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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臺灣小學教師面對角色知覺差距時之因應方式，以進一步瞭解小學教師文化之特徵。
本研究包括調查、內容分析、及潛在類別分析三項設計。在第一部分的調查研究設計中，採古典測驗理論
編製的「國民小學教師角色知覺差距因應方式量表」，針對臺灣九百三十八位小學教師進行調查，並以 SPSS
for Windows 套裝軟體統計分析；在第二部分的研究設計中，則採內容分析法來分析十八位小學教師的訪談
資料；第三部分研究設計係採潛在特質分析 ，將第一部分研究所獲得之原始資料 ，改以 WINMIRA for
Windows 套裝軟體來進行資料處理與分析。本研究結果發現：(1)小學教師面對角色知覺差距所採取之因應
方式包括「解決差距」、「防衛 接受」、「逃避 推拖」、及「休息 轉移」四類。(2)「解決差距」是
小學教師面對角色知覺差距最常採用且為外顯的因應方式。(3)小學教師在採取「防衛 接受」、「逃避
推拖」、「休息 轉移」等因應方式時，以次要（或內隱）因應類型出現較多。(4)小學教師採解決差距的
因應來縮短角色知覺差距時相當具實務取向。(5)臺灣小學教師角色知覺差距之因應方式尚能反映國人特有
忍耐或教師順應之特徵。最後，根據本研究發現與結論提出「調整小學教師都傾向保守消極之看法、肯定
小學教師在解決角色差距上有相當的自主性」等四項建議。
關鍵詞彙：小學，教師角色，角色差距，因應方式

一、前言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因應」（coping）是指當個體面臨威脅環境的情況時，
為減輕或消除威脅感，在認知及行為上所作的一持續性改變
的努力（Lazarus and Folkman, 1984；李美枝，民 74）。因此，
「因應」是日常生活中常用之詞彙，也是相當容易觀察到之
現象或行為。例如開放教育、生態小學、多元評量雖然是教
育改革的趨勢之一，但社會升學競爭未減及家庭教育未能充
分配合的情形下，容易造成教育改革的理想與實踐上的落
差。教師如何在教育政策及家長壓力間採取適當措施，便是
一種因應。由於個體面對不同角色所採取的因應，與個體功
能之發揮有密切的關係（Mclaughlin, 1987: 3666），因此，教
師所採取的各種因應，則關係到教育功能之發揮與否。
由於教師所從事之教學工作具有相當高的不確定性
（Huber and Roth, 1990; Liberman and Miller, 1990; Lortie,
1975; Segal, 1998），有許多實際的教學情境是無法事先詳細
計畫的，如多數老師會期望學生上課專心聽講，但事實上，
除上課說話是一個普通的現象外，偷吃東西、玩玩具、看漫

畫、梳頭髮、發呆、打瞌睡等行為也相當頻繁（郭丁熒等，
民 89）。正因各教室中班級事件具相當高的不確定性及不可
預測性，教師在進行教學及維持秩序上，往往扮演一反應者，
而非班級活動的設計者（Dreeben, 1973: 463）。就教師角色
知覺而言，教師在理想與實際角色之知覺差距過大，除容易
因實際的教學生活無所適從而帶來困擾或衝突外，也將使整
體教育革新之政策或措施不易推展落實。因此，除瞭解教師
在「理想角色」與「實際角色」間之關係外，更重要的是探
討教師採取何種因應來解決所存在之差距。
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在國際政治與經濟為主導的世界體
系中，歐美國家一直處於核心地位，臺灣則一直處於邊陲社
會的地位，因此，戰後臺灣實已從政治、經濟，擴展到學術、
教育、及文化承受來自歐美一面倒的影響。因此，自 1980 年
起，學術界開始探討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之中國化的可能。
並在 1987 年有重大轉變，「中國化」的研究理念轉變為「本
土化」的研究取向（楊國樞，民 82）不僅要正視西方社會科
學中相關的研究成果，更要面對本土社會中的「社會 文化」
現象（黃光國，民 84：84−86）。就「因應」之研究主題而
言，尤其須注意文化的差異性。誠如 Linton (1936: 464)所指
出：由於個體的人格是在與文化相關聯的社會中發展及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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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所以有關個體的理性能力、知覺、想法、習慣、及對
情境情緒反應等心理素質總稱的「人格」，實與個體所屬的
「文化」間存有密切關係。因此，個體的因應與其所處之社
會及文化環境應有密切關係，但清楚釐清「文化」在壓力因
應歷程中之角色的文獻則相當罕見。時至 1991 年才有 Slavin,
Rainer, McCreary 和 Gowda 等人所提出的「壓力歷程多元文
化模式」，以期能適用不同的特殊團體（Slavin et al., 1991:
156−163）。據此可知，國外有關因應的理論不一定完全適用
於我國。
以因應方式的研究為例，Folkman and Lazarus (1988)的理
論及量表雖然常被引用，但國人忍耐、接受現實、逆來順受
與壓抑情緒等因應方式（Hwang, 1977；于文正，民 79），多
與無能為力的情境有關，且也很難放入 Folkman 和 Lazarus
所提出的因應方式類別中。就教育而言，小學教師是國家基
礎教育的執行者，以目前在學率相當普及的情形來看，百分
之九十九的國民都是小學教師之手來培養。因此，小學教師
在因應方式上是否具國人之忍耐、接受現實、逆來順受與壓
抑情緒等特徵？若是他們能長期面對「理想」與「實際」並
立的情形而不處理，再透過教育身教、境教之涵養過程，整
個國家國民之處事方式與態度是否透過此一途徑得以再製？
實值得注意。
基於上述之探討，本研究將以臺灣小學教師在角色知覺
差距的因應方式為主題進行探討，透過以「國民小學教師角
色知覺差距因應方式量表」進行調查、內容分析、及潛在類
別分析所蒐集的資料。期能對小學教師角色知覺差距的因應
方式所有瞭解外，進而認識臺灣小學教師的文化特徵。

(二)研究問題及其定義
本研究名稱為「臺灣小學教師角色知覺差距因應方式之
探討：調查、內容分析、及潛在類別分析」。茲將研究中重
要名詞如臺灣、小學教師、教師角色知覺差距、及因應方式
之涵義，說明如下：
(1)臺灣：本研究所指的臺灣係以臺灣省、臺北市、及高雄
市為主。尚未包括金門、馬祖兩地區。
(2)小學教師：「小學教師」係為「國民小學教師」之簡稱，
指任教於臺灣省、臺北市、及高雄市各公立國民小學之
教師，包括實習教師及合格教師。代課教師及在私立國
民小學任教之合格教師，則不在本研究範圍之列。
(3)教師角色知覺差距（the discrepancy of teachers' role
perception）：係指教師在「理想角色知覺」與「實際
角色知覺」兩者間之一致或不一致的情形。其中當「理
想角色知覺」與「實際角色知覺」兩者一致時，其差
距值為零（D = 0）；當「實際角色知覺分數未達理想
角色知覺分數」時，其差距值為負（D < 0）；而當「實
際角色知覺分數超過理想角色知覺分數」時 ，其差距
值為正（D > 0）。本研究中教師之「角色知覺差距」
分數，乃以郭丁熒 （民 87）所修訂的「簡式國民小學
教師角色知覺量表」測量之。包括教師個人特質 、教
育專業、教學 、教師人際關係 、學生管理與輔導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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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權利與義務六層面，每層面又含理想角色知覺分數
與實際角色知覺分數兩項，兩項分數之差即代表角色
知覺差距分數 。在本研究中所能測得之角色知覺差距
值，以「負值」為主。
(4)教師角色知覺差距的因應方式（teachers’ coping ways of
role discrepancy perception）：係指個人面對理想與實際
角色知覺有所差距時，所採用的處理方式，在本研究以
「教師角色知覺差距因應方式量表」之分數代表之，該
量表共包括以下四種因應方式：
「解決差距」（discrepancy solving）：係指個體努力
處理引起理想與實際差距的問題，把焦點放在處理這
個差距來源的內、外在情境特徵，即會分析問題、想
出改變方法、評估代價、再採取行動，故除可能改變
外在環境外，也可能改變內在的期望標準或學習新的
解決問題技巧。第 1 至 5 題屬該層面。在解決差距層
面分數愈高，表示愈常採用此類因應方式；反之愈不
常採用。
「防衛 接受」（defense/suppression）：係指個體雖
已把焦點放在處理這個差距來源的內 、外在情境特
徵，惟未進一步採取處理差距源之措施，而是找理由
（包括使用諺語）來防衛、或是壓抑地接受。第 6 至
第 10 題屬之。在防衛 接受層面分數愈高，表示愈常
採用該層面的因應方式；反之愈不常採用。
「逃避 推拖」（avoidance/drag）：係指個體意圖去
調節理想與實際間差距所帶來的負向情緒，而非直接
處理差距源之情境，惟此類因應乃是藉著幻想、逃避、
推掉工作、或拖延工作來處理。第 11 至第 15 題屬之。
在逃避 推拖分數愈高，表示愈常採用此因應方式；
反之，愈少使用。
「休息 轉移」（rest/divert attention）：係指個體意
圖藉由休息或從事其他的活動，暫離問題，除可能調
節理想與實際間差距所帶來的負向情緒外，亦可能產
生正向的情緒層面。第 16 至第 20 題皆屬之。在休息
轉移層面分數愈高，表示愈常採用該種因應方式；
反之，愈少使用。

二、文獻探討
瞭解我國國民小學教師角色知覺差距所採取的因應方式
類型及其特徵，是本研究關注的焦點。因此，文獻探討將先
研析「教師角色差距因應方式的意義」；其次，探討「教師
角色差距因應方式的類型」，並據此提出教師角色知覺差距
因應方式的理論類型；最後，則探討「教師因應之特徵」，
以作為本論文實證研究發現之討論依據。

(一)教師角色差距的因應方式之意義
「教師角色差距的因應方式」是「教師角色差距因應」
之一環，由於「教師角色差距因應」是一連續性歷程，包含
差距來源、情緒 感受評定、想法 態度評定、因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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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資源、及因應效能評定等核心概念。因此，為確切掌握
「教師角色差距因應方式」之內涵，本研究先探討「教師角
色差距」與「因應」之意義，然後再歸納提出教師角色差距
「因應」及「因應方式」之意義。
1. 教師角色差距之意義
「教師角色差距」一概念涉及教師角色、理想角色、實
際角色等核心概念。
首先，「教師角色」是一非常普遍的用語，本研究綜合
尹玫君等（民 86）、林生傳（民 79）、林清江（民 60）、
賈馥茗（民 72）、鄭世仁（民 73）、盧緒增（民 75）、Choi
(1988)、Good (1959, 1990)、Hoyle (1969)、Lortie (1975)、Mead
(1951)、Moore and Kearsley (1996)及 Sorenson et al. (1963)等
人對教師角色之界定，得知「教師角色」係指在所處與角色
夥伴互動的社會情境中，教師基於他特殊的身分、地位，而
被期望及實際表現的行為或特質。
其次，從對角色的界定中，得知角色之內涵實兼含角色
扮演者「被期望的行為」與「實際表現的行為」兩者。而這
與「理想角色」及「實際角色」兩概念便有密切關連。通常
學者在界定理想角色與實際角色時，是以相對應的方式出
現，從郭明堂（民 81）
、歐陽教（民 62）
、D’Alonzo and Wiseman
(1978)、Goffman (1966)及 Kahlich and Dorminey (1993)等人之
界定，可知：所謂的教師「理想角色」乃為在教師所處的社
會互動情境中，居於教師地位者被期望應該表現的行為或職
責，其性質為規範的，應然的層面，與角色期望一概念具相
同實質內涵。而教師的「實際角色」則為在教師所處的社會
互動情境中，居於教師地位者踐行其職責或角色的實際行為
表現，其性質為踐行的、實然的層面，與角色行為、角色踐

圖一

行等概念具相同實質內涵。
從上述對「教師角色」、「理想角色」、及「實際角色」
意義之探討，可初步歸納得知：「教師角色差距」係指教師
在「理想角色」的期望、及「實際角色」踐行間不一致的情
形。至於教師角色差距之內涵、性質、及形成原因，則可從
郭丁熒（民 87）所提出之「教師理想角色與實際角色差距模
式」中獲得進一步瞭解。從該模式可知：教師理想角色與實
際角色差距之來源主要有四，包括「角色負荷」、「個人志
趣不符」、「角色無能與限制」、和「角色模糊」等，以上
四因素可解釋教師角色知覺差距來源的 62.8%。
2. 「因應」與「因應方式」的意義
就「因應」行為的探討而言，長久以來個體在因應及適
應的努力被認為與其本身之健康、疾病有密切關係；直到本
世紀，雖然學者整合生理學與心理學到健康與疾病的理論
中，但也一直未用到“coping”這一字，只是把適應的努力、
反應的類型併在因應的概念中（Justice, 1988: 15），如採用
支配（mastery）、防衛（defense）、適應（adaptation）等概
念（Pearlin and Schooler, 1978: 2）。而「因應」真正用來指為
處理壓力、麻煩、困難、挑戰所作的努力，乃為 1950 年代之
事（Justice, 1988: 15）。根據郭丁熒（民 87）參考相關因應
理論所建構之「教師角色差距因應模式」（圖一），可知：
(1)「教師角色差距的因應」係指在社會互動情境中，居於
教師地位者被期望應該表現的行為或職責，與居於教師
地位者踐行其職責或角色的實際行為表現，兩者間之一
致或不一致的情形。而當教師視此種差距為一威脅或徵
狀時，評定其所產生的情緒及對此情形可能之控制情形

教師理想角色與實際角色差距因應的理論模式
〔引自郭丁熒（民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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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改善程度進而採取各種不同型式的反應時，並對因應
結果及改進因應效果資源的再評定，以決定是否再次採
取相關因應策略等全部歷程，便是所謂的因應。故「因
應」是一多向度的複合體，其涉及生理（因應結果之身
體狀況）、心理（情緒、認知、行為）、社會（問題情
境、因應資源）等科學研究領域。甚至是涉及價值判斷
的哲學思想也應含概在其中。
(2)探討因應時，應重視採取因應的主體，即面對各種徵狀
情境或採取因應的當事人∼教師。
(3)「教師角色差距因應」模式包含問題情境、因應的評定、
因應方式或策略、因應資源、及因應效能等核心概念：
問題情境：個體所遭遇的問題情境是為因應之背景，
即差距來源。
因應評定：包括「初次評定」、「二次評定」、及「再
評定」三類，在角色差距未減少或消除之前，三種評
定會不斷地循環。
因應方式或策略：表示個體所做之一些事情，旨在處
理其面對角色差距所遭遇之問題。個體所採取之因應
方式是整個因應模式之核心，係為認知評定之結果，
並將影響因應效能。
因應資源或相關因素：因應資源有助於個體去發展有
效的因應，故有必要在因應模式中指出相關的因應資
源。
因應效能：「因應」具目標導向及功能性，旨在保護
採行因應行為的主體，以避免其產生身體或心理上的
不適徵狀，故因應的效能以角色差距的解除或減少為
主要目的。
(4)「教師角色差距因應」模式所指之「因應」乃為一歷程，
具「連續性」、「循環性」、「雙向性」等性質，這些
性質有助釐清各主要概念間之關係。
縱觀上述，可知本研究所指之「因應方式」應只是整個
角色知覺差距因應歷程中之一環。

(二)教師角色差距因應方式之類型
教師面對理想角色與實際角色差距時，所採取之因應方
式為何？本研究將從相關的實證研究結果來著手。惟由於探
討教師理想角色與實際角色差距一主題的實證研究甚為罕
見，因此本部分乃以分析有關教師因應的實證研究為主。
本研究經綜合李坤崇（民 84）、林思妙（民 82）、施淑
芬（民 79）、張芬芬(民 80)、陳幸仁（民 85）、陳姚真（民
77）、陳鴻銘（民 84）、程一民（民 85）、劉唯玉（民 88）、
鄧柑謀（民 80）、謝琇玲（民 79）、Beach and Pearson (1998)、
Gehrke (1982)、Green and Ross (1996)、Kyriacou (1980)、Lacey
(1977)、Prokop (1971)及 Tegtmeyer (1980)等實證研究報告，
可歸納出以下四項發現：
1. 就研究主題言
根據本研究之歸類，在教師因應的實證研究中以探討角
色壓力的因應及角色衝突的因應較多（李坤崇，民 84；林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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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民 82；施淑芬，民 79；陳幸仁，民 85；陳姚真，民 77；
陳鴻銘，民 84；程一民，民 85；鄧柑謀，民 80；謝琇玲，
民 79；Beach and Pearson, 1998；Gehrke, 1982；Green and Ross,
1996；Kyriacou, 1980；Lacey, 1977；Prokop, 1971；Tegtmeyer,
1980），從其他主題著手來探討者則佔較少數（張芬芬，民
80；劉唯玉，民 88；Lacey, 1977）。
2. 就研究方法言
大都以調查法為主，少數為非調查法 ：(1) 調查法：大
部分研究都以採調查法為主，如 Tegtmeyer(1980 ）、Green
和 Ross（1996）、陳滿樺（民 71）、陳姚真（民 77）、謝
琇玲（民 79）、施淑芬（民 79）、林思妙（民 82）、鄧柑
謀（民 80）、陳鴻銘 （民 84）及程一民 （民 85）等。(2)
非調查法：如 Prokop (1971)、Lortie (1975)、Lacey (1977)、
Gehrke (1982)、張芬芬 （民 80）、劉唯玉（民 88）則是採
晤談法或觀察法。
3. 就因應的探討取向言
可分：(1)使用頻率的探討：如 Tegtmeyer (1980)、施淑
芬（民 79）、陳鴻銘（民 84）、李坤崇（民 84）。(2)因應
類型的探討：如 Prokop (1971)、Kyriacou (1980)、Tegtmeyer
(1980)、Gehrke (1982)、陳姚真（民 77）、施淑芬（民 79）、
鄧柑謀（民 80）、李坤崇（民 84）、陳鴻銘（民 84）、程
一民（民 85）及陳幸仁（民 85）。(3)因應性質的探討：以教
師所採取的因應之特徵為主者，如 Lacey (1977)、張芬芬（民
80）及劉唯玉（民 88）等。(4)視因應為依變項的探討：如陳
姚真（民 77）、施淑芬（民 79）、陳鴻銘（民 84）、程一
民（民 85）及陳幸仁（民 85）。(5)探討因應歷程之變化：如
林思妙（民 82）。(6)視因應為中介變項的探討：如施淑芬（民
79）、鄧柑謀（民 80）。
4. 就因應的類型言
實證研究所採取之因應策略類型可依兩大取向來劃分：
一是「改變結構角色」、「改變個人角色」、「行動」、或
「逃避」等類型來歸類；另一取向則依「問題中心」（或自
我指導）和「情緒中心」（或他人指導）來歸類。惟第一個
取向的前三種策略，與第二種取向之「問題中心」策略有重
複之處。故本研究將各學者之主張加以歸納整理（表一）後 ，
提出「解決差距策略」、「情緒支援策略」、「順應接受策
略」、及「逃避策略」四種，以作為未來進行實證研究之參
考依據：
(1)解決差距：此種因應係指當個體面對角色差距時，其評
定差距的存在對其有威脅感（包括壓力、挫折、困擾、
無力感…等），進而採取各項相關的行為來減少理想與
實際角色間之差距。
(2) 情緒支援：此種因應也是指當個體面對「角色差距」時 ，
其評定差距的存在對其有威脅感（包括壓力、挫折、困
擾、無力感…等），惟所採取之措施，以尋求他人情緒
的支持為主。
(3)順應接受：此類因應即為容許理想角色與實際角色間存

小學教師角色知覺差距因應方式

表一

教師因應方式一覽表
因應類型

學者

問題解決

情緒支援

Lacey (1977)

內在的調
整

再定義

Kyriacou
(1980)

面對問題

以各種不同
方法來處理
壓力

扭曲對壓
力的注意
力

Tegt meyer
(1980)

區分工作
和非工作
的生活

設置實現的
目標及可行
的行程

飲酒

Gehrke (1982) 找出基本
且重要角
色

角色隔離

Green and Ross 自我指導
(1996)

他人指導

Beach and
Pearson
(1998)
陳姚真(民 77)

層次三
協商策略

定義策略

謝琇玲(民 79)

採取解決
行動

理性邏輯分
析

施淑芬(民 79)

合理認知

自我關注

順應接受
順從

內在的
調整

服用藥物

逃避
再定義

逃避

放棄某角
色
他人指導

逃避
層次二

層次三

層次一

順應策略
討論，尋
求建議

自我調解
控制

直接情緒
發洩
社會支持

自我調解
控制
休閒

張芬芬(民 80)

接受

林思妙(民 82)

問題焦點

情緒焦點

情緒焦點

鄧柑謀(民 80)

問題解決

邏輯思考

情緒調適

尋求支持

李坤崇(民 84)

解決問題
策略

改變策略

暫時擱置
策略

改變策略

陳鴻銘(民 84)

協商策略

定義策略

程一民(民 85)

積極態度

轉移注意

攻擊他人

陳幸仁(民 85)

競爭型

情緒逃離
暫時擱置
策略

逃避策略

順應策略

統整型

轉移注意
忍讓型

劉唯玉(民 88)

妥協型

退避型

屈服

有差距之現象，強調以忍耐、接受現實、或盡力而為來
因應。
(4) 逃避：此因應也是為當個體面對角色差距時，其評定差
距的存在對其有威脅感（包括壓力、挫折、困擾、無力
感…等），惟個體認為無法解決其所面臨之問題，故以
逃避或逃離該情境為主，如調校、提早退休、更換職務。

(三)教師因應之特徵
有關教師之因應特徵，首先根據 Lortie (1975: 208)對教師
職業的招募、社會化、及報酬制度之探討，發現這些歷程將
促成教師這行業具有特殊的外貌，比較明顯的是有「保守主
義」（conservatism）、「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現
時主義」（presentism）三個傾向。從 Lortie 所指出的教師這
行業所存在的明顯風氣，可以瞭解教師在面對問題或處理問
題的方式上，具有以個人之力來解決，利用經驗、較為保守、
及注重立即結果等特徵。
其次，Hargreaves (1980)指出「教師因應策略」為微觀教
師文化之主要研究領域。由於教師職業文化具相當強烈的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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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義，因此得以在相當大的差異性中維持一些凝聚，但也
造成許多教師以自己的方式來處理教室中的事件。教師如此
忽視他人的技巧，等於也缺乏來自同儕之間接評量。簡言之，
教師可謂是獨自在一高壓力與高緊張的情境下工作，並以個
人的策略來因應與求生存。
復次，Mardle and Walker (1980)則指出，教師因應壓力之
策略是透過不斷的協商與再定義來發展，而當他們在教室中
使用再定義或協議策略時，會參考手邊現存的知識，也就是
所謂的「秘訣知識」（recipe knowledge）。
Denscombe (1982, 1985)則曾提出「潛在教導學」（hidden
pedagogy ）一概念，指出「潛在教導學」是教師在實踐過程
中的主要保守因素。所謂「潛在教導學」係指教師在從事教
育工作時會承受一組來自非正式組織的壓力，教師為求生
存，常須依一組不成文的假設去行動，而這些提供教師教學
的目標與方法之假設主要來源卻是教室經驗，而非學校正式
組織或正式的教學法。因此，這個教學工作的潛在面，牽制
著改革的可能，使教師對於改變加以抵抗。
另外，Lieberman and Miller (1990)也曾針對教學工作進行
社會學分析，根據他們對教學生活的規則（rule）及互動之分

郭丁熒

析也約略可瞭解教師因應之特徵。Lieberman 和 Miller 認為教
學如同其他的專業，也存有一些規則 ，它的規則是實際的
（practical）及私人的（private）。在學校中的實際知識被界
定是與理論知識相對立，當一位初任教師為解決困難而尋求
實際知識時，通常得捨棄大學教授所傳授的東西，而實際知
識存在於經驗及教師在教室的工作實踐中 。至於所謂的私
人，則意味教師自己做自己的事，因大部分教師的工作領域
是在個別的教室中。由於對大部分教師而言，教學是個人的
事業，也被認為是相當單打獨鬥的職業（lonely profes-sion），
因此，師生的關係雖然是立即、直接、動人的，但教師與同
事間的關係則通常是遙遠、間接、及防衛的，也不似其他工
作之專業的取得是透過與他人分享而形成。除了與同事的關
係外，教師與校長的關係也相當重要，因校長對於教師是否
能愉快的工作有相當大的影響，當校長對教師肯定支持時，
教師在工作中會有比較多的嘗試，反之，教師則易將校長視
為批評或處罰，不喜歡冒險或嘗試新措施。
最後，再綜合上一小節對教師因應方式相關實證研究
（李
坤崇，民 84；林思妙，民 82；施淑芬，民 79；陳姚真，民
77；陳幸仁，民 85；陳鴻銘，民 84；程一民，民 85；鄧柑
謀，民 80；劉唯玉，民 88；謝琇玲，民 79；Beach and Pearson,
1998; Gehrke, 1982; Green and Ross, 1996; Lacey, 1977）之探
討，發現雖然在研究主題、對象、因應方式之分類、或研究
結果並不完全一致，但可稍歸納出教師的因應行為具下列特
徵：
(1)教師所採取的因應行為會因問題性質而異，但卻常被一些
較負向的形容詞來形容
根據所蒐集到的實證研究結果顯示教師所採取的因應
方式會因問題性質而異，如除施淑芬（民 79）及鄧柑謀（民
80）兩研究因研究對象 （大學教師及訓輔人員）不同外，
可發現中小學教師當面對壓力時 ，以「解決方式」來因應
的頻率較高（林思妙，民 82，程一民 ，民 85；謝琇玲，
民 79）；而當面對衝突、困擾時，則以順應、退避的因應
較多（Gehrke, 1982；Lacey, 1977；李坤崇，民 84；陳幸
仁，民 85；陳姚真，民 77；陳鴻銘，民 84；劉唯玉 ，民
88）。但為何 Lortie (1975)、Hargreaves (1980)、Denscombe
(1982, 1985)、或 Lieberman and Miller (1990)會採用像「個
人主義」、「保守主義」、「現時主義」或「潛在教導學」
等較負向的形容詞來形容 ，有可能是誠如 Bullough (1987:
83)或 Mardle and Walker (1980)所指出教師因應是在學校
結構影響下的產物，因在學校結構中 ，工作是有組織性且
須被評鑑的，教師文化一方面須回應學校結構或更大的文
化價值，但一方面又缺乏各項直接與間接的評鑑 。這從教
師面對衝突或困擾時為何採較消極因應的原因可略知一
二，如溝通管道不暢通、教師又無決定權（陳鴻銘，民 84）、
或是女性教師多採順應因應 （李坤崇 ，民 84，林思妙，民
82；陳幸仁，民 85；程一民，民 85；謝琇玲，民 79）、
或是學生太多 、教材太多 、時間太少等結構性的資源問題
（Mardle and Walker, 1980）、或是文化霸權規訓下的產物
（范信賢，民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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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師的因應方式具實務取向
根據 Lortie (1975)、Denscombe (1982, 1985)、Mardle and
Walker (1980)及 Lieberman and Miller (1990)等的觀點，及
Green and Ross (1996)與張芬芬（民 80）的研究，可發現教師
面對問題時之因應方式，相當強調經驗。而強調經驗的結果，
雖可解決所面對的難題，但若未經省思、批判、及篩選，大
量的龐雜經驗也可能導致懷疑教育理論與理想的價值（張芬
芬，民 80），進而掉入「反教育」或「非教育」的危機。

三、研究一
(一)研究方法
科學的研究強調系統性、客觀性、與實證性（郭生玉，
民 70；吳明清，民 83），為避免研究流於主觀的抽象思考或
推理，實有必要以具體的資料來進行客觀的分析。此部分研
究以調查方式對臺灣小學教師角色知覺差距因應方式進行全
面性的探討，以期客觀真實地瞭解小學教師角色知覺差距之
因應方式。調查分析結果除可供瞭解我國目前之現況外，亦
可與文獻相驗證。

(二)研究樣本
本研究樣本係採分層叢集隨機抽樣方式，抽樣比率約為
0.02，以臺灣二千四百七十七所小學計，經四捨五入，實際
抽出四十七所。而本研究分層抽樣之依據為「地區」及「學
校規模」；決定學校數後再依學校規模大小決定抽樣人數，
其中大型學校（四十九班以上）每校隨機抽四十人、中型學
校（十三至四十八班）每校隨機抽二十五至三十人、小型學
校（十二班以下）每校抽十人。茲依據八十六學年度各地區
公立國民小學教師人數（教育部，民 86），分台北市、高雄
市、北、中、南、東六區，共抽取大型學校六所、中型學校
十六所、小型學校二十五所，合計四十七所學校，樣本總計
一千零七人 ，回收有效問卷九百三十八份，回收率為
93.15%。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採用之工具係郭丁熒（民 88a）所編製之「國
民小學教師角色知覺差距因應方式量表」
，共包括解決差距、
防衛 接受、逃避 推拖、休息 轉移等層面共二十題。該
量表之編製，係以文獻探討為基礎，並根據十八位受訪者之
半結構晤談資料之分析結果來編製量表初稿，再經本研究以
臺灣三百八十九位小學教師為樣本進行預試之篩選而成。
有關該量表之信、效度考驗：首先，在效度考驗方面，
根據因素分析結果，該量表，轉軸前四個因素之解釋變異量
為 64.5%（表二）。另依各層面之相關矩陣（表三），可發
現該量表在各角色層面間尚稱獨立，且各層面與該量表之整
體概念也相當一致。又請專家進行審查，結果發現二十題中，
100%符合題目所歸屬之類型者有十五題，佔四分之三強。

小學教師角色知覺差距因應方式

表二

國民小學教師角色知覺差距因應方式量表之因素
分析結果
題目
10
11
12
9
3

因素
f1

f2

頻率等級
總分間隔區分

100−80.01 80−60.01 60−40.01

40−20

.80126
.77063
.70017
.65262
.57624

各因應類型得分
間隔區分

25−20.01 20−15.01 15−10.01

10−5

.74560
.72045
.68308
.68832
.69429

「中低高」、及「低」四種程度（表四），以作為進一步評
量之依據。

.72975
.67305
.59128
.43313 .67324
.46481 .69180

本研究之實施程序，乃先研擬研究計劃，並在樣本確定
後，以「國民小學教師角色知覺差距因應方式量表」對臺灣
小學教師進行調查，施測時間為 87 年 4 月 20 日至 87 年 5 月
31 日。在問卷回收後，進行資料建檔、分析、及撰寫成果報
告等工作。

f4

.82393
.81617
.78106
.78037
.77523

20
19
21
16
17

.79416
.76480
.71942
.69484
.67945

22
23
39
24
37

.75623
.69494
.64403
.62792
.58289

轉軸前特徵值

6.1131

轉軸前佔總變異
之百分比
（累積值）

30.6% 17.4%
9.2%
7.4%
(30.6%) (47.9%) (57.2%) (64.5%)

轉軸後特徵值
轉軸後佔總變異
之百分比

4.084

3.4722

3.595

1.8462

.61339
.52492
.48694
.48825
.40927

1.4471

4.298

國民小學教師角色知覺差距因應方式量表各層面
頻率等級表

共同性
2
(h )

f3

.88987
.86676
.82121
.78515
.70749

46
48
47
45
49

表四

各題得分間隔區分

高度

5−4.01

中高度

4−3.01

中低度

3−2.01

低度

2−1

(四)實施程序

(五)資料處理
本研究在資料處理上，以 SPSS for Windows 8.0 套裝軟體
中次數分配程式加以檢核原始資料外，並採用次數分配統計
教師在各種因應方式之人數、百分比、平均數及標準差（吳
裕益，民 83；林清山，民 83；張紹勳與林秀娟，民 84）。

(六)結果分析與討論

3.776

根據本部分調查研究之結果，茲將分別從量表編製所提
出因應類型及臺灣之調查結果兩方面來說明：

20.42% 19.80% 21.49% 18.88%

1. 小學教師角色知覺差距因應方式之類型

表三

國民小學教師角色知覺差距因應方式量表各層面
之相關矩陣

解決差距
－
.0947
防衛接受
(382)
.3991**
逃避推拖
(379)
.1556*
休閒與轉移
(379)
.6298**
總層面
(371)
註：( )內為人數。
*p<.05，**p<.01

防衛

接受 逃避

推拖 休閒

轉移

解決差距

－
.3414**
(379)
.4395**
(379)
.6739**
(371)

－
.4304*
(375)
.8000**
(371)

－
.6634**
(371)

其次，在信度考驗方面，根據內部一致性分析之結果，
在四層面之α係數分別為.8977、.8846、.7538、.8526，而整
體因應方式之α係數則為.8809，可見本量本之信度則尚佳。
最後，在該量表之計分方面，係採絕對分數區分方式，
將教師角色知覺差距因應方式的頻率，分為「高」、「中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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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國民小學教師角色知覺差距因應方式之類型，可透
過本部分研究所編製之「國民小學教師角色知覺差距因應方
式量表」來瞭解。茲將本部分之發現與分析結果，進行以下
討論：
(1)有關小學教師角色知覺差距因應方式，本研究在文獻探
討之發現，建構提出問題解決、順應接受、逃避、及情
緒支援四類因應。再根據因素分析結果，雖然也抽取出
四個因素，惟依各因素之題目內容加以判斷，發現四種
因應方式以命名「解決差距」、「防衛 接受」、「休
息 轉移」、及「逃避 推拖」為宜，此發現與理論所
建構之四種類型雖不完全相符，但也有相對應之處，如
「解決差距」對應「問題解決」；「防衛 接受」對應
順應接受」；「逃避 推拖」對應「逃避」；而「休息
轉移」對應「情緒支援」。再探究因素分析結果與文
獻探討結果不完全一致的原因，有可能是本研究係針對
「理想與實際間差距的因應進行探討，與以往角色壓
力、角色緊張、角色衝突等因應的研究主題有所不同，

郭丁熒

此亦可能使教師在採取的因應方式類型與文獻探討的結
果（建構基礎來自角色壓力、角色緊張、角色衝突等方
面之因應）有所差異。
(2)在題型歸類上，由於分析所得之防衛 接受、休息 轉
移、及逃避 推拖三因素都包含有情緒取向成份，而解
決差距則有問題取向成份，此顯示在角色知覺差距的因
應方式有問題取向及情緒取向兩大類，而情緒取向之因
應方式則如防衛接受、休息轉移、及逃避推拖。再從相
關矩陣之分析結果，得知防衛 接受、逃避 推拖、休
閒/轉移三層面間之兩兩相關，高於此三層面與解決差距
之相關，反映本研究在上述討論所提出防衛 接受、逃
避 推拖、休閒 轉移同屬情緒取向因應，而解決差距
屬問題取向因應之合理性。
(3)就「文化」與因應方式之關係言。在有關因應的理論中，
雖然以 Lazarus and Folkman (1984)的壓力因應理論最常
被探討、而他們也是過去幾十年來被認為積極從事因應
研究的研究者（Endler and Parker, 1990: 844）。惟因文
化在壓力因應歷程中之角色佔相當的重要性，如國內于
文正（民 79：10）的實證研究便曾指出：Lazarus 和
Folkman 所提出的八種因應壓力的方式，某些項目對臺
灣的中國人而言相當陌生，而中國人常用的「忍耐」或
「接受現實」之因應方式卻很難放入 Lazarus 和 Folkman
的分類體系。此可能與李亦園（民 81：23）所指出：中
國人生存於宗族組織下，每個人在這種關係中不必也不
能表現他自己的才能，造成中國人的性格保守、不喜歡
變遷、不鼓勵個人主義、抱持中庸態度有關。而從本研
究所發現：教師在因應角色知覺差距之方式有防衛 接
受一類型，則呼應實証研究及學者之觀點，也反映出我
國文化之獨特性。
(4)就教師社會化的歷程來看，社會化就是一種適應，也是
適當的社會策略之指標。因此，從教師所採取的適應方
式，除有助瞭解教師社會化，也有助瞭解教師之次級文
化。據 Lacey (1977)之發現，教師社會化歷程中，為求
生存而採取之策略包括：內在的調整（針對制度規範之
適應）、順從（針對制度壓力之適應）、及再定義（針
對衝突之適應）。所以，若從教師這職業特徵來看，Lacey
所提出的三種策略，其實有相當濃厚「接受」傾向，而
本研究也發現防衛 接受是教師的因應方式之一。此顯
示「接受」的策略，也屬教師這職業團體較共通採用之
因應方式。
2. 小學教師角色知覺差距因應方式之現況
根據本部分研究之調查結果，從表五可知：小學教師面
對角色知覺差距時，他們在「解決差距」、「防衛 接受」、
「逃避 推拖」、「休息 轉移」四類因應方式之平均數分
別為 16.91、14.53、11.39、及 13.44。又根據該量表之頻率等
級表來判斷，可知除解決差距一類因應方式是屬「中高程度」
外，其餘各層面及整體因應方式則均屬「中低程度」。即當
教師在理想的角色期望與實際角色行為間有所差距時，教師
會採取方式來因應之頻率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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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小學教師角色知覺差距因應方式之平均數、標準
差及等級

因應方式之類別
解決差距
防衛 接受
逃避 推拖
休息 轉移
總層面

M

SD

採用等級

16.91
14.53
11.39
13.44
56.19

3.99
3.77
3.73
3.94
10.51

中高度
中低度
中低度
中低度
中低度

其次，就各種因應方式來看，小學教師最常採用的前五
項分別是：「累積並利用經驗來達成理想」（M = 3.59, SD =
0.97）、「釐清自己該做些什麼，據此加倍努力」（M = 3.53,
SD = 0.91）、「理出癥結或原因，找出實現理想的幾種途徑」
（M = 3.38, SD = 0.96）、「藉由查詢、蒐集有關的資料，使
自己具備實踐理想之知能」（M = 3.30, SD = 0.99）、及「從
事自己喜歡的活動」（如看電視、逛街、玩電視遊樂器、烹
飪等等）（M = 3.20, SD = 1.08），其中前四項屬於「解決差
距」一類，後一項屬於「休息 轉移」一類。
有關本研究在教師角色知覺差距因應方式之發現，值得
討論者有二：
(1)有關教師面對角色知覺差距時，採取各種方式來因應之
程度並不高現象，可能與教師將角色知覺差距評定為
「沒
關係」有關（郭丁熒，民 88b），從 Lazarus and Folkman
(1984)因應模式來看，當教師面對「沒關係」這一項差
距源時，可能不將此差距源視為一徵狀，因此，後續採
取因應方式之頻率也不高。
(2)本研究發現教師在本研究四類因應方式中以 「解決差
距」之採用情形較高，似與文獻中所常用保守消極因應
取向不相符。可能的原因有四：
可能是「未處理」這一類因應方式未納入本調查研究
之探討中。根據郭丁熒等（民 89）所研究之教師面對
學生教室紀律問題的因應行為之觀察發現，教師在面
對學生紀律問題時，以「未處理」居大多數（在 303
次因應行為中，約佔 57.76%），因此當教師將差距評
定為「沒關係」時，有可能是「未處理」，而非本研
究所列之四類因應方式。
可能是本研究所指之教師角色，多數與教師在教室內
所擔任之職責有關（如個人特質、專業、教學、輔導
管理、甚至人際關係中的師生關係）。雖然教師自主
權的展現在教育政策或學校決策過程中相當小，但在
教室中則相當大（黃光雄，民 77；Bullough, 1987；Chiang,
1996；Sun, 1993），因此有可能造成本研究所發現：
教師以採「解決差距」來因應之情形最多。而在所有
因應方式中，又以解決差距這類因應的「累積並利用
經驗來達成理想」一方式最常被採用，此發現與文獻
所 指 出 教 師 因 應 具 有 實 務 取 向 （ Lortie, 1975;
Denscombe, 1982, 1985; Lieberman and Miller, 1990；
Green and Ross, 1996；張芬芬，民 80），頗為相符。
可能如 Giroux (1988)所言，教師是轉化的知識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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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教師有解決問題之能力。
可能是本研究資料屬教師之自陳報告，為減少其認知
失調，教師所陳述之行為與其真正實踐之行為間，可
能尚存有落差（Wubbel et al., 1992）。

四、研究二

表」做為整理歸納分析資料之依據（附錄一）。故本研究係
以「題幹」為分析單位(Holsti,1969)，藉以分析每一位受訪
者在每一「主題類目」中所提及的「題幹」數量，作為進一
步統計分析之用。每筆資料歸類之適切性皆經研究者及三位
大四學生討論通過，並於每筆資料後紀錄頁碼及行數，分析
所得結果詳附錄一所示，而每筆資料即為本研究之分析單
位。

(一)研究方法
(四)信度與效度考驗
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方法雖發展於本世紀初，早
期的研究對象僅限於傳播媒介和報章雜誌，到了 1930 年代，
這種研究方法逐漸為社會學、歷史學和政治學的研究所採用
（ Holsti, 1969 ） 。 內 容 分 析 又 稱 文 件 分 析 （ document
analysis），係運用一套程序，從內容作有效的推論，主要的
功用是創造文化指標，藉以描述信念、價值、意識型態、或
文化體系（王石番，民 85）。簡言之，係研究人員用來探討、
分析、及推論人類傳播的方法和技術。而人類的傳播則包括
印刷或文字形式，甚至照片、卡通、圖例、廣播節目、及口
語的互動（Anderson, 1997）。本研究乃以研究者（郭丁熒，
民 86）所主持的「國民小學教師理想角色與實際角色知覺差
距因應量表之編製」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以下簡稱「國
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下的晤談資料進行內容分析。

(二)研究樣本
本研究的晤談資料係以對十八名國民小學教師進行訪談
蒐集而來。根據郭丁熒（民 84b）之研究發現：在解釋國民
小學教師角色知覺差距時，教師之服務年資、教育背景、進
修狀況、擔任職務、性別等背景變項具有解釋力。因此，本
晤談研究在樣本選取上，將盡量兼含具備上述不同背景變項
之教師。就年資言，二十六年以上者有四位、十六至二十五
之間者有一位，六至十五之間者有五位，一至五年者有七位。
就背景言，師範背景者有四位，師專背景者五位，師院背景
者有五位，國資班背景者有四位；就性別言，男女各九位；
就學歷言，研究所有一位，大學有十五位，專科程度有二位；
就職務別言，主任有一位，科任兼組長有四位，級任有十二
位，科任有一位。

1. 信度考驗
約請評定員四名（王永銘、李淑萍、蔡鵑竹、陳佩貞等
老師），評定員為合格之國小教師，任教經驗約一年餘，在
大四獨立研究時，皆修研究者所開授「獨立研究」一課程，
曾參與本訪談資料之轉譯工作，並以「教師角色知覺差距的
因應」相關主題進行獨立研究。
由研究將主題類目表及其定義分發給四位評定員閱讀，
並說明歸類方式和原則。由研究者及評定員就十八份訪談資
料，分層（以任教年級為依據）隨機抽取三份，依類目表自
行歸納（附錄二）計算信度，本研究依公式一至三（王石番，
民 85：312），分別考驗評定員間之評分者信度及研究者本
身的信度。
(1)就評分者信度言
求相互同意值 Pi
Pi =

− 101 −

(1)

其中，M：兩人同意的項目數；N1 及 N2：每人最大可
能的同意數。
求平均相互同意值 P
n

P=

∑ Pi

i =1

N

，

(2)

其中，N：相互比較的次數。
求評分者信度 R
R=

(三)分析的單位與類目
本部分研究先將錄音資料轉換成文字稿，然後重複閱讀
上述資料，接著再以內容分析法進行資料分析，依文獻探討
所建立的角色內涵及因應方式兩個向度之「類目」整理資料。
本研究分析類目之設計，採取「主題類目」做為設計分析訪
談資料的依據。
研究對象為十八名小學教師。首先，乃將錄音的訪談資
料轉譯成逐字稿並重複閱讀，再根據文獻探討所建構的角色
內涵（郭丁熒，民 84a）如教師個人特質、教育專業、教學、
教師人際關係、學生管理與輔導、教師權利與義務、及總層
面等，提出「教師角色知覺差距因應方式之主題類目分析

2M
，
N1 + N 2

nP
，
1 + [(n − 1) P ]

(3)

其中，n：評定員人數。
本研究之評定員相互同意值在 0.87 至 0.94 之間（式(1)
及表六），而本研究之平均同意值為 0.894（式(2)），
至於本研究之信度則為 0.98（式(3)）。

表六

評定員相互同意值一覽表

評定員

甲

乙

丙

丁

乙
丙
丁
研究者

0.90
0.87
0.87
0.92

－
0.89
0.90
0.90

－
－
0.94
0.87

－
－
－
0.88

郭丁熒

(2)就研究者本身信度而言：實際進行內容分析時，通常是
由研究者一人擔任所有的分析工作，故可再考驗研究者
本身的信度（式(4)）。研究者分別於 88 年 4 月 1 日及 4
月 30 日對 H2、M3、L5 等三份資料進行內容分析，在
198 項中，不同歸類者有五項（H2 的 RIG1「克制自己」、
H2 的 RIG2「守法」、M3 的 PER8「不多要求」、L5
的 PRO13「少抱怨，很滿足」
、L5 的 REL9
「不聽是非」），
歸類相同者有一百九十四項，因此研究者本身的信度
為.98。並根據第二次分析結果，將 M3 的 PER8「不多
要求」一項，由原先所歸「防衛 接受」一類，改為「逃
避 推拖」。
2P
R=
1+ P

(4)

2. 效度的考驗
本研究類目之發展，係經由「國民小學教師角色知覺差
距因應方式量表」編製之因素建構而成。包括解決差距、防
衛 接受、逃避 推拖、及休息 轉移等四個層面。該分量
表之編製在調查研究部分已作說明，茲不再重述。由於該量
表之效度頗佳，因此，本部分研究所據以分析之類目，應具
有相當的效度，可供作為本研究內容分析之主題類目。而本
研究之信度，不管在評分者間的信度或研究者本身的信度都
相當高，顯示本研究分析之穩定性極佳。

(五)資料處理
本部分研究之資料處理，包括頻數分析及方向矩陣分析
兩部分，茲分別說明如下：
1. 頻數分析
指以頻數和百分比統計各類出現的頻率。以了解各類因
應方式被採用之次數。
2. 方向矩陣分析
此可以進一步了解各類因應方式類目在教師因應行為中
所扮演的角色，及各因應類目彼此間的關係。
首先，選定單位。本部分研究設計以「每一位受訪者之
資料」為單位。就每一受訪者訪談資料出現的主題類目逐一
評估，選定最主要類目登錄為「中心類型」；次要類目登錄
為「次要類型」；只有一個類目者，登錄為「單獨類型」。
其次，建立方向矩陣表。以列代表中心類型，以行代為次要
類型，以對角線代表單獨立類型。
方向矩陣建立後，首先說明類目間的方向關係，其次以
百分比表示各次類目扮演的角色型態。三項計算百分比之公
式如下（李麗卿，民 78：82；Greendale and Fredin, 1977）：
(1)中心類型百分比：
f i 0 − f ii
%
f i 0 + f 0 j − f ii

(5)

− 102 −

(2)次要類型百分比：
f 0 j − f ii
f i 0 + f 0 j − f ii

%

(6)

(3)單獨類型百分比：
f ii
%
f i 0 + f 0 j − f ii

(7)

(六)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部分研究進行小學教師角色知覺差距因應方式的內容
分析，結果分兩方面來說明。首先，頻數分析的結果說明各
類因應方式出現的頻數和比率，以瞭解教師使用因應方式之
情形；其次，以方向矩陣的分析結果，說明各類因應方式類
型間的方向關係。
1. 小學教師角色知覺差距因應方式之頻數分析
根據本部分研究設計所蒐集到資料之分析發現，小學教
師在面對角色差距時以「解決差距」來因應的情形最多（約
占 75.24%）、其次為「防衛 接受」（占 14.20%）、復次為
「逃避 推拖」（占 5.41%），最少採用「休息 轉移」（占
5.15%）。又當教師採「解決差距」時，以主要類型出現之頻
率較多（79.23%）
，而以次要類型出現之頻率較少（58.53%）。
而「防衛 接受」、「休息 轉移」兩因應方式則以次要類
型出現的頻數較多。至於「逃避 推拖」雖以次要類型出現
頻數較多（6.45%），但與主要類型的出現頻數相差不多
（5.16%）（表七）。
根據本研究發現，值得討論者有二：
(1) 教師面對角色知覺差距時，以解決差距來因應之情形較
多，以「防衛 接受」來因應之情形次之，而以「逃避
推拖」、「休息 轉移」來因應之情形最少，此與調
查研究之結果相同。此結果之可能原因有二，一為本部
分研究所據以分析之訪談資料，與問卷調查資料，實皆
為教師之自陳報告，由於資料之屬性相同，致研究發現
也相似；二則可能如之前所提，本研究所指之教師角色，
大多與教師在教室內所擔任之職責有關（如個人特質、
專業、教學、輔導管理、甚至人際關係中的師生關係）。
由於教師自主權的展現在教育政策或學校決策過

表七
因應類型
解決差距
防衛 接受
逃避 推拖
休息 轉移
合計

四類因應方式之分布

主要類型

次要類型

合計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721
118
47
24
910

79.23
12.98
5.16
2.64
100.0
0

127
42
14
34
217

58.53
19.35
6.45
15.67
100.0
0

848
160
61
58
1127

75.24
14.20
5.41
5.15
1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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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雖相當小，但在教室中則相當大（黃光雄，民 77；
Bullough, 1987; Chiang, 1996; Sun, 1993），因此有可能造
成本研究所發現：教師以採「解決差距」來因應之情形
最多。
(2)教師採用解決差距以外的因應方式時，大都以次要（潛
在）類型出現。即教師在採用防衛 接受、逃避 推拖、
及休息 轉移等因應方式時，大都不敢明顯採用，而是
以隱藏在背後的次要類型出現，此與林思妙（民 82）所
發現國中教師因應工作壓力之方式相似，該研究指出教
師以問題為焦點的因應方式多於以情緒為焦點的因應方
式。而此現象是否因教師具工具理性的表徵（Bullough,
1987；Fineman, 1998；Gates, 1997；郭丁熒，民 88b；鄭
石岩，民 85），因此屬於「以情緒為焦點」的因應方式
可能較不符教師的形象，致較少為教師採用。若再根據
Weber（民 82）對外顯行動與內隱行動的觀點、或 Metorn
(1968)對社會顯性功能（manifest function）與隱性功能
（latent function）的論點來看，本研究發現小學教師內
隱的因應方式，則是突破過去實證研究只著重外顯的因
應行動之探討。
2. 小學教師角色知覺差距因應方式之方向矩陣分析
根據表八、表九、及圖二之分析結果，小學教師角色知
覺差距因應方式間之方向關係具有下列特徵：
(1)「解決差距」與「防衛 接受」、「解決差距」與「休
息 轉移」因應方式間的關係十分密切 ，彼此互為中
心、次要類目。當以「解決差距」為中心類目時，會
並採「防衛 接受」者占 44.07%、而會並採「休息
轉移」者占有 50.85%。當以「防衛 接受」為中心類
目時，會並採「解決差距」者占 91.92%。至於當以「休
息 轉移」為中心類目時，會並採 「解決差距」者占
78.26%。
(2)「解決差距」與「休息 轉移」兩類因應方式各與「逃
避 推拖」因應方式無重要方向關係。
(3)採「逃避 推拖」因應方式為中心類目時，其中有 48.28%
以「防衛 接受」因應方式為次要類目出現。
根據本部分研究結果，發現值得討論者有二：
首先，從第一項研究發現，當教師採「防衛 接受」、
或「休息 轉移」兩因應方式時，並不一定是較差的因應方

表八
單
型

因應方式類目之方向矩陣

次數類
獨

式，其目的大都朝解決差距而努力，如從受訪教師經常以「盡
量做」、「盡力而為」來說明其因應方式可略之一二，例如
有位受訪者（L5）雖然提到「做多少，算多少」，但卻列舉
出一百餘項的因應方式。因此，教師採取「防衛 接受」或
「休息 轉移」兩因應方式時，他們有相當高的比率是希望
解決差距，只是在結構性限制下之迂迴因應，所以若說教師
在解決差距上沒有自主權，有可能乃結構困境之反映（齊力，
民 88）。惟根據第三項發現，值得注意者乃是採「防衛 接
受」因應方式，仍有相關高的比率會形成「逃避 推拖」的
因應方式，或如 Beach and Pearson (1998)所指出教師會將「成
功」與「超越衝突緊張」視為同一，由於教師在知覺成功本
身，也將掩蓋潛藏於成功背後的困難之開放性反省，故如何
避免由「防衛 接受」轉為「逃避 推拖」，的確值得教師
注意。
其次，根據本研究之方向矩陣關係圖可瞭解四種因應之
關係。惟此關係與編製量表時各因素之相關矩陣有別，可能
是在研究一中因素關係矩陣所呈現者，較屬因素間之同質與
否的探討。如「防衛 接受」、「休息 轉移」、「逃避
推拖」三者之兩兩相關，高於與「解決差距」這一因應方式
之相關，可反映「防衛 接受」、「休息 轉移」、「逃避
推拖」三者之性質較屬「以情緒為焦點」之因應，而「解
決差距」則是較屬「以問題為焦點」之因應；而本研究內容
分析結果則顯示教師採取因應方式時之並用情形。

伍、研究三
(一)研究方法
「潛在變項」（latent variable）係指社會科學家在進行研
究時，為了理論的建構方便所設立之假設概念（像智力、動
機、態度、社經地位、社會結構、文化、次級文化等），由
於這些概念常是無法直接觀察與測量 ，或也不一定真實存
在，故稱之為潛在變項。而所謂的「潛在變項分析法」係為

表九
中心主題

解決差距

解決差距
防衛 接受
逃避 推拖
休息 轉移

－
91.92%*
15.15%
78.26%*

方向矩陣之標準化
防衛

接受 逃避

40.07%*
－
48.28%*
13.04%

推拖 休息

5.08%
7.07%
－
8.70%

型
中心類型
解決差距
防衛 接受
逃避 推拖
休息 轉移
合
計

50.85%*
1.01%
0%
－

註：「*」表以左方主題類目為中心主題時，以上方主題為次要類
目的百分比在 30%以上者。
解決差距 防衛接受 逃避推拖 休息轉移 合計

類

轉移

658
91
15
18
782

26
15
14
3
58

3
7
19
2
31

30
1
0
1
32

717
114
48
24
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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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各類因應方式之方向模型圖

郭丁熒

表十

潛在變項分析法的分類
外顯變項（輸入資料）

資料型態
潛在變項
（輸出資料）

計量
類別

計量

類別

•因素分析

•潛在特質分析
•類別資料的因素分析
•潛在側面圖 •潛在類別分析

資料來源：Bartholomew (1987).

採用潛在變項來精簡資料的統計方法之統稱（葉光輝與劉長
萱，民 84）。Bartholomew (1987)曾依輸入與輸出資料的不同
型態，將潛在變項分析法分為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
潛在側面圖（latent profile analysis）
、潛在特質分析（latent trait
analysis）、與潛在類別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等（表十）。
其中根據類別變項所發展的潛在類別分析，除了可同時
處理資料精簡及分類的工作外，尚可提供問題中類別答項的
作答訊息，進而作為判斷題目設計是否恰當的參考（葉光輝
與劉長萱，民 84）。
潛在類別分析雖然適用於處理類別變項，但就 Likert 式
作答或計分方式的量表，仍有其可採用之處。因 Likert 式的
作答或計分方式，係以連續整數對次序性答項計分，並視此
整數為樣本在此單一題目上的得分，此外每一題的加權完全
相同，因此只要將所有題目得分加起來，就是樣本在整個問
卷上的得分。惟 Likert 式的等距計分方式並無法表達樣本實
際答題的特性，且研究者在進行此類研究時，多半關心的乃
為樣本的潛在組群性，因此採用潛在類別分析應較為恰當（葉
光輝與劉長萱，民 84：265）。
在國內社會科學研究中，對於一般態度量表或調查問卷
雖然大都採用 Likert 式的整數加權計分方式，但在資料分析
的方法上，採用類別分析法者相當少見（葉光輝與劉長萱，
民 84）。郭丁熒（民 88a）曾對因應量表編製所進行之回顧
分析，確實發現「因素分析」與「群聚分析」為編製者用以
精簡預試題目及找出向量的主要方法，而以潛在類別分析來
進行因應量表資料處理者則未曾有之，因此採潛在類別分析
來探討臺灣小學教師的因應方式，當有其價值性與可行性。

(二)研究資料
本研究的資料來源是取用自研究者（郭丁熒，民 87）所
主持的「我國國民小學教師角色知覺差距的因應歷程及相關
因素之研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下的部分資料，由於本部
分研究之樣本和工具，與研究一相同，故不再贅述。

(三)資料處理
本部分研究將所得之資料以 WINMIRA for Windows 套
裝軟體進行潛在類別分析。在本研究中將進行下列處理：
(1) 透過可能類型之分析以瞭解受試者的答題類型。
(2) 根據 AIC 及 BIC 值來檢核模式適合度。
(3) 再根據 Tau 參數、Delta 參數、及 RMSEA 值（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來瞭解各組原始資料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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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情形。
(4) 求出 Wc 值以瞭解各潛在類別組之答題概率。
(5) 根據 Q 指數來檢核各項目之鑑別度。
(6) 求出各組在各題之閾值估計值（thresold parameters），
以瞭解題目答項轉換的容易度。
最後，則根據各組次要可能性之最大值（SE），以瞭解
個各組別之關係。

(四)結果分析討論
根據本部分研究結果，本節除呈現小學教師角色知覺差
距因應方式潛在類別分析的結果外，也將本部分研究結果與
第一部分研究採古典測驗理論分析的研究結果進行比較，以
瞭解現代測驗理論與古典測驗理論在編製「小學教師角色知
覺差距因應量表」之異同。
1. 就答題型態言
有關小學教師在角色知覺差距的因應方式，原量表的作
答方式共有：一直採用(5)、常常採用(4)、有時採用(3)、很少
採用(2)、從未採用(1)、及未回答(0)等六種類別。而當以
WINMIRA 程式來對資料進行潛在類別分析時，由於有些類
別(categories)的人數為 0，而使程式無法繼續執行。因此，本
研究乃將資料簡化為四類(3，2，1，0)，即將「一直採用」與
「常常採用」合併為「常採用」，並以「3」代表之；「有時
採用」改以「2」代表之；「很少採用」改以「1」代表之；
最後，則將「從未採用」及「未回答」合併「未採用」，並
以「0」代表之。本研究樣本在各類之分布情形詳表十一。
由上述之分析比較結果，可知採現代測驗理論來編製量
表，在做作答方式上，較原量表簡化。且根據此結果，也可

表十一

研究樣本在各類的分布

類別
3
2
1
(常採用) (有時採用) (很少採用)
題號
1
352
343
173
2
412
359
125
3
586
243
73
4
457
336
109
5
528
304
83
6
306
382
184
7
223
397
235
8
161
348
305
9
308
426
163
10
229
378
246
11
84
184
420
12
107
215
349
13
251
330
245
14
63
196
390
15
86
252
382
16
71
199
296
17
101
230
295
18
325
402
130
19
393
345
118
20
315
364
176

0
(未採用)

N

70
42
36
36
23
66
83
124
41
85
250
267
112
289
218
372
312
81
82
83

938
938
938
938
938
938
938
938
938
938
938
938
938
938
938
938
938
938
938
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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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
組數
1
2
3
4
5
6
7
8
9

不同類別組數的統計適合度

Likelihood Number of
Ratio
Parameter
29811.96
61
27424.09
123
26238.08
185
25585.01
247
25149.54
309
24801.29
371
24586.26
433
24271.62
495
24049.43
557

表十三
組別一
組別二
組別三
組別四

df

AIC

BIC

9511627714
9511627652
9951162759
9511627528
9511627466
9511627404
9511627342
9951162728
9511627218

42616.43
40352.56
39290.55
38761.48
38450.01
38225.76
38134.73
37944.09
37845.89

42911.90
40948.34
40186.64
39951.89
39946.73
40022.79
40232.07
40341.75
40543.86

各組的 Tau、Delta 及 RMSEA 參數
Tau 參數

Delta 參數

RMSEA

7.952
8.308
1.197
1.739

8.321
9.589
7.346
1.772

0.100
0.099
0.271
0.376

3. 就不同類別組之分布言
Tau 參數及 Delta 參數有助瞭解原始資料之次數分配，四
個類別組的 Tau 參數均為正值（表十三），表示填答之分布
偏在右邊，尤以第二組最為明顯。其次，四組的 Delta 參數也
均為正值，顯示四組別之分布均呈單峰，而非 U 型曲線。最
後，從 RMSEA 來看，RMSEA 值以小於.05 者為佳，小於 0.10
則尚可接受，大於 0.10 則較差。而根據本研究之分析結果，
發現第一、二組的 RMSEA 值分別為 0.100 及 0.099，顯示此
兩組分數分布的平滑度是可接受的。而第三、四組的 RMSEA
值分別為 0.271 及 0.376，均高於 0.10，顯示此兩組分數分布
的平滑度較差。
4. 就潛在類別組之答題概率言

發現常採用、有時採用、很少採用、及未採用之區分，或許
更能反映出受試者在判斷其所採用因應方式的思考情形。
2. 就模式適合度的檢核言
本研究將樣本資料輸入 WINMIRA 程式，以無限制模式
來找恰當的組別數，表十二中列了不同組別數和對應的 AIC

表十四

和 BIC 值。而在 WINMIRA 程式中，九個類別組是分析的上
限。根據 AIC 值應選九個類組，可是根據 BIC 值，係以選擇
五個類別組最佳。然根據五個類別組的分析結果發現在樣本
中有許多類（categories）次數為零，因此本研究最後選定四
個類別組來解釋資料。

本研究樣本在各組別勾選各項的概率列於表十四，為了
呈現方便，表十四列了「常採用」和「有時採用」之相加概
率，各題回答「未採用」和「很少採用」之概率為 1，減去
表十四中的概率值，並以概率值 0.5 作為分界點，高於 0.5 為
偏向「採用」，低於 0.5 則偏向「不採用」。根據本研究之
發現：
第一類別組受試最常採用「解決差距」，其次是「防衛

教師角色知覺差距因應方式量表各潛在類別組之答題概率
潛在類別組

組別的概率（Wc）
P（有時採用，常採用│問題 1，組別 ＝ c）
P（有時採用，常採用│問題 2，組別 ＝ c）
P（有時採用，常採用│問題 3，組別 ＝ c）
P（有時採用，常採用│問題 4，組別 ＝ c）
P（有時採用，常採用│問題 5，組別 ＝ c）
P（有時採用，常採用│問題 6，組別 ＝ c）
P（有時採用，常採用│問題 7，組別 ＝ c）
P（有時採用，常採用│問題 8，組別 ＝ c）
P（有時採用，常採用│問題 9，組別 ＝ c）
P（有時採用，常採用│問題 10，組別 ＝ c）
P（有時採用，常採用│問題 11，組別 ＝ c）
P（有時採用，常採用│問題 12，組別 ＝ c）
P（有時採用，常採用│問題 13，組別 ＝ c）
P（有時採用，常採用│問題 14，組別 ＝ c）
P（有時採用，常採用│問題 15，組別 ＝ c）
P（有時採用，常採用│問題 16，組別 ＝ c）
P（有時採用，常採用│問題 17，組別 ＝ c）
P（有時採用，常採用│問題 18，組別 ＝ c）
P（有時採用，常採用│問題 19，組別 ＝ c）
P（有時採用，常採用│問題 20，組別 ＝ c）

組別 = 1

組別 = 2

組別 = 3

組別 = 4

0.3056
0.937
0.959
0.993
0.990
0.997
0.865
0.675
0.545
0.823
0.659
0.217
0.268
0.617
0.198
0.263
0.215
0.269
0.788
0.776
0.698

0.2494
0.599
0.702
0.804
0.757
0.722
0.727
0.712
0.660
0.848
0.757
0.422
0.492
0.739
0.459
0.556
0.513
0.555
0.853
0.855
0.747

0.2262
0.876
0.925
0.970
0.939
0.972
0.603
0.450
0.230
0.536
0.295
0.005
0.063
0.366
0.108
0.193
0.177
0.291
0.790
0.829
0.814

0.2188
0.489
0.642
0.476
0.648
0.778
0.691
0.804
0.729
0.906
0.870
0.517
0.567
0.748
0.351
0.446
0.246
0.303
0.653
0.680
0.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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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再次則為「休息 轉移」，而採用「逃避 推拖」
之概率則較低 。在本研究資料中 ，有 30.56%的類型 （patterns）是屬於這組別。
第二類別組受試採用因應方式之概率，以「防衛 接受」
最常，「解決差距」次之，「休息 轉移」又次之，而以「逃
避 推拖」最少。在本研究資料中，則有 24.94%的類型是屬
於這組別。
至於第三類別組受試採用因應方式之概率，似第一類別
組，也是以「解決差距」之概率最高，採用「逃避 推拖」
最低，但不同於第一類別組者，乃是該組受試以「休息 轉
移」為其次常採用之因應，再次才是採「防衛 接受」。在
本研究資料中，約有 22.62%的類型是屬於這組別。
最後，第四類別組受試採用因應方式之概率，似二類別
組，也是以「防衛 接受」最常，以「解決差距」次之，但
不同於二類別組者，乃是該組受試以「逃避 推拖」為第三
高採用，「休息 轉移」則為最少採用。在本研究資料中，
有 21.88%的類型是屬於這組別。
5. 就各組在各題項的鑑別度言
Q 指數介於 0 和 1 之間，分別代表「良好的鑑別」至「反
鑑別」。若 Q 值為 0.5，則表示個別參數與項目反應之間沒
有關係。本研究資料之分析結果，由於 Q 指數介於.0820 至
.3688 之間（表十五），顯示本研究各題項均有良好的鑑別。
6. 就各組在各題項的閾值估計言
閾值代表於題目答項轉換的容易度，閾值愈大代表由該
項跳到下一答項愈容易，反之則愈難。根據本研究發現（表

表十五

各組在各題項之 Q 指數

題項

Q
指

數

組別一

組別二

組別三

組別四

.2406
.2229
.1839
.1905
.1655
.2146
.1963
.2020
.2192
.1721
.1612
.1650
.2456
.2113
.1979
.1520
.1546
.2455
.2082
.2132

.2388
.3094
.2173
.1990
.2123
.1572
.2157
.2123
.1878
.2225
.1756
.2496
.3545
.2213
.2326
.2094
.2109
.2161
.2501
.2446

.3688
.3304
.3229
.2349
.2023
.2088
.1763
.2290
.2036
.1819
.2022
.1945
.2324
.2614
.2026
.1963
.2058
.1624
.1773
.2505

.1327
.1090
.1117
.0803
.1180
.1174
.0820
.1173
.1336
.1267
.1374
.1258
.1408
.1149
.1061
.0895
.0869
.0955
.0847
.1288

十六）：
第一類別組教師（解決差距→防衛 接受→休息 轉移
→逃避 推拖）由「未採用」轉換至「很少採用」較難，而
由「有時採用」轉換至「常採用」則較容易。
而第二類教師（防衛 接受→解決差距→休息 轉移→
逃避 推拖）要由「未採用」轉換至「很少採用」則比第一
組更難，而要由「有時採用」轉換至「常採用」則較第一組
容易。
至於第三類教師（解決差距→休息 轉移→防衛 接受
→逃避 推拖）要由「未採用」轉換至「很少採用」則比第
一組容易，而要由「有時採用」轉換至「常採用」則較第一
組難。
最後，第四類教師（防衛 接受→解決差距→逃避 推
拖→休息 轉移）要由「很少採用」轉換至「有時採用」最
不容易，而要由「有時採用」轉換至「常採用」則較容易，
為其係數均不高。
簡言之，各組中受試要由「很少採用」轉換至「有時採
用」之容易度則相當接近；而要從「未採用」轉換至「很少
採用」是較不容易；至於由「有時採用」轉換至「常採用」
則屬較容易。
7. 就各組別的關係言
在組別關係表中可呈現各組之最大可能性及次要可能
性。「期望值」係指組別的規模大小，「可能性平均值」係
指分配機率的平均數，有助瞭解次要可能之最大值。從表十
七，可知在第一類別組中，次要出現組別之可能性分別為組
別一（90.9%）、組別三（4.9%）、組別二（2.7%）、及組
別四（1.5%）。
在第二類別組中，次要出現組別之可能性分別為組別二
（94.3%）、組別一（3.3%）、組別四（2.3%）、及組別三
（0.1%）。
在第三類別組中，次要出現組別之可能性分別為組別三

組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表十六

各組在各題項的閾值估計

組別

閾值一

閾值二

閾值三

1
2
3
4

−1.59
−3.04
−0.23
−0.08

−0.41
0.31
−0.04
−0.22

2.01
2.71
0.27
0.31

註：閾值一代表由「未採用」轉換至「很少採用」的容易度，
其餘依此類推

表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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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組別次要可能性之最大值

組別

期望值

可能性
平均值

組別一

組別二

組別三

組別四

一
二
三
四

.305
.248
.224
.223

.909
.943
.925
.921

.909
.033
.059
.032

.027
.943
.001
.030

.049
.001
.925
.017

.015
.023
.014
.921

小學教師角色知覺差距因應方式

（92.5%）、組別一（5.9%）、組別四（1.4%）、及組別二
（0.1%）。
在第四類別組中，次要出現組別之可能性分別為組別四
（92.1%）、組別一（3.2%）、組別二（3.0%）、及組別三
（1.7%）。
簡言之，根據各組別次要可能性最大值之分析結果，顯
示各類組次要可能性仍以自己本身之類別組的機率最大，出
現其他類別組之機率並不高。
根據本部分研究之發現，茲將本部分的要點與討論，分
述如下：
(1)「教師角色知覺差距因應方式量表」之選項，以「未採
用」、「很少採用」、「有時採用」、「常採用」呈現，
較原五點量表（第一部分研究）更能反映受試者填答之
情形，也有助說明教師之答題習慣。
(2)根據模式適合度的檢核，臺灣小學教師角色知覺差距的
因應方式適合以四個類別組來解釋，第一類別組教師為
「解決差距→防衛 接受→休息 轉移→逃避 推
拖」（30.56%）、第二類別組教師為「防衛 接受→解
決差距→休息 轉移→逃避 推拖」（24.94%）、第三
類別組教師為「解決差距→休息 轉移→防衛 接受→
逃避 推拖」（22.62%）、第四類別組教師為「防衛
接受→解決差距→逃避 推拖→休息 轉移」
（21.88%）。本部分研究將有助補第一、二部分研究之
不足，前兩部分有助了解全體教師採用因應方式之普遍
情形及各因應方式間之關係矩陣，而本部分研究則可以
更詳細的類別來瞭解教師在採用各種因應方式先後順序
的分布情形。
(3)根據 Q 指數分析結果，各組各題項之 Q 指數介於.0820
至.3688 間，顯示本研究工具題項之鑑別度尚稱良好。再
將此部分研究與第一部分研究在編製工具時所提出之
信、效度相呼應，顯示不管從古典測驗理論或現代測驗
理論來看，本研究工具之編製皆相當嚴謹。
(4)根據各組在各答題項的估計發現，各組受試要由「很少
採用」轉換至「有時採用」之容易度則相當接近；而要
從「未採用」轉換至「很少採用」是較不容易；至於由
「有時採用」轉換至「常採用」則屬較容易。本項發現
若從建構學習的觀點來著手則有助瞭解，建構取向之核
心理念乃在解釋人類「知」的問題時，非常強調人的價
值，主張人的思想應有自由與尊嚴，強調知識產生應經
過論證與社會驗證。具體而言，建構論強調學習應重視
知識的相對性、學習者主動積極的探索、以及社會的互
動。因此，關心的焦點尤重視個體如何學習應用板亞傑
(Piaget)的思考方式，來使建構自己的意義（楊深坑，民
84）。因此，當某類因應方式對教師並不具意義時，的
確相當難以採用，而當這些因應對教師具有意義時，是
較容易建構。
(5)根據各組別次要可能性最大值之分析結果，顯示各類組
次要可能性仍以自己本身之類別組的機率最大，出現其
他類別組之機率並不高。而此發現或許可從 Linton (1936:
464)觀點來說明，由於因應方式可能是人格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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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受個體所屬的「文化」所影響，想要改變不同類型的
因應方式並不容易。

六、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根據本研究三項研究設計之綜合發現，可獲得下列五項
具體結論：
(1)臺灣小學教師在面對理想與實際角色知覺差距時，所採
取之因應方式包括「解決差距」、「防衛 接受」、「逃
避 推拖」、及「休息 轉移」等。此項結論根據第一、
第三兩部分研究發現，可獲得支持。根據研究工具之編
製，不管在古典測試理論或現代測驗理論，顯示本研究
之工具與所建構之因應類型，皆具有合理性。
(2)臺灣小學教師在面對理想與實際角色知覺差距時 ，以
「解決差距」最常採用 ，且是一外顯的因應方式 。根
據調查及內容分析二項結果，發現教師在「解決差距」
一類因應方式之平均數或頻數最高 ，即使在潛在類別
分析中，第一、三類組教師（合計 53.18%）也會從「解
決差距」一方式先採用 ，因此 ，可肯定小學教師在面
對理想與實際角色知覺差距時，確實會以「解決差距」
來因應。至於此發現與文獻所指出教師具保守形象不
一致之可能原因包括： 「未處理」這一因應方式未
納入本研究之探討中； 本研究所涵蓋之教師角色，
以教師在教室情境中之職務為主，教師所擁有之自主
權較大； 誠如 Giroux (1988)所指出 ，教師實為是一
轉化的知識份子，肯定教師有能力來進行改變。 本
研究所分析之資料 ，不管問卷或訪談資料，皆屬教師
之自陳報告，而教師所知覺之行為與其真正實踐之行
為間，可能尚存有落差。
(3)臺灣小學教師在採「解決差距」的因應來縮短理想與實
際角色知覺差距時，相當具實務取向。根據本研究在調
查研究結果顯示，教師在所有「解決差距」的因應方式
中，以「累積並利用經驗來達成理想」這一方式最常被
採用，此發現與文獻所指出教師因應具有「強調經驗的
實務取向」則頗為相符。
(4)臺灣小學教師在採「防衛 接受」、「逃避 推拖」、
「休息 轉移」等因應方式時，以次要（或內隱）因應
類型出現較多。這從三項研究設計結果皆可獲得支持。
如從調查研究結果中，發現「防衛 接受」、「逃避
推拖」、「休息 轉移」等層面之平均數低於「解決差
距」；在內容分析研究結果中，除發現「防衛 接受」、
「逃避 推拖」、「休息 轉移」等因應方式以主要類
目出現的頻率皆低於「解決差距」外，也發現這些因應
方式以次要類目出現的頻率，皆高於自身主要類目出現
的頻率；至於在潛在類別分析研究結果中，也發現「解
決差距」與「防衛/接受」雖互有被先採用之情形，但「逃
避 推拖」及「休息 轉移」兩項則都是尾隨在其他因
應方式之後被採用。至於「防衛 接受」、「逃避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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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休息 轉移」等因應方式為何較屬於隱而不顯
的因應方式，是否因這些因應方式都屬於「以情緒為焦
點」的因應方式，與教師所具之理性表徵不符，或是在
強調績效的規範結構下，致較少以外顯的主要類型來呈
現有關，則值得再探究。
(5) 臺灣小學教師角色知覺差距之因應方式，尚能反映國人
特有「忍耐」或教師「順應」之特徵。這項結論也皆可
從三項研究設計之分析結果獲得支持。根據第一部分的
調查，發現雖然教師因應方式的類型並未有以「忍耐」
或「順應」來命名，但「防衛 接受」一類因應方式實
具有忍耐與順應之特質；此外，在調查結果也發現教師
採取「防衛 接受」因應方式之平均數僅次於「解決差
距」；而再根據內容分析研究結果，更可發現教師在採
「防衛 接受」因應方式時，有高達 91.92%也是在期望
解決差距；最後，在潛在類別分析中，也可肯定教師在
採用因應方式時，雖然可區分為四類組，但就所可能採
取之啟始途徑言，不是「先『解決差距』後『防衛 接
受』」就是「先『防衛 接受』後『解決差距』」。「解
決差距」與「防衛 接受」兩類因應方式關係如此密切，
將有助說明雖然教師在以「解決差距」為主要的因應方
式下，為何仍具「忍耐」或「順應」之特徵。

(二)建議
根據本研究之發現與結論，茲提出下列項建議：
(1) 調整「小學教師都傾向保守消極」之看法、肯定小學教
師在解決角色差距上有相當的自主性：根據本研究三部
分研究之結果，可肯定小學教師在面對角色差距時，其
所採用的各類因應方式中，係以「解決差距」之採用頻
率最高且為外顯的因應方式，而「逃避 推拖」之採用
頻率最低。所以可能有必要調整「小學教師都傾向保守
消極」之看法，因「教室」是教師可發揮專業之聖堂，
教師在其中的發揮空間相當大，且教師在採取「防衛
接受」或「逃避 推拖」等所謂保守的因應方式時，他
們有可能是已嘗試過其他方法。
(2) 檢討不合理之結構性限制，並提供完善的配套措施，有
助改造小學教師保守消極之形象：根據本研究所提之具
體結論，可發現「解決差距」是小學教師面對角色知覺
差距時最常用且外顯的因應方式；又根據本研究第三部
分潛在類別之分析結果，也可說明教師在採取「防衛
接受」或「逃避 推拖」等所謂保守的因應方式之前，
已是嘗試過其他方法，所以若教師再有不自主，有可能
乃結構困境之反映（Bullough, 1987；李亦園，民 81；齊
力，民 88）。因此，若要改造小學教師的保守消極形象
及增進理想教師角色之落實，積極檢討不合理之結構性
限制（如緒論中所提及教育工作常需面對之考試文化、
或經費等問題），實刻不容緩。而在教育改革總諮議報
告書（民 85）中，教育改革的理念以「教育鬆綁」為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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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措施，便是一相當值得好好思索及遵循的改革方向。
惟值得注意的是，在沒有完整的配套措施或充分的支援
系統下，教師是相當容易以「防衛 接受」，甚至「逃
避 推拖」等內隱方式來因應，實不利於各項教育政策
或改革之推動。誠如 Scott (1990)所指出：從隱藏腳本
（hidden transcript）的觀點切入，才能找到隱而不顯的
抗拒行動。因此，在推動各項改革之際，一併瞭解教師
為何採取「防衛 接受」或「逃避 推拖」來因應，則
也是檢討是否有結構性限制存在之途徑。
(3) 思索藉由教師實務取向因應方式之特徵以發揮其因應
效能，並塑造教師積極因應之形象：根據本研究第一部
分的調查發現，在各類因應方式中係以「解決差距」最
常被教師所採用，且在解決差距過程中相當強調實務經
驗；又根據第二、三部分發現教師會以內隱方式來採「防
衛 接受」因應；且根據第三部分的潛在類別分析也發
現，教師對於「未採用」的因應方式，要使其改變為「少
採用」實相當困難，而從「少採用」要改變為「常採用」
則較容易。因此思索如何從「經驗」出發，將教師「經
驗」轉化為「有價值的知識」，則應有助提高因應效能，
也可避免教師退縮至「防衛 接受」的內隱因應。其實
教學思維之性質具較多的技術及情境特殊性 （Smyth,
1987: 4），因此經驗不但是學習的基礎，也可刺激學習
（Boud et al., 1993）。誠如 Schön (1983)所言，知識不是
實踐的工具，而是源於實踐之中，所以可行途徑之一乃
是教師透過教育行動將其教學問題化或以兩難問題來呈
現（Berlak and Berlak, 1987: 177），而當其產生「什麼
才有效」（what works）的意識時，便較能以權能的方
式（empowering ways）來進行教學（Smyth, 1987: 5），
除較能縮短理想與實際的落差外，也有助提高教師面對
角色知覺差距時會採取各種方式來因應之頻率。
(4) 進一步從事教師角色知覺差距因應方式之角色行為的
研究。由於本研究所據以分析之資料，係透過 Likert 量
表及訪談所蒐集，皆屬教師之自陳報告，因此，教師在
其「所陳述的因應方式」及「所實踐的因應方式」間可
能存有誤差，可謂本研究的不足。由於「所知覺的因應
方式」到「所實踐的因應方式」間也是因應研究中的一
環，且更能反映出教師文化。因此，進一步從事教師角
色行為研究，將有助於增進對教師採取因應方式之縱面
的瞭解。研究者在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補助之下（計畫
編號 NSC 89-2413-H-024-002），已進行此部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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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教師角色知覺差距因應方式

附錄一
H1 錄音訪談紀錄分析表
國民小學教師角色
教師個人特質
(PER)
1. 吸收知識資料
(p2/14,16,18)
因
2. 自我要求
應
(p1/9~10)
方
3. 保養身體 (p1/27)
式

教育專業
教學
(PRO)
(INS)
1.不斷進修
1.看書
(p8/15,18,27) (p14/14)

教師人際關係
學生管理輔導
教師權利義務
總層面
(REL)
(STU)
(RIG)
(ALL)
1.利用家長會 1.與家長打電話來聯 1.能接受就接受 1.不斷研習進修
(p28/11)
繫 (p4/28)
(p48/2)
(p57/25, 26)

共5項

共8項

共8項

共 18 項

共5項

共8項

等共 10 項

附錄二
H1 因應方式之類型分析
解決差距
H1 PER1,PER2,PER3
(62) （共 51 項）

防衛與接受

逃避與推拖 休息與轉移

REL3
（共 5 項）

INS3
（共 6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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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the Coping Ways of Role Discrepancy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Taiwan－Survey,
Content Analysis and Latent Class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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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ping ways and coping characteristics of role discrepancy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Taiwan were studied. Three designs
that contained survey, content analysis and latent class analysis were used in this study. Nine hundred thirty-eight subjects were surveyed using
“The Inventory of Coping with Role Perception Discrepancy for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which was developed by researcher, and the data
of survey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sis of two computer software, SPSS and WINMIRA. The recording data for the interview of 18 subjects were
analyzed by the method of content analysis.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were as follows: (1) Four major coping patterns of role discrepancy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Taiwan were “discrepancy solving”, “defense/suppression”, “avoidance/drag”, and “rest/divert attention”. (2) The
“discrepancy solving” ways were the major (or overt) coping pattern used by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whereas the coping ways of
“defense/suppression”, “avoidance/drag”, “rest/divert attention” were the minor (or covert) coping patterns. (3) The minor (or covert) coping
patterns were usually followed by the major (or overt) coping pattern. (4) Practical feature was found in the coping ways of role discrepancy of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Taiwan. (5) Both the forbearance characteristic of Taiwanese and the compliance characteristic of teacher
profession were found in the coping ways of role discrepancy of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Taiwan. The recommendations for teachers’
colleges,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institutions and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were also suggested.
Key Words: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 role, role discrepancy and coping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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