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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小學生尊師態度之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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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新建立的「小學生尊師態度量表 J 測試550名高小學生的尊

師態度。結果顯示，整體而言受試學生對老師抱有尊敬態度，其表現

以認知為主，而傳統及現今的特色並存。受測學生的性別、級別及家

庭狀況在尊師態度上存有顯著差異。研究亦顯示尊師態度與學習態度、

親社會行為及學業成績均呈現正相闕，與反社會行為則呈負相關。是

項研究結果確立了尊師態度在小學生成長過程中的價值，亦有助教師

反思其專業精神。

關鍵詞:尊師、量度表、小學生

尊師重道是中國傳統的文化，源遠流長。教師在尊崇教育的中

國文化中扮演叢耍的主導角色，一直備受尊寞。為師者任重道遠，

正如韓愈在〈師說〉中指出: r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 o J 教

師給與學生關懷和愛護，引導及教化學生的思想和行為，實在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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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崇。在中國傳統的教育制度中，教師是崇高而不可冒犯的。然而

這種導師文化的傳統，是否仍存在於香港學生的心中?現今的學生

對老師的尊敬程度是怎樣?尊師態度的內涵是否始終如一?哪些背

景因素影響了學生對老師的尊敬態度呢?以上種種的提間，引發了

這次探討現今香港小學生的導師程度及內涵的研究，並建立了一份

真效度和信度的導師態度量表來作測量工具。

本研究選取小學生作為研究對象。小學階段是每個人在成長懋

程中的一個重要持刻，兒童在這個階段學習如何面對困難、融入社

群以及培育社會行為等。探討小學生對教師的態度等問題，相信對

其臼後品德的培育以及個人成長是具有深遠意義的。

傳統及現代尊師觀念

中關傳統文化中一直重視導師。遠至春秋戰關時代的〈禮記} ，四

十九篇中的〈學記〉曾言: í 當其為飾，則弗臣也。大學之穗，雖

詔于天子無北函，所以尊師也 J 0 高時泉(1982)指出當持教僻的地

位等問於祭記者，可免郤尊卑對待之禮。〈禮記》的《內則〉篇說:

í ，[翼而寡言者，使為子師」。意指當時的達官貴人會挑選言行優雅

及合乎禮儀的人為子女的教師，反映出教師在當時社會中的地位是

極為尊貴，深受尊重(王炳照、閻國華， 1994) 0 {圓語晉語》曾

云 :γ民生有三，瞬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 J 0 {孔疏〉

亦云: í 師情有在三年之義，故亦兢業各類 J 0 {禮記檀弓上〉則云:

「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跟勤至死，心喪三年」。此可引

證當時一般平民百姓對教師存有的情感是說之如親人般深厚。〈學

記〉有云: í安其學而敬其師 o J 此可反映出當時學子在教師的教

導下是心悅誠服，如沐春風。

然而隨著年代的改變，現代化對傳統文化帶來街擊;在這過程

，若干傳統的項目會被新事物所取代形成一種新的傳統，以迎合

社會的需要 (Yang， 1996) 。人們在處理臼常生活的情境時，既採

用傳統的金科玉律，同時亦會引用外來的智慧，許多傳統的概念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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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產生了新的意義(楊中芳， 1993) 。舉例來說，傳統孝道隨著社

會經濟變遷而形成了傾向講求雙向性與互話、及以親子關係的了解

作為基礎等新特色(楊國樞， 1990) 。傳統導師觀念因應當時社會

政治氣氛而得已成為主流價值觀和行為規範 o 然而現代社會講求平

權，對國家領導人、上司、教師等具權力者的草崇態度逐漸瓦解。

傳統尊師態度在經過現代化建設的衝擊，在某程度上可能已演化成

新的觀念。綜觀現代中國社會的學校體系，一般還是強調對老師應

保持尊敬。大陸學者汪遠平(1 981 )及張曉霞(1987)均認為學生若能

信任及尊敬老師，使樂於遵從老師的要求和指導，更能提高學習的

主動性和積極性。此外，本港學者葉圓洪(1997)亦指出在東方教育

的哲學中，教師隱、存著保持崇高形象的社會要求，該種思想根深蒂

固，並未因時代的變運而遺忘。然而現今的社會趨向平權，對權威

者如父母、政耍的崇拜與敬畏己失去維護現代社會結構的功舟，再

者現代生活亦漸偏離拘泥執禮的規條，由是尊師變得著重對老師的

感情和欣賞及以多樣化的形式表達出來。

導師是中圓文化推崇的重要價值取向，西方研究白是置之，而

過往在中閻社會裡進行的尊師研究亦不多，只能從少量相關研究的

結果來理解這課題。余強基(1985)就天津市中、小學生對教師的態

度的研究，顯示小學低年級學生較高年級學生對教師有尊敬及依戀

的心情。至於香港方面，香港青年協會於1996及1998年就青少年對

教師的觀感及以教師作為職業的受尊重程度所作出的調查均具有參

考價值。 96年的調查結果顯示，接近六成被訪中學生覺得香港的學

生是「不大尊重 J 甚或「非常不尊重」老師， '而近七成五被訪學

生更認為教師的社會地位比以前低。可是，該會在98年的調查結果

顯示「教師 J 在十七個 γ 最受青少年尊重行業」中排行第五位，其

餘首四位依次序是「消防員」、 r醫生 J 、「法官 J 及「社工」 。

這反映教師在青少年心中依然有一定地位，問接顯示學生對部長仍

帶有尊重的心意。

導師是一種親社會態度及行為，與兒童成長的其他方面有著密

切的關係。對老師的尊重或會影響學生的學習態度和行為，田小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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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在中鷗北京外關語學院作了一個有關課堂教學質蠢的研究，

結果顯示學生越能尊敬老師，師生問趣能建立良好的、互相信任的

關係'那便激發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此外，王耘、葉忠根與林崇德

(1995)及李幼穗(1999)均指出，兒童對教師尊敬、信任，便會模仿

教師的良好行為，從而培養兒麓的良好社會行為。

綜合以上討論，兒童在社會行為的形成以及學習態度的培養均

可能與尊師態度相關。本研究遂作出下列的假設:

1.尊師態度愈高，學習態度愈好。

2. 尊師態度愈高，學業成績愈好。

3. 導師態度愈高，親社會行為愈多。

4. 尊師態度愈高，反社會行為愈少。

這些假設提出了尊師態度與有關行為表現的相關性，以彰顯尊師與

兒童成長各方面表現的緊密關係。唯應注意本研究集中探索變項之

間的相關性，研究結果並未能就因果關係作出判斷或者預測。

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以壘，性研究方法進行，主要以問卷形式搜集資料，過程分

為預試及正式測試兩階段，於1999至2000年度學年進行。兩階段的

敬樣均以入讀本地政府資助小學的華籍學生為準則。

尊師態度的建構

本研究以探究小學生的尊師態度為目標，嘗試以社會心理學角度去

理解尊師。從社會心理學來看，態度是個人的心理表徵'也是一種

心理構念。 Katz & Stotland (1959)把態度分為認知(cognition) 、

感覺(feeling)及行動傾向(action tendency)三個層面， Fishbein & A jzen 

(1975)提出的態度行為理論(attitude-behavior theory) ，認為借念、

態度及行動互為影響，構成一種循環的效應。東方學者(如時蓉華，

1988)亦採用類似看法。楊國樞、葉光輝和黃曬莉(1 988)在台灣地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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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傳統孝道時將其懿分為認知、感情和意志三個層次。本研究亦

利用此三層結構來分析導師態度，量表的架構包含了尊師的認知、

行為及情感三個範疇。此外，量表嘗試兼容傳統現代尊師內漪，以

求充分理解傳統文化在當今社會的詮釋。尊師態度量表(見園一)

的概念結構遂建基於認知、行為及情感、三億範疇，在每項範疇上亦

引伸出傳統及現代的成分。

圈一 尊師態度量表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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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樣本

預試受測樣本來自新界區一所小學的五、六年級同學，共132人。

本研究的正式測試在三所新界區政府資助小學進行，兩所是處部小

，一所為非屋部小學。測試樣本是該三所小學四至六年級的首兩

班就讀的學生，共發出問卷580份，最終收自可用的共550份，收回

可用率為94.8% 。受試學生當中四年級佔181人，五年級有177人，

及六年級192人，年齡全距丟面9至16歲。表一展示受試學生的背景資

料，包括學校類別、性別、出生地點、家庭狀況、母親教育程度及

居住房展類型。大部分受測學生是本地出生的非獨生子女，男、女

性別數目相約，他們一般與雙親同住，居住類裂以非公共展部者{占

多，母親亦多其中學或以上教育程度。綜觀本研究受測者的背景資

料與一般香港小學生的背景棺若，他們的家庭社經地位是在中等或

以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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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一 受5~IJ學生的背景資料

全日制 175 (32%) 
半日制 375 (68%) 

性別

男 278 (50.5%) 
女 272 (49.5%) 

出生地點

398 (73.3%) 
中國 139 (25.6%) 
其他地區 6 (1 .1%) 

家健狀況

雙親家庭 478 (86.9%) 
單親家庭 68 (1 2.4%) 
其他 4 (0.7%) 
獨生子女 70 (13.3%) 
非獨生子女 457 (86.7%) 

母親教育程度

中學或以上 319 (60%) 
小學程度 198 (37.2%) 
未受教育 的 (2.8%)

居住房屋類型

公共陸那 156 (28.6%) 
非公共屋郁 390 

量表的建立

導師量表內容透過兩個途徑建立。首先，傳統導師精神的內涵是從

古典文獻中撮成，再經過現今的詮釋，成為量表內十一項傳統導師

題目。當中包括 r 我和老師相處時，必定保持禮貌 J (傳統尊師行

為)、「我覺得老師是高高在上，不可冒犯的 J (傳統尊師認知)

及「我視老師如親人 J (傳統尊的情感)等題目。其次，本研究根

據Henerson， Morris 和 Fitz呻Gibbon (1 987)的建議，在建立問卷內

容峙，利用訪問的形式作為資料的搜集方式，彌補了現代導師文獻

的不足。是次選用了標準化開放式訪時的方法向有關對象提問對現

今小學生尊師的看法，參與訪問的共十人，計有小學生三人、小學

生家長二人、小學老師三人及大學師資培訓講師二人。訪問內容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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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為小學生的導師認知、尊師行為及導師情感三個範疇，經過整理

後，最終構成二十三題的琨今小學生導師表現題目，包括 r我遇

見老師時，會向他點頭微笑 J (現代尊的行為)、「我棺信老師能

主持公道，對老師很信任 J (現代尊師認知)、及「我希望離校後

也能和老師保持聯繫 J (琨代尊師情感)等。

整體尊師量表項目共有三十四題，以美國社會心理學家李克特

(Likert)的總加量表法來作評分，評定的尺度共有四種程度，即「從

不 J (一分)、「很少 J (兩分)、「有時 J (三分)、「常常 J

(四分) ，尊師態度的得分為三十四項題目之平均值。為了避免測

試者在作答時有慣性的作答方式，量表中共十二項題目的原意作了

面的表達，而在計算得分持這些題目會作相反處理。

其他變項的最度

本研究亦量度了小學生在學習態度、學業成績及社會行為等共四個

變項的表現。研究問卷中有關學習態度的題目共有十五題，全部是

特別為這次研究而設計，概念架構分為課堂內的學習表現、課堂外

的學習表現、家中的學習表現及對學校生活的態度共四部分。學業

成績是根據受測學生往年的中文、英文及數學三科教育署小學學科

測驗成績的標準分為比較基準。由於五年級成績在1999年採用了新

一輯的學科測驗題目，未有標準分對照，故只能以原始分計算。在

測量親社會和反社會行為方面本研究選用了馬慶強的青少年行為

問卷(adolescent behavior questionnaire) (1\鈕， 1988)中適用於小學

生情況的利他主義行為及反社會行為的項目，合共二十問題。此外，

是次研究亦包括了師生關係這變項，藉著分析這兩組奏員近變項的相

關來測定尊師量表的並存效度(concurrent validity) ，時卷內最度師
生關係的題目共十一題，主要是評估課堂內外的師生關係'及學校

以外的表現。

研究問卷的作答題目合共八十四題，包含了葬師量表及以上各

變項的題目。問卷未部是由學生填寫的九項個人背景資料，作本研

究分析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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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是次研究透過最性測試取向制訂一份小學生適用的尊師態度問卷，

以探討尊師程度及其與學業表現及社會行為的相關。以下討論首先

探索研究的信效度，然後就搜集所得數據作出四組分析，包括: (一)

利用探聚囡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方法把導師量表的

題目作分析，嘗試確立尊師量表的架構，以釐定量表的建構效度

(construct validity); (二)分析小學生的傳統及現代尊師態度，並

利用題目分析法(item analysis)比較傳統和現代的尊師內涵，找出

現今香港小學生的轉師特質; (三)比較不同背景的受測者的轉師

態度的分別;及(四)計算皮亞遜柏關係數以尋求導的態度與其

他變項的相關性。

研究的信效度

本研究透過預試及重試兩個機制去評定尊部量表及其他變項的信效

度。結果顯示，受試學生整體上能夠充分理解整份研究問卷的內容

並作出回答，各變項的克龍巴赫(Cronbach's)α 係數由0.72至0.81 ' 

而預試結果與研究假設大致相符。在正式測試所得資料中，尊島市行

為、尊師認知和尊師情感的克龍巴赫 α 倍度全距由0.76至0.86 '最

低的是導師行為，最高的是尊師認知。整體尊師量表的克龍巴赫 α

倍度為0.93 '而學習態度、親社會行為、反社會行為及師生關係各

變項的信度均超越0.70 '達滿意程度。是次研究亦透過同卷還測

方法去測試尊師態度量表的信度，兩次測試的時問距離約為一

敗，當中得出的皮亞遜相關係數(Pearson 's coefficient)為0.85

(p < 0.001) ，足以反映尊師量表信度的可信性。

至於效度方面，尊師量表的內容是傳統文獻與訪問內容的結合，

題居全是有關小學生的尊師行為、導師認知和尊師情感，就題白意

義與所測的內容而霄，已達至表面效度。至於評準效度方面，本研

究主要是採納並存效度(concurrent validity)作為衡量的標準'檢視

尊師態度與師生關係的相關。從正式測試的研究數據所得，兩者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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頗高的正相關(r = 0.86 ' p < 0.01) ，當中師生關係與尊師行為、

認知及情感均呈現中等或以上程度的正相闕，皮亞遜係數皆高於

0.65 (p < 0.01) 。

尊師量表的因素分析

導師量表的因素分析所用的方法是主要成分法(principal factor 

analysis) 。經過陡楷檢定(scree test)後，顯示保留三個因素的適當

性，共佔總變量的37.28% 。其中首名因素佔變量的30.6% '三十二

項題居在此凶素上負荷量超過0.30 '沛其餘兩組因素則只有七個項

目合此高負荷，顯示導師量表內藏(莘學一因素的可能性。數據再經

正交旋轉方法(Vmimax rotation)分析所得出三組因素，能較清晰地

區分量表內的三十四組題白(見表二) ，但是依然有十四項在多於

一組因素上達高負荷。第一經因素是三組中的最大者， {占總變異量

16.28% '共二十項題巨星顯著負荷，當中有關情感的項目均為負荷

，故甲因素可定為以尊師情感為主的範疇。第二組囡素佔總

變量的12.61% '包含十八題達顯著負荷，其中十二項屬於尊師認知，

故可把乙因素定為以導師認知為主的範疇。第三項因素佔總變量的

8.40% '出現高負荷量的題目較少，只有十項，而題目的分佈於情

感、認知及行為三個範疇上，都是全屬其負面意義的題目，反映了

尊師精神中對老師負面態度的否定的取向。研究亦分別就不同年級

的數據作因素分析及正交旋轉，所得結果與整體數據近似。當中

四、五、六年級組別各得之三組因素依次序共佔總變蠢的39.41 %、

35.16%及41.90% '而各組的素之組成題目均與整體數據分析所得大

同小異，証明蠶表的結構頗為穩定。總結是次因素分析結果，得出

之三組因素略有重疊，其內容分別集中於情感、認知以及負面態度

等範疇，未能完全切合尊師態度概念架構所料。

傳統及現代尊師態度的分析

分析尊師態度量表，可加深對環今小學生的尊師精神的了解。根據

表玉所示，在受測學生的尊師態度上，整體尊師態度的平均值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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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尊師量表的因素分析

MA (34) 我視老師如朋友。 0.67 
TA (06) 我視老師如親人。 0.65 
MA (21) 當老師缺課時，我會鷗心他的情況。 0.64 0.31 
TA (31 ) 我是崇拜老師的。 0.62 0.32 
TC (52) 我覺得老師給與我很大的恩典，如父母一樣 0.59 0.33 

的偉大。

MA (15) 我希望離校後也能和老師保持聯繫。 0.58 
MB (58) 老師生病後，我便慰向老師。 0.57 
MA (11) 我掛念已離職的老師。 0.46 
MB (77) 我給老師送上聖誕咕等小禮物。 0.45 
MB (74) 學校舉行活動日(例如:旅行或運動會)龔自 0.41 

行安排午餐時，我會預留部分食物給老師。

MB (80) 我遇見老師時，會向他點頭微笑。 0.41 
MB (59) 當我做錯事要見老師時，我會正宜的站立著 0.65 

接受教導。

TB (84) 我和老師相處時，必定保持禮貌。 0.34 0.65 
TC (48) 我對老師的說話，是絕對服從的。 0.31 0.60 
MC (49) 當我做錯事要見老師，我是願意接受教導的。 0.32 0.56 
TC (63) 為了不令老師失望，我便努力學習，期望報 0.48 0.53 

答老師。

TC (82) 我珍情老師的教授時間，認為上課是難能可 0.41 0.53 
貴的時刻。

MC* (53) 我覺得老師是煩厭的。 0.48 0.46 
扎1C (42) 我相倍老師能支持公道，對老師很信任。 0.46 0.46 
MC* (39) 我和老師說話時是態度輕率，像嬉戲的。 O.L日 0.34

MB (72) 我有和父母談及老師的教誨。 0.34 0.39 
MC (44) 我重視老師對我的讚黨或懲罰。 0.38 
TC (56) 我覺得老師是高高在上，不可冒犯的。 0.37 
TC* (60) 我覺得老師是沒有學識，不須向他們學習的。 0.37 
MB* (66) 我沒有問准老師便隨便進入教師室。 0.31 
MA* (17) 我不喜歡親近老師。 0.31 0.58 
MC* (29) 我不相信老師可以替我解決疑難。 0.53 
MA* (19) 我不覺得老師是我心中蠶要的人。 0.50 
MA* (23) 我不願意與老師分享喜悅、悲傷或憂愁。 0.50 
MC* (36) 當我知道老師出錯，我會取笑他。 0.34 0.41 
MB* (76) 當我交東西給老師時，沒有以雙手遞上。 0.36 
TA* (03) 我對老師感到害怕。 0.34 
MB* (69) 我遇見老師時，沒有主動和老師打招呼。 0.32 

註: N = 550; *為負面意義的題目;表內只歹自由師素負荷最超過0.3的數績。

TA =傳統尊師情感、; TB =傳統尊自市行為; TC =傳統尊師認知;
MA =現代尊師'f背感; MB =現代尊師行為; MC =現代導師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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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紗，標準差為0.49 0 當中導師行為的平均值是2.84 (SD = 0.51) ; 

師認知的平均值是3 . 1 0 ( SD = O. 5 3) ;而尊師情感、則為2.74

(SD = 0.60) ，以認知範疇的得分為最高。

表三 尊師態度量表得分平均值及標準蓮

尊師行為
尊師認知

導師情感

傳統導師態度

註: N = 550 

2.84 
3.1 0 
2.74 
2.90 

0.51 
0.53 
0.60 
0.57 
0.49 

本研究亦透過計算傳統及現代尊師態度的平均值，以了解導師

內涵的異悶。表玉所覓傳統尊師態度的平均值為2.鉤，現代尊師態

度的平均{度為2.蚣，顯示現今的小學生在傳統和現代的導師態度上

分別不大。受試學生對傳統尊師態度的平均值全距由2.50至3.66 (見

表白)。尊師態度平均值最高的一項第60題是負面題: í我覺得老師

沒有學識，不須向他們學習。 J 屬於尊師認知範疇，其次平均值較

高的題目亦多集中在傳統認知的範疇。現代尊師態度的平均值全距

由1.98至3.47 (見表四) ，平均值最高的一題第66題亦屬負面題:

「我沒有問准老師便進入教師室。 J 屬於導師行為範疇，顯示現今

小學生以遵守規則來表達對老師的尊敬。其次現代尊師得分較高的

題目中，有關認知範疇的題目較多。總括以上分析，現今的小學生

在傳統或現代的導師上，均以尊師認知範疇佔較高的位置。

尊師態度與背景因素

本研究探討了導師態度在學生背景因素中存在的差異，分析包括了

性別、級別、年齡、家庭狀況、出生地點、上課時問制、兄弟姊妹

人數、居住類型及母親教育程度等九項變數，當中三項呈現顯著差

異(見表五)。獨立樣本 t測試(independent-samples t test)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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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傳統和現代尊師態度個別項目得分平均倍及標單是

TC* (60) 我覺得老師沒有學識，不須向他們學習。 3.66 0.67 
TB (84) 我和老師相處時，必定保持禪貌。 3.26 0.81 
TC (48) 我對老師的說話，是絕對服從的。 3.13 0.87 
TC (63) 為了不令老師失望，我便努力學習，期望報答老師。 3.00 0.83 
TC (82) 我珍惜老師的教授時悟，認為上課是難能可貴的時 2.88 0.85 

刻。

TA (31 ) 我是崇拜老御的。 2.77 0.96 
TC (52) 我覺得老師給與我很大的恩典，如父母一樣的偉大。 2.76 0.95 
TA* (3) 我對老師感到霄惘。 2.76 0.87 
TC (56) 我覺得老師是高高在上，不可冒犯的。 2.68 1.01 
TA (6 ) 我視老師如親人。 2.55 0.94 
TA (26) 我對老師有深遠的感情。 2.50 0.88 

現代尊師態度

MB* (66) 我沒有問准老師便隨便進入教師室。 3.47 0.77 
MC* (36) 當我知道老師出錯，我會取笑飽。 3.32 0.78 
MC (49) 當我做錯事要晃老師，我是願意接受教導的。 3.28 0.79 
MC* (39) 我和老師說話時是態度輕率，像嬉戲的。 3.24 0.82 
MC* (53) 我覺得老師是煩廠的。 3.20 0.90 
MB (59) 當我做錯事要見老師峙，我會正麗的站立著接受教 3.1 4 0.85 

導。

MC* (29) 我不相倍老師可以替我解決疑難。 3.11 0.89 
MC (44) 我重視老師對我的讚賞或懲罰。 3.1 0 0.92 
MC (42) 我相信老師能主持公道，對老師很信任。 3.09 0.91 
MB* (76) 當我交東問給老師時，沒有以雙手遞上。 3.08 0.92 
MA* (17) 我不喜歡親近老師。 3.04 0.91 
MB* (69) 我遇見老師時，沒有主動和老師打招呼。 3.03 0.93 
MB (80) 我過見老師時，會向他點頭微笑。 2.98 0.93 
MA (15) 我希望離校後也能和老師保持聯繫。 2.84 1.07 
MA* (23) 我不願意與老師分享喜悅、悲傷或憂愁。 2.83 0.99 
MA (21) 當老師缺課時，我會關心他的情況。 2.75 0.90 
MA* (19) 我不覺得老師是我心中重要的人。 2.73 0.97 
MB (72) 我有和父母談及老師的教誨。 2.73 0.91 
MA (11) 我掛念已離職的老師。 2.72 0.97 
MB (77) 我給老師;送上聖誕咕等小體物。 2.66 1.06 
MA (34) 我說老師如朋友。 2.61 0.98 
MB (58) 老師生病後，我便慰問老師。 2.18 0.90 
MB (74) 在學校舉行活動日(例如:旅行或運動會)要自行安 1.98 0.90 

註: N = 550; *為負面意義的題目
TA =傳統尊師情感; TB =傳統尊師行為; TC =傳統尊師認知;
MA 現代尊師情感刁!lB = 現代尊師行為刁!lC 現代尊師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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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顯示尊師態度具有性別差異，女學生的導師程度 (M=3.04 ' 

SD= 0.44)較男學生(M = 2.75 ' SD = 0.50)為高 ， t(548) = -7.365, 

p < 0.001 0 單因子方是測試(ANOVA)得出不同級別對尊師態度亦

存在分別 ， F (2, 547) = 4.562 ' p < 0.01 0 利用Tukey B測試追查

其組別差異時，發現四年級學生的導師態度(M = 2.衍 'SD = O. 

52)是高於五年級學生的尊師態度(M = 2.鉤 ， SD = 0.43) ，而五年

級學生的尊師態度同時亦高於六年級學生的導師態度(M = 2.81 ' 

SD = 0.51) 。最後，家庭狀況亦構成蹲師態度的分別，與雙親同住
的學生的導的態度(M = 2.92 ' SD = 0.48)比與單親伺住的學生的

導師態度(M...= 2.77 ' SD = 0.53)為高 ， t(544) = 0.02 ' p < 0.01 。

表五 尊師態度的背景因表分析

男 278 2.75 0.50 
女 272 3.04 0.44 

家庭狀況

單親 50 2.77 0.53 
雙親 478 2.92 0.48 

年級
四年級 181 2.97 0.52 
五年級 177 2.90 0.43 

192 2.81 0.51 

糾， p < .01. *** p < .001. 

尊師態度與其他變項的相關

問卷中搜集了受測學生在學習態度、親社會行為、反社會行為各因

素的表現，以測試研究的的項假設，並分別就各年級的表現作比較。

中學業成績一項因為各年級的評分慕數有異，故此有關分析當分

成不同年級個別進行，而不以整體樣本進行測試。

從表六可見，皮亞遜相關係數測試顯示大部分的相關性均

顯著性。以繁體樣本來說，其中尊師態度與學習態度 (r = O.竹，
p < 0.01)及親社會行為(r = 0.61 ' p < 0.01)均呈現顯著正相關，與



130 李淑賢、譚肖芸

反社會行為則呈現負相閱(r = -0.兒 ， p < 0.01) ，而不同年級組別

所作的分析結果相近。至於學業成績方面，四年級受測者的學業成

績(1月= o.訝 ， p < 0.01)及五年級受測者的學業成績(r = O. 凹，

p< 0.01)與整體導師態度是現顯著正相關， ，而與六年級受測者的

學業成績則不存有相閱(r = 0.02 ' p> 0.05) 。分析亦包括尊師態度

的三個範疇與其他變項的關係，發現其模式均與整體尊師態度的情

況相同。

表六 整體尊師態度與各變項的皮亞遜相關係數

項目

(N = 580) (n =181) (n =171) (n =192) 
學習態度 0.77恥!這 0.78** 0.75** 0.77** 
師生關係 0.86** 0.86** 0.83** 0.87** 
親社會行為 0.61 ** 0.66** 0.63** 0.57** 
反社會行為 也0.56** -0.61 ** 也0.43** -0.58** 
學業成龍

司，* p < .01. 

綜合上述的研究結果，可確立本研究假設其中的(1 )、 (3)及(4)

項，即:尊師態度愈高，學習態度愈好;尊師態度愈高，親社會行

為愈多;及尊師態度愈高，反社會行為愈少。而鑑於尊師態度與六

年級問學的學業成績不存在顯著棺闕，思此這研究的有關學業成績

及尊師態度的假設便不成立。

討論及總結

本研究主要是透過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建構尊師之可加驗證的概

念架構，根據傳統的尊師觀念，再融入現代尊師的內漪，建立一份

小學生適用的尊師態度量表，當中包括了尊師行為、導師認知及尊

的情感三部分。根據這次研究的結果，整體導師態度量表信度、表

面效度及並存效度消算滿意，可作為參考之屑。鑑於本研究只探討

現今香港窩小學生的導師態度，所能作出的推論有限，希望能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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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後向類研究的偕鑑，得以更全租了解香港及其他華人社會各級學

生的尊師態度。

本研究的結果未能完全支持態度是建構於行為、認知和情感三

組架構的論說。是項因素分析法檢定所得的自素在若干程度上與這

次研究所採用的尊師態度架構相符，較清晰地認定了導師認知和情

感的成分，然而分析結果未能突顯尊的行為的理念的獨特性。研究

結果顯示，尊師行為、尊師認知和導師情感這三個變項呈顯著棺闊，

皮亞遜係數由0.70至0.74 (p < 0.001) ，這反映了行為是融合於情

感和認知之內，情感和認知往往要透過外顯行為去表達出來。此外，

自素分析結果所得之丙因素以負面題目為主，此發現與楊盟梅等進

行的孝道量表研究(楊國樞、葉光輝及黃曬莉， 1988) 所見不謀而

合。這種正負方向分化為二的情況暫時未有完全切合的解釋，會否

是屬於中國人的社會態度的獨特表現，則有待日後研究深入探討。

總結本研究白擬的導師蠱表題目，未能完全分拆三組態度建構導向，

量表的建構效度因此無法確立，然而分析結果顯示量表其他信效度

的表現良好，對於理解尊師琨象依然有一定貢獻，可作為有關研究

參考之用。基於是次研究所得，建議日後尊師探究可考慮、以單一度

向為本，並嘗試於不同年級及華人社區進行鑽研。

探討現今香港小學生的導師態度內涵及重要性是本研究的重點。

透過檢視傳統及現代尊師態度三組範疇的平均f吏，以及分析量表假

別題目得出的結果發現，現今香港的小學生仍保持導師的觀念，

師態度的表現主要是以尊師認知為主，內涵同時包含了傳統與現代

的尊師精神。兩者的表現差異不大，他們對老師的看法可說是古今

兼融的結果，反映香港的小學生認同尊師的精神，並以現今社會的

角度來演譯傳統價值。相較認知範疇來說，小學生較少透過行為和

情感去直接表達對老師的尊敬。是項結果反映了學童音遍對老師抱

有正面看法，並且尚有空間去發展兩者的良好聽係。

這次研究的結果發蹺，尊師態度與兒童學習態度及社會行為存

在相關。尊師是一種良好的師生路係'也是一種親社會行為，對兒

童自後的學業成就和品德行為發展可能極具深遠的意義。然而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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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與學業成績只在四、五年級呈現顯著相闕，而六年級的數據則

無相關。此發現可解釋為學業成績是受著多方面的因素影響的，例

如，胡勝利(1 996) 、韓仁生(1996)及李帶生(1997)的研究同樣顯示小

學生把課堂成就歸因於多方間的四素，包括努力、策略、運氣等。

尊師的精神也許只能敢發其求學的態度，而非直接影響具體的學習

表現。

研究分析有關背景因素對尊師態度的影響值得討論深究。首先，

研究結果顯示，小學女生比男生更尊敬老師。 Mussen， Conger, Kagan 

和Huston (1 990)指出兒童在社會學習過程中，多以與自己同性的老

師為學習對象。此可解釋本研究在性別上出現尊師態度有差異的結

果。香港的小學老師是女性多於男性，致令女伺學的尊師態度也較

男同學為高。其次，本研究所得資料顯示，高年級學童的導師態度

較低年級者為低，與在天津市進行的研究(余強墓， 1985) 結果相

近。中圈父母著車子女在校的表現，能服從老師說話的便是好孩子，

往往形成小學生的導師行為及態度甚強。但當小學生日趨成長，與

老御的距離拉近時，在朋輩和青少年反叛心態的影響下，進而聞始

質疑傳統價值觀，故此對自市長的尊崇亦減少。研究亦發現成長於雙

親家庭的小學生的尊師態度，較之單親家庭者為高。這現象正好反

映完整家庭對兒童成長的重要性，對人際關係及親社會行為可能造

成影響。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這次研究亦嘗試探究出生地點在導師態

度上的差異，結果顯示中關新來港學童與香港小學生的尊師態度相

似，這反映尊師這優良傳統普遍存在不同地域的中劉社會文化之中，

未囡社會經濟發展或西方思想的衝擊而淡化。

草都是中國文化中倡導及獨有的精神，建墓於學生對老師的尊

敬，似是一種單向的意願。然而，教師的角色一方面既為接受他人

的崇拜，而另一方面亦是一種催化劑:若然老師能多了解學生的需

要，讓學生產生學習的樂趣，那未學生不其然對老師心悅誠服，進

而尊師重道。尊師文化的形成，有賴師生雙方酷的努力和雙向的影

。西方文化倡議較平等的師生關係'雨中關傳統文化導師的美德

透過現今的演譯，相信能同樣對學生產生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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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一個改變的歷程，目的是協助每個學生充分發展自戶，

成為有統整人格、負責任及能實現自我的人。學校在培育及實踐兒

童尊師態度的角色是不容忽視的。學校首要做的是進行課程調適，

使有更多空間發展德育培訓。另外，學校應營造尊師文化，建立友

、和諧及互相信任的師生關係，一方面既可均衡五育發展，同時

亦能培養學生白律守規。冀望在二十一世紀之初，學校能真正做到

「育人」的目標。

教師也應改變傳統的角色及形象，不要再以傳授知識為個人工

作的目標。要知現今已是資訊發達的年代，假如教師仍堅守著只以

「教書 J 為本分，罔顧學生成長的需要，恐怕不能得到學生的接受

與認同。教師不要單以傳統導師標準作為衡量學生的準則，想想要

得到學生尊敬的背後，自己的教學表現、對學生的關心，是否還有

不足呢? <學記〉篇中 「記閑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必也其

聽語乎 o J 又曰: r 學者有的失，教者必知之。知其心，然後能救

其失也」。足見古時對老師之要求甚高，此種專業精神，是值得現

今老師所借鏡的。

尊師態度是兒童成長中一項正面的社會價值取向，社會人士及

大眾傳播媒介亦應有責任協助推動導師運動。除了政府積極舉辦敬

師活動外，其他地區組織或醫體也可致力協辦，好讓青少年在多方

的薰陶下，對老師更為認同。另外，大眾傳播媒介也應對教師的德

吉德行多作報導。相信在社會尊師氣氛日濃下，師生關係更益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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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loration of Respect for Teachers among Hong Kong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Yvonne S. Y. Li and Vicky C. W Tam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d respect for teachers among 550 seni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using a newly developed measurement scal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ed that in general students held respect for their teachers. Such positive 

attitudes were mainly cognitive-based and reflec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

ditional and contemporary cultural conception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respect 

for teachers were found in terms of students' gender, grade level, and family 

background. It was also shown that respect for teachers correlated positively 

with study attitudes, academic peiformance and prosocial behavior, and nega

tively with anti-social behavior. Findings of this study render support to the 

significance of respect for teachers as a virtue to be cultivated among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light of the findings, teachers are urged to reflect on their 

professional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