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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教師參與教師研習行為意向之研究 
Study on The Behavioral Intention of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to take 

Teacher Training 

林錦郎1    黃淑玲2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教師參與教師研習之行為意向，以計畫行為理論(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為研究架構基礎，藉由結構方程式 AMOS 及 SPSS 17.0 的統計分析，驗證高雄市國小教師參與教

師研習之「行為意向」模式。根據本研究實證結果顯示，影響國小教師「參與教師研習行為意向」的

結構之中，「態度」、「主觀規範」與「知覺行為控制」對行為意向皆有顯著的影響。「態度」構面

對行為意向的影響是最大的，其次是「知覺行為控制」，而「主觀規範」的影響是最小的。在態度構

面中，「個人相關利益」與「社會相關利益」對於態度有正向顯著影響，「個人相關利益」的影響大於

「社會相關利益」；在主觀規範構面中，「次群體」與「主群體」對於主觀規範也都有顯著影響，「次

群體」的影響大於「主群體」；在知覺行為控制構面中，「自我能力」與「便利條件」對知覺行為控

制也均有正向顯著影響，「自我能力」的影響大於「便利條件」。研究結果與建議提供後續研究者與

相關單位參考。 

關鍵字：國小教師、教師研習、行為意向、計畫行為理論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intention of the teachers of elementary school participate 
in in-service teacher trainings. This study constructed the behavior intention model for the teachers 
elementary schools in Kaohsiung city to participate in in-service teacher trainings on the basis of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constructed data files, and performed statistical analysis by AMOS and SPSS 17.0. The 
study results showed that “attitude”, “subjective norm” and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behavioral intention when teachers of elementary schools in Kaohsiung city participate in 
in-service teacher trainings. According to the study results "attitude" was the greatest impact, followed by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and "subjective norms". In the dimension of attitude, “individual interests” 
and “society interests” had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attitude and showed positive relation to it. In fact ,it was 
the key point which affects the teachers’ decision to participate in in-service teacher trainings.Subjective norm 
also affected behavior intention. Whether teachers were 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in-service trainings depended 
on the major groups’ and minor groups’ opinions. The more positive impact the groups have on “subjective 
norm”, the more willingness will be increased for the teachers to participate in trainings. The facilitating 
condition and self-efficacy were significant on the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dimension and had positive 
correlation to it. The more sufficient facilitating conditions are, the stronger self-efficacy will increase the 
behavioral intentions in participating in in-service trainings. Based on the results, it proposes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study and the reference to school related administrative units.  

Keywords: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 in-service teacher training, behavioral intention,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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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緒論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因應時代潮流，面對多元的社會變遷與科技

知識爆增的時代，教育改革方案不斷推陳出新，

國小教師面對各種教改的衝擊，唯有不斷的自我

充實進修，才能發揮教師專業，提升教學品質。

雷國鼎（1990）指出教育乃人類行為繼續改變的

歷程，此歷程包括發展自我與適應環境，以滿足

人生最高的需求。教育對個人發展和社會進步具

有經濟、政治、文化等多種功能。教育可幫助個

人認識自我，以達成自我實現、社會化與文化涵

養的目標。就經濟的意義而言，教育可協助個人

成為就業市場所需人力，或提高勞動生產力，促

進經濟的成長。換言之，教育訓練是一種人力資

源的發展，具有經濟效益的事業。因此，欲提高

人力素質，就必須對人作適當之教育訓練之投資，

發揮個人潛能，方可充分運用人力資源（康自立，

1998）。 

由於知識和科技急遽發展，知識經濟儼然已

成為主流，而教師從事教學需要相當專業的知識。

因為知識更迭快速，舊知識很快就被新知識取代，

教師在職進修也就成為每個老師從事教職過程中，

最重要的一項課題。教育部在民國八十四年出版

的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中，明確表示：「教育

的投資再大，學校的軟硬體再好，學生的素質再

高，如果沒有好的教師，則一切的投資都將枉然」。

教育的主要目的是知識的傳播、學習與創新，因

此在知識經濟的時代，教育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

色，是國家發展與社會進步的原動力；而教師是

專業的知識工作者，擔任知識的傳遞、創造與學

習，教師具備學習激勵者、人才培育者、終身學

習者、行動研究者、知識生產者、知識分享者等

不同的角色（吳清山，2001），隨著教師的專業

與成長成為社會的期待，教師的專業學習已是時

事所趨。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計畫行為理論(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為研究基礎做為整體研究架構，

具體目的如下：一、運用計畫行為理論探討高雄

市國小教師參與教師研習行為的主要因素。二、

探討影響高雄市國小教師參與教師研習行為因素

變項中，各構面(態度、主觀規範和知覺行為控制

信念)及一般外在變項如：性別、年齡、教育程度、

擔任的職務、婚姻狀況、學校規模的影響情形。

三、針對本研究的分析結果，建構一個有關高雄

市國小教師參與教師研習行為意向的理論基礎，

分析模式與實證架構，以供後續相關學術研究的

參考。 

2.文獻探討 

2.1 教師研習活動意涵 
教師研習是教師在職教育的一個重要途徑。

教師在職期間的教育，亦稱「在職訓練」或「在

職進修」。在職教育，通常指教師結束實習教育

階段後，基於專業成長而參與各種有計劃、有組

織、有目標導向的學習活動（吳清基，1990）。

黃富順（1992）將教師「繼續學習」的概念做為

進修延伸，係指成人在離開正規學校後，所繼續

追求的教育或學習。其強調的「繼續性」，指個

體在職場上所參與的教育活動。 

2.2 教師研習行為之相關研究 

表1:國小教師參與教師研習行為意向相關研究之結果摘要表 

學者 文獻標題 

影響研習行為意向之構面 

外在變項 
態度信念 主觀規範 知覺行為控制 

彭烜柳

(2001) 
我國縣市教師研習

中心之研究 -以基

隆市為例 

1「由上而下」和

「由下而上」交

互運作、互動的

結果，積極去探

求教師的需求。

2 提高教師的專業

地位。 

 1研習方式精緻化和

專門化、增加自身

在教育資源市場

上的競爭力。 
2 積極爭取在教改過

程中應扮演的角

色與任務。 

1 學者專家 
2主管教育行政

機關人員 
3國中小學校長

4 國中小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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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方琪

（2002） 
台南市國民小學教

師研習活動實施現

況之研究 

1 供教學方法的改

進與創新。 
2幫助教師突破瓶

頸。 

台南市全市

性與東區國

小校內研習

活動 

1提供教師最新的教

育資訊、實驗課程

與新的教材教法。 
2 教師較喜愛專題演

講、報告或研討會

的研習。 

1 性別 
2 現任職務 
3 任教的年級 
4教師目前擔任

九年一貫課

程的教學 
宋基彰

(2002) 
高雄縣教師研習中

心組織運作與展望

之研究 

1 有助於教師專業

的提昇。 
2系統具體化的組 
織運作模式與

功能。 
3 研習評量列為規

劃課程內容。 

 1 各項研習進修活動

最佳的時間。 
2最有效的研習進修

活動。 
 

1 性別 
2 任教年資 
3 最高學歷 
4 學校規模 
5 擔任職務 
6 任教地區 

陳秀琪

(2012) 
宜蘭縣國小教師在

職進修動機與教學

效能關係之研究 

1.增進教學專業知

能、提升教學能

力。 
2 強化教學理念與

教學態度。 
3 結交不同專業領

域的朋友。 

家人、同事 1 可以增進知識，充

實自己。 
2 追求新知、順應潮

流或時勢變遷。 
 

1 性別 
2 年齡 
3 婚姻狀況 4 最

高學歷 5 服

務年資 6 現

任職務 7 任

教地區 8 目

前選擇參加

進修方式 
洪勝男

(2013) 
澎湖縣國民小學教

師在職進修現況、

困境及因應策略之

研究 

1了解教師之需求 
2參加研習活動的

時間需求。 
3參與研習活動方

式中以「學校選

派」與「自由參

加」最多。 

 1將進修內容運用於

教學實務上。 
2講師是否為「名

師」，均會影響教

師參與進修之意

願。 
3 加強教師行動研究

進修的必要性。 

1 性別 2 年齡 
3 最高學歷 
4 婚姻狀況 
5 服務年資 
6 現任職務 
7 學校規模 
8學校地理位置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3 計畫行為理論與模式內涵 

計畫行為理論可說是理性行為理論的衍生，

Ajzen(1985)認為理性行為理論雖然對行為有良

好的解釋與預測能力，但忽略個人在行為上，還

會斟酌本身條件與自我能力，故常受個別差異、

資訊、技術、能力、意志力、情緒與強迫等因素

之干擾。因此 Ajzen提出計畫行為理論，以修正

理性行為理論的不足，增加了「知覺行為控制」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PBC)的構面 。

Ajzen(1985)研究指出，計畫行為理論(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是理性行動理論 (The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的延伸。該理論指出行

為意向(behavior intention, BI)反應個人對從事某

項行為(behavior)的意願，是預測行為最好的指標。

BI由三個構面所組成：（一）對該行為所持的態

度(attitude toward the behavior, AT)。(二)主觀規範

(subjective norm, SN) 。 ( 三 ) 行 為 控制 知 覺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PBC)等。本研究於下

列文獻探討中針對計畫行為理論之定義及模式運

用中，透過文獻之整理以 TPB模式來探討高雄市

國小教師參與教師研習整合行為意向模式與了解

行為決策過程。計畫行為理論認為從事某項行為

前會先產生「行為意向(Behavior Intention, BI)」，
而「行為意向」則是由「行為態度(Attitude Toward 
the Behavior, AT)」、「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 
SN) 」 及 「 知 覺 行 為 控 制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PBC)」這三個因素

所決定的(Ajzen, 1985)。而態度、主觀規範和知

覺行為控制這三個預測變數間會互相影響，同時

也都會對行為意向有所影響(林錦郎、陳嘉琳，

2006；林錦郎等，2013；張松山等，2014； Chang 
et al., 2015； Cheon et al., 2012； Davis, 1989; 
Fishbein et al., 1975; Lee, 2010)。 

3.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計畫行為理論（TPB）作為架構基



全球商業經營管理學報 

第七期 104.09 

152 

礎，整個研究模式共有四個構面。第一個構面是

態度信念，第二個構面是主觀規範信念，第三個

是知覺行為控制，第四個構面是行為意向。從文

獻探討中將影響態度構面的因素區分為個人相關

利益及社會相關利益二個因素；影響主觀規範構

面的因素區分為主群體及次群體二個因素；影響

知覺行為控制構面的因素區分為自我能力及利條

件二個因素。

 
 
 
 
 
 
 
 
 
 
 
 
 
 
 
 
 
 
 

圖 1：研究架構圖（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2 研究假設 
依據計畫行為理論建立本研究之研究架構，

並針對研究架構中各變數之間的關係，提出以下

之研究假說： 

表 2：研究假說彙整表 

代號 假說 
H1 國小教師參與教師研習行為的「態度」信念，對其行為意向具有正向且顯著影響。 
H2 國小教師參與教師研習行為的「主觀規範」信念，對其行為意向具有正向且顯著影響。 
H3 國小教師參與教師研習行為之「知覺行為控制」信念，對其行為意向具有正向且顯著影響。

H4a 國小教師參與教師研習行為之「個人相關利益」，對其態度有正向且顯著影響。 
H4b 國小教師參與教師研習行為之「社會相關利益」，對其態度有正向且顯著影響。 
H5a 「主要群體」對國小教師與教師研習行為的「主觀規範」具有正向且顯著影響。 
H5b 「次要群體」對國小教師與教師研習行為的「主觀規範」具有正向且顯著影響。 
H6a 「自我能力」對國小教師與教師研習行為的「知覺行為控制」具有正向且顯著影響。 
H6b 「便利條件」對國小教師與教師研習行為的「知覺行為控制」具有正向且顯著影響。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知覺行為控制
    PBC 

態度 AT 

行為意向 BI 主觀規範 SN 

  個人相關利益 

社會相關利益 

主群體 

次群體 

自我能力 

H1 

H2 

H3 

H4a 

H4b 

H5a 

H5b 

H6a 

便利條件 
H6b 

外在變項:性別、年齡、教育程度、擔任的職務、婚姻狀況、學校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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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研究變數之衡量基礎及操作型定義 
本研究內容是探討一組自變數與一組依變數

之間的關係。模式中的「內生變數」是指態度、

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及行為意向，其中態度、

主觀規範與知覺行為控制會影響「行為意向」；會

直接影響內生變數的「外生變數」部分，「個人

相關利益」和「社會相關利益」會影響態度；「主

群體」和「次群體」會影響主觀規範；「自我能力」

和「便利條件」會影響知覺行為控制。各項變數

操作型定義如下： 

表 3：各項變數操作型定義表 
變數名稱 操作型定義 
行為意向 國小教師「參與教師研習」的可能性和意願。 
態度 國小教師「參與教師研習」的個人利益評價程度。 
個人相關利益 國小教師「參與教師研習」後可以增進自身利益的程度。 
社會相關利益 國小教師「參與教師研習」是否可以對周遭親友或教育文化產業帶來貢獻或助益。 
主觀規範 國小教師「參與教師研習」感受到來自於家人、朋友或專家學者、法令政策的認同

程度。 
主群體 國小教師知覺主群體對其「參與教師研習」的影響與關注程度。 
次群體 國小教師知覺次群體對其「參與教師研習」所給予的影響與關注程度。 
知覺行為控制 國小教師本身對「參與教師研習」行為之難易度的主觀評量。 
自我能力 國小教師在「參與教師研習」行為時，對自己從事行為時所需自我能力的評估。 
便利條件 國小教師對其「參與教師研習」所需的資源和機會以及環境阻礙多寡的認知。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4 問卷設計 

本研究之問卷的編製方式是參考相關文獻後

將所得的各觀察變數加以分類，問卷量表計分為：

國小教師參與教師研習的行為態度、影響國小教

師參與教師研習的個人與團體、自我能力與便利

情況、知覺行為控制、行為意向量表與個人基本

資料等。各量表主要依據及參考 魏秀燕(2006)，
彭烜柳(2001)， 等學者所提出之問卷量表題項，

再依據本研究相關文獻探討結果請指導教授指正

問項後予以修訂彙整，經過歸納及篩選後，形成

本研究之量表。採取「李克特七點尺度」的計分

方式來衡量各觀察變數。接著，將設計的問卷進

行預試。等到預試問卷回收後進行信度和因素分

析，將信度過低及因素負荷量不足的觀察變數問

項加以刪除，再編製成正式問卷，最後進行正式

問卷之施作。 

3.5 問卷發放與回收 
本研究正式問卷調查分析是以高雄地區的國

小教師為對象，問卷發放的方式是採取便利取樣

法，問卷發放的時間是 2014 年 10 月 1 日至 2014
年 10 月 28 日。在 α信賴度為 95%及估計誤差之

e 值為 4.5%，所以推算出正式問卷發放最小樣本

為 475 份，但是為求得有效回收率，而將取樣樣

本數擴大為 550 份，以期能確實反映出國小教師

針對參與教師研習的意見。經過初步整理之後，

共回收問卷 510 份，整體回收率達 92.7％，扣除

掉缺漏或填答不全的無效問卷 26 份，有效問卷為

484 份，有效問卷回收率為 88％。 

3.6 資料分析方法與工具 
經過問卷施作之後，將蒐集到有效問卷的資

料進行因素分析、信度分析、SEM 結構方程式分

析、獨立樣本 T 檢定及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本研

究資料處理與分析時，所運用的資料分析工具為

AMOS 及 SPSS 17.0 統計軟體。 

4.分析與結果 

4.1 基本資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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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受訪者的基本資料分析情況 

外在變數 類別 人數 百分比(%) 

性 別 
男性 

女性 

 84 

400 

17.4 

82.6 

教 育 程 度 

專科 

大學 

研究所 

 3 

228 

253 

 0.6 

47.1 

52.3 

年 齡 

20-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 歲以上 

 21 

178 

230 

 55 

 4.3 

36.8 

47.5 

11.4 

擔 任 職 務 

教師兼行政 

科任教師 

低年級導師 

中年級導師 

高年級導師 

116 

 71 

101 

119 

 77 

24.0 

14.7 

20.9 

24.6 

15.9 

婚 姻 狀 況 

未婚 

已婚無子女 

已婚有子女 

113 

 44 

327 

23.3 

 9.1 

67.6 

學 校 規 模 

班級數 12 班(含)以下 

班級數 13—36 班 

班級數 37—60 班 

班級數 61 班(含)以上 

 52 

211 

104 

117 

10.7 

43.6 

21.5 

24.2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4.2 量表信效度檢驗分析 

本研究內容效度：研究問卷在「行為意向」、

「態度」、「主觀規範」以及「知覺行為控制」

的 測 量 問 項 上 ， 皆 是 根 據  Ajzen and 
Fishbein(1980)、Taylor and Todd(1995)等理論為基

礎，並經由各學者文獻彙整與指導教授的意見，

修正後整理所得，研究的問卷在內容效度上具有

一定的水準。信度分析：本研究採「內部一致性

法(Cronbach＇s α係數)」來作為本問卷量表的

信度檢驗方法。吳統雄(1985)建議信度檢驗標準

在 0.5≦ α <0.7 範圍是很可信，而本研究正式問

卷各信念結構的信度整理如表5所示，在個人相關

利益、社會相關利益、態度、主群體、次群體、

主觀規範、自我能力、便利條件、知覺行為控制、

行為意向等各個構面變數之Cronbach’s α係數均

在0.6以上，證明本問卷有相當高的信度。本研究

建構之正式問卷經過信度分析，並透過探索性因

素分析後，對各觀察變數依因素負荷量選取準則

予以修改或刪除；通過前述之檢測後，證明本研

究之正式問卷量表有足夠的信、效度，因此也成

為國小教師參與教師研習之行為意向模式之正式

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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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正式問卷架構信度分析 

各成份量表名稱 題數 Cronbach’sα係數 

個人相關利益 4 0.887 
社會相關利益 3 0.923 

態度 4 0.929 

主群體 3 0.920 

次群體 4 0.879 

主觀規範 2 0.809 

自我能力 3 0.808 

便利條件 4 0.868 

知覺行為控制 3 0.844 

行為意向 2 0.866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4.3模式驗證 

表6：研究假說檢驗結果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本研究各個構面假說檢驗的結果如表 6 所示，

說明分述如下: 
(一)行為意向架構假說驗證：本研究經由

AMOS分析之後，得到的行為意向之結構方程式 

BI 0.528AT 0.145SN 0.330PBC  Ｒ ＝0.409 0.00 ∗∗ 0.00 ∗∗ 0.00 ∗∗  

( BI=行為意向，AT=態度，SN=主觀規範，PBC=知覺行為控制 ) **表示P<0.01(有極顯著影響) 

 

代號 假說 P 值 
路徑 
係數 

成

立

H1 國小教師參與教師研習之「態度」信念對其行為意向有顯著影響。 0.00** 0.528 是

H2 國小教師參與教師研習之「主觀規範」信念對其行為意向有顯著影響。 0.00** 0.145 是

H3 
國小教師參與教師研習之「知覺行為控制」信念的「態度」對其行為

意向有顯著性影響。 
0.00** 0.330 

是

H4a 
「個人相關利益」對國小教師參與教師研習行為的「態度」具有正面

顯著影響。 
0.00** 0.542 

是

H4b 
「社會相關利益」對國小教師參與教師研習行為的「態度」具有正面

顯著影響。 
0.00** 0.373 

是

H5a 
「主群體」對國小教師參與教師研習行為的「主觀規範」具有正面顯

著影響。 
0.01* 0.531 

是

H5b 
「次群體」對國小教師參與教師研習行為的「主觀規範」具有正面顯

著影響。 
0.00** 0.595 

是

H6a 
「自我能力」對國小教師參與教師研習的「知覺行為控制」具有正面

顯著影響。 
0.00** 0.279 

是

H6b 
「便利條件」對國小教師參與教師研習的「知覺行為控制」具有正面

顯著影響。 
0.00** 0.268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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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方程式的R²值= 0.409，顯示出國小教師

參與教師研習行為意向，可由「態度」、「主觀

規範」與「知覺行為控制」解釋的程度達40.9%。

檢視方程式中的係數可以發現，「態度」、「主

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三構面都是正向影

響行為意向。其中「態度」路徑的標準化係數0.528
最大，因此在影響國小教師參與教師研習的行為

意向中，以「態度」的影響為最大，其次是「知

覺行為控制」，最後才是「主觀規範」。 

H1：國小教師參與教師研習之「態度」信念對其

行為意向有顯著性影響。 

「態度」信念與行為意向迴歸係數為0.528，
P值是0.00**，顯示結果為極顯著，表示「態度」

信念正向且極顯著影響其「行為意向」，故H1假
設成立。意即國小教師參與教師研習的態度為值

得的、重要的、愉快的及有意義，都能正增強其

行為意向。 

H2：國小教師參與教師研習之「主觀規範」信念

對其行為意向有顯著性影響。 

「主觀規範」信念與行為意向迴歸係數為

0.145，P值是0.00**，表示「行為意向」會受到

「主觀規範」的影響，並且影響的程度是極顯著

的正相關，故H2假設成立。意謂國小教師在決定

是否參與教師研習時，其行為決策會受到對其具

有影響力的個人與群體的影響，並且對於國小教

師是否參與教師研習的行為意向產生的是正向的

影響力。 

H3：國小教師參與教師研習之「知覺行為控制」

信念對其行為意向有顯著性的影響。 

「知覺行為控制」信念與行為意向迴歸係數

為0.330，P值是0 00**，此驗證「知覺行為控制」

信念會正向且極顯著影響其「行為意向」，故H3 
假設成立。也就是當國小教師在參與教師研習時，

其所具有的個人自我能力愈充足，所具有的外在

便利條件之資源愈多，都能夠增強其行為意向。 

(二)態度信念架構假說驗證：本研究經由

AMOS 分析之後，得到的態度信念結構方程式 

AT 0.542PRB 0.373SRB  Ｒ ＝ . 0.00 ∗∗ 0.00 ∗∗ 	

(AT＝態度,PRB=個人相關利益,SRB=社會相關利益) **表示 P＜0.01(極顯著影響)	

 

上式中的 R²值= 0.433，表示國小教師參與教

師研習的「態度」構面可由「個人相關利益」以

及「社會相關利益」二個構面解釋的程度達 43.3%。

而由檢視方程式中的 P 值，可以得知「個人相關

利益」和「社會相關利益」兩個構面對國小教師

參與教師研習的「態度」具有極顯著且正向的影

響。其中「個人相關利益」迴歸係數大於「社會

相關利益」，可知「社會相關利益」對其「態度」

的影響較小，「個人相關利益」對其「態度」的

影響較大。 

H4a：「個人相關利益」對國小教師參與教師研

習行為的「態度」具有正面顯著影響。 

個人相關利益與態度信念之迴歸係數為

0.542，P 值是0.00**，表示「個人相關利益」信

念正向且極顯著影響其「態度」，故H4a假設成

立。由表7顯示出「個人相關利益」的觀察變數中

影響的程度，依影響程度的大小，前三項依序為：

X2(可以提升教學知能)、X3(可以提升教學技巧)、
X1(可以增進知識、增廣見聞)。即國小教師愈認

同參與教師研習可以提升教學知能、可以提升教

學技巧與可以增進知識、增廣見聞，則國小教師

參與教師研習的「態度」就越正向，其「行為意

向」也就越強烈。 

表7：態度信念架構「個人相關利益」參數估計值表 

潛在變數            觀察變數  標準化估計值 P值 R² 

個人相關 
利益 

(PRB) 

X2 我認為參與教師研習，可以提升教學知

能 
0.958 0.00** 0.917 

X3 我認為參與教師研習，可以提升教學技

巧 
0.893 0.00** 0.798 

X1 我認為參與教師研習，可以增進知識、 0.804 0.00** 0.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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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廣見聞 
X4 我認為參與教師研習，可以使生活更加

豐富 
0.683 0.00** 0.466 

註：**表示P<0.01(有極顯著影響)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H4b：「社會相關利益」對國小教師參與教師研

習行為的「態度」具有正面顯著影響。 

社會相關利益與態度之標準化係數為0.373，
P值為0.00**，表示「態度」會受到「社會相關利

益」的影響，並且影響的程度是極顯著的正相關，

故H4b假設成立。而依據P值檢定結果顯示：「社

會相關利益」對態度信念具有極顯著性的影響。

由表8顯示「社會相關利益」的觀察變數中影響程

度，依序列出為:X6(可以增強國家整體競爭力)、
X7(可以提升國家整體形象)及X5(可以增進教育

文化產業發展)。國小教師越贊同參與教師研習可

以增強國家整體競爭力、可以提升國家整體形象

與可以增進教育文化產業發展，則國小教師參與

教師研習的「態度」就越正向，而參與教師研習

的「行為意向」亦會越強。 

表8：態度信念架構「社會相關利益」參數估計值表 

潛在變數 觀察變數 標準化估計值 P值  R² 

社會相關 
利益 

(SRB) 

X6 我認為參與教師研習，可以增強國家整

體競爭力 
0.963 0.00** 0.928 

X7 我認為參與教師研習，可以提升國家整

體形象 
0.926 0.00** 0.857 

X5 我認為參與教師研習，可以增進教育文

化產業發展 
0.797 0.00** 0.635 

註：**表示P<0.01(有極顯著影響)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主觀規範信念架構假說驗證：主觀規範 信念結構方程式 

SN 0.531PG	 	0.595SG  R² 0.636 0.00 ∗ 		 0.00 ∗∗ SN 主觀規範, PG 主群體, SG 次群體 	 

*表示 P＜0.05(有顯著影響)  **表示 P＜0.01(極顯著影響) 

 
方程式的 R²值= 0.636，表示國小教師參與教

師研習的「主觀規範」可由「主群體」以及「次

群體」二個構面解釋的程度達 63.6%。從檢視方

程式中的 P 值，亦可得知「主群體」以及「次群

體」二個構面都對國小教師參與教師研習之「主

觀規範」具有正向並且極顯著的影響。且在影響

國小教師參與教師研習的「主觀規範」因素中，

以「次群體」的影響效果最大。 

H5a：「主群體」對國小教師參與教師研習行為

的「主觀規範」具有正面顯著影響。 

主群體與主觀規範信念之迴歸係數為0.531，
P 值是0.00**，表示「主群體」是正向且極顯著

影響其「主觀規範」，故H5a 假設成立。而依據

P值檢定結果顯示：「主群體」對主觀規範信念

具有極顯著性的影響。由表9顯示出「主群體」的

觀察變數中影響的程度，依照影響程度的大小，

依序為：X9(朋友)、X8(家人)、X10(同事)。意即

國小教師參與教師研習越表示贊同的意見，則參

與教師研習的「主觀規範」愈強，則國小教師參

與教師研習之意向也越強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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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主觀規範信念架構「主群體」參數估計值表 

潛在變數 觀察變數 標準化估計值 P值 R² 

主群體 
(PG) 

X9  我的朋友，對於我參與教師研習，

是否贊成 
0.954 0.00** 0.910 

X8  我的家人，對於我參與教師研習，

是否贊成 
0.864 0.00** 0.746 

X10 我的同事，對於我參與教師研習，

是否贊成 
0.859 0.00** 0.737 

註：**表示P<0.01(有極顯著影響)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H5b：「次群體」對國小教師參與教師研習行為

的「主觀規範」具有正面顯著影響。 

次群體與主觀規範之迴歸係數為0.595，P值
檢定結果為0.00**，表示「主觀規範」會受到「次

群體」的影響，並且影響的程度是極顯著的正相

關，故H5b假設成立。而依據P值檢定結果可知：

「次群體」對主觀規範信念具有極顯著性的影響。

表10顯示：「次群體」的觀察變數中影響程度，

其依序為：X13(專家學者)、X12(社會潮流)、
X14(法令政策)。也就是說在影響國小教師參與教

師研習的「次群體」中，「專家學者」、「社會

潮流」與「法令政策」，對國小教師參與教師研

習愈表示贊同的意見，國小教師參與教師研習的

「主觀規範」愈強，則國小教師參與教師研習之

意向也越強烈。 

表 10：主觀規範信念架構「次群體」參數估計值表 

潛在變數 觀察變數 標準化估計值 P值 R² 

次群體 
(SG) 

X13 目前專家學者，對於我參與教師研

習，是否贊成 
0.909 0.00** 0.826 

X12 目前社會潮流，對於我參與教師研

習，是否贊成 
0.847 0.00** 0.717 

X14 目前法令政策，對於我參與教師研

習，是否贊成 
0.796 0.00** 0.634 

X11 我的上司，對於我參與教師研習，

是否贊成 
0.667 0.00** 0.445 

註：**表示P<0.01(有極顯著影響)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四)知覺行為控制信念架構假說驗證：知覺

行為控制信念結構方程式 

PBC=0.279SE+ 0.268FC   R²＝0.150(0.00**)  
(0.00**)(PBC=知覺行為控制,SE=自我能力,FC=
便利條件) *表示 P＜0.05(有顯著影響)  **表示 P
＜0.01(極顯著影響) 

方程式的R²值= 0.150，顯示出國小教師參與

教師研習知覺行為控制信念，可由「自我能力」

與「便利條件」來解釋的程度達15.0%。從檢視

方程式中的P值，亦可知「自我能力」與「便利

條件」二個構面都對國小教師參與教師研習之知

覺行為控制信念具有正向且極顯著的影響。且在

影響國小教師參與教師研習的「知覺行為控制」

因素中，「自我能力」的影響效果是大過於「便

利條件」的影響效果。 

H6a：「自我能力」對國小教師參與教師研習的

「知覺行為控制」具有正面顯著影響。 

「自我能力」與「知覺行為控制」之迴歸係

數為 0.279，P 值是 0.00**，顯示出「自我能力」

是正向且極顯著影響其「知覺行為控制」，故 H6a 
假設成立。而依據 P 值檢定結果顯示：「自我能

力」對「知覺行為控制」具有極顯著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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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1 顯示出「自我能力」的觀察變數中影響的

程度，依照影響程度的大小，依序為：X16(參與

教師研習是否有體力)、X15(參與教師研習是否有

時間)、X17(參與教師研習經濟能力是否充裕)。
意即國小教師對參與教師研習的自我能力的條件

因素，如: 參與教師研習是否有體力、是否有時

間與是經濟能力否充裕等因素，所具備的能力愈

佳，國小教師參與教師研習「知覺行為控制」愈

強，則其國小教師參與教師研習的「行為意向」

也愈強烈。 

表 11：知覺行為控制信念架構「自我能力」參數估計值表 

潛在變數 觀察變數 標準化估計值 P值 R² 

自我能力 
(SE) 

X16 目前有體力允許我去參與研習，有助

於我參與教師研習 
0.975 0.00** 0.950 

X15 目前有時間允許我去參與研習，有助

於我參與教師研習 
0.806 0.00** 0.649 

X17 目前有經濟能力允許我去參與研習 
，有助於我參與教師研習 

0.551 0.00** 0.303 

註：**表示P<0.01(有極顯著影響)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H6b：「便利條件」對國小教師參與教師研習的

「知覺行為控制」具有正面顯著影響。 

「便利條件」與「知覺行為控制」之標準化

係數為0.268，P值檢定結果為0.00**，表示「知

覺行為控制」會受到「便利條件」的影響，並且

影響的程度是極顯著的正相關，故H6b假設成立。

而依據P值檢定結果可知：「便利條件」對「知

覺行為控制」具有極顯著性的影響。由表12顯示

「便利條件」的觀察變數中影響的程度，依序為：

X19(研習環境是否舒適)、X20(研習環境是否設備

完善)及X18(是否提供安全性研習環境)。意即在

影響國小教師參與教師研習的「便利條件」中，

「研習環境是否舒適」、「研習環境是否設備完

善」與「是否提供安全性研習環境」，則國小教

師參與教師研習的「知覺行為控制」愈強，因此

國小教師參與教師研習之「行為意向」也越強烈。 

表 12：知覺行為控制信念架構「便利條件」參數估計值表 

潛在變數 觀察變數 標準化估計值 P值 R² 

便利條件 
(FC) 

X19 目前提供舒適的研習環境，有助於我

參與教師研習 
0.935  0.00** 0.875 

X20 目前提供完善的研習設備，有助於我

參與教師研習 
0.920 0.00** 0.846 

X18 目前提供安全的研習環境，有助於我

參與研習，有助於我參與教師研習 
0.795 0.00** 0.632 

X21 目前交通便利性，有助於我參與教師

研習 
0.592 0.00** 0.351 

註：**表示P<0.01(有極顯著影響)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五)徑路分析 

本研究各構面間之路徑分析結果，均達顯著

水準，驗證了本研究所提之各研究假定皆成立。

本研究各構面間之路徑，在個人相關利益對態度

影響值為0.54，社會相關利益對態度影響值為0.37，
在態度對行為意向有正向顯著影響其值為.53，主

群體對主觀規範影響值為0.53，次群體對主觀規

範影響值為0.60，在主觀規範對行為意向有正向

顯著影響其值為.15，自我能力對知覺行為控制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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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就顯得相當重要，其中又以專家學者、社會

潮流及法令政策及上司的意見影響最大。本研究

建議，可以邀專家學者蒞校進行演講，強調教師

研習必須符合社會潮流期待的重要性，以及相關

評鑑條文規範教師研習項目及時數，校長應於各

項會議公開宣揚並鼓勵教師積極參加研習，在各

項次群體的影響之下，必能引發教師主動參與研

習的動機。在外生變數「主群體」的部分，以「朋

友」、「家人」及「同事」影響最大，建議對於各

項的研習活動，除了開放給教師參加之外，也可

以開放給教師的朋友或是家人參與，邀請他們參

加研習活動，增強教師朋友及家人對於研習活動

的認同，發揮這些主群體對於教師參加研習的影

響力，增加教師參與研習的意願。 

(3)在「知覺行為控制」方面：國小教師在參與

教師研習時會優先考慮參與時的「自我能力」，

再來才是「便利條件」，作為參與教師研習時決策

時的主要因素。在本身能力部分主要考慮到「體

力」、「時間」及自身「經濟能力」三條件；方便

條件則有「安全的研習環境」、「舒適的研習環境」、

「完善的研習設備」及「交通便利性」四項因素。

因此建議舉辦研習主辦單位在選擇研習場地時，

應注意研習環境的安全性及舒適度，至於研習過

程中會使用到的器材或是設備也應該於事前先行

檢查數量是否足夠?機器是否堪用?交通便利性也

是影響教師參與研習的考慮因素之一，因此建議

舉辦研習主辦單位，在尋覓研習地點時，應考慮

到以大眾交通運輸工具能到達目的地為最優先的

規畫考量，若研習地點須到偏鄉地區也應事前安

排接駁交通工具疏運參加研習的教師到研習地點，

以提高教師參與研習的意願。 

透過上面的幾點建議，相信更能增強國小教

師主動積極參與教師研習的意願。 

5.2 對後續研究的建議  
本研究提出三項建議來提供後續研究者參考，

以讓後續的研究者對國小教師參與教師研習行為

意向之相關研究能更加完備。 

(1)研究範圍方面:本研究因時間與經費的限

制，僅以高雄市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因此，研究

的結果在模型解釋力上可能需較保守，加上地域性

的限制，並無法推論到臺灣其他各縣市國小教師的

意見。建議後續的研究者可將研究的範圍擴大至

臺灣其他各縣市的國小教師，以使研究的結果更完

整、更具有代表性，並增加研究的參考價值。 

(2)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運用計畫行為理論，

採取量化的問卷調查法來作為研究的主要方法，然

而這種廣度的研究，無法深度的了解受試者複雜的

心理認知層面，因此，常會因受試者填答時當下

的情緒、個人主觀的好惡……等原因進而影響問

卷調查的結果和推論。建議後續的研究者能輔以

質化的研究方法，以期更深入瞭解受試者參與教

師研習時考量的因素，並由此取得更多相關的資

訊，用以彌補問卷調查不足的地方，來使研究更

加周延及完整。 

(3)研究主題方面:本研究探討國小教師參與

教師研習之行為意向，建議後續研究者可進行研

習其他「不同類型的教師研習」的考量因素之比

較研究，進一步來分析其中的差異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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