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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中)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北縣國民中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與教師專業發展之間的

現況、差異及兩者之關係，進而分析不同背景變項之台北縣國民中學教師

專業學習社群與教師專業發展的差異性。最後，探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與

教師專業發展的預測力。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係採問卷調查法，並編製「台

北縣國民中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與教師專業發展調查問卷」，作為研究工

具之用。本研究是以台北縣公立國中、國中小之教師為對象，進行問卷調

查，抽取 43 所公立國中、國中小共 896 份問卷，有效問卷回收 805 份，總

回收率為 89.84％。問卷所得資料以統計軟體 SPSS13.0 for window，採用描

述性統計、獨立樣本 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遜積差相關、雪費

法與逐步多元迴歸等統計方法進行統計資料分析處理。 依據研究結果所得

之結論依序整理歸納如下： 一、台北縣國民中學教師對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現況知覺屬於中上程度，以「分享決策」與「分享實務」層面表現最佳，

而以「共有願景」層面表現最低。 二、台北縣國民中學教師因最高學歷與

擔任職務之不同，而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整體上有顯著差異。 三、台北縣

國民中學教師對教師專業發展現況知覺屬於高程度，以「專業態度研究知

能」層面表現最佳，而以「教育管理領導知能」層面表現最低。 四、台北

縣國民中學教師因最高學歷、擔任職務與婚姻狀況之不同，而在教師專業

發展整體上有顯著差異。 五、台北縣國民中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與教師專

業發展呈現中度正相關。 六、台北縣國民中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對教師專

業發展具高度之預測力，以「分享實務」對教師專業發展整體最具解釋

力。 最後，本研究根據上述研究結果，提出相關具體建議，以供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各國民中學以及未來研究者之參考。  

摘

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iscuss the situation, difference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between teacher’s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 and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junior high school in Taipei county; and further, to 

analyze the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 and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difference in Taipei county. Finally, to discuss the prediction ability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 on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 means of the study based on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made “the 

Questionnaire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 and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junior High School in Taipei County ” The sample of 

this survey was consisted of public junior high school and elementary &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in Taipei county, then selected 43 public junior high school and 

elementary & junior high school. The total questionnaires was 896, eliminating the 

in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turned 805 questionnaires. The responding rate was 

89.84%.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the survey were used SPSS for Windows, then 

adopt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one-way ANOVA, Pearson product-moment, 



Scheffé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for analysis. Base on research result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is obtained in order: 1.The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perceptions in Taipei county, teacher’s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 were 

above the average, “shared policies” and “shared practice” had the best 

preference, but “shared vision” had the lowest preference. 2.There were 

remarkable differences in education degree, positions of the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 s in Taipei county. 3.The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perceptions in Taipei county,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ere high degree, “professional attitude” had the best preference, but 

“knowledge of education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 had the worst preference. 

4.There were remarkable differences in education degree, positions, marriage states 

of the junior high school t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Taipei county. 5.It 

revealed that there is a medium correlation between teacher’s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 and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junior high school in 

Taipei county 6.In Taipei county, teacher’s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 have 

high, positive degree on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junior high school, 

and “shared practice” on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has the best 

explanation ability .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above conclusions, the researcher is to 

provide some suggestions for educational administrated institutions, all junior high 

schools and researcher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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