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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

經營關係之研究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之關

係，採用問卷調查法，以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作為研究對象，共發出 600份問卷，回

收 421份有效問卷，問卷回收可用率為 70.17%。資料處理統計方法採用描述性統計分

析、t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Pearson積差相關及多元逐步迴歸分析。本

研究分析結果分述如下： 

一、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心理契約屬中高程度，以「體察教師使命」最高，「接受學

校期望」最低。 

二、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幸福感屬中高程度，以「樂觀表現」最高，「身心健康」最

低。 

三、臺北市國民小學學校創新經營屬中高程度，以「課程與教學活動創新」最高，

「行政管理與環境創新」最低。 

四、不同「年齡」、「服務年資」之教師知覺心理契約的整體或分層面上有顯著差異。 

五、不同「性別」、「年齡」與「學校規模」之教師知覺教師幸福感的整體或分層面上

有顯著差異。 

六、不同「性別」、「年齡」、「年資」與「學校規模」之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的整體

或分層面有顯著差異。 

七、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呈現中度正相關。 

八、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對學校創新經營具有預測作用。 

 

關鍵詞：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學校創新經營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eachers’ Psychological 

contract, Teachers’ Well-being and School Innovative management in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ipei City 

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eachers’ psychological 
contract, teachers’ well-being and school innovative management in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ipei City.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was applied.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Taipei City were adop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600 questionnaires were sent out. Valid 
questionnaires of 421 were collected. The validity of the responded questionnaires was 70.17%. 
The data was analyzed by using statistic method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ndependent t-test, 
One-way ANOVA, 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d multiple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Elementary schools teachers’ perception of teachers’ psychological contract is above average, 

in which the item “observe the teacher mission” was the highest, and “accept school 
expectations” was the lowest. 

2.Elementary schools teachers’ perception of teachers’ well-being is above average, in which 
the item “positive cognition” was the highest, and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was the 
lowest. 

3.Elementary schools teachers’ perception of school innovative management, in which the item 
“innovation of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was the highest, and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and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was the lowest. 

4.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s teachers’ perception of teachers’ 
psychological contract in terms of age and the length of service of school. 

5.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s teachers’ perception of teachers’ 
well-being in terms of gender, age and the scale of the schools. 

6.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s teachers’ perception of school 
innovative management in terms of gender, age, length of service of school and the scale of 
the schools. 

7.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among the teachers’ psychological contract, teachers’ well-
being, and school innovative management. 

8.Teachers’ psychological contract and teachers’ well-being have a predictive effect on school 
innovative management. 

 

Keywords: Teachers’ Psychological contract, teachers’ Well-being and school innovative 

manage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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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以「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

經營關係之研究」為題，旨在探討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心理契約、教師

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現況。首先進行文獻探討，再以問卷調查法，

分析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的關

係，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 

  本章為緒論，共分五節，第一節說明「研究動機」、第二節提出「研究

目的與待答問題」，第三節為「名詞解釋」，第四節說明「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五節說明「研究方法與步驟」。以下就各節內容分述之。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自教師法、工會法通過後，關注教師權益的組織和團體如雨後春筍般

冒起，如各縣市教師會、教師職業工會及教業產業工會等，教師勞動權益

得到保障，相關組織的成立使得學校內部權力分配產生了微妙的變化，教

師的聲音與意見成為學校改革的主力，以威權領導的校長不復存在，權力

下放成為校長治理學校的另一途徑。因此推論教師的心理狀態理應得到某

程度上的改善與滿足，而這種心理狀態的改變對於學校改革或創新能否有

所影響，將是本研究的主軸。基於此，本研究將以教師心理契約、幸福感

與學校創新經營的關係為題作研究。 

  多數組織與企業的正式員工，皆有正式契約以維持彼此的勞動交換關

係，合理保障教師工作，不但能使教師安心教學，也因之確保學生權益（秦

夢群，2013）。然而，一紙正式契約的簽訂，並不代表員工能全心全意的為

組織服務。學校同為一種正式組織，即使在公立學校，教師權益得到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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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但若學校各種內部與外部因素不能滿足教師的心理條件（如校長領

導行為、學校組織氣氛、學校公共關係等），教師亦難以投入心力，為學校

經營作出努力與貢獻。從霍桑的研究發現，物質的酬賞並非唯一的激勵管

道，員工內心的成就感亦能提升其工作滿足（陳美娟，2006）。質言之，學

校若能兼顧教師經濟上與心理上的契約，滿足其生理與心理上的需要，願

為學校經營作出努力，將為學校發展的一大關鍵（蕭佳純、方斌，2012），

此種無法訴諸文字或呈現，但又確實存在學校與教師彼此間相互的義務期

望，此種無法言喻的工作契約，即是心理契約(Psychological contract) (陳美

娟，2006)。因此欲研究教師心理契約，以瞭解其對學校或教師自身的影響，

此為研究動機之一。 

  如前所述，教師心理上的滿足與需求對學校經營有莫大關係，然而，

當今社會環境的急劇變遷，加以時政不穩，導致教育政策的連續性成疑。

今天不知明日事，教師往往在變化中尋找著求同存異的生存之道，目的僅

僅就是在越趨複雜的教學環境中為學生爭取最好的未來。而希望學生得到

幸福的同時，教師就能得到幸福嗎？2014 年康軒文教基金會對教師進行

「老師幸福嗎」之調查計畫，調查結果發現教師近年壓力不斷上升，而教

師幸福感卻逐漸下降。顯然可見，當前教師勞動權益增加的同時，教師的

社會地位卻也下降，教師已如同普通勞動者般，因此許多研究者開始對教

師幸福感議題進行探究。  

  2012 年 6 月 28 日第 66 屆聯合國大會宣布「追求幸福是人的一項基本

目標，幸福和福祉是全世界人類生活中的普遍目標與期望」，並將 3 月 20

日訂為國際幸福日，由此可見幸福應是全人類應追求的生活目標。吳清山

（2012）指出教育的幸福是建立在學習者、教育人員和家長的心理感受，

只要學習者、教育人員和家長能感受到教育的滿意和快樂，亦即對教育條

件、教育環境、教育歷程和教育結果所感受到的滿意和快樂情形，滿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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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感受愈高表示愈幸福，反之則否。教師的幸福感不僅關係到教師自身

的身心健康，更關係到學生的健康成長、學校乃至社會發展與進步(張沖，

2011)。要言之，教師作為一名教育人員，是否幸福且感到滿意和快樂亦是

整個教育環境的重要因素。此為研究動機之二。 

  然而，有效教育的實踐並非單靠教師一己之力能完成，學校領導及相

關人員皆有所責，近年興起的各種教學方法與教育領導理論成為教育改革

者所研究的重要議題，如翻轉教育、科技領導、學習領導等，這些議題成

為教育改革與創新的利器。從上世紀 90 年代教改以降，臺灣的教育問題與

爭拗不斷，少子化導致生源減少，十二年國教亂象等問題，使得學校在經

營上面臨著招生、教學及升學等壓力，抱陳守舊的學校難以生存於亂世中。

受到世界各國強調教育績效責任的趨勢影響，在學校創新經營之發展中，

重視學生學習成效、提升教師教學效能、落實教育服務品質，才能使得學

校在快速變遷的社會中能不斷永續經營發展（黃建翔，2012）。新世紀的學

校經營，要走出傳統，開闢更寬廣的發展空間，應有創新的經營策略（湯

志民，2008）。因此如何透過各種創新方法以利學校經營，乃是教育研究的

重中之重，也是學校改革的時代趨勢，作為本研究動機三。 

  綜上所述，教師權利得到提高，使得教師對學校的經營決策影響力大

增，而這種學校權力的改變，加以社會環境的轉變，必定對教師的心理狀

況有所影響，因此本研究除欲了解教師心理契約與教師幸福感各自狀況外 

，也試圖瞭解其之間存在何種及多少關聯。同時，縱觀臺灣社會對教育事

業的氛圍，即使人們對教育改革的呼聲高漲，但傳統儒家思想與升學主義

仍籠罩著教育現場，教師就在此種傳統與改革的角力中磨心，教師如何在

這種壓力下成為改變教育的先驅，因此教師心理契約與教師幸福感對學校

創新經營又有何種程度之預測力亦為本研究的重點。 

  總結上述因素，故本研究將以教師心理契約、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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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為題，以期找出相互關係及影響因素，作為學校及教育領導者之政

策與領導之參考。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依上述之研究動機，本節具體說明研究目的，並提出待答問題。茲分

述如下： 

壹、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旨在探討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及

學校創新經營之現況與三變項間之關聯性，本研究有五項研究目的，茲

分述如下： 

一、瞭解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現

況。 

二、比較不同背景變項（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擔任職務、服務年資、

學校規模）之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

經營之差異情形。 

三、探討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相

關程度。 

四、探討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對學校創新經營之預

測力。 

五、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供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國民小學校長、國民

小學教師以及後續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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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待答問題 

  綜合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本研究欲瞭解與分析探討之問題有四項，

茲分述如下： 

一、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現況為

何？ 

二、不同背景變項之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

新經營是否有顯著差異？ 

三、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之間是否

有顯著相關？ 

四、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對學校創新經營是否有顯

著預測力？ 

第三節 名詞釋義 

  為使本研究之探討範圍與內容更為明確，在重要名詞之意義上更為清

晰，茲將本研究主要變項之名詞包括「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以

及「學校創新經營」定義如下： 

壹、教師心理契約 

  本研究將教師心理契約定義為：教師在其心理層面上感知學校（校長）

的作風，據此在其心理層面上認為應該承擔的義務及責任，以作為回應學

校之行為態度的主要依據。 

  本研究採用蔡韻瓊（2008）所編製的「教師心理契約量表」，教師心理

契約分為四個層面，包括「接受學校期望」、「符合教師形象」、「體察教師

使命」與「體現教育愛」。就操作型定義而言，教師心理契約係指受試者在

「教師心理契約量表」之各項得分加總，教師心理契約問卷加總得分越高，

表示教師心理契約的程度越高，反之則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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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師幸福感 

  本研究所指的教師幸福感係指教師個人擁有正向情緒，在職場上及生

活中能感到滿意之主觀感受。 

  本研究採用鐘偉晉（2008）編製的「教師幸福感量表」，教師幸福感分

為五個層面，包含「樂觀表現」、「身心健康」、「生活滿意」與「工作成就」、

「人際關係」。就操作型定義而言，教師幸福感係以受試者在「教師幸福感

量表」之各項得分加總，教師幸福感問卷加總得分越高，表示教師幸福感

之感受越佳，反之則越低。 

參、學校創新經營 

  本研究所指的學校創新經營係指為因應外在環境變遷與滿足學校內

在需求，為提升學校效能，以系統化的策略在學校經營的作法上進行改變

與創新，以創造學校經營特色並提升競爭力，使學校永續經營之動態歷程。 

  本研究採用黃以喬（2013）編製的「學校創新經營量表」，學校創新經

營分為、「行政管理與環境創新」、「課程與教學活動創新」與「外部資源創

新」等三大層面。就操作型定義而言，學校創新經營係以受試者在「學校

創新經營量表」之各項得分加總，學校創新經營量表加總得分越高，表示

學校創新經營之表現越佳，反則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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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本研究旨在瞭解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

新經營關係之研究，依據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將研究範圍界定如下： 

一、研究地區方面 

  本研究調查之地區以臺北市公立國民小學為研究範圍。 

二、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調查之對象為 104 學年度臺北市公立國民小學之教師，包括兼

行政職務之教師、科任教師與導師，但不包含代理代課教師。 

三、研究內容方面 

  本研究旨在探討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

新經營關係之研究，故將研究內容分為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與學校

創新經營等，分述如下： 

（一）教師心理契約：包含「接受學校期望」、「符合教師形象」、「體察

教師使命」與「體現教育愛」等四層面。 

（二）教師幸福感：包含「生活滿意」、「工作成就」、「家庭關係」、「身

心健康」與「人際關係」等五層面。 

（三）學校創新經營：包含「行政管理創新」、「課程教學創新」、「知識

分享創新」、「外部關係創新」與「資訊科技創新」等五層面。 

四、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為文獻分析法與問卷調查法，透過量化分析，探討

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關係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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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限制 

一、就研究推論而言 

  本研究對象僅限於臺北市公立國民小學教師，研究結果僅以範圍內之

國民小學教師為限，因此研究僅能反映部分結果，難以推論至私立學校及

其他地區或各級各類學校之教師，故解釋力有限，不宜過度推論。 

二、就研究方法而言 

  本研究採用量化研究方法，以問卷調查法進行研究，受試者問卷填答

時，可能會受社會期許、個人主觀認知、主觀判斷、防衛作用等主客觀因

素影響，無法與實際表現完全相符而產生誤差及不符實際之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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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節主要針對本研究所採用之研究方法與研究步驟進行說明，分述如下： 

壹、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主要係採用問卷調查，依據研究目的與待答問

題，蒐集有關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相關文獻資

料與實證研究資料，並藉由問卷調查法，將分析調查結果藉由描述性統

計分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與 T 考驗、皮爾森積差

相關與多元逐步回歸等分析方法，瞭解臺北市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

感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現況與差異情形，作為本研究之結論與具體建議之

依據。 

貳、研究步驟 

一、擬訂研究計畫與架構 

  蒐集國內外相關文獻並與指導教授討論後，擬訂「教師心理契約、教

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關係之研究」為研究主題，確定研究動機、研究

目的與待答問題，透過研究方法與步驟之擬訂，以形成研究架構。 

二、蒐集並整理文獻資料 

  透過線上資料庫、圖書館、相關期刊、書籍與研究論文等，搜尋教師

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相關文獻資料。透過國內外相關

文獻進行分析與歸納，形成本研究理論基礎之依據。 

三、選用研究工具 

  依據文獻探討所歸納統整出的定義、構面，選用國內學者編制的問卷

作為調查研究對象有關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研究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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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施問卷調查 

  選擇研究地區與研究對象，依據研究地區之學校背景，採分層隨機抽

樣與簡單隨機抽驗兩種方式抽取研究樣本，採用親送、郵寄等方式，進行

研究調查。 

五、分析調查結果 

  將問卷調查所回收之資料，進行分類、整理、編碼與登錄，並利用統

計套裝軟體 SPSS 進行統計分析。 

六、撰寫研究報告 

  依據文獻分析所歸納之理論、研究結果以及問卷調查所得之統計結果，

對本研究提出之待答問題與假設，進行分析、比較與解釋，並且以相關實

證研究支持本研究之論點，最後作出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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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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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旨在探討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之意涵、理

論及相關研究。全章共四節，第一節探討「心理契約」的理論與相關研究，

第二節為探討「教師幸福感」的理論與相關研究，第三節為探討「學校創

新經營」的理論與相關研究，第四節則針對「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

與「學校創新經營」三變項探討其相互關係。茲將內容分述如下： 

第一節 教師心理契約之理論與相關研究 

壹、心理契約之意涵 

  心理契約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20 世紀初學者 Mayo 所進行的「霍桑實

驗」(Hawthorne study)，霍桑實驗主要在研究廠房照明度的改善是否能提升

員工生產量，希望藉由物質因素的改善（如調整工作時間或環境的舒適），

而達到最高生產效率，但研究發現廠房照明度的增強或減弱對於員工生產

率並無顯著之影響（秦夢群，2013b）。經過對員工的深入訪談，發現員工

提高生產率的原因是來自員工心理性因素的影響，如員工是否受組織的重

視或具有歸屬感等因素（蔡韻瓊，2008），「霍桑理論」推翻當時科學管理

學派的理性主張，強調對員工的尊重及聽取意見，更能使員工提高生產量。 

  心理契約一詞最早是由學者 Argyris(1960)在「理解組織行為」

(Understanding Organizational Behavior)一書中所提出，Argyris 將兩間工廠

的員工及領班作為研究樣本，研究發現領班瞭解到在生產的過程中，員工

在其領導下能達到最佳生產量，乃因員工認同領班的領導行為，故使用「心

理工作契約」(Psychological work contract)一詞描述員工及領班之間所形成

的關係(Neil & Rene, 1998)。Argyris 認為若組織沒有太過干預員工的團體

規範，員工會以提高生產水平作為回報並且尊重組織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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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心理契約的第一個明確的特徵出現，即是雙方滿足彼此需求，

交換有形、具體的經濟資源為主(Jacqueline & Parzefall, 2008)，並正式將一

般契約與心理契約進行區別（陳美娟，2006），使心理契約成為組織行為學

的專有名詞，但由於 Argyris 所提出來的心理契約一詞僅作為敘述員工及

管理者之間關係之術語，尚未提出清楚概念及說明，因此無法作為理論的

依據（王南琳，2003）。 

  及至 1962 年，Levinson 根據 Argyris 的研究，將心理契約提出具體的

概念，其認為心理契約係指員工和雇主之間一種具隱匿性且不可言喻的期

望，係員工與雇主除正式契約外所發展出來的不成文契約，並認為此種相

互期望是無法表述的相互依存關係(Neil & Rene, 1998)。員工是否滿足組織

的需求乃植基於組織是否滿足員工的期待，兩者之間對彼此具有強烈的期

待，且此種相互期待也成為員工及組織間維持關係的主要動機(Jacqueline 

& Parzefall, 2008)。 

  Schein(1980)根據 Argyris 與 Levinson 對心理契約之研究，認為心理契

約存在於組織及成員間彼此相互期望的不成文的契約，且心理契約具有個

人及組織兩個層面(Neil & Rene, 1998)。這些期望包含有形的經濟性期望，

如薪資、福利，亦有可能是無形的工作滿意、工作安全等（蔡秀琴，2006）。

Schein 認為即使心理契約是無法言喻的不成文契約，但仍是組織行為中的

重要測量工具(Neil & Rene, 1998)。 

  早期 Argyris(1960)、Levinson(1962)與 Schein(1980)等學者對心理契約

是強調個人與組織間相互期望。及至 1989 年，Rousseau 認為心理契約的

研究動機即是「要讓員工說話」，因而提出以員工為主觀認定的心理契約定

義（陳美娟，2006），強調心理契約應由員工及雇主雙方的層級轉變為員工

個人層級（蔡秀琴，2006），並說明心理契約是一種員工對於自身與組織交

換關係中所擁有的信念(Belief)及義務(Obligation)，雙方彼此相信對方會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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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互惠條件，此種條件是雙方關係間一種相互的義務(Rousseau, 1990)，意

即心理契約是指個人對自身與組織間交換關係的信念及義務，在雇主及員

工的關係下，個體對於相互義務的知覺，且強調心理契約是員工個人的知

覺，聚焦在個人層次之研究，且每位員工對心理契約認知並不相同(張喬惠，

2014；靳國芬，2010)。因此，心理契約已從過去員工與組織間相互期望轉

而聚焦於「員工個人義務」之層次(Rousseau, 1990)，個人對另一方應盡義

務的認知。此種義務是不成文、單方且具有高度主觀性的認知，為員工本

身對於自身與組織義務的認知知覺（林美珠，2014；張喬惠，2014）。 

  Robinson 與 Rousseau(1994)認為心理契約係指個體和對方互惠交換協

議及約定的信念，即個體與組織信任彼此會遵守雙方關係與執行應盡之義

務（何建文，2010），並將過去心理契約所強調的「期望」轉換為「義務」，

強調個人對另一方應盡義務之認知。 

  Guest(2002)將心理契約定義為員工對組織心理層次介入的情形。員工

對於組織願意貢獻及保持對組織的忠誠，但相對會要求組織給予非經濟性

的報酬，例如工作安全、工作滿意與尊重支持等。因此，組織必須兼顧員

工經濟與非經濟性的期望，確保員工工作績效及繼續留任等的意願。因此，

心理契約乃建立在雙方互惠的交易關係上，組織提供員工實質或心理上的

利益，員工則對組織貢獻其努力與忠誠（張喬惠，2014；靳國芬，2010）。

王海威與劉元芳（2008）認為心理契約係指員工與組織的相互關係中，與

經濟契約相對應的一種隱含的、非正式的、未公開說明的相互期望與理解，

包括成就、工作安全感、職業培訓、補償及職業發展等。 

  心理契約亦為契約的一種形式，但相較於一般契約，心理契約具有相

互承諾與互惠的概念存在，當員工認為他們有責任去表現的同時也相信組

織會向他們承擔義務，即員工及雇主的心理契約(Rousseau, 1990)。相較於

早期對心理契約的研究，Rousseau 使用個人認知層面來探討心理契約，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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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心理契約是相互具有義務而非彼此的期望，因為期望屬於內隱不可見，

而義務則是外顯可見的（陳美娟，2006）。 

  此一定義雖然背離了學者 Schein 等人對心理契約雙向、隱含之互惠協

議的初衷，但 Rousseau 等人所提出的定義對實證研究而言較明確且易於操

作（陳美娟，2006），因此廣為研究者採納，使心理契約 1994 年後也正式

進入實證研究階段（靳國芬，2010）。 

  而在教育上，對心理契約的定義，蔡秀琴（2006）認為心理契約係指

行政人員在其心理層面上認為學校應該做到的義務，並主觀評定學校執行

這些義務之程度，以作為回應學校的行為態度之依據，心理契約受個人主

觀認知之影響，隨時間、境況而演化，並在心理上與對方反覆磋商。 

  陳美娟（2006）則將心理契約定義為組織及員工在動態關聯下，一組

構成主觀認定的責任與義務關係，表現於契約的正向及負向情感都與組織

以及人員的行為態度有關。在教育上組織和教職人員（代表員工）應承擔

的責任與義務的內容，含維護教育專業、促進組織興革及認同組織發展。 

  蔡韻瓊（2008）指出教師心理契約係指在其心理層面上感知學校(以校

長為代表)的作風，據此在心理層面認為應該承擔的義務和責任。 

  陳其樑（2009）認為心理契約係教師相信學校（校長）會遵循雙方彼

此關係的內容，而且在其個人心理的層面上認為學校（校長）應履行的義

務，以及教師知覺到學校(校長)對於心理契約的履行程度，作為教師回應

學校其工作行為、態度之依據。 

  何建文（2010）則將心理契約定義為教師相信學校會遵守彼此關係的

內容，並認為學校應該做到的任務，以及教師實際上所認知到學校對這些

義務的執行程度，兩方面的差距情形或實現行情形，以作為教師回應學校

行為態度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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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群楷（2013）提出心理契約是指學校行政單位與教師之間互惠承諾

以及互為義務的一系列信念，學校行政單位了解並願意滿足教師對學校的

期望，而教師也願意為學校奉獻心力。 

  自 Argyris 提出心理契約一詞後，許多學者相繼投入心理契約的研究，

但各家學者對心理契約定義及看法迄今仍有許多分歧。臺灣研究心理契約

的學者對於心理契約之定義大多植基於海外學者的基礎上，學者大致上認

為心理契約是存在勞雇之間的一種對對方權利義務互惠情形的心智模式，

員工心理契約的建立是依據員工個人相信組織會履行應完成的義務，以及

員工知覺到組織對心理契約的履行程度，作為回應組織工作行為與態度之

依據（陳其樑，2009）。根據相關文獻回顧，茲將學者對心理契約的定義彙

整如下表 2-1： 

表 2-1 
心理契約定義彙整表 
研究者 年代 心理契約之定義 
Argyris 1960 心理工作契約(Psychological work contract)指領班瞭

解到在生產的過程中，員工在其領導下能達到最佳生

產量，乃因員工認同領班的領導行為。 
Levinson 1962 為員工和雇主間隱匿且不可言喻的相互期，係員工與

雇主間除正式契約外所發展出來的不成文契約，並認

為此種相互期望是無法表述的相互依存關係。 
Kotter 1973 心理契約係指勞雇關係中隱含的契約，是勞雇雙方對

彼此應盡權利義務之期望。 
Schein 1980 為組織與員工間彼此相互的期望，所形成的一種不成

文的契約。 
Rousseau 1990 心理契約為員工對於自身與組織交換關係中所擁有

的信念及義務，雙方彼此相信對方會遵循互惠條件，

且此種條件是雙方關係間一種相互的義務。 
Rousseau 與

Parks 
1993 心理契約為組織及員工間不可言喻、非正式、不成文

且具暗示性存在的關係。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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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續） 
心理契約定義彙整表 
研究者 年代 心理契約之定義 
Rousseau 與

Greller 
1994 心理契約係關於個人與他人團體間交換協定與事項

的個人信念。 
Rousseau 與 
Robinson 

1994 組織成員對外顯(如員工貢獻)及內隱(如組織提供誘

因)之間交換關係之相互承諾、理解與對彼此的認知。 
陳美娟 2006 心理契約定義為組織與員工在動態關聯下，一組構成

主觀認定的責任與義務關係，表現於契約正向與負向

情感都與組織與員工的行為或態度有關。 
蔡秀琴 2006 心理契約係指行政人員在其心理層面上認為學校應

該做到的義務，並主觀評定學校執行這些義務的程

度，以作為回應學校的行為態度之依據，並受個人主

觀認知的影響，隨時間、境況而演化。 
王海威與 
劉元芳 

2008 係指員工與組織相互關係中，與經濟契約相對應的一

種隱含的、非正式的、未公開說明的相互期望與，包

括成就、工作安全感、職業培訓、補償及職業發展等。 
蔡韻瓊  2008 係指在其心理層面上感知學校(以校長為代表)的作

風，據此在心理層面認為應承擔的義務和責任。 
陳其樑 2009 教師相信學校(校長)會遵循雙方彼此關係的內容，而

且在其個人心理的層面上認為學校(校長)應履行的義

務，以及教師知覺到學校(校長)對心理契約的履行程

度，作為回應學校其工作行為、態度之依據。 
何建文 2010 係指教師在其心理層面上認為學校應該做到的支持，

並主觀評定學校執行這些支持的程度，以作為回應學

校的行為態度之依據。 
靳國芬 2010 係存在於員工和組織間相互期望認知，當個人相信對

方對於未來的回報立下允諾，而他也願意付出貢獻，

因此形成個人對雙方權利義務交換協定的主觀認知

與信念，此契約型態影響甚至超越紙本契約的力量。 
鄭群楷 2013 指學校行政單位與教師之間互惠承諾以及互為義務

的一系列信念，學校行政單位了解並願意滿足教師對

學校的期望，而教師也願意為學校奉獻心力。 
林美珠 2014 勞雇關係中，組織與個人基於雙方彼此的需求，交換

彼此的資源與能力，進而發展出雙方的關係 
張喬惠 2014 係指員工對於自身與組織交換關係中所擁有的信念

與義務，意即心理契約是一種信念，這個信念是個體

對於另一方所給予的彼此互惠條件之認知與解釋，而

這個互惠條件就是雇用關係中的相互義務。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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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現有的文獻中發現心理契約在組織行為學中意義的演變，研究指出

心理契約聚焦在以員工個體為主的觀點，並將心理契約分為員工的義務

（即工作滿意）與組織的義務（即組織承諾）兩層面來進行研究探討。心

理契約是具有自我實現的預言力量：能夠自己創造未來。廣泛的心理契約

目標為在同等的條件下，使組織（雇主）與個人（員工）產生更多效能 

(Rousseau, 1990)。 

  綜合海內外學者之觀點，本研究將教師心理契約定義為教師在其心理

層面上感知學校（校長）的作風，據此在心理層面上認為其應該承擔的義

務及責任，以作為回應學校之行為態度的主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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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心理契約的形成 

一、Rousseau 心理契約模型 

（一）心理契約三階段模型 

  心智模式模型的創建與個人如何形成心理契約，將關注在獨立的兩個

團體：員工與組織（雇主）。Rousseau(1995)認為心理契約是從組織或社會

環境與個人內在解釋之外部訊息與社會因素所建構而成。當個體接受到

訊息後，訊息會受到個人特徵而產生出不同的編碼，且個人傾向性會影響

內在訊息編碼，之後受社會因素影響其解碼，最後才形成個人的心理契約

（靳國芬，2010；蔡秀琴，2006）。將個體建立心理契約的模式如圖 2-1 所

表示，其中： 

1.外部因素 

(1)訊息 

(2)社會因素：在此係指從同事或工作團隊所獲取的訊息。在契約建

立過程中會發揮三種作用，包含契約形成時提供訊息、傳遞社會

壓力來確認其對團隊的理解與塑造個人對組織之行動的解釋。在

這個模式中，社會因素會發揮兩次作用，作為訊息的內容與組織

訊息的一部分。 

2.編碼：編碼訊息表示個體用來解釋組織行為所承諾之過程。 

3.外部因素：個人的特性或個人的傾向會對訊息如何被編碼使用而有

影響。 

4.解碼：解碼反映出人們對於行為標準的判斷，其必須滿足個體與組

織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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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Rousseau 個體建立心理契約之模型 
資料來源：修改自 Psychological contracts in organizations: 
Understanding written and unwritten agreements (P.33), by Rousseau, D. 
M., 1995, London: SAGE. 

 

  因此，心理契約係根據其個人對組織、工作團隊與個體動機所提供之

訊息，此種契約是由個人層面與組織層面兩部分所組合而成，為契約持有

者個人對契約的解釋，也因個人層面使得每一份心理契約都具有獨立性。  

（二）心理契約四階段模型 

  早期心理契約的前提及模式建構較少被關注研究，直到過去十年，許

多研究人員開始關注心理契約的形成、結果以及相關反應。Rousseau(2001)

接續提出心理契約四階段式模型，說明在就業前、人員招募、早期社會化

與晚期經驗四個動態歷程，所形成的心理契約模式，如圖 2-2 所示。 

  「就業前階段」係指員工在受到聘用之前，員工個人會有一套基於學

習或經驗所累積的抽象價值觀，即所謂的「輪廓」(Schema)，個體必須透

過各方訊息的整合，以進一步瞭解新建立的聘僱關係。「人員招募階段」則

是組織與個人雙方互相權利義務關係之溝通，並使雙方各自承諾能有所理

解在人員招募階段，能夠使員工與雇主雙方了解彼此的承諾。在「早期社

會化階段」員工個體會繼續蒐集新的資訊，並將所蒐集的資訊進行比較分

析，若分析後員工發現矛盾，則會使員工對於組織的信任降低，此階段能

個人心理契約之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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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個人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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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提供雇傭關係相互承諾之訊息。至「晚期經驗階段」，員工將承擔更

多的責任、自我實現。因此其個人的心理契約會時常變動，若組織為對其

有所重視，未能實現其心理契約的具體內容，則會使員工心理契約出現違

背情形（陳美娟，2006） 。      

  心理契約為個人與組織間交換協議，其中涵蓋個體之主觀信仰。

(Rousseau,1995)。在就業前階段之信念與早期社會化階段之經驗能夠型

塑出心理契約模式，並透過心理研究之模式、承諾與在人際關係上的知

覺準確性來更理解心理契約。此研究結果在於能夠提供心理契約理論的

核心要素，並且說明心理契約的形成過程。

 

圖 2-2 Rousseau 心理契約四階段模型 
資料來源：修改自’’ Schema, promise and mutuality: The building blocks of 
the psychological contract ’’ , by D. M. Rousseau, 2001,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74, P.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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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Guest 的心理契約模型 

  1998 年，學者 Guest 認為必須根據原因、內容與結論三向度來發展心

理契約理論，為初步心理契約理論架構之建立，如圖 2-3。 

  大部分心理契約之相關研究都聚焦在期望與義務兩層面，且將契約喻

為輸入性質的契約，並指出組織或個人雙方都會廣泛受到社會規範及期望

之影響。Guest 則從不同角度切入心理契約，其認為應著重於心理契約的

組成狀態，由原因、內容與結果等三個部分所構成，強調「相信彼此承諾」

與「公平的交易」之重要性；特別的是，其所建立的心理契約模式，偏離

過去文獻中常使用的心理契約維度來進行探討，所發展之心理契約模型最

後部份聚焦在契約結果，並從員工的觀點來建構心理契約，發展出心理契

約初步模型概念圖(Guest,1998)。 

 
圖 2-3 Guest 心理契約模式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Is the psychological contract worth taking seriously?’’ by 
D. E. Guest,1998,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 P.661. 

   而後，Guest(2004)進一步在現有的文獻下，發展出心理契約雇傭關係

的架構，透過傳統雇傭關係系統框架下，探索心理契約之性質，以發展出

心理契約雇傭關係之架構，如下圖 2-4。此心理契約的架構模型目的在提

供一種大範圍分析探索雇傭關係，透過此概念性的架構，在此背景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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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傭關係，而其中心理契約更能聚焦在分析員工與組織行為兩大重要層面。 

  從模型中可看出，Guest 以組織及個人作為分析背景，提出具有相互

關聯性的模型架構，組織文化會影響心理契約的內容，而心理契約的履行

也會影響員工的行為態度，其中最重要關鍵在於雙方的信任、公平的態度

與訊息傳達。透過心理契約模型架構能解釋影響組織中成員心理契約的因

素，除了個人知覺外，還包含外在政策之影響，而非僅是個人感受而已（陳

美娟，2006）。 

 
 圖 2-4 Guest 心理契約雇傭關係架構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 The Psychology of the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Psychological Contract. by D. E. Guest, 2004, Applied Psychology, 54(4), 
P.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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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理契約的構面與類型 
  心理契約是關於個人對於相互義務的信仰，當這種信仰成為契約時，

係指員工認為其虧欠雇主一定的貢獻，如工作努力、忠誠度、犧牲等，並

藉以換取高薪或工作保障等誘因(Rousseau, 1990)。因此心理契約是種複雜

又主觀的心理結構（林美珠，2014），其涵蓋許多因素，各家學派對於心理

契約之內涵眾說紛紜。1990 年代迄今，學者們對於心理契約之內涵構面分

類多達十餘種，並無一共識，茲將心理契約的構面，分述如下： 

一、交易型契約與關係型契約 

  Macneil(1985)將心理契約概念化，分為交易型契約及關係型契約兩個

維度，並說明心理契約為連續構面，一端為交易型契約(Transactional 

Contract)，另一端為關係型契約(Relational Contract)(Macneil,1985; Rousseau, 

2000)。 

  交易型契約(Transactional Contract)係指員工與組織在特定且有限的時

間內組織承諾提供貨幣報酬或貨幣交換，建立在經濟性交換為基礎的契約。

交易型契約通常存在高度不穩定且流通性高的企業（張喬惠，2014），包含

雇用具有專業特定能力的人員，如科技公司或臨時就業機構等，以滿足組

織目前的需求。其具有競爭性的薪資、缺乏組織承諾、封閉與靜態等特性

(Jacqueline & Parzefall, 2008; Rousseau, 1990)。 

  關係型契約(Relational Contract)係指員工及組織間情感的互動，以社會

情感為交換基礎，並沒有特定的協議方式來建立與維持長期的關係，包含

經濟性與非經濟性的交換，例如勤奮、工作努力、工作安全與忠誠等，相

較於交易型契約而言，關係型契約具有動態、開放與不確定等特性存在

(Jacqueline & Parzefall, 2008; Rousseau, 1990)。由於忠誠度及穩定性不易具

體化且內容範圍廣泛，因此不確定性的程度也相對較高，雖屬長期的契約

關係，但同時也缺乏完善的績效評估標準（張喬惠，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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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目前以服務導向為主的時代，為使組織更具有競爭優勢，開始注重

具有價值導向的文化，這些組織的特徵在於其具有穩定性及內部晉升機會

等，使員工感受到組織實質的組織承諾，例如使用長期聘僱來換取忠誠、

組織文化及企業價值(Cook & Rousseau, 1988 ; Rousseau, 1990)。 

  Rousseau與 Park(1993)提出五項維度來說明此一連續構面，包含焦點、

穩定性、有形性、範圍與時限。Rousseau(1995)更進一步以七項維度分析心

理契約的組成，分別為焦點、內容、時限、穩定度、涵蓋範圍與具體程度

等，由下表 2-2 說明交易型契約與關係型契約之間特徵比較。 

表 2-2 
交易型契約與關係型契約特徵比較表 
 交易型契約 關係型契約 
焦點 經濟性、外在的 經濟性與非經濟性、內在的 
內容 局部性 全面性 
時限 封閉性、具體性 開放性、抽象性 
穩定度 靜態 動態 
涵蓋範圍 特定範圍 廣泛 
具體程度 公開、清晰可見 主觀、模糊不可見 
資料來源：” New hire perceptions of their own and their employer's 
obligations: A study of psychological contracts” by Rousseau, 1995,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1, 390. 

二、Rousseau 2x2 型態心理契約 

  關係型契約與交易型契約兩種契約類型維契約關係內最基本的組成

元素。然而，認為若要充分地去瞭解現代雇傭關係之契約，必須考慮到交

易型契約與關係型契約兩個主要契約類型中，相互連結之特點，即是時間

架構(契約期限)與績效要求。契約期限（時間架構）係指在僱傭關係中所持

續的時間，有短期或長期，而績效要求則表示是具體明確（清晰）或非具

體明確性（模糊）（Rousseau, 1995)。 

  Rousseau(1995)根據員工與組織間契約期限的長短與績效是否具體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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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界定之兩面向，發展出四種契約型態，包含交易型契約(Transactional 

contract)、關係型契約(Rational contract)、均衡型契約(Balanced contract)與

過渡型契約(Transitional contract)等四種類型(Rousseau, 2000)。依組織對員

工績效要求描述的程度分為「具體明確性」與「非具體明確性」 及聘僱時

間的長短，形成四種心理契約架構類型，如下圖 2-5 所示： 

 
圖 2-5 Rousseau2x2 個體建立心理契約模型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 Psychological contracts in organizations: Understanding 
written and unwritten agreements (P.33), by Rousseau, D. M., 1995, London : 
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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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發展而來，員工願意長期對組織忠誠與投入情感；「均衡型契約」

(Balanced contract)則是交易型契約與關係型契約的結合，組織提供良好的

生涯發展條件，員工願意貢獻其努力，屬於長期且任務明確的雇傭關係，

是彼此獲利的組織型態，是四種型態中最好的契約類型；「過渡型契約」

(Transitional contract)則會在組織變動與變革中出現，組織無法提供承諾給

員工，員工處在高度不確定性且高流動性的組織環境中，屬於心理契約過

渡期，此階段最容易發生組織與員工間的衝突(Rousseau, 1995 ; Rousseau, 

2000 ; 陳美娟，2006)。 

  而後 Rousseau(2000)更進一步進行實證研究，將四種心理契約類型細

分出概念性並評價組織與員工在心理契約的關聯，說明員工與雇主共同面

對內外部不同生態環境時，雙方對於各自責任與義務的分析 (Rousseau, 

2000 ; 林美珠，2006)，發展出如圖 2-6 之心理契約評價關係圖，分述如

下： 

（一）「關係型契約」(Rational contract)的特徵 

1.忠誠度(Loyalty)：指員工有義務要支持組織，在組織有需要的時 

候必須展現忠誠與承諾，並成為組織的良好公民；雇主則會承諾 

員工及家屬各種福利需求與利益的滿足。 

2.穩定性(Stability)：指員工有義務要為組織做到一定標準及遵守規 

範以繼續留在公司；而雇主則必須致力於提供穩定的薪資、福利 

與長期的聘僱。 

（二）「交易型契約」(Transactional contract)的特徵 

1.狹隘的(Narrow)：指員工根據薪資來做多少事，其義務僅執行固

定有限的工作或責任；雇主則僅給予有限的雇用時限，不須承擔

員工生涯發展規劃與提供教育訓練。 

2.短期的(Short-term)：指員工沒有義務要繼續留在公司，僅在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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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聘僱期限內工作；而雇主只在特定有限的期限內提供工作機

會，並無義務對未來提供承諾。 

（三）「均衡型契約」(Balanced contract)的特徵 

1.外部就業機會(External employability)：意指在外部勞動市場的職

業發展。員工有義務發展出符合市場需求的能力與技術；而雇主

則須致力於提升員工的就業競爭力。 

2.內部晉升機會(Internal advancement)：係指內部勞動市場的職業

發展機會。員工有義務須提升工作技能；而雇主必須承諾提供員

工公司內部晉升發展機會。 

3.動態工作表現(Dynamic performance)：指員工有義務成功的完成

工作中新的任務挑戰，並且為公司保持競爭力，以應付不斷變化

的環境；雇主則必須幫助員工持續學習及協助員工完成更困難的

工作任務。 

（四）「過渡型契約」(Transitional contract)的特徵 

1.不信任(Mistrust)：指員工與組織不信任彼此。員工認為公司會傳

遞意圖不明確與不真實的訊息；而雇主則對員工隱瞞重要資訊。 

2.不確定(Uncertainty)：指員工與雇主雙方對於彼此的承諾，包含

未來發展與工作績效等都是具不確定性的。 

3.耗損(Erosion)：係指員工認為與過去相比，組織提供的報酬日益

下滑，且組織制訂了減少員工薪資與福利之計畫，相較過去的工

作生活品質而言是具有耗損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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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Rousseau 心理契約評價關係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 Rousseau, D. M. (2000). Psychological contract inventory 
technical report. Carnegie-Mellon University. Retrieved from    
http://www.andrew.cmu.edu/user/rousseau/0_reports/PCI.pdf 

三、外在契約與內在契約 

  Kickul、Lester 與 Finkl(2002)透過對 246 位在職進修 MBA 的員工進行

研究，研究對象 49%為男性，51%為女性，平均年齡 33 歲，且超過 31%的

研究對象為主管階級。研究發現 11 項組織責任，包含彈性工作時間、具競

爭力的薪資、工作環境安全、獎金福利、自由決策、控制權、參與權、具

挑戰性的工作任務、未來發展機會與組織的支持（陳加洲、凌文輇、方俐

洛，2003）。   

  利用這 11 項組織責任進行因素分析，研究發現存在「外在契約

(Extrinsic contract)」與「內在契約(Intrinsic contract)」兩種因素，並透過驗

證性因素分析確定兩項因素具有獨立性。(Kickul, Lester & Finkl, 2002)。「外

在契約」係指組織對員工工作任務完成的承諾，包含給予員工彈性的工作

時間、安全的工作環境、薪資與獎金福利等，而「內在契約」則是表示組

不確定 
 

動態 

工作表現 

耗損 
不信任 

交易型契約 關係型契約 

均衡型契約 

過渡型契約 

短期 

狹隘 

忠誠度 

穩定性 



 

30 
 

織對員工工作任務性質所給予的相關承諾，則包含自由決策、自由參與、

具未來發展機會、組織提供支持與挑戰性的工作任務等（陳加洲等，2003）。 

四、Rousseau 與 Tijorimala 三維型態心理契約 

  Rousseau 與 Tijorimala(1999)進行實證研究，認為心理契約係由「交易

型契約」(Transactional contract)、「關係型契約」(Rational contract)與「團體

成員契約」(Teamplayer contract)三種維度所構成。其中，交易型契約指組

織提供經濟與福利，而員工則承擔工作任務的責任與義務；關係型契約則

係指員工與組織彼此長期的穩定關係，並共同創造組織未來發展；團體成

員契約則指出員工及組織注重人際關係的良好互動與相互支持；而員工的

義務包含接受工作任務、最少在組織中待兩年、專業表現、遵守組織規範、

團結合作、發展工作技能與保護公司機密等(Rousseau & Tijorimala, 1999 ; 

Thomas & Anderson, 1998；陳美娟，2006)。 

五、Shapiro 與 Kessler 三維型態心理契約 

  Shapiro 與 Kessler(2000)在 1996 年於英國南部分別進行兩次調查，第

一次調查對象為管理者，以評估管理者的義務及用管理者的角度來瞭解心

理契約；第二次調查對象為員工，以員工的角度來評估心理契約。研究發

現心理契約有 9 項責任，包含長期的工作保障、良好的職業發展、工作培

訓、知識技能的培訓、組織的支持、符合生活水準的薪資、報酬與工作責

任相符、與同業員工要有相同的薪資與福利等組織責任（陳美娟，2006）。 

  此研究選出 703 名管理者與 6,593 名員工做為樣本來進行因素分析，

研究發現心理契約存在三項因素，包含「交易責任」、「關係責任」與「培

訓責任」(Shapiro & Kessler, 2000)。相較於過去學者認為雇主的義務在於交

易型責任與關係型責任兩種因素，研究發現第三因素培訓責任的存在。過

去研究都將培訓因素歸納在交易型或關係型兩因素中，但此研究發現培訓

責任既不屬於交易型也不屬於關係型，而是獨立於兩者，並為組成心理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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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之一部分(Shapiro & Kessler, 2000)，由表 2-3 說明三種因素的內容： 

表 2-3 
Shapiro 與 Kessler 三維型態心理契約內容整理表 

交易型責任 
(Transactional obligations) 

關係型責任 
(Relational obligations) 

培訓型責任 
(Training obligations) 

與同業人員有相同的薪資 長期工作保障 工作培訓 
與同業人員有相同的福利 良好職業發展 知識技能培訓 
薪資與工作內容相符 - 組織的支持 

隨物價水平而提升的薪資 - - 
資料來源：修改自”Consequences of the psychological contract for the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A large scale survey” by Shapiro, J. C. & Kessler, I., 
2000,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37(7)；陳加洲、凌文輇、方俐洛

（2003）。「心理契約的內容、維度和類型」。心理科學進展，11，440。 

六、Shore 與 Barksdale 四維心理契約類型 

  Shore 與 Barksdale(1998)認為交換關係中存在雇員與員工兩方，雙方

在僱庸關係中都會有其義務存在。基於雇主與員工相互義務的程度（即平

衡度）與雙方責任的程度來區分不同心理契約類型。研究調查 327 名美國

MBA 學生，研究發現透過雇主的責任高低與員工的責任高低，可以分出四

種交換關係之心理契約類型，包含高雇員高雇主責任 (Mutual High 

Obligations)、高雇員低雇主責任(Employee Over-Obligations)、低雇員高雇

主責任 (Employee Under-Obligations)與低雇員低雇主責任 (Mutual Low 

Obligations)等四種，由圖 2-7 表示。 

（一）高雇員與高雇主責任： 

  代表交換關係中員工與雇主責任是平衡的，員工感知雇傭關係中雙

方的相互責任存在高平衡，意指員工認為其非常有責任須履行各種合約

內容，同時也希望組織能夠實現高的義務(Shore & Barksdale, 1998)。 

（二）低雇員低雇主責任： 

  當員工與雇主雙方責任程度很低時，交換關係亦是平衡的，但屬弱

平衡。係員工認為用少許有限的努力來維持雇傭關係即可，並對於組織

的報酬只有很低程度的期望(Shore & Barksdale,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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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雇員低雇主責任： 

  當員工認為雇主的責任高於雇主的責任，員工個人認為係因組織過

去良好的待遇而認為虧欠組織的感受(Shore & Barksdale, 1998)。 

（四）低雇員高雇主責任： 

  此種不平衡的關係是由低員工責任及高雇主責任所組成，此類型的

員工會去檢視過去組織是否有履行給予應有的報酬來決定是否要履行

義務(Shore & Barksdale, 1998)。 

 
圖 2-7 Shore 與 Barksdale 四維心理契約類型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 Examining degree of balance and level of obligation in 
the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A social exchange approach”. by Shore, L. M. & 
Barksdale, K., 1998,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 734 

在組織中，「高雇員與高雇主責任」與「低雇員低雇主責任」兩組平衡

關係較常出現在組織中，兩者中「高雇員與高雇主責任」的類型更為常見。

另一方面，「低雇員與高雇主責任」及「高雇員低雇主責任」兩組不平衡的

類型則在組織中則非常少見，但透過社會交換理論的文獻可知此種類型在

組織中鮮少存在的理由，係因為人類在交換關係中會追求穩定平衡的存在。

研究亦發現「高雇員與高雇主責任」這種彼此高責任義務的組織類型較易

產生積極正面的態度，而「低雇員高雇主責任」類型則會使組織產生最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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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的態度表現(Shore & Barksdale, 1998)。 

七、Maguire 三階層心理契約模型 

  Maguire(2002)針對澳洲 ONEBANK 的 862位經理進行心理契約研究，

並基於大量的文獻探討及對銀行人員心理契約影響評估發展出三階層的

心理契約模型，如下圖 2-8。 

  Maguire(2002)所建立之心理契約三階層模型，在第一層「交易層面」

假設其員工在合理的壓力與責任下，如合理的工作時間、合理的工作量、

適度壓力、適度自主權利、合理控制範圍、合理的工作範圍與合適的責任

等，有適當的報酬水準，如給予適當的薪資、工作條件、工作滿意與展現

能力的機會。心理契約模型第二層「職涯層面」則指員工回報組織所提供

的教育訓練與提升工作技能專業訓練，而強化其組織承諾；心理契約模型

第三層「關聯層面」即如同 Rousseau 所提之關係型契約，其假設當雇主提

供合適的管理、具有歸屬感組織文化與給予決策機會時，員工則會投以忠

誠與信任。 

  此研究分為三個階層進行，在第一階段針對工作與產出進行探究，其

研究方法是對於控制的幅度、基本薪資、責任的程度、職責範圍、自主程

度、工作量、工作條件、工作時間、壓力程度、工作滿意度、展現能力之

機會與職涯滿意程度進行廣泛的文獻調查。第二階段則對心理契約的重組

進行評估。第三階段則對心理契約結構變化之影響對於員工其他關鍵的心

理狀態進行評估。 

  Maguire 認為員工忠誠的付出與組織合理的管理為心理契約的最更境

界，因此員工的付出如能得到組織同等的回報，組織能減少不合理之政策，

員工則減少不當的歸因，對於員工及組織兩邊都能具有實質的互惠幫助

（陳美娟，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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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Maguire 三階層心理契約模型 
資料來源：修改自” Psychological contracts: Are they still relevant?”. by 
Maguire, H., 2002, Career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7, 170  

八、教育上心理契約構面 

  在教育上，由於學校非企業組織，傳統的心理契約測量並無法一體適

用學校等非營利組織中，因此在教育上心理契約的構面探討如下： 

（一）教師心理契約四層面 

  蔡韻瓊（2008）將教師心理契約分為四個層面進行探討： 

1.接受學校期望： 

認為應接受學校期望與領導，與校方共同掌握教學趨勢與方向，共

同為學校發展凝聚共識，包含配合學校行政運作、良好的教學品

質、認同學校願景、投入社區互動與關心學校表現五個方面來達成

教育目標與學校願景。 

2.符合教師形象： 

由於教師無時無刻都在潛移默化的影響學生的情緒、心靈，更是學

生模仿的重要對象，某種程度而言教師就是學生的審美對象，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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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應該具有各項的美德，除了道德外，更應該把課上好、一視同

仁、工作認真與舉止恰當等，以符合教師形象。 

3.體察教師使命： 

其認為教師應與時俱進，建立專業素養，並且尊重學生個體差異，

發展多元智慧，具有有教無類之精神，並提供適性教育。 

4.體現教育愛： 

指在變化多端的社會環境下，教師有愛能凸顯出教育的價值，學校

有愛才能建立和諧的學習環境，且教育無他，教師應對學生施之與

愛，使其追求價值，創造價值。 

（二）教職人員心理契約構面 

  陳美娟（2006）則將教職人員心理契約分為三構面： 

1.維護教育專業 

教師願意付出教學熱誠，努力進行教學準備，以期在言教身教上作

為學生的表率，並且願意在其專業領域尋求自我發展，提供優質的

教育專業服務。 

2.促進組織興革 

指成員願意主動自我更新，提出促進組織發展之建言，以達成組織

共榮共存之成效。 

3.認同組織發展 

指人員願意長期為學校服務，對於個人職務長期投入能不計酬的完

成工作任務。 

  正式契約的內容與權責在契約上都會詳細名列，且不隨契約一方之主

觀意識進行改變。然而，心理契約是一種主觀知覺信仰，會隨其社會經驗

與個體心態的轉化而發生變化（靳國芬，2010）。心理契約的構面並無固

定，許多學者延續學者 Rousseau 之研究，將心理契約的構面加以延伸，

而心理契約若以連續構面之型式，就本質而言則偏向關係型契約類型（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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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琴，2006）。 

  對學校教師而言，交易型契約面向之需求如快速的升遷、高薪等，而

關係型契約方面，教師則期望學校提供長期工作保障、教育訓練機會、生

涯發展規劃與支持等偏向社會情感層面之需求滿足（陳其樑，2009）。 

肆、心理契約的功能與特性 
一、心理契約的功能 

（一）Neil & Rene (1998)提出心理契約有三大功能： 

1.減少不安全性：雇傭關係無法在一紙正式契約中涵蓋所有的面

向，心理契約能彌補正式契約之不足，說明更深層的關係。 

2.形塑出員工的行為：指員工有義務在關鍵時刻調整行為。 

3.說明員工在組織中發生事情時之感受與影響。 

（二）Shore & Tetrick (1994)指出心理契約有三大功能： 

1.心理契約能降低員工與組織間不確定性。 

2.心理契約型塑出員工行為與態度。 

3.心理契約使員工感受到其在組織中的地位與影響力。 

（三）陳美娟(2006)則歸出心理契約五大功能： 

1.心理契約為書面契約之補充。 

2.能降低組織與員工間彼此不安全之顧慮。 

3.心理契約能塑造員工行為。 

4.心理契約能使員工感受自我在組織中之影響力。 

5.心理契約能影響員工績效。 

（四）穆建成（2014）提出在教育上心理契約的功能： 

1.藉由教師期望，激發學生學習熱情： 

指出對於學生學習成就而言，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對學生傳遞出

的心理期望，可能會產生正向的激勵作用或負向的阻礙作用，

因此必須給予學生期望，透過教師的積極期許來激發出學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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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熱情，進而提升學習成效。 

2.利用集體教育潛能，推動學習良性競爭： 

指心理契約重視集體教育功能，透過正向的班級氣氛發揮優

勢，推動良性競爭，使學生在潛移默化下積極學習而提升學習

成效。 

3.家長與學校共同合作，注入學習雙重動力： 

要求家長使用正確的教育觀念來指導孩子，培養良好學習習

慣，並提倡家長與教師積極溝通合作。 

4.建構自我心理契約，啟動積極性心理暗示： 

個體自我對話了解自己，並適時調整，使學習成效不斷提升。 

二、心理契約的特性 

（一）Levinson(1962)對於心理契約提出五項特點： 

1.心理契約具有不可言喻之特性。 

2.心理契約在員工與組織（雇主）見面前已形成。 

3.員工與組織（雇主）間存在心理距離，會挑戰雙方之交情。 

4.心理契約隨時間而變動，且不會在正式知會下發生。 

5.心理契約使員工與組織（雇主）互相依賴，因此心理契約會影

響雙方之忠誠度。 

（二）Rousseau(1989)認為心理契約有三個特點： 

1.心理契約基於個人認知基準之知覺，不一定須與他人分享。 

2.心理契約具動態本質，會隨時間而變化。 

3.強調以員工圍觀點之心理契約（引自林士峰，2003）。 

  



 

38 
 

（三）Rousseau(1995)重新定義心理契約，對心理契約相關特點進行

修正： 

1.心理契約本質上是一種獨立個體之主觀感受。 

2.心理契約為動態性，意指員工與組織（雇主）間隨時間而產生

變化。心理契約是根據雙方相互義務，基於彼此承諾而來。 

3.心理契約無法單獨形成，須由組織（雇主）與員工雙方共同建

立。 

（四）Levinson(1996)指出正式契約無法說明期望，而心理契約是不

可言喻的，且在正式契約簽定前即開始發生。因此，

Morrison(1994)根據 Levinson 在 1996 年所提出之心理契約進行修

正，提出心理契約五項特點： 

1.可預測性：指預測性的關鍵在於信任。信任能產生忠誠，而預

測性、可靠性、可信度、忠誠度與信任度彼此都會相互影響。

當員工能預測並掌握工作狀況，有助於培養組織信任及提供忠

誠度。 

2.依賴性：在人群關係中，人們會需要彼此而相互依賴。依賴是

權力的另一面，依賴能提升員工忠誠度，且員工相互依賴能產

生更多效用。 

3.心理距離：指員工彼此心理層面之距離。人們在心理層面上如

何接近他人，會涉及到親密性與孤獨性兩層面，且每一個人對

於隱私都有不同的需求。個體會希望與他人保持親密來換取資

訊與支持，但另一方面又希望能保有一定程度的距離來避免入

侵感，其中距離的長短取決於欲執行之任務要求與個人需求。 

4.變動性：心理契約是動態的，隨需求與事件而發生變化，且心

理契約具有隱密之特性，因此很難將其進行改變。 

5.危機處理：指組織如何管理危機處理之期望，危機處理之方式

與結果對於員工新的心理契約之建立與改變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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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林美珠（2014）則綜合歸納出六種心理契約特性： 

1.暗隱性：指心理契約是組織與員工間非正式性且不可言喻之的

心理期望。 

2.互惠性：指組織與員工間彼此建立物質與心理或社會情感方面

之互惠交換關係。 

3.主觀性：指雙方對彼此責任義務的主觀認知，隱藏在個體內心

的心理期望。 

4.動態性：指心理契約會隨員工時間、經驗、期望與外在環境等

因素而產生變化。 

5.承諾為義務：指心理契約除了期望特性之存在，亦存在雙方承

諾之義務。 

6.效能性：指員工工作效能會受心理契約之影響，當員工心理契

約感受良好則會提升工作績效。 

  綜上所述，心理契約是員工與雇主兩方內心對彼此的相互期望，具有

非正式且不可言喻之特性，其發生在正式契約前，並能彌補正式契約之不

足，為個體內心主觀之知覺，會隱含內心對彼此之期望，是員工與組織(雇

主)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之動態歷程。另一方面，心理距離能使組織與成員

間相互依賴與支持並發揮團隊合作，但也應保持距離而避免產生互相侵犯。

雙方應隨時間與事件之發生對彼此心理契約進行動態管理，使員工能積極

展現出正向行為，進而提升組織績效，型塑出組織與員工雙贏之局面。    

  學校的組織型態呈現鬆散結合以及行政與教學雙重系統，而相較於行

政系統，教師系統較具有自由性與彈性，不易相互凝聚向心力，因此學校

應該以增加彼此心裡契約，瞭解教師期望，透過溝通、關懷與獎勵等方式，

減輕教師教學負擔（何建文，2010）。學校與教師願意相互承諾與信任，達

到彼此互惠，共同為學校努力，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及增加教學效能，共

創學校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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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師幸福感之理論與相關研究 

壹、幸福感之意涵 

  幸福得追求，從古自今一直伴隨著人類。對於幸福的意涵，又能從東

方觀點、西方觀點與社會觀點來進一步探究，分述如下： 

一、幸福感之西方哲學觀點 

  蘇格拉底(Socrates, 469-399 B.C.)曾說，幸福起源於個體掌握某些有價

值的資源，因而得以遂行其個人對生活之期待（王駿發等人，2015）。幸福

(Eudaimonia)一詞源於希臘，意思為受善神守護而得到的快樂(張美婷，

2014)。柏拉圖(Plato, 427-327 B.C.)則認為當人的靈魂得以解脫並達到至善，

即是幸福。亞里斯多德(Aristoteles, 381-322 B.C.)認為人生的目的在於求善

求福，追求理性的至善，幸福在於發展理性，並且依理性的指導而生活（「幸

福說」，無日期；王怡茹，2014）。   

  快樂學派德莫克利塔斯(Democritus)等哲學家則認為幸福為生命產生

之快樂與愉悅的情感，知識、德性與其他一切事物的價值，均建立在是否

有助於取得快樂（楊繼中，2000）。綜上所述，希臘哲學中，認為「幸福」

即是「人類的善」，「善」即是「幸福」。然而，近代西方則將過去認為「善」

即「幸福」，此種追求至善為人生目的之觀點，修正為「快樂」即是「幸福」

（王淑女，2011；謝明華，2003）。 

二、幸福感之東方哲學觀點 

  中國哲學三大主流儒家、道家、釋家，其雖未明確將「幸福」定義，

但皆以「悅樂」並追求「和諧」作為其精神（王怡茹，2014；陸洛，1998）。 

  儒家思想的幸福觀其源於好學、和諧、行仁，其注重自身修養與價值

選擇性的幸福觀點，主張幸福是來自於反身而誠之後的喜悅與滿足，或歷

經艱辛後苦盡甘來的愉悅（朱家昱，2015；陳芝吟，2013；曾昭旭，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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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張人性向善，人具向善本性，在向善的過程中，除個人努力達到像善

的境界外，更講究要兼善天下，協助眾人達到至善的境界。 

  道家對幸福觀之思想認為人的幸福在於心境平和狀態，自我的本性且

不追求慾望，以無為的精神來順應天道以獲取幸福之感受（陸洛，1998）。

主張合道順道、身心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活滿足、虛靜逍遙的精神表現與

自然超脫的價值需求即幸福（楊玉輝，2012）。 

  釋家認為幸福寄託在明心見性，以求達到入世、出世的和諧，除了在

自我滿足愉悅與成就外，更應重視人際和諧的特性，強調個人內在修持與

提攜眾人同登極樂的積極努力（朱家昱，2015；陸洛，1998）。 

三、幸福感之社會科學觀點 

  幸福感的研究，在操作型定義上，許多與幸福感(well-being)一詞相關

的詞彙，例如「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心理幸福感」

(psychological well-being)、「快樂」(happiness)、「生活滿意」(life satisfactions)、

「幸福主義」(Eudaimonia)、「滿足感」(satisfaction)與「幸福感覺」(sense of 

well-being)等詞來進行研究。 

  陸洛（1998）認為幸福感是個人主觀感受的一種正向心理狀態，包含

整體的生活滿意、正向的情緒體驗以及無心理的痛苦。東方哲學思想認為

幸福是德，西方哲學家認為幸福是善，而社會科學觀點的幸福則是以個體

出發，強調幸福是個人主觀正向的感受，而非以外在客觀標準作為判斷的

基準（朱家昱，2015）。 

  近代美國心理學家 Lyubomirsky 主張個人對於幸福快樂是具有選擇的，

可以透過有意義的個人行為(或思考層面)來達成及維持（王駿發等人，

2015）。自 20 世紀以來，西方心理學界興起正向心理學，許多學者開始將

「快樂」與「幸福」為做為研究重點，且將快樂與幸福感兩者視為同義詞

來進行研究（王怡茹，2014）。其中「快樂」、「滿意」與「幸福」三者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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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存在，皆是在使人感受舒適愉悅，會想一再體驗之正

向感覺。由於快樂一詞容易因情境不同而產生測量上的差異混淆，遂逐漸

改用「主觀幸福感」或「幸福感」一詞來取代快樂。(王怡茹，2014；陳政

翊、王世璋、秦夢群，2013；張書豪，2008；謝明華，2003）。 

  幸福感的研究涵蓋許多層面，包含個人情緒、主觀感受、生活滿意等，

以及生活中人事物皆會影響個體的幸福感，係一種互動中所產生之綜合性

評價，更會隨時間與角色之不同而變動之非靜態結果（鐘偉晉，2008）。綜

合上述學者的觀點，茲將各學者對幸福感之定義整理於表 2-4，如下： 

表 2-4 
國內外學者幸福感定義內彙整表 
研究者 年代 幸福感定義 
Andrew 
&Withey 

1976 幸福感是對生活滿意程度所感受之正負向情緒進行整

體評估。 
Diener 1984 幸福為主觀且存在於生活經驗中，係個人對整體生活滿

意程度之認知性評價，並包含正向的情感與負向情感之

表現與缺乏。 
Meyer& 
Diener 

1995 幸福感指個人主觀對於幸福感受之評價；而快樂係指個

體主觀對於生活滿意短暫之感受。 
Argyle 1997 幸福可理解為對生活滿意之反應，或是對正向情緒之頻

率與強度之感受，但幸福不全然為不幸福之反向。（施建

彬、陸洛譯） 
Seligman 2003 幸福感為對過去滿意、對未來樂觀、對眼前快樂與展現

出長處與美德。(洪蘭譯) 
施建彬 1995 幸福感是正向的情感與正向的感受，並非外在客觀標準

作為評斷依據。 
陸洛 1998 幸福感包含正向情緒與對生活滿意之主觀感受，係對正

負向情緒強度進行整體評估。 
張家婕 2012 為個體對整體生活狀況滿意度之評估，及反思自身正負

向情緒強度之總和結果，包含認知、情緒、身體健康層

面，是個體自由心證之主觀感受。 
廖淑容 2011 指個人對於外在知覺與內在情感的生活整體評價與正

負向的情緒感受，係身心靈之幸福感受。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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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續） 
國內外學者幸福感定義內彙整表 
研究者 年代 幸福感定義 
吳淑芬 2013 係個人對正向情緒、負向情緒與生活滿意度之評估，即

是個人主觀的針對自身整體生活的情緒性與認知性的

評鑑。 
洪怡靜 2013 幸福感為個人主觀之想法，對整體生活滿意之認知性評

價，所呈現正向、滿足、舒適的情緒與身心健康狀態，

使個體可以主觀意識本身生命之意義與存在價值。 
王怡茹 2014 個體對整體生活滿意度和工作成就之評估，及其反思自

身向情緒強度和樂觀態度之結果的綜合感受。 
張美婷 2014 係指主觀個體之經驗感受，是個體內在精神與外在條件

狀況綜合下所知覺之幸福感受。 
王琇萱 2014 幸福感涵蓋認知層面與情緒層面，係個人主觀評定目前

整體生活情況之感受，主要包含正向情感、人際關係、

工作成就與身心健康等，當正向情感增強時，個體幸福

感就會提升。 
胡毓珏 2015 係指個人的主觀經驗與感受，乃為個人從情緒和認知角

度對自己本身及整體生活情況進行評估所得到的結果。 
莊季蓉 2015 幸福感為個人主觀經驗之感受，涵蓋認知、情緒與心理

健康之層面，包含生活滿意、正向情緒、身心健康、人

際關係歸屬與自我實現。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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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師幸福感之理論基礎 

  教師幸福感之相關理論，海內外學者根據不同的角度來對於個體幸福

上之感受進行解釋，並發展出不同內涵之幸福感理論。大致上，可分為需

求滿足理論、特質理論、判斷理論、動力平衡理論、符號互動理論等（王

怡茹，2014；朱家昱，2015；古婷菊，2006；張書豪，2006）。 

一、需求滿足理論（need satisfaction theory） 

  需求滿足理論認為個人的幸福感源自於滿足需求（王怡茹，2014），其

理論圍繞在減少緊張（例如：消除痛苦與滿足生理及心理需求）就會達到

幸福，而心理學家 Freud 快樂原則與 Maslow 需求層次理論模型則能作為

支持論點(Diener, 1984)，認為當個人經歷某些事件後其需求能獲得滿足，

就會產生幸福感(邱惠娟、童心怡，2010)。以下為需求滿足理論相關之三個

學派，分述如下： 

（一）目的理論（telic theory） 

目的理論主張個體的快樂和需求滿足或目標達成有關，目標的達成

或需求的滿足能使個人產生幸福感與快樂（簡晉龍，2002），假設個體都

具有內隱需求模式行為之基礎，個人的理想達成後則會帶來幸福感（陸

洛，1998）。相似於 Maslow 的需求層次理論(need hierarchy theory)，認

為個體具有生理需求(Physiological need)、安全需求(safety need)、愛與隸

屬需求(belongingness and love need)、自尊需求(self-esteem need)、知識

需求(need to know)、美感需求(aesthetic need)與自我實現之需求(self-

actualization)等七項層次需求，當個體能滿足各層次之需求時，便會產生

幸福感。 

（二）活動理論（activity theory） 

活動理論認為個體之幸福感來自參與社會活動，其關注個體之表現

而非個體目標，重視過程而非結果。透過有意義與健康的活動參與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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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個人工作、休閒、人際互動與社會支持的需求，進而促使個人具有成

就感與幸福感（Argyle,1987；陸洛，1998；邱惠娟、童心怡，2010）。幸

福的感受會隨參與活動的過程中產生，而非活動的結果。當全心全意投

入活動所得到的快樂，心理學家稱之為「心流 (Flow)」（張淑萍，2012），

當心流發生時，個人的行動與意識相互交融，注意力會集中在固定刺激

上，並且無視時間消逝，達到物我兩忘之境界（鐘偉晉，2008）。而需求

可能來自於意識或潛意識，因此活動理論也解釋了潛意識需求後所獲取

的幸福感（施建彬，1995）。 

（三）苦樂交雜理論（pleasure and pain theory） 

 苦樂交雜理論認為快樂與痛苦是同源、相依與交錯存在的，意即

快樂是一體兩面的（江亭瑩，2013、鐘偉晉，2008），主張個體會長期陷

於需求被剝奪的感受，當失去越多所承受的痛苦越大，當需求獲得滿足

時，就表示得到時會更快樂，所獲得的幸福感會更加強烈(Diener,1984)。

沒有匱乏的個體就無法體會真正的幸福，唯有經過痛苦的負面感受，才

能體會出幸福，意即個體體會到先苦後甘，經歷痛苦才能更加體會幸福

感受（朱家昱，2015）。因為個體感受到痛苦而突顯幸福的珍貴，若沒有

痛苦，幸福也將變的平淡無奇。 

二、特質理論(trait theory) 

  特質理論係使用個人特質之觀點來解釋幸福感所產生的原因，而不相

同的個人特質會產生不同程度的感受與體會而有不同的行為反應（蔡芳

珠，2015），其又從不同觀點分為人格特質論與連結理論兩種學派，茲將

內容分述如下： 

（一）人格特質理論(trait theory of personality) 

 1980 年，Costa 與 McCrae 提出格特質理論，認為幸福感源自穩定

之個人特質，而個人特質會因為先天遺傳因子或後天學習而影響（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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昱，2014；江亭瑩，2013）。Seligman(2002)認為幸福感會受正向特質影

響，透過後天學習則能改變負向特質。因此，人格特質理論著重個人看

待世事之心態，可以選擇幸福或選擇苦難（蔡芳珠，2015）。 

（二）連結理論(associationstic theory) 

  連結理論以認知與記憶之觀點來解釋個體特別感到幸福之原因，個

體透過認知系統來對於世事賦予意義。幸福感源自對事件正向認知之結

果，同一件事件經不同個體，會產生出不同的認知與心理感受，此種內

在心理運作即「境隨心轉」（張書豪，2008）。特質理論除重視先天特質

外，尚包含後天學習成分，係整合人格特質、認知、記憶與制約等來詮

釋幸福感（江亭瑩，2013）。 

三、判斷理論(judgment theory) 

  判斷理論認為幸福感係個人在標準與真實情形相較下所產生的結

果。Diener(1984)提出幸福感為比較、相對之結果，係為個人主觀感受。

若真實情形超越標準則會產生幸福：反之，則產生不幸福感。 

（一）社會比較理論(social comparison theory) 

  Diener(1984)提出社會比較理論，認為幸福是來自於和「他人」相互

比較之結果。個體會與更為幸福之人比較，即向上比較，亦可能會與較

不幸的人比較，即向下比較，以提升或降低幸福感。通常向上比較能使

個體降低幸福感，向下比較則能使個體提升幸福感。 

（二）適應理論(adaptation theory) 

  適應理論強調與「自己」做比較，依據過去情形作為判斷基準。此

理論比較標準為「自己」，以內在經驗作為判斷標準，內在經驗為個體適

應某事件且此事件不再引起任何情緒反應之適應過程（朱家昱，2015）。

當個體與過去經驗做比較，而事件比過去經驗好時，即會產生幸福感；

反之，當比過去經驗差時，則會產生不幸福感（施建彬，1995）。 



 

47 
 

（三）範圍－頻率理論(range-frequency theory) 

  範圍－頻率理論主要修正適應理論，主張個體的參照標準為過去經

驗，過去經驗參照基準會隨時間與事件的發生，不斷的修正與改變

(Diener,1984)。因此，個體是否感到快樂，端視生活事件的分佈情形，若

生活事件呈現負偏態，指大部分的生活事件都超過個人的平均忍受範圍，

表示個人比較快樂；若生活事件分布呈正偏態，則表示大部分生活事件

低於個人平均忍受範圍，則個體就會較不快樂（黃婉芯，2005）。 

（四）期望水平理論(aspiration level theory) 

  期望水平理論主張幸福感來自於個體達到預期目標後之結果。當自

我實現目標時所產生之成就感與滿足感，即是幸福感。個體幸福與否取

決於理想與現實相互比較之差距，當個體理想高於實際現實時，若理想

期待與現實的差距越小，個體幸福感程度就會越高（施建彬，1995；張

書豪，2008）。 

（五）多重差異理論(multiple discrepancies theory) 

  學者 Micholos 綜合社會比較理論、適應理論與期望水平理論所提

出，其參照標準為他人、自己、過去經驗與個人理想。個體是否具有幸

福感是經多方綜合評估比較之結果(Michalos, 1985)，個體會將目前真實

情形與多個選擇標準進行比較，比較後之差距越小，幸福感程度越高。

理論特色在於判斷的標準多元，能涵蓋的層面較完整，能兼顧個人特質

與生活事件對於幸福感之影響（鐘偉晉，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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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符號互動理論(symbolic interaction theory) 

  符號互動論又稱象徵互動論、形象互動論、象徵相互作用或符號互動

主義，主張藉由個體彼此互動之日常環境去研究人類群體生活之社會學

和社會心理學理論。此理論認為幸福感係來自於生活與他人互動之正向

行為，主張符號即是互動的核心概念，符號包含語言與非語言、文字、

符號與動作等（王怡茹，2014）。個體透過符號相互溝通與了解，並形成

有意義之社會互動，進而增進個人幸福感。 

五、動力平衡模式(dynamic equilibrium model) 

  動力平衡模式主張幸福是受穩定的人格特質與短期變動之生活事件所

影響。個體大部分會受人格特質因素之影響，幸福感多半都會保持在穩

定平衡之狀態，但當幸福感因外在因素影響而提升或降低時，此時人格

特質會發揮出平衡水準，將幸福感恢復至穩定平衡狀態。幸福感固然與

長期穩定的個人特質相關，還會受到短期生活事件之影響而呈現動態平

衡（引自王駿發等人，2014）。動態平衡理論模式嘗試整合生活事件與個

人特質對幸福感之雙重標準，強調幸福感的獲得會受兩者之影響（施建

彬，1995；王怡茹，2014；蔡芳珠，2015）。 

  幸福感之產生係個人面對生活事件之發生，其透過長期穩定的認知系

統與人格特質來判斷個人需求，所引發之正負向情緒，進而對生活整體

感受進行評價而得（古婷菊，2006）。幸福感目前發展出許多理論，但仍

未有一者可以完全解釋幸福感的形成機制，目前唯有更多的相關研究整

合相關幸福感理論，才能對幸福感做出更完整的詮釋與理解（陸洛，

1988） 

  綜合上述理論發現，需求滿足理論強調幸福是來自於目標達成的滿

足感或活動參與過程中個人需求的滿足，但需求滿足理論僅能說明個體

在事件後幸福感消長的變化，無法從中瞭解人格因素對於幸福感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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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特質理論則以認知結構之觀點解釋個體哪些特質較容易獲得幸福，

其對人格特質提出解釋卻無法說明生活事件對於幸福感之影響力；動力

平衡理論則認為幸福受到穩定的人格特質與生活事件所影響；判斷理論

則強調幸福是現實與理想兩者間差距，當個體參考比較基準後所得之結

果，所產生的心理感受。 

參、幸福感之測量工具 

  幸福感之研究已於海內外蓬勃發展，多數幸福感之研究係以主觀之自

陳量表方式來進行研究，而臺灣研究則多數係以修訂國外現有量表方式來

做為測量工具。以下針對國內外代表性幸福感之量表進行探究，分述如下： 

一、國外幸福感測量工具 

（一）澳洲心理學家庫克之個人幸福指數 

  個人幸福指數係由澳洲心理學家庫克所提出，其將幸福指數分為

兩種類型，一種為個人幸福指數，另一種類型為國家幸福指數。前者

包含個人生活水平、健康情形、工作成就、人際關係、社會參與、安

全情形、未來保障等方面；後者國家幸福指數則是指人們對國家目前

經濟發展形式、自然環境、社會情形、政商關係情勢與國家安全等方

面。 

（二）整體情感與幸福指數（Indices of General Affect and Well-Being） 

  整體情感與幸福指數係由 Campbell 等人於 1976 年發展而來，其

衡量一般人總體生活滿意度之指標，係對生活滿意之認知評價。量表

分為「整體情感」與「生活滿足感」兩部分所組成。其總得分係以整

體情感指數 (GA)與整體生活滿意度 (OS)兩向度來計算 (McGee& 

Bradley,1994)。 

  此量表對 2,160 位美國成年人進行施測，整體情感指數信度為.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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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生活滿足感的相關為.55，且研究發現幸福指數相關之生活領域主

要是業餘活動、家庭生活、生活水平、工作與婚姻，係全國性代表之

資料（楊中芳等譯，1997）。 

（三）整體幸福狀況量表（General Well-Being Schedule） 

  GWB量表為 1970年學者Dupuy所設計之主觀幸福感測量工具，

其採用結構性自陳量表作為研究工具，共計 33 道題目。包含對於健

康憂慮、精力、滿足或有趣生活、沮喪或快樂之心情、情緒與行為控

制與放鬆相對於緊張焦慮等六個分量表。此量表男性內部一致性係數

為.91，女性內部一致性信度為.95；效度方面，焦慮量表與抑鬱量表

的綜合相關係數為.69（王怡茹，2014、朱家昱，2015、楊中芳等譯，

1997）。 

（四）英國牛津幸福量表(Oxford Happiness Inventory) 

   OHI 量表由 Argyle 等人於 1987 年根據「貝克憂鬱量表」題目進

行反向編寫，另再加上 11 題幸福感相關題目，每題共有 4 句不同幸

福程度的描述句，形成正偏態量尺之幸福感量表。此量表包含樂觀、

社會承諾、正面情感、掌控感、身體健康、自我滿足與心理等 7 種概

念（鐘偉晉、2008、王怡茹，2014、施建彬、陸洛，1997、楊中芳等

人譯，1997）。其將幸福趕視為一種整體性生活滿意度之評價，內部

一致性係數為.87~.90，效標關聯效度為.43。 

（五）英國牛津幸福問卷(Oxford happiness questionnaire) 

   Argyris與Hills 等人(2002)根據英國牛津幸福量表(OHI)重新修訂

為英國牛津幸福問卷(OHQ)，其題目相似於英國牛津幸福量表，唯一

不同為其問卷採用李克特六點量表進行作答。此問卷共計 29 題，並

針對 172 位 13 至 68 歲之大學生與其朋友及家人進行施測。 

  此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為.91；效度與英國牛津幸福量表(OHI)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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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係數為.80。透過因素分析得到 7 個向度，包含生活滿意、效能、

社交、正向觀點、幸福感、喜悅與自尊。 

（六）中國人幸福感量表 

  陸洛與施建彬（1997）根據英國牛津幸福量表進行翻譯修訂，並

增加 20 道題目，以貼近中國人本土幸福感向度，編制為 48 題「中國

人幸福感量表」。學者陸洛為使量表更加貼近中國人的幸福感經驗，

採用訪談研究資料為依據，歸納出中國人幸福感來自九大面向，包含

自尊滿足、家庭與朋友之人際關係和諧、金錢追求、工作成就、活得

比旁人好、自我控制與理想實現、短暫的快樂與對健康之需求。其內

部一致性為.95，再測信度為.66（陸洛，1998）。 

二、國內幸福感測量工具 

（一）幸福感量表 

  林子雯（1996）根據英國牛津幸福量表進行修訂，編製出幸福感

量表，以探討多重角色與幸福感之關聯。全量表共計 24 題，內容採

用正偏態量尺計分法，採李克特四點計分，內容包含自我肯定、生活

滿意、人際關係、身心健康等四個層面，總量表 α值為.933。 

（二）教師幸福感量表 

  古婷菊（2006）參照屈寧英（2004）年對中國人幸福感量表之修

訂與陳鈺萍（2004）之國小教師幸福感量表等相關研究編製而成，並

將國中教師幸福感分為正向情緒、樂觀、生活滿意與工作成就等四層

面，透過內部一致性考驗，各分量表 α值分別為：正向情緒 α值為.8875、

樂觀 α值為.8961、生活滿意 α值為.8658 及工作成就 α值為.8419，此

量表內部一致性 α值為.9444。 

  蔡明秀（2014）參照蔡明霞（2008）國中教師幸福感量表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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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再參酌陳慧姿（2006）幸福感量表增添修訂而編製完成。其中

包含五個向度：生活滿意、工作成就、家庭關係、身心健康與人際關

係，並採用李克特 6 點量表進行施測。透過信度分析，生活滿意 α值

為.727、工作成就 α 值為.831、家庭關係 α 值為.851、身心健康 α 值

為.818 與人際關係 α值為.818，整體信度為.930。 

  鐘偉晉（2008）以古婷菊（2006）之教師幸福感量表為依據進行

修訂，並分為樂觀表現、身心健康、生活滿意與工作成就四分層面而

成之教師幸福感量表。量表採用李克特五點量表計分方式，共計 31

題，各分量 α值分別為樂觀表現 α值為.855、身心健康 α值為.815、

生活滿意 α 值為.853 與工作成就 α值為.917，整體信度 α值為.917，

顯示此量表信度頗佳。 

  茲將教師幸福感量表之研究向度整理如下表 2-5： 

表 2-5 
國內教師幸福感量表一覽表 
研究者 年代 量表名稱 構面 

陳鈺萍 2004 
國小教師幸福感

表現量表 事業成就、自主性、物質滿足、人際關係 

古婷菊 2006 
國中教師幸福感

量表 正向情緒、樂觀、生活滿意、工作成就 

鐘偉晉 2008 教師幸福感量表 身心健康、樂觀表現、生活滿意、工作成

就 

黃惠玲 2007 教師幸福感量表 
工作成就、人際和諧、健康狀態、經濟狀

況、樂天知命、短暫快樂、活得比旁人好、

自尊滿足、自我規劃 

謝佩妤 2009 
國民中小學教師

幸福感量表 樂觀、正向情緒、生活滿意、工作成就 

張家婕 2012 教師幸福感問卷 生活滿意、工作成就、人際關係、正向情

緒、身心健康 

江亭瑩 2013 教師幸福感問卷 生活滿意、身心健康、人際關係、工作成

就 

蔡明秀 2014 
國中教師幸福感

量表 
生活滿意、工作成就、家庭關係、身心健

康、人際關係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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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續） 
國內教師幸福感量表一覽表 
研究者 年代 量表名稱 構面 

張美婷 2014 
教師幸福感調查

問卷 
身心健康、心理適應、社會活動、

財務穩定 

劉秀惠 2014 
國民中學教師幸

福感量表 
正向情緒、生活滿意度、工作成就感

職場人際關係、 

賴樺蓁 2015 
國小教師幸福感

量表 
工作滿意、人際關係、正向情感、 
社會支持、薪資福利 

周宜儒 2015 教師幸福感問卷 身心健康、樂觀表現、生活滿意、 
工作成就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本研究探討教師幸福感變項採用鐘偉晉（2008）所編製之「國中教師

幸福感量表」，以「樂觀表現」、「身心健康」、「生活滿意」與「工作成就」

等四層面作為本研究教師幸福感之向度。教育目的在使人成為更完整的個

體，並期望活出美好的人生，幸福並非遙不可及的夢想，透過教育，每一

個人都可以學習得到幸福（余育嫺，2015）。現今學校普遍存在逆境與挫折。

富有挑戰性的教師，其自我效能感與教師幸福感有相當大的關連性存在。

學校應提供資源使教師能增加希望、樂觀情緒及教師與學生間連結(Hills & 

Robinso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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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學校創新經營之理論與相關研究 

壹、學校創新經營之內涵 

  對學校組織而言，近十年除面臨教育改革之浪潮，也深受新世紀管理

思維的洗禮。在不斷的衝擊中，學校必須不斷進行創新(innovation)，才能

因應相繼而來的挑戰（秦夢群、濮世緯，2006)。國內 2003 年起教育部提

出「創造力教育白皮書」，推動「創造力教育 91-94 年度中程發展計畫」（教

育部，2003），同年中華創意發展協會舉辦 InnoSchool 全國學校經營創新

獎；2005 年提出「創意臺灣，全球佈局－培育各盡其才的新國民」的教育

願景（教育部，2005）。 

  長久以來，學校留給人的印象是行事謹慎保守、遵守傳統規章、創新

程度較低（秦夢群、濮世緯，2006）。新世紀的學校經營，要走出傳統，開

闢更寬廣的發展空間，應有創新的經營策略（湯志民，2008），學校經營不

能墨守成規，處在追求精緻教育的今天，學校經營必須力求革新和創新，

使創新經營成為學校進步與發展的動能（吳清山，2004）。因此，研究者擬

先針對「創新」之概念進行探討，以提升對「學校創新經營」意涵之瞭解。 

一、創新經營之意涵 

  「創新」一詞最早由經濟學家 Schumpeter(1930)所提出，Schumpeter 又

被稱為創新之父，其認為「先有發明、後有創新」。創新與發明係為兩種不

相同的概念，認為組織經由創新，可使投入的資產再創新的價值 （吳清山、

賴協志，2006；李玉美，2010）。創新於競爭力之提升有舉足輕重之影響，

其對於任何組織皆是重要議題（濮世緯，2003）。 

  張明輝（2003）指出創新是使創意成為一種有用之商品、服務或生產

方法的過程，也係由不同想法、認知及資訊處理與判斷方式的結合而產生。

領導者藉由創新的環境建置與成員溝通，引發成員突破現狀並接受挑戰，



 

55 
 

透過適切且新穎之文化形塑，激發新思維、新文化，並使組織能永續經營。 

  詹孟傑（2010）認為創新為一種「執行力」，即利用創意，採用不同以

往的思維方式、管理策略及結合有效技術，在適當組織文化下創造出新的

服務、價值與產品。創新不僅是技術的創新，人員思維、組織流程、產品

製造、資源配置皆可進行創新，並使組織達到既定目標 

  由於研究的領域與分析之角度而使的創新一詞在使用上有許多不同

的面向，茲對國內外學者對於創新一詞之定義進一步整理如下表 2-6： 

表 2-6 
創新之定義彙整表 
研究者 年代 創新之定義 
Drucker 1985 係賦予資源創造財富之能力，使資源發揮最大功效。 
Tushman 
& 
Nadler 

1986 創新係指創造出新產品、新服務或製成，多數成功的

創新係建立與累積有效產品和製程的改變，或以創造

性能力將現有技術、意念與方法結合。 
Mang 2000 創新即將有用的事物引入市場或社會，使其產生變化

並且滿足顧客的需求。 
Certo 2003 創新之過程，是採取有用的點子，將其轉化為有用的

產品、服務或作業方法的過程。 
黃博聲 1998 創新係一種運用知識或關鍵資訊而創造或引用有用的

東西，包含創造出來之產品、服務與製程。 
濮世緯 2003 創新係指發揮創造力去進行創造之歷程。 
張明輝 2003 使創意成有用的產品、服務與生產之過程，由不同的

想法、認知、資訊處理與判斷方式相互結合產生。 
林新發 2003 創新係指藉由創意與轉化，形成或產出一種有價值之

觀念、流程、技術、課程與教學、產品、服務、管理

與文化等，進而提升學校競爭力及永續發展之過程。 
張明輝  2004 創新是落實創意的一種過程、行動和結果；創新的目

的在提升個人或組織的績效。 
林文勝 2006 創新乃源自知識與創造力，透過創意的方式將現有的

技術、新的技術或新舊技術結合，並將成果展現，使

組織能創造出不凡之價值。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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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學大師 Drucker 曾說：「不創新，即滅亡！」。上述國內外學者對

於創新一詞所下的定義可發現，創新一詞不同角度切入會有不同的解釋，

有些學者認為創新係指資源的創造、價值的轉化；有些學者則認為創新係

在於提供新的產品、新的服務、新的設備、新的製程、新的技術等。 

  然而，組織創新不僅是技術之研發，更重要是價值理念的「創新經營」，

領導者必須具備創新的思考風格與經營理念，營造出更勇於冒險與創新之

文化，促進整體組織之動機、態度、信念與價值觀的改變，使組織能具有

創新發展能力（張明輝，2006）。 

  吳清山和林天佑（2005）認為創新經營指組織在產品、過程或服務等

方面，力求突破、改變現狀、發展特色，以提升組織績效的策略。 

  Schumpeter (1934)指出創新有五種類型包含產品創新、流程創新、市

場創新、供應創新與結構創新。Zhao & Patricia(2009)則認為組織創新係指

組織力求突破、改變現狀、發展產品與服務，以提升組織績效。創新係一

種變革，係一種對產品、過程與服務的促進作用。 

  李羿岑（2010）強調組織形塑開放新穎之組織文化與鼓勵成員參與專

業對話，以落實組織運作之價值與觀念的更新與進化，係一種持續且複雜

的整合組織知識系統之過程，以局部或全面的方式進行管理行為創新與專

業技術創新，進而達到提升組織競爭力，使組織拿到永續經營之目的。 

  林仁煥（2008）主張創新經營為領導者具備前瞻創新求變之能力意願，

提升核心競爭力，培養團隊能將有價值的創新策略落實至可執行的方案，

以提升組織與個人之價值。 

  侯志偉（2009）指出組織為提升本身發展與因應環境之改變，整合組

織內部個人與群體之新觀念、新制度與新策略，其經由管理、技術、行銷

與文化等層面有系統的內涵，進而達到提升組織競爭力之目的。 

  上述學者對創新與創新經營之見解，發現創新經營所涵蓋之領域與面

向極廣，創新經營係組織透過新的創意想法，整合價值與信念，透過新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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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之融合，改善資源分配形式，以提升組之競爭力，達到經營績效織變

革（吳明雅，2009）。 

二、學校創新經營之意義 

（一）學校創新經營之定義與內涵 

  過去二十年，世界各地教育系統逐漸適應受社會、政治、經濟、技術

等因素影響而迅速變化後之後工業化環境。時至今日，從小學到大學都被

迫站上國際舞台彼此競爭並追求卓越，教育已不如過去僅單純提供知識

與技能。從商業管理的角度而言，組織創新被視為過程創新與產品改進；

而從教育的角度切入，學校創新則是學校制度與工作流程的創新，並進而

提升教育與政策之質量(Yemini, 2012; McCharen, Song, & Martens, 2011)。 

  教育組織目前雖不如企業般必須隨時迎接挑戰，但卻也遭受不少變

革的壓力，目前教育改革之聲浪不斷，由於教育是社會脈動重要的環節，

其與產業息息相關，因此外在壓力的改變也會成為學校創新之重要力量

（濮世緯，2003）。    

  Rogers(1962)曾指出教育界之所以對新觀念與新事物接受程度較低

與發展較緩慢之原因有三：一、教育界缺乏創新事物與觀念之科學資源；

二、教育界缺乏勇於創新之人才以推動新的教育理念；三、教育界缺乏經

濟之誘因以吸引學校與教師接納創新之觀念。 

  McCharen et al. (2011)主張組織知識創新是學校創新與變革的核心因

素，而學校的創新和變革則是提升學校系統質量的關鍵，因此建構出學校

創新與變革之架構，如圖 2-9。 

  其指出高組織學習文化之組織有以下特點：包含清晰、使命、願景領

導、有效轉換知識的能力、團隊合作等，鼓勵教師終身學習有助於其具有

創新性與創造性。研究發現支持性學校學習文化、知識創造與創新對組織

創新與變革具有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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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學校創新與變革架構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 school innovation: the mutual impacts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creativity’’. By McCharen, B. & Song, J.& Martens, J. 2011, 
Educational Management Adminidtration & Leadership, 39(6), 679. 

林和春（2014）指出創新經營能活絡學校組織氣氛、發展個別特色、

提升整體效能與確保永續發展。而學校創新經營功能係在於學校能在教

學與行政上展現創意，促使學校持續進步，以維持競爭優勢而永續經營。 

 透過領導、行政、組織、社會、環境與機構之層面，同時發生作用促

進學校組織學習，圖 2-10 說明組織學習之創新經營模式。 

 
圖 2-10 組織學習之創新經營模式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 School innovative management model and strategies: The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By Zhao, J. & Patricia, O., 2009, 
Information Systems Management, 26(3),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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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夢群和莊清寶（2012）指出學校創新經營為學校為因應外部環境變

遷，將行政管理、課程教學、學生活動、校園環境等各方面進行創新改變，

以期待激發創意特色，改善教育品質，營造優質學習環境，提升學校競爭

力之歷程。       

近代改革之基本理念即視學校為變革主體，一方面將權力下放學校，

但卻更重視學校績效責任（李羿岑，2010）。因此實現學校創新經營的目

的，即在於提高學校的競爭優勢，雖然學校不同於一般企業組織，但在多

元文化社會與家長期待下，學校真的應該在面對外界環境不斷變化力求

創新與突破(Zhao & Patricia, 2009)。 

茲將內外學者對於學校創新經營之定義表於表 2-7： 

表 2-7 
學校創新經營定義彙整表 
研究者 年代 學校創新經營之定義 
Hopkins
& West 

1994 為系統化與持續性之過程，試圖改變學校內部條件與學

生學習條件，達成學校教育目標並有效提升學校效能。 
濮世緯 2003 學校為滿足學生與家長課程之需求，維持內部競爭並提

升教育品質，在組織內外部經營上進行改變創新策略。 
吳清山 2004 在學校環境場域中，採用新點子，將其轉化到學校的服

務、產品或工作之過程，以發展學校特色並且提升學校

效能，達到教育目標。 
盧廷根 2004 指學校運用既有資源，跳脫原有思維，尋求經營改善之

道，提出創新意念。以創造教育佳績為目標，追求優質

學校環境之策略，達成卓越精緻的願景，並提升運作效

能及未來推進之原動力。 
顏秀如、 
張明輝 

2005 為提升教育績效，營造有利於成員創造力發展的組織文

化與環境，鼓勵且引導成員參與創新活動，藉由知識系

統的管理與運作，以系統化的經營策略，使創意得以形

成、發展與永續經營的動態歷程。 
秦夢群、 
濮世緯 

2006 為滿足成員之需求、維持競爭力與提昇品質，而在組織

內部和外部之經營作法上進行改變與創新的作為 
湯志民 2006 依據教育理念，突破傳統觀念，運用學習型組織的團體

動能，轉化行政、課程與教學之劣勢，轉化為優勢，以

創造獨特風格與組織文化，並發展學校特色之歷程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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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續） 
學校創新經營定義彙整表 
研究者 年代 學校創新經營之定義 
謝傳崇 2007 在校長帶領運用創新的經營策略，結合行政、教師、學

生、家長與社區共同的努力，達成學校教育目標與提升

學校效能及品質，使學校永續發展以滿足社會之期待。 
湯志民 2008 學校依敎育理念，突破傳統觀念，運用學習型組織團體

動能，轉化行政、課程、敎學和環境的劣勢，使之成為

優勢，創造獨特風格和組織文化，發展學校特色之歷程 
吳明雅 2009 為因應外在與內在環境變遷及需求，運用新穎的營運模

式，經由有系統及效能的流程管控，以發展學校特色與

競爭優勢之動態歷程。 
古雅瑄 2010 為提升學校效能，依循教育理念與本校特色，突破傳統

作為，轉化學校氣氛劣勢為優勢，創造學校經營特色及

競爭優勢之歷程。 
李芳茹 2010 學校在校務經營管理上，運用內外部激發之創新經營策

略，滿足社會、家長與學生的期待，以追求學校卓越發

展。 
曾煥鵬 
林志成 

2011 學校創新經營係指學校運用系統化的創新經營策略，以

達學校目標。 
李羿岑 2010 對內營造創意氛圍，激勵成員提升專業知能，對外引進

新服務與新策略，整合資源成系統化創意經營策略之歷

程以促成學校永續經營。 
黃玉貞 2014 學校為因應環境變遷，組織將資源匯集整合，轉化創意

思維至各項學校運作，藉以滿足成員之需求，發展學校

之特色，促使永續之發展，以達成學校教育目標。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學校創新經營之目的並非著眼於經濟效益或侷限於學校組織之持續，

在知識經濟時代下，學校應該要提升競爭力，追求創新以展現學校優勢，

且同時兼學校特色發展與學校教育目標之實踐，與一般企業組織有所差異，

即學校創新經營是建立在教育價值之重要基礎上（吳明雅，2009；Zhao & 

Patricia, 2009）。 

  綜合上述學者之研究，本研究將「學校創新經營」定義為：「為因應外

在環境變遷及滿足學校內在需求，為提升學校效能，以系統化的策略在學

校經營的作法上進行有計畫性之改變與創新，以創造學校經營特色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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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力，使學校永續經營之動態歷程」。 

（二）學校創新經營之研究層面 

  「Best Education-KDP 全國學校經營與教學創新 KDP 國際認證獎」係

由 KDP 國際教育榮譽學會臺灣分會與市立大學在教育部與臺北市教育局

的指導下，為因應加入 WTO 對教育體系之衝擊，大陸學歷認證、生源減

少、學校招生不足、城鄉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升學主義等教育及社會問題，

期望能帶動我國教育革新風氣，推動教育品質國際認證而舉辦。其認為一

所學校應該包含許多面向，因此將學校創新經營面向分為「校務經營與革

新」、「課程領導與教師專業發展」、「學生多元學習與效能」與「校園營造

與資源運用」等四組。 

  吳清山（2004）則指出學校創新經營之內涵包含「觀念創新」、「技術

創新」，「產品創新」、「服務創新」、「流程創新」、「活動創新」、「環境創新」

與「特色創新」等八項。 

  吳明雅（2009）在臺北市國民小學校長變革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

關係之研究中，將學校創新經營分為「行政管理創新」、「課程教學創新」、

「學校活動創新」、「資源運用創新」與「校園環境創新」等五層面來進行

研究探討。 

  李羿岑（2010）在桃竹苗四縣市國民中學行政人員知識管理與學校創

新經營關係之研究中，則將學校創新經營之內涵分為「行政管理創新」、「課

程教學創新」、「學生展能創新」、「社區資源創新」與「環境美化創新」等

層面。 

  張明輝（2003）指出學校創新管理之內涵，包含教師創意教學策略、

學生創意活動展能、校園規劃與校園美化、創新社會資源之運用、建構知

識管理系統、學校行政管理創新等六大面向。 

  謝傳崇（2007）在以平衡計分卡理念建構國民中小學創新經營效能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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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之研究中，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分為「創新行政管理效能」、「創新課程

教學效能」、「學生創新展能效能」、「資訊創新運用效能」與「環境設備創

新運用效能」等五個向度來進行探究。 

  顏弘欽（2009）於國民小學組織學習、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

究中，將組織創新分為「行政管理創新」、「課程教學創新」、「學生活動創

新」、「文化氣氛創新」與「資源運用創新」等五個層面。 

  郭梨玉（2012）在桃園縣公立國小創新經營、教師專業成長與學校效

能研究中，將學校創新經營分為「學校行政創新」、「課程教學創新」、「活

動多元創新」、「校園環境創新」與「公共關係創新」等五個面向。 

  張明輝、顏秀如（2005）分析學校創新經營，認為其概念涵蓋「創新

內容」、「創新歷程」、「知識系統運作」與「創新相關人員」。 

  林孟慧（2009）在國民小學校長運用品牌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關係之

研究中，將學校創新經營模式歸納出「行政管理與創新」、「教學專業創新」、

「知識管理創新」、「公共關係創新」、「資訊科技創新」、「學校建築創新」

等六個層面來進行探討。 

  濮世緯（2003）在國小校長轉型領導、學校文化取向與學校創新經營

關係之研究中，將學校創新經營內涵分為五大層面，包含「行政管理創新」、

「課程教學創新」、「知識分享創新」、「外部關係創新」與「資訊科技創新」，

以下分述之： 

1.「行政管理創新」層面：行政管理係組織創新之首要層面，校長

行政風格將會影響學校未來發展，由於學校較官僚保守封閉之性

質，難以帶動學校改革風潮，因此行政管理之創新為首重之層

面。 

2.「課程教學創新」層面：係指學校為教育場所，須翻新課程內容

與教學方式之，使兩者都能靈活化與多元化發展。 

3.「知識分享創新」層面：係指將教師隱性知識轉為顯性知識，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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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全體教育成員分享，得以傳遞知識進而創造知識。 

4.「外部關係創新」層面：係指學校應經營外部關係，打破過去學

校封閉保守經營思維。 

5.「資訊科技創新」層面：係指因應數位學習與科技之發展，學校

科技設備與技術應進行更新，使學校得以運用資訊科技改變教學

與行政流程，提升效率與生產率。 

  黃以喬（2013）則在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學校組織動態能耐

與學校創新經營關係之研究之研究中，將學校創新經營內含分為「行

政管理與環境創新」、「課程與教學活動創新」與「外部資源創新」等

三大層面。 

  謝傳崇、黃瑞真、謝宜君（2016）在國民中學校長翻轉領導與學

校創新經營相關之研究中，將學校創新經營的層面分為「行政管理與

創新」、「課程教學與創新」、「學生展能創新」、「校園營造創新」、「資

源運用創新」等五層面： 

貳、學校創新經營之理論基礎 

  學校創新經營之相關研究大多植基在教育價值之理念上，透過校內外

各種資源與互動之總和，期望能透過系統化與科學化之方法加以評估、檢

核學校創新經營，以達成學校教育目標（濮世緯，2003）。 

  國內外學者根據不同的面向對於學校創新經營進行詮釋，發現不同內

涵之學校創新經營之理論基礎。大致上，可分為開放系統理論、混沌理論、

學習型組織、創新擴散理論與組織創造力理論（濮世緯，2003；秦夢群、

濮世緯，2006；黃秋鸞，2009；崔念祖，2010；周婉玲，2011；郭梨玉，

2012；湯為國，2012），分述如下： 

一、開放系統理論（Open System Theory） 

  開放系統理論起源於 1950 年代以降，生物學家 Bertalanffy 提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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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系統理論」(General system theory)，理論重視組織與外在環境的關係，主

張每一個組織和系統皆為開放系統，彼此相互依存的次級系統，具有自我

調適的能力以維持穩定平衡狀態，當遇到失衡時，組織系統會啟動反饋作

用與自我調節能力，恢復平衡狀態或進行昇華轉型，以持續發展。開放系

統理論重視團體的運作，會從「輸入」到「轉換」（即外在環境與內部次系

統的交會），乃至「輸出」（是否達成目的），再經由「回饋」過程開啟另一

次新的循環（秦夢群，2013a；黃秋鸞，2009；濮世緯，2003；黃昆輝，1993；

謝文全，1993）。 

  學校創新經營動力在於學校所處的大環境，若學校組織內部人員能跨

越學校之邊界，經由外在環境與學校各次級系統交互作用的關係，使學校

不再處於封閉的處境，透過不斷的循環，時時的注入新創意與新觀念，時

為學校組織必要之動作，學校創新經營也不在會是空談。 

二、混沌理論（chaos theory） 

  混沌理論興起於 1970 年，認為系統本身混亂且無規則性，並且充滿

未知事件，即使枝微末節小事也會引發軒然大波而導致系統崩壞。此理論

認為組織是非線性、非均衡、複雜且充滿能量的有機體，具有以下四項特

點（秦夢群，2013a）： 

（一）耗散結構：係開放系統中的非均衡結構，藉由自我重組的動力，

在混沌與不穩定中產生新型態之模式。 

（二）奇特吸引子：其性質極為不定，時而複雜，時而簡單，難以捉

摸，指環境中隱藏許多係為不確定性之因子，隨時對組織造成影

響。 

（三）蝴蝶效應：係指枝微末節之小事也會造成組織鉅大的影響，尤其

是在起始狀態會非常敏感。 

（四）回饋機能：回饋系統能為組織帶來穩定或動盪，其強調系統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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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對於組織結構的重要，透過不斷的反饋而強壯組織結構。 

  現今的學校相較於過去更為複雜，學校無法預測未來的變化，蝴蝶效

應說明學校在混亂體系中，應規劃中期（即一到兩年）的計畫，而非長期

性計畫 (Kara, 2008)，當學校處於不穩定且不確定性極高的環境時，組織內

部必須不斷調整與創新，維持競爭力，不斷修正達到永續經營。 

三、學習型組織理論（Learning Organization） 

  Senge(1990)指出組織中成員透過持續不斷的學習，以完整的思考型態

來解決問題，使組織不斷擴散創意思維，提升成員的知識與經驗，使組織

不斷學習，促使組織持續發展，強化整體組織因應變革與創新之能力。林

新發（1998）認為學習型組織是組織在動態的環境中，能夠不斷的學習，

並運用系統性思考模式，結合組織成員之自我超越，能嘗試各種不同的問

題解決方案，進而強化與擴充個人知識與經驗，改變整個組織行為，並透

過共同願景的建立，結合團隊學習之方法，增進組織適應力與變革力。 

  Zhao & Patricia(2009)曾說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係緊密相關的，學

習能力越強之學校，就會用有創意能力，更能促使學校創新經營。學校創

新經營首要之務，便是推動學習型組織以促進成員知識、信念與學習之改

變（濮世緯，2003）。 

  在以教育為本質理念之學校組織中，重視學生學習的同時，也應強調

教師、行政人員、家長與相關團體的互動學習，以提升整體績效，即是學

習型學校的精神價值所在（諶志銘，2013）。因此，學校若能透過學習型組

織之特性，經由各種有效的學習途徑與實施，促進學校成員的學習效能，

進而有效提升學校的教育品質與效能，共同實現學校經營之願景。當學校

人員學習能力提升，就越有創新的能力，更能積極的推動學校的創新經營

（吳清山，2004；黃建翔，2014）。學習型組織只是組織從事創新活動，其

使得組織本身能持續適應學習與創新學習，因此，組織學習的具體貢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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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提供組織變革具體因素，意即以組織學習促進學校創新經營(Annion, 

1994)。 

四、知識管理理論（knowledge Management Theory） 

  知識為創新的基礎，在學校場域中，知識的學習、轉移與利用之媒介

係為學校成員精進的要素，因此學校創新經營亦應以學校成員之知識運作

視為創新的核心。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價值的產生是知識經濟發展的主要

因素，創新知識的教育將成為主流（紀家維、陳木金，2013；李安明、謝

傳崇，2003)。 

  秦夢群（2010）定義知識管理為「將組織顯性與隱性知識，透過蒐集、

儲存、整合、分享、應用與創新之步驟，提升其知識層次，進而創建出更

高層次價值，以促進組織有效改革之歷程」。 

  知識管理為一種對組織中資源、人力、觀念及智慧等知識，應用資訊

科技與人文概念來進行生產、分享、應用與轉化之目的性、系統化的管理

模式，並強調創新與轉化能力之過程，以達成提升組織績效、適應力（林

煥民，2008）。知識管理有六大歷程，即尋找→整理→儲存→流通→創新→

利用，而知識管理則具有資料、資訊、知識、智慧與價值等五項本質，透

過連結化、內在化、共同化至外在化之歷程，進行知識轉化，促使知識創

新與知識利用的交流更快，使用更廣泛（紀家維、陳木金，2013）。 

  Robbins(2001)主張形塑學校知識體系是促進組織學習的具體做法，以

形成一個具有積極影響力之學習型組織。Zhao & Patricia(2009)認為影響學

習型學校的因素有三，包含形塑知識體系、形塑組織學習文化、形塑組織

知識管理，以創建學習型學校建構模式，如下圖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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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學習型學校創建模式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 School innovative management model and strategies:  
The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By Zhao, J. & Patricia, O.,  
2009, Information Systems Management,26(3),245 

  學校是知識傳播與分享的場所，更是知識創造的園地，所以學校本身

是具有推動知識管理的雄厚條件。學習是知識管理的動力，當組織能夠不

斷的學習，對於知識管理的推動是更是一大助力。有效的知識的管理，能

使知識資本成為智慧資本，一旦智慧資本增加，組織的生產力、創造力和

競爭力即會增強（吳清山，2001；林煥民，2008）。 

五、創新擴散管理理論(theory of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創新擴散理論之概念為 1903 年法國社會學家 Gabriel Tarde 所提出

(Kaminski, 2011)，至 1962 年學者 Rogers 正式提出創新擴散理論一詞，為

最早的社會科學理論，起源於溝通解釋，認為隨著時間的遷移，想法或產

品藉由動力擴散至群體或社會中，當被採用一個與過去不相同的產品或想

法時，即是創新。採用與過去不同的選擇代表創新，其是一種過程而非結

果，創新的關鍵在於人必須要感知新的產品、新的行為思想等。 

六、組織創造力理論 

  組織有了創造力，組織創新經營的策略與手法，尌會源源不斷，有助

於促進個人成長與組織發展（吳清山，2005）。創造力教育白皮書（2003）

年指出開發創造力攸關未來國家之發展，為使推動工作明確回應當前之教

育現況與問題，提出創造力教育推動之基本原則，創意的產生有賴於創造

形塑學習文化

 

形塑知識體系

形塑知識管理

學習系統

學習策略

學習氛圍

學習 

 

社會能力 

學習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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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知能的發揮，而創意的績效，取決於創新成果的展現。組織創造力是透

過組織的運作展現出的創造力，激發個人潛能和團隊的知能，有效發揮創

造思考之成效，並進行創新知能的分享與傳遞，藉此歷程進行問題解決與

提升組織成效，展現創造力而達成個人目標及組織目標之歷程（黃建翔，

2014）。當學校成創意發展性質之組織，經由累積形塑出學校文化，並發展

學校特色，將有助於學校創新經營之未來發展。 

參、學校創新經營之困境與實施 

一、學校創新經營之困境 

  從過去歷史可知道，若政府或學校試圖引入新的教學與學習方法，皆

會被學校人員拒絕，進而孤獨並導向死亡。目前，教育改革通常係由政府

當局所發起由上而下之變革，其通常關注於整體的大變化，而非解決特定

或小規模之議題。教育組織的創新亦非如同商業組織般受到相同的關注，

但創新係組織永續經營之道。校長作為學領導者，其在變革與創新的過程

中扮演關鍵性腳色，所推動之政策與措施亦深深影響學校之發展（Sannino 

& Nocon, 2008；濮世緯、黃貞裕，2012）。 

  學校創新經營推行之困境，因素包含 1.行政法規鬆綁不力量；2.組織

結構不易改變；3.財政制度過於僵化，不易彈性使用；4.教師文化陷於守成；

5.親師關係混淆不明等，是學校創新經營不易之癥結所在（馮清皇，2002）。 

  林和春（2014）歸納整理學校創新經營困境之三大面向，包含學校成

員素質與態度之問題、學校背景潛藏之問題與學校落實創新經營之策略問

題。學校成員心態保守且害怕變革，學校內部組織結構僵化且缺乏創新動

力與創意人才等，使得學校難以發展學校特色文化與產生創新之動力。 

 范熾文（2011）綜合整理出學校創新經營之困境，包含個人因素、組

織因素與社會因素三大層面。「個人因素層面」，包含：領導層面與學校成

員成面，說明如果領導者缺乏創新領導之領導風格以及學校成員態度消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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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專業度不足，皆是阻礙組織創新之因素。而「組織因素層面」則包含缺

乏良善溝通、組織文化僵硬、創新方案不適切、缺乏經費支持、教師負荷

過重以及過度重視短期成效。而在「社會因素層面」上，若社區及家長的

不積極態度以及上級主管單位朝令夕改，皆是組織創新變革之阻礙。 

  學校創新經營困境有許多面向，從成員方面，校長若缺乏創新經營之

知識與意願或維持一貫的權威領導作風，教師慣性思維、守舊且害怕革新，

皆為創新經營之困境；學校方面，若缺乏創新之氣氛與文化、僵化的行政

體制、經費與資源之限制等方面，亦是造成學校創新經營無法落實之情形。 

  學校創新經營困境的因素很複雜，在推動上應突破組織與成員間隔閡，

校長主動帶領成員共同學習並引導創新改革之意願，能夠賦予成員自主性，

並鼓勵成員勇於提出創新之建議，將困境轉化為學校創新經營之動力。學

校是一個服務性組織，面對少子化及教育資源越來越有限等種種教育與社

會問題之時代下，學校不能「以不變應萬變」之心態來經營學校，否則將

會被時代所淘汰（吳清山、賴協志，2006）。 

二、學校創新經營之實施策略 

  Shapiro 指出若想要在瞬息萬變的環境中求生存，則必須要「永續創

新」，必須如同生命體一般的持續自我再造。因此，認為組織創新經營必須

具備 7R 思維，包含「重新思考」(rethink)、「重新組合」(reconfiguire)、「重

新定序」(resequence)、「重新定位」(relocate)、「重新定量」(reduce)、「重新

指派」(reassign)、「重新裝備」(retool)等七項，作為組織進行創新時參考之

思維觀念（戴至中譯，2002）。 

  學校組織相對企業組織體而言，具備雙重系統及鬆散結合等特性，在

應用企業創新管理策略上，必須考量到學校特性，參酌使用以發揮成效。

因此，張明輝(2006)指出學校創新經營應形塑學校創新經營之願景、推動

突破性創新思維、調整因應創新變革之組織、營造激發創意的工作環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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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氛、培養具有創新能力之主管、加速學校創新管理的流程、強化創新經

營之知識管理與確保學校創新經營管理的永續發展等策略，以符應學校雙

重鬆散之性質。 

 吳清山（2004）認為學校創新經營為了有更良好的成效，須有六

大策略： 

1.校長積極倡導創新，鼓勵成員勇於創新。 

2.形塑學校為學習型組織，形塑學校文化。 

3.建立學校人才資料庫，善用學校人力資源。 

4.鼓勵成員勇於提出創意，作為校務推動之參考。 

5.提供各項資源，協助推動創新經營。 

6.觀摩標竿學校創新經營之方法，激發革新之動。 

  吳清山、賴協志（2006）則認為學校創新經營實施有五大策略： 

1.校長應積極倡導鼓勵，激發同仁創新意願。 

2.做好溝通宣導之傳遞工作，與同仁建立學校創新經營之共識。 

3.形塑學校為學習型學校，改變成員慣性守舊之思維。 

4.建置學校人力資料庫，成員共同創新經營。 

5.觀摩創新經營成功之學校，並進而楷模學習。 

  紀家維、陳木金（2013）提出學校創新經營提出四個具體作法，包

含強化學校結構資本、行政人力資本、教師人力資本及顧客關係資本的

知識資產管理推動學校創新經營。 

  林和春（2014）主張學校創新經營有許多困境，克服之方法包含： 

1.校長用心帶領組織成員發展學習型組織，形塑出創新的學習文化。 

2.有效解決危機與問題，改進學校體質並突破創新。 

3.加強溝通與宣導，激發學校成員對於創新之需求。 

  濮世緯、黃貞裕（2012）認為學校創新經營之實施，首先校長與行

政團隊應瞭解學校文化並事先設定目標，展現創新之魄力。校長必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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喚醒學校成員之危機意識，建立與同仁間雙向溝通管道，促進教師主動

參與學校創新。 

  學校創新經營的實施策略有許多，雖然學校致力於採用相同的創新

經營方式，期望得到相同的成效，但由於所採行的策略不同且對於創新

亦有不同的理解，所得到的成就亦不相同(Zhao & Patricia, 2009)。創新係

來自新的創意發想，是組織發展的原動力，亦是組織競爭優勢的關鍵因

素。來到知識經濟爆發時代，各國紛紛進入教育改革與創新之教育政

策，因此，學校創新經營係現今時代趨勢，也同時為提升學校競爭力的

重要推力（謝傳崇、黃瑞真、謝宜君，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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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

之關係 

  本節旨在探討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之關係，透

過先關實證研究結果，探討其中之關係。本節共分七部分，首先探討教師

心理契約相關研究；第二，探討教師幸福感之相關研究；第三，探討學校

創新經營之相關研究；第四，探究教師心理契約與教師幸福感之相關研究；

第五，探討教師心理契約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相關研究；第六，探討教師幸

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研究；最後，說明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與學

校創新經營之關係。茲將各部分說明如下： 

壹、教師心理契約之相關研究 

  蔡韻瓊（2007）以臺南縣國中教師為研究對象，研究國中校長家長式

領導、教師心理契約與專業承諾之關係，研究發教師展現高度的心理契約，

並以「體現教育愛」最為明顯；而背景變項上，較高年齡、學歷與服務年

資及兼任行政工作之教師，其對於教師心理契約知覺程度較高；而教師心

理契約對於教師專業承諾具有預測力。 

  黃裕婷（2015）以新竹市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探討心理契約、幸福

感與教學效能的關係，研究發現新竹市國小教師心理契約現況趨於「中高」

程度，又以「提供環境支援」層面表現最，「體恤及關懷教師」層面知覺程

度最低。 

  陳其樑（2009）與靳國芬（2010）之研究亦發現，國小教師整體心理

契約知覺程度良好，以「提供環境支援」層面之知覺程度最高，而「體恤

及關懷教師」層面之程度最低。 

  蔡秀琴（2006）研究則驗證雖「體恤及關懷教師」層面程度最低，但

整體心理契約仍然屬於偏高的程度，顯示出教師對於心理契約分層面與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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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之整體知覺程度反應具高度知覺存在。 

  林孝治（2015）研究彰化縣國小教師心理契約、組織承諾及組織公民

行為之關係，發現教師心理契約以「提供環境支援」層面之程度最高，「建

立人情關懷」層面之程度最低。而教師心理契約與組織公民行為呈現正相

關。 

  靳國芬（2010）以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研究教師心理契約、組織認

同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關聯性，發現國小教師與學校間心理契約感覺良好；

而背景變項上，性別變項僅在「建立人情關懷」層面中達顯著差異，而學

校規模亦對心理契約具有顯著差異，尤其在 12 班以下之學校成員更為顯

著；教師知覺心理契約實踐程度對組織公民行為有顯著正面之影響；教師

心理契約在教師本身期待與學校實踐方面具顯著差異之存在。 

  影響教師心理契約因素甚多，不同背景變項對教師心理契約現況有不

同影響，以下針對教師不同背景變項進一步探討，如表 2-8 所示： 

表 2-8 
教師心理契約之相關研究背景變項之顯著情形概況表（代表有顯著） 

研究者 年代 研究主題 
背景變項 

性

別 
年

齡 
學

歷 
職

務 
服務 
年資 

學校

規模 
蔡韻瓊 2007 國民中學校長家長式領

導、教師心理契約與專

業承諾關係之研究 
      

蔡秀琴 2006 國立大學行政人員心理

契約、組織承諾與組織

公民行為關係之研究 


      

林孝治 2015 彰化縣國民小學教師心

理契約、組織承諾及組

織公民行為之關係研究 
      

黃裕婷 2015 新竹市國民小學教師心

理契約、幸福感與教學

效能關係之研究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74 
 

貳、教師幸福感之相關研究 

  教育根本宗旨在於培養學生能帶著走的能力，能養成國家建設、社會

幸福氛圍之提升所需之各種人才（王駿發等人，2014）。近年來國內研究者

漸開始重視教師心理相關議題，雖然目前教師幸福感量表大多仍參酌國外

幸福感量表而編製成，但國內對於教師幸福感之研究仍蓬勃發展，使得教

師幸福感更能貼近國內現況及得到更完整之詮釋。 

  以下將「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中，「教師幸福感」相關之研

究進行歸納整理下表 2-9： 

表 2-9 
教師幸福感相關研究彙整表 
研究者 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發現 
陳鈺萍 2004 國小教師幸福感

及其相關因素之

研究 

1.主觀幸福感受程度屬中等程度，主要

的幸福表現是人際關係的和諧。 
2.社會支持愈高的國小教師，其幸福感

愈佳，社會支持來源與類型皆與幸福

感呈顯著正相關。 
古婷菊 2006 國民中學教師

幸福感及其相

關因素之研究 

1.教師幸福感接近中上程度。 
2.不同年資之教師對於幸福感之「正向

情緒」與「工作成就」層面具顯著差

異。 
3.不同職務對「幸福感整體」與「正向

情緒」及「工作成就」層面有顯著差

異存在。 
陳政翊 2010 臺北市國中校

長轉型領導、

教師幸福感與

學校創新經營

之研究 

1.國中教師對幸福感知覺程度屬中上程

度，以「樂觀表現」、「生活滿意」兩

層面程度最高。 
2.不同背景變項對於校長轉型領導、教

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有所差異。 
方暄涵 2010 基隆市國民中

學校長領導特

質與教師幸福

感關係之研究 

1.擔任主任職務之教師幸福感程度最

佳。 
2.校長領導特質對教師幸福感具正向影

響。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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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續） 
教師幸福感相關研究彙整表 
研究者 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發現 
盧建銘 2012 新北市國民小學

校長教學領導、

教師幸福感與教

師教學效能關係

之研究 

1.教師對教師幸福感知覺程度屬中上程

度。 
2.教師年齡、學歷、服務年資、職務、

學校規模在教師幸福感有顯著差異。 
3.校長教學領導、教師幸福感與教師教

學效能之間具有顯著正相關。 
4.校長教學領導、教師幸福感對教師教

學效能具有顯著預測力，並以教師幸

福感對教師教學效能最具預測力。 
江亭瑩 2013 臺北市特殊教育

學校教師幸福感

之研究 

1.教師之整體幸福感達到幸福程度。 
2.教師幸福感以「人際關係」層面最

高；「生活滿意」與「身心健康」層

面相對較低，但仍屬幸福程度。 
3.不同年齡與任教年資之背景變項，幸

福感達到高強度效果值。 
張馨芳 2014 國中校長知識領

導、學習共同體

與教師幸福感關

係之研究-桃園

縣為例 

1.教師在知覺校長知識領導、學習共同

體與教師幸福感現況呈高程度相關。 
2.不同變項對教師幸福感知覺不同。 
3.校長知識領導、學習共同體與教師幸

福感呈現正相關。 
劉秀惠 2014 桃園縣國民中學

教師幸福感與組

織承諾之相關研

究 

1.教師幸福感現況達中上程度。 
2.年紀較長、已婚、任教年資較深的教

師對整體幸福感受程度較高。 
3.教師幸福感與組織承諾間具正相關。 

王怡茹 2014 新北市國民中學

教師幸福感及其

相關因素 之研

究 

1.國中教師幸福感現況屬中上程度，並

以「樂觀」層面程度最高。 
2.性別、婚姻狀態、最高學歷、服務年

資、學校規模不同的教師在幸福感及

其各層面上有顯著差異。 
3.「內控人格特質」與幸福感呈顯著正

相關；「外控人格特質」呈負相關。 
4.「社會支持」程度愈高的教師，其幸

福感愈佳，「社會支持」類型與幸福感

呈顯著正相關。 
5.國中教師的社會支持程度、性別對幸

福感最具有預測力。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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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續） 
教師幸福感相關研究彙整表 
研究者 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發現 
余秋蘭 2014 高雄市國民中學

校長願景領導、

學校組織氣氛與

教師幸福感關係

之研究 

1.國中教師對教師幸福感的知覺屬中上程

度，其中以「生活滿意」與「人際關

係」層面感受最深。 
2.男性、資淺、兼任主任、服務於市鎮地

區之教師，幸福感上之知覺較高。 
3.對學校組織氣氛知覺愈佳，教師幸福感

愈佳。 
4.校長願景領導與學校組織氣氛對教師幸

福感有整體關聯，以「親和關懷」對教

師幸福感有最高的結構關係。 
5.校長願景領導、學校組織氣氛對教師幸

福感有預測力，以「支持信任」最能預

測教師幸福感。 
張美婷 2014 教師幸福感與教

學效能關係之研

究-以桃園縣私

立國中小學為例 

1.桃縣私立國中小學教師之整體幸福感屬

中高程度，以「社會活動」層面感受

最高，「身體健康」層面感受最低。 
2.教師幸福感與教學效能呈中度正相關，

亦具顯著典型相關 
3.教師幸福感各分層面中，以「社會活

動」對整體教師教學效能最具預測力。 
朱家昱 2015 臺北市國民中學

校長正向領導、

教師幸福感與教

師組織承諾關係

之研究 

1.國中教師知覺幸福感具有中高程度 表
現，其中以「樂觀」表現最佳，「生活

滿意」表現最低。 
2.年齡與擔任職務之不同，會有不同程

度之教師幸福感。 
3.國中校長正向領導、教師幸福感與教

師組織承諾彼此具有正相關存在。 
周宜儒 2015 國民小學校長分

布式領導與教師

幸福感關係之研

究 

1.國民小學教師知覺幸福感為中上程度。 
2.不同年齡、教育程度、服務年資與職務

對教師知覺教師幸福感上有所差異。 
3.校長分布式領導與教師幸福感正相關。 
4.校長分布式領導有效預測教師幸福感。 

賴樺蓁 2015 新北市國小校長

領導風格與教師

幸福感之研究 

1.教師的幸福感良好。 
2.校長在「人和型」、「民主開放型」、

「人性關懷型」為高度傾向領導風

格，其教師的「幸福感」較佳。 
（續下頁） 



 

77 
 

表 2-9（續） 
教師幸福感相關研究彙整表 
研究者 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發現 
吳芳靜 2015 花蓮縣國民小

學校長正向領

導與教師幸福

感之相關研究 

1.教師幸福感現況呈中上程度，其中以

「生活滿意」層面表現最高，以「正向

情緒」層面表現最低。 
2.年齡 46 歲以上、服務年資 21 年以上之

國小教師，幸福感較高。 
3.校長正向領導與教師幸福感具顯著正相

關。 
4.校長正向領導對教師幸福感具預測力。 

劉香伶 2015 臺中市國民小

學教師組織承

諾與教師幸福

感關係之研究 

1.國小教師幸福感之概況為中上程度，以

「正向情緒」層面最高。 
2.不同的「服務年資」、「現任職務」之背

景變項上具有顯著差異 
3.國小教師在教師組織承諾與教師幸福感

達中度正相關。各分層面中，以工作滿

意度之相關程度最高。 
4.國小教師組織承諾對教師幸福感有顯著

的預測力。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教師幸福感之影響因素廣泛，研究者就國內學者研究之相關資料，針

對可能影響教師幸福感之背景變項探討如下： 

一、「性別」方面 

部分研究指出，不同性別之教師，其幸福感無顯著差異存在（方暄涵，

2010；古婷菊，2006；鐘偉晉，2009；侯辰宜，2007；周子仁，2013；朱

家昱，2015；周宜儒，2015）。而部分研究則指出不同性別之教師，幸福感

有顯著差異（王怡茹，2014；王惠萱，2011；劉秀惠，2014）。亦有研究發

現男性教師幸福感較女性教師幸福感高（李春嫣，2011；余秋蘭，2014）。 

二、「年齡」方面 

蔡明霞（2008）、周碩政（2008）、王惠萱（2011）、盧建銘（2012）、

鍾偉晉（2009）、蕭博仁（2013）、周宜儒（2015）、朱家昱（2015）研究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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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不同年齡之教師對幸福感具有顯著差異。而王惠萱（2011）、周子仁

（2013）、張美婷（2014）、周宜儒（2015）則認為不同年齡之教師對於幸

福感無顯著差異。亦有研究者認為年齡較長之教師對於幸福感知覺程度較

高（侯辰宜，2007；詹美珍，2011；劉秀惠，2014）。 

三、「教育程度」方面 

方暄涵（2010）、周子仁（2012）、張美婷（2014）、朱家昱（2015）研

究指出不同教育程度之教師在幸福感知覺程度無顯著差異；然而，亦有研

究則認為不同教育程度之教師在幸福感知覺程度有顯著差異（周宜儒、

2015；王怡茹，2014；盧建銘，2013；鍾晉偉，2009）；詹美珍（2011）與

劉秀惠（2014）則指出教育程度較高之教師其教師幸福感較高。 

四、「服務年資」方面 

  蔡明霞（2007）、方暄涵（2010）、蔡長周（2013）、蕭博仁（2013）、

張美婷（2014）、朱家昱（2015）、周宜儒（2015）認為不同服務年資之

教師與幸福感並無顯著差異。而亦有研究認為不同任教年資之教師，在

幸福感上有顯著差異（周宜儒，2015；王怡茹，2014；劉秀惠，2014；

周子仁，2013；盧建銘、2013；王惠萱，2011；鍾晉偉，2009；古婷

菊，2006）。 

五、「擔任職務」方面 

研究指出教師不同擔任職務與其幸福感達顯著差異（古婷菊，2006；

蔡明霞，2007；方暄涵，2010；王惠萱，2011；盧建銘，2013；蕭博仁，

2013；余秋蘭，2014；朱家昱，2015；周宜儒，2015）。另一方面，張美婷

（2013）、周子仁（2013）、劉秀惠（2014）、胡毓珏（2015）研究則顯示不

同職務之教師與幸福感並無顯著差異。余秋蘭（2014）、詹美珍（2011）則

指出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對於教師幸福感知覺程度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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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校規模」方面 

王怡茹（2014）、盧建銘（2013）、周碩政（2008）、鐘偉晉（2009）研

究發現不同學校規模對於教師幸福感之表現有顯著差異。而朱家昱（2015）、

方暄涵（2010）、劉香伶（2015）則認為不同學校規模對於教師幸福感之表

現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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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學校創新經營之相關研究 

學校創新經營係為現今教育研究領域中重要議題之一，學校創新經營

之推動仍有許多成長與進步空間，為更瞭解學校創新經營相關研究，透過

「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中，將「學校創新經營」相關研究彙整

如下表 2-10： 

表 2-10 
學校創新經營相關研究彙整表 
研究者 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結果 
濮世緯 2003 國小校長轉型

領導、學校文

化取向與學校

創新經營關係 
之研究 

1.學校創新經營以「課程與教學」、「資訊

科技」與「行政管理」創新經營較高，

「教師知識分享」與「外部關係」較為

偏低。 
2.校長在學校創新經營情形為中高程度。 
3.校長轉型領導有助學校創新經營實踐。 

黃海山 2008 臺南縣市國民

小學智慧資本

與學校創新經

營關係之研究 

1.學校創新經營屬「中高」程度之表現。 
2.學校智慧資本與創新經營整體與各層

面具「中高」程度正相關。 

李玉美 2010 新竹地區國民

中學學校創新

經營、教師組

織公民行為與

學校效能關係

之研究 

1.國中教師對整體學校創新經營現況知覺

程度為中上。 
2.「性別」、「年資」、「學歷」等背景變項

對學校創新經營具有顯著差異 
3.學校創新經營的情況愈佳，教師組織公

民行為的情形也愈佳。 
4.學校創新經營的情況愈高，則學校效能

愈佳。 
5.學校創新經營對學校效能具有預測力，

而且以行政管理最具預測力 
曾偉誠 2011 臺北市國民小

學教育人員資

料導向決定與

學校創新經營

關係之研究 

1.教育人員知覺學校創新經營屬良好。 
2.教育人員知覺學校創新經營會因性別、

最高學歷、學校規模、學校歷史之背景

變項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3.小學教育人員知覺資料導向決定與學校

創新經營具有正向的關係存在。 
4.資料導向決定能對學校創新經營有正向

預測力。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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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續） 
學校創新經營相關研究彙整表 
研究者 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結果 
馬曉蓁 2012 新北市國民小

學校長分布式

領導與學校創

新經營關係之

研究 

1.學校組織創新之現況表現在中上水準。 
2.校長分布式領導與學校組織創新間具

有顯著正相關，校長分布式領導表現愈

強，學校組織創新特性愈強。 
3.校長分布式領導與學校組織創新之間

具有顯著預測力。 
郭梨玉 2012 桃園縣公立國

小校創新經

營、教師專業

成長與學校效

能研究 

1.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現況良好。 
2.不同背景變項之教師對學校創新經營

具顯著差異。 
3.學校創新經營、教師專業成長共同顯

著正向影響學校效能。 
4.以教師專業成長作為學校創新經營影

響學校效能中介因素呈顯著正向相

關。 
5.學校效能作學校創新經營影響學校效

能之中介因素成顯著正向影響。 
許顥騰 2013 桃園縣國民中

學學校創新經

營與學校效能

關係之研究 

1.教師對學校創新經營現況的知覺趨於

正向，且達到中高程度。 
2.不同「性別」、「職務」、「學校規模」、

等背景變項之教師對學校創新經營的

知覺有顯著差異。 
3.學校創新經營對學校效能具有預測

力，且學校創新經營與學校效能之間

呈現顯著高正相關。 
黃國庭 2013 國民小學校長

空間領導、學

校創新經營與

學校效能關係

之研究 

1.校長空間領導、學校創新經營與學校

校能的實施現況呈現良好。 
2.不同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服務年

資、現任職務、等背景變項之教師在

校長空間領導、學校創新經營與學校

效能具有顯著差異。 
3.校長空間領導、學校創新經營與學校

效能三者之間均存在中高度正相關。 
4.校長空間領導、學校創新經營能有效

預測學校效能。 
5.學校創新經營具校長空間領導對學校

效能的中介效果。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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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續） 
學校創新經營相關研究彙整表 
研究者 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結果 
諶志銘 2013 宜蘭縣國民

小學校長服

務領導、內

部行銷與學

校創新經營

關係之研究 

1.學校創新經營整體呈現顯著差異 
2.不同年齡、服務年資之教師，在學校創

新經營分層面中「行政管理創新」與

「校園環境創新」有顯著差異；不同學

歷教師在「資源運用創新」顯著差異。 
3.教師知覺校長服務領導、教師內部行銷

與學校創新經營整體及各層面，相互呈

顯著相關。 
4.校長服務領導對學校創新經營具預測力。 
5.學校內部行銷對學校創新經有預測力。 
6.校長服務領導與學校內部行銷對學校創

新經營有預測力。 
翟家甫 2013 公立高中校

長分布式領

導與學校創

新經營之研

究—以臺中

市為例 

1.教師知覺的校長分布式領導為中上程度。 
2.不同背景變項之教師所知覺的學校創新

經營有顯著差異。 
3.校長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之間有

顯著的正相關。校長分布式領導能有效

預測學校創新經營。 
4.不同程度分布式領導在學校創新經營整

體與各構面的表現有差異。 
黃以喬 2013 國民中學校

長知識領

導、學校組

織動態能耐

與學校創新

經營關係之 
研究 

1.學校創新經營之整體及各層面表現達中

上程度表現，其中以「課程與教學活動

創新」層面最高，「行政管理與環境創

新」層面最低。 
2.不同性別、年齡、年資、學歷與職務的

教師知覺的校長知識領導、學校組織動

態能耐與學校創新經營達顯著差異。 
3.不同「學校地區」與「學校歷史」對校

長知識領導、學校組織動態能耐與學校

創新經營達顯著差異。 
李婉菁 2015 屏東縣高職

教師知覺少

子化衝擊與

學校創新經

營之研究 

1.教師認為學校創新經營的現況屬於中間略

高的程度，其中認為「學生活動創新」的

表現最好。 
2.不同「年齡」、「年資」、「學校規模」及

「公私立別」的屏東縣高職教師，對於學

校創新經營的現況有顯著差異。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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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創新經營之影響因素廣泛，研究者就國內學者研究之相關結果，

針對可能影響學校創新經營之背景變項探討如下： 

一、學校創新經營「整體成效」 

大部分研究結果指出，教師認為學校創新經營現況普遍良好，且知覺

程度屬中間略高（李婉菁，2015；沈志杰，2014；鄭欽淵，2014；葉永婷，

2014 黃國庭，2013；許顥騰，2013；黃以喬，2013；翟家甫，2013；凃仁

雄，2013；諶志銘，2013；黃敏榮，2012；馬曉蓁，2012；賴連功，2011） 

二、「性別」方面 

許顥騰（2013）、黃以喬（2013）、凃仁雄（2013）、黃國政（2014）、

劉芯廷（2016）研究指出不同性別對於學校創新經營之知覺有顯著差異，

更指出男性教師對學校創新經營知覺高於女性教師（鄭欽淵，2014；黃敏

榮，2013；凃仁雄，2013；賴連功，2011；劉家宏，2010）。郭梨玉（2012）、

諶志銘（2013）、劉芯廷（2016）則認為不同性別在學校創新經營沒有差異。 

三、「年齡」方面 

研究指出不同年齡對於學校創新經營現況具有顯著差異(李婉菁，2015；

康惠雅，2015；郭倢慇，2015；凃仁雄，2013；馬曉蓁，2012；諶志銘，

2013）。亦有研究指出不同年齡對於學校創新經營之知覺並無顯著差異（許

顥騰，2013；顏學復，2013；郭梨玉，2012）。 

四、「教育程度」方面 

黃以喬（2013）、顏學復（2013）、凃仁雄（2013）均指出教育程度較

高對於學校創新經營知覺程度有顯著，諶志銘（2013）更指出碩士學歷教

師知覺程度較高。馬曉蓁（2012）研究則認為不同教育程度對於學校創新

經營之知覺程度並無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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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服務年資」方面 

李婉菁（2015）、沈志杰（2014）、黃以喬（2013）、顏學復（2013）、

凃仁雄（2013）、諶志銘（2013）、郭梨玉（2012）認為不同服務年資對學

校創新經營現況具有顯著差異。亦有研究認為不同服務年資對於學校創新

經營之知覺並無顯著差異（許顥騰，2013；馬曉蓁，2012）。 

六、「擔任職務」方面 

康惠雅（2015）、沈志杰（2014）、郭倢慇（2015）、許顥騰（2013）、

顏學復（2013）、凃仁雄（2013）、馬曉蓁（2012）研究指出不同職務對於

學校創新經營知覺上具有顯著差異，尤其又以兼任行政工作之教師知覺程

度最佳（賴連功，2011）。而諶志銘（2013）研究則認為不同職務在教師知

覺學校創新經營上並沒有顯著差異。 

七、「學校規模」方面 

李婉菁（2015）、康惠雅（2015）、郭倢慇（2015）、黃國庭（2013）、

許顥騰（2013）、顏學復（2013）研究均指出不同學校規模對於學校創新經

營現況具有顯著差異，而學校規模在「學生人數 600 人以下」的學校，學

校創新經營的現況最不好（李婉菁，2015），但學校規模較小學校之教師知

覺學校創新經營程度最佳（陳政翊，2010）。另一方面，馬曉蓁（2012）研

究則認為學校規模對於學校創新經營知覺並無顯著。 

肆、變相間相關研究 

一、教師心理契約與教師幸福感之相關研究 

黃裕婷（2015）對新竹市國民小學教師心理契約、幸福感與教學效能

之研究中，研究結果發現新竹市教師心理契約之現況屬高等程度，而教師

幸福感屬於中上程度；在背景變項上，「職務」對於心理契約有顯著差異，

教師兼任行政工作程度明顯大於級任教師；另一方面，背景變項中「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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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幸福感有顯著差異，其餘皆無顯著影響。 

劉舜琇（2015）對心理契約與組織公民行為關係之研究－探討幸福感

及職場靈性之角色為主題，對高雄市公立國民小學教師進行研究，研究發

現心理契約與幸福感間具有顯著正向關係，且幸福感在心理契約與組織公

民行為間具有部分中介效果。 

二、教師心理契約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相關研究 

目前關教師心理契約與學校創新經營之關係，無相關學術研究論文,至

為可惜。因此研究者認為，針對教師心理契約與學校創新經營之變項進行

研究，具有其意義與探討價值。 

三、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相關研究 

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相關研究，陳政翊（2010）於臺北市國

中校長轉型領導、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之關係研究中，研究發現教

師幸福感的表現以「樂觀表現」、「生活滿意」為最高，「工作成就」、「身心

健康」相對較低。學校創新經營方面，以「資訊科技」、「行政管理」與「課

程與教學」創新經營較高，「知識分享」與「外部關係」創新經營相對較低，

且學校規模較小的教師知覺校長轉型領導和學校創新經營的程度較高。另

外，在教師幸福感方面，以「工作成就」與「身心健康」最有助於學校創

新經營。 

四、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相關研究 

目前尚未有相關研究對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之

關係進行探討，因此，本研究實為值得探討之重要議題。本研究試圖假設

三者間具有正向關係，以及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對學校創新經營具

有預測力，企圖瞭解不同背景變項下，對三者間是否具有顯著差異存在，

本研究將透過問卷調查進行實證分析探討。 

綜上所述，現今教師在工作上經常要面對許多壓力，可能會導致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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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之影響。透過文獻之蒐集，發現教師心理契約之研究在近年來漸

受重視，但實證研究數量仍然甚為稀少；而教師心理契約與教師幸福感之

研究數量更為稀少，根據前述研究結果發現，教師對於教師心理契約、教

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三者之現況與教師知覺屬良好至中上程度。教師

心理契約與教師幸福感具有正向關係，而教師幸福感能有助於學校創新經

營；然而，教師心理契約與學校創新經營兩者關係目前尚未具有相關實證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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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章將闡述研究的設計與實施情形，共分六節，第一節為「研究架構

與變項」，第二節為「研究方法」，第三節為「研究對象」，第四節為「研究

工具」，第五節為「實施程序」，第六節為「資料分析與處理」。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變項 

壹、研究架構 

根據研究動機、目的與問題，並經相關文獻探討，提出研究架構如下

圖 3-1 所示。 

 

 

 

註︰         影響路徑；        相關關係 

圖 3-1 研究架構圖 
  

教師心理契約 

1.接受學校期望 

2.符合教師形象 

3.體察教師使命 

4.體現教育愛 

背景變項 

1.性別 

2.年齡 

3.擔任職務 

4.服務年資 

5.學校規模 

6.教育程度 
教師幸福感 

1.樂觀表現 

2.身心健康 

3.生活滿意 

4.工作成就 

 

學校創新經營 
A1 

A2 

A3 

C 

C 

B1 

B3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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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探討不同背景變項之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在知覺教師心理契約、教師

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之差異情形。 

A1︰探討不同背景變項之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在知覺教師心理契約

之差異情形。 

A2︰探討不同背景變項之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在知覺教師幸福感之

差異情形。 

A3︰探討不同背景變項之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在知覺學校創新經營

之差異情形。 

B︰探討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之關

係。 

B1︰探討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心理契約與教師幸福感之關係。 

B2︰探討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心理契約與學校創新經營之關係。 

B3︰探討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之關係。 

C︰探討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對學校創新經營之預

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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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變項 

如圖 3-1 所示，本研究之變項包括背景變項、預測變項與效標變項，

茲將三者之內涵分述如下︰ 

一、背景變項 

1.性別︰分為「男」和「女」。 

2.年齡︰分為「30 歲（含）以下」、「31 至 40 歲」、「41 至 50 歲」及「51

歲（含）以上」。 

3.擔任職務︰分為「科任教師」、「教師兼導師」及「兼行政職教師」。 

4.服務年資︰分為「5 年（含）以下」、「6 至 15 年」、「16 至 25 年」及

「26 年（含）以上」。 

5.學校規模︰分為「12 班（含）以下」（小型）、「13 至 48 班」（中型）、 

  「49 班（含）以上」（大型）。 

6.教育程度：分為「學士」、「碩士」、「博士」。 

二、預測變項 

（一）教師心理契約 

  本研究之教師心理契約包含「接受學校期望」、「符合教師形象」、

「體察教師使命」及「體現教師愛」等四個構面。 

（二）教師幸福感 

  本研究之教師幸福感包含「樂觀表現」、「身心健康」、「生活滿意」、

及「工作成就」等四個構面。 

（三）效標變項 

  本研究之效標變項為學校創新經營，其包含「行政管理與環境創

新」、「課程與教學活動創新」與「外部資源創新」等三個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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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壹、文獻分析法 

本研究針對研究之主題，進行相關文獻探討與分析，蒐集「教師心理

契約」、「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等相關研究，經閱讀與統整後，

依其理論之內涵，作為選取研究工具的基礎，並透過調查結果，作為研究

結論與建議之依據。 

貳、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使用「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

經營之調查問卷」作為研究工具，問卷內容包括「基本資料」、「教師心理

契約問卷」、「教師幸福感問卷」與「學校創新經營問卷」，調查臺北市國民

小學教師在知覺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之關係，透過

分析問卷調查結果，作為研究結論與建議之依據。 

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將以臺北市國民小學之教師為本研究調查之母群體，但不包括

代理代課教師。根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2015）統計資料顯示， 104 年度

臺北市國小學校數共計 151 間，教師共計 9,886 人。本研究採分層隨機抽

樣方式，由於臺北市國民小學規模以中大型學校為主，小型學校較少，為

免樣本資料產生偏態，加上發放問卷的便利性，共抽樣 48 校（佔全部學校

數的 31.79%）。 

問卷發放時根據學校規模（由於規模大的學校教師數多，因此發放數

量亦較多，反之則發放較少，同時亦會考慮該校負責收發問卷教師的意願，

從而調整發放數量），發放 3 份至 25 份問卷，共計發出 600 份問卷供教師

填答（佔全部教師數的 6.07%），回收 42 校共 443 份問卷，回收率 73.83%，



 

91 
 

經刪除漏答、重複選填的問卷後，有效的問卷樣本數為 421 份，有效問卷

回收率 70.17%，詳細的問卷發放與回收資料如下表 3-1。 

表 3-1 
問卷發放與回收摘要表 
 學校 教師 
問卷發放   
母體數 151 9,886 
樣本數 48 600 
樣本佔母體百分比 31.79% 6.07% 
問卷回收   
回收數 42 443 
回收率 87.5% 73.83% 
有效數 — 421 
回收有效率 — 70.17% 

 

經整理編碼後，對問卷第一部分的背景變項作次數分配，得出的樣本

背景摘要詳述如下表 3-2。在性別方面以「女性」比例較高，佔 68.2%，「男

性」佔 31.8%；年齡方面以「31至 40歲」比例最高，佔 38.0%，「51歲（含）

以上」佔最少，為 14.5%；學歷以「碩士畢業」為主，佔 53.0%，「博士畢

業」最少，僅 2.1%；服務年資則以「6年至 15年」最多，佔 40.4%，「5年

（含）以下」最少，佔 11.9%；現任務職則以「兼行政職教師」為主，佔

41.6%，最少為「科任教師」；學校規模以中型學校「13 至 48 班」最多，

佔 62.7%，小型學校「13 至 48班」最少，佔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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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樣本背景摘要表 

項目 基本資料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134 31.8% 

女 287 68.2% 
年齡 30 歲（含）以下 46 10.9% 

31 至 40 歲 160 38.0% 
41 至 50 歲 154 36.6% 
51 歲（含）以上 61 14.5% 

現任職務 科任教師 80 19.0% 
教師兼導師 160 38.0% 
兼行政職教師 181 43.0% 

服務年資 5 年（含）以下 50 11.9% 
6 年至 15 年 170 40.4% 
16 年至 25 年 138 32.8% 
26 年（含）以上 63 15.0% 

學校規模 12 班（含）以下 40 9.5% 
13 至 48 班 306 72.7% 
49 班（含）以上 75 17.8% 

教育程度 學士 189 44.9% 
碩士 223 53.0% 
博士 9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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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將採用問卷調查法，經文獻分析選取合適之研究工具。本研究

使用之研究工具為「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在知覺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

感與學校創新經營之調查問卷」，問卷內容包括「基本資料」、「教師心理契

約問卷」、「教師幸福感問卷」與「學校創新經營問卷」，共計 71 題，問卷

內容如下所述。 

壹、基本資料 

基本資料共六項，包括「性別」、「年齡」、「服務年資」、「擔任職務」、

「學校規模」與「教育程度」。 

貳、教師心理契約問卷 

本研究所採用蔡韻瓊（2008）所編製的「教師心理契約量表」，教師心

理契約分為四個層面，包括「接受學校期望」、「符合教師形象」、「體察教

師使命」與「體現教育愛」。問卷題目共 21 題，分別為「接受學校期望」

共 7 題、「符合教師形象」共 5 題、「體察教師使命」共 4 題、「體現教育

愛」共 5 題。 

該問卷經專家效度檢驗、探索性因素分析及信度分析等分析方法，問

卷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64.48%，總量表信度係數為 0.939，各構面信度分別

為「接受學校期望」0.883、「符合教師形象」0.817、「體察教師使命」0.851

與「體現教育愛」0.796，顯示量表內部一致性高，具有良好的信度。量表

採用李克特（Likert-type）五點量尺計分，由「非常不符合」、「不符合」、

「部分符合」、「符合」、「非常符合」，分別給予 1 到 5 分，得分越高，表示

教師心理契約程度越高，反之則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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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師幸福感問卷 

本研究所採用鐘偉晉（2008）編製的「教師幸福感量表」，教師幸福感

分為五個層面，分別為「樂觀表現」、「身心健康」、「生活滿意」與「工作

成就」。問卷題目共計 31 題，包含「樂觀表現」共 7 題、「身心健康」共 10

題、「生活滿意」共 8 題與「工作成就」共 6 題。 

該問卷同樣經專家效度檢驗、探索性因素分析及信度分析等分析方法，

總量表信度係數為 0.949，各構面信度分別為「樂觀表現」0.855、「身心健

康」0.815、「生活滿意」0.853 與「工作成就」0.917，顯示量表內部一致性

高，具有良好的信度。量表採用李克特（Likert-type）五點量尺計分，由「非

常不符合」、「不符合」、「部分符合」、「符合」、「非常符合」，分別給予 1 到

5 分，得分越高，表示教師心理契約程度越高，反之則愈低。 

肆、學校創新經營問卷 

本研究採用黃以喬（2013）編製的「學校創新經營量表」，學校創新經

營分為「行政管理與環境創新」、「課程與教學活動創新」與「外部資源創

新」等三大層面。共計 13 題，分別為「行政管理與環境創新」共 5 題、「課

程與教學活動創新」共 5 題與「外部資源創新」共 3 題。 

該問卷經專家效度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驗證性因素分析及信度分

析等方法，問卷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67.17%，總量表信度係數為 0.923，構

面信度係數分別為「行政管理與環境創新」0.864、「課程與教學活動創新」

0.851、「外部資源創新」0.847，顯示量表內部一致性高，具有良好的信度。

量表採用李克特（Likert-type）五點量尺計分，由「非常不符合」、「不符合」、

「部分符合」、「符合」、「非常符合」，分別給予 1 到 5 分，得分越高，表示

學校創新經營程度越高，反之則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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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實施程序 

壹、問卷分發 

在發送問卷方面，首先將以電話方式詢問抽樣學校之填答意願，若該

校拒絕填答，即重新在未被抽選之學校中重新抽取代替。另外將依各學校

狀況，委託樣本學校之校長、主任或教師協助收發，並附上委託書及指導

教授推薦函，詳述本研究之目的及填答事項。以方便填答者。而為感謝各

位教師百忙中抽空填答問卷，問卷將附上紀念品一份，以茲感謝。 

貳、問卷回收 

在問卷回收方面，委託各校原問卷分發人（校長、主任或教師）代為

回收，在回收後統一寄回。而為保障教師之隱私，問卷將採無記名方式，

並隨問卷附上信封，請教師放入問卷後密封，避免洩漏填答情形。此外，

研究者將定期以電話聯繫各校委託人，以觀察問卷收發之狀況，定期進行

催收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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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資料分析與處理 

問卷回收後，經檢查後淘汰漏答與重覆之填答等無效問卷後，再進行

編碼，並輸入電腦，利用 IBM SPSS22.0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各項統計與分

析。本研究使用之統計分析方法有五，說明如下：   

壹、描述性統計（deseriptive statistics） 

描述統計乃根據問卷調查結果，使用平均數、次數分配與標準差等方

法，分析「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之

調查問卷」的各層面與整體的得分情形與結果，以回應研究問題一。 

貳、t 考驗（t-test） 

以獨立樣本 t 考驗，檢定不同性別的教師在心理契約、幸福感與學校

創新經營的各構面與整體程度上的填答情形是否有顯著差異，以回應研究

問題二。 

參、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探討不同背景變項（性別、

年齡、服務年資、擔任職務、學校規模、教育程度）教師在心理契約、教

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的各構面與整體得分之差異情形，當差異達顯著，

且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時，再以 Scheffé 法進行事後比較，以了解差異

情形，以回應研究問題二。 

肆、皮爾森積差相關（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以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探討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

經營整體與各構面間的關係，以回應研究問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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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多元逐步迴歸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以教師心理契約與教師幸福感為預測變項，學校創新經營為效標變項，

以多元逐步迴歸分析探討教師心理契約與教師幸福感對學校創新經營的

整體與各構面之預測能力，以回應研究問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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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根據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本研究於第二章探討教師心理契約、教師

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研究文獻，並建立研究架構，選定研究工具後，

再以問卷調查結果進行分析與討論，以驗證本研究所提出之各項假設。 

本章共分五節，第一節為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

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現況分析；第二節為不同背景變項教師知覺臺北市國民

小學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之差異情形；第三節為臺

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相關情形；第

四節為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對學校創新經營之預測

力分析；第五節進行綜合討論，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

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現況分析 

本節以描述性統計方法分析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

感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現況，以探討待答問題一：「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心理

契約、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現況為何？」其中包含各變項、各層

面與各題之平均得分及標準差；本研究工具採 Likert 五點尺度計分，「非常

符 合」、「符合」、「有點符合」、「不符合」、「非常不符合」，對應分數為 5

分、 4 分、3 分、2 分、1 分，得分越高，表示各變項之得分程度越高，反

之則越低。 

其中平均值 1.5 分以下者為「低程度」表現；介於 1.5 至 2.5 分者為

「中低程度」表現；其平均值介於 2.5 至 3.5 分者為「中等程度」表現；其

平均值介於 3.5 至 4.5 分者為「中高程度」；其平均為 4.5 分以上者為「高

程度」表現，以下就研究結果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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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師心理契約之現況分析 

  本研究調查問卷第二部分為「國民小學教師心理契約」量表，針對

國民小學教師（包含科任教師、教師兼導師與兼行政職教師）對教師心

理契約之填答結果進行統計分析，以瞭解教師心理契約整體及各分層面

之得分情形，據此分析國民小學教師心理契約之現況並進行討論。 

  教師心理契約包含四個分層面，包含「接受學校期望」、「符合教師

形象」、「體察教師使命」與「體現教育愛」。四個分層面或整題得分愈

高，代表教師其心理契約情形越佳，反之則表示教師心理契約情形越

差。茲分析如下： 

一、教師心理契約之整體表現情形 

  為了能進一步分析瞭解國民小學教師心理契約之整體表現情形，本

研究教師心理契約量表採用蔡韻瓊（2008）所編製之「心理契約量表」

作為本研究之測量工具。表 4-1 為教師心理契約各層面與整體得分情

形，列出各層面之平均數、標準差、各題平均數以及排序，從各層面中

每題平均得分可得知全體受試教師在該層面之反應情形。 

表 4-1 
教師心理契約現況分析摘要表 
層面名稱 題數 每題平均得分 標準差 排序 
體現教育愛 5 4.40 .43 1 
體察教師使命 4 4.26 .48 2 
符合教師形象 5 4.18 .46 3 
接受學校期望 7 4.10 .59 4 
教師心理契約整體 21 4.24 .41 – 

  由表 4-1 統計分析結果得知，就國小教師心理契約整體層面而言，

每題平均得分為 4.24 分，各層面平均得分介於 4.10 分到 4.40 分之間，平

均得分最高為「體現教育愛」層面，得分為 4.40；最低為「接受學校期

望」層面得分 4.10。其餘「體察教師使命」層面為 4.26 分以及「符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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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形象」得分 4.19，皆屬中高水準之表現。 

二、教師心理契約各題項表現 

  教師心理契約量表採用蔡韻瓊（2008）所編製之「心理契約量表」

作為本研究之測量工具。本量表共計 21 題題目，分別為「接受學校期

望」共 7 題、「符合教師形象」共 5 題、「體察教師使命」共 4 題及「體

現教育愛」共 5 題。表 4-2 分別列出全體受試者在教師心理契約各層面

的平均數、標準差、該層面的每題平均數與排序,從各層面的每題平均得

分得知全體受試者在該層面的反應情形。 

  由表 4-2 得知，21 題題目之各平均得分介於 3.85 和 4.56 之間。在

「體現教育愛」層面中，各題項分數介於 4.13 至 4.56 之間，共有二道題

項得分高於該層面之平均分數(M=4.40)，依序為「我覺得學生習得生活

技能比學科考一百分更為重要」(第 3 題)為 4.56、「我認為教師言行舉止

對學生有一定程度的影響」(第 13 題)為 4.53；其餘三項題目以及「我覺

得把學生教好就是學校最好的行銷」(第 20 題)為 4.39「教師在教育上的

付出對學生人格有很大的影響」(第 4 題)為 4.38 以及「我常啟發學生感

恩的心念」(第 2 題)為 4.13 分。此層面雖有兩題題項低於該層面之平均

分數，仍屬中高至高程度的良好表現。 

  而在「體察教師使命」層面中，共計有 4 題題目，各題項分數介於

4.21 至 4.31 之間，其中共有二個題項得分高於該層面之平均分數

(M=4.26)，依序為「我瞭解教師的責任與使命」(第 7 題)為 4.31 與「社會

變遷下，我非常重視我的學生適應時代的能力與觀念」(第 6 題)為 4.29；

而其餘二項題目則低於該層面平均分數，分別為「我會經常思索學生的

學習困難與問題」(第 5 題)為 4.24 以及「我非常投入教學工作，希望能

給學生精彩的每一堂課」(第 8 題)為 4.21。 

  在「符合教師形象」層面上，各題項分數介於 4.05 至 4.34 之間，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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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二道題目高於該層面之平均分數(M=4.19)，依序為「當我犯錯時，

即使是面對學生，我也會承認錯誤」(第 11 題)為 4.34、「我樂於和學生一

起工作」(第 9 題)為 4.26，二題項皆達中高程度。而此層面有三題項則低

於該層面之平均分數，依序為「我秉持有教無類的觀念，對學生沒有個

別成見」(第 10 題)為 4.18、「我可以掌握自己的情緒，不會因此影響教

學」(第 12 題)為 4.11 及「我對學生有一份視如己出的愛」(第 1 題)為

4.05。 

  最後在「接受學校期望」層面中，共計有 7 題題項，平均分數介於

3.85 至 4.28 間，共有三題題項高於該層面之平均分數(M=4.10)，依序為

「在校外，教師更應該盡量維持良好風範」(第 14 題)為 4.28、「我願意遵

守學校會議決議事項」(第 19 題)為 4.25 以及「我會視學校會議為重要事

項並準時參加出席」(第 18 題)為 4.11。而有四題題項則低於該層面之平

均分數，包含「我認同學校願景，並願意付出相當努力」(第 21 題)為

4.08、「我覺得既然身為學校一份子，理應接受學校期待與規範」(第 17

題)為 4.03、「我願意全力配合行政運作」(第 15 題)為 4.02 以及「為了學

校發展，我願意參與社區活動」(第 16 題)為 3.85。 

  其中以「體現教育愛」層面中，「我覺得學生習得生活技能比學科考

一百分更為重要」(第 3 題)的平均得分最高，為 4.56 分；「接受學校期

望」層面中，「為了學校發展，我願意參與社區互動」(第 16 題)得分最

低，為 3.85。 

  本量表共計 21 題，其中除了「為了學校發展，我願意參與社區活

動」(第 16 題)低於 4 分，其餘 20 題題項皆達 4 分以上，而整體教師心理

契約量表 21 題題項則皆為中高程度，唯有教師在參與社區活動上仍具有

進步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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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教師心理契約量表各題得分 

層面 題號與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總排序 

體現 
教育愛 

2.我常啟發學生感恩的心念。 4.13 .65 14 

3.我覺得學生習得生活技能比學科考一百分更為重要。 4.56 .57 1 

4.教師在教育上的付出對學生的人格有很大的啟發。 4.38 .59 4 

13.我認為教師言行舉止對學生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4.53 .57 2 

20.我覺得「把學生教好就是學校最好的行銷」。 4.39 .62 3 

體察 
教師使命 

5.我會經常思索學生的學習困難與問題。 4.24 .58 11 

6.社會變遷下，我非常重視我的學生適應時代的能力

與觀念。 4.29 .58 7 

7.我了解教師的責任與使命。 4.31 .62 6 

8.我非常投入教學工作，希望能給學生精采的每一堂

課。 4.21 .63 12 

符合 
教師形象 

1.我對學生有一份視如己出的愛。 4.05 .71 18 

9.我樂於和學生一起活動。 4.26 .62 9 

10.我秉持有教無類的觀念，對學生沒有個別成見。 4.18 .65 13 

11.當我犯錯時，即使是面對學生，我也會承認錯誤。 4.34 .61 5 

12.我可以掌控自己的情緒，不會因此影響教學。 4.11 .63 16 

接受 
學校期望 

14.在校外，教師更應該盡量維持良好風範。 4.28 .43 8 

15.我願意全力配合行政運作。 4.02 .66 20 

16.為了學校發展，我願意參與社區互動。 3.85 .72 21 
17.我覺得既然身為學校一份子，理應接受學校期待與

規範。 4.04 .70 19 

18.我會視學校的會議為重要事情，並準時出席參加。 4.11 .68 15 

19.我願意遵守學校會議決議事項。 4.25 .61 10 

21.我認同學校願景，並願意付出相當的努力。 4.08 .7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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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師幸福感之現況分析 

  為了能進一步分析瞭解國民小學教師幸福感之整體表現情形，教師

幸福感量表採用鐘偉晉（2008）所編製之「教師幸福感量表」作為本研

究之測量工具，以瞭解教師知覺教師幸福感之現況。依據「教師幸福感

量表」得分情形，求出問卷整體及各層面之平均數與標準差，以得知國

小教師知覺教師幸福感程度之現況表現。當四個分層面或整題得分愈

高，代表教師其幸福感情形越佳，反之則表示教師幸福感情形越差。 

  本量表四層面共 31 題題目，分別為「樂觀表現」共 6 題、「身心健康」

共 11 題、「生活滿意」共 7 題及「工作成就」共 7 題，教師幸福感各構面

與各題項之平均數、標準差及排序，如表 4-3、4-4 所示。 

一、教師幸福感之整體表現 

  表 4-3 顯示教師幸福感各層面與整體之得分情況，教師幸福感之整

體得分為 3.73 分，為中高程度。而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教師幸福感」之

各層面平均得分介於 3.59 與 3.94，平均得分最高為「樂觀表現」，得分為

3.94 分；最低為「身心健康」，得分為 3.59 分。其餘層面得分分別為「生

活滿意」3.65 分、「工作成就」3.76 分，各層面皆為中高程度。要言之，

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教師幸福感之情形屬良好程度，普遍皆能知覺出良好

的教師幸福感。 

  「樂觀表現」層面與「工作成就」層面得分皆高於整體之平均得

分，顯示出教師在此兩構面之教師幸福感知覺程度是相對較高的；而在

「身心健康」層面與「生活滿意」層面的分則低於整體平均得分，顯示

教師在此兩構面的教師幸福感知覺程度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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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教師幸福感現況分析摘要表 
層面名稱 題數 每題平均得分 標準差 排序 
樂觀表現 6 3.94 .54 1 
身心健康 11 3.59 .38 4 
生活滿意 7 3.65 .51 3 
工作成就 7 3.76 .47 2 
教師幸福感整體 31 3.73 .39 – 

 

二、教師幸福感各題項表現情形 

  由表 4-4 得知國民小學教師幸福感共 31 題題目之各題項的平均得分

介於 2.66 到 4.09 之間。在「樂觀表現」層面中，各題項分數介於 3.73 至

4.09 之間，此層面得分最高為「我認為自己有能力解決工作的難題。」

(第 2 題)為 4.09；得分最低為「我認為努力一定會有收穫」(第 6 題)為

2.66。 

  在「身心健康」層面中，各題項分數介於 2.66 至 3.98 之間，共有七

個題項得分高於該層面之平均分數(M=3.59)，依序為「我覺得自已可以

適應生活」(第 15 題)為 3.98、「我只能消極逃避壓力或挑戰」(第 7 題)為

3.87、「我喜歡跟別人接觸」(第 17 題)為 3.86、「我時常感到快樂、喜

悅」(第 16 題)為 3.86、「我能維持規律正常起居習慣」(第 10 題)為

3.73、「我覺得自己被人重視」(第 13 題)為 3.72、以及「我認為自己很有

生存價值」(第 14 題)為 3.65；其他四個題項則低於該層面之平均分數

3.58，依序為「我不會為了一點小事而焦躁不安」(第 12 題)為 3.58、「我

有良好運動習慣」(第 11 題)為 3.38、「我覺得自己身體某個部分有不適或

壓迫感」(第 9 題)為 3.25 以及最後「我時常感到疲倦或精疲力竭」(第 8

題)為 2.66。 

  「生活滿意」層面中，各題項分數介於 3.22 至 3.93 之間，此層面共

有 7 題題項，其中有四題題項得分高於該層面之平均分數(M=3.65)，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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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為「我跟別人相處融洽」(第 18 題)為 3.93、「我覺得自己深受上天之眷

顧」(第 22 題)為 3.83、「我的生活非常有安全感」(第 21 題)為 3.74、「我

滿意自己的經濟狀況」(第 23 題)為 3.71；而其他三題則低於此層面之平

均分數，依序為以及「我對生活中每件事情感到滿意」(第 19 題)為 3.58

「我的生活沒有包袱，能過我想要的一切」(第 24 題)為 3.56 以及「我覺

得別人都過得比我順遂」(第 20 題)為 3.22。 

  最後為「工作成就」層面，各題項分數則介於 3.33 至 3.96 分之間，

其中有五題高於此層面之平均得分(M=3.76)，依序為「我能享受並珍惜

現在擁有的一切」(第 25 題)為 3.96、「我能讓工作中的每件事情產生良好

效益」(第 26 題)為 3.93、「我的工作能帶給別人幸福」(第 27 題)為

3.89、「我的專業付出受到他人的肯定」(第 31 題)為 3.78 以及「我預期的

工作目標可以展現我的專業」(第 28 題)為 3.77；而此分層面中則有兩題

題項低於該層面之平均分數，分別為「我的工作可以展現我的專業」(第

29 題)為 3.66 與「我的工作表現不能帶給我成就感」(第 30 題)為 3.33。 

  整體而言，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教師幸福感現況中，得分最高

的三項依序為「我認為自己有能力解決工作的難題」(M=4.09)、「我認為

世界的事情總有美好的一面」(M=4.02)以及「我覺得未來沒有目標」

(M=4.00) ；其中以「樂觀表現」層面中，「我認為自己有能力解決工作

的難題」(第 2 題)的平均得分最高，為 4.09，屬中高程度；「身心健康」

層面中，「我時常感到疲倦或精疲力竭。」(第 8 題)得分最低，為 2.66，

屬中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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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教師幸福感量表各題得分 

層面 題號及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總排序 

樂觀表現 

1.我對未來的工作發展充滿信心。 3.83 .77 13 
2.我認為自己有能力解決工作的難題。 4.09 .70 1 
3.我覺得生活失去了意義。 3.96 .97 6 
4.我感覺未來沒有目標。 4.00 .93 3 
5.我認為世上的事情總有美好的一面。 4.02 .85 2 
6.我認為努力一定會有收穫。 3.73 .87 18 

身心健康 

7.我只能消極逃避壓力與挑戰。 3.87 .88 10 
8.我時常感到疲倦或精疲力竭。 2.66 1.07 31 
9.我覺得自己身體某個部分有不適或壓迫感。 3.25 1.09 29 
10.我能維持規律正常的起居習慣。 3.73 .90 19 
11.我有良好的運動習慣。 3.38 .99 27 
12.我不會為了一點小事而焦躁不安。 3.58 .79 25 
13.我覺得自己被人重視。 3.72 .71 20 
14.我認為自己很有生存價值 3.65 .67 23 
15.我覺得自己可以適應生活。 3.98 .59 4 
16.我時常感到快樂、喜悅。 3.86 .73 12 
17.我喜歡跟別人接觸。 3.86 .74 11 

生活滿意 

18.我跟別人相處融洽。 3.93 .67 7 
19.我對生活中每件事情感到滿意。 3.58 .78 24 
20.我覺得別人都過得比我順遂。 3.22 1.00 30 
21.我的生活非常有安全感。 3.74 .78 17 
22.我覺得自己身受上天的眷顧。 3.83 .79 14 
23.我滿意自己的經濟狀況。 3.71 .84 21 
24.我的生活沒有包袱，能過我想要的生活。 3.56 .85 26 

工作成就 

25.我能享受並珍惜現在擁有的一切。 3.96 .72 5 
26.我能讓工作中的每件事情產生良好效益。 3.93 .63 8 
27.我的工作能帶給別人幸福。 3.89 .67 9 
28.我預期的工作目標可以展現我的專業。 3.77 .79 16 
29.我的工作可以展現我的專業 3.66 .66 22 
30.我的工作表現不能帶給我成就感。 3.33 1.14 28 
31.我的專業付出受到他人的肯定。 3.78 .7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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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學校創新經營之現況分析 

  學校創新經營量表採用黃以喬（2013）所編製之「學校創新經營量

表」作為本研究之測量工具，以瞭解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之現況。依

據「學校創新經營量表」得分情形，此用統計軟體求出問卷整體及各層

面之平均數、標準差及排序，以得知國小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之現況

表現。 

  本量表分三層面共 13 題題目，分別為「行政管理與環境創新」共 5

題、「課程與教學活動創新」共 5 題與「外部資源創新」共 3 題，學校創

新經營之各分構面與各題項之平均數、標準差及排序，如表 4-5、4-6 所

示。  

一、學校創新經營之整體表現 

  表 4-5 顯示學校創新經營各層面與整體之得分情況，各層面平均得

分介於 3.73 到 4.00 之間，平均得分最高為「課程與教學活動創新」，得

分為 4.00；最低為「行政管理與環境創新」，得分為 3.73。其餘為「外部

資源創新」層面 3.89，各層面皆為中高程度。而學校創新經營之整體得

分為 3.88，亦為中高程度。要言之，國小教師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情

形屬良好程度。 

  「課程與教學活動創新」及「外部資源創新」兩層面得分高於學校

創新經營整體得分，顯示教師知覺課程與教學活動創新及外部資源創新

上程度較高；而「行政管理與活動創新」層面上則低於整體學校創新經

營之平均得分，僅有 3.74，顯示學校在「行政管理與活動創新上」仍有

很大的進步空間來進行改善，以提升學校創新經營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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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學校創新經營現況分析摘要表 
層面名稱 題數 每題平均得分 標準差 排序 
行政管理與環境創新 5 3.73 0.66 3 
課程與教學活動創新 5 4.00 0.58 1 
外部資源創新 3 3.89 0.59 2 
學校創新經營整體 15 3.88 0.55 – 

二、學校創新經營各題項表現情形 

學校創新經營量表採用黃以喬（2014）所編製之「學校創新經營量表」

作為本研究之測量工具。本量表共 13 題題目，分別為「行政管理與環境創

新」共 5 題、「課程與教學創新」共 5 題及「外部資源與創新」共 3 題。由

表 4-6 得知 13 題題目之各平均得分介於 3.54 和 4.15 之間。 

「行政管理與環境創新」層面中，各題項分數介於 3.54 至 3.82 間，共

有四個題項得分高於該層面之平均分數(M=3.73)，依序為「本校行政管理

能結合適當資訊科技之運用，以提升行政效率。」(第 2 題)為 3.82、「本校

能因應創新教學需求來規劃教室設備，重塑教室功能。」(第 5 題)皆為 3.79、

「本校對於學生活動展能上，會提供特別的活動空間與場地，有別於制式

的體育館或 學生活動中心。」(第 4 題)為 3.75 及「本校能透過公開肯定、

實際獎賞與提供經費及軟硬體設施的方式來鼓勵教師創新，激勵教職員工

作士氣。」（第 1 題）為 3.76；本層面有一題題項則低於該層面之平均分

數，為「本校建立創新的績效衡量方式，瞭解教職員工作績效，並適時檢

討各項行政工作流程。」(第 3 題)為 3.54。顯示學校在瞭解教職員工作績

效及行政工作流程的部分仍須進行改善，宜建立完善績效衡量指標，並且

適時檢討行政流程。 

在「課程與教學活動創新」層面中，各題項分數介於 3.79 至 4.15 之

間。其中有四題題項高於此層面之平均分數(M=4)，依序為「本校能提供學

生參與團體活動、發揮創意及多元才能的機會，以培養獲得課外知能」(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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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題)及「本校能提供學生具有創意的活動與機會(如科展、比賽)，運用創

新的教學模式，發展學生的創造力」(第 7 題)、「本校能安排學生參與校內

外有關創新思考的競賽與學習活動，培養學生多元才能」(第 9 題)與「本

校能經營節慶典禮儀式或校內外活動展現創意與活力，激發學生展現創意

與活力」(第 10 題)；僅有一題低於該層面之平均分數，為第 6 題「本校之

年度課程計畫係經教師共同參與，有系統的整合、連貫各學年與全校性的

學習需求，發展出創新課程設計與教學策略。」為 3.79，雖低於該層面平

均分數(M=4)，仍仍屬於中高程度。 

  「外部資源創新」層面，則有三題題項，其中第 11 題「本校或主動辦

理校際交流，尋求伙伴學校或策略聯盟，針對課程創新進行合作事宜」得

分為 3.94，高於該層面之平均分數 3.89；而有二項題目則低於該層面之平

均分數，依序為「本校能藉由辦理會參與社區活動，引入經費、物力、人

力等社會資源，以利發展學校多元特色」(第 12 題)以及「本校能整合家長

與社區人士的期待，以取得對學校經營理念的認同，為校務發展引入新觀

念與做法」(第 13 題)皆為 3.87。因此得知在「外部資源創新」層面，教師

知覺程度屬中高程度。 

其中以「課程與教學活動創新」層面中，「本校能提供學生參與團體活

動、發揮創意及多元才能的機會，以培養獲得課外知能」(第 8 題)的平均

得分最高，為 4.15 分；「行政管理與環境創新」層面中「本校建立創新的

績效衡量方式，瞭解教職員工作績效，並適時檢討各項行政工作流程。」

(第 3 題)得分最低，為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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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學校創新經營量表各題得分 
層面 題號及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總排序 

行 
政 
管 
理 
與 
環 
境 
創 
新 

1.本校能透過公開肯定、實際獎賞與提供經費及軟硬

體設施的方式來鼓勵教師創新，激勵教職員工作士

氣。 
3.76 .77 11 

2.本校行政管理能結合適當資訊科技之運用，以提升

行政效率。 3.82 .82 8 

3.本校建立創新的績效衡量方式，瞭解教職員工作績

效，並適時檢討各項行政工作流程。 3.54 .87 13 

4.本校對於學生活動展能上，會提供特別的活動空間

與場地，有別於制式的體育館或 學生活動中心。 3.75 .84 12 

5.本校能因應創新教學需求來規劃教室設備，重塑教

室功能。 3.79 .80 10 

課 
程 
與 
教 
學 
活 
動 
創 
新 

6.本校之年度課程計畫係經教師共同參與，有系統的整

合、連貫各學年與全校性的學習需求，發展出創新課

程設計與教學策略。 
3.79 .76 9 

7.本校能提供學生具有創意的活動與機會（如科展、比

賽），運用創新的教學模式、發展學生的創造力。 4.03 .70 2 

8.本校能提供學生參與團體活動、發揮創意及多元才能

的機會，以培養獲得課外知能。 4.15 .67 1 

9.本校能安排學生參與校內外有關創新思考的競賽與

學習活動，培養學生多元才能。 4.00 .69 3 

10.本校能經由節慶典禮儀式或校內外活動展現創意與

活力，激發學生展現創意與活力。 4.00 .70 4 

外 
部 
資 
源 
創 
新 

11.本校會主動辦理校際交流，尋求夥伴學校或策略聯

盟，針對課程創新進行合作事宜。 3.94 .69 5 

12.本校能藉由辦理或參與社區活動，引入經費、物力、

人力等社會資源，以利發展學校多元特色。 3.87 .68 7 

13.本校能整合家長與社區人士的期待，以取得對學校

經營理念的認同，為校務發展引入新觀念與作法。 3.87 .7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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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

與學校創新經營之差異分析 

本節旨在瞭解不同背景變項之國民小學教師在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

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之整體與各層面上得分之差異情形。茲分述如下： 

壹. 不同背景變項下教師在心理契約得分之差異情形 

針對不同教師之「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服務年資」、「現任

職務」與「學校規模」等背景變項進行分析。調查結果利用 t 檢定或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進行，以瞭解其差異情形，如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達顯著水準，

則會進一步使用 scheffe'法進行事後比較。茲分析如下： 

一、不同性別之教師在心理契約上得分之差異情形分析 

 為瞭解不同性別之教師在教師心理契約整體與各分層面得分之差異，

乃進行 t 檢定，結果如表 4-7 所示。 

表 4-7 
不同性別之教師在心理契約上得分之差異摘要表 

層面 性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顯著性 

接受學校期望 
(1)男 134 4.07 .49 

-.618 .537 
(2)女 287 4.10 .51 

符合教師形象 
(1)男 134 4.17 .41 

-.643 .520 
(2)女 287 4.20 .48 

體察教師使命 
(1)男 134 4.21 .45 

-1.626 .105 
(2)女 287 4.29 .50 

體現教育愛 
(1)男 134 4.36 .41 

-1.229 .220 
(2)女 287 4.42 .43 

教師心理契約整體 
(1)男 134 4.20 .36 

-1.186 .236 
(2)女 287 4.25 .42 

分析結果顯示不同性別之教師在知覺「教師心理契約整體」得分上並

不存在顯著差異，表示性別的差異並不影響教師心理契約的表現，此與蔡

韻瓊（2007）、陳其樑（2009）研究結果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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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年齡之教師在心理契約上得分之差異情形分析 

 為瞭解不同年齡之教師在教師心理契約上整體與各分層面得分之

差異，本研究把教師年齡分成四組，分別為「30 歲（含）以下」、「31 至 40

歲」、「41 至 50 歲」及「51 歲（含）以上」，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

如表 4-8 所示。 

「教師心理契約整體」達到顯著差異(F=11.2, p<.001)，經事後考驗發

現，「51 歲(含)以上」知覺教師心理契約高於「41 至 50 歲」及「31 至 40

歲」及「30 歲(含)以下」之教師。 

「接受學校期望」達到顯著差異(F=10.6, p<.001)，經事後考驗發現，

「41 至 50 歲」與「51 歲(含)以上」之教師心理契約表現優於「31 至 40 歲」

之教師。 

「符合教師形象」達到顯著差異(F=10.18, p<.001)，經事後考驗發現，

「51 歲(含)以上」知覺教師心理契約高於「41 至 50 歲」及「31 至 40 歲」

及「30 歲(含)以下」之教師。 

「體察教師使命」達到顯著差異(F=6.15, p<.001)，經事後考驗發現，

「41 至 50 歲」之教師心理契約表現優於「30 歲以下」之教師。 

「體現教育愛」達到顯著差異(F=6.94, p<.001)，經事後考驗發現，「41

至 50 歲」與「51 歲(含)以上」之教師心理契約表現優於「31 至 40 歲」之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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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不同年齡教師在教師心理契約上得分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層面 組別 樣本數 
（N） 

平均數 
（M） 

標準差 
（SD） 

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 
來源 

平方和 
SS 

自由度 
df 

平  均 
平方和 

MS 
F值 事後 

比較 

接受 
學校期望 

(1) 30歲（含）以下 46 4.14 .49 組間 7.699 3 2.566 10.6*** (3)>(2) 
(2) 31至40歲 160 3.94 .46 組內 100.41 417 .241  (4)>(2) 
(3) 41至50歲 154 4.14 .45 總和 108.116 420    
(4) 51歲（含）以上 61 4.32 .64       
總和 421 4.10 .51       

符合 
教師形象 

(1) 30歲（含）以下 46 4.35 .49 組間 5.971 3 1.990 10.18*

 
(4)>(1) 

(2) 31至40歲 160 4.06 .43 組內 81.529 417 .196  (4)>(2) 
(3) 41至50歲 154 4.20 .41 總和 87.50 420   (4)>(3) 
(4) 51歲（含）以上 61 4.37 .51       
總和 421 4.19 .46       

體察 
教師使命 

(1) 30歲（含）以下 46 4.24 .46 組間 4.173 3 1.391 6.15*** (4)>(2) 
(2) 31至40歲 160 4.14 .50 組內 94.336 417 .226   
(3) 41至50歲 154 4.30 .44 總和 98.509 420    
(4) 51歲（含）以上 61 4.42 .49       
總和 421 4.26 .48       

體現 
教育愛 

(1) 30歲（含）以下 46 4.47 .38 組間 3.634 3 1.211 6.94*** (3)>(2) 
(2) 31至40歲 160 4.29 .44 組內 94.336 417 .175  (4)>(2) 
(3) 41至50歲 154 4.44 .41 總和 98.50 420    
(4) 51歲（含）以上 61 4.54 .40       
總和 421 4.40 .43       

教師 
心理契約整

體 

(1) 30歲（含）以下 46 4.32 .39 組間 5.137 3  11.2*** (4)>(1) 
(2) 31至40歲 160 4.10 .40 組內 63.494 417   (4)>(2) 
(3) 41至50歲 154 4.27 .36 總和 68.630 420   (4)>(3) 
(4) 51歲（含）以上 61 4.41 .44       
總和 421 4.23 .40       

*p<.05; **p<.01; ***p<.001 

分析結果顯示不同年齡之教師在知覺「教師心理契約整體」得分上並

存在顯著差異，表示年齡的差異會影響教師心理契約的表現，此與蔡韻瓊

（2007）、蔡秀琴（2006）之研究結果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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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教育程度之教師在心理契約上得分之差異情形分析 

為瞭解不同教育程度之教師在教師心理契約上整體與各分層面得分

之差異，本研究把教師教育程度分成三組，分別為「學士」、「碩士」與「博

士」，然而「博士」的樣本數過少，為免使資料分析產生偏態，因此將「碩

士」與「博士」組別合併為「碩博士」組，並使用 t 檢定作分析，結果如

表 4-9 所示。 

表 4-9 
不同學歷之教師在心理契約上得分之差異摘要表 

層面 學歷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接受學校期望 
(1)學士 189 4.04 .43 

-1.610 
(2)碩博士 223 4.12 .57 

符合教師形象 
(1)學士 189 4.22 .42 

1.530 
(2)碩博士 223 4.15 .48 

體察教師使命 
(1)學士 189 4.28 .44 

.718 
(2)碩博士 223 4.24 .52 

體現教育愛 
(1)學士 189 4.43 .39 

1.542 
(2)碩博士 223 4.36 .46 

教師心理契約整體 
(1)學士 189 4.24 .34 

.561 
(2)碩博士 223 4.22 .45 

*p<.05; **p<.01; ***p<.001 

  分析結果顯示不同學歷之教師在心理契約上的得分並無差異，此研究

結果與蔡秀琴（2006）、林孝治（2015）、黃裕婷（2015）研究結果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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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同服務年資之教師在心理契約上得分之差異情形分析 

  為瞭解不同服務年資之教師在教師心理契約上整體與各分層面得分

之差異，本研究把教師服務年資分成四組，分為「5 年（含）以下」、「6 至

15 年」、「16 至 25 年」及「26 年（含）以上」，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結果如表 4-10 所示。 

  「教師心理契約整體」達到顯著差異(F=4.63, P<.001)，經事後考驗發

現「26 年(含)以上」及「16 至 25 年」年資之教師其教師心理契約表現較

「6 年至 15 年」年資之教師。 

  「接受學校期望」(F=2.99, P>.05)與「體現教育愛」(F=.106, P>.05)，

顯示不同服務年資教資在此層面未達顯著差異。  

    「符合教師形象」達到顯著差異(F=5.29, P<.001)，經事後考驗發

現「5 年（含）以下」及「26 年(含)以上」年資之教師其教師心理契約表現

較「6 年至 15 年」年資之教師佳。 

  「體察教師使命」達到顯著差異(F=4.85, P<.01)，經事後考驗發現「26

年(含)以上」年資之教師其教師心理契約表現較「6 年至 15 年」年資之教

師佳。 

  「體現教育愛」達到顯著差異(F=5.29, P<.001)，經事後考驗發現「5 年

（含）以下」及「16 至 25 年」年資之教師其教師心理契約表現較「6 年至

15 年」年資之教師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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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不同服務年資教師在心理契約上得分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層面 組別 樣本數 
（N） 

平均數 
（M） 

標準差 
（SD） 

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 
來源 

平方和 
SS 

自由度 
df 

平  均 
平方和 

MS 
F值 事後 

比較 

接受 
學校期望 

(1) 5年（含）以下 50 4.14 .537 組間 2.28 3 .761 2.99  
(2) 6至15年 170 4.00 .474 組內 105.8 417 .254   
(3) 16至25年 138 4.14 .442 總和 108.1 420    
(4) 26年（含）以上 63 4.18 .657       
總和 421 4.09 .507       

符合 
教師形象 

(1) 5年（含）以下 50 4.31 .557 組間 3.18 3 1.06 5.29*** (1)>(2) 
(2) 6至15年 170 4.09 .420 組內 84.32 417 .202  (3)>(2) 
(3) 16至25年 138 4.24 .406 總和 87.50 420    
(4) 26年（含）以上 63 4.26 .517       
總和 421 4.19 .456       

體察 
教師使命 

(1) 5年（含）以下 50 4.31 .612 組間 3.33 3 1.11 4.85** (4)>(2) 
(2) 6至15年 170 4.16 .429 組內 95.2 417 .228   
(3) 16至25年 138 4.31 .479 總和 98.5 420    
(4) 26年（含）以上 63 4.40 .476       
總和 421 4.26 .484       

體現 
教育愛 

(1) 5年（含）以下 50 4.35 .551 組間 .035 2 .017 .106  
(2) 6至15年 170 4.35 .383 組內 68.6 418 .164   
(3) 16至25年 138 4.44 .421 總和 68.6 420    
(4) 26年（含）以上 63 4.49 .426       
總和 421 4.40 .426       

教師 
心理契約 
整體 

(1) 5年（含）以下 50 4.28 .529 組間 2.21 3 .737 4.63** (3)>(2) 
(2) 6至15年 170 4.15 .344 組內 66.42 417 .159  (4)>(2) 
(3) 16至25年 138 4.28 .371 總和 68.63 420    
(4) 26年（含）以上 63 4.33 .467       
總和 421 4.23 .404       

*p<.05; **p<.01; ***p<.001 

  分析結果顯示不同年資之教師在知覺「教師心理契約整體」得分上存在

顯著差異，表示年資的差異會影響教師心理契約的表現，此與蔡韻瓊（2007）

研究結果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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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同職務之教師在心理契約得分上之差異情形分析 

  為瞭解不同職務之教師在心理契約上整體與各分層面得分之差異，本

研究把教師職務分成三組，分為「科任教師」、「教師兼導師」、、「兼行政

職教師」，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如表 4-11 所示。 

表 4-11 
不同職務教師心理契約上得分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層面 組別 樣本數 
（N） 

平均數 
（M） 

標準差 
（SD） 

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

來源 
平方和 

SS 
自由度 

df 

平  均 
平方和 

MS 
F值 

接受 

教師期望 

(1) 科任教師 80 4.38 .396 組間 .937 2 .468 1.827 
(2) 教師兼導師 160 4.38 .429 組內 107.2 418 .256  
(3) 兼行政職教師師 181 4.42 .439 總和 108.1 420   
總和 421 4.39 .427      

符合 

教師形象 

(1) 科任教師 80 4.29 .473 組間 .288 2 .144 .691 
(2) 教師兼導師 160 4.31 .464 組內 87.21 418 .209  
(3) 兼行政職教師師 181 4.21 .504 總和 87.50 420   
總和 421 4.26 .484      

體察 

教師使命 

(1) 科任教師 80 4.21 .470 組間 1.01 2 .503 2.158 
(2) 教師兼導師 160 4.21 .443 組內 97.50 418 .233  
(3) 兼行政職教師師 181 4.16 .463 總和 98.51 420   
總和 421 4.19 .456      

體現 

教育愛 

(1) 科任教師 80 4.13 .454 組間 .161 2 .080 .441 
(2) 教師兼導師 160 4.03 .519 組內 76.28 418 .182  
(3) 兼行政職教師師 181 4.13 .517 總和 76.44 420   
總和 421 4.09 .507      

教師 

心理契約 

整體 

(1) 科任教師 80 4.25 .387 組間 .035 2 .017 .106 
(2) 教師兼導師 160 4.23 .394 組內 68.6 418 .164  
(3) 兼行政職教師師 181 4.23 .423 總和 68.6 420   
總和 421 4.23 .404      

*p<.05; **p<.01; ***p<.001 

  研究結果顯示不同職務教師在心理契約得分上並無顯著情形，此研究

結果與蔡秀琴（2006）、林孝治（2015）研究結果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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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不同學校規模之教師在心理契約上之差異情形分析 

  為瞭解不同學校規模之教師，在心理契約的整體與各分層面得分之差

異情形，本研究把學校規模分成三組，分為「12 班（含）以下」（小型）、

「13 至 48 班」（中型）、「49 班（含）以上」（大型）。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結果如表 4-12 所示。 

表 4-12 
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在心理契約上得分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層面 組別 樣本數 
（N） 

平均數 
（M） 

標準差 
（SD） 

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

來源 
平方和 

SS 
自由度 

df 

平  均 
平方和 

MS 
F值 

接受 

學校期望 

(1) 12班（含）以下 40 3.97 .649 組間 1.7 2 .852 3.348 
(2) 13至48班 306 4.07 .489 組內 106.4 418 .255  

(3) 49班（含）以上 75 4.21 .479 總和 108.1 420   
總和 421 4.09 .507      

符合 

教師形象 

(1) 12班（含）以下 40 4.33 .507 組間 .028 2 .014 .066 
(2) 13至48班 306 4.25 .480 組內 87.5 418 .209  

(3) 49班（含）以上 75 4.27 .491 總和 87.5 420   
總和 421 4.26 .484      

體察 

教師使命 

(1) 12班（含）以下 40 4.33 .507 組間 .212 2 .106 .451 
(2) 13至48班 306 4.25 .480 組內 98.3 418 .235  

(3) 49班（含）以上 75 4.27 .491 總和 98.5 420   
總和 421 4.26 .484      

體現 

教育愛 

(1) 12班（含）以下 40 4.47 .467 組間 .328 2 .164 .901 
(2) 13至48班 306 4.38 .425 組內 76.1 418 .182  

(3) 49班（含）以上 75 4.43 .408 總和 76.4 420   
總和 421 4.39 .426      

教師 

心理契約 

整體 

(1) 12班（含）以下 40 4.23 .490 組間 .151 2 .076 .461 
(2) 13至48班 306 4.22 .397 組內 68.5 418 .164  

(3) 49班（含）以上 75 4.27 .382 總和 68.6 420   
總和 421 4.23 .404      

*p<.05; **p<.01; ***p<.001 

  研究結果顯示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在心理契約得分上，並無顯著差異，

此研究結果與蔡韻瓊（2007）、蔡秀琴（2006）、黃裕婷（2015）研究結果

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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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不同背景變下項教師在教師幸福感上得分之差異情形 

  針對不同教師之「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服務年資」、「現任

職務」與「學校規模」等背景變項進行分析。調查結果利用 t 檢定或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進行，以瞭解其差異情形，如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達顯著水準，

則會進一步使用 scheffe'法進行事後比較。茲分析如下： 

一、不同性別之教師在幸福感上得分之差異情形分析 

  為瞭解不同性別之教師在教師幸福感整體與各分層面得分之差異，乃

進行 t 檢定，結果如表 4-13 所示。分析結果顯示不同性別之教師在「身心

健康」與「工作成就」上存在顯著差異，男性得分顯著高於女性。 

表 4-13 
不同性別之教師在幸福感上得分之差異摘要表 

層面 性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事後比較 

樂觀表現 
(1)男 132 3.94 .57 

.021  
(2)女 289 .394 .53 

身心健康 
(1)男 132 .369 .38 

3.293*** (1)>(2) 
(2)女 289 .355 .37 

生活滿意 
(1)男 132 .368 .55 

.879  
(2)女 289 .364 .49 

工作成就 
(1)男 132 .383 .45 

2.076* (1)>(2) 
(2)女 289 .373 .48 

教師幸福感整體 
(1)男 132 .378 .41 

1.684  
(2)女 289 .371 .39 

*p<.05; **p<.01; ***p<.001 

  由表 4-13 可得知：不同性別受試者在「教師幸福感」整體得分上，並

無顯著差異。此研究結果與方暄涵（2010）、古婷菊（2006）、鐘偉晉（2009）、

侯辰宜（2007）、周子仁（2013）、朱家昱（2015）、劉相伶（2015）、周宜

儒（2015）研究結果相同。 

  究其原因，現今學校校園相較過去傳統校園環境，為性別平等、友善

校園之工作場域，在男女平權、工作分配、職場待遇上，皆以相互尊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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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權關係為重，推論因此不同性別對於教師幸福感之知覺感受並無影響。 

二、不同年齡之教師在幸福感上得分之差異情形分析 

  為瞭解不同年齡之教師在幸福感上整體與各分層面得分之差異，本研

究把教師年齡分成四組，分別為「30 歲（含）以下」、「31 至 40 歲」、「41

至 50 歲」及「51 歲（含）以上」，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如表 4-14

所示。 

  「教師幸福感整體」達到顯著差異(F=6.985, P<.001)，經事後考驗發現

「51 歲(含)以上」之教師其知覺教師幸福感較高於「30 歲(含)以下」、「31

至 50 歲」及「51 歲(含)以上」之教師。 

  「樂觀表現」(F=2.618, P>.05)，並未達顯著差異。 

  「身心健康」(F=7.971, P<.001)與「生活滿意」(F=8.903, P<.001)達顯

著差異，經事後考驗發現「51 歲(含)以上」之教師其知覺教師幸福感較高

於「30 歲(含)以下」、「31 至 50 歲」及「51 歲(含)以上」之教師。 

  「工作成就」(F=3.536, P<.001)達顯著差異，經事後考驗發現「51 歲

(含)以上」知覺教師幸福感程度較「31 至 40 歲」教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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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不同年齡教師在教師幸福感上得分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層面 組別 樣本數 
（N） 

平均數 
（M） 

標準差 
（SD） 

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 
來源 

平方和 
SS 

自由度 
df 

平  均 
平方和 

MS 
F值 事後 

比較 

樂觀表現 

(1) 30歲（含）以下 46 3.89 .453 組間 2.27
 

3 .760 2.618  
(2) 31至40歲 160 3.94 .574 組內 121 

 
 

417 .290   
(3) 41至50歲 154 3.90 .532 總和 123.

 
420    

(4) 51歲（含）以上 61 4.11 .519       
總和 421 3.94 .542       

身心健康 

(1) 30歲（含）以下 46 3.54 .403 組間 3.25
 

3 1.086 7.971*** (4)>(1) 
(2) 31至40歲 160 3.54 .408 組內 56.8

 
417 .136  (4)>(2) 

(3) 41至50歲 154 3.59 .316 總和 60.0
 

420   (4)>(3) 
(4) 51歲（含）以上 61 3.80 .359       
總和 421 3.59

 
.378       

生活滿意 

(1) 30歲（含）以下 46 3.64 .458 組間 6.56
 

3 2.187 8.903*** (4)>(1) 
(2) 31至40歲 160 3.54 .492 組內 102.

 
417 .246  (4)>(2) 

(3) 41至50歲 154 3.66 .514 總和 108.
 

420   (4)>(3) 
(4) 51歲（含）以上 61 3.93 .483       
總和 421 3.65 .509       

工作成就 

(1) 30歲（含）以下 46 3.69 .409 組間 2.32
 

3 .776 3.536*** (4)>(2) 
(2) 31至40歲 160 3.72 .489 組內 91.5

 
417 .219   

(3) 41至50歲 154 3.75 .447 總和 93.8
 

420    
(4) 51歲（含）以上 61 3.93 .506       
總和 421 3.76 .473       

教師 
幸福感 
整體 

(1) 30歲（含）以下 46 3.68 .328 組間 3.16
 

3 1.055 6.985*** (4)>(1) 
(2) 31至40歲 160 3.68 .424 組內 63.0

 
417 .151  (4)>(2) 

(3) 41至50歲 154 3.73 .369 總和 66.1
 

420   (4)>(3) 
(4) 51歲（含）以上 61 3.94 .380       
總和 421 3.74 .397       

*p<.05; **p<.01; ***p<.001 

  不同年齡之受試者在「教師幸福感整體」得分，達顯著差異，此研究

與蔡明霞（2007）、周碩政（2008）、王惠萱（2011）、盧建銘（2012）、鍾

偉晉（2009）、蕭博仁（2013）、劉秀惠（2014）、周宜儒（2015）、朱家昱

（2015）研究結果相似。 

  



 

122 
 

三、不同教育程度之教師在幸福感上得分之差異情形分析 

  為瞭解不同教育程度之教師在教師幸福感上整體與各分層面得分之

差異，本研究把教師教育程度分成三組，分別為「學士」、「碩士」與「博

士」，然而「博士」的樣本數過少，為免使資料分析產生偏態，因此將「碩

士」與「博士」組別合併為「碩博士」組，並使用 t 檢定作分析，結果如

表 4-15 所示。分析結果顯示不同學歷教師在幸福感上的得分並沒有差異。 

表 4-15 
不同教育程度教師在幸福感上得分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層面 學歷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樂觀表現 
(1)學士 189 3.94 .558 

.121 
(2)碩博士 232 3.94 .529 

身心健康 
(1)學士 189 3.57 .376 

-1.09 
(2)碩博士 232 3.61 .380 

生活滿意 
(1)學士 189 3.63 .506 

-.979 
(2)碩博士 232 3.68 .512 

工作成就 
(1)學士 189 3.77 .446 

.281 
(2)碩博士 232 3.75 .494 

教師幸福感整體 
(1)學士 189 3.73 .388 

-.449 
(2)碩博士 232 3.74 .405 

 

四、不同服務年資之教師在幸福感上得分之差異情形分析 

  為瞭解不同服務年資之教師在表現教師幸福感上是否具有差異情形，

本研究將服務年資分為四組，分別為「5 年（含）以下」、「6 至 15 年」、「16

至 25 年」與「26 年（含）以上」，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研究分析，分

析結果如表 4-16 所示。 

  「教師幸福感整體」(F=2.363, P>.05)、「樂觀表現」(F=.207, P>.05)及

「工作成就」(F=1.269, P>.05)，均未達顯著差異。 

「身心健康」(F=5.84, P<.001)達顯著差異，經事後考驗發現，「26 年

(含)以上」之教師在教師幸福感整體知覺程度較「6 至 15 年」之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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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滿意」(F=4.64, P<.01)達顯著水準，經事後考驗發現，「26 年（含）

以上」之教師知覺教師幸福感程度較「6 至 15 年」與「16 至 25 年」之教

師高。 

表 4-16 
不同服務年資教師在幸福感上得分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層面 組別 樣本數 
（N） 

平均數 
（M） 

標準差 
（SD） 

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 
來源 

平方和 
SS 

自由度 
df 

平  均 
平方和 

MS 
F值 事後 

比較 

樂觀表現 

(1) 5年（含）以下 50 3.99 .563 組間 .184 3 .061 .207  
(2) 6至15年 170 3.94 .545 組內 123.1 417 .295   
(3) 16至25年 138 3.92 .492 總和 123.3 420    
(4) 26年（含）以上 63 3.93 .626       
總和 421 3.94 .542       

身心健康 

(1) 5年（含）以下 50 3.58 .486 組間 2.424 3 .808 5.84*** (4)>(2) 
(2) 6至15年 170 3.52 .389 組內 57.65 417 .138   
(3) 16至25年 138 3.62 .295 總和 60.07 420    
(4) 26年（含）以上 63 3.74 .371       
總和 421 3.59 .378       

生活滿意 

(1) 5年（含）以下 50 3.66 .538 組間 3.52 3 1.17
 

4.64** (4)>(2) 
(2) 6至15年 170 3.59 .512 組內 105.5 417 .253  (4)>(3) 
(3) 16至25年 138 3.64 .481 總和 108.9 420    
(4) 26年（含）以上 63 3.86 .495       
總和 421 3.65 .509       

工作成就 

(1) 5年（含）以下 50 3.76 .528 組間 .849 3 .283 1.269  
(2) 6至15年 170 3.72 .476 組內 92.9 417 .223   
(3) 16至25年 138 3.76 .417 總和 93.9 420    
(4) 26年（含）以上 63 3.86 .528       
總和 421 3.76 .473       

教師 
幸福感 
整體 

(1) 5年（含）以下 50 3.75 .468 組間 1.11 3 .369 2.363  
(2) 6至15年 170 3.69 .406 組內 65.1 417 .156   
(3) 16至25年 138 3.74 .334 總和 66.2 420    
(4) 26年（含）以上 63 3.85 .424       
總和 421 3.74 .397       

*p<.05; **p<.01; ***p<.001 

  不同服務年資之教師在「教師幸福感整體」得分上，並無顯著差異，

此研究結果與蔡明霞（2007）、方暄涵（2010）、蔡長周（2013）、蕭博仁（2013）、

張美婷（2014）、朱家昱（2015）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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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同職務之教師在幸福感得分上之差異情形分析 

  為瞭解教師擔任不同職務所表現之教師幸福感是否具有差異情形，本

研究將教師擔任不同職務分為三組，分別為「科任教師」、「教師兼導師」、

「兼行政職教師」，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研究分析，分析結果如表 4-

17 所示。 

  「工作成就」(F=3.02, P<.05)達顯著水準，經事後考驗發現，「教師兼

導師」知覺教師幸福感程度較「科任教師」高；「樂觀表現」(F=1.271, P>.05)、

「身心健康」(F=.700, P>.05)、「生活滿意」(F=1.617, P>.05)與「教師幸福

感整體」(F=1.165, P>.05)，在不同「職務」之背景變項上並未達顯著差異。 

表 4-17 
不同職務教師在幸福感上得分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層面 組別 樣本數 
（N） 

平均數 
（M） 

標準差 
（SD） 

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 
來源 

平方和 
SS 

自由度 
df 

平  均 
平方和 

MS 
F值 事後 

比較 

樂觀表現 

(1) 科任教師 80 4.03 .551 組間 .745 2 .372 1.271  
(2) 教師兼導師 160 3.92 .559 組內 122.58 418 .293   
(3) 兼行政職教師 181 3.92 .520 總和 123.28 420    
總和 421 3.94 .542       

身心健康 

(1) 科任教師 80 3.57 .369 組間 .200 2 .100 .700  
(2) 教師兼導師 160 3.58 .367 組內 59.87 418 .143   
(3) 兼行政職教師 181 3.62 .392 總和 60.07 420    
總和 421 3.60 .378       

生活滿意 

(1) 科任教師 80 3.72 .501 組間 .837 2 .419 1.617  
(2) 教師兼導師 160 3.67 .457 組內 108.16 418 .259   
(3) 兼行政職教師 181 3.61 .553 總和 108.99 420    
總和 421 3.65 .509       

工作成就 

(1) 科任教師 80 3.71 .445 組間 1.339 2 .669 3.02* (2)>(1) 
(2) 教師兼導師 160 3.81 .460 組內 92.50 418 .221   
(3) 兼行政職教師 181 3.76 .489 總和 93.84 420    
總和 421 3.76 .473       

教師 
幸福感 
整體 

(1) 科任教師 80 3.80 .391 組間 .367 2 .183 1.165  
(2) 教師兼導師 160 3.72 .381 組內 65.79 418 .157   
(3) 兼行政職教師 181 3.73 .412 總和 66.16 420    
總和 421 3.74 .397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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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職務之教師「教師幸福感整體」並無顯著差異，此與張美婷（2013）、

周子仁（2013）、劉秀惠（2014）、（王怡茹（2014）、盧建銘（2013）、周碩

政（2008）、鐘偉晉（2009）、胡毓珏（2015）研究結果相似。 

六、不同學校規模之教師在幸福感上得分之差異情形分析 

  為瞭解不同學校規模之教師在表現教師幸福感是否具有差異情形，本

研究將學校規模分為三組，分別為「12 班（含）以下」、「13 至 48 班」與

「49 班（含）以上」，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研究分析，研究分析結果

如表 4-18 所示。 

  「教師幸福感整體」(F=3.053, P<.05)達顯著水準，經事後考驗發現，

「49 班(含)以上之教師」知覺教師幸福感程度較「12 班(含)以下之教師」

高。 

「樂觀表現」(F=.714, P>.05)與工作成就(F=1.844, P>.05)，並未達顯著

差異。 

「身心健康」(F=4.293, P<.05)及「生活滿意」(F=6.804, P<.001)達顯著

差異，經事後考驗發現，「49 班(含)以上之教師」知覺教師幸福感程度較「12

班(含)以下之教師」高，且「13 至 48 班」之教師知覺教師幸福感程度亦高

於「12 班(含)以下之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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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在教師幸福感上得分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層面 組別 樣本數 
（N） 

平均數 
（M） 

標準差 
（SD） 

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 
來源 

平方和 
SS 

自由度 
df 

平  均 
平方和 

MS 
F值 事後 

比較 

樂觀表現 

(1) 12班（含）以下 40 3.84 .589 組間 .420 2 .210 .714  
(2) 13至48班 306 3.95 .534 組內 122. 418 .294   

     (3) 49班（含）以上 75 3.92 .549 總和 123.
 

420    
總和 421 3.94 .542       

身心健康 

(1) 12班（含）以下 40 3.43 .358 組間 1.20
 

2 .604 4.293* (3)>(1) 
(2) 13至48班 306 3.61 .384 組內 58.8

 
418 .141  (2)>(1) 

(3) 49班（含）以上 75 3.62 .344 總和 60.0
 

420    
總和 421 3.59 .378       

生活滿意 

(1) 12班（含）以下 40 3.41 .461 組間 3.43
 

2 1.71
 

6.804*** (3)>(1) 
(2) 13至48班 306 3.66 .501 組內 105.

 
418 .253  (2)>(1) 

     (3) 49班（含）以上 75 3.77 .528 總和 108.
 

420    
總和 421 3.65 .509       

工作成就 

(1) 12班（含）以下 40 3.73 .529 組間 .821 2 .410 1.844  
(2) 13至48班 306 3.74 .479 組內 93.0

 
418 .223   

(3) 49班（含）以上 75 3.86 .404 總和 93.8
 

420    
總和 421 3.76 .478       

教師 
幸福感 
整體 

(1) 12班（含）以下 40 3.60 .401 組間 .953 2 .476 3.053* (3)>(1) 
(2) 13至48班 306 3.74 .399 組內 65.2

 
418 .156   

(3) 49班（含）以上 75 3.79 .374 總和 66.1
 

420    
總和 421 3.77 .397       

*p<.05; **p<.01; ***p<.001 

不同學校規模之教師對於「教師幸福感整體」之得分情形，達顯著差

異，此研究結果與王怡茹（2014）、盧建銘（2013）、周碩政（2008）、鐘偉

晉（2009）相似。其中「49 班(含)以上」對教師幸福感看法較「13 班以下」

之教師更為正面。 

參. 不同背景變項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上得分之差異情形 

  針對不同教師之「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服務年資」、「現

任職務」與「學校規模」等背景變項進行分析。調查結果利用 t 檢定或單

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以瞭解其差異情形，如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達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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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準，則會進一步使用 scheffe'法進行事後比較。茲分析如下： 

一、不同性別之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上得分之差異情形分析 

  為瞭解不同性別之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整體與各分層面得分之差

異，乃進行 t 檢定，結果如表 4-19 所示。分析結果顯示不同性別在知覺

學校創新經營整體及各層面上具有顯著差異存在，經事後考驗發現「男

性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整體及各分層面皆高於「女性教師」。 

表 4-19 
不同性別之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上得分之差異摘要表 

層面 性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事後比較 

行政管理與環境創新 
(1)男 134 3.917 .733 

3.975*** (1)>(2) 
(2)女 287 3.648 .602 

課程與教學活動創新 
(1)男 134 4.144 .536 

3.652*** (1)>(2) 
(2)女 287 3.924 .593 

外部資源創新 
(1)男 134 4.029 .604 

3.226*** (1)>(2) 
(2)女 287 3.830 .585 

學校創新經營整體 
(1)男 134 4.031 .558 

4.07*** (1)>(2) 
(2)女 287 3.801 .529 

*p<.05; **p<.01; ***p<.001 

  不同性別之教師對於「學校創新經營整體」具有顯著差異，且男性

教師得分高於女性，此言結果與劉家宏（2010）、賴連功（2011）、許顥

騰（2013）、黃以喬（2013）、凃仁雄（2013）、黃敏榮（2013）、鄭欽淵

（2014）、劉芯廷（2016）相似。 

二、不同年齡之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上得分之差異情形分析 

  為瞭解不同年齡之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上整體與各分層面得分之差

異情形，本研究將教師年齡分為四組，分別為「30 歲(含)以下」、「31 至

40 歲」、「41 至 50 歲」與「51 歲(含)以上」，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分

析結果如表 4-20 所示。 

  「學校創新經營整體」(F=3.50, P<.05)達顯著差異，經事後考驗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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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30 歲(含)以下」之教師在知覺學校創新經營較「51 歲(含)以上」教

師高。 

  「行政管理與環境創新」(F=3.73, P<.05)及「課程與教學活動創新」

(F=2.65, P<.05)達顯著差異，經事後考驗發現，「30 歲(含)以下」教師知覺

學校創新經營較「51 歲(含)以上」教師高。 

  「外部資源創新」(F=2.57, P>.05)，並未達顯著差異。 

表 4-20 
不同年齡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上得分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層面 組別 樣本數 
（N） 

平均數 
（M） 

標準差 
（SD） 

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 
來源 

平方和 
SS 

自由度 
df 

平  均 
平方和 

MS 
F值 事後 

比較 

行政管理 
與環境創新 

(1) 30歲(含)以下 46 3.95 .724 組間 4.75 3 1.58 3.73* (1)>(4) 
(2) 31至40歲 160 3.65 .657 組內 177.3 417 .425   
(3) 41至50歲 154 3.71 .584 總和 182.0 420    
(4) 51歲（含）以上 61 3.84 .741       
總和 421 3.73 .658       

課程與 
教學活動創新 

(1) 30歲（含）以下 46 4.18 .636 組間 2.68 3 .895 2.65* (1)>(4) 
(2) 31至40歲 160 3.94 .630 組內 140.7 417 .337   
(3) 41至50歲 154 3.97 .509 總和 143.4 420    
(4) 51歲（含）以上 61 4.12 .572       
總和 421 3.99 .584       

外部資源創新 

(1) 30歲（含）以下 46 3.93 .631 組間 2.72 3 .906 2.57  
(2) 31至40歲 160 3.88 .614 組內 147.3 417 .353   
(3) 41至50歲 154 3.83 .567 總和 149.9 420    
(4) 51歲（含）以上 61 4.07 .581       
總和 421 3.89 .597       

學校創新經營 
整體 

(1) 30歲（含）以下 46 4.07 .609 組間 3.10 3 1.04 3.50* (1)>(4) 
(2) 31至40歲 160 3.82 .564 組內 123.2 417 .295   
(3) 41至50歲 154 3.84 .488 總和 126.3 420    
(4) 51歲（含）以上 61 3.82 .569       
總和 421 3.87 .548       

*p<.05; **p<.01; ***p<.001 

  不同年齡之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整體」上達顯著差異。此研究結

果與李婉菁（2015）、康惠雅（2015）、郭倢慇（2015）、凃仁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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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馬曉蓁（2012）、諶志銘（2013）之研究結果相似。 

三、不同教育程度之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上得分之差異情形分析 

  為瞭解不同教育程度之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上整體與各分層面得分

之差異，本研究把教師教育程度分成三組，分別為「學士」、「碩士」與

「博士」，然而「博士」的樣本數過少，為免使資料分析產生偏態，因此

將「碩士」與「博士」組別合併為「碩博士」組，並使用 t 檢定作分析，

結果如表 4-21 所示，研究發現不同教育程度之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知覺

程度上並無顯著差異。 

表 4-21 
不同教育程度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上得分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層面 學歷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行政管理與環境創新 
(1)學士 189 3.71 .58 

-.823 
(2)碩博士 232 3.76 .72 

課程與教學活動創新 
(1)學士 189 4.02 .51 

-.854 
(2)碩博士 232 3.97 .64 

外部資源創新 
(1)學士 189 3.86 .58 

1.03 
(2)碩博士 232 3.92 .62 

學校創新經營整體 
(1)學士 189 3.86 .48 

-.408 
(2)碩博士 232 3.88 .60 

*p<.05; **p<.01; ***p<.001 

四、不同服務年資之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上得分之差異情形分析 

  為瞭解不同服務年資之教師在知覺學校創新經營是否具有差異情

形，本研究將服務年資分為四組，分別為「5 年（含）以下」、「6 至 15

年」、「16 至 25 年」與「26 年（含）以上」，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研

究分析，分析結果如表 4-22 所示。 

  「學校創新經營整體」(F=4.45, P<.01)達顯著差異，經事後考驗發

現，「5 年（含）以下」年資之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上高於「26 年(含)

以上」及「16 至 25 年」之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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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管理與環境創新」(F=6.59, P<.001)及「課程與教學活動創新」

(F=4.13, P<.01)達顯著差異，經事後考驗發現，「5 年（含）以下」年資之

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上高於「26 年(含)以上」及「16 至 25 年」之教

師。 

  「外部資源創新」(F=1.17 , P>.05)，未達顯著差異。 

表 4-22 
不同服務年資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上得分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層面 組別 樣本數 
（N） 

平均數 
（M） 

標準差 
（SD） 

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 
來源 

平方和 
SS 

自由度 
df 

平  均 
平方和 

MS 
F值 事後 

比較 

行政管理

與環境 
創新 

(1) 5年（含）以下 50 3.98 .698 組間 8.24 3 2.75 6.59*** (1)>(3) 
(2) 6至15年 170 3.65 .633 組內 173.8 417 .417  (1)>(4) 
(3) 16至25年 138 3.66 .605 總和 182.0 420    
(4) 26年（含）以上 63 3.94

 
.720       

總和 421 3.73 .658       

課程與 
教學活動

創新 

(1) 5年（含）以下 50 4.21 .654 組間 4.14 3 1.39 4.13** (1)>(3) 
(2) 6至15年 170 3.94 .609 組內 139.3 417 .334  (1)>(4) 
(3) 16至25年 138 3.94 .502 總和 143.4 420    
(4) 26年（含）以上 63 4.07 .581       
總和 421 3.99 .584       

外部資源 
創新 

(1) 5年（含）以下 50 3.97 .643 組間 1.258 3 .419 1.17  
(2) 6至15年 170 3.85 .598 組內 148.7 417 .357   
(3) 16至25年 138 3.88 .552 總和 149.9 420    
(4) 26年（含）以上 63 3.99 .650       
總和 421 3.89

 
.597       

學校 
創新經營 
整體 

(1) 5年（含）以下 50 4.06 .626 組間 3.914 3 1.31 4.45** (1)>(3) 
(2) 6至15年 170 3.99 .526 組內 122.4 417 .293  (1)>(4) 
(3) 16至25年 138 3.83 .502 總和 126.3 420    
(4) 26年（含）以上 63 3.81 .594       
總和 421 3.87 .548       

*p<.05; **p<.01; ***p<.001 

  不同服務年資教師對於「學校創新經營整體」具有顯著差異，此研

究結果與李婉菁（2015）、黃國政（2014）、沈志杰（2014）、黃以喬

（2013）、顏學復（2013）、凃仁雄（2013）、諶志銘（2013）、郭梨玉

（2012）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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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同職務之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得分上之差異情形分析 

  為瞭解教師擔任不同職務所知覺學校創新經營是否具有差異情形，

本研究將教師擔任不同職務分為三組，分別為「科任教師」、「教師兼導

師」、「兼行政職教師」，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研究分析，分析結果如

表 4-23 所示。 

  「學校創新經營整體」(F=4.52, P<.05)，達顯著差異。經事後考驗發

現，「科任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整體得分高於「教師兼導師」。 

  「行政管理與環境創新」(F=4.18, P<.05)、「課程與教學活動創新」

(F=3.15, P<.05)與「外部資源創新」(F=4.17, P<.05)，皆達顯著差異，經事

後考驗發現，「科任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皆高於「教師兼導師」。 

表 4-23 
不同職務教師在學校新經營上得分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層面 組別 樣本數 
（N） 

平均數 
（M） 

標準差 
（SD） 

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 
來源 

平方和 
SS 

自由度 
df 

平  均 
平方和 

MS 
F值 事後 

比較 

行政管理 
與環境 
創新 

(1) 科任教師 80 3.91 .696 組間 3.57 2 1.79 4.18* (1)>(2) 
(2) 教師兼導師 160 3.65 .651 組內 178.5 418 .427   
(3) 兼行政職教師 181 3.74 .636 總和 182.0 420    
總和 421 3.73 .658       

課程與 
教學活動 
創新 

(1) 科任教師 80 4.14 .565 組間 2.13 2 1.07 3.15* (1)>(2) 
(2) 教師兼導師 160 3.95 .590 組內 141.3 418 .338   
(3) 兼行政職教師 181 3.97 .582 總和 143.4 420    
總和 421 3.99 .584       

外部資源 
創新 

(1) 科任教師 80 4.02 .583 組間 2.93 2 1.47 4.17* (1)>(2) 
(2) 教師兼導師 160 3.80 .628 組內 146.9 418 .352   
(3) 兼行政職教師 181 3.93 .565 總和 149.9 420    
總和 421 3.89 .597       

學校 
創新經營 
整體 

(1) 科任教師 80 3.80 .572 組間 2.67 2 1.34 4.52* (1)>(2) 
(2) 教師兼導師 160 4.02 .525 組內 123.6 418 .296   
(3) 兼行政職教師 181 3.88 .527 總和 126.3 420    
總和 421 3.87 .548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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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職務之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整體」，具顯著差異，此研究結果

與康惠雅（2015）、沈志杰（2014）、郭倢慇（2015）、許顥騰（2013）、

顏學復（2013）、凃仁雄（2013）、馬曉蓁（2012）指出不同職務對於學

校創新經營知覺上具有顯著差異相似。 

六、不同學校規模之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上得分之差異情形分析 

  為瞭解不同學校規模之教師在知覺學校創新經營是否具有差異情

形，本研究將學校規模分為三組，分別為「12 班（含）以下」、「13 至 48

班」與「49 班（含）以上」，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研究分析，研究分

析結果如表 4-24 所示。研究分析結果顯示不同學校規模之教師在學校創

新經營之整體與各分層面具有顯著差異情形。 

  「學校創新經營整體」(F=18.3, P<.001)達顯著差異，經事後考驗發

現，學校規模在「49 班(含)以上」之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表現高於「13

至 48 班」之教師，其中「13 至 48 班」對學校創新經營知覺表現又高於

「13 班(含)以下」之教師。  

  「行政管理與環境創新」(F=32.8, P<.001)達顯著差異，經事後考驗發

現，學校規模在「49 班(含)以上」之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表現高於「13

至 48 班」之教師，其中「13 至 48 班」對學校創新經營知覺表現又高於

「13 班(含)以下」之教師。  

  「課程與教學活動創新」(F=11.7, P<.001)及「外部資源創新」

(F=4.93, P<.001)皆達顯著水準，經事後考驗發現，學校規模在「49 班(含)

以上」之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表現高於「13 至 48 班」及「13 班(含)以

下」之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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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在心理契約上得分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層面名稱 組別 樣本數 
（N） 

平均數 
（M） 

標準差 
（SD） 

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 
來源 

平方和 
SS 

自由度 
df 

平  均 
平方和 

MS 
F值 事後 

比較 

行政管理 
與環境 
創新 

(1) 12班（含）以下 40 3.26 .547 組間 24.7 2 12.34 32.8*** (2)>(1) 
(2) 13至48班 306 3.69 .614 組內 157.3 418 .376  (3)>(1) 
(3) 49班（含）以上 75 4.18 .644 總和 182.0 420   (3)>(2) 
總和 421 3.73 .658       

課程與 
教學活動 
創新 

(1) 12班（含）以下 40 3.79 .543 組間 7.58 2 3.79 11.7*** (3)>(1) 
(2) 13至48班 306 3.96 .586 組內 135.8 418 .325  (3)>(2) 
(3) 49班（含）以上 75 4.26 .515 總和 143.4 420    
總和 421 3.99 .584       

外部資源 
創新 

(1) 12班（含）以下 40 3.74 .702 組間 3.45 2 1.73 4.93** (3)>(1) 
(2) 13至48班 306 3.87 .607 組內 146.5 418 .350  (3)>(2) 
(3) 49班（含）以上 75 4.07 .446 總和 149.9 420    
總和 421 3.89 .597       

學校 
創新經營 
整體 

(1) 12班（含）以下 40 3.60 .495 組間 10.1 2 5.07 18.3*** (2)>(1) 
(2) 13至48班 306 3.84 .550 組內 116.2 418 .278  (3)>(1) 
(3) 49班（含）以上 75 4.17 .441 總和 126.3 420   (3)>(2) 
總和 421 3.87 .548       

*p<.05; **p<.01; ***p<.001 

  不同學校規模之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整體」表現上，其得分具有

顯著差異。此研究結果與李婉菁（2015）、康惠雅（2015）、郭倢慇

（2015）、黃國庭（2013）、許顥騰（2013）、顏學復（2013）研究結果相

似，其中「49 班(含)以上」學校規模之教師在知覺學校創新經營上較其他

學校規模教師知覺程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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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

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相關分析 

  本節旨在探討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相關情

形，本節共分三部分，分別說明教師心理契約與教師幸福感、教師心理

契約與學校創新經營及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相關分析。三部分

皆以 Pearson 積差相關分析兩變項之整體與分層面之相關情形。 

  經由朱經明（2010）提出之判別標準以進行探討，當積差相關係數

為.80 以上為非常高相關程度，在.60 至.80 為高相關程度，在.40 至.60 為

中等相關程度，在.20 至.40 為低相關程度，以回應待答問題三：「臺北市

國民小學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之間是否有顯著相

關？」。 

壹. 教師心理契約與教師幸福感之相關分析 

  本分析旨在瞭解臺北市「教師心理契約」與「教師幸福感」之整體

與各分層面間之相關情形，茲以「教師心理契約」各層面及整體平均數

與「教師幸福感」各層面及整體平均數，進行 Pearson 積差相關分析並考

驗其顯著性。教師心理契約與教師幸福感之相關分析結果，如表 4-24。

兩變項各分層面與整體之相關情形分述說明如下： 

  教師心理契約之「體現教育愛」層面與學校創新經營各分層面之關

係數分別為.333、.330、.330 與.401，此層面與「身心健康」及「生活滿

意」相關最低；「工作成就」相關最高；與教師幸福感整體之相關係數

為.418，皆達到顯著水準。 

  「體察教師使命」層面與教師幸福感之各分層面與整體之相關係數

分別為.285、.338、.360 與.397，此層面與「樂觀表現」相關最低，「工作

成就」相關最高；與教師幸福感整體之相關係數為.412，皆達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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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教師形象」層面與教師幸福感之各分層面與整體之相關係數

分別為.339、.366、.382 與.395，與「工作成就」相關最高，「樂觀表現」

相關最低；與教師幸福感整體之相關係數為.443，皆達到顯著水準。 

 「接受學校期望」層面與教師幸福感之各分層面與整體之相關係數分

別為.329、.422、.418 與.415，與「身心健康」相關最高，「樂觀表現」相

關最低；與教師幸福感整體之相關係數為.470，皆達到顯著水準。 

  「教師心理契約整體」與教師幸福感之各分層面與整體之相關係數

分別為.372、.424、.434 與.466，與「樂觀表現」相關最低，與「生活滿

意」相關最高；與教師幸福感整體之相關係數為.506，且皆達到顯著水

準。 

  由表 4-24 可得知： 

一、「教師心理契約」與「教師幸福感」之整體相關係數達.506，為顯著

正相關，屬中等相關程度。 

二、「教師心理契約」與「教師幸福感」各層面之皆存在低程度相關或

中相關程度，且各層面相關經過統計考驗後，均為顯著正相關。其中

以「教師心理契約」之「符合教師形象」，與「教師幸福感」中各層

面及整體相關程度較高。而「教師幸福感」之「身心健康」與「工作

成就」，則與「教師心理契約」中各層面及整體相關程度明顯較高。 

表 4-25 
教師心理契約與教師幸福感相關係數分析摘要表 

變項名稱 樂觀表現 身心健康 生活滿意 工作成就 教師幸福感 
整體 

體現教育愛 .333*** .330*** .330*** .401*** .418*** 

體察教師使命 .285*** .338*** .360*** .397*** .412*** 
符合教師形象 .339*** .366*** .382*** .395*** .443*** 
接受學校期望 .329*** .422*** .418*** .415*** .470*** 
教師心理契約整體 .372*** .424*** .434*** .466*** .506***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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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教師心理契約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相關分析 

  本段旨在探討教師心理契約與學校創新經營之整體與各層面之相

關，茲以「教師心理契約」各層面及整體平均數與「學校創新經營」各

層面及整體平均數，進行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並考驗其顯著性，教師心

理契約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相關分析結果，如表 4-26 所示： 

  教師心理契約之「體現教育愛」層面與學校創新經營各分層面之相

關係數分別為.278、.341 與.304，此層面與「行政管理與環境創新」相關

最低、「課程與教學活動創新」相關最高；與學校創新經營整體之相關係

數為.343，且皆達顯著水準。 

  「體察教師使命」層面與學校創新經營之各分層面之相關係數分別

為.175、.253 與.207，此層面與「行政管理與環境創新」相關最低，與

「課程與教學活動創新」相關最高；與學校創新經營整體之相關係數

為.235，且皆達顯著水準。 

  「符合教師形象」層面與學校創新經營之各分層面之相關係數分別

為.238、.284 與.282，此層面與「行政管理與環境創新」相關最低，「課

程與教學活動創新」相關最高；與學校創新經營整體相關係數為.299，且

皆達到顯著水準。 

  「接受學校期望」層面與學校創新經營之各分層面之相關係數分別

為.406、.408 與.366，此層面與「課程與教學活動創新」相關最高，「外

部資源創新」相關最低；與學校創新經營之整體相關係數為.440，且皆達

顯著水準。 

  「教師心理契約」與學校創新經營之各分層面與整體之相關係數分

別為.320、.374 與.377，與「行政管理與環境創新」相關最低，與「課程

與教學活動創新」相關最高；與學校創新經營整體之相關係數為.383，且

皆達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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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4-26 得知： 

一、「教師心理契約」與「學校創新經營」整體相關係數為.383，為顯著

正相關，屬低(弱)相關。 

二、除「教師心理契約」之「接受學校期望」與「學校創新經營」整體

與各層面之間為中等程度相關外，其他各層面兩兩間則存在低(弱)程

度相關程度，且各層面經相關統計考驗後，均為顯著正相關。 

三、以「教師心理契約」之「符合教師形象」，與「學校創新經營」中各

層面及整體相關程度較高。 

表 4-26 
教師心理契約與學校創新經營相關係數分析摘要表 

變項 
行政管理 
與環境創新 

課程與教學 
活動創新 

外部資源創

新 
學校創新經

營整體 
體現教育愛 .278*** .341*** .304*** .343*** 
體察教師使命 .175*** .253*** .207*** .235*** 
符合教師形象 .238*** .284*** .282*** .299*** 
接受學校期望 .406*** .408*** .366*** .440*** 
教師心理契約整體 .320*** .374*** .337*** .383***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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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相關分析 

  本段旨在探討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之整體與各層面之相關，

茲以「教師幸福感」各層面及整體平均數與「學校創新經營」各層面及

整體平均數，進行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並考驗其顯著性，教師幸福感與

學校創新經營之相關分析結果，如表 4-27 所示： 

  教師幸福感之「樂觀表現」層面與學校創新經營各分層面之相關係

數分別為.207、.279 與.276，此層面與「行政管理與環境創新」相關最

低、「課程與教學活動創新」相關最高；與學校創新經營整體之相關係數

為.282，且皆達顯著水準。 

  教師幸福感之「身心健康」層面與學校創新經營各分層面之相關係

數分別為.365、.391 與.369，此層面與「行政管理與環境創新」相關最

低、「課程與教學活動創新」相關最高；與學校創新經營整體之相關係數

為.419，且皆達顯著水準。 

  教師幸福感之「生活滿意」層面與學校創新經營各分層面之相關係數

分別為.372、.366 與.305，此層面與「外部資源創新」相關最低、「行政

管理與環境創新」相關最高；與學校創新經營整體之相關係數為.390，且

皆達顯著水準。 

教師幸福感之「工作成就」層面與學校創新經營各分層面之相關係數分

別為.378、.426 與.409，此層面與「行政管理與環境創新」相關最低、

「課程與教學活動創新」相關最高；與學校創新經營整體之相關係數

為.451，且皆達顯著水準。 

  由表 4-27 得知： 

一、「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之整體相關係數達.455，為顯著

正相關，且屬中等相關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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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各層面之間皆存在低等或中等

相關程度，且各層面經相關統計考驗後，均為顯著正相關。其中以

「工作成就」層面與「學校創新經營」中各層面及整體相關程度較

高。 

表 4-27 
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相關係數分析摘要表 

變項 
行政管理與 
環境創新 

課程與教學 
活動創新 

外部資源 
創新 

學校創新經

營整體 
樂觀表現 .207*** .279*** .276*** .282*** 
身心健康 .365*** .391*** .369*** .419*** 
生活滿意 .372*** .366*** .305*** .390*** 
工作成就 .378*** .426*** .409*** .451*** 
教師幸福感整體 .390*** .433*** .402*** .45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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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

對學校創新經營之預測分析 

  本節以「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作為預測變項，以「學校

創新經營」為效標變項，透過多元迴歸分析進行考驗，瞭解其對於「學

校創新經營」之整體及各層面之預測效果，藉此以探討本研究假設五：

「國民小學教師心理契約與教師幸福感對於學校創新經營具有預測力」。   

  本節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為教師心理契約對學校創新經營之預測

分析；第二部分為教師幸福感對學校創新經營之預測分析；第三部分為

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對學校創新經營之整體預測分析。 

壹. 教師心理契約對學校創新經營之預測分析 

一、教師心理契約對「行政管理與環境創新」之預測分析 

  教師心理契約對學校創新經營之分層面「行政管理與環境創新」之

預測分析如下表 4-28。分析結果顯示出當教師心理契約 4 個分層面預測

變項預測校標變項「行政管理與環境創新」時，進入迴歸方程式之顯著

變項為「接受學校期望」（***p<.001），能有效解釋「行政管理與環境創

新」之總變異量為 16.5%。標準化迴歸係數為正值，表示「接受學校期

望」對教師對行政管理與環境創新感受的影響為正向，即教師知覺「接

受學校期望」感受越高，「行政管理與環境創新」感受越高。 

表 4-28 
教師心理契約對「行政管理與環境創新」之多元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 
模式 選入變項 R R2 R2 改變量 F 值 標準化係數 β 

1 接受學校期望 .406 .165 .165 82.504*** .406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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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心理契約對「課程與教學活動創新」之預測分析 

教師心理契約對學校創新經營之分層面「課程與教學活動創新」之

預測分析如下表 4-29。本項分析以教師心理契約之四個分層面作為預測

變項，以「課程與教學活動創新」為效標變項，經由逐步多元迴歸分析

進行考驗，以瞭解其對「課程與教學活動創新」之預測效果。 

由表 4-29 得知：能夠預測「課程與教學活動創新」之變項依序為

「接受學校期望」與「體現教育愛」共計二項。其整體預測力達.182，顯

示其可解釋「課程與教學活動創新」18.2%之變異量。其中以「接受學校

期望」對「課程與教學活動創新」有較高的預測力，其可解釋「課程與

教學活動創新」16.6%之變異量。 

再者，模式一中選入「接受學校期望」之變項可單獨預測「課程與

教學活動創新」效果，其 β值為.408，因為僅有一個變項選入模式中，無

共線性問題存在，即「接受學校期望」之表現並無受到其他變項之干

擾；然而，從模式二逐步選入變項後，其影響性漸降低，其中模式二以

「接受學校期望」的 β值.316 最大，顯示出「接受學校期望」的預測效

果因為排除了「體現教育愛」，降低了其影響性。 

表 4-29 
教師心理契約對「課程與教學活動創新」之多元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 
模式 選入變項 R R2 R2 改變量 F 值 標準化係數 β 

1 接受學校期望 .408 .166 .166 83.45*** .408 

2 
接受學校期望 
體現教育愛 .426 .182 .016 46.413*** .316 

.155 
*p<.05; **p<.01; ***p<.001 

三、教師心理契約對「外部資源創新」之預測分析 

教師心理契約對學校創新經營之分層面「外部資源創新」之預測分

析如下表 4-30。本項分析以教師心理契約之四個分層面作為預測變項，

以「外部資源創新」為效標變項，經由逐步多元迴歸分析進行考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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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其對「外部資源創新」之預測效果。 

由表 4-30 得知：能夠預測「外部資源創新」之變項依序為「接受學

校期望」與「體現教育愛」共計二項。其整體預測力達.146，顯示其可解

釋「外部資源創新」14.6%之變異量。其中以「接受學校期望」對「外部

資源創新」有較高的預測力，其可解釋「外部資源創新」13.4%之變異

量。 

再者，模式一中選入「接受學校期望」之變項可單獨預測「外部資

源創新」效果，其 β值為.366，因為僅有一個變項選入模式中，無共線性

問題存在，即「接受學校期望」之表現並無受到其他變項之干擾；然

而，從模式二逐步選入變項後，其影響性漸降低，其中模式二以「接受

學校期望」的 β值.287 最大，顯示出「接受學校期望」的預測效果因為

排除了「體現教育愛」，降低了其影響性。 

表 4-30 
教師心理契約對「外部資源創新」之多元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 
模式 選入變項 R R2 R2 改變量 F 值 標準化係數 β 

1 接受學校期望 .366 .134 .134 64.88＊＊＊ .366 

2 
接受學校期望 
體現教育愛 .382 .146 .012 37.73＊＊＊ .287 

.135 
*p<.05; **p<.01; ***p<.001 

四、教師心理契約對學校創新經營整體之預測分析 

本項分析以「教師心理契約」為預測變項，以「學校創新經營整

體」為效標變項，藉由逐步多元迴歸分析進行考驗，以瞭解教師心理契

約對學校創新經營整體之預測效果。 

  由表 4-31 顯示，能夠預測「學校創新經營整體」之變項依序為

「接受學校期望」與「體現教育愛」共計二項。其整體預測力達.204，顯

示其可解釋「學校創新經營整體」20.4%之變異量。其中以「接受學校期

望」對「學校創新經營整體」有較高的預測力，其可解釋「學校創新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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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整體」19.4%之變異量。 

再者，模式一中選入「接受學校期望」之變項可單獨預測「學校創

新經營整體」效果，其 β值為.440，因為僅有一個變項選入模式中，無共

線性問題存在，即「接受學校期望」之表現並無受到其他變項之干擾；

然而，從模式二逐步選入變項後，其影響性漸降低，其中模式二以「接

受學校期望」的 β值.365 最大，顯示出「接受學校期望」的預測效果因

為排除了「體現教育愛」，降低了其影響性。 

表 4-31 
教師心理契約對「外部資源創新」之多元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 
模式 選入變項 R R2 R2 改變量 F 值 標準化係數 β 

1 接受學校期望 .440 .194 .194 100.6＊＊＊ .440 

2 
接受學校期望 
體現教育愛 .452 .204 .011 53.68＊＊＊ .365 

.128 
*p<.05; **p<.01; ***p<.001 

貳. 教師幸福感對學校創新經營之預測分析 

一、教師幸福感對「行政管理與環境創新」之預測分析 

  本項分析以「教師幸福感」為預測變項，以學校創新經營中「行政

管理與環境創新」層面為效標變項，藉由逐步多元迴歸分析進行考驗，

以瞭解教師幸福感對於「行政管理與環境創新」層面預測效果。 

  由 4-32 可知，能預測學校創新經營中「行政管理與環境創新」層面

之變項依序為「工作成就」、「身心健康」與「生活滿意」，共計三項，其

整體預測力達.180，表示其可以解釋學校創新經營中「行政管理與環境創

新」層面 18%之變異量，其中以「工作成就」對於「行政管理與環境創

新」層面有較高的預測力，其可解釋「行政管理與環境創新」層面 14.3%

之變異量。 

  再者，從模式一選入「工作成就」之變項可單獨預測學校創新經營

中「行政管理與環境創新」層面效果，其 β值為.378，因為僅有一個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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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選入模式中，因此並無共線性問題，即「工作成就」之表現並不受到

其他變項之干擾。最後，從模式二至模式三中逐步選入其他變項後，「工

作成就」之影響力亦隨之降低，從模式三可得知，「工作成就」的 β

值.175 為最大，顯示「工作成就」的預測效果因排除了「身心健康」與

「生活滿意」兩變項，而降低其影響性。 

表 4-32 
教師幸福感對「行政管理與環境創新」之多元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 
模式 選入變項 R R2 R2 改變量 F 值 標準化係數 β 

1 工作成就 .378 .143 .143 69.82＊＊＊ .378 

2 
工作成就 
身心健康 .410 .169 .026 43.35＊＊＊ 

.244 

.209 

3 
工作成就 
身心健康 
生活滿意 

.424 .180 .011 30.44＊＊＊ 
.175 
.152 
.155 

*p<.05; **p<.01; ***p<.001 

二、教師幸福感對「課程與教學活動創新」之預測分析 

  本項分析以「教師幸福感」為預測變項，以學校創新經營中「課程

與教學活動創新」層面為效標變項，藉由逐步多元迴歸分析進行考驗，

以瞭解教師幸福感對於「課程與教學活動創新」層面預測效果。 

  由表 4-33 可得：教師幸福感對學校創新經營之「課程與教學活動創

新」 層面具有預測功能的變項，有兩項達到顯著水準（***p<.001），投

入變項之順序為「工作成就」與「身心健康」。 

  上述變項能有效解釋「課程與教學活動創新」之總變異量為 20.5%，

其中「工作成就」的解釋變異量達 18.1%，為主要的預測變項。 

  再者，模式一中選入「工作成就」之變項可單獨預測「學校創新經

營整體」效果，其 β值為.426，因為僅有一個變項選入模式中，無共線性

問題存在，即「工作成就」之表現並無受到其他變項之干擾； 

  然而，從模式二逐步選入變項後，其影響性漸降低，其中模式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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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成就」的 β值.297 最大，顯示出「工作成就」的預測效果因為排

除了「身心健康」，降低了其影響性。 

表 4-33 
教師幸福感對「課程與教學活動創新」之多元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 
模式 選入變項 R R2 R2 改變量 F 值 標準化係數 β 

1 工作成就 .426 .181 .181 97.77＊＊＊ .426 

2 
工作成就 
身心健康 .453 .205 .024 53.92＊＊＊ .297 

.201 
*p<.05; **p<.01; ***p<.001 

三、教師幸福感對「外部資源創新」之預測分析 

  本項分析以「教師幸福感」為預測變項，以學校創新經營中「外部

資源創新」層面為效標變項，藉由逐步多元迴歸分析進行考驗，以瞭解

教師幸福感對於「外部資源創新」層面預測效果。 

  由表 4-34 可知，教師幸福感對學校創新經營之「外部資源創新」層

面具有預測功能的變項，有兩項達到顯著水準（***p<.001），投入變項之

順序為「工作成就」與「身心健康」。上述變項能有效解釋「外部資源創

新」之總變異量為 18.3%，其中「工作成就」的解釋變異量達 16.7%，為

主要的預測變項。 

  再者，模式一中選入「工作成就」之變項可單獨預測「學校創新經

營整體」效果，其 β值為.409，因為僅有一個變項選入模式中，無共線性

問題存在，即「工作成就」之表現並無受到其他變項之干擾； 

  最後，從模式二逐步選入變項後，其影響性漸降低，其中模式二以

「工作成就」的 β值.292 最大，顯示出「工作成就」的預測效果因為排

除了「身心健康」，降低了其影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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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 
教師幸福感對「外部資源創新」之多元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 
模式 選入變項 R R2 R2 改變量 F 值 標準化係數 β 

1 工作成就 .409 .167 .167 84.13＊＊＊ .409 

2 
工作成就 
身心健康 .432 .183 .020 48.00＊＊＊ 

.292 

.182 
*p<.05; **p<.01; ***p<.001 

四、教師幸福感對學校創新經營整體之預測分析 

  本項分析以「教師幸福感」為預測變項，以「學校創新經營整體」

為效標變項，藉由逐步多元迴歸分析進行考驗，以瞭解教師幸福感對學

校創新經營整體之預測效果。 

  由表 4-32 得知，能夠預測「學校創新經營整體」之變項依序為「工

作成就」與「身心健康」共計二項。其整體預測力達.232，顯示其可解釋

「學校創新經營整體」23.2%之變異量。其中以「工作成就」對「學校創

新經營整體」有較高的預測力，其可解釋「學校創新經營整體」20.3%之

變異量。 

  再者，模式一中選入「工作成就」之變項可單獨預測「學校創新經

營整體」效果，其 β值為.451，因為僅有一個變項選入模式中，無共線性

問題存在，即「工作成就」之表現並無受到其他變項之干擾。 

  然而，從模式二逐步選入變項後，其影響性漸降低，其中模式二以

「工作成就」的 β值.309 最大，顯示出「工作成就」的預測效果因為排

除了「身心健康」，降低了其影響性。 

表 4-35 
教師幸福感對「學校創新經營整體」之多元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 
模式 選入變項 R R2 R2 改變量 F 值 標準化係數 β 

1 工作成就 .451 .203 .203 106.98＊＊＊ .451 

2 
工作成就 
身心健康 .482 .232 .029 63.203＊＊＊ .309 

.221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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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對學校創新經營之整體預測分析 

一、教師心理契約與教師幸福感對「行政管理與環境創新」之預測分析 

  本項分析是以「教師心理契約」與「教師幸福感」為預測變項，以

「行政管理與環境創新」為效標變項，藉由逐步多元迴歸分析進行考

驗，以瞭解其對於「行政管理與環境創新」之預測效果。表 4-36 以「教

師心理契約整體」與「教師幸福感整體」為預測變項，探究其對「行政

管理與環境創新」之預測效果。由 4-36 顯示，能預測「行政管理與環境

創新」之變項依序有「接受學校期望」、「工作成就」與「生活滿意」共

計三項，其整體預測力達.229，顯示其可解釋「行政管理與環境創新」

22.9%之變異量。 

  再者，在模式一選入「接受學校期望」之變項可單獨預測「行政管

理與環境創新」效果，其 β值為.165，因為僅有一個變項被選入模式中，

因此並不存在共線性問題，即「接受學校期望」之表現不受到其他變項

之干擾。 

  最後，模式二至模式三中逐步選入其他變項後，「接受學校期望」之

影響力隨之降低，惟模式三中可得知，「接受學校期望」β值.277 為最

大，顯示出「接受學校期望」的效果因素排除「工作成就」與「生活滿

意」此二變項，降低其影響性。 

表 4-36 
教師心理契約與教師幸福感對「行政管理與環境創新」之多元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 
模式 選入變項 R R2 R2改變量 F值 標準化係數β 

1 接受學校期望 .406 .165 .165 82.504＊＊＊ .406 

2 
接受學校期望 
工作成就 .467 .218 .053 58.137＊＊＊ 

.301 

.253 

3 
接受學校期望 
工作成就 
生活滿意 

.478 .229 .011 41.187＊＊＊ 
.277 
.165 
.145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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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心理契約與教師幸福感對「課程與教學活動創新」之預測分析 

  本項分析是以「教師心理契約」與「教師幸福感」為預測變項，以

「課程與教學活動創新」為效標變項，藉由逐步多元迴歸分析進行考

驗，以瞭解其對於「課程與教學活動創新」之預測效果。表 4-37 以「教

師心理契約整體」與「教師幸福感整體」為預測變項，探究其對「課程

與教學活動創新」之預測效果。 

  由表 4-37 可得知：預測效標為「課程與教學活動創新」時，依序被

納入迴歸方程式之顯著變項為「工作成就」、「接受學校期望」與「身心

健康」共計三項，其整體預測力達.256，亦即表示可解釋「課程與教學活

動創新」25.6%的變異量。其中更以「工作成就」對於「課程與教學活動

創新」有較高的預測力，可單獨解釋「課程與教學活動創新」18.1%的變

異量。其次，在模式 1 中納入「工作成就」之變項，此變項能獨立預測

效標變項「課程與教學活動創新」，其 β值為.426，由於此時期僅有單獨

一個變項被納入，所以其並沒有共線性的問題，亦即「工作成就」對

「課程與教學活動創新」之預測力並不受到其他兩個變項的干擾。唯模

式 2 與模式 3 逐步納入其他變項之後，「工作成就」之影響性隨之降低，

至模式 3 時其 β值降為.235，顯示出「工作成就」變相的預測效果因排除

了其他兩個變項之影響而降低。 

表 4-37 
教師心理契約與教師幸福感對「課程與教學活動創新」之多元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 
模式 選入變項 R R2 R2改變量 F 值 標準化係數 β 

1 工作成就 .426 .181 .181 92.677＊＊＊ .426 

2 
工作成就 
接受學校期望 .496 .246 .064 68.073＊＊＊ .310 

.279 

3 
工作成就 
接受學校期望 
身心健康 

.506 .256 .010 46.760＊＊＊ 
.235 
.254 
.134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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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心理契約與教師幸福感對「外部資源創新」之預測分析 

  本項以「教師心理契約」與「教師幸福感」為預測變項，以「外部

資源」為效標變項，藉由逐步多元迴歸分析進行考驗，以瞭解其對於

「外部資源創新」之預測效果。表 4-38 以「教師心理契約整體」與「教

師幸福感整體」為預測變項，探究其對「外部資源創新」之整體預測情

形。 

  由表 4-38 可得知：預測效標為「外部資源創新」時，依序被納入迴

歸方程式之顯著變項為「工作成就」、「接受學校期望」與「身心健康」

共計三項，其整體預測力達.223 亦即表示可解釋「外部資源創新」22.3%

的變異量。其中更以「工作成就」對於「外部資源創新」有較高的預測

力，可單獨解釋「課程與教學活動創新」16.7%的變異量。 

  其次，在模式 1 中納入「工作成就」之變項，此變項能獨立預測效

標變項「外部資源創新」，其 β值為.409，由於此時期僅有單獨一變項被

納入，並沒有共線性的問題，亦即「工作成就」對「外部資源創新」之

預測力並不受到其他兩個變項的干擾。唯模式 2 與模式 3 逐步納入其他

變項之後，「工作成就」之影響性隨之降低，至模式 3 時其 β值降

為.240，顯示出「工作成就」變相的預測效果因排除了其他兩個變項之影

響而降低。 

表 4-38 
教師心理契約與幸福感對「外部資源創新」之多元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 
模式 選入變項 R R2 R2改變量 F 值 標準化係數 β 

1 工作成就 .409 .167 .167 84.13＊＊＊ .409 

2 
工作成就 
接受學校期望 .462 .214 .047 56.87＊＊＊ .310 

.237 

3 
工作成就 
接受學校期望 
身心健康 

.472 .223 .009 39.83＊＊＊ 
.240 
.214 
.126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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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師心理契約與教師幸福感各層面對學校創新經營整體預測分析 

  本段旨在以「教師心理契約」各分層面、「教師幸福感」各分層面作

為預測變項，「學校創新經營整體」為效標變項，藉由多元逐步迴歸分析

進行考驗，以瞭解其對於「學校創新經營整體」之預測效果，如表 4-39

所示。 

  由表 4-39 可知：能預測效標變項「學校創新經營整體」之變項依序

為「工作成就」、「接受學校期望」與「身心健康」共計三項，其整體預

測力達.293，表示其可解釋「學校創新經營整體」29.3%之變異量，其中

以「工作成就」對「學校創新經營整體」有較高的預測力，可解釋「學

校創新經營整體」20.3%之變異量。 

  再者，模式一選入「工作成就」之變項可單獨預測「學校創新經營

整體」效果，其 β值為.451，因僅有一變項被選入模式中，顯示並無共線

性問題，即「工作成就」之表現並不受到其他變項之干擾。唯模式二與

模式三逐步選入其他變項後，其影響性降低。 

表 4-39 
教師心理契約與教師幸福感對學校創新經營整體之多元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 
模式 選入變項 R R2 R2改變量 F 值 標準化係數 β 

1 工作成就 .451 .203 .203 106.98＊＊＊ .451 

2 
工作成就 
接受學校期望 .530 .281 .077 81.59＊＊＊ .324 

.306 

3 
工作成就 
接受學校期望 
身心健康 

.541 .293 .012 57.58＊＊＊ 
.241 
.278 
.148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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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綜合討論 

壹. 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現況 

  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現況，如表 4-40 所

示：教師心理契約之整體得分為 4.24，得分最佳層面為「體察教師使

命」，得分為 4.26；得分最差為接受學校期望，得分為 4.10。教師幸福感

之整體得分為 3.73，得分最佳層面為「樂觀表現」，得分為 3.94；得分最

差為「身心健康」為 3.65。學校創新經營層面之整體得分為 3.88，其中

以「課程與教學活動創新」表現最佳，得分為 4.00；而「行政管理與環

境創新」得分最低，為 3.73。 

  綜上所述，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現況處於

「中高程度」之水準。 

表 4-40 
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現況綜合結果摘要表 

 教師心理契約 教師幸福感 學校創新經營 
整體平均得分 4.24 3.73 3.88 
最佳層面 體現教育愛 樂觀表現 課程與教學活動創新 
最佳層面得分 4.40 3.94 4.00 
最差層面 接受學校期望 身心健康 行政管理與環境創新 
最差層面得分 4.10 3.65 3.73 

一、整體教師心理契約及各層面皆達「中高程度表現」，其中以「體

現教育愛」層面得分最高，「接受學校期望」得分最低 

  本研究就國民小學教師心理契約整體層面而言，每題平均得分為

4.24，可得知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在教師心理契約各層面之平均分數明顯

高於中間值，且各層面平均得分偏高，可見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與學校

間之整體心理契約知覺，普遍展現出高度的心理契約。 

  再從教師心理契約各分層面所得結果發現，以「體現教育愛」層面

平均得分最高，其次為「體察教師使命」，再次為「符合教師形象」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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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之「接受學校期望」層面。由此可得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在心理契

約上展現高度豐富的教育愛，並且清晰其教師使命，對於表現良好教師

形象與接受學校期望都具充分認同感。 

  國民小學教師「教師心理契約」已達中高程度之水準，此研究結果

與蔡韻瓊（2008）、斳國芬（2010）、林孝治（2015）、鍾孟君（2015）、

李勁霆（2012）等人之研究結果相似，顯示國民小學教師已普遍知覺中

高程度之「教師心理契約」。 

二、整體教師幸福感與各層面皆達「中高程度表現」，其中以「樂觀

表現」層面得分最佳，而「身心健康」表現最低 

  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普遍能知覺良好「教師幸福感」，且達中高程度

之水準，唯在「身心健康」層面上仍有努力空間。 

  其中以教師幸福感各層面進行探討，教師在「樂觀表現」上具有較

佳之表現程度，此與朱家昱（2015）研究結果相似；其次為「工作成

就」、「生活滿意」；而「身心健康」之表現則稍低，此研究與陳政翊

（2010）研究結果相符。推測為國民小學教師能秉持樂觀正向情緒，進

而在工作成就上達到目標而感到滿足，能具有較正向的感受，但在身心

負荷及工作壓力上必須進行改善。 

  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教師幸福感」已達中高程度之水準，此研究結

果與賴樺蓁（2015）、薛雅玲（2016）、陳金蘭（2016）、周宜儒

（2015）、吳芳靜（2015）、劉香伶（2015）、鄭伊婷（2009）、古婷菊

（2006）、陳政翊（2010）、盧建銘（2012）等人之研究結果相似，顯示

國民小學教師已普遍知覺中高程度之「教師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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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體學校創新經營及其各層面皆達「中高程度表現」，以「課程

與教學活動創新」層面得分最高，而「行政管理與環境創新」

層面得分最低 

  根據研究結果發現，臺北市國民小學學校創新經營之現況之平均分

數為 3.88，屬中高程度表現。國民小學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程度

達中高程度之表現水準，此研究結果與劉芯廷（2016）、陳建明

（2016）、康惠雅（2015）、鄭欽淵（2014）、黃建翔（2014）、涂仁雄

（2013）等人之研究結果相似，顯示國民小學教師已普遍知覺中高程度

之「學校創新經營」。 

  以學校創新經營各分層面進行探討，教師在「課程與教學活動創

新」知覺程度最佳，其次為「外部資源創新」，最低為「行政管理與環境

創新」表現仍須努力。 

  究其原因，近年來，學校為因應外在環境各種競爭，皆在「課程教

學活動」上進行各種創新，而教學活動與課程則在不斷的創新、變化與

發展特色下，使教師較易知覺到「課程與教學活動創新」層面的改變；

然而在「行政管理與環境創新」層面上知覺程度較差，應積極建立創新

的績效評估方式，並且對於行政工作流程能適時進行修正檢討。因此學

校創新經營應在具有多元開放與品質改進之下，發展出各校之自有特

色，使學校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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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不同背景變項下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

經營之差異情形 

  不同背景變項下，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之差

異情形，如表 4-41 所示： 
表 4-41 
不同背景變項下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之得分差異綜合結果摘要表 

背景變項 教師心理契約 教師幸福感 學校創新經營 

性別 
(1)男 － (1)>(2) (1)>(2) 
(2)女    

年齡 

(1)30 歲(含)以下 (4)>(1) (4)>(1) (1)>(4) 
(2)31 至 40 歲 (4)>(2) (4)>(2)  
(3)41 至 50 歲 (4)>(3) (4)>(3)  
(4)51 歲(含)以上    

擔任職務 
(1)科任教師 － － (1)>(2) 
(2)教師兼導師    
(3)兼行政職教師    

服務年資 

(1)5 年(含)以下 (3)>(2) － (1)>(3) 
(2)6 至 15 年 (4)>(2)  (1)>(4) 
(3)16 至 25 年    
(4)26 年(含)以上    

教育程度 
(1)學士 － － － 
(2)碩士    
(3)博士    

學校規模 
(1)12 班(含)以下 － (3)>(1) (2)>(1) 
(2)13 至 48 班   (3)>(1) 
(3)49 班(含)以上   (3)>(2) 

一、不同背景變項下，「年齡」與「服務年資」對教師知覺心理契約

具有顯著差異。 

  不同年齡與服務年資之教師，在知覺「教師心理契約」行為具顯著

差異。研究發現，「51 歲(含)以上」之教師知覺心理契約高於年輕教師；

服務年資「26 年(含)以上」之資深教師知覺心理契約高於新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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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而言，「51 歲(含)以上」之教師與年資「26 年(含)以上」之教師

知覺心理契約程度較高。此與蔡秀琴（2006）、陳美娟（2005）、陳其樑

（2009）研究結果相似。 

  究其原因，年齡較高及年資較久之教師，其對學校組織具有一定程

度之認同及情感，亦認同學校會給予其合理的回報，較夠展現較高的心

理契約期望。教育為一生志業，教師隨年齡與年資之增加，自然對於學

校及教育工作具有更深厚的認同感及服務意願，且在心理層面上，更加

願意為教育工作付出，以獲得更高層次之心靈滿足。 

二、不同背景變項下，「年齡」及「學校規模」對教師知覺教師幸福

感具有顯著差異。 

  不同年齡與學校規模之教師，對於教師幸福感之知覺程度具有顯著

差異。具體而言， 51 歲(含)以上之教師知覺程度較「30 歲(含)以下」與

「31 至 50 歲」之教師高；「49 班(含)以上」之大型學校教師較知覺教師

幸福感程度高，此研究結果與蔡明霞（2008）、王怡茹（2014）相似。 

  研究結果顯示，年紀較長、規模為大型學校之教師在知覺教師幸福

感程度較高。究其原因，在年齡部份，年紀較輕之教師，因其剛步入社

會，會有較大之工作（如兼任行政工作）及生活家庭壓力（如婚姻、育

子），而 51 歲以上之教師，其已進入教育工作場域多年，具有豐富的經

驗，對於行政與教學工作已駕輕就熟，且家庭生活等已趨近平穩，此外

年紀較大之教師更容易具備智慧且從容的面對挑戰，因此較容易感受到

幸福滿足感。 

  另一方面，大型學校 （49 班(含)以上）之教師其幸福感知覺程度高

於小型學校，推論其原因係臺北市規模 49 班以上之大型學校，其家長社

經背景較高、學生素質表現較佳且學校經費預算等較小型學校多，且班

級學生數量較多，不會面臨減班或廢併校等壓力，教師的幸福感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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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背景變項下，「性別」、「年齡」、「擔任職務」、「服務年資」

與「學校規模」對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具有顯著差異。 

  在學校創新經營層面而言，「性別」、「年齡」、「服務年資」及「學校

規模」具有顯著差異情形。 

  具體而言，「男性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高於「女性教師」；「31 歲

(含)以下」之教師高於「51 歲(含)以上」之教師；服務年資「5 年(含)以

下」」知覺程度較高；科任教師知覺程度較導師高；學校規模大型(49 班

以上)之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表現較佳。 

  研究顯示，男性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程度較女性教師高，究其原

因，係男性相較女性教師而言，投入學校行政工作比率較高還係因其較

願意突破現狀進行創新改革，還有待後續研究分析探討；年輕教師知覺

學校創新經營表現相較年紀較大之教師高，係因年輕教師較容易接任行

政工作，行政工作須推廣學校各項業務，較易接觸行政機關或該校所推

行之學校創新計畫，且因任職於行政工作，亦容易為學校特色、創新經

營等方案之計畫者，因此年輕教師對學校創新經營知覺程度較高。 

  而服務年資「5 年（含）以下」之新任教師其知覺學校創新經營較

高，則因其年資較低，為剛進入學校工作環境之新進教師，其對於教育

政策或教育新知接收速度較快，對於政策或變革知覺較為敏銳，且年資

較低之教師較易被分派參加研習、研討會及相關講座等，對於創新等教

育資訊較為敏銳，推論因此而知覺學校創新經營表現較佳。 

  「49 班(含)以上」之大型學校知覺創新經營程度較高，推究原因顯示

大型學校資源較多，容易被選為學校創新經營示範學校，籌措人力、物

力與經費資源較為容易，在創新經營部分較小學學校而言，較容易作大

範圍、大目標性的創新，推論因此大型學校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程度

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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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相關 

  在本章第三節探討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各分

層面與整體之相互關係，以 Pearson 積差相關來分析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

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相關情形。 

  結果顯示無論教師心理契約與教師幸福感、教師心理契約與學校創

新經營或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其整體及各分層面的相關係數皆

呈現顯著正相關，表示任一變項皆對另一變項具有正向影響。 

 「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三者間整體結

果如表 4-42 所示：「教師心理契約」與「教師幸福感」之整體相關係數

達.506，為顯著正向相關，屬中等相關程度。此與劉舜琇（2015）之研究

發現相似，皆顯示「教師心理契約」與「教師幸福感」具有顯著正相

關。其中，「教師心理契約」與「教師幸福感」之間相關程度最高，顯示

教師知覺心理契約程度越高，教師幸福感程度亦相對地提升。 

一、「教師心理契約」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相關係數達.383，為顯著正

相關，屬低相關程度。而「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之整體

相關程度為.455，為顯著正相關，為中等相關程度。 

二、故研究假設四：「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與學校

創新經營之間達到顯著相關程度。」獲得支持。 

表 4-42 
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綜合相關結果摘要表 
變項名稱 教師心理契約整體 教師幸福感整體 學校創新經營整體 
教師心理契約整體 1.000 .506*** .383*** 
教師幸福感整體 .506*** 1.000 .455*** 
學校創新經營整體 .383*** .455*** 1.000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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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對學校創新經營之預測力 

一、教師心理契約對學校創新經營之預測力 

  當教師心理契約四個相關因素作為預測變項解釋學校創新經營各分

層面與整體時，其投入之變數與解釋變異量如下表 4-43 所示。 

  其中，「接受學校期望」能解釋「行政管理與環境創新」16.5%之變

異量；「接受學校期望」與「體現教育愛」能解釋「課程與教學活動創

新」18.2%變異量；「接受學校期望」與「體現教育愛」能解釋「外部資

源創新」14.6%之變異量；「接受學校期望」與「體現教育愛」能解釋學

校創新經營整體 20.4 之變異量。 

表 4-43 
教師心理契約對學校創新經營之預測力結果綜合摘要表 

預測變項 
效標變項 

教師心理契約 
投入變數 共同解釋變異量 

學

校

創

新

經

營 

行政管理與環境創新 接受學校期望 16.5% 

課程與教學活動創新 
接受學校期望 
體現教育愛 18.2% 

外部資源創新 
接受學校期望 
體現教育愛 14.6% 

學校創新經營整體 
接受學校期望 
體現教育愛 20.4%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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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幸福感對學校創新經營之預測力 

  教師幸福感共四項分層面作為預測變項解釋學校創新經營各分層面

與整體時，其投入之變項與解釋變異量如表 4-44 所示。 

  其中，「工作成就」、「身心健康」與「生活滿意」能解釋「行政管理

與環境創新」18%之變異量；「工作成就」與「身心健康」能解釋「課程

與教學活動創新」20.5%之變異量；「工作成就」與「身心健康」能解釋

「外部資源創新」18.3%之變異量；而「工作成就」與「身心健康」能解

釋學校創新經營整體 23.2%之變異量。 

表 4-44 
教師幸福感對學校創新經營之預測力結果綜合摘要表 

預測變項 
效標變項 

教師幸福感 
投入變數 共同解釋變異量 

學

校

創

新

經

營 

行政管理與環境創新 
工作成就 
身心健康 
生活滿意 

18% 

課程與教學活動創新 
工作成就 
身心健康 20.5% 

外部資源創新 
工作成就 
身心健康 18.3% 

學校創新經營整體 
工作成就 
身心健康 23.2%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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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對學校創新經營之預測力 

  當教師心理契約與教師幸福感共八項層面作為預測解釋學校創新經

營各分層面與整體時，其投入之變數與解釋變異量如下表 4-45 所示。 

  其中，「接受學校期望」、「工作成就」與「生活滿意」能解釋「行政

管理與環境創新」22.9%之變異量；「接受學校期望」、「工作成就」與

「身心健康」能解釋「課程與教學活動創新」25.6%之變異量；「接受學

校期望」、「工作成就」與「身心健康」能解釋「外部資源創新」22.3%之

變異量；而「接受學校期望」、「工作成就」與「身心健康」能解釋學校

創新經營整體 29.3%之變異量。 

表 4-45 
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對學校創新經營之預測力結果綜合摘要表 

預測變項 
效標變項 

教師心理契約 教師幸福感 
共同解釋

變異量 

學

校

創

新

經

營 

行政管理與環境創新 接受學校期望 
工作成就 
生活滿意 22.9% 

課程與教學活動創新 接受學校期望 
工作成就 

身心健康 25.6% 

外部資源創新 接受學校期望 
工作成就 

身心健康 22.3% 

學校創新經營整體 接受學校期望 
工作成就 

身心健康 29.3%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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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採用多元逐步迴歸分析針對「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

是否能有效預測「學校創新經營」之情形。預測高低程度之劃分級距採

用吳明隆（2007)低預測力：16%以下；中度預測力：16%～49%；高度預

測力：49%以上。顯示出： 

（一）「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對「行政管理與環境創新」有

預測力，可解釋 22.9%變異量，其中以「教師心理契約」中「接受

學校期望」的預測力 16.5%為最高，具有中度預測力，顯示國小教

師對社會外界期盼仍會多加關注，使其在無形的關注鞭策下，提升

其在行政及校園環境等創新能力，以符應校方及外界之期待。 

（二）「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對「課程與教學活動創新」具

有預測力，可解釋 25.6%變異量，其中以「教師幸福感」中「工作

成就」的預測力 18.1 為最高。 

（三）「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對「外部資源創新」具有預測

力，可解釋 22.3%變異量，其中以「教師幸福感」中「工作成就」

的預測力 16.7%為最高。 

（四）「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對「學校創新經營」有預測

力，可解釋 29.3%變異量，其中以「教師幸福感」中「工作成就」

的預測力 20.3%為最高，具有中度預測力。 

   綜合上述分析可得，研究假設五：「國民小學教師心理契約與教師幸

福感對於學校創新經營具有預測力」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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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果與建議 

  本研究經過文獻探討、分析及歸納，建立研究架構，選取研究工

具，並以問卷調查結果進行分析，以探究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心理契

約、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之關係。 

  本章共分兩節，第一節依據研究結果與分析作為結論；第二節則依

據研究結論歸納為具體建議，以提供教育行政機關、學校校長、學校教

師、學術研究之參考。 

第一節 研究結論 

壹、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之

知覺程度皆屬於中高程度。 

  以教師心理契約而言，以「體現教育愛」之知覺程度為最高，「接受

學校期望」之知覺程度最低。整體研究結果發現，國民小學教師對於教

師心理契約具有正面之知覺感受；以教師幸福感而言，以「樂觀表現」

之知覺程度最高，「身心健康」之知覺表現最低。 

  整體研究結果發現，目前教師普遍具有良好的教師幸福感；以學校

創新經營層面而言，以「課程與教學活動創新」知覺程度表現最佳，「行

政管理與環境創新」知覺表現最低。整體研究結果認為國民小學教師普

遍正面知覺學校創新經營，唯在行政管理與環境創新層面上仍有更多創

新改善空間。 

貳、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因其年齡及服務年資之不同，而有不同

的教師心理契約知覺感受，以年齡 51 歲（含）以上、年資 26 年

以上之教師知覺程度較高。 

一、不同性別、擔任職務、教育程度及學校規模之臺北市國民小學教

師知覺「教師心理契約」之程度並無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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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北市國民小學不同年齡之教師，在表現「教師心理契約」之程

度上具有顯著差異，51 歲（含）以上之教師，在表現「教師心理

契約」的程度上較「31 歲至 40 歲」及「30 歲（含）以下」之教

師佳，顯示教師隨年齡增長，對於教師心理契約知覺程度相對提

升。 

三、臺北市國民小學不同年資之教師，在表現「教師心理契約」之程

度上具有顯著差異，26 年（含）以上之教師，在表現「教師心理

契約」程度較佳，顯示教師隨年資增長，對於教師心理契約知覺

程度相對提升。 

參、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因年齡與學校規模之不同，而有不的教

師幸福感知覺感受，以 51 歲（含）以上之教師及大型規模學校之

幸福感程度較佳。 

一、不同性別、擔任職務、教育程度及服務年資之臺北市國民小學教

師知覺「教師幸福感」之程度並無顯著。 

二、臺北市國民小學不同年齡之教師，在知覺「教師幸福感」之程度

上具有顯著差異，51 歲（含）以上之教師，在知覺「教師幸福

感」的程度上較「41 至 50 歲」、「31 歲至 40 歲」及「30 歲

（含）以下」之教師佳，顯示教師隨年齡增長，對於知覺教師幸

福感程度相對提升。 

三、臺北市國民小學學校規模之教師，在知覺「教師幸福感」之程度

上具有顯著差異，49 班（含）以上之大型學校教師，在知覺「教

師幸福感」程度上較 12 班（含）以下之小型學校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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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因其性別、年齡、服務年資、擔任職務

及學校規模之不同，而對知覺學校創新經營有不同感受，以男

性、30 歲（含）以下、年資 5 年以下、小型學校之教師之知覺學

校創新經營表現較佳。 

一、不同教育程度之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之程

度並無顯著。 

二、臺北市國民小學不同性別之教師，在知覺「學校創新經營」之程

度上有顯著的差異，其中男性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程度較

女性教師高。 

三、臺北市國民小學不同年齡之教師，在知覺「學校創新經營」程度

上具有顯著差異， 30 歲（含）以下之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

營」較 51 歲（含）以上之教師佳，顯示年齡較小之教師，對於

知覺學校創新經營程度相對較高。 

四、臺北市國民小學不同服務年資之教師，在知覺「學校創新經營」

程度上具有顯著差異， 5 年（含）以下之新進教師知覺「學校創

新經營」較 51 歲（含）以上之教師佳，顯示新進教師，對於知

覺學校創新經營程度較佳。 

五、臺北市國民小學不同職務之教師，在知覺「學校創新經營」程度

上具有顯著差異，教師兼導師在知覺「學校創新經營」較科任教

師教師佳。 

六、臺北市國民小學不同學校規模之教師，在知覺「學校創新經營」

程度上具有顯著差異，49 班（含）以上之大型學校教師，在知覺

「學校創新經營」程度上較中型、小型學校規模之教師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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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臺北市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知覺整體及

各分層面，具有正相關關係存在。 

一、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教師心理契約與學校創新經營整體及各

分層面具有顯著相關，表示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心理契約程度越

高，則知覺學校創新經營表現越佳。 

二、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知覺心理契約與教師幸福感整體及各分層面

具有顯著關係，表示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心理契約表現越佳，則

教師幸福感表現也越高。 

三、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整體與各分

層面具有顯著相關，表示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教師幸福感表現越

高，則學校創新經營行為越佳。 

陸、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具

有預測作用，以「教師幸福感」預測力最佳。 

  根據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結果得知，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心理契約、

教師幸福感對學校創新經營具有預測作用，其中以「教師幸福感」預測

力最高，且又以「教師幸福感」分層面之「工作成就」之預測力最佳。 

第二節 研究建議 

壹、對教育行政機關及學校之建議 

一、 增加初任教師支持，提升教師心理契約  

  根據研究結果發現，服務年資越久與年齡越大之教師在心理契約的

看法上明顯與其他年資及年齡之教師不同。國民小學教師在教育工作內

容上，年資越久，其對工作內容越為熟悉上手；而年齡較大之教師，其

在學校場域工作時間亦較長，相較初任教師而言，其對於學校行政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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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事務已駕輕就熟，並且對於組織具有較高的認同感。 

  因此當學校組織提供長期且穩定之工作保障後，教職人員能否對於

組織產生較高度之心理契約，雙方能否為穩定關係而努力，實為重要之

關鍵。 

  心理契約為動態主觀認知，當面對初任教師或年齡較輕之教師及年

資較長之教師彼此對心理契約認知與強弱具有衝突時，學校領導者應扮

演穩定平衡之角色，致力於促使同仁間彼此在心理契約表現上更具包

容，更加關心初任教師，堅定強化其心理契約外，亦應穩定年資較長之

教師，對於學校心理契約之程度，使彼此心理契約程度盡量趨近一致，

以利於學校組織之正向發展。 

二、 重視教師身心健康，關懷教師幸福感 

  根據研究發現，教師幸福感分別對學校創新經營具有顯著影響，而

教師幸福感中身心健康及生活滿意之表現最差。建議學校在進行教學與

行政工作分配時，能更加公平合理進行分配，亦可增加教師員額編制、

建立導師輪替制度，並減輕不必要的評鑑訪視等行政工作，減輕教師工

作壓力。 

  實務上宜辦理教師心靈成長、教師情緒管理、教師壓力管理之研習

課程或工作坊，使教師在面對教育現況之改變、家長及社會對學校教育

之關注與其他壓力源，教師能學習如何善用策略釋放情緒壓力，以正面

情緒態度面對壓力問題，以提升其幸福感。此外，亦可舉辦體育及休閒

性質研習活動，透過休閒運動以強化教師身心健康，釋放工作及家庭壓

力，增加其生活滿意，以提升教師幸福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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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鼓勵教師創新經驗分享交流，增強學校創新經營知覺感受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男性教師在「行政管理與環境創新」、「課程與

教學活動創新」、「外部資源創新」及「學校創新經營整體」上知覺，男

校教師皆高於女性教師，建議學校鼓勵男性教師與女性教師分享交流學

校創新經營之經驗。而 30 歲（含）以下之教師及年資 5 年以下之教師

學校創新經營知覺程度較年紀較大、年資較久之較師高。顯示年輕新進

教師其對於學校創新經營知覺程度皆優於年資較久教師。 

  建議設立學校創新經營交流平台，供全校教師共同參與，以團隊性

質經營創新變革小組，鼓勵教師共同發想創新經營方案，激盪創新經營

思考，促進全校同仁共同參與，提升學校創新經營知覺感受。 

四、 設立變革創新方案小組，提升行政管理與環境創新效能 

  經研究結果顯示，學校創新經營在「行政管理與環境創新」上得分

最低，顯示學校行政管理與環境創新部分仍有許多改善進步空間。教育

行政單位及學校行政單位應共同規劃變革創新小組，教育行政機關應輔

導學校引入創新成功經驗推動學校變革，提升學校行政管理創新能力。

校方應建立正面溝通管道，使學校同仁能對於行政管理流程或方式提出

改善建議，共同針對問題進行內部改革，促使學校行政管理創新。 

  校園環境創部分，機關應提供學校綠建築、環保建築、無障礙校園

環境、閒置空間利用、教室空間設計等相關知能，學校在校舍或校園環

境整體創新規劃上進行專案計畫，配合專家學者及外部資源進行協助，

爭取知識、人力及經費等多方資源，改善老舊校舍、校園環境及社區環

境，將校園空間從劣勢轉化為優勢，促進校園環境創新而發展為永續校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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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著重經營外部資源及外部關係之創新，促進學校整體發展 

  本研究發現國民小學在「外部資源創新」之程度略低，具有加強提

升之需要。從文獻分析中發現，組織必須不斷與外部環境交流互動，增

加組織成員之知識，並累積組織能量，以強化組織整體的競爭力。學校

應致力於獲取外部資源，強化外部關係力量之整合，引導校外專家人士

及社區家長之參與，結合鄰近學校建立策略資源聯盟，整合在地資源，

成立資源共享基地，促使學校整體發展更臻完善。 

六、 設立獎勵制度提升教師工作成就，提升學校經營之品質 

  經過研究結果顯示，教師幸福感之「工作成就」層面能有效預測整

體學校創新經營，教師幸福感受來自「工作成就」的滿足，因此學校應

鼓勵教師參與學校事務，配合獎勵制度之設立，能讓表現優良之教師獲

得肯定及實質的獎勵，促使教師增加其工作意願並提升其專業能力，在

獲得精神及實質獎勵而提升其工作成就，進而促進教師致力於學校教學

與行政事務之努力意願，提升學校創新經營之品質。 

七、 充分授權並鼓勵雙向溝通分享，支持教師並爭取相互合作 

  本研究結果顯示教師心理契約及教師幸福感對學校創新經營具有預

測作用，且三者之間具有相關性存在。綜合以上研究成果認為校長或行

政機關應善用數位資訊科技整合系統，設立教師分享平台，並鼓勵教師

勇於提出意見進行討論，並給予教師反饋。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應建構

教師支持系統，給予教師各方面的資源和支持，強化聯繫溝通之管道，

鼓勵教師參與學校行政事務，提供教師持續進修之機會，並提升行政人

員與教師合作之意願，共創學校經營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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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對未來後續研究之建議 

一、 就研究對象而言 

  本研究僅以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作為研究對象，未能推論臺灣其他

縣市或、各級學校或私立小學，且研究對象亦未包含實習教師、代理代

課教師等對象。因此未來後續研究宜擴大對臺灣其他地區、其他各級學

校等對象進行研究，以進一步了解國內教師對於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

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看法。 

二、 就研究方法而言 

  本研究採用量化研究進行探討，但量化研究缺點在於無法真實進入

教育場域研究教師之實際情境脈絡，且問卷填答之真實性會因不同原因

而與實際情形產生差異，而無法瞭解教師實際心理狀態等，因此未來在

進行後續研究，宜加入個案研究或實際訪談，採質性與量化研究並行，

以彌補量化研究之不足。 

三、 就研究變項而言 

  本研究以教師的不同背景變項、教師心理契約及教師幸福感作為主

要研究變項對學校創新經營進行探討。然而，影響學校創新經營之變項

有許多，建議未來後續研究者可以考慮加入更多變項進行研究，如工作

壓力、情緒勞務、校長領導與學校文化等變項，對學校創新經營作更更

深層次之探究。另一方面，教師心理契約亦可從交易型契約及關係型契

約兩層面切入，以心理契約傳統分類進對教師心理契約進行探討，進行

後續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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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與學校創新經營之調查問卷 

指導教授：秦夢群 博士 

 

 

 

 

 

 

說明：本部分各題為單選，請在適當內打，敬請您每一題都填答，請勿遺漏。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1.性別 (1)男 (2)女 
2.年齡 (1)30 歲(含)以下 (2)31 至 40 歲 
 (3)41 至 50 歲 (4)51 歲(含)以上 
3.現任職務 (1)科任教師 (2)教師兼導師 
 (3)兼行政職教師  
4.服務年資 (1)5 年(含)以下 (2)6 至 15 年 
 (3)16 至 25 年 (4)26 年(含)以上 
5.學校規模 (1)12 班(含)以下 (2)13 至 48 班 

 (3)49 班(含)以上  
6.教育程度 (1)學士 (2)碩士 
 (3)博士  

第二部分：【教師心理契約問卷】 
 非

常
符
合 

符
合 

普
通 

不
符
合 

非
常
不
符

 

1.我對學生有一份視如己出的愛。 5 4 3 2 1 
2 我常啟發學生感恩的心念。 5 4 3 2 1 
3 我覺得學生習得生活技能比學科考一百分更為重要。 5 4 3 2 1 
4 教師在教育上的付出對學生的人格有很大的啟發。 5 4 3 2 1 
5 我會經常思索學生的學習困難與問題。 5 4 3 2 1 
6 社會變遷下，我非常重視我的學生適應時代的能力與觀念。 5 4 3 2 1 
7 我了解教師的責任與使命。 5 4 3 2 1 

親愛的教育先進，您好： 
  感謝您撥冗填答本問卷，同時對您平日教學工作之辛勞與貢獻深表敬意。您的

寶貴意見，不僅能使研究者瞭解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心理契約、教師幸福感與學校

創新經營之關係，更能對教育研究推展有莫大助益。 
  本問卷僅供學術研究與學校經營參考之用，答案並無所謂對與錯，所得結果絕

對保密，您的意見對本研究非常重要，感謝您耐心的填答。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所 

研究生：黃韻如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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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非常投入教學工作，希望能給學生精采的每一堂課。 5 4 3 2 1 
9 我樂於和學生一起活動。 5 4 3 2 1 
10 我秉持有教無類的觀念，對學生沒有個別成見。 5 4 3 2 1 
11 當我犯錯時，即使是面對學生，我也會承認錯誤。 5 4 3 2 1 
12 我可以掌控自己的情緒，不會因此影響教學。 5 4 3 2 1 
13 我認為教師言行舉止對學生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5 4 3 2 1 
14 在校外，教師更應該盡量維持良好風範。 5 4 3 2 1 
15 我願意全力配合行政運作。 5 4 3 2 1 
16 為了學校發展，我願意參與社區互動。 5 4 3 2 1 
17 我覺得既然身為學校的一份子，理應接受學校期待與規範。 5 4 3 2 1 
18 我會視學校的會議為重要事情，並準時出席參加。 5 4 3 2 1 
19 我願意遵守學校會議決議事項。 5 4 3 2 1 
20 我覺得「把學生教好就是學校最好的行銷」。 5 4 3 2 1 
21 我認同學校願景，並願意付出相當的努力。 5 4 3 2 1 

第三部分：【教師幸福感問卷】 
 非

常
符
合 

符
合 

普
通 

不
符
合 

非
常
不
符

 

1.我對未來的工作發展充滿信心。 5 4 3 2 1 
2.我認為自己有能力解決工作的難題。 5 4 3 2 1 
3.我覺得生活失去了意義。 5 4 3 2 1 
4.我感覺未來沒有目標。 5 4 3 2 1 
5.我認為世上的事情總有美好的一面。 5 4 3 2 1 
6.我認為努力一定會有收穫。 5 4 3 2 1 
7.我只能消極逃避壓力與挑戰。 5 4 3 2 1 
8.我時常感到疲倦或精疲力竭。 5 4 3 2 1 
9.我覺得自己身體某個部分有不適或壓迫感。 5 4 3 2 1 
10.我能維持規律正常的起居習慣。 5 4 3 2 1 
11.我有良好的運動習慣。 5 4 3 2 1 
12.我不會為了一點小事而焦躁不安。 5 4 3 2 1 
13.我覺得自己被人重視。 5 4 3 2 1 
14.我認為自己很有生存價值 5 4 3 2 1 
15.我覺得自己可以適應生活。 5 4 3 2 1 
16.我時常感到快樂、喜悅。 5 4 3 2 1 
17.我喜歡跟別人接觸。 5 4 3 2 1 
18.我跟別人相處融洽。 5 4 3 2 1 
19.我對生活中每件事情感到滿意。 5 4 3 2 1 
20.我覺得別人都過得比我順遂。 5 4 3 2 1 
21.我的生活非常有安全感。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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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我覺得自己身受上天的眷顧。 5 4 3 2 1 
23.我滿意自己的經濟狀況。 5 4 3 2 1 
24.我的生活沒有包袱，能過我想要的生活。 5 4 3 2 1 
25.我能享受並珍惜現在擁有的一切。 5 4 3 2 1 
26.我能讓工作中的每件事情產生良好效益。 5 4 3 2 1 
27.我的工作能帶給別人幸福。 5 4 3 2 1 
28.我預期的工作目標可以展現我的專業。 5 4 3 2 1 
29.我的工作可以展現我的專業 5 4 3 2 1 
30.我的工作表現不能帶給我成就感。 5 4 3 2 1 
31.我的專業付出受到他人的肯定。 5 4 3 2 1 

第四部分:【學校創新經營問卷】 
 非

常
符
合 

符
合 

普
通 

不
符
合 

非
常
不
符

 

1.本校能透過公開肯定、實際獎賞與提供經費及軟硬體設施的方

式來鼓勵教師創新，激勵教職員工作士氣。 5 4 3 2 1 

2.本校行政管理能結合適當資訊科技之運用，以提升行政效率。 5 4 3 2 1 
3.本校建立創新的績效衡量方式，瞭解教職員工作績效，並適時

檢討各項行政工作流程。 5 4 3 2 1 

4.本校對於學生活動展能上，會提供特別的活動空間與場地，有

別於制式的體育館或 學生活動中心。 5 4 3 2 1 

5.本校能因應創新教學需求來規劃教室設備，重塑教室功能。 5 4 3 2 1 
6.本校之年度課程計畫係經教師共同參與，有系統的整合、連貫

各學年與全校性的學習需求，發展出創新課程設計與教學策

略。 
5 4 3 2 1 

7.本校能提供學生具有創意的活動與機會（如科展、比賽），運

用創新的教學模式、發展學生的創造力。 5 4 3 2 1 

8.本校能提供學生參與團體活動、發揮創意及多元才能的機會，
以培養獲得課外知能。 5 4 3 2 1 

9.本校能安排學生參與校內外有關創新思考的競賽與學習活動，
培養學生多元才能。 5 4 3 2 1 

10.本校能經由節慶典禮儀式或校內外活動展現創意與活力，激

發學生展現創意與活力。 5 4 3 2 1 

11.本校會主動辦理校際交流，尋求夥伴學校或策略聯盟，針對

課程創新進行合作事宜。 5 4 3 2 1 

12.本校能藉由辦理或參與社區活動，引入經費、物力、人力等
社會資源，以利發展學校多元特色。 5 4 3 2 1 

13.本校能整合家長與社區人士的期待，以取得對學校經營理念
的認同，為校務發展引入新觀念與作法。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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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教師心理契約量表 使用同意書 

 

 

  茲同意國立政治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

所研究生黃韻如使用本人於「國民中學校長家

長式領導、教師心理契約與專業承諾關係之研

究」中所編製之「教師心理契約量表」，以作為

研究論文使用之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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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量表 使用同意書 

 

 

  茲同意國立政治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

所研究生黃韻如使用本人於「國中教師情緒管

理與幸福感之研究」中所編製之「幸福感量

表」，以作為研究論文使用之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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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創新經營量表 使用同意書 

 

 

  茲同意國立政治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

所研究生黃韻如使用本人於「國民中學校長知

識領導、學校組織動態能耐與學校創新經營關

係之研究」中所編製之「學校創新經營量表」，

以作為研究論文使用之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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