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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旨在探討宜蘭縣國民小學教師其專業承諾、教學效能的現況，並分

析不同背景之國小教師在專業承諾、教學效能之差異情形；其次探討國小

教師之專業承諾與教學效能之關係，最後分析教師專業承諾對教學效能之



預測力。 本研究主要採用問卷調查法進行研究，以宜蘭縣縣立國民小學

九十七學年度總計 77 所學校之現任教師為取樣範圍，依學校規模分層隨

機比例進行取樣，總計抽取 37 所學校，正式問卷發放份數總計為 517

份，收回份數為 397 份，其中可用份數為 383 份，回收率約為 76.79%，扣

除無效問卷 14 份後，有效問卷共 383 份，有效問卷率為 96.4％。依據所

得資料分別以描述統計、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遜積差相關及

逐步多元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資料分析，經分析所得結果如下： 

一、宜蘭縣國民小學教師具備良好的專業承諾。 二、宜蘭縣國民小學教

師具備良好的教學效能。 三、教師的專業承諾在不同背景變項下並無差

異情形。 四、教師的教學效能在不同背景變項下並無差異情形。 五、專

業承諾與教學效能之間呈現正向且相當程度之關係。 六、專業承諾對教

學效能具有顯著且正向之預測力。 最後，根據本研究之研究結果與發現

提出建議，以供教育行政機關、學校、教師以及後續研究參考。 

摘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lementary 

teachers’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an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and then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of dissimilar background variables on teachers’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an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Further, it explored the elementary 

teachers’ percep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an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Finally, the study tried to verify these 

factors for prediction. This study employed questionnaire survey as main research 

method. The subjects were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Yilan county. 

According to the scales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517 teachers were random 

stratified sampled. The retrieve rate was 76.79%. After getting rid of some useless 

questionnaires, the total number of usable questionnaires was 383 and the usable 

return rate was 96.4％. The researcher adopted statistical analysis includ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one-way ANOVA, 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d 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earch results were as followings: 

1. Th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Yilan had high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2. 

Th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Yilan had high teaching effectiveness. 3.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not found on teachers’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in 

dissimilar background variables. 4.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not found on 

teachers’ teaching effectiveness in dissimilar background variables. 5. There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eachers’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and 

teachers’ teaching effectiveness. 6. The teachers’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was 

notably predictable to the teachers’ teaching effectiveness. Base on the results and 

findings of the research, some suggestions were provided for education authorities, 

elementary school administration agencies, school teachers, and future study we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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