they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provide a variety of resources to teachers and parents, 

to communicate with parents by diversified way, and to take the parents’ needs 

seriously. They also need to arrange suitable teachers for different grades, to 

encourage teachers to pursue further education, and to provide related courses in 

teaching skills or emotional management. Finally, parents should find o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qualifications of teachers evaluated by majority of parents 

and their own concerns, as well as to communicate their concerns to the schools 

immediately in order to let school understand the needs of par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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