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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教師讀寫教學實踐性信念初探 

陳俞君1 賴誠斌2 盧以琳3*  

摘要 

現場學前教師的讀寫信念與實作行為是構築幼兒讀寫發展所浸潤之環

境的重要成分。不同的讀寫信念與實作交錯而成的組態，將會對幼兒讀寫

發展產生不同的影響，教師信念與實作研究多聚焦於兩變項間的探討，研

究結果雖多支持信念與實作的關連存在，但也存在落差的情形，特則式方

法之研究又難掌握學前讀寫教學之整體樣貌。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 Sigel 和 McGillicuddy-De Lisi(2002)的多層次

信念動態系統架構，探討學前教師讀寫教學實踐性信念和實作的關係。具

體而言本研究目的為：1. 了解幼學前教師讀寫教學信念、目標重要性認

知、知識及實作現況。2. 分析不同學前教師在信念、實作、目標重要性認

知和知識的表現。3. 探討學前教師讀寫教學信念、目標認知、知識及實作

的關係。 

結果發現教師讀寫教學信念雖偏向讀寫萌發取向，但也認同傳統取向

信念；實作上課室讀寫教學雖然包括讀寫萌發及傳統活動，但以傳統取向

教學活動較頻繁；此外，教師在信念、目標認知、知識和實作表現呈現次

群體差異；最後不同於原先預期，本研究發現知識與信念和實作關係僅為

低相關。研究結果部分支持 Sigel 和 McGillicuddy-De Lisi 的信念動態系統

假設教師讀寫教學實踐性信念透過目標重要性認知，中介影響其實作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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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chool Teachers’ Praxis Beliefs: A Preliminary Study on 

Beliefs, Goals, Knowledge, and Practices 

Yu-Jun Chen1   Cheng-Pin Lai2  Yi-Lin Lu3*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the dynamic belief system proposed by 

Sigel and McGillicuddy-De Lisi (2002), this study aims to (a) explore preschool 

teachers’ emergent literacy beliefs, knowledge, goals, and practices, (b) 

understand different types of teachers with regard to their emergent literacy beliefs 

and teaching practices, and (c) examine relationships among teachers’ beliefs, 

knowledge, goals, and practices. Six hundred and eleven preschool teachers from 

southern Taiwan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Based on their responses to 

questionnaire,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a) Teachers perceived early literacy 

instruction from a more emergent literacy perspective. However, when arranging 

literacy-related activities, they were more from a traditional readiness orientation. 

(b) 59.7% and 51.7% of participants had difficulty in the definitions of print 

concept and phonological awareness, respectively. (c) Based on analysis of two 

perspectives on beliefs and practices, teachers were able to be identified to four 

groups: belief-behavior consistency, belief-behavior inconsistency, subtype, and 

chaos group. Teachers’ beliefs, goals, knowledge, and practices were able to make 

a distinction between groups. And (d) Teachers’ goals played as a mediating role 

on the belief-practice relationship. Data from this group of preschool teachers 

support the goal-as-mediator model and indirectly sustain the hypothesized 

dynamic belief system proposed by Sigel and McGillicuddy-De Lisi (2002). 

Further research is need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different levels of 

beli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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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全語言教育(whole language)理念自 1980 年代被提出後，受到臺灣學

術界的重視（呂美慧，2006；曾世杰、簡淑真，2006）。在幼教師語文教學

的培育過程中，符應全語言教育理念的讀寫萌發教學觀點成為語文教材教

法課程中重要的一部份。全語言教育認為讀寫的發展是浸潤式的，幼兒在

充滿語文的讀寫環境中成長，對於口語和書面語言功能的覺知和使用早在

接受正式教育之前就已經開始，而不是如傳統觀念裡必須「準備好」才能

開始學習讀寫。「早期讀寫（early literacy）」或稱為「讀寫萌發（emergent 

literacy）」是指在接受正式教育前，幼兒浸潤在其生活氛圍中所顯現出的讀

寫行為及概念。幼兒早期讀寫能力的習得起始於幼兒與環境的互動，深受

生活中重要成人的影響（Newman, Copple, & Bredekamp, 2000；Sulzby & 

Teale, 1991）。在幼兒成長環境中除了父母以外，教師是其最重要的互動對

象之ㄧ，教師需要知道如何在教室裡增加幼兒早期讀寫的學習機會（Snow, 

Burns, & Griffin, 1998）。因此探討教師的讀寫教學想法及實作，不僅有助

於了解幼兒的讀寫環境，更是師資培育單位設計合宜課程的依據。 

二、文獻探討 

整理國內外讀寫教學相關的研究發現，研究多聚焦於探討教師教學信

念、教學行為，以及教學信念與行為相關性。並試圖了解教師特質與其讀

寫信念和行為的關聯，或是探討持有特定信念教師的教學行為。這些研究

假設信念雖然存在於個人內在，卻深深地影響個人的行為。學者 Mills 和 

Clyde 曾經説到:「教師的教室決策並非隨機，也不是偶發的，而是實實在

在根源於她們對於學習、有效教學及孩子本質的信念」（Mills & Clyde, 

1991, p. 55,引自 Carlman, 2004）。 

信念是什麼？學者認為「信念」的定義多元，包括個人的想法、知

識、態度、感覺、價值觀、或目標（引自 Bornstein, 2002）。Sigel 和 

McGillicuddy-De Lisi（2002）認為不管是從歸因取向（attribution 

approaches）、訊息處理模式（information-processing models）、建構者

（constructivist）、或是互動觀點（transactional  perspectives），信念的核心

是認知。例如，家長信念可以包括家長對於幼兒及親職的認知。而教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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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信念則是教師對學科本質、學習、教學、教材教法及評量的認知（陳

俞君、陳品華，2006）。在教師語文或閱讀相關的教學信念研究中，兩種信

念較常被探討。一種是試圖了解教師較廣範圍的信念，如全語言教育理

念，分析教師的教學行為是否符合全語言教育理念（如 Yoo，1998；林惠

娟，2004）。另一種是聚焦特定教學內容的信念，例如學前教師的讀寫萌發

信念（陳俞君。2008；黃佩岑，2009）。 

為了利於研究操作與對話，將複雜的教育現象概念化，特定領域內容

的研究常區分教師的信念類型，探討不同信念取向教師對於學習角色、學

習歷程、教導角色及教導歷程的想法。例如將教師閱讀或讀寫相關教學信

念區分為：「以學生中心」及「以內容中心」（張小菁，1996）、「閱讀本質/

目的」（學生建構文意或文意在文章中）及「閱讀教學」（文學或技能）

（Richardson, Anders, Tidwell, & Lloyd, 1991）、「功能取向」（工具性或文學

性）、「讀者回應觀點」（傳輸式或美感式）（引自呂美慧，2006）。Islam

（1999）以讀寫萌發及傳統讀寫準備度兩個取向的敘述，調查 350 位啟蒙

教育課程（Head Start Program）、幼稚園及小一教師對不同讀寫教學理念的

信念。結果發現持有讀寫萌發和傳統讀寫準備度信念教師的人數相當，教

師教學信念與教育程度、任職學校、教學經驗和職位有關。例如，啟蒙教

育課程的學前教師比幼稚園和小一老師，有較高的讀寫萌發信念。陳俞君

（2008）和黃佩岑（2009）也是以問卷調查法，請學前教師針對「建構」

或「傳統」取向的敘述表達其贊同的程度。並將教師區分為全語文或讀寫

萌發取向，以及技能或傳統取向的教學信念。 

除了上述探討教師信念的研究，有些研究試圖了解現場幼教師的讀寫

教學實作。讀寫教學實作內容則依不同研究目的（閱讀教學或是讀寫萌發

教學），可能包括聲韻覺識、字彙或詞彙知識、口頭語言、背景知識、文字

概念、書寫概念和閱讀理解等。例如，鄧慧茹（2007）以結構式觀察的方

法，探討 35 位台北市公立幼稚園老師的閱讀教學情形。她的研究結果指

出教師常讓孩子聽唱押韻的詩歌、製作名片卡認識自己的名字、唸讀押韻

短文、以及故事書閱讀。這些閱讀教學實作以字彙知識、語音、語用及表

層的閱讀理解為主，較少強調聲韻覺識、拼音及理解監控層次的閱讀理

解。陳俞君（2008）以高高屏 605  位學前教師為對象的調查結果發現，

學前教師在安排讀寫相關的教學活動時，比較少安排書寫概念的學習活

動；尤其是公立幼稚園的教師。鄧慧茹及陳俞君的研究讓我們了解學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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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的讀寫教學活動安排，卻無法讓我們了解其安排所秉持的教學信念。舉

例而言，教師較少安排拼音、書寫相關教學活動，是因為持有幼兒尚未

「準備好」的傳統準備度想法，還是因為誤解全語言教育的理念，認為教

導反而可能降低幼兒的學習（Patterson, 2002）；或是因對「聲韻覺識」、

「書寫概念」教學目標的定義認知不同所致，值得進一步探究。 

教師信念與行為關係如何？整理相關研究結果發現，不論是採用質性

或量性的研究，所得的結果並不完全一致，部分支持教師讀寫教學實作與

其信念的關係（Hawken, Johnston, & McDonnell, 2005; Patterson, 2002; 

Richardson et al., 1991），部份卻呈現教師信念與行為間的不一致結果。量

性的研究以信念和行為的相關探討為主，試圖尋找教師信念和行為的一致

性。而以個案或質性的研究方法，其研究興趣比較不在於尋找一致與否的

通則答案，而是在於「何以有其關係」和瞭解其歷程性為主。例如，黃佩

岑（2009）以問卷調查方式，探討高高屏 226 位幼托園所老師閱讀教學信

念和教學行為。研究結果發現學前老師的閱讀教學信念及行為傾向「全語

文教學」，而且整體層面的信念和行為呈現顯著的正相關。Madison 和 

Speaker（1994）以訪談及教室觀察的方法，探討學前教師讀寫信念與教室

讀寫環境的關係。他們的研究結果指出，持讀寫萌發概念的教師，通常強

調全語言教學取向，以幼兒為中心，在環境中安排豐富的語文教材及活

動。相反的，以技術為主的教師，活動的安排與設計通常由教師主導，強

調技能的學習，環境中只有少許的讀寫教材及活動。Patterson（2002）以

情境描述的方式，訪問 13 位學前教師有關讀寫萌發的信念，並配合三天

的教室觀察，以了解教師讀寫萌發信念與實作間的關係。她的研究結果發

現，教師通常在教室內執行他/她們認為重要的讀寫活動。但是，有些教師

認為重要的活動（如提供機會讓幼兒聽寫及寫作），並未在教室內實際實

施。有時有些活動雖然被教師認為不重要，但是卻會花費時間進行，例如

教導英文字母及詞彙。作者認為教師同時受到讀寫準備度及讀寫萌發不同

教育理論的影響，所以才會有上述的行為表現。 

國內學者鄭瑞娟（2000）以質性研究的方法，探討三位幼稚園大班教

師的語文教育理念及其語文課程規劃。她的研究結果發現，老師各有其語

文教育信念，而且僅有一位教師的教育理念能在實際教學中發揮出來，另

外兩位教師礙於學校政策、資源提供、班級人數及家長要求的因素，在理

念及教學間的落差較大。林惠娟（2004）以課程模式問卷調查台中縣市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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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園所全語言教學實施現況，並進一步深度訪談七位園所長，以了解自陳

採取全語言教學模式的園所對全語言教育概念的正確程度，以及具體作

法，結果發現其中一位園所長對全語言概念不正確。雖然不是針對讀寫信

念，其他學者探討幼教師信念與行為的關係也發現落差的情形。陳淑敏和

張玉倫（2004）以觀察、訪談及團體對話的質性取向研究方法，探討九位

公立幼稚園教師的教學信念與教學行為。研究結果發現幼教師自述的教學

信念與教學行為存在相當的落差，雖然教師自述教學信念為考慮幼兒興趣

及主動學習特性，但在教學時則大多為單向灌輸的直接教學方法。作者認

為信念與行為的落差，是因為教師未能將所學進行轉化、缺乏深入教學省

思及環境的要求及限制所致。簡楚瑛（1995）以質性和量化資料探討幼稚

園老師之開放教育信念與教學行為，結果發現幼稚園老師的教育信念偏向

開放式,但其教學行為則偏向非開放式。 

其他的研究則試圖探討教師特質與教學信念、行為的關聯，以教師背

景變項中的教育程度、教學經驗、年資較常被探討，而結果並不一致。

Islam（1999）的研究，發現教師的背景變項與其教學信念有關係。而 Yoo

（1998）針對 76 位學前教師的問卷調查結果也發現，較高教育程度、較

久教學經驗（3-5 年和 13 年以上教學經驗）及有全語言學習經驗的教

師，在全語言教育理念的得分較高。但國內的研究結果卻不同，例如，鄧

慧如（2007）的研究發現不同學歷教師在閱讀教學方法得分，沒有顯著差

異；而黃佩岑（2009）的研究也指出，不同學歷教師在全語言取向教學行

為得分，沒有顯著差異存在。顯見教育程度對讀寫教學信念和實作的影響

如何，未能有明確結果。教師背景變項是否為了解教師教學信念和行為的

有效變項？其他教師教學特質是否更能貼切地了解其讀寫信念和行為？  

綜合上述，教師的讀寫教學信念與其實作行為的研究，多聚焦於兩變

項間關係的探討。結果部分呈現相當一致性的關聯，但也存在落差的情

形。分析這些研究結果的爭議，或許是研究者所探究的信念不同所致。例

如有些研究聚焦於較廣泛的一般信念，如全語言或開放教育理念；而有些

研究則探討特定教學內容的信念，如讀寫萌發教學信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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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信念動態系統架構引自 Sigel & McGillicuddy-De Lisi,2002,p.502 

Sigel 和 McGillicuddy-De Lisi（2002）在研究家長信念時，曾提出信

念系統是一種動態模式的概念，認為信念系統是多層次的架構，如圖 1。

與傳統想法認為信念是單一向度、單一線性取向（信念-行為-幼兒表現關

係）不同，互動模式概念認為信念包含五個階層，各階層間彼此影響。最

高階層是世界觀點的信念（I），其次依序為在特定領域的信念（家長在認

知、社會道德、人際技巧、個人領域的信念）（II）、特定領域內容的信念

（III）（例如在認知領域中對思考的信念）、實踐性信念（IV）（提問策略、

直接教導）及行為表達形式之信念（實際執行行為）（V）。每個階層的信

念相互影響，而且越低階層的信念對幼兒的影響越緊密。每個階層的核心

信念源自於文化脈絡及個人的經驗，舉例而言，同樣相信幼兒的學習是經

由思考（第 III 階層信念）的家長，對於應該怎麼教的信念可能不同，有

些家長的第 IV 階層實踐性信念認為應該使用直接教導，也的家長認為應

該提問問題，有的家長覺得應該提供幼兒建議。信念動態系統由八個成分

所構成，分別為建構性知識（K）、知識域限（D）、絕對性∕變動性

（A/P）、文化傳統（C）、情感（A）、目標∕意向性（G）、價值（V）、實

踐（P）。個人核心信念的行為顯現，受到成分命題影響，各成分以不同比

重程度混合，產生出核心信念的行為顯現。最後，隨著時間的改變，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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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念會以螺旋發展方式而組織，最後形成個人的知識範疇（如圖 2）。簡言

之，信念因其階層性與動態性，和實作間會有不同的關係。 

依照 Sigel 和 McGillicuddy-De Lisi（2002）信念系統的階層性，全語

言教育理念為第 III 階層的信念，是認知領域下的語文教育信念。而讀寫

教學信念則為第 IV 階層的核心信念，是個人針對讀寫教學的實踐性信

念，對於如何讓幼兒習得語彙、聲韻、文字、書寫概念的認知。由於第 III 

階層信念為廣泛及一般性的信念，與實作行為間的關係較不緊密；而第 IV 

階層的實踐性信念是個人對於教學的實踐性認知，其顯現的行為與實作的

關係較為密切。依 Sigel 和 McGillicuddy-De Lisi（2002）信念系統的動態

性而言，個人實踐性信念之行為顯現與八個成分的出現與否和比重不同有

關，其信念和實作間並非單一線性關係，並且與其他變項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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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信念態系統（引自 Sigel & McGillicuddy-De Lisi，2002：p. 504） 

國內學者林惠雅（2008）在探究台北地區國小五年級學童母親信念、

教養目標和教養行為類型與學童學業表現關聯時，即提到「學者或研究可

能使用不同的字辭，諸如信念（beliefs）、思考（thoughts）、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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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s）、理論（theories）、想法（ideas）、知覺（perceptions）、目標 

（goals）等等」探討父母信念，並且認為「父母信念和教養目標均屬於父

母教養內在因素，亦是父母教養的重要面向」（頁 183）。林惠雅的研究將

母親教養目標視為與信念一樣，影響母親教養行為的變項。但目標是否如 

Sigel 和 McGillicuddy-De Lisi（2002）的假設，其實是信念的成分之一，

影響該核心信念的實作行為。具體而言，目標是信念與實作的中介變項，

亦或是與信念分別影響個人實作行為的變項，值得進一步探討。除了目標

之外，教師閱讀教學信念的研究指出，教師信念與實作間的差距，可能是

教師缺乏學科內容知識（content  knowledge）、教學內容知識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PCK），或是對學習者的認知所致（詳參

陳品華、陳俞君，2006）。就像林惠娟（2004）的研究，倘若園所對於全語

言概念的不正確，其幼托園所實施全語言教學的做法也較無法掌握全語言

教育的元素。 

全語言教育理念在台灣已推行二十多年，但落實在實際的幼教師培育

課程中，往往是以增進教師語文教學知識和技巧為主，這樣是否就能讓教

師在實務現場實踐全語言的教育理念？Grisham、Lenski 和 Wold（2006）

即指出，教師對於教學的認知受自身教育經驗影響極深，求學時期授課老

師的教學型態，會影響在職老師的教學信念和行為。因此，區辨出不同讀

寫教學樣貌的教師，將有助於把抽象卻重要的「讀寫浸潤環境」加以具體

化和概念化，並能藉此思考影響幼兒讀寫發展的其他相關因素，對於推進

後續研究及重新思考師培的讀寫教學課程，有莫大的意涵。 

三、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 Sigel 和 McGillicuddy-De Lisi（2002）的信念動態系統為概

念，探討教師的目標和知識對其讀寫教學實踐性信念（第 IV 階層）與實

作的關係，架構概念如圖 3。具體而言，本研究的目的為：1.了解幼教師

讀寫教學信念、目標重要性認知、知識及實作現況。2.分析不同幼教師

（教育程度、年資和讀寫教學型態）在信念、實作、目標重要性認知和知

識的表現。3.探討幼教師讀寫教學信念、目標認知、知識及實作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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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研究概念架構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為達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探討高高屏地區學前教師

的讀寫信念、目標認知、知識及實作情形。在以電話聯絡園所長，經過園

所同意並確認教師人數後，將問卷及小禮物寄到各園所。總共寄發 1292 

份問卷到 415 家幼兒園。在回收的 896（回收率 69.3%）份問卷中，611 

份為有效問卷。其中 99%為女老師，只有 6 位男性教師；年齡介於 20 

到 60 歲，平均為 36.41 歲；平均教學年資為 12.1 年。學歷以大學幼保和

幼教學歷的老師佔最多數（61.2%），其次是二專幼保和幼教學歷

（16.6%）、其他大學學歷（8.2%）、高中職學歷（6.1%）、碩士學歷

（7.9%）。 

二、問卷編製 

本研究編製問卷過程包括以下步驟：1. 依據研究目的，參考國內外相

關文獻編擬問卷初稿；2. 聘請五位專家進行內容效度審查，刪除或修改不

符合效度的題目；3. 以 83 位學前教師為對象進行預試，進行題目分析，

刪除或修改不適合的題目；4. 進行因素分析檢定問卷的建構效度，刪除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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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的題目；5. 檢定信度，最後形成正式問卷。問卷內容以陳俞君

（2008）自擬問卷「教師讀寫萌發教學信念與實作量表」為藍本，包含：

1. 基本資料，2. 教師讀寫信念，3. 教師讀寫知識，4. 教師讀寫目標重要

性認知，及 5. 教師讀寫教學實作。「基本資料」題目包括：教師年齡、性

別、教育程度、任教年資。教師讀寫信念題目參酌 Bojczykc 和 Powell

（2004）的「家長對幼兒閱讀參與信念」（Parents’ Beliefs about Child 

Participation in Reading, PBCPR）的內容及 Patterson (2002, p. 24)的文獻分

析內容而擬定。主要在了解教師對讀寫成熟準備度、讀寫發展和學習順序

性、幼兒讀寫學習角色（主動或被動）、學習歷程、教師教學角色、教學歷

程的想法。總計有 22 個讀寫實踐性教學信念題目，由教師表達對各題項

敘述的符合程度（非常符合 4 分至非常不符合 1 分），藉以區分學前教師

對讀寫教學的信念取向為傳統或萌發的觀點。讀寫萌發教學知識計有 10 

個題項，依教師回答正確率了解教師對讀寫萌發知識的熟悉程度。讀寫目

標重要性認知題項，主要修改自 Hsieh、Hemmeter、McCollum 和 

Ostrosky（2005）的量表，並依據王秋鈴（2011）發展的啟蒙讀寫課程能力

指標擬定題目。包括語文能力（聽覺理解和敘述、詞彙和語意概念）、聲韻

覺識（音素和聲調、操弄聲音、注音符號概念)、和書寫概念（書本和文字

概念、發展書寫能力）共 30 個題目，教師依其對各題敘述的讀寫目標表

達重要性程度（非常重要 4 分至非常不重要 1 分）。教師讀寫教學實作則

依據教師在課室中語文讀寫教學活動擬定，共有 22 個題項，包含 11 題

讀寫萌發取向及 11 題傳統萌發取向的教學活動。教師依其在班級安排語

文學習、聲音文字連結學習及書寫學習活動安排的頻率作答（總是 5 分至

從不 1 分）。 

本研究採取「題目總分相關法」檢核各題目與分量表分數間的相關係

數，刪除每個題目和總分間相關係數低於.30 的題目（Corcoran & Fisher, 

1987）。項目分析結果在教師讀寫信念及讀寫教學實作部份，分別刪除 2 

題和 1 題，各量表的 Cronbachα 係數介於.89 至.97 之間。接著針對項目

分析後的題數進行探索性因素分析，教師讀寫信念、讀寫目標重要性及讀

寫實作分量表所得 KMO 取樣充分性指數分別為.93、.825、.76；Bartlett

的球面性考驗結果皆達.01 顯著水準，顯示適合進一步的因素分析。本研

究使用主軸因子法（principal axis factoring）抽取因素，並採用最大變異法

（varimax）進行因素分析。結果在教師讀寫信念抽取兩個因素（傳統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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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共解釋 48.32%的變異量。其中第一題和第六題的因素負荷量不屬於

原屬的向度，與讀寫信念架構不符，予以刪除，結果在傳統讀寫信念和讀

寫萌發信念向度分別有 8 和 10 個題項。在讀寫目標重要性的分析結果，

共有三個因素（語文及文字概念能力、聲韻覺識能力、書寫概念），解釋 

64.88%的變異量。在教師讀寫實作因素分析，抽取出四個因素（傳統詞彙

教學活動、傳統拼音及書寫教學活動、文字概念及聲韻萌發教學活動、閱

讀及書寫萌發教學活動），共解釋 64.61%的變異量。教師讀寫知識的試題

分析，則刪除一題鑑別度小於.4 的題目。 

三、資料分析 

問卷調查所得資料，以 SPSS for Windows 15.0 版及 AMOS 6 套裝軟

體進行統計分析。以描述性統計（次數分配、平均數、標準差）分析教師

讀寫信念、實作、讀寫目標重要性和知識的現況；以單因子多變項變異數

分析了解教師背景變項與讀寫信念、知識和實作的關係；最後，以結構方

程模式（structure equation model, SEM）驗證教師讀寫實踐性信念與實作的

關係，並探討次群體的信念、目標和實作間的關係。為了解次群體教師的

信念與實作表現，本研究假設教師可能同時擁有兩個信念，實作方面亦可

能顯現矛盾的兩個信念。換言之，教師可能擁有傳統和萌發讀寫教學信

念，只是比重或是出現與否而已；實作亦是如此。教師的讀寫教學型態，

可藉由其在傳統和萌發信念與實作組態的不同，區辨次群體。 

為了區辨高低分組在某一項特質的差異，本研究將教師在讀寫教學信

念題目中，讀寫萌發取向及傳統取向得分平均數相減，依相差分數的高低

分三等分。採前後各 33%的比率作為高低分分組依據，目的是為了分離出

高低分極端組，以中間組作為區隔，且讓各組人數均等。得分差為正數、

差距越大且在前 33%者，表示其信念偏向讀寫萌發取向；得分差為負數、

差距越大且在後 33%，表示其信念偏向傳統讀寫；傳統和萌發信念得分差

距相近者（位於中間 33%），表示其信念取向無法區分。讀寫教學實作的

分析亦同。據此將教師在讀寫信念（偏向萌發、無法區分、偏向傳統）和

讀寫教學實作（偏向萌發、無法區分、偏向傳統）的不同組合的組態，區

分為九大讀寫教學型態： 

1. 傳統讀寫型（信念及實作皆為傳統取向） 

2. 傳統信念取向型（信念為傳統取向，行為分類為無法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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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傳統信念萌發行為型（信念為傳統取向，行為是讀寫萌發取向） 

4. 傳統行為取向型（信念為無法區分，行為屬傳統取向） 

5. 混沌型（信念和行為皆無法區分） 

6. 萌發行為取向型（信念為無法區分，行為是讀寫萌發取向） 

7. 萌發信念傳統行為型（信念為讀寫萌發取向，行為是傳統取向） 

8. 萌發信念取向型（信念為讀寫萌發取向，行為屬無法區分） 

9. 讀寫萌發型（信念及實作皆為萌發取向）。 

以上九大讀寫教學型態，依據教師信念與實作一致性與否，可進一步

區辨四類型，包括一致類型、矛盾類型、亞類型及混沌類型。九大讀寫教

學型態類型歸類如下： 

一致類型：一致類型是信念與實作呈一致的類型，有 1. 傳統讀寫型 

和 9. 讀寫萌發型兩型教師。 

矛盾類型：矛盾類型的是信念和實作矛盾的類型，有 3. 傳統信念萌

發行為型和 7. 萌發信念傳統行為型兩型教師。 

亞類型：亞類型是指在單一軸向表現明確的教師，包括 2. 傳統信念

取向型、4. 傳統行為取向型、6. 萌發行為取向型及 8. 萌發信念取向型的

教師。 

混沌類型：是指在信念和行為皆屬無法區分的情形，有 5. 混沌型教

師。 

參、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以 Sigel 和 McGillicuddy-De Lisi（2002）的信念動態系統為概

念，探討教師的目標和知識對其讀寫教學實踐性信念（第 IV 階層）與實

作的關係。以下依序分析教師的讀寫教學信念、目標認知、知識及實作現

況，探討教師背景和教學特質在各變項的變化趨向，最後以皮爾森相關及

結構方程模式驗證變項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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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師讀寫教學信念、實作、讀寫目標認知及知識現況 

教師在讀寫教學信念、實作、讀寫目標認知及知識的現況如表 1。可

見參與本研究教師的讀寫教學信念雖然在萌發取向的得分較高，對於傳統

取向的敘述亦表達接近符合的意見。在讀寫教學實作方面，教師在教學活

動安排的頻率上，傳統讀寫教學活動比讀寫萌發取向教學活動多一些，兩

者頻率皆介於「經常」和「有時」之間。進一步分析教師所安排的讀寫活

動，發現教師安排傳統詞彙教學活動（平均 3.94）最頻繁，其次為閱讀及

書寫萌發教學活動（3.88）、傳統拼音及書寫教學活動（3.76）、文字概念及

聲韻覺識教學活動（3.50）。教師在表達讀寫目標重要性的意見上，認為語

文及文字概念的目標是重要的，其次是接近「重要」程度的聲韻覺識和書

寫目標。教師在總分 9 分的讀寫萌發知識的平均得分為 5.75，其中教師

在「文字概念」的題項錯誤比率最高，有 59.7% 

的老師答錯，其次有 51.7%的老師對於「聲韻覺識」的定義顯得較不清

楚。 

結果發現學前教師對於讀寫教學信念雖然偏向讀寫萌發取向，但同時

認同傳統讀寫取向的讀寫教學信念。在實作上，教師們在課室中讀寫教學

雖然包括讀寫萌發及傳統讀寫的教學活動，但以傳統取向教學活動較頻

繁。可見不管在信念或實作上，教師們同時認同讀寫萌發與傳統讀寫取

向。如同 Patterson（2002）的假設，教師可能同時受到讀寫準備度及讀寫

萌發不同教育理念的影響。若以單一軸向區分教師的讀寫教學，似乎無法

了解教師讀寫教學的全貌。此外，就聲韻覺識而言，教師較少安排相關教

學活動，也認為其學習比較不重要，有 51.7%的教師對聲韻覺識的定義也

不了解。目標重要性認知、知識和實作間似乎有關連性存在。Hawken 等

人（2005）亦認為教師的教學活動可能和教師對學前幼兒發展和學習目標

的設定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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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讀寫教學信念、讀寫教學實作、讀寫目標認知及讀寫知識描述性統計摘要表 

分量表 每題平均數 標準差 題數 

讀寫教學信念    

讀寫萌發取向 3.04 .52 10 

傳統讀寫取向 2.71 .50 8 

讀寫教學實作    

讀寫萌發取向 3.67 .69 11 

傳統讀寫取向 3.85 .85 10 

讀寫目標重要性    

語文及文字概念 3.14 .60 16 

聲韻覺識 2.95 .58 9 

書寫概念 2.93 .58 5 

讀寫萌發知識得分 5.75 1.7 9 

二、不同背景教師的讀寫信念、實作、讀寫目標認知和知識表現 

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後發現（表 2），不同教育背景教師在傳統讀寫

取向、信念、讀寫萌發和傳統取向教學實作及讀寫萌發知識表現上有顯著

差異。高中職及專科教育程度教師比大學和研究所程度教師，認同傳統取

向的讀寫教學信念。在讀寫教學實作上，擁有高中職及專科教育程度的教

師，比大學及研究所程度教師，顯著地安排較多傳統讀寫教學活動。大學

幼保或幼教系教育程度教師比研究所學歷教師，傾向安排較多的傳統讀寫

教學活動。但專科教育程度的教師比大學幼保/幼教和研究所程度教師，在

班級裡安排較多讀寫萌發取向的教學活動。在讀寫目標重要性認知上，研

究所程度的教師比其他教育背景的教師，較不認為聲韻覺識和書寫概念的

讀寫目標是重要的。在讀寫萌發知識的表現上，比起其他教育背景教師，

高中職和專科教育背景的教師得分較低。大學幼保或幼教系教育程度的教

師，在讀寫萌發知識得分，也顯著低於研究所學歷教師。 

教育背景變項在信念和實作的差異呈現與其他研究不一致的結果

（Yoo，1998；鄧慧茹，2007；黃佩岑，2009），導致教育背景對讀寫教學

信念和實作影響的不確定性。相對地，教育程度在知識表現的影響如預

期，擁有高中職教育程度的教師，其讀寫萌發知識得分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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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教育背景教師在讀寫教學信念、讀寫教學實作、讀寫目標認知及讀寫萌發知識的變異

數分析摘要表 

依變項 教育背景 平均數 標準差 F 事後比較 

讀寫萌發取向信念 1 高中職 

2 五專/二專 

3 大學幼保/幼教系 

4 大學其他科系 

5 研究所 

3.09 

3.11 

3.01 

3.11 

2.98 

.39 

.42 

.53 

.44 

.71 

1.27  

傳統讀寫取向信念 1 高中職 

2 五專/二專 

3 大學幼保/幼教系 

4 大學其他科系 

5 研究所 

2.95 

2.90 

2.68 

2.61 

2.54 

.44 

.49 

.50 

.48 

.44 

8.48** 1＞3,4,5 

2＞3,4,5 

讀寫萌發取向實作 1 高中職 

2 五專/二專 

3 大學幼保/幼教系 

4 大學其他科系 

5 研究所 

3.74 

3.90 

3.62 

3.68 

3.56 

.47 

.59 

.71 

.68 

.76 

3.60* 2＞3,5 

傳統讀寫取向實作 1 高中職 

2 五專/二專 

3 大學幼保/幼教系 

4 大學其他科系 

5 研究所 

4.20 

4.18 

3.80 

3.69 

3.44 

.61 

.69 

.86 

.86 

.91 

9.39** 1＞3,4,5 

2＞3,4,5 

3＞5 

語文及文字概念目標 1 高中職 

2 五專/二專 

3 大學幼保/幼教系 

4 大學其他科系 

5 研究所 

3.16 

3.24 

3.13 

3.14 

2.98 

.41 

.49 

.63 

.49 

.78 

1.58  

聲韻覺識目標 1 高中職 

2 五專/二專 

3 大學幼保/幼教系 

3.14 

3.18 

2.92 

.48 

.53 

.59 

9.39** 1＞5 

2＞3,5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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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學其他科系 

5 研究所 

2.95 

2.63 

.54 

.58 

4＞5 

 

書寫概念目標 1 高中職 

2 五專/二專 

3 大學幼保/幼教系 

4 大學其他科系 

5 研究所 

3.12 

3.15 

2.89 

2.88 

2.64 

.49 

.58 

.59 

.51 

.47 

8.72** 1＞5 

2＞3,5 

3＞5 

讀寫萌發知識 1 高中職 

2 五專/二專 

3 大學幼保/幼教系 

4 大學其他科系 

5 研究所 

.50 

.54 

.66 

.68 

.75 

.18 

.20 

.18 

.17 

.19 

19.12** 1＜3,4,5 

2＜3,4,5 

3＜5 

*p<.01  **p<.000 

表 3 至 5 呈現不同讀寫教學型態教師在讀寫教學信念、實作、目標和

知識各向度得分比較，單因子變異分析結果皆呈現顯著差異。整理結果發

現，以教師教學型態區分的次群體，在不管信念或是實作的行為表現較為

一致。例如，一致類型中的讀寫萌發型教師的萌發取向信念得分，顯著高

於傳統讀寫型教師。矛盾類型中的萌發信念傳統行為型教師的萌發取向信

念，顯著高於傳統信念讀寫萌發行為型教師。亞類型中以傳統信念取向型

教師的萌發取向信念，明顯低於其他亞類型的教師。相反地，傳統讀寫型

教師的傳統取向信念得分，顯著高於其他類型的教師；矛盾類型中的萌發

信念傳統行為型教師的傳統取向信念，顯著低於傳統信念讀寫萌發行為型

教師；亞類型中的萌發信念取向型教師的傳統取向信念，明顯低於其他亞

型的教師。在實作兩個取向的情形，與上述信念的分析結果相同。在讀寫

知識方面，由表 5 的結果可以發現，擁有萌發信念的教師在讀寫知識的得

分比較高，讀寫萌發型教師得分顯著高於其他類型教師（萌發信念傳統行

為型和萌發信念取向型教師除外）。目標重要性認知的分析顯示，若教師的

實作偏向萌發取向，其目標重要性認知得分較低。矛盾類型的傳統信念萌

發行為型教師的目標重要性認知，顯著低於其他類型教師（讀寫萌發型教

師除外）；除傳統信念萌發行為型和萌發行為取向型教師外，讀寫萌發型教

師的目標重要性認知也顯著低於其他類型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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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讀寫教學類型不同教師在讀寫教學信念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依變項 教師讀寫教學類型 平均數 標準差 F 事後比較 

讀寫萌發取

向信念 

一致類型 

1 傳統讀寫型 

9 讀寫萌發型 

矛盾類型 

3 傳統信念萌發行為型 

7 萌發信念傳統行為型 

亞類型 

2 傳統信念取向型 

4 傳統行為取向型 

6.萌發行為取向型 

8 萌發信念取向型 

混沌類型 

5 混沌型 

 

2.90 

3.25 

 

2.50 

3.29 

 

2.78 

3.09 

3.00 

3.33 

 

3.14 

 

.57 

.35 

 

.71 

.28 

 

.60 

.29 

.41 

.32 

 

.39 

 

21.20** 

 

1<4,5,7,8,9 

2<4,5,6,7,8,9 

3<1,2,4,5,6,7,8,9 

4,6<7,8,9 

5<8 

 

傳統讀寫取

向信念 

 

一致類型 

1 傳統讀寫型 

9 讀寫萌發型 

矛盾類型 

3 傳統信念萌發行為型 

7 萌發信念傳統行為型 

亞類型 

2 傳統信念取向型 

4 傳統行為取向型 

6.萌發行為取向型 

8 萌發信念取向型 

混沌類型 

5 混沌型 

 

 

3.17 

2.23 

 

2.83 

2.40 

 

2.93 

2.82 

2.73 

2.42 

 

2.84 

 

 

.39 

.35 

 

.51 

.30 

 

.53 

.33 

.42 

.41 

 

.41 

 

 

38.67** 

 

 

1＞2,3,4,5,6,7,8,9 

2,3,4,5,6>7,8,9 

7,8>9 

**p<.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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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讀寫教學類型不同教師在讀寫教學實作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依變項 教師讀寫教學類型 平均數 標準差 F 事後比較 

讀寫萌發取向實

作 

一致類型 

1 傳統讀寫型 

9 讀寫萌發型 

矛盾類型 

3 傳統信念萌發行為型 

7 萌發信念傳統行為型 

亞類型 

2 傳統信念取向型 

4 傳統行為取向型 

6.萌發行為取向型 

8 萌發信念取向型 

混沌類型 

5 混沌型 

 

3.39 

3.76 

 

3.40 

3.43 

 

3.62 

3.62 

3.89 

3.87 

 

4.01 

 

.71 

.51 

 

.94 

.46 

 

.89 

.55 

.63 

.52 

 

.39 

8.39*

* 

1<2,4,5,6,8,9 

2,4<5,6,8 

3,7<5,6,8,9 

9<5 

 

傳統讀寫取向實

作 

 

一致類型 

1 傳統讀寫型 

9 讀寫萌發型 

矛盾類型 

3 傳統信念萌發行為型 

7 萌發信念傳統行為型 

亞類型 

2 傳統信念取向型 

4 傳統行為取向型 

6.萌發行為取向型 

8 萌發信念取向型 

混沌類型 

5 混沌型 

 

 

4.29 

3.12 

 

3.05 

4.26 

 

3.79 

4.41 

3.42 

4.10 

 

4.21 

 

 

.61 

.64 

 

1.09 

.49 

 

.88 

.43 

.78 

.51 

 

.58 

 

39.95

** 

 

2<1,4,5,7,8 

3,9<1,2,4,5,6,7,

8 

6<1,2,4,5,7,8 

8<4 

**p<.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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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讀寫教學類型不同教師在讀寫教學目標重要性認知及萌發知識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依變項 教師讀寫教學類型 平均數 標準差 F 事後比較 

讀寫教學目標 一致類型 

1 傳統讀寫型 

9 讀寫萌發型 

矛盾類型 

3 傳統信念萌發行為型 

7 萌發信念傳統行為型 

亞類型 

2 傳統信念取向型 

4 傳統行為取向型 

6.萌發行為取向型 

8 萌發信念取向型 

混沌類型 

5 混沌型 

 

3.08 

2.82 

 

2.68 

3.12 

 

2.99 

3.16 

2.91 

3.11 

 

3.16 

 

.61 

.33 

 

.70 

.42 

 

.68 

.33 

.44 

.42 

 

.49 

7.28** 2<5 

3<4,5,6,7,8 

6<4,5,7,8 

9<1,2,4,5,7,8 

 

讀寫萌發知識 

 

一致類型 

1 傳統讀寫型 

9 讀寫萌發型 

矛盾類型 

3 傳統信念萌發行為型 

7 萌發信念傳統行為型 

亞類型 

2 傳統信念取向型 

4 傳統行為取向型 

6.萌發行為取向型 

8 萌發信念取向型 

混沌類型 

5 混沌型 

 

 

.60 

.75 

 

.62 

.70 

 

.55 

.63 

.63 

.66 

 

.61 

 

 

.20 

.17 

 

.18 

.18 

 

.19 

.18 

.19 

.18 

 

.18 

 

7.57** 

 

1,3,4,5,6＜7,9 

2＜3,4,5,6,7,8,9 

8<9 

**p<.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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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讀寫教學九類型中，以一致類型的讀寫萌發型之教師最

多，可以歸納出以下特性：1. 他們的年齡及教學年資高於其他類型的教

師。2. 擁有較高的教育程度。3. 這些教師的讀寫知識最高，在讀寫萌發取

向的信念和實作得分比多數其他類型教師高，在傳統讀寫取向的信念和實

作得分則比其他多數類型教師低。4. 在目標重要性認知方面，其聲韻覺識

和書寫概念目標的重要性認知較其他類型教師低，而偏向將目標放置在語

文及文字概念上。此外，與讀寫萌發型教師相比，傳統讀寫型教師明顯地

認為讀寫教學目標是重要的。進一步分析三項讀寫目標可以發現，傳統讀

寫型教師對三項目標重要性的認同差不多，但讀寫萌發型教師將目標放置

在語文及文字概念，比較不認同聲韻覺識和書寫概念目標的重要性。 

三、讀寫信念、實作、讀寫目標認知與知識之關係 

本研究分三步驟探討信念、實作、讀寫目標認知與知識的關係，首先

以皮爾森相關進行分析，其次以結構方程模式驗證變項間的關係，最後探

討教師次群體的信念、實作、讀寫目標認知與知識的關係。由表 6 得知，

教師在讀寫教學信念、實作與目標重要性認知皆呈現顯著正相關，相關係

數介於.310 至.810 之間。信念兩取向（讀寫萌發取向與傳統讀寫取向）間

的相關為.353；實作兩取向間的相關為.664。萌發信念取向信念與實作，以

及傳統取向信念與實作間的相關性分別為.624 和.494。然而，「讀寫萌發取

向」信念與「傳統讀寫取向」實作、「傳統讀寫取向」信念與「讀寫萌發取

向」實作間亦呈現顯著正向關係，分別為.545 和.364。信念與行為之間的

關係，似乎並不是存在單純的直線關係。 

表 6 

讀寫教學信念、實作、目標重要性認知與知識的相關分析摘要表 

 

 

讀寫萌發

取向實作 

傳統讀寫

取向實作 

語文及文字

概念目標 

聲韻覺識

目標 

書寫概念

目標 

讀寫萌

發知識 

讀寫萌發取向信念 .624** .545** .797** .434** .520** -.011 

傳統讀寫取向信念 .364** .494** .310** .552** .536** -.268** 

讀寫萌發取向實作 1 .664** .646** .509** .532** -.099* 

傳統讀寫取向實作  1 .616** .632** .648** -.167** 

語文及文字概念目

標 

  1 .617** .669**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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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韻覺識目標    1 .810** -.213** 

書寫概念目標     1 -.162** 

讀寫萌發知識      1 

**p<.01 

信念和實作與三項讀寫目標重要性認知的關係呈現顯著中至高的相

關，其中以讀寫萌發取向信念與語文及文字概念目標、讀寫萌發取向實作

與語文及文字概念目標、傳統讀寫取向實作與三項讀寫目標呈現高度相

關，相關係數大於.60。若進一步分析讀寫目標認知與實作間的相關性，由

表 7 可以發現，三項讀寫目標認知與四項實作皆呈現顯著正相關，其中語

文及文字概念目標認知與傳統詞彙教學、文字概念及聲韻覺識萌發教學活

動，有高的正相關（相關係數為.639 和.734）。而聲韻覺識目標認知、書寫

概念目標認知則與傳統拼音及書寫教學活動，呈現高度正相關，相關係數

分別為.608 及.621。顯見教師們對於聲韻覺識和書寫概念目標的教學活

動，以傳統取向為主；而針對詞彙、文字概念目標的教學，則含括傳統取

向及萌發取向的活動安排。 

表 7  

讀寫目標重要性認知與實作的相關分析摘要表 

 語文及文字概

念目標 

聲韻覺識目標 書寫概念目標 

傳統詞彙教學活動 .639** .524** .539** 

傳統拼音及書寫教學活動 .474** .608** .621** 

文字概念及聲韻萌發教學活動 .389** .523** .494** 

閱讀及書寫萌發教學活動 .734** .356** .427** 

**p<.01 

最後，雖然文獻探討發現，教師的知識可能為影響信念和行為關係的

重要關鍵，但是從本研究的結果發現，知識與傳統取向信念和兩個取向

（傳統和萌發取向）實作間的關係呈現顯著負相關（分別為-.268、-.167 

和-.099），與聲韻覺識和書寫概念目標重要性認知亦有顯著負相關（-.213 

和-.162）。反而是教師的讀寫目標認知與信念和實作有著顯著的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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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讀寫教學信念、目標與實作之線性結構關係模式 

信念和實作之間，目標是怎樣的角色？本研究使用結構方程模式軟體 

Amos 6.0，探討實踐性信念（讀寫教學信念）、目標重要性認知和實作的關

係。依據 Sigel 和 McGillicuddy-De Lisi（2000）的理論，探討讀寫目標重

要性認知（實踐性信念的成分之一）對信念和實作是否存在中介的效果

（如圖 3）。結果發現教師萌發取向讀寫信念對讀寫實作的迴歸係數

為.62，達顯著水準；而教師目標重要性認知對萌發取向讀寫實作的迴歸係

數為.62，亦達顯著水準。在圖 4 中介模式中，萌發取向信念對萌發取向實

作的直接影響力，在加入目標重要性認知作為中介後，直接效果減少

為.35。信念對目標的迴歸係數為.66，目標對實作的迴歸係數為.42。具體

而言，讀寫萌發取向信念透過目標重要性認知對萌發取向實作造成影響，

影響效果為.49。傳統取向信念與實作的分析亦呈現相同的結果，本文僅以

讀寫萌發資料呈現。中介模式分析中，萌發取向變項變異數估計值都沒有

負的誤差值，且皆達.01 的顯著水準。標準化的因素負荷量介於.349-.886

之間，R2 介於.432-.785 之間。所有估計參數間相關絕對值介於 

.006-.688 之間，顯示理論模式與實際資料之基本適配度佳。各種適配度指

標，中介模式 χ2（4）＝384.258，p＝.000；χ2/df  ratio＝96.064；NFI

＝.813；IFI＝.814；CFI＝.814；RMSEA＝.395。相較於虛無模式（NFI

＝.000；IFI＝.000；CFI＝.000）。顯示本研究中介模式之實證資料與研究模

式之適合度尚佳。在內在整體模式適配標準方面，模式的個別項目信度皆

達.50 以上，估計參數都達顯著水準，標準化殘差絕對值皆小於 1.96，修

正指標都小於 3.84。綜合四項指標結果顯示模式內在結構式配度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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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部分中介模式 

上述結果發現，讀寫信念對實作的影響雖有直接效果，但是在讀寫目

標重要性認知加入後，直接效果減少。幼教師的讀寫信念是透過中介變項-

目標重要性認知對教師實作而有所影響。本研究結果支持 Sigel 和 

McGillicuddy-De Lisi（2002）認為信念動態系統假設，「實踐性信念 IV」

（讀寫教學信念）的實作表現受目標∕意向性（G）影響，目標是中介的

角色。換言之，讀寫教學信念是透過目標重要性認知對實作造成影響。 

目標重要性認知對不同次群體的讀寫信念與實作關係是否相同？結果

發現除混沌型外，其他教學型態教師次群體的實徵資料，亦支持目標重要

性認知為讀寫實踐性信念對實作影響的中介模式。混沌型教師的「讀寫信

念」對「讀寫實作」的標準化迴歸係數為.68，「目標重要性認知」對「讀

寫實作」的標準化迴歸係數為.64。但是在加入目標重要性認知後，「讀寫

信念」對「讀寫實作」的直接效果雖減少為.45，但仍比信念透過目標認知

對實作影響的效果高（.28）。 

混沌型是指在讀寫信念和行為皆無法區分出萌發或傳統類向的教師，

這型的教師在萌發取向和傳統取向實作分數均高，其目標重要性認知分

數，亦明顯高於 2、3、6、9 類型教師。這型教師在課室中的讀寫教學實

作，雖然在概念上可以被區分出萌發或傳統而得高分，也注重讀寫目標的

重要性。然而由於教師本身並無特定讀寫信念或理念依據，可以指導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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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教學實作。混沌型教師的實踐性信念（IV）跳過目標重要性認知，其

教學實作可能因此容易受到外界因素影響，而有較高的變動性。  

肆、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以高高屏地區學前教師為對象，探討教師的目標和知識對其讀

寫教學實踐性信念（第 IV 階層）與實作的關係，其結果發現如下： 

一、教師信念透過目標重要性認知，中介影響其實作行為。 

二、結果部分支持 Sigel 和 McGillicuddy-De Lisi（2002）的信念動態系統

的假設，實踐性信念階層核心信念的行為顯現，受目標成份影響。 

    本研究從探討讀寫教學信念與實作關係的結果，得到幾項結論予以討

論，可做為未來研究參考。 

一、自陳問卷的研究方式，容易測到的是教師對自我期許的概念。針對相

關研究（例如陳婷芳，1995）進行分析可以發現，以自陳問卷了解教

師的讀寫教學信念和實作間的相關研究時，信念相關題項的敘述多為

「特定領域下的信念」，甚至是在該領域下自我期許的信念，而非「實

踐性信念」，以致更模糊其信念與行為之間的關係。建議未來自陳問卷

的研究方式，加入「實踐性信念」之研究概念，以增進對信念和實作

之間的了解。 

二、教師背景資料可再細分不同任教園所類型，讓調查資料更具參考價

值。 

三、如同 Sigel 和 McGillicuddy-De Lisi（2002）的假設，信念系統是多層

次的架構，讀寫教學之「信念」也是個包含不同層次的複雜概念。本

研究的資料也證實讀寫目標重要性和教學信念共同形成教師讀寫教學

信念更核心的信念，而作用於外，其表現形式是有目標的讀寫教學實

作。幼教師讀寫教學實踐性信念與實作之間，還有哪些變項有在具體

影響？家長在讀寫教育上的信念、實踐與行為為何？如何與幼教師共

同構築出兒童的讀寫氛圍？另外，Sigel 和 McGillicuddy-De Lisi 的信

念系統，是以家長為研究對象而發展出來的理論模型。幼教師教學相

關信念是否也能依其理論模式而找到相應的系統性與結構？或反之，

因其專業而有其特殊性？這些都是後續研究可以進行的方向。 

四、以「目標」為中介效果來思考幼教師之培育，讀寫教學常偏向以全語

文概念獲取、教學技巧和活動帶領為培育之能力指標，而忽略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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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什麼（for what）」對教學與自己提問的反思教育。由此思考，讀寫

萌發型老師有什麼樣不同的社會條件和養成歷程？建議可以用不同研

究典範，探究本研究中不同教學型態老師的養成故事，將會有不同的

知識產出，對讀寫萌發會有不同的理解與貢獻。 

五、依據教師在讀寫信念和實作的傳統及萌發兩個取向得分，可以將教師

的讀寫教學歸為九個型態。九類型的教師在信念、實作、目標重要性

認知和讀寫知識表現及背景特性各不相同，這樣的區分方法比單純以

教師信念或是教師背景變項區分，更能深入了解教師的讀寫教學樣

貌。針對單一取向信念的研究方式太過簡化，雖然有以更複雜的教學

信念結構取代的研究建議（黃儒傑，2006），卻鮮少以雙向度思考單一

教學信念。如果僅是依據單一軸向 -- 教師信念，可能無法了解教師真

正的讀寫教學型態，必須同時考量教師信念與實作兩個取向（萌發取

向及傳統取向），依據兩個向度的得分差距，較可能區辨出教師不同的

讀寫教學類型。以不同讀寫教學類型來分析教師信念、知識、目標與

行為之間的關係，將有助於思考讀寫教學於幼師培育中具體的樣貌。

例如，混沌型的教師是第二大類，為數眾多，若不以類型分析，而以

單向度信念、知識或實作等單一評定標準，許多混沌不清的老師反而

會被歸為讀寫萌發教學的老師。 

六、針對不同讀寫教學型態教師，在職或職前教育的策略應該有所不同。

例如，協助混沌型教師區辨其教學信念為何是培育課程的首要之務。

又例如，讀寫萌發型教師，有高教學年資、高學歷、高讀寫知識、高

萌發信念與多任職公幼等特性，可能變成鼓勵教保學生追求高學歷與

公職，期待增加教師教學資歷後就能成為實踐全語文的幼教師。然

而，若以本研究之結構模式綜合視之，「實踐性信念」（讀寫教學信

念）透過與讀寫目標重要性認知的中介對實作造成影響。其意涵應是

讀寫萌發型的教師，透過許多學習機會（甚至是長期或正式的學習），

得致讀寫信念與知識，經過多年與教學目標往返修正的教學實作經

驗，而形成更核心的讀寫信念並能行之於外。而這些在實務上所學習

的知識，或許是 Sigel 和 McGillicuddy-De Lisi（2002）所假設的建構

性知識。 

 

本研究所探討的讀寫萌發知識和實作之間並無直接關聯，可能是讀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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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發知識並不單純是學科知識，可能包含教師在實務教學中建構的關於學

生特性或教學策略。現場教師要在教學實務困境中反思，具體落實全語文

理念於教學，是經年不易的挑戰（李佩純，2004），然本研究結果並非意指

教師在職前無法有積極的讀寫萌發培育，而是更強調在職前培育時，需要

安排更多轉化讀寫知識於教學實作的實務學習機會，協助職前教師從實踐

困境中進行讀寫教學反思，從中真正深入讀寫萌發的理念，才能進一步化

為以後教學行動的信念。 

 

 

 

 

 

 

 

 

 

 

 

 



52    現代桃花源學刊  第九期                                                            
 

參考文獻 

王秋鈴（2011）。促進學前語言發展遲緩兒童啟蒙讀寫能力之課程研究。國

立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博士論文，未出版，高雄市。 

呂美慧（2006）。國小教師閱讀教學之信念與實踐個案研究。新竹教育大學

學報，22，133-154。 

李佩純（2004）。一位初任教師在幼稚園實施全語言教育的歷程。國立台北

師範學院幼兒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台北。 

林惠娟（2004）。幼托園所全語言教學實施概況之初探研究。朝陽人文社會

學刊，2（1），149-214。 

林惠雅 (2008)。國小學童母親信念、教養目標和教養行爲之類型初探：兼

論其與子女學業表現之關聯。應用心理研究，37，181-213。 

張小菁（1996）。臺北市國民小學教師閱讀教學信念之研究。臺北市立師範

學院初等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台北。 

陳俞君（2008）。學前教師讀寫信念與實作對幼兒讀寫能力影響之研究

（I）。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編號：NSC 96-2413-H-

366-003-SSS），未出版。 

陳品華、陳俞君（2006）。幼稚園教師數概念教學知識之研究。當代教育研

究季刊，14（2），81-118。 

陳淑敏、張玉倫（2004）。幼兒教師教學信念與教學行為之探究。屏東師院

學報，21，1-36。 

陳婷芳（1995）。幼稚園教師教育信念與教學行為之研究。國立台灣師範大

學家政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台北。 

曾世杰、簡淑真（2006）。全語法爭議的文獻回顧：兼論其對弱勢學生之影

響。台東大學教育學報，17（2），1-31。 

黃佩岑（2009）。幼教老師閱讀教學信念與閱讀教學行為之探討。國立屏東

教育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屏東縣。 

黃儒傑（2006）。初任教師教學信念與其教學表現之研究：以幼稚園教師為

例。教育學刊，27，123-144。 

鄭瑞娟（2000）。從讀寫萌發觀點來探討幼稚園的語文教育。行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劃成果報告（編號：NSC 89-2413-H-126-003），未

出版。 



                                     學前教師讀寫教學實踐性信念初探      53
 

 

 
 

鄧慧茹（2007）。學前教師閱讀教學現況及其相關影響因素之研究。國立政

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台北。 

簡楚瑛（1995）。我國幼稚園教師教育信念之相關因素研究。行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劃成果報告（編號：NSC 84-2411-H134-009），未出

版。 

Bojczyk, K. E., & Powell, D. R. (2004). Parents’ beliefs about child participation 

in reading(PBCPR). Unpublished manuscript, Purdue University. 

Bojczyk, K. E. (2004). Head start children’s literacy experiences and outcomes: 

Associations with mothers’ beliefs and behavior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Purdue University, Indiana. 

Bornstein, M. H. (2002). Parenting infants. In M. H. Bornstein (Ed.), Handbook 

of Parentingvol. I (pp. 3-43). Mahwah, NJ: Lawrence. 

Carlman, L. (2004). Literacy beliefs of early childhood teachers: Linking theory 

to practic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Wayne State University, 

Michigan. 

Grisham, D. L., Lenski, S. D., & Wold, L. S. (2006). Literacy teacher preparation: 

Then truths teacher educators need to know. Chicago, Illinois: International 

Reading Association. 

Hawken, L. S., Johnston, S. S., & McDonnell, A. P. (2005). Emerging literacy 

views and practices: Results from a national survey of Head Start preschool 

teachers. Topics in Early Childhood Special Education, 25, 232-242. 

Hsieh, W. Y., Hemmeter, M. L., McCollum, J. A., & Ostrosky, M. (2005). Teaching 

strategies that support emergent literacy: Effects of a collaborative training 

model. Paper presented at PECERA 200 Sixth Conference. Taiwan. 

Islam, C. (1999).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beliefs, 

knowledge bases, and practices related to early literac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Language in Education Conference, Hong Kong. 

Madison, S. G., & Speaker, R. B. (1994). The Construction of Literacy 

Environments in Early Childhood Classrooms: A Spectrum of Approach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New Orleans. 

Mills, H., & Clyde, J. A. (1991). Children’s success as readers and writers: It’s the 



54    現代桃花源學刊  第九期                                                            
 

teacher’s beliefs that make the difference. Young Children, 46(2), 54-59, as 

cited in Carlman, L. (2004). 

Newman, S. B., Copple, C., & Bradekamp, S. (2000). Learning to read and write: 

Developmentally appropriate practices for young children. Washington: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ng Children. 

Patterson, J. R. (2002). Teacher beliefs and practices in preschool literacy 

instructio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Illinois. 

Richardson, V., Anders, P., Tidwell, D., & Lloyd, C. (199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beliefs and practices in reading comprehension instruction.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28, 559-586. 

Sigel, I. E., & McGillicuddy-De Lisi, A. V. (2002). Parent beliefs are cognitions: 

The dynamic belief systems model. In M. H. Bornstein (Ed.), Handbook of 

Parenting vol. IV (pp. 485-508.). Mahwah, NJ: Lawrence. 

Snow, C. E., Burns, S. M., & Griffin, P. (Eds.). (1998). Preventing reading 

difficulties in young children.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Sulzby, E., & Teale, W. (1991). Emergent literacy. In R. Barr, M. L. Kamil, P. 

Mosenthal, & P.D. Pearson (Eds.), Handbook of reading research (Vol. II, pp. 

727-758). New York: Longman. 

Yoo, S-Y. (1998). Early childhood teachers beliefs about literacy based on the 

whole language approach. Educational Research Quarterly, 22(2), 12-20. 

 

 

 

 

 

 

 

 

 


	目錄 編修版 第9期-1
	01文創商品包裝圖樣分析-以台南林百貨為例-1-22-OK
	02學前教師讀寫教學實踐性信念初探-23-54__修改版--最後正確
	03佛教殯葬儀禮中靈性儀式的關懷運用-55-68-OK
	04-屏東地區成年腦性麻痺患者『行』的問題研究-69-90 OK
	05噶瑪蘭族立德(Kodic)部落文化的維繫-從立德部落海祭觀察-91-110_OK
	編後語-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