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前言

二、教師文化之意涵

全球化影響涉及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

各層面，而教育的發展更與社會、經濟、政治、

文化脫離不了關係。不論社會如何變遷，教育始

終是國家競爭力的基礎，更帶動政治、經濟、文

化、社會的發展。

教育的改革發展與國家的進步息息相關，教

師為教育之本，也是教育品質的關鍵。「教師」

是社會中重要的職業團體之一，也是教師社會學

（the sociology of teachers）研究的重點

（郭丁熒，20 0 4：3 - 4）。以英國為例，自19 7 0

年代起，教育社會學的研究焦點更從政策制訂者

轉為教師（Lauder, Brown, Halsey, 2009）

。反觀國內，相較於國外教師社會學的相關論述

，顯見國內有關此領域的研究起步較晚。為了提

供更多元化的觀點，從教育社會學來研究教師是

一種趨勢與潮流，教師社會學的研究更有待充實

與深入。

對於教師文化的探討旨在讓教師體察自己所

屬的工作情境，有助於提供教育現場教師認識與

掌握職業方向（郭丁熒，200 4：17）。再加上，

國內關於教師工作與文化的討論較少，有關教師

文化之探討，大多集中單一項目之研究（例如：

教師角色、權力、教學信念、專業發展、倦怠等

），直接以教師文化為題的研究與針對「教師文

化」進行之完整的調查報告更是非常罕見（楊巧

玲，2007：117；譚光鼎，2004）。

由上述說明可以了解教師文化議題的重要性

，因此，本研究以教育社會學之觀點探討教師文

化。首先分析教師文化之意涵，其次探討教師文

化之特徵，探究教師文化之形成因素，進一步將

國小教師文化之相關研究進行概述。文末提出結

論與建議，期望藉由教師文化議題的探討能提供

教育行政人員進行決策之參考。

談到「教師文化」（teacher culture），

國外學者Andy Hargreaves所提出的觀點為最多

學者所引用。Hargreaves（1992）以「內容」

（content）與「形式」（form）詮釋教師文化

，所謂「內容」指的是教師共有的價值、態度、

信念、規範，而「形式」則是指教師之間的關係

型態與結盟。在國內，鄭世仁（1996）《我國國

民小學教師次級文化之研究》可以說是國內最早

針對國小教師文化進行研究的成果，其對國小教

師文化之定義為：「某一國小教師所共同持有的

一套價值系統與行為模式，在思想上、態度上，

以及言行上表現出其獨特性。」

文化的概念廣泛，教師文化屬於學校組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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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文化之特徵

文化中的一環。教師文化之概念則是屬於以狹義

的觀點探討教師所共同持有的一套思想假定、價

值觀念系統與行為模式，在思想上、態度上與行

為上之特性。教師文化包含教師工作的實踐、問

題以及與同儕和學生的關係，更與教師工作職場

中的社會組織為脫離不了關係。

教師文化的發展容易隨所處的環境轉變（李

新鄉，2010）。不過也有學者（例如：Good -

lad, 1973；Bolster, 1983）認為不論學校位

於何處，教師教學對象為何，教師們都有共同的

特性。關於教師文化的特徵可以從歷史的觀點、

學校組織的觀點、工作結構的觀點加以分析，分

別說明如下。

（一）歷史觀點的教師文化特徵

教師文化隨著不同社會歷史時期的主流價值

的演進而有所變化（李惠琪、崔宗良、李敘旭，

2008）。關於教師文化的研究，其歷史脈絡大致

為從文化現象領域到學校管理領域，再到課程領

域和教師專業發展領域（車麗娜，2010）。透過

師資培育與教師資格的取得，從事教職呈現出順

從（obedience）、信任（trust）與尊榮（

dignity）等三項特質，因此，教師文化的探討

可從社會地位、美德與責任感三方面說明（

Kimura, 2007）。除了上述教師社會地位、美

德與責任感之特徵之外，教師專業地位之特徵也

是教師文化的一環。

（1）教師社會地位屬於「中上」程度；（2

）教師保有良好的德行，須憑著自己的「良心」

從事教學工作，用他的「責任感」去幫助學生；

（3）教師倚重經驗的傳承，較忽視專業理論的指

導作用；（4）學校規模較小的教師團隊有利於進

行教師課程發展的專業自主性，也較容易營造教

師團隊學習文化等，上述四點是從歷史觀點分析

教師文化之特徵。

（二）學校組織觀點的教師文化特徵

 教師文化內容可藉由學習而得，同時也受學

校組織成員的影響而改變，是一種交互作用影響

的動態歷程（李安明，2004）。以學校組織文化

的觀點來看，教師文化具有四個特徵：

（1）教師文化是學校文化的主要部分；

（2）教師文化是構成潛在課程的重要內容；

（3）教師文化是交互作用的結果；

（4）教師文化是可以有意安排或引導發展的

文化（鄭世仁，2000）。

總之，以學校組織的觀點來看教師文化可以

發現，以教師為主體發展出在心理、物質和制度

層面呈現出冷漠的態度；更可發現教師與行政人

員彼此間充滿衝突。此外，教師在外在脈絡環境

下而形成不同的次級團體，更顯現出不同次級團

體有不同的樣貌。

雖然教師文化隨著所處位置的不同而有所改

變，但其形成過程大致相同（Bolster, 1983）

。教育政策與傳統歷史的影響以及教師職業和其

四、工作結構觀點之教師文化特徵

五、教師文化之形成因素探討

以英國為例，Hargreaves（1972: 

404-406）的研究發現中小學教師之間普遍存在

「個人的自主」、「忠於同事」、「平凡的規範

」等三種非正式文化，「個人的自主」指的是教

師在教室內的行為完全自主，不受外人干擾，即

使對其他同事的教學也不便公然評論；「忠於同

事」是指同事間的言行以維護群體的利益和和諧

對教師而言是重要的；「平凡的規範」意指個人

不刻意追求表現，也不希望有人表現突出，是一

種「近乎中庸」的規範。同事之間所以要求步調

一致，第一是基於個人安全感的需求，當所有人

行動一致，個人不需單獨面對攻擊或承擔後果；

第二是基於事務處理的方便性，所有人齊一作法

可以節省個人時間與人力耗費（周淑卿，1999）

。

Lortie（1975）指出，學校教師具有保守主

義（conservatism）、個人主義（individu -

alism）與即時主義（presentism）的文化生態

；教師經常抗拒改革，傾向小幅度的調整，不喜

批判；與同僚之間傾向保持距離，少有過多的投

入與對話，是個人化而非集體化的生態；對於教

學的滿足止於來自學生的立即滿足，使得教師滿

足於現況而非未來。

總之，從工作結構觀點來分析教師文化特徵

可以發現，在同儕間教師不互相干預，教師工作

態度呈現滿足現況，重視經驗，教師工作特質繁

雜等特徵。

綜合上述，以歷史的觀點來看教師文化，可

以發現尊師重道與重視教學工作的特性；以學校

組織的觀點來看教師文化，可以發現教師的冷漠

與專業自主的特徵；以工作結構的觀點來探討教

師文化，可以發現教師工作繁雜、步調一致、滿

足現況。至於教學年資對於教師文化特徵的影響

，以及個人不刻意追求表現，也不希望有人表現

突出，「近乎中庸」的規範方面，相關研究則呈

現出不同的結果。研究者將教師文化特徵定義為

：「具有道德使命感、保守孤立、專業自主、工

作繁雜、充滿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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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省思～代結語

他職業的關係皆屬於教師文化概念鉅觀的觀點（

Hargreaves, 1980）。換句話說，社會文化、

教師文化傳統、國家教育法令與政策、各縣市教

育局的政令、學校行政措施、教師會的發展走向

以及教育專業團體的功能發揮等皆是影響教師文

化發展的因素（林志成，2004）。

整體環境的經濟因素以及社會變遷對教師文

化都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也是教師文化形成的

因素（簡紅珠，20 0 5）。因為教師文化屬於學校

組織文化中的一環，所以學校組織文化影響教師

文化。教學工作情境、人際互動規範、校長領導

風格皆屬於學校組織文化之範疇也是影響教師文

化之組織因素。此外，教學職業特質、教師出身

背景、任教動機、個人特質等皆是影響教師文化

之個人因素。

六、國小教師文化之相關概述

探討國內與國外教師文化之相關研究（例如

： 李 安 明 ， 2 0 0 4 ； 楊 巧 玲 ， 2 0 0 7 ； 鄭 世 仁 ，

1996；Acker, 1990；Hargreaves, 1992；

Lortie, 1975），可以發現關於教師文化之定義

抽象且模糊，常與教師工作特徵脫離不了關係。

雖然在國內相關量化研究方面對於教師文化有具

體的操作型定義，不過顯得不是十分周全。

相較於國內近幾年關於教師文化研究增加的

趨勢，在國外，關於教師工作與教師文化的研究

則有較久的歷史。在國外，以教師工作、文化為

主題之研究於9 0年代開始盛行，且大多是A n d y 

H a r g r e a v e s的作品。另外，關於教育改革之研究

也常與教師文化脫離不了關係（Acker, 1990；

Littledyke, 1997；Williams, Prestage, & 

Bedward, 2001），其背後隱藏的假定是透過改

革能促使教師專業成長，教師文化是否正向與積

極是改革是否成功的關鍵。

在世界教育發展趨勢中，以教育成果為最終

追求目標清楚浮現，英國的國家課程與全國性評

量，OE C D / P I S A強調閱讀、數學與科學素養，歐

盟的16項教育品質指標等都可發現教育之發展對

於學習成效的重視（張鈿富，20 0 6：2 5 - 2 8）。

重視教學成效的學習對教師所扮演的角色帶來改

變，此種改變也影響著教師文化。換句話說，新

世紀教育的發展在強調基本能力的養成、資訊科

技的運用、體制上的改革、以及教師專業的發展

，各種教育改革的實施無非以各種手段來提升學

生的學習成效。

在今日，教學文化轉為以學生為中心，將焦

點集中於持續的學習，重視共同解決問題與教育

目標及任務的達成（Weaver, 2004）。總之，在

面對這一波波的變革，教師應該秉持專業的精神

，轉化教師文化的傳統思維，以專業的教師文化

為核心。最後，對學校行政領導人員，如何協助

形塑專業之教師文化，提出幾點建議：（1）注重

教學領導，促進教師專業發展；（2）落實教師專

業發展與建立專業對話機制；（3）建立工作與職

務輪調機制，營造團隊學習文化；（4）充分了解

教師文化之特徵，達成行政支援教學之目標；（5

）強化學校領導者領導專業與精進；（5）重視基

層教師聲音，改革循序漸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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