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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論 
 

本章旨在根據問卷調查及訪談所得之資料進行分析，以瞭解國

民中小學校長工作價值觀、重要他人支持、自我效能感、工作滿足與

工作選擇之關係。本章共分六節：第一節旨在分析國民中小學校長工

作價值觀、重要他人支持、自我效能感與工作選擇的現況；第二節分

析不同背景變項的校長在工作價值觀、重要他人支持、自我效能感與

工作選擇之差異情形；第三節為工作價值觀、重要他人支持、自我效

能感與工作選擇之相關分析；第四節為工作價值觀、重要他人支持、

自我效能感對工作選擇之預測分析；第五節為探討本研究所建構之校

長工作價值觀、重要他人支持、自我效能感與工作選擇的互動模式的

適配度與影響力；第六節為訪談結果分析；第七節為綜合討論。 

 
第一節  校長工作價值觀、重要他人支持、自我效能感及工

作選擇之現況分析 

 
本節以平均數、標準差分析校長工作價值觀（成長發展、成就聲

望）、重要他人支持（家人支持、職場支持）、自我效能感（個人領

導自我效能、一般領導自我效能）與工作選擇（內在滿足、外在滿足、

工作投入、留職承諾）其分向度的現況。 

本研究工具皆採用李克特式五點量表，問卷尺度由「非常符合」

給予5分計、「很符合」給予4分計、「符合」給予3分計、「不符合」

給予2分計、「很不符合」給予1分計。其平均值介於0～1分，表示其

得分程度為「低」；平均值介於1.01～2分，表示其得分程度為「中

低」；平均值介於2.01～3 分，表示其得分程度為「中」；平均值介

於3.01～4分，表示其得分程度為「中高」；平均值介於4.0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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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其得分程度為「高」。 

壹、校長工作價值觀量表的指標內涵及現況 

校長在工作價值觀量表之得分情形詳見表4-1所示，其中成長發

展7題、成就聲望7題，共二個向度合計14題。各分向度之題平均得分

為介於4.10至4.21，可以顯示目前國民中小學校長在工作價值中的成

長發展及成就聲望的向度皆屬高的程度。 

表4-1 校長在工作價值觀總量表及分向度之平均數、標準差摘要表 

量表名稱 題數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每題平

均得分

每題平均

標準差 

排序 

成長發展

分向度 

7 289 28.73 4.06 4.10 0.58 2

成就聲望

分向度 

7 289 29.47 4.13 4.21 0.59 1

工

作

價

值 

總量表 14 286 58.22 7.74 4.16 0.55 

 

如表4-2所示，就校長在工作價值觀量表分向度各題之得分情

形，以下分別從二個分向度各題進行說明： 

一、 成長發展分向度 

本向度共計七題，得分介於3.99至4.28，可以顯示目前國民中小

學校長成長發展向度皆屬中高至高程度。其中以「在工作中能充分實

現自我的理想」得分最高；「在工作中有充裕的進修機會」得分最低。  

二、 成就聲望分向度 

本向度共計七題，得分介於4.04至4.35，可以顯示目前國民中小

學校長成長發展向度皆為高的程度。其中以「能經由工作獲得自我的

肯定與信心」得分最高；「能在工作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得分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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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校長在工作價值觀量表各題之平均數、標準差摘要表 

向度 題號及題目內容 平均數 標準差 排序 

1、在工作中能擁有充分的自主性 4.15 .701 2 

2、在工作中能展現自己的專長 4.10 .713 3 

3、在工作中能充分實現自我的理

想 

4.28 .688 1 

4、在工作中有充裕的進修機會 3.99 .757 6 

5、在工作中能使自己學以致用 4.10 .740 3 

6、在工作中能充分發揮自我的創

造力 

4.08 .706 4 

成
長
發
展 

 
 
  
 
   

7、在工作中能充分開創自己的生

涯規劃 

4.00 .769 5 

8、能經由工作獲得自我的肯定與

信心 

4.35 .689 1 

9、能在工作中獲得成就感 4.34 .688 2 

10、能在工作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4.04 .745 7 

11、工作結果能受到他人的肯定 4.09 .778 6 

12、在工作中能獲得主管的充分授

權與信任 

4.21 .730 4 

13、在工作中能獲得主管的重視與

肯定 

4.17 .729 5 

成
就
聲
望 

14、工作中贏得他人的尊敬 4.29 .703 3 

 

貳、重要他人支持量表的指標內涵及現況 

校長在重要他人支持量表之得分情形詳見表4-3所示，其中家人

支持10題、職場支持8題，共二個向度合計18題。各分向度之題平均

得分為介於3.82至3.87，可以顯示目前國民中小學校長在重要他人支

持中的家人支持及職場支持向度皆屬中高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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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校長在重要他人支持總量表及分向度之平均數、標準差摘要表 

量表名稱 題數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每題平

均得分

每題平均

標準差 

排序 

家人支持

分向度 

10 291 38.23 6.20 3.82 0.62 2

職場支持

分向度 

8 287 30.98 4.42 3.87 0.55 1

重

要

他

人

支

持 
總量表 18 286 69.25 9.68 3.85 0.54 

 

如表4-4所示，就校長在重要他人支持量表分向度各題之得分情

形，以下分別從二個分向度各題進行說明： 

一、 家人支持分向度 

本向度共計十題，得分介於3.38至4.14，可以顯示目前國民中小

學校長在家人支持向度皆屬中高至高程度。其中以「我的另一半能體

諒校長的工作的辛苦」得分最高；「家人會同意我到離家很遠的學校

服務」得分最低。  

二、 職場支持分向度 

本向度共計八題，得分介於3.70至4.11，可以顯示目前國民中小

學校長在職場支持向度皆為中高至高的程度。其中以「社區家長肯定

我的工作表現和努力」得分最高；「學校家長會很少干預校務」得分

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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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 校長在重要他人支持量表各題之平均數、標準差摘要表 

向度 題號及題目內容 平均數 標準差 排序 

2、家人願意傾聽我訴說苦水 3.97 .743 3 

6、我的另一半能體諒校長的工作

的辛苦 
4.14 .761 1 

7、配偶能容忍我下班後仍忙於公

事 
3.95 .803 4 

12、當我心情沮喪時家人會不斷鼓

勵我 
3.91 .790 6 

13、配偶當年曾多次鼓勵我去考校

長 
3.45 1.044 8 

14、配偶會主動負起照顧好子女的

責任 
4.00 .859 2 

15、家人會同意我到離家很遠的學

校服務 
3.38 .990 9 

16、家人會主動分擔家事 3.92 .862 5 

17、家人會以我擔任校長為榮 3.97 .837 3 

家
人
支
持 

18、很早就有人建議我應該去考校

長 
3.56 .923 8 

1、學校同仁關心我的身心狀況  3.89 .773 3 

3、社區家長肯定我的工作表現和

努力 
4.11 .715 1 

4、教育局長官和地方民意代表能

夠信任我 
4.02 .715 2 

5、在我困難時其他學校的校長常

提供建議 
3.89 .742 3 

8、學校家長會很少干預校務 3.70 .915 7 

9、我能從外界爭取到經費，掖助

校務 
3.72 .819 6 

10、學校教師都會配合我的領導 3.83 .735 4 

職
場
支
持 

11、我常被其他校長肯定 3.77 .69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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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校長自我效能感量表的指標內涵及現況 

校長在自我效能感量表之得分情形詳見表4-5所示，其中個人領

導分向度10題; 一般領導分向度8題，各題之平均得分為介於3.97至

4.02，可以顯示目前國民中小學校長在自我效能感，包括個人領導自

我效能及一般領導自我效能的現況皆屬中高至高程度。 

 

表4-5 校長在自我效能感總量表及分向度之平均數、標準差摘要表 

量表名稱 題數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每題平

均得分

每題平均

標準差 

排序 

個人領導

分向度 

10 289 39.66 5.32 3.97 0.53 2

一般領導

分向度 

8 288 32.19 4.62 4.02 0.58 1

自

我

效

能

感 總量表 18 285 71.91 9.45 3.99 0.52 

 

如表4-6所示，就校長在自我效能感量表分向度各題之得分情

形，以下分別從二個分向度各題進行說明： 

一、 個人領導分向度 

本向度共計十題，得分介於3.68至4.17，可以顯示目前國民中小

學校長在個人領導向度皆屬中高至高程度。其中以「我對學校未來的

發展有整體性的考量」得分最高；「當學校有偶發事件時，我能妥善

應付八卦媒體的採訪」得分最低。  

二、 一般領導分向度 

本向度共計八題，得分介於3.53至4.22，可以顯示目前國民中小

學校長在一般領導向度皆為中高至高的程度。其中以「只要全校教師

盡力而為，不同能力的學生都能有所進步」得分最高；「校長領導能

力之間的差異，是導致學生學習結果差異的主因之一」得分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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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 校長在自我效能感量表各題之平均數、標準差摘要表 

向度 題號及題目內容 平均數 標準差 排序 

6、當學校有偶發事件時，我能妥

善應付八卦媒體的採訪 
3.68 .679 8 

7、我能與學校教師會溝通，共同

解決學校的問題 
3.94 .731 6 

8、我能有效處理家長對於教師教

學狀況的不滿 
3.89 .652 7 

9、我能公平且有效地分配學校經

費 
4.05 .667 2 

10、我能帶領學校革新，激勵教師

面對挑戰 
4.00 .631 4 

11、我能快速回應教師對於學校行

政措施的不滿 
4.04 .680 3 

12、我能瞭解每個教師的教學狀

況，並且能適當地調整職務 
3.89 .680 7 

13、我對學校未來的發展有整體性

的考量 
4.17 .689 1 

14、我能堅持拒絕外界不合理的要

求 
3.98 .696 5 

個
人
領
導 

16、我有足夠的專業能力處理所面

對的問題 
4.00 .680 4 

1、只要全校教師盡力而為，不同

能力的學生都能有所進步 
4.22 .721 1 

2、只要校長時時用心要求，大部

分學生都能表現良好 
4.04 .719 5 

3、如果校長對教師不斷鼓勵與支

持，就可以提昇教師的教學成效

4.08 .723 4 

4、學校教育可以導正學生得自社

會的不當觀念 
3.89 .760 6 

5、校長領導能力之間的差異，是

導致學生學習結果差異的主因

之一 

3.53 .865 7 

一
般
領
導 

15、校長應該對學校教育成敗負完

全責負任 
4.08 .82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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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6 
17、有什麼樣的校長，就會有什麼

樣的學校 
4.12 .787 3  

18、天下沒有不可教的學生，只要

盡力去做一定會產生改變 
4.17 .772 2 

 

肆、校長工作選擇量表的指標內涵及現況 

校長在工作選擇量表之得分情形詳見表4-7所示，其中內在滿足

分向度9題、外在滿足分向度8題、工作投入分向度8題、留職承諾分

向度8題，各題之平均得分為介於3.51至4.12，可以顯示目前國民中小

學校長在工作選擇，包括內在滿足、外在滿足、工作投入及留職承諾

的現況皆屬中高至高程度。 

 

表4-7 校長在工作選擇總量表及分向度之平均數、標準差摘要表 

量表名稱 題數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每題平

均得分

每題平均

標準差 

內在滿足分

向度 

9 292 35.11 5.17 3.90 0.57 

外在滿足分

向度 

8 291 28.09 4.73 3.51 0.59 

工作投入分

向度 

8 292 29.71 5.27 3.71 0.66 

留職承諾分

向度 

8 292 32.97 5.17 4.12 0.65 

工

作

選

擇 

總量表 33 291 125.93 18.00 3.82 0.55 
 

如表4-8所示，就校長在工作選擇量表分向度各題之得分情形，

以下分別從四個分向度各題進行說明： 

一、 內在滿足分向度 

本向度共計九題，得分介於3.73至4.11，可以顯示目前國民中小

學校長在內在滿足向度皆屬中高至高程度。其中以「能做不違背自己

良心的事」得分最高；「永遠都會有新的挑戰」得分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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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外在滿足分向度 

本向度共計八題，得分介於3.32至3.70，可以顯示目前國民中小

學校長在外在滿足向度皆為中高的程度。其中以「上級對於我的授權

情況」得分最高；「上級不僅會告訴我做什麼，還會指導我如何做」

得分最低。 

三、 工作投入分向度 

本向度共計八題，得分介於3.52至3.95，可以顯示目前國民中小

學校長在工作投入向度皆為中高的程度。其中以「我常跟家人說，這

是一個理想的工作」得分最高；「我目前沒有提早退休的打算」得分

最低。 

四、 留職承諾分向度 

本向度共計八題，得分介於3.77至4.32，可以顯示目前國民中小

學校長在留職承諾向度為中高至高的程度。其中以「當學生獲獎時，

我會由衷感到高興」得分最高；「我在學校有機會發揮所長」得分最

低。 

表4-8 校長在工作選擇量表各題之平均數、標準差摘要表 

向度 題號及題目內容 平均數 標準差 排序 

1、有服務他人的機會 4.08 .713 2 

2、工作的變化性 3.75 .719 7 

4、有機會做不同的事 3.89 .710 4 

5、能主動作自己想做的事 3.98 .725 3 

6、能做不違背自己良心的事 4.11 .727 1 

9、有機會把自己的想法告訴別人 3.87 .632 5 

11、工作中允許我嘗試新的創意 3.89 .693 4 

12、工作受到保障 3.80 .827 6 

內
在
滿
足 

15、永遠都會有新的挑戰 3.73 .72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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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8 
3、上級機關的監督方式 3.45 .778 5 

9、上級對於我的授權情況 3.70 .735 1 

8、能隨時保持忙碌 3.64 .730 2 

10、我的得到的與付出成正比 3.62 .743 3 

13、具有升遷調動的機會 3.37 .759 7 

14、工作完成後可以獲得相當的獎

勵 
3.40 .756 6 

16、上級不僅會告訴我做什麼，還

會指導我如何做 
3.32 .797 8 

外
在
滿
足 

17、有機會參與各項決策 3.59 .784 4 

1、如果有機會重新選擇，我仍然

會選擇當校長 
3.78 .943 2 

2、對我而言，生活中大部分的樂

趣來自於工作 
3.71 .851 3 

3、我主要的生活興趣與工作有密

切的關係 
3.70 .820 4 

4、我覺得我的個性適合當校長 3.66 .869 5 

11、當有人講學校的壞話，我會感

到自責 
3.78 .864 2 

13、我常跟家人說，這是一個理想

的工作 
3.95 .848 1 

15、我目前沒有提早退休的打算 3.52 1.073 7 

工
作
投
入 

16、我認為校長是一輩子的工作 3.62 .969 6 

5、我在學校有機會發揮所長 3.77 .717 7 

6、我以身為校長為榮 4.05 .819 6 

7、我平常會關心有教育有關的新

聞 
4.20 .733 2 

8、我會樂於參加學校所舉辦的各

項活動 
4.20 .729 2 

9、我覺得在學校時間過很快 4.11 .805 5 

留
職
承
諾 

10、我喜歡與學生、教師、家長相

處在一起 
4.14 .75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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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4-8 
12、當學生獲獎時，我會由衷感到

高興 
4.32 .721 1  

14、我很珍惜目前的工作 4.19 .843 3 

 

 

第二節 不同背景變項校長在工作價值觀、重要他人支持、自

我效能感及工作選擇量表之差異情況 
 

本節旨在探討不同背景變項（包括服務學校類別、服務年資、擔

任校長年資、性別、學歷、服務地區）在各量表及分向度得分的差異

情形。茲分析說明如下： 

壹、性別變項在各量表的差異情形 

 
表4-9 是性別在校長工作價值觀、重要他人支持、自我效能感與

工作選擇總量表及其分向度差異之t考驗。由該表可知，校長在「工

作價值觀總量表」之得分情形，男性校長得分平均數為58.96，女性

校長得分平均數為56.37，t考驗值2.58，結果達顯著水準。亦即男女

校長在整體工作價值觀量表的得分上，存在著顯著差異，在「成長發

展分向度」、「成就聲望分向度」，其t考驗值亦分別為2.07、2.75 亦

達顯著差異，且亦呈男性高於女性的情況。 

校長在「重要他人支持總量表」之得分情形，男性校長得分平均

數為70.34，女性校長得分平均數為66.33，t考驗值3.20，結果達顯著

水準，亦即男女校長在整體重要他人支持量表的得分上，存在著顯著

差異，且在「家人支持分向度」其t考驗值亦分別為3.64、亦達顯著

差異，且呈男性高於女性的情況。 

而校長在「自我效能感總量表」之得分情形，男性校長得分平均

數為72.82，女性校長得分平均數為69.43，t考驗值2.76，結果達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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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準，亦即男女校長在整體自我效能量表的得分上，存在著顯著差

異，且在「個人領導分向度」、「一般領導分向度」，其t考驗值亦

分別為2.15、2.76 亦達顯著差異，且亦呈男性高於女性的情況。 

最後校長在「工作選擇總量表」之得分情形，男性校長得分平均

數為128.04 ，女性校長得分平均數為120.41，t考驗值3.32，結果達

0.01顯著水準，亦即男女校長在整體工作選擇量表的得分上，存在著

顯著差異，且在「內在滿足分向度」、「外在滿足分向度」、「工作

投入分向度」、「留職承諾分向度」，其t考驗值亦分別為3.00、3.49、

3.29、2.20亦達顯著差異，且皆呈男性高於女性的情況。 

表4-9 性別在工作價值觀、重要他人支持、自我效能感及工作選擇量

表差異情形之t 考驗 
項目 性別 個數 平均數 t 值 

男 203 29.03 2.07* 成長發展分向度 

女 84 27.95  

男 204 29.90 2.75** 成就聲望分向度 

女 83 28.42  

男 201 58.96 2.58* 

工

作

價

值

觀 總量表 

女 83 56.37  

男 206 39.02 3.64***家人支持分向度 

女 83 36.14  

男 203 31.25 1.70 職場支持分向度 

女 82 30.27  

男 203 70.34 3.20** 

重

要

他

人

支

持 
總量表 

女 81 66.33  

男 206 40.06 2.15* 個人領導分向度 

女 81 38.57  

男 202 32.63 2.76** 一般領導分向度 

女 84 31.00  

男 202 72.82 2.76* 

自

我

效

能

感 總量表 

女 81 69.43  

男 206 35.65 3.00** 內在滿足分向度 

女 84 33.67  

男 206 28.67 3.49** 外在滿足分向度 

女 83 26.57  

男 206 30.34 3.29** 

工

作

選

擇 

工作投入分向度 

女 84 28.13  



 141

續表 4-9 
男 206 33.38 2.20* 留職承諾分向度 

女 84 31.92  

男 206 128.04 3.32** 

 

總量表 

女 83 120.41  

註 * p< .05  ** p< .01  *** p <.001 
 

貳、學校類別變項在各量表的差異情形 
 

表4-10 是學校類別在校長工作價值觀、重要他人支持、自我效

能與工作選擇總量表及其分向度差異之t考驗。由該表可知，校長在

「工作價值觀總量表」之得分情形，國中校長得分平均數為57.27，

國小校長得分平均數為58.60，t考驗值-1.33，結果未達顯著水準；且

在「成長發展分向度」、「成就聲望分向度」，其t考驗值亦分別為

-1.67、-.88亦未達顯著差異。 

校長在「重要他人支持總量表」之得分情形，國中校長得分平均

數為67.42，國小校長得分平均數為69.96，t考驗值-2.03，結果達顯著

水準，亦即國民中小學校長在整體重要他人支持量表的得分上，存在

著顯著差異，唯在「家人支持分向度」、「職場支持分向度」之t考

驗值僅為-1.76、-1.94 皆未達顯著差異。 

校長在「自我效能感總量表」之得分情形，國中校長得分平均數

為70.36，國小校長得分平均數為72.48，t考驗值-1.74，結果未達顯著

水準，但在「個人領導分向度」其t考驗值卻為-2.06 己達顯著差異，

並呈國小高於國中的情況。 

最後校長在「工作選擇總量表」之得分情形，國中校長得分平均

數為121.58，國小校長得分平均數為127.78，t考驗值-2.74，結果達0.01

顯著水準，亦即國民中小學校長在整體工作選擇量表的得分上，存在

著顯著差異，且在「內在滿足分向度」、「外在滿足分向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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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投入分向度」，其t考驗值亦分別為-2.42、-3.30、-2.21亦達顯著差

異，且亦呈國小高於國中的情況。 

表4-10 學校類別變項在工作價值觀、重要他人支持、自我效能感及

工作選擇量表差異情形之t 考驗 

項目 類別 個數 平均數 t 值 

國中 87 28.11 -1.67 成長發展分向度 

國小 200 28.98  
國中 88 29.15 -.88 成就聲望分向度 

國小 199 29.61  
國中 85 57.27 -1.33 

工

作

價

值

觀 總量表 

國小 199 58.60  
國中 89 37.24 -1.76 家人支持分向度 

國小 200 38.63  
國中 86 30.20 -1.94 職場支持分向度 

國小 199 31.30  
國中 85 67.42 -2.03* 

重

要

他

人

支

持 
總量表 

國小 199 69.96  
國中 88 38.67 -2.06* 個人領導分向度 

國小 199 40.07  
國中 86 31.45 -1.69 一般領導分向度 

國小 200 32.46  
國中 84 70.36 -1.74 

自

我

效

能

感 總量表 

國小 199 72.48  
國中 90 33.99 -2.42* 內在滿足分向度 

國小 200 35.56  
國中 90 27.72 -3.30** 外在滿足分向度 

國小 199 28.67  
國中 90 28.69 -2.21* 工作投入分向度 

國小 200 30.16  
國中 90 32.18 -1.72 留職承諾分向度 

國小 200 33.31  
國中 90 121.58 -2.74** 

工

作

選

擇 

總量表 

國小 199 127.78  
註 * p< .05  ** p< .01   
 

參、學歷變項在各量表的差異情形 
 

表4-11 是學歷變項在校長工作價值觀、他人支持、自我效能感



 143

與工作選擇總量表及其分向度差異之t考驗。由於回收樣本四十學分

班及博士學歷樣本數過少，如表3-2所示，因此將樣本重新區分為學

士和碩士(含四十學分班及博士)兩組。由該表可知，校長在「工作價

值觀總量表」之得分情形，碩士校長得分平均數為58.61，學士校長

得分平均數則為57.01，其t考驗值為1.49，未達顯著差異；且在「成

長發展分向度」、「成就聲望分向度」，其t考驗值亦分別為1.75、

1.08 亦未達顯著差異。 

校長在「重要他人支持總量表」之得分情形，碩士校長得分平均

數為68.58，國小校長得分平均數為70.45，t考驗值-1.51，結果未達顯

著水準，而在「家人支持分向度」、「職場支持分向度」之t考驗值

僅為-1.53、-.85皆未達顯著差異。 

校長在「自我效能感總量表」之得分情形，碩士校長得分平均數

為71.14，國小校長得分平均數為73.35，t考驗值-1.81，結果未達顯著

水準，但在「一般領導分向度」其t考驗值卻為-2.23己達顯著差異，

並呈碩士低於學士的情況。 

最後校長在「工作選擇總量表」之得分情形，碩士校長得分平均

數為125.34，學士校長得分平均數為126.64，t考驗值-.57，結果未達

顯著水準，且在「內在滿足分向度」、「外在滿足分向度」、「工作

投入分向度」、「留職承諾分向度」，其t考驗值亦分別為-.59、-1.30、

-.68、-.6 亦未達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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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 學歷變項在工作價值觀、重要他人支持、自我效能感及工作

選擇量表差異情形之t 考驗 

項目 學歷 個數 平均數 t 值 

碩士 200 28.97 1.75 成長發展分向度 

學士 86 28.06  
碩士 198 29.63 1.08 成就聲望分向度 

學士 88 29.06  
碩士 198 58.61 1.49 

工

作

價

值

觀 總量表 

學士 85 57.01  
碩士 199 37.80 -1.53 家人支持分向度 

學士 89 39.01  
碩士 198 30.79 -.85 職場支持分向度 

學士 86 31.27  
碩士 197 68.58 -1.51 

重

要

他

人

支

持 
總量表 

學士 86 70.45  
碩士 199 39.42 -.87 個人領導分向度 

學士 87 40.01  
碩士 200 31.73 -2.23* 一般領導分向度 

學士 85 33.07  
碩士 199 71.14 -1.81 

自

我

效

能

感 總量表 

學士 83 73.35  
碩士 200 34.92 -.59 內在滿足分向度 

學士 89 35.30  
碩士 199 27.78 -1.30 外在滿足分向度 

學士 89 28.56  
碩士 200 29.55 -.68 工作投入分向度 

學士 89 30.01  
碩士 200 33.02 -.6 留職承諾分向度 

學士 89 32.76  
碩士 199 125.34 -.57 

工

作

選

擇 

總量表 

學士 89 126.64  
註 * p< .05   
 

肆、總服務年資變項在各量表的差異情形 

 
由表4-12 可知，不同服務年資校長在「工作價值觀量表」並無

顯著差異，及其成長發展、成就聲望分向度亦無顯著差異，但在「重

要他人支持量表」則有顯著差異，而其家人支持分向度中亦有顯著差



 145

異，經Scheffe´法比較，發現服務年資在29年以上顯著高於21至28年

者；而不同服務年資在「自我效能感量表」及其「個人領導分向度」

和「一般領導分向度」中皆有顯著差異，經Scheffe´法比較發現服務

年資在29年以上亦皆顯著高於21至28年者及13至20年者，唯在「個人

領導分向度」中僅前者有差異。 

表4-12 服務年資變項在工作價值觀、重要他人支持、自我效能感量

表差異情形之變異數分析 
項目 變異

來源 

平方和 

(SS) 
自由度 

(df) 
均方和 

(MS) 
F 值 多重比較 

（Scheffe’）

組間 56.87 3 18.96 1.17 
組內 4551.85 281 16.20  

成長發展

分向度 

總合 4608.72 284  

 

組間 37.42 3 12.47 .74 
組內 4767.82 281 16.97  

成就聲望

分向度 

總合 4805.24 284  

 

組間 144.17 3 48.06 .81 
組內 16461.56 278 59.21  

工

作

價

值

觀 

總量表 

總合 16605.73 281  

 

組間 462.76 3 154.25 4.13** 
組內 10568.41 283 37.34  

家人支持

分向度 

總合 11031.17 286  

4>3 

組間 131.67 3 43.89  
組內 5351.30 280 19.11  

職場支持

分向度 

總合 5482.97 283  

 

組間 1091.07 3 363.69 4.02** 
組內 25216.61 279 90.38  

重

要

他

人

支

持 

總量表 

總合 26307.68 282  

4>3 

組間 368.46 3 122.82 4.52** 
組內 7633.12 281 27.16  

個人領導

分向度 

總合 8001.58 284  

4>3 

組內 346.97 3 115.66 5.76** 
總合 5622.59 280 20.08  

一般領導

分向度 

組間 5969.56 283  

4>2；4>3 

組間 1451.66 3 483.89 5.76** 
組內 23260.54 277 83.97  

自

我

效

能

感 

總量表 

總合 24712.20 280  

4>2；4>3 

註1 ** p< .01   
註 2 多重比較中「1」代表 0~12 年、「2」代表 13~20 年、「3」代表 21~28 年、

「4」代表 29 年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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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13 可知，不同服務年資校長在「工作選擇量表」並無顯

著差異，及其「內在滿足」、「外在滿足」、「工作投入」、「留職

承諾」亦無顯著差異。 

 
表4-13 服務年資變項在工作選擇量表差異情形之變異數分析 
項目 變異

來源 

平方和 

(SS) 
自由度 

(df) 
均方和 

(MS) 
F 值 多重比較 

（Scheffe’）

組間 135.86 3 45.29 1.72 
組內 7478.59 284 26.33  

內在滿足

分向度 

總合 7614.44 287  

 

組間 165.86 3 55.29 2.50 
組內 6251.61 283 22.09  

外在滿足

分向度 

總合 6417.46 286  

 

組間 102.81 3 34.27 1.23 
組內 7889.51 284 27.78  

工作投入

分向度 

總合 7992.32 287  

 

組間 128.30 3 42.77 1.62 
組內 7522.67 284 26.49  

留職承諾

分向度 

總合 7650.97 287  

 

組間 1828.90 3 609.63 1.90 
組內 90666.56 283 320.38  

工

作

選

擇 

總量表 

總合 92495.46 286  

 

註 多重比較中「1」代表0~12年、「2」代表13~20年、「3」代表21~28年、「4」
代表29年以上。 
 

肆、擔任校長年資變項在各量表的差異情形 

 
由表4-14可知，不同校長年資的校長在「工作價值觀量表」及其

「成長發展」、「成就聲望」分向度皆有顯著差異，經Scheffe´法比

較，發現擔任校長年資在13年以上者均顯著高於各組；但在「重要他

人支持量表」及其「家人支持」和「職場支持」分向度中亦有顯著差

異，經Scheffe´法比較，發現擔任校長年資在13年以上者均顯著高於

各組；而不同校長年資在「自我效能感量表」及其「個人領導分向度」

和「一般領導分向度」中皆有顯著差異，經Scheffe´法比較發現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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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年資在13年以上者顯著高於各組。 

 

表4-14 擔任校長年資變項在工作價值觀、重要他人支持、自我效能

量表差異情形之變異數分析 
項目 變異

來源 

平方和 

(SS) 
自由度 

(df) 
均方和 

(MS) 
F 值 多重比較 

（Scheffe’）

組間 434.60 3 144.87 9.58*** 
組內 4279.54 283 15.12  

成長發展

分向度 

總合 4714.14 286  

4>1；4>2 
4>3 

組間 333.37 3 111.12 6.92*** 
組內 4546.13 283 16.06  

成就聲望

分向度 

總合 4879.50 286  

4>1；4>2 
4>3 

組間 1510.68 3 503.56 9.14*** 
組內 15426.88 280 55.10  

工

作

價

值

觀 

總量表 

總合 16937.56 283  

4>1；4>2 
4>3 

組間 937.82 3 312.61 8.77*** 
組內 10163.94 285 35.66  

家人支持

分向度 

總合 11101.76 288  

4>1；4>2 
4>3 

組間 402.46 3 134.15 7.35*** 
組內 5129.20 281 18.25  

職場支持

分向度 

總合 5531.65 284  

4>1；4>2 
4>3 

組間 2250.91 3 750.30 8.65*** 
組內 24288.65 280 86.75  

重

要

他

人

支

持 

總量表 

總合 26539.56 283  

4>1；4>2 
4>3 

組間 910.81 3 303.60 11.94*** 
組內 7197.51 283 25.43  

個人領導

分向度 

總合 8108.31 286  

4>1；4>2 
4>3 

組內 620.72 3 206.91 10.72*** 
總合 5442.51 282 19.30  

一般領導

分向度 

組間 6063.23 285  

4>1；4>2 
4>3 

組間 2902.25 3 967.42 12.15*** 
組內 22209.52 279 79.60  

自

我

效

能

感 

總量表 

總合 25111.77 282  

4>1；4>2 
4>3 

註1 * ** p <.001 
註 2 多重比較中「1」代表 1~4 年、「2」代表 5~8 年、「3」代表 9~12 年、「4」

代表 13 年以上。 
 
 

由表4-15 可知，不同校長年資的校長在「工作選擇量表」皆有

顯著差異，及其「內在滿足」、「外在滿足」、「工作投入」、「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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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承諾」亦有顯著差異。經Scheffe´法比較，發現除「留職承諾」分

向度中稍有不同之外，擔任校長年資在13年以上者均顯著高於各組。 

 
表4-15 擔任校長年資變項在工作選擇量表差異情形之變異數分析 
項目 變異

來源 

平方和 

(SS) 
自由度 

(df) 
均方和 

(MS) 
F 值 多重比較 

（Scheffe’）

組間 507.99 3 169.33 6.74*** 
組內 7181.49 286 25.11  

內在滿足

分向度 

總合 7689.48 289  

4>1；4>2 
4>3 

組間 349.58 3 116.53 5.46** 
組內 6088.17 285 21.36  

外在滿足

分向度 

總合 6437.75 288  

4>1；4>2 
4>3 

組間 375.86 3 125.29 4.66** 
組內 7688.64 286 26.88  

工作投入 

總合 8064.50 289  

4>1；4>2 
4>3 

組間 364.61 3 121.54 4.72** 
組內 7367.81 286 25.76  

留職承諾 

總合 7732.42 289  

4>1；4>3 

組間 5881.96 3 1960.65 6.40 
組內 87353.34 285 306.50  

工

作

選

擇 

總量表 

總合 93235.30 288  

4>1；4>2 

4>3 

註1  ** p< .01  *** p <.001 
註 2 多重比較中「1」代表 1~4 年、「2」代表 5~8 年、「3」代表 9~12 年、「4」

代表 13 年以上。 
 
伍、學校地區變項在各量表的差異情形 

 
由表4-16 可知，不同地區的校長在「工作價值觀量表」及其「成

長發展」、「成就聲望」分向度皆有顯著差異，經Scheffe´法比較，

發現南區校長顯著低於各組；而在「重要他人支持量表」及其「家人

支持」和「職場支持」分向度中亦有顯著差異，經Scheffe´法比較，

發現除「家人支持」分向度稍有不同之外，南區校長都顯著低於各組；

而不同地區校長在「自我效能感量表」及其「個人領導分向度」和「一

般領導分向度」中皆有顯著差異，經Scheffe´法比較發現南區校長皆

顯著低於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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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6 學校地區變項在工作價值觀、重要他人支持、自我效能感量

表差異情形之變異數分析 
項目 變異

來源 

平方和 

(SS) 
自由度 

(df) 
均方和 

(MS) 
F 值 多重比較 

（Scheffe’）

組間 339.22 3 113.07 7.27*** 
組內 4388.62 282 15.56  

成長發展

分向度 

總合 4727.83 285  

1>3；2>3 
4>3 

組間 293.94 3 97.98 6.06** 
組內 4561.50 282 16.18  

成就聲望

分向度 

總合 4855.44 285  

1>3；2>3 
 

組間 1247.32 3 415.77 7.40*** 
組內 15668.92 279 56.16  

工

作

價

值

觀 

總量表 

總合 16916.24 282  

1>3；2>3 
4>3 

組間 489.23 3 163.08 4.37** 
組內 10590.27 284 37.29  

家人支持

分向度 

總合 11079.50 287  

1>3 

組間 396.44 3 132.15 7.17*** 
組內 5158.55 280 18.42  

職場支持

分向度 

總合 5555.00 283  

1>3；2>3 
4>3 

組間 1486.38 3 495.46 5.52** 
組內 25063.86 279 89.84  

重

要

他

人

支

持 

總量表 

總合 26550.24 282  

1>3 

組間 749.36 3 249.79 9.54*** 
組內 7380.69 282 26.17  

個人領導

分向度 

總合 8130.05 285  

1>3；2>3 
4>3 

組內 368.35 3 122.79 6.02** 
總合 5729.25 281 20.39  

一般領導

分向度 

組間 6097.60 284  

1>3；4>3 

組間 1967.74 3 655.91 7.84*** 
組內 23253.35 278 83.65  

自

我

效

能

感 

總量表 

總合 25221.09 281  

1>3；2>3 
4>3 

註1  ** p< .01  *** p <.001 
註 2 多重比較中「1」代表北區、「2」代表中區、「3」代表南區、「4」代表

東區及離島。 
 

由表4-17 可知，不同地區的校長在「工作選擇量表」皆有顯著

差異，及其「內在滿足」、「外在滿足」、「工作投入」、「留職承

諾」亦有顯著差異。經Scheffe´法比較，發現除「外在滿足」分向度

無法比較出組間差異之外，其餘皆呈現南區校長皆顯著低於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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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7 學校地區變項在工作選擇量表差異情形之變異數分析 
項目 變異

來源 

平方和 

(SS) 
自由度 

(df) 
均方和 

(MS) 
F 值 多重比較 

（Scheffe’）

組間 1027.20 3 342.40 14.57*** 
組內 6696.03 285 23.50  

內在滿足

分向度 

總合 7723.23 288  

1>3；2>3 
4>3 

組間 225.00 3 75.00 3.44* 
組內 6195.08 284 21.81  

外在滿足

分向度 

總合 6420.08 287  

 

組間 766.14 3 255.38 10.08*** 
組內 7222.35 285 25.34  

工作投入 

總合 7988.48 288  

1>3；2>3 
 

組間 1619.78 3 539.93 25.36*** 
組內 6067.22 285 21.288  

留職承諾 

總合 7687.00 288  

1>3；2>3 
4>3 

組間 12984.44 3 4328.15 15.40*** 
組內 79828.56 284 281.09  

工

作

選

擇 

總量表 

總合 92813.00 287  

1>3；2>3 
4>3 

註1 * p< .05  *** p <.001 
註 2 多重比較中「1」代表北區、「2」代表中區、「3」代表南區、「4」代表

東區及離島。 
 

 

第三節 工作價值觀、重要他人支持、自我效能感與工作選擇

之相關分析 
 

本節旨在以積差相關分析校長工作價值觀（成長發展、成就聲

望）、重要他人支持（家人支持、職場支持）、自我效能感（個人領

導自我效能、一般領導自我效能）與工作選擇（內在滿足、外在滿足、

工作投入、留職承諾）之相關情形。 

 

壹、 校長工作價值觀與重要他人支持之相關分析 

 

由表4-18所示，校長的成長發展與重要他人支持的總量表相關

為.595，達.001的顯著水準；其與分向度家人支持的相關為.505、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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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支持的相關為.608，均達.001的顯著水準。 

校長的成就聲望與重要他人支持的總量表相關為.620，達.001的

顯著水準；其與分向度家人支持的相關為.525、與職場支持的相關

為.626，均達.001的顯著水準。 

校長的工作價值觀總量表與重要他人支持總量表的相關為.645，

其與分向度家人支持的相關為.549、與職場支持的相關為.653，均

達.001的顯著水準。 

 

表4-18 工作價值觀與重要他人支持之相關係數摘要表 
項目 向度一家人支持 向度二職場支持 重要他人支持總量表 

向度一成長發展 .505*** .608*** .595***
向度二成就聲望 .525*** .626*** .620***
工作價值觀總量表 .549*** .653*** .645***
註1  *** p <.001 
 

貳、 校長工作價值觀與工作選擇之相關分析 

 

由表4-19所示，校長的成長發展與工作選擇的總量表相關

為.614，達.001的顯著水準；其與分向度內在滿足的相關為.644、與

外在滿足的相關為.498、與工作投入的相關為.453、與留職承諾的相

關為.568，均達.001的顯著水準。 

校長的成就聲望與工作選擇的總量表相關為.849，達.001的顯著

水準；其與內在滿足相關為.667、與外在滿足的相關為.516、與工作

投入的相關為.534、與留職承諾的相關為.623，均達.001的顯著水準。 

校長的工作價值總量表與工作選擇總量表的相關為.681，其與分

向度內在滿足的相關為.696、與外在滿足的相關為.537、與工作投入

的相關為. 524、與留職承諾的相關為.633，均達.001的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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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9 工作價值觀與工作選擇之相關係數摘要表 
項目 向度一成長發展 向度二成就聲望 工作價值觀總量表 

向度一內在滿足 .644*** .667*** .696***
向度二外在滿足 .498*** .516*** .537***
向度三工作投入 .453*** .534*** .524***
向度四留職承諾 .568*** .623*** .633***
工作選擇總量表 .614*** .849*** .681***
註 *** p <.001 
 
參、 校長重要他人支持與自我效能感之相關分析 

 

由表4-20所示，校長的家人支持與自我效能感的總量表相關

為.652，達.001的顯著水準；其與分向度個人領導的相關為.648、與

一般領導的相關為.594，均達.001的顯著水準。 

校長的職場支持與自我效能感的總量表相關為.817，達.001的顯

著水準；其與分向度個人領導的相關為.793、與一般領導的相關

為.763，均達.001的顯著水準。 

校長的重要他人支持總量表與自我效能感總量表的相關為.789，

其與分向度個人領導的相關為.773、與一般領導的相關為.727，均

達.001的顯著水準。 

 

表4-20重要他人支持與自我效能感之相關係數摘要表 
項目 向度一個人領導 向度二一般領導 自我效能感總量表

向度一家人支持 .648*** .594*** .652***
向度二職場支持 .793*** .763*** .817***
重要他人支持量表 .773*** .727*** .789***
註 *** p <.001 
 

肆、 校長重要他人支持與工作選擇之相關分析 

 

由表4-21所示，校長的家人支持與工作選擇的總量表相關

為.696，達.001的顯著水準；其與分向度內在滿足的相關為.655、與

外在滿足的相關為.600、與工作投入的相關為.623、與留職承諾的相



 153

關為.583，均達.001的顯著水準。 

校長的職場支持與工作選擇的總量表相關為.767，達.001的顯著

水準；其與內在滿足相關為.748、與外在滿足的相關為.645、與工作

投入的相關為.647、與留職承諾的相關為.675，均達.001的顯著水準。 

校長的重要他人支持總量表與工作選擇總量表的相關為.792，其

與分向度內在滿足的相關為.756、與外在滿足的相關為.684、與工作

投入的相關為. 689、與留職承諾的相關為.678，均達.001的顯著水準。 

 

表4-21 重要他人支持與工作選擇之相關係數摘要表 
項目 向度一家人支持 向度二職場支持 重要他人支持總量表 

向度一內在滿足 .655*** .748*** .756***
向度二外在滿足 .600*** .645*** .684***
向度三工作投入 .623*** .647*** .689***
向度四留職承諾 .583*** .675*** .678***
工作選擇總量表 .696*** .767*** .792***
註 *** p <.001 
 

伍、 校長自我效能感與工作選擇之相關分析 

    
由表4-22所示，校長的個人領導自我效能與工作選擇的總量表相

關為.805，達.001的顯著水準；其與分向度內在滿足的相關為.848、

與外在滿足的相關為.652、與工作投入的相關為.633、與留職承諾的

相關為.712，均達.001的顯著水準。 

校長的一般領導自我效能與工作選擇的總量表相關為.752，

達.001的顯著水準；其與內在滿足相關為.744、與外在滿足的相關

為.605、與工作投入的相關為.628、與留職承諾的相關為.675，均達.001

的顯著水準。 

校長的自我效能感總量表與工作選擇總量表的相關為.816，其與

分向度內在滿足的相關為.838、與外在滿足的相關為.660、與工作投

入的相關為. 659、與留職承諾的相關為.725，均達.001的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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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2 自我效能感與工作選擇之相關係數摘要表 
項目 向度一個人領導 向度二一般領導 自我效能感總量表 

向度一內在滿足 .848*** .744*** .838***
向度二外在滿足 .652*** .605*** .660***
向度三工作投入 .633*** .628*** .659***
向度四留職承諾 .712*** .675*** .725***
工作選擇總量表 .805*** .752*** .816***
註 *** p <.001 
 

 

第四節 校長工作價值觀、重要他人支持、自我效能感對校長

工作選擇的預測分析 

 

本節以多元逐步迴歸分析校長工作價值觀（成長發展、成就聲

望）、重要他人支持（家人支持、職場支持）、自我效能感（個人領

導自我效能、一般領導自我效能）對校長工作選擇（內在滿足、外在

滿足、工作投入、留職承諾）的預測情形。 

 

壹、 校長工作價值觀對校長工作選擇的預測分析 

 

表4-23、表4-24、表4-25、表4-26、表4-27 是校長工作價值觀

各向度對校長工作選擇各向度及整體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一、校長工作價值觀各向度對校長內在滿足的預測分析 

表4-23為以校長工作價值觀二個分向度投入，對校長內在滿足

進行預測分析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由該表可知，其投入順序為成

就聲望、成長發展，其多元相關係數R為.697，R2為.486， F 值為

133.68，表示上述「成就聲望」、「成長發展」等變項共可解釋整體

校長內在滿足48.6﹪的變異量，亦即具有高度解釋力；其中，「成就

聲望」可解釋校長內在滿足的變異量為44.5%；其次為「成長發展」

其可增加解釋校長內在滿足變異量為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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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檢視各預測變項之標準化迴歸係數，分別是「成就聲望」 

為 .420、「成長發展」為 .319，因此，其所建立之標準化迴歸方程

式為：校長內在滿足＝ .420×成就聲望＋ .319×成長發展，由於二個

預測變項之標準化迴歸係數皆為正數，代表校長成就聲望、成長發展

的得分程度愈高，其內在滿足愈佳。 

 

表4-23校長工作價值觀各向度對內在滿足之逐步多元迴歸摘要表 
模

式 

投入預測

變項順序 

原始迴

歸係數 

標準化迴

歸係數 

R R2 累積

解釋量 

R2 增加

解釋量 

F值 

1 常數 

成就聲望 

10.402 
.837 .667 .667 .445

 
- 227.76***

2 常數 

成就聲望 

成長發展 

7.856 
.527 
.407 

.420

.319 .697 .486

 
 

0.042 133.68***

註 *** p <.001 
 

 

二、校長工作價值觀各向度對校長外在滿足的預測分析 

表4-24為以校長工作價值觀二個分向度投入，對校長外在滿足

進行預測分析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由該表可知，其投入順序為成

就聲望、成長發展，其多元相關係數R為.538，R2為.289， F 值為

57.32，表示上述「成就聲望」、「成長發展」等變項共可解釋整體

校長外在滿足28.9﹪的變異量，亦即具有高度解釋力；其中，「成就

聲望」可解釋校長外在滿足的變異量為26.5%；其次為「成長發展」

其可增加解釋校長外在滿足的變異量為2.4%。 

進一步檢視各預測變項之標準化迴歸係數，分別是「成就聲望」 

為 .322、「成長發展」為 .248，因此，其所建立之標準化迴歸方程

式為：校長外在滿足＝ .322×成就聲望＋ .248×成長發展，由於二個

預測變項之標準化迴歸係數皆為正數，代表校長成就聲望、成長發展

的得分程度愈高，其外在滿足愈佳。 



 156

 

表4-24校長工作價值觀各向度對外在滿足之逐步多元迴歸摘要表 
模

式 

投入預測

變項順序 

原始迴

歸係數 

標準化迴

歸係數 

R R2 累積

解釋量 

R2 增加

解釋量 

F值 

1 常數 

成就聲望 

10.706 
.590 .514 .514 .265

 
- 101.77***

2 常數 

成就聲望 

成長發展 

8.927 
.369 
.289 

.322

.248 .538 .289

 
 

0.024 57.32***

註 *** p <.001 
 

 

三、校長工作價值觀各向度對校長工作投入的預測分析 

表4-25 為以校長工作價值觀二個分向度投入，對校長工作投入

進行預測分析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由該表可知，其投入順序為成

就聲望、成長發展，其多元相關係數R為.537，R2為.289， F 值為

57.47，表示上述「成就聲望」、「成長發展」等變項共可解釋整體

校長工作投入28.9﹪的變異量，亦即具有高度解釋力；其中，「成就

聲望」可解釋校長工作投入的變異量為28.5%；其次為「成長發展」

其可增加解釋工作投入的變異量為0.4%。 

進一步檢視各預測變項之標準化迴歸係數，分別是「成就聲望」 

為 .457、「成長發展」為 .011，因此，其所建立之標準化迴歸方程

式為：校長工作投入＝ .457×成就聲望＋ .011×成長發展，由於二個

預測變項之標準化迴歸係數皆為正數，代表校長成就聲望、成長發展

的得分程度愈高，其工作投入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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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5校長工作價值觀各向度對工作投入之逐步多元迴歸摘要表 
模

式 

投入預測

變項順序 

原始迴

歸係數 

標準化迴

歸係數 

R R2 累積

解釋量 

R2 增加

解釋量 

F值 

1 常數 

成就聲望 

9.686 
.678 .534 .534 .285

 
- 113.12***

2 常數 

成就聲望 

成長發展 

8.883 
.580 
.128 

.457

.011 .537 .289

 
 

0.004 57.47***

註 *** p <.001 
 

 

四、校長工作價值觀各向度對校長留職承諾的預測分析 

表4-26為以校長工作價值觀二個分向度投入，對校長留職承諾進

行預測分析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由該表可知，其投入順序為成就

聲望、成長發展，其多元相關係數R為.638，R2為.407， F 值為97.01，

表示上述「成就聲望」、「成長發展」等變項共可解釋整體校長內在

滿足40.7﹪的變異量，亦即具有高度解釋力；其中，「成就聲望」可

解釋校長留職承諾的變異量為38.8%；其次為「成長發展」其可增加

解釋校長留職承諾的變異量為1.9%。 

進一步檢視各預測變項之標準化迴歸係數，分別是「成就聲望」

為 .455、「成長發展」為 .217，因此，其所建立之標準化迴歸方程

式為：校長留職承諾＝ .455×成就聲望＋ .217×成長發展，由於二個

預測變項之標準化迴歸係數皆為正數，代表校長成就聲望、成長發展

的得分程度愈高，其留職承諾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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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6校長工作價值觀各向度對留職承諾之逐步多元迴歸摘要表 
模

式 

投入預測

變項順序 

原始迴

歸係數 

標準化迴

歸係數 

R R2 累積

解釋量 

R2 增加

解釋量 

F值 

1 常數 

成就聲望 

9.965 
.778 .623 .623 .388

 
- 180.03***

2 常數 

成就聲望 

成長發展 

8.244 
.569 
.275 

.455

.217 .638 .407

 
 

0.019 97.01***

註 *** p <.001 
 

 

五、校長工作價值觀各向度對校長工作選擇的預測分析 

表4-27為以校長工作價值觀二個分向度投入，對校長工作選擇總

量表進行預測分析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由該表可知，其投入順序

為成就聲望、成長發展，其多元相關係數R為.686，R2為.470， F 值

為125.22，表示上述「成就聲望」、「成長發展」等變項共可解釋整

體校長工作選擇47.0﹪的變異量，亦即具有高度解釋力；其中，「成

就聲望」可解釋校長工作選擇的變異量為44.7%；其次為「成長發展」

其可增加解釋校長工作選擇變異量為2.3%。 

進一步檢視各預測變項之標準化迴歸係數，分別是「成就聲望」 

為 .483、「成長發展」為 .240，因此，其所建立之標準化迴歸方程

式為：校長工作選擇＝ .483×成就聲望＋ .240×成長發展，由於二個

預測變項之標準化迴歸係數皆為正數，代表校長成就聲望、成長發展

的得分程度愈高，其工作選擇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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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7校長工作價值觀各向度對整體工作選擇之逐步多元迴歸摘要表 
模

式 

投入預測

變項順序 

原始迴

歸係數 

標準化迴

歸係數 

R R2 累積

解釋量 

R2 增加

解釋量 

F值 

1 常數 

成就聲望 

39.939 
2.914 .669 .669 .447

 
- 229.23***

2 常數 

成就聲望 

成長發展 

33.403 
2.103 
1.060 

.483

.240 .686 .470

 
 

0.023 125.22***

註 *** p <.001 
 

 

貳、 重要他人支持對校長工選擇的預測分析 

表4-28、表4-29、表4-30、表4-31、表4-32 是重要他人支持各

向度對校長工作選擇各向度及整體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一、重要他人支持各向度對校長內在滿足的預測分析 

表4-28為以重要他人支持二個分向度投入，對校長內在滿足進

行預測分析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由該表可知，其投入順序為職場

支持、家人支持，其多元相關係數R為.775，R2為.601， F 值為213.17，

表示上述「職場支持」、「家人支持」等變項共可解釋整體校長內在

滿足60.1﹪的變異量，亦即具有高度解釋力；其中，「職場支持」可

解釋校長內在滿足的變異量為55.5%；其次為「家人支持」其可增加

解釋校長內在滿足變異量為4.6%。 

進一步檢視各預測變項之標準化迴歸係數，分別是「職場支持」 

為 .557、「家人支持」為 .285，因此，其所建立之標準化迴歸方程

式為：校長內在滿足＝ .557×職場支持＋ .285×家人支持，由於二個

預測變項之標準化迴歸係數皆為正數，代表校長在職場支持、家人支

持的得分程度愈高，其內在滿足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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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8重要他人支持各向度對內在滿足之逐步多元迴歸摘要表 
模

式 

投入預測

變項順序 

原始迴

歸係數 

標準化迴

歸係數 

R R2 累積

解釋量 

R2 增加

解釋量 

F值 

1 常數 

職場支持 

8.221 
.870 .745 .745 .555

 
- 353.81***

2 常數 

職場支持 

家人支持 

5.963 
.651 
.236 

.557

.285 .775 .601

 
 

0.046 213.17***

註 *** p <.001 
 

二、重要他人支持各向度對校長外在滿足的預測分析 

表4-29為以重要他人支持二個分向度投入，對校長外在滿足進

行預測分析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由該表可知，其投入順序為職場

支持、家人支持，其多元相關係數R為.696，R2為.485， F 值為132.82，

表示上述「職場支持」、「家人支持」等變項共可解釋整體校長外在

滿足48.5﹪的變異量，亦即具有高度解釋力；其中，「職場支持」可

解釋校長外在滿足的變異量為44.0%；其次為「家人支持」其可增加

解釋校長外在滿足變異量為4.5%。 

進一步檢視各預測變項之標準化迴歸係數，分別是「職場支持」 

為 .476、「家人支持」為 .283，因此，其所建立之標準化迴歸方程

式為：校長外在滿足＝ .476×職場支持＋ .283×家人支持，由於二個

預測變項之標準化迴歸係數皆為正數，代表校長在職場支持、家人支

持的得分程度愈高，其外在滿足愈佳。 

 

表4-29重要他人支持各向度對外在滿足之逐步多元迴歸摘要表 
模

式 

投入預測

變項順序 

原始迴

歸係數 

標準化迴

歸係數 

R R2 累積

解釋量 

R2 增加

解釋量 

F值 

1 常數 

職場支持 

5.981 
.716 .663 .663 .440

 
- 222.16***

2 常數 

職場支持 

家人支持 

3.949 
.514 
.216 

.476

.283 .696 .485

 
 

0.045 132.82***

註***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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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他人支持各向度對校長工作投入的預測分析 

表4-30為以重要他人支持二個分向度投入，對校長工作投入進

行預測分析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由該表可知，其投入順序為職場

支持、家人支持，其多元相關係數R為.694，R2為.482， F 值為131.64，

表示上述「職場支持」、「家人支持」等變項共可解釋整體校長工作

投入48.2﹪的變異量，亦即具有高度解釋力；其中，「職場支持」可

解釋校長工作投入的變異量為41.5%；其次為「家人支持」其可增加

解釋校長工作投入變異量為6.7%。 

進一步檢視各預測變項之標準化迴歸係數，分別是「職場支持」 

為 .418、「家人支持」為 .344，因此，其所建立之標準化迴歸方程

式為：校長工作投入＝ .418×職場支持＋ .344×家人支持，由於二個

預測變項之標準化迴歸係數皆為正數，代表校長在職場支持、家人支

持的得分程度愈高，其工作投入愈佳。 

 

表4-30重要他人支持各向度對工作投入之逐步多元迴歸摘要表 
模

式 

投入預測

變項順序 

原始迴

歸係數 

標準化迴

歸係數 

R R2 累積

解釋量 

R2 增加

解釋量 

F值 

1 常數 

職場支持 

5.886 
.770 .644 .644 .415

 
- 201.21***

2 常數 

職場支持 

家人支持 

3.097 
.500 
.291 

.418

.344 .694 .482

 
 

0.067 131.64***

註 *** p <.001 
 

 

四、重要他人支持各向度對校長留職承諾的預測分析 

表4-31為以重要他人支持二個分向度投入，對校長留職承諾進

行預測分析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由該表可知，其投入順序為職場

支持、家人支持，其多元相關係數R為.697，R2為.486， F 值為13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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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上述「職場支持」、「家人支持」等變項共可解釋整體校長工作

投入48.6﹪的變異量，亦即具有高度解釋力；其中，「職場支持」可

解釋校長留職承諾的變異量為45.2%；其次為「家人支持」其可增加

解釋校長留職承諾變異量為3.4%。 

進一步檢視各預測變項之標準化迴歸係數，分別是「職場支持」 

為 .511、「家人支持」為 .246，因此，其所建立之標準化迴歸方程

式為：校長留職承諾＝ .511×職場支持＋ .246×家人支持，由於二個

預測變項之標準化迴歸係數皆為正數，代表校長在職場支持、家人支

持的得分程度愈高，其留職承諾愈佳。 

 

表4-31重要他人支持各向度對留職承諾之逐步多元迴歸摘要表 
模

式 

投入預測

變項順序 

原始迴

歸係數 

標準化迴

歸係數 

R R2 累積

解釋量 

R2 增加

解釋量 

F值 

1 常數 

職場支持 

8.683 
.786 .672 .672 .452

 
- 234.12***

2 常數 

職場支持 

家人支持 

6.737 
.597 
.203 

.511

.246 .697 .486

 
 

0.034 133.89***

註 *** p <.001 
 

 

五、重要他人支持各向度對校長工作選擇總量表的預測分析 

 

表4-32為以重要他人支持二個分向度投入，對校長工作選擇總量

表進行預測分析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由該表可知，其投入順序為

職場支持、家人支持，其多元相關係數R為.806，R2為.650， F 值為

261.88，表示上述「職場支持」、「家人支持」等變項共可解釋整體

校長工作投入65.0﹪的變異量，亦即具有高度解釋力；其中，「職場

支持」可解釋校長工作選擇的變異量為58.8%；其次為「家人支持」

其可增加解釋校長工作選擇變異量為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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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檢視各預測變項之標準化迴歸係數，分別是「職場支持」 

為 .549、「家人支持」為 .331，因此，其所建立之標準化迴歸方程

式為：校長工作選擇＝ .549×職場支持＋ .331×家人支持，由於二個

預測變項之標準化迴歸係數皆為正數，代表校長在職場支持、家人支

持的得分程度愈高，其工作選擇愈佳。 

 

表4-32 重要他人支持各向度對整體工作選擇之逐步多元迴歸摘要表 
模

式 

投入預測

變項順序 

原始迴

歸係數 

標準化迴

歸係數 

R R2 累積

解釋量 

R2 增加

解釋量 

F值 

1 常數 

職場支持 

28.907 
3.137 .767 .767 .588

 
- 404.23***

2 常數 

職場支持 

家人支持 

19.906 
2.245 
.957 

.549

.331 .806 .650

 
 

0.062 261.88***

註 *** p <.001 
 

 

參、 校長自我效能感對校長工選擇的預測分析 

表4-33、表4-34、表4-35、表4-36、表4-37 是校長自我效能感

向度對校長工作選擇各向度及整體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一、校長自我效能各向度對校長內在滿足的預測分析 

表4-33為以校長自我效能二個分向度投入，對校長自我效能感進

行預測分析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由該表可知，其投入順序為職場

支持、家人支持，其多元相關係數R為.850，R2為.723， F 值為368.30，

表示上述「個人領導效能」、「一般領導效能」等變項共可解釋整體

校長內在滿足72.3﹪的變異量，亦即具有高度解釋力；其中，「個人

領導效能」可解釋校長內在滿足的變異量為71.4%；其次為「一般領

導效能」其可增加解釋校長內在滿足變異量為.09%。 

進一步檢視各預測變項之標準化迴歸係數，分別是「個人領導

效能」為 .710、「一般領導效能」為 .166，因此，其所建立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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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迴歸方程式為：校長內在滿足＝ .710×個人領導效能＋ .166x一般

領導效能，由於二個預測變項之標準化迴歸係數皆為正數，代表校長

在個人領導效能、一般領導效能的得分程度愈高，其內在滿足愈佳。 

 

表4-33校長自我效能感各向度對內在滿足之逐步多元迴歸摘要表 
模

式 

投入預測

變項順序 

原始迴

歸係數 

標準化迴

歸係數 

R R2 累積

解釋量 

R2 增加

解釋量 

F值 

1 常數 

個人效能 

2.327 
.826 .845 .845 .714

 
- 706.27***

2 常數 

個人效能 

一般效能 

1.605 
.694 
.186 

.710

.166 .850 .723

 
 

0.009 368.30***

註 *** p <.001 
 

 

二、校長自我效能各向度對校長外在滿足的預測分析 

表4-34為以校長自我效能二個分向度投入，對校長外在滿足進行

預測分析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由該表可知，其投入順序為個人效

能、一般效能，其多元相關係數R為.662，R2為.439， F 值為109.74，

表示上述「個人領導效能」、「一般領導效能」等變項共可解釋整體

校長外在滿足43.9﹪的變異量，亦即具有高度解釋力；其中，「個人

領導效能」可解釋校長外在滿足的變異量為42.2%；其次為「一般領

導效能」其可增加解釋校長外在滿足變異量為1.7%。 

進一步檢視各預測變項之標準化迴歸係數，分別是「個人領導

效能」為 .466、「一般領導效能」為 .225，因此，其所建立之標準

化迴歸方程式為：校長外在滿足＝ .466×個人領導效能＋ .225x一般

領導效能，由於二個預測變項之標準化迴歸係數皆為正數，代表校長

在個人領導效能、一般領導效能的得分程度愈高，其外在滿足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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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4校長自我效能感各向度對外在滿足之逐步多元迴歸摘要表 
模

式 

投入預測

變項順序 

原始迴

歸係數 

標準化迴

歸係數 

R R2 累積

解釋量 

R2 增加

解釋量 

F值 

1 常數 

個人效能 

4.984 
.582 .649 .649 .422

 
- 205.59***

2 常數 

個人效能 

一般效能 

4.090 
..418 
.231 

.466

.225 .662 .439

 
 

0.017 109.74***

註 *** p <.001 
 

三、校長自我效能各向度對校長工作投入的預測分析 

表4-35為以校長自我效能二個分向度投入，對校長工作投入進行

預測分析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由該表可知，其投入順序為個人效

能、一般效能，其多元相關係數R為.659，R2為.434， F 值為108.26，

表示上述「個人領導效能」、「一般領導效能」等變項共可解釋整體

校長工作投入43.4﹪的變異量，亦即具有高度解釋力；其中，「個人

領導效能」可解釋校長工作投入的變異量為39.6%；其次為「一般領

導效能」其可增加解釋校長工作投入變異量為3.8%。 

進一步檢視各預測變項之標準化迴歸係數，分別是「個人領導

效能」為 .077、「一般領導效能」為 .089，因此，其所建立之標準

化迴歸方程式為：校長工作投入＝ .077×個人領導效能＋ .089x一般

領導效能，由於二個預測變項之標準化迴歸係數皆為正數，代表校長

在個人領導效能、一般領導效能的得分程度愈高，其工作投入愈佳。 

表4-35 校長自我效能感各向度對工作投入之逐步多元迴歸摘要表 
模

式 

投入預測

變項順序 

原始迴

歸係數 

標準化迴

歸係數 

R R2 累積

解釋量 

R2 增加

解釋量 

F值 

1 常數 

個人效能 

4.724 
.629 .629 .629 .396

 
- 185.34***

2 常數 

個人效能 

一般效能 

3.211 
.353 
.389 

.077

.089 .659 .434

 
 

0.038 108.26***

註 ***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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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長自我效能各向度對校長留職承諾的預測分析 

表4-36為以校長自我效能二個分向度投入，對校長留職承諾進行

預測分析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由該表可知，其投入順序為個人效

能、一般效能，其多元相關係數R為.726，R2為.526， F 值為156.74，

表示上述「個人領導效能」、「一般領導效能」等變項共可解釋整體

校長留職承諾52.6﹪的變異量，亦即具有高度解釋力；其中，「個人

領導效能」可解釋校長工作投入的變異量為49.7%；其次為「一般領

導效能」其可增加解釋校長工作投入變異量為2.9%。 

進一步檢視各預測變項之標準化迴歸係數，分別是「個人領導

效能」為 .465、「一般領導效能」為 .294，因此，其所建立之標準

化迴歸方程式為：校長留職承諾＝ .465×個人領導效能＋ .294x一般

領導效能，由於二個預測變項之標準化迴歸係數皆為正數，代表校長

在個人領導效能、一般領導效能的得分程度愈高，其留職承諾愈佳。 

 

表4-36 校長自我效能感各向度對留職承諾之逐步多元迴歸摘要表 
模

式 

投入預測

變項順序 

原始迴

歸係數 

標準化迴

歸係數 

R R2 累積

解釋量 

R2 增加

解釋量 

F值 

1 常數 

個人效能 

5.752 
.686 .705 .705 .497

 
- 280.02***

2 常數 

個人效能 

一般效能 

4.475 
.452 
.328 

.465

.294 .726 .526

 
 

0.029 156.74***

註 *** p <.001 
 

 

五、校長自我效能各向度對校長工作選擇的預測分析 

表4-37為以校長自我效能二個分向度投入，對校長工作選擇總量

表進行預測分析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由該表可知，其投入順序為

個人效能、一般效能，其多元相關係數R為.819，R2為.671， F 值為

286.20，表示上述「個人領導效能」、「一般領導效能」等變項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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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整體校長工作選擇67.1﹪的變異量，亦即具有高度解釋力；其

中，「個人領導效能」可解釋校長工作選擇的變異量為64.2%；其次

為「一般領導效能」其可增加解釋校長工作投入變異量為2.9%。 

進一步檢視各預測變項之標準化迴歸係數，分別是「個人領導

效能」為 .563、「一般領導效能」為 .292，因此，其所建立之標準

化迴歸方程式為：校長工作選擇＝ .563×個人領導效能＋ .292x一般

領導效能，由於二個預測變項之標準化迴歸係數皆為正數，代表校長

在個人領導效能、一般領導效能的得分程度愈高，其工作選擇愈佳。 

 

表4-37 校長自我效能感各向度對整體工作選擇之逐步多元迴歸摘要表 
模

式 

投入預測

變項順序 

原始迴

歸係數 

標準化迴

歸係數 

R R2 累積

解釋量 

R2 增加

解釋量 

F值 

1 常數 

個人效能 

17.943 
2.720 .801 .801 .642

 
- 505.82***

2 常數 

個人效能 

一般效能 

13.534 
1.910 
1.137 

.563

.292 .819 .671

 
 

0.029 286.20***

註 *** p <.001 
 

 

第五節 校長工作價觀、重要他人支持、自我效能感與工作選

擇之互動模式 

 
本節旨在以LISREL 8.71進行分析，以驗證校長工作價值觀、重

要他人支持、自我效能感對校長工作選擇互動模式之適配度與影響

力。 

壹、本研究之互動模式圖及假設的建立 

 

一、各測量變項對互動模式之推力與拉力間的假設關係 

本研究之互動模式的建立，首先係根據有關工作價值觀、重要他

人支持、自我效能感與工作選擇的文獻分析，歸納為相關的測量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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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並經文獻分析及問卷統計，建構為國民中小學校長工作價值觀、

重要他人支持、自我效能感與工作選擇的互動模式：1、工作價值觀：

包括成長發展、成就聲望等二個測量指標；2、重要他人支持：包括

家人支持、職場支持等二個測量指標；3、自我效能感：包括個人領

導自我效能、一般領導自我效能等二個測量指標；4、工作選擇：包

括內在滿足、外在滿足、工作投入與留職承諾等四個測量指標。 

其次，本章第三節以積差相關分析探討工作價值觀、重要他人

支持、自我效能感與工作選擇的相關情形，發現四者之間具有顯著正

相關。本章第四節由多元逐步迴歸方式，發現工作價值觀、重要他人

支持、自我效能感可以預測校長之工作選擇情形。 

因此，本研究根據上述文獻理論分析，與積差相關和迴歸方式的

實證研究結果，發現工作價值觀、重要他人支持、自我效能感與校長

工作選擇關係相當密切。因此，透過甄選良好工作價值觀的校長、增

加重要他人支持和增進自我效能感是以提昇校長選擇繼續留任的一

種具體可行的途徑。但是，回溯目前既有之研究結果尚少有建立驗證

互動模式的測量評鑑指標，以作為研究校長工作價值觀、重要他人支

持、自我效能感對校長工作選擇影響力的標準參照。本研究據以歸納

工作價值觀、重要他人支持、自我效能感、工作選擇之測量指標，擬

定測量指標之推力與拉力間的假設關係，詳見表4-38。 

 

二、推拉互動模式關係圖的建構 

本研究根據前述研究結果，擬定考驗假設所提出的互動模式關係

圖，詳見圖4-1，以LISERL 8.71 進行研究結果探討各測量變項與潛

在因素（即推力與拉力）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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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8 本研究各測量變項對推力與拉力間的假設關係 
測量變項 推的力量 

(工作價值、重要他人支

持、自我效能) 

拉的力量 
(工作選擇) 

X1 成長發展 +  
X2 成就聲望 +  
X3 家人支持 +  
X4 職場支持 +  
X5 個人效能 +  
X6 一般效能 +  
Y1 內在滿足  + 
Y2 外在滿足  + 
Y3 工作投入  + 
Y4 留職承諾  + 

 
 

貳、本研究互動模式各變項及其關係之說明 

由圖4-1 之互動模式圖可以看出各變項間的關係，以下擬針對本

研究所使用的各種變項之「推力」與「拉力」的各個測量指標的內涵，

及符號意義說明如下： 

一、潛在變項 

(一) ξ1 代表「推的力量一」稱為前因變項一，也即是工作價值觀。 

(二) ξ2 代表「推的力量二」稱為前因變項二，也即是重要他人支持。 

(三) ξ3 代表「推的力量三」稱為前因變項三，也即是自我效能感。 

(四) η1 代表「拉的力量一」稱為後果變項，也即是校長工作選擇。 

 

二、測量變項 

(一) X1 至 X2 代表前因變項一的二個測量指標，即是校長工作價

值觀的二個測量指標：成長發展、成就聲望。 
(二) X3至 X4 代表前因變項二的二個測量指標，即是重要他人支持

的二個測量指標：家人支持、職場支持。 
(三) X5至 X6 代表前因變項三的二個測量指標，即是自我效能感的

二個測量指標：個人領導自我效能、一般領導自我效能。 
(四) Y1 至 Y4 代表後果變項一的四個測量指標，即是工作選擇的

四個測量指標：內在滿足、外在滿足、工作投入與留職承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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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測量變項的誤差 

(一) δ1 至 δ6 代表前因變項的6個測量指標的殘差。 
(二) ε1 至 ε4 代表後果變項的4個測量指標的殘差。 
 
四、互動模式的關係 

(一) γ11 代表工作價值觀對工作選擇的影響效果。 
(二) γ12 代表重要他人支持對工作選擇的影響效果。 
(三) γ13 代表自我效能感持對工作選擇的影響效果。 
(四) ζ1 代表互動模式之影響效果的殘餘差。 
 

 
 
圖 4-1 校長工作價值觀、重要他人支持、自我效能感與工作選擇的

互動模式假設圖 
 
參、本研究模式適配度指標之分析 

本研究互動模式的適配度分析如下：分析方法採用Joreskog & 

Sorbom(1989)所發展線性結構關係(linear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LISREL) 模式及設計的統計套裝軟體程式來進行分析。其考驗模式

指標之各項評鑑項目有一定之規則。評鑑互動模式指標的目的，乃希

望從各方面來評鑑理論模式是否能解釋實際觀察所得資料，因此宜從

不同角度，並參照多種指標來做合理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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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式適配度指標之選擇 

由於卡方值有會隨樣本數增多而變大的缺點，本研究採用其他比

較不受樣本數影響的適配度指數來評鑑有關模式適配度指標的判斷

標準，包括整體適配度指標、比較適配度指標、精簡適配度指標、基

本適配度指標與內在適配度指標(余民寧, 2006)。本研究所選用之指標

說明，詳如表4-39。 

 

(一)整體適配度指標 

本研究在整體適配度指標部分，選擇以標準化均方根殘差

(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SRMR)及適配度指標

（goodness of fit index, GFI）來判斷模式的整體適配度，前者必須＜

0.05，表示殘差較小，具有良好的適配程度；後者必須＞0.9，表示觀

察矩陣與理論矩陣相近較高，代表模式適配良好。 

 

（二）比較適配度指標 

本研究在比較適配度指標部分，選擇以正規化適配指標(normed 

fit index, NFI)來比較假設模型與獨立模型的卡方差異，其判斷值須

>.90，表示有比較良好的適配程度；並佐以非正規適配化指標

( non-normed fit index, NNFI)，其判斷值須>0.90，表示有比較良好的

適配程度；以比較適配度(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來說明假設模型

與獨立模型的非中央性差異，其判斷值須>0.90，表示有比較良好的

適配程度。 

 

（三）精簡適配度指標 

本研究在精簡適配度指標部分，選擇以精簡正規化適配指標 

(parsimony normed fit index, PNFI)作為說明模式精簡性的指標，它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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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度的數量，加進預期適配程度的考量中，作為判斷模式精簡程度

的一種較受歡迎的指標，其可能值域為0~1，雖然沒有固定的數值可

供判斷之用，但數值較高，則表示其有較為精簡的適配程度。 

 

（四）基本適配度指標： 

本研究在基本適配度指標部分，以誤差變異數、因素負荷量為考

量。誤差變異數須為實數，其判斷規準為無負值，且達顯著水準；因

素負荷量須為實數，其值介於0.5~0.95 之間較為理想。 

 

（五）內在適配度指標： 

本研究在內在適配度指標部分，以Ｒ2 為考量。其值須為正的實

數，且達顯著水準。 

表4-39 本研究模式採用之適配度判斷標準 

適配指標 可能的值域 判斷規準及詮釋 
1、整體適配度指標 
SRMR 0 到正的實數 ＜0.05，表示有良好的適配度

GFI 0 到 1  ＞0.9，表示有良好的適配度 
2、比較適配度指標 
NFI 0 到 1 ＞0.9，表示有良好的適配度 
NNFI 0 到 1 ＞0.9，表示有良好的適配度 
CFI 0 到 1 ＞0.9，表示有良好的適配度 
3、精簡適配度指標 
PNFI 0 到 1 較高較好，代表有精簡適配度

4、基本適配度指標 
誤差變異數 實數 無負值，且達顯著水準。 
參數間相關的絕對值 正的實數 不能太接近 1 
因素負荷量(λ值) 實數 介於.5~ 
5、內在適配度指標 
R2 正的實數 達顯著水準 
資源來源：潛在變項模式：SIMPLIS 的應用（133~134 頁），余民寧，

2006，台北：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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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校長工作價值觀、重要他人支持、自我效能感與工作選擇的

推拉互動關係模式之完全標準解 
 

二、模式適配度指標之結果分析 

(一)整體適配度指標 

本研究在整體適配度指標部分，SRMR 為0.029，符合其判斷值

須< 0.05，表示殘差較小；GFI 為0.92，可見本研究模式具有良好的

整體適配度。 

 

（二）比較適配度指標 

本研究在比較適配度指標部分，NFI 為0.98，符合判斷值須 >.90 

的規準；NNFI 為0.97，符合判斷值須>0.90 的規準；CFI 為0.98，

符合判斷值須 >0.90 的規準。綜上所述，本研究模式具有良好的比

較適配度。 

 

（三）精簡適配度指標 

本研究在精簡適配度指標部分， PNFI 為0.63，符合其可能值

域為0~1的判斷規準，數值較高，顯示本研究模式符合精簡適配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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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本適配度指標 

由表4-40 可看出，所有因素負荷量(即λ值)皆達顯著水準，而

且誤差值都沒有負值，皆達顯著水準，可見本研究模式的基本適配度

良好。 

 

（五）內在適配度指標： 

本研究在內在適配度指標部分，Ｒ2 值均為正的實數，且達顯著

水準，可見本研究模式的內在適配度良好。 

 

 

表4-40本研究之模式適配度參數估計結果 

參數 因素負

荷量 

t 值 參數 誤差變

異數 

t 值 Ｒ2 值 評鑑指標 

λX1 0.87 17.30*** δ1 0.24 6.81*** 0.76 

λX2 0.90 18.23*** δ2 0.18 5.30*** 0.82 

λX3 0.74 14.08*** δ3 0.45 10.37*** 0.56 

λX4 0.88 17.90*** δ4 0.22 6.30*** 0.79 

λX5 0.94 20.18*** δ5 0.12 6.07*** 0.87 

λX6 0.87 18.10*** δ6 0.25 9.25*** 0.76 

λY1 0.94 ------- ε1 0.11 6.39*** 0.89 

λY2 0.80 19.29*** ε2 0.35 10.52*** 0.65 

λY3 0.77 17.72*** ε3 0.40 10.76*** 0.60 

λY4 0.84 21.61*** ε4 0.29 10.07*** 0.71 

CFI = 0.98 

NFI = 0.98 

NNFI= 0.97 

PNFI= 0.63 

SRMR=0.029

GFI = 0.92  

γ11 =0.11 

γ12 =0.41 

γ13 =0.45 

 

註 ***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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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 本研究互動模式之參數估計結果與適配度指標之比較情形 

適配指標 判斷規準及詮釋 研究結果 
1、整體適配度指標 符合整體適配度指標 
SRMR ＜0.05，表示有良好的適配

度 
0.029，符合判斷規準，

具有良好適配度 
GFI ＞0.9，表示有良好的適配度 0.92，符合判斷規準，

具有良好適配度 
2、比較適配度指標 符合比較適配度指標 
NFI ＞0.9，表示有良好的適配度 0.98，符合判斷規準，

具有良好適配度 
NNFI ＞0.9，表示有良好的適配度 0.97，符合判斷規準，

具有良好適配度 
CFI ＞0.9，表示有良好的適配度 0.98，符合判斷規準，

具有良好適配度 
3、精簡適配度指標 符合精簡適配度指標 
PNFI 較高較好，代表有精簡適配

度 
0.63，符合判斷規準，

具有相當適配度 
4、基本適配度指標 符合基本適配度指標 
誤差變異數 無負值，且達顯著水準。 誤差變異數為 0.05 ~ 

0.45，符合判斷規準 
參數間相關的

絕對值 
不能太接近 1  

因素負荷量 
(λ值) 

介於.5~.95 之間為理想值 λ值為 0.75 ~ 0.94 之
間，符合判斷規準。 

5、內在適配度指標 符合內在適配度指標 
R2 達顯著水準 R2 為 0.56 ~ 0.95 之

間，符合判斷規準，具

有良好適配度 
 

 

肆、本研究模式指標間之互動影響分析 

依前述分析，本研究模式各項適配度指標均良好，支持本研究模

式的假設。以下就模式指標間之互動影響情形，分別進行探討：一、

本研究模式之前因變項校長工作價值觀之結構模式分析；二、本研究

模式之前因變項重要他人支持之結構模式分析；三、本研究模式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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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變項自我效能感之結構模式分析；四、本研究模式之後果變項校長

工作選擇之結構模式分析；五、工作價值觀、重要他人支持、自我效

能感對校對校長工作選擇的影響效果分析。詳見表4-40 、圖4-2 所示。 

 

一、前因變項校長工作價值觀之結構模式分析 

由圖4-2及表4-40 可以看出：Ｘ1 到Ｘ2，二個測量指標：成長

發展、成就聲望的λ值愈大，則校長工作價值觀的「推」力量愈強。

前因變項校長工作價值觀的二個測量指標之λ值分別為0.87、0.90，其

ｔ值分別為17.30、18.23皆達到0.01的顯著水準。 

Ｘ1 到Ｘ2 二個測量指標也都測量到相同的潛在因素ξ1 (推的

力量)。模式圖左上角的涵義可以解釋為：當校長愈強調成長發展和

成就聲望，則校長的工作價值觀也愈正面，此結果將本研究中「推的

模式」假設關係予以結構化。 

 

二、前因變項重要他人支持之結構模式分析 

由圖4-2及表4-40 可以看出：Ｘ3 到Ｘ4 二個測量指標：家人支

持、職場支持的λ值愈大，則重要他人支持的「推」力量愈強。前因

變項重要他人支持的二個測量指標之λ值分別為0.75、0.89，其ｔ值分

別為14.08、17.90皆達到0.01顯著水準。 

Ｘ3 到Ｘ4 二個測量指標也都測量到相同的潛在因素ξ2 (推的

力量)。模式圖左側的涵義可以解釋為：當家人支持、職場支持愈佳，

則代表重要他人支持的力量也愈強，此結果將本研究中「推的模式」

假設關係予以結構化。 

 

三、前因變項重要自我效能感之結構模式分析 

由圖4-2及表4-40 可以看出：Ｘ5 到Ｘ6 二個測量指標：個人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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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自我效能、一般領導效能的λ值愈大，則自我效能感的「推」力量

愈強。前因變項自我效能感的二個測量指標之λ值分別為，0.93、0.87，

其ｔ值分別為20.18、18.10皆達到0.01的顯著水準。 

Ｘ5 到Ｘ6 二個測量指標也都測量到相同的潛在因素ξ3 (推的

力量)。模式圖左下角的涵義可以解釋為：當個人領導自我效能感、

一般領導自我效能愈佳，則代表自我效能感的力量也愈強，此結果將

本研究中「推的模式」假設關係予以結構化。 

 

四、後果變項校長工作選擇之結構模式分析 

由圖4-2及表4-40 可以看出：Y1 到Y4 四個測量指標：內在滿

足、外在滿足、工作投入、留職承諾的λ值愈大，則校長工作選擇的

「拉」力量愈強。後果變項校長工作選擇的四個測量指標之λ 值分別

為，0.94、0.80、0.77、0.84，其後三者的ｔ值分別為19.29、17.72、

21.61皆達到0.01的顯著水準。 

Y1 到Y4 個測量指標也都測量到相同的潛在因素η1 (拉的力

量)。模式圖右方的涵義可以解釋為：當校長對於工作之內在滿足、

外在滿足、工作投入、留職承諾愈佳，則「拉」校長工作選擇的力量

也愈強，此結果將本研究中「拉的模式」假設關係予以結構化。 

 

五、工作價值觀、重要他人支持、自我效能感對校長工作選擇具有的

影響效果 

而在工作價值觀至校長工作選擇的主要徑路上，徑路係數γ11為

0.11，其t 值為3.67，已達0.01顯著水準；重要他人支持至校長工作選

擇的主要徑路上，徑路係數γ12為0.41，其t 值為13.69，已達0.01顯

著水準；在校長自我效能至工作選擇的主要徑路上，徑路係數γ13 為

0.45，其t 值為15.04，已達0.01顯著水準。亦即前因變項一（工作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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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觀）、前因變項二（重要他人支持）、前因變項三（自我效能感）

及後果變項一（校長工作選擇）具有顯著的影響力。而且校長自我效

能感對於其工作選擇的影響力最大，其次為重要他人支持，工作價值

觀的影響力最小。 

 

由此結果可見，校長的工作價值、重要他人對於校長的支持、校

長本身的自我效能感，會對校長選擇繼續擔任校長是具有顯著的影響

力，而其中校長的自我效能感是最關鍵的因素，其次為重要他人支

持，而工作價值觀對於現職校長的工作選擇影響力最小。 

 

 
第六節 訪談結果分析 

 

本次訪談題綱（參見附錄三）是根據問卷分析的結果而來，並透

過訪談瞭解國民中小學校長對於工作價值、重要他人支持、自我效能

及工作選擇的感受及其背後影響的原因，一方面希望能對問卷分析結

果加以解釋，另一方也希望藉此歸納出具體建議對於教育實務有所助

益。 

本次的受訪者共有十位，國民中學組（J 組）共四名、國民小學

組（E 組）共六名，雖然擔任校長的年資有所差異，但總任教年資皆

有二十年以上。資料彙整時，為保護受訪者的隱私，僅將受訪者編以

代號（參見表 3-2）。再者，為避免有誤解受訪者意涵之處，所以除於

本節引用之外，更將每位受訪者的對話過程以訪談紀要呈現於附錄

四。 

 

一、 長官的提攜對於校長工作選擇有關鍵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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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分析結果發現重要他人的支持，對於校長當初選擇走入這一

行有著相當關鍵的影響，尤其是來自長官的提攜，更是臨門的一腳。 

在擔任出納組長的第七年時，正好考上師大夜間部想要卸下出納工作

時，當時校長就要求我去考主任，說我考上主任才讓我不當出納，所以就

去考考看，從此才踏上行政這條路…，所以我一直覺得是長官的提攜（E1）。 

其實會當校長的原因是當年學校同仁的盛情難卻、非考不可，我們當

年考校長是要比敘獎的，甚至有同仁直接在敘獎中幫我填一個名字，讓我

有足夠的積分…（E4）。 

週遭的人一直鼓勵我，其次是我的母親也是教師，可能是一個楷模吧，

而其實我的真正理想卻是當教授…（J2）。 

 

然而重要他人一詞的定義範圍並非很確定，有時連教育局的業務

承辦人都有可能是重要他人。 

在當補校的組長時，有一次幫主任報名考校長，這時候考試積分要計

算研習時數，我的主任因為證件不齊連續被退件兩次，第三次我再考教育

局核時數的時候，教育局的承辦人問我跑了那麼多次，為何你自己不考呢？

所以才報名考主任，至於考校長時，更是當時的校長直接把報名表交給我，

叫我一定要填，報名之後為了怕丟臉才趕快讀書（J3）。 

 

由於要成為校長並不容易，不僅要先經過一定的主任工作，還要

通過激烈的考試和遴選，通常都要任教十年以上，所以多數人不是在

一開始任教就有當校長的打算，而是都要不斷地受到他人鼓勵，才會

有勇氣走入校長的行列，而其中最關鍵的時候往往都是在擔任主任滿

五年具有報考校長的資格時。 

 

二、 家人的支持在校長工作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校長不但是早出晚歸的工作，而且連假日也參加各種活動，家人

的支持在後來的校長工作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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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的支持是影響校長工作滿意和自我效能很大的因素，我大概算了

一下，去年五十二個禮拜天中，我真正用來陪家人的不到十個，其他都是

參加學校、社區的各種活動（E4）。 

校長如果做得好的話受益的是學校、學生，可是犧牲的卻一定是家人…（E3） 

如果有先生的支持的話，女校長的感受會好很多，隨著時代的改變，

對於女性的限制會愈來愈少，早期還聽說有女校長還會遇到公婆的反對

（J2）。 

至於我個人而言，我也曾經考慮是否要退休，身邊也有校長剛滿五十

歲就退休的例子。在考慮的過程中，家人的態度是很關鍵的，尤其校長的

工作是早出晚歸，家人常常不希望我那麼辛苦，最後也是家人認為我如果

身體還可以的話，不妨再做一任，所以繼續留下來（J2）。 

 

三、 展現自身的能力和擁有揮灑空間是校長職務的特性 

問卷分析結果發現成長發展、成就聲望等工作價值觀、自我效能

感與於校長工作選擇上有些明顯的影響，而多數在訪談也認為會當校

長是為了肯定自我。 

我一直覺得我當時的校長很爛，一直在想連他都可以來當校長，為什

麼我不能？所以我當校長是一方面是為了符合社會的期待，同時也是對自

己的一種挑戰（E2）。 

當時師專畢業分發去國小教書時，許多同學都覺得自己的能力不止於

教書而已，所以有些人繼續讀到博士後去大學教學，而我則選擇走主任、

校長這條路（E3）。 

當級任教師太久了，一直想換一下工作找尋不一樣的挑戰，所以轉換

到主任，當主任就要周遊列國去不同的學校去見識，過了一陣子就會又找

尋新的挑戰所以才來當校長（E5）。 

 

四、 男女校長之間領導風格及工作感受有相當顯著的不同 

問卷分析結果發現女性重要他人的支持、自我效能感及工作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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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些明顯的差異，女校長們多半認為是自身的公關能力較差，不利

於校務。 

身為女校長我也會與社區互動，社區有活動我就會主動參與，如果社

區沒有活動我就會把活動帶進來，像我現在就組織社區的元極舞，但是我

還是堅持滴酒不沾，或許會有人覺得我這個校長不喜歡跟人家應酬、或是

與民意代表博感情，但是我還是認為實際辦學績效比較重要，我不喜歡靠

交際應酬來拿經費（E1）。 

女校長在應酬場合也比較吃虧，男校長往往三杯下肚之後，可以跟地

方民代、社區人士打成一片，所以甚至有些地方人士會要求教育局給他們

一個男校長。這點我也承認我在個人行銷方面比較弱一點…（J2）。 

 

然而雖然女校長在重要他人支持、自我效能感、工作選擇的感受

比男校長差，但是實際的工作表現，兩者的差異性卻並不明顯，男校

長們多半認為是因為女校長本身的期望太高，所以導致失望也高。 

女校長也比較習慣在學校內做事，而不喜歡與社區互動，導致無法與

社區人士建立良好的關係，當然也會影響她們的辦學；最後也可能是個人

的標準太高，一個學校辦不好，其實不是完全是校長的錯，因為這有許多

客觀因素，而一個學校辦得好，其實也不能完全歸功給校長，因為這往往

是這所學校本身體質就很好，而女校長常常會對自己的要求太高而失望更

高（E4）。 

應該是比較基準的問題，她們在女性團體之中已經是很優秀的份子，

或是許我推論她們感受不佳的原因是把自己的實際表現跟理想中的校長在

做比較（J1）。 

其實性別的關係可能不大，個性的因素可能比較大！工作滿足、自我

效能都是自己心裏的感受，如果把標準設得太高，自然而然無法滿意，而

一些校長因為社會化程度比較高，他就會比較接受現在的表現。可是現在

甄選筆試的制度，會選出一些比較好高騖遠的校長，雖然他們都很優秀，

可是因為經驗不足，不知道學校教育當中有些客觀無法改變的因素，所以

就容易失望（E2）。 



 182

 

而在領導風格的差異，可能也是造成工作感受差異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女校長比較「龜毛」，對於下屬的要求比較細，這就會遭到

更多的批判，這會導致自我效能感下降（E6）。 

男女處事的方式確實是不一樣，女性本來就比較細心，所以當校長時

對於下屬的要求也會比較細；而男性比較大而化之，所以對於下屬會有更

多的授權（J2）。 

男女校長在面對問題的方式有很大的差異，女校長往往會考慮更多人

的層面，而比較少就事論事，或許這也是原因之一吧…（J1）。 

 

五、 升學壓力及管教難題影響國中校長的感受 

問卷分析結果發現國中校長與國小校長在自我效能感、重要他人

支持、工作滿意、工作選擇有明顯的差異，而升學壓力是很重要的因

素。 

升學率已經成為評鑑國中校長好或壞的指標，可是明星國中就是那麼

幾所，放眼台北縣大概只有十幾間而己，除了這十幾個校長能抬頭挺胸之

外，我看多數的校長只能垂頭喪氣，而國小卻沒有這種問題，所以問卷分

析上會出現這種結果（E5）。 

評鑑國中校長的好壞是靠升學率；而國小雖然有能力檢測，但是因為

結果一直沒有公布也沒有校際排名，所以沒有對學校產生直接的壓力。本

來學生的素質就是常態分配，所以學校升學率要高，校長常常必須玩弄一

些小技巧，而這些招式卻又於法不合，所以國中校長的成就感是建立在驚

恐之上，當然工作滿意、自我效能感會比較差（E2）。 

升學壓力是國中校長最頭痛的，整天搞升學是違反教育理念、也違背

自己當校長的理念，還沒聽過有誰當初是為了提高升學率而走入校長這一

行的。但是社會價值觀卻又如此重視，忽視學生其他能力，可是如果真的

要晚自習、分班卻違背上級規定（E4）。 

國中有升學問題，而校長面對升學率不佳卻是非戰之罪，升學不是在

辦教育，但是卻成為家長評鑑校長的重要指標，但是校長就算有心拚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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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所好學生流失、教師不願意配合課輔的學校，校長常常會裏外不是

人，自然而然會有不如歸去的感覺（E3）。 

國中受到升學考試的影響，校長的發揮空間比國小小很多，我是很喜

歡給學生多元的嘗試、社團活動和發揮創意的空間，但是面對現實的升學

考試，要考慮到學生、家長還有教師的需求，國中的生態就會不同於國小。

甚至於我不諱言的說，升學考試已經快要變成國中校長辦學的全部了，只

要學生考得好，學校和校長都會受到家長的肯定（J1）。 

 

而國中學生進入叛逆期，無論是對家長、教師乃至於校長而言，

管教問題都是另一個令人頭痛的因素。 

國中生也不同於國小學生那樣地服從、好教，每天我們都會面對學生

的管教問是。而資深的國小校長可能是學生心中慈祥的爺爺、奶奶，但是

在國中的話，則是會被學生所排斥。像我現在還能跟學生打籃球，未來如

果年紀再大一些，跟學生的代溝可能就會更深了（J1）。 

國中學生沒有國小那麼好教，現在髪禁解除之後，學校光是在服裝儀

容上就引發不少的風波。我們學校甚至有老師被家長罵到哭的例子，所以

當然也會影響到校長的感受（J2）。 

教育政策雖然以多元學習為主，但是家長還是只重視升學率，校長在

兩種目標下陷入天人交戰。加上青少年成長階段，輔導管教問題難以化解，

校長亦在教師與家長之間拔河。最糟糕的是學校行政常常換人，有時還找

不到人，上來的人不僅經驗不足，動力也不夠，造成校長無法授權（J4）。 

 

六、 教育行政倫理是有志於校長的人最重要的核心能力 

問卷分析結果發現校長一般領導效能和個人領導自我效能對於

工作選擇顯著的影響，在訪談中多數校長卻將對於教育行政的倫理

（註：受訪者原使用『教育哲學』一詞，唯縱觀其意應該為『教育行

政倫理』較為貼切）列入校長的核心能力之中，而且遠比其他能力來

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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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中心思想，這是從當教師、主任以來，一貫對教育的看法，

這樣才會知道自己當校長要做些什麼，其次才是溝通協調的能力或是行政

的能力，最後是要熟悉法令規定（E3）。 

當校長最重要的是不斷地驗證自己的教育理念，凡事在做之前都要先

能說服自己，並且通過別人的批判。這是哲學和價值方面的問題，但是也

是當校長最重要的功課，因為每做一次決定時，你都必須能說服自己、說

服別人。其次是學校行政的能力（J1）。 

其實現在許多教師的反省能力很差，只把自己侷限在教學中、教室，

完全不管外在環境的改變。所以當主任一定要有反省力、前瞻力，視野要

廣，簡單的說就是哲學的思考，再來是是組織、統整、負責、執行、人際

關係…等能力，而更重要的有付出的熱忱，當行政必然會犧牲一些時間，

但是事先妥善的規劃，還是可以彌補的（J2）。 

很重要的是自己的教育理念，什麼都想要的結果往往是什麼都要不

到！必須要有自己的哲學觀去取捨。其次是行政的歷練…（E4）。 

 

然而在校長培育過程中，教育行政倫理卻很少被視為是一種能

力，而何以產生這種落差，可能因為這些校長在擔任主任的時候已經

慢慢地培養出相關能力，或是擔任校長所需要的能力太多了，只強調

最核心的部分。 

其實只要是經過教師、主任，這一路歷練過來的，基本能力大致都 OK，

重要的是人格特質，是不是喜歡與人互動、是不是具有前瞻性，對於現況

有沒有創新的能力，這種的人就可以是當校長（E5）。 

解決問題的能力，其實這就包括了各式各樣的能力，其次是帶領願景

的能力及本身專業成長的能力。此外，體力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因為教師

擔任行政的意願很差，所以組長、主任的做事態度往往不會很積極，當校

長的人除了要做自己的事之外，有時還要處理屬於主任或組長的業務（J3）。 

校長的培育課程不可能太長，因為時間過長的話，就必須抽離教育現

場，所以充其量只是模擬未來的工作，再次提醒新校長要注意那些事（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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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職務輪調、增加授權與全心工作是培養未來校長的常用方式 

訪談中多數校長認為如果有主任有心報考校長的話，全心投入現

在工作是現任校長最常用的方式，其次是有計畫的職務的輪調、逐步

增加授權，給主任成長的空間。 

如果有主任要走校長之路，我會先要他全心投入工作，從工作中去體

會，每次校長甄試的題目很少有人完全寫不出的，那些都是很實務的題目，

絕對不是高深的學問，而是很實務的應對（E4）。 

工作中要踏實，從實際工作中去累積心得，校長的筆試題目並不是書

本，而是來自於實際工作之中（E1）。 

對於有心擔任校長的人，其實我會跟他討論一些事，讓他選擇事情應

該怎麼做，因為「假傳萬卷書、真傳一句話」，這樣他才會成長（J3）。 

如果真的主任有意願要當校長的話，我會給他更多的機會歷練，除了

工作輪調之外，我會把他推到前面，讓他有機會能獨當一面（J1）。 

如果學校有主任有心擔任校長的話，我會將我的經驗分享給他，透過

舉辦活動，半強迫的方式讓他參加，讓他有機會知道當行政的生活不能準

時下班、更多的付出、更多的收穫（E2）。 

主任應加強宏觀的思維、柔軟度、人際溝通、法律知能、課程領導能

力…，此外，好的體能也是很重要的，另外在走入行政之前一定要爭取配

偶及親人的認同。實務上取得經驗是最有效的方法，把握各種機會不斷的

進修、分享、閱讀…，現在不是有很多的研習、進修機會嗎？我會鼓勵有

心人趁早把握（J4）。 

 

八、 對未來教育的願景影響資深校長留任的意願 

受訪的校長大都已經具備退休的基本條件，在留下來工作待遇也

無法提高，退休後又可以有自己的生活時，而選擇留下的原因是為了

教育願景或是使命感，而物質的影響力則顯得很少。 

尤其是對這些資深校長而言，錢或名已經不再那麼的重要，重要的是

教育局能不能給校長一個願景，讓他們有繼續留下來奮鬥的理由，我們常



 186

要求校長對學校要有願景，可是教育局的願景在那裏？校長需要的是一種

使命感！（J1）。 

如果重新選擇我也會選擇再當校長，畢竟面對國家教育的現況，還是

要有一些人有使命感，或許有人會說我是唐吉軻德吧！（J2）。 

至於我個人如果到了退休年齡，我就會選擇退休，因為身邊有好幾個

朋友都是在五十幾就離開了，我會選擇留一些時間給自己，不要讓自己過

得那麼苦。如果真的要說留住校長的話，其實不在於那區區的幾千元，都

已經到了可以退休的時候，還有誰會缺那些錢，缺的是尊重！（E3） 

我是聽說當年輕的校長要退休時，局長常會登門拜訪以挽留好校長，

不過我還是覺得如果當校長一段時間，就難有突破，再換也沒什麼學校可

以換，雖然說學校有大小之分，但是校長卻很難有大小之分，不如說換個

環境尋找生命的第二春。（E5） 

 

 

九、 校長有責無權是校長工作不滿意的主因 

受訪校長中對於現在校長有責無權及教育局缺乏担當、及對校長

缺乏尊重最為不滿。 

目前的問題校長既沒有蘿蔔，也沒有棍子，法令對於教師的保護太過，

有些連我們自己的小孩都不敢讓他教的老師，還是拿他莫可奈何，而對於

真正努力的老師，又沒有任何的實質獎勵，所以我每次看這些努力的老師

都是心懷愧疚。對於行政人員的待遇不是相當理想，行政人員一直處於付

出大於回饋的狀況下，這雖然是正常的但是卻不合理，嚴重影響教師擔任

行政的意願（J3）。 

對現在最不滿意的是教育的大環境，使得校長不能充分的發揮，但這

不是單單縣市教育局的責任，而是我們大家的責任，只不過教育人員要負

的比例比較高，家長的教育觀念也要改，這樣教育才有希望（J1）。 

制度是最大的問題，現在的校長是有責無權，很難發揮的。教育政策

的變動，校長的著力點很少，我也曾經參加過九年一貫的會議，會中沒有

一個校長贊成，但是九年一貫的政策還是通過了。而且現在常常要求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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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溝通、協調，不能帶有情緒、個人的主觀，這樣反而讓人更難發揮（E4）。 

校長辦學愈來愈辛苦，教育局沒有考慮到校長是教育局派出來的，如

果校長真的有不對的地方，也應該要由教育局自己來處理。不能一方要求

校長，又不給校長支持，這樣要馬兒好，又要馬兒不吃草的校長（E3）。 

現在的問題是教育的生態，過去是為了避免校長胡作非為，所以設下

像是教師會、家長會…這些的機制，搞得校長反而無所作為，像我們現在

幾乎每天都有會議，最多的時間都花在溝通協調上，而溝通了那麼久，老

師也不見得會接受。現在一所學校只要有 10%~20%的教師肯用心投入，這

所學校一定會得優質經營學校獎（E6）。 

 

其次，校長在面對學校突發事件時或地方民意代表的壓力

時，往往感受不到教育局的支持。 

教育局的長官對於學校實際狀況可能不是很清楚，本來督學、課長應

該扮演的角色是下情上達，可是一旦學校有壞消息見報時，長官們來學校

受到新聞報導的影響，所以第一件事就是調查校長有沒有犯錯。平日口口

聲聲說關心校長，出事的時候卻又感受不到長官們的支持（J2）。 

現在的問題是教育局往往不敢承擔責任，比方說明明是教育局自己規

定的編班作業要點，面對議員的關說卻又推給學校決定，我們學校新建工

程出現糾紛，政風、會計依舊推給學校自己處理，根本就沒有勇氣！甚至

於不客氣的說擺我們一道的就是教育局自己（E2）！ 

不滿意的地方則是有責無權、資源不足、應付層面太多而失去自我，

無正常屬於自己的假日，還要應付一些八卦媒體。教育主管機關應從法制

面來解決，要有更多的擔待，不要凡事說權力下放，但校園內部常無有效

的共識難有效運作，對於學校還是要有一定程度的約束與引導（J4）。 

 

 
第七節 綜合討論 

 

本節依前述六節之研究結果，做進一步分析與討論。本研究經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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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調查統計，分析說明國民中小學校長工作價值觀、重要他人支持、

自我效能感與工作選擇的現況外，亦運用變異數分析的統計方法，分

析不同背景變項的校長在工作價值觀、重要他人支持、自我效能感與

工作選擇的差異情形，並進一步探討工作價值觀、重要他人支持、自

我效能感與工作選擇的關係、預測情形及模式適配度。唯國內以校長

為主之研究數量仍不足以供本研究參照之用，故佐以訪談結果加以說

明： 

壹、校長工作價值觀、重要他人支持、自我效能感及工作選擇的現況 

一、國民中小學校長工作價值觀的現況分析討論 

本研究發現國民中小學校長的工作價值觀量表得分平均數為

58.22，平均數除以題數為 4.16，得分的程度屬高度。由此可見，國

民中小學校長在整體工作價值觀的實際情形良好。研究發現與白華國

（2006）、蔡秀香（2006）研究結果一致。 

至於校長在工作價值觀兩個向度的得分情形，依序為「成就聲

望」、「成長發展」，其平均數除以題數分別為 4.13、4.06。從上述的

資料發現校長工作價值觀上的「成就聲望」、「成長發展」都相當高。

究其原因，可能與校長職位是教育人員所能追求的最高職務，並且具

有較大的發揮空間有關，訪談過程中，受訪對象 E2、E5、E6、J1、

J3 亦有同樣的看法。  

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校長所知覺的工作價值觀中，以「在工作中

有充裕的進修機會」的得分最低，究其原因，可能在於校長進修機會

不夠或是缺乏相關的課程可供選擇，其真正原因值得未來研究者進一

步探討。 

 

二、國民中小學校長重要他人支持的現況分析討論 

本研究發現國民中小學校長的重要他人支持量表得分平均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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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25，平均數除以題數為 3.85，得分的程度屬中高。由此可見，國

民中小學校長在整體重要他人支持的實際情形良好，與謝菊英（2002）

研究結果相同。 

至於校長在重要他人支持兩個向度的得分情形，依序為「職場支

持」、「家人支持」，其平均數除以題數分別為 3.87、3.82。從上述的

資料發現校長重要他人支持中的「職場支持」、「家人支持」都相當高。

訪談過程中，受訪對象 E2、E4、J3 皆認為當初會走入校長這路，長

官的提攜扮演著關鍵的角色，這與鄭茱月（2002）的研究結果相同，

而受訪對象 E3、E4、J2、J4 則特別指出在校長的工作生活中，家人

的默默支持也有相當重要的影響。  

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校長所知覺的重要他人支持中，以「家人會

同意我到離家很遠的學校服務」的得分最低，究其原因，可能在於通

勤時間過長是阻礙校長工作選擇的重要因素，其真正原因值得未來研

究者進一步探討。 

 

三、國民中小學校長自我效能感的現況分析討論 

本研究發現國民中小學校長的自我效能感量表得分平均數為

71.91，平均數除以題數為 3.99，得分的程度屬中高。由此可見，國

民中小學校長在整體自我效能感的實際情形良好。 

至於校長在自我效能感兩個向度的得分情形，依序為「一般領導

效能」、「自我領導效能」，其平均數除以題數分別為 4.02、3.97。從

上述的資料發現校長自我效能感中的「一般領導效能」、「自我領導效

能」都相當高。訪談過程中，受訪對象 E2、E3、E5 皆認為當初會走

入校長這路，肯定自我的能力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校長所知覺的自我效能感中，以「校長領導

能力之間的差異，是導致學生學習結果差異的主因之一」的得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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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究其原因，可能在於國內教育客觀條件導致校長對於學生的學習

結果提昇有無力感，受訪對象 E2、E3、E4、E5、E6、J4 對此的看法

相當一致，唯其真正原因值得未來研究者進一步探討。 

 

四、國民中小學校長工作選擇的現況分析討論 

本研究發現國民中小學校長的工作選擇量表得分平均數為

125.93，平均數除以題數為 3.82，得分的程度屬中高。由此可見，國

民中小學校長在整體工作選擇的實際情形良好，而外在滿足與內在滿

足方面則與王富美（2006）、林瑞錫（2001）、施建隆（2005）、陳怡

汝（2003）、蘇進棻（1990）的研究結果相同。 

至於校長在工作選擇四個向度的得分情形，依序為「留職承諾」、

「內在滿足」、「工作投入」、「外在滿足」，其平均數除以題數分別為

4.12、3.90、3.71、3.51。從上述的資料發現校長工作選擇中的「留職

承諾」最高。訪談過程中，受訪對象 J1、J2、J3、J4 皆認為如果重新

再選擇一次，還是會走入校長這路，因此留職承諾的得分情形最佳。  

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校長所知覺的工作選擇中，以「外在滿足」

的得分最低，究其原因，可能在於校長對於長期付出大於回收的工作

條件感到不滿，其中又以「上級不僅會告訴我做什麼，還會指導我如

何做」得分最低，值得有關部門深入檢討。 

 

貳、不同背景變項在校長工作價值、重要他人支持、自我效能感與工

作選擇得分情形的差異分析 

一、不同背景變項在校長工作價值觀得分的差異分析討論 

根據本研究發現，學校類別、校長學歷、總服務年資、擔任校長

的年資、性別、學校區域等六個不同的背景變項，在校長工作價值觀

量表的得分有差異情形存在，歸納如表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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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校類別在工作價值觀得分上的差異分析討論 

國民中學校長與國民小校長在工作價值觀量表及其分向度的得

分上並無顯著的差異，與白華國（2006）、蔡秀香（2006）的研究結

果一致。推究其原因，國民中小學校長的產生方式相當一致，皆為教

育人員所能追求的最高職務有關，在訪談結果中，受訪者無論是國中

與國小校長，其當初擔任校長的理由非常相近。 

 

（二） 校長學歷在工作價值觀得分上的差異分析討論 

具有碩士學歷的校長與學士學歷的校長在工作價值觀量表及其

分向度的得分上並無顯著的差異，與白華國（2006）、蔡秀香（2006）

的研究結果一致。推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國內校長的素質相當高，

而且由成為校長必需經過激烈的考試，多數的校長人員都已具備一定

的學養，所以在學歷一項無法產生差異。 

 

（三） 總服務年資在工作價值觀得分上的差異分析討論 

不同服務年資的校長在工作價值觀量表及其分向度的得分上並

無顯著的差異。推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國內校長的素質相當高，而

且由成為校長必需經過激烈的考試，多數的校長人員所能追求的最高

職務有關。 

 

（四） 擔任校長年資在工作價值觀得分上的差異分析討論 

不同校長年資的校長在工作價值觀量表及其分向度的得分上有

顯著的差異，且呈現 13 年以上的校長優於 1~4 年、5~8 年、9~12。

推究其原因，可能是因校長到了第四任開始，更能肯定自己而瞭解自

己為何而工作。 

 



 192

（五） 性別在工作價值觀得分上的差異分析討論 

不同性別的校長在工作價值觀量表及其分向度的得分上有顯著

的差異，且呈現男的校長優於女校長。推究其原因，可能是因工作價

值觀與重要他人支持及自我效能感相關，而女性校長這兩者的得分也

較低所致，唯與蔡秀香（2006）研究結果並不相同，有待未來研究者

進一步研究探討。 

 

（六） 學校區域在工作價值觀得分上的差異分析討論 

不同學校區域的校長在工作價值觀量表及其分向度的得分上有

顯著的差異，且呈現南部的校長低於北部、中部、東部及離島地區。

推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工作價值觀與重要他人支持有關，而南部校

長所感受到的重要他人支持較低所致，唯國內尚缺乏類似研究，值得

未來研究者從事地區性研究做進一步探討。 

 

二、不同背景變項在校長重要他人支持得分的差異分析討論 

根據本研究發現，學校類別、校長學歷、總服務年資、擔任校長

的年資、性別、學校區域等六個不同的背景變項，在重要他人支持量

表的得分有差異情形存在，歸納如表 4-43。 

（一） 學校類別在重要他人支持得分上的差異分析討論 

國民中學校長與國民小校長在重要他人支持量表呈現國小低於

國中的情況，但在其分向度的得分上並無顯著的差異，亦即國中校長

所受到的重要他人支持度較低。推究其原因，國民中學一方面要面對

升學壓力，而又要處理學生輔導管教的難題，因此國中校長會需要更

多人的支持與鼓勵才有辦法繼續經營校務，受訪談對象 E1、E2、E3、

E4、E5、E6、J1、J2、J3、J4 都有類似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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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 不同背景變項在校長工作價值觀得分之差異檢定結果摘要表 

背景變項 成長發展 成就聲望 總量表 

學
校 

類
別 

1、國中 

2、國小 
無顯著差異 無顯著差異 無顯著差異

校
長 

學
歷 

1、碩士 

2、學士 
無顯著差異 無顯著差異 無顯著差異

總
服
務
年
資 

1、 0~12 年 

2、13~20 年 

3、21~28 年 

4、29 年以上 

無顯著差異 無顯著差異 無顯著差異

擔
任
校
長 

年
資 

1、1~4 年 

2、5~8 年 

3、9~12 年 

4、13 年以上 

4>1 
4>2 
4>3 

4>1 
4>2 
4>3 

4>1 
4>2 
4>3 

性
別 

1、男 

2、女 
1>2 1>2 1>2 

學
校
地
區 

1、北部 

2、中部 

3、南部 

4、東部及離島 

1>3 
2>3 
4>3 

1>3 
2>3 
 

1>3 
2>3 
4>3 

 

（二） 校長學歷在重要他人支持得分上的差異分析討論 

具有碩士學歷的校長與學士學歷的校長在重要他人支持量表及

其分向度的得分上並無顯著的差異，此結果與謝菊英（2002）研究結

果不同。唯推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國內校長的素質相當高，而且成

為校長必需經過激烈的考試，多數的校長人員都已具備一定的學養，

所以在學歷一項無法產生差異。 

 

（三） 總服務年資在重要他人支持得分上的差異分析討論 

不同服務年資的校長在重要他人支持量表及家人支持分向度的

得分上有顯著的差異，且呈現服務在 29 年以上的校長高於 21~28 年

的校長。推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服務 29 年以上與服務 21~28 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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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正好是剛跨過法令自願退休的年齡門檻，此時選擇留在崗位的校

長，應該是受到更多他人的支持所致，受訪談對象 E1、E2、E4、E5、 

J2 都有類似的看法。 

 

（四） 擔任校長年資在重要他人支持得分上的差異分析討論 

不同校長年資的校長在重要他人支持量表及其分向度的得分上

有顯著的差異，且呈現 13 年以上的校長優於 1~4 年、5~8 年、9~12

年。推究其原因，可能是因校長到了第四任開始，在整個校長生涯已

經達到成熟，更能受到外界的支持與肯定，受訪談對象 E1、E2、E3、

E4、E5、J1、J2、J3 都有類似的看法。 

 

（五） 性別在重要他人支持得分上的差異分析討論 

不同性別的校長在重要他人支持量表及其家人支持分向度的得

分上有顯著的差異，且呈現男校長優於女校長。推究其原因，可能是

因校長必須長期投入工作，早出晚歸不易受到家人的支持所致，而受

訪談對象 E3、E4、E5、E6、J1、J2、J3、J4 都有類似的看法，並與

鄭茱月（2002）、謝菊英（2002）的研究結果相同，同時亦與李惠茹

和唐文慧（2004）、郭靜姿（2006）、Fassinger（1985）、Hansen

和 Hall（1997）、Reddin（1997）的論述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職場支

持分向度並無顯著差異，似可推論職場中並未因性別而對校長有所歧

視，唯本研究並非性別研究，故有待未來研究者進一步探討。 

 

（六） 學校區域在重要他人支持得分上的差異分析討論 

不同學校區域的校長在重要他人支持表及其分向度的得分上有

顯著的差異，且呈現南部的校長的職場支持度顯著低於北部、中部、

東部及離島地區。推究其原因，可能是因南部（嘉義、台南、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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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地區的教育環境生態所致，值得未來研究者從事地區性研究做

進一步探討。 

 

表 4-43 不同背景變項在重要他人支持得分之差異檢定結果摘要表 

背景變項 家人支持 職場支持 總量表 

學
校 

類
別 

1、國中 

2、國小 
無顯著差異 無顯著差異 2>1 

校
長 

學
歷 

1、碩士 

2、學士 
無顯著差異 無顯著差異 無顯著差異

總
服
務
年
資 

1、 0~12 年 

2、13~20 年 

3、21~28 年 

4、29 年以上 

4>3 無顯著差異 4>3 

擔
任
校
長 

年
資 

1、1~4 年 

2、5~8 年 

3、9~12 年 

4、13 年以上 

4>1 
4>2 
4>3 

4>1 
4>2 
4>3 

4>1 
4>2 
4>3 

性
別 

1、男 

2、女 
1>2 無顯著差異 1>2 

學
校
地
區 

1、北部 

2、中部 

3、南部 

4、東部及離島 

1>3 
 

1>3 
2>3 
4>3 

1>3 
 

 

三、不同背景變項在校長自我效能感得分的差異分析討論 

根據本研究發現，學校類別、校長學歷、總服務年資、擔任校長

的年資、性別、學校區域等六個不同的背景變項，在校長自我效能感

量表的得分有差異情形存在，歸納如表 4-44。 

（一） 學校類別在校長自我效能感得分上的差異分析討論 

國民中學校長與國民小校長在自我效能感量表並無顯著差異，但

在其個人領導分向度的得分上有顯著的差異，呈現國中校長的個人領

導效能感較國小校長低。推究其原因，國民中學的規模一般而言較國

民小學大，且長期採用分科教學，校長的行政管理及教學領導困難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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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所致，唯國內尚缺此部分研究，更突顯本研究的價值。 

 

（二） 校長學歷在自我效能感得分上的差異分析討論 

具有碩士學歷的校長與學士學歷的校長在一般領導分向度的得

分上有顯著的差異，且呈現碩士顯著低於學士校長的情況，即具有碩

士學歷的校長，對於校長領導對於學校的影響力持較負面的看法。推

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長期學界一直在討論校長領導對於學生成就的

影響為何，究竟是直接影響、間接影響、抑或是無關，所以在受過研

究所教育之後，反而產生更大的疑惑。 

 

（三） 總服務年資在自我效能感得分上的差異分析討論 

不同服務年資的校長在自我效能感量表及其分向度的得分上有

顯著的差異，且呈現服務在 29 年以上的校長高於 13~20、21~28 年的

校長，其結果與 Lucas (2003)、Lyons 與 Murphy (1994)的研究結果一

致。推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服務 29 年以上多半是屬於資深校長，

在經驗豐富之後，應該處理校務會更游刃有餘，受訪談對象 E1、E2、

E3、E4、E5、E6、J1、J2、J3 都有類似的看法。 

 

（四） 擔任校長年資在自我效能感得分上的差異分析討論 

不同校長年資的校長在自我效能支持量表及其分向度的得分上

有顯著的差異，且呈現 13 年以上的校長優於 1~4 年、5~8 年、9~12

的校長。推究其原因，可能是因校長到了第四任開始，在整個校長生

涯已經達到成熟，應該處理校務會更游刃有餘而感受自我效能提昇所

致，受訪談對象 E1、E2、E3、E4、E5、J1、J2、J3 都有類似的看法。 

 

（五） 性別在自我效能感得分上的差異分析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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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性別的校長在自我效能感量表及其分向度的得分上有顯著

的差異，且呈現男的校長優於女校長，其結果與 Lucas (2003)、Lyons

與 Murphy (1994)的研究結果一致。推究其原因，可能是因自我效能

感與重要他人支持有關，而女性校長在重要他人支持的得分較低所

致，而受訪談對象 E2、E5、E6、J1、J3 則提出另外的解讀，認為自

我效能感高低，完全是個人感受所致，女性校長的自我效能感較低是

因為女性校長對於教育的期望過高，導致失望也高所致，唯本研究並

非性別研究，故有待未來研究者進一步探討。 

表 4-44 不同背景變項在校長自我效能感得分之差異檢定結果摘要表 

背景變項 個人領導 一般領導 總量表 

學
校 

類
別 

1、國中 

2、國小 
2>1  無顯著差異 無顯著差異

校
長 

學
歷 

1、碩士 

2、學士 
無顯著差異 2>1 無顯著差異

總
服
務
年
資 

1、 0~12 年 

2、13~20 年 

3、21~28 年 

4、29 年以上 

4>3 4>2 
4>3 

4>2 
4>3 

擔
任
校
長 

年
資 

1、1~4 年 

2、5~8 年 

3、9~12 年 

4、13 年以上 

4>1 
4>2 
4>3 

4>1 
4>2 
4>3 

4>1 
4>2 
4>3 

性
別 

1、男 

2、女 
1>2 1>2 1>2 

學
校
地
區 

1、北部 

2、中部 

3、南部 

4、東部及離島 

1>3 
2>3 
4>3 

1>3 
4>3 

1>3 
2>3 
4>3 

 

 

（六） 學校區域在校長自我效能得分上的差異分析討論 

不同學校區域的校長在自我效能感量表及其分向度的得分上有

顯著的差異，且呈現南部的校長的職場支持度顯著低於北部、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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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及離島地區。推究其原因，可能是自我效能感與重要他人支持有

關，而南部校長所感受到的重要他人支持較低所致，唯國內尚缺乏類

似研究，值得未來研究者從事地區性研究做進一步探討。 

四、不同背景變項在校長工作選擇得分的差異分析討論 

根據本研究發現，學校類別、校長學歷、總服務年資、擔任校長

的年資、性別、學校區域等六個不同的背景變項，在校長工作選擇量

表的得分有差異情形存在，歸納如表 4-45。 

（一） 學校類別在校長工作選擇得分上的差異分析討論 

國民中學校長與國民小學校長在工作選擇量表及其內在滿足、外

在滿足、工作投入等分向度皆有顯著差異，呈現國中校長的工作選擇

較國小校長低，與蘇進棻（1990）研究結果並不相同。推究其原因，

國民中學一方面要面對升學壓力，而又要處理學生輔導管教的難題，

因此國中校長會有不如歸去的感覺，受訪談對象 E1、E2、E3、E4、

E5、E6、J1、J2、J3、J4 都有類似的看法，唯國內尚缺此部分研究，

更突顯本研究的價值。 

 

（二） 校長學歷在工作選擇得分上的差異分析討論 

具有碩士學歷的校長與學士學歷的校長在工作選擇量表及其分

向度的得分上並無顯著的差異，與施建隆（2005）、蘇進棻（1990）

的研究結果相同。推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國內碩士就業環境不佳，

多數的碩士僅能在國民中小學服務，無法赴大專院校任教有關，所以

在學歷一項無法產生差異。 

 

（三） 總服務年資在工作選擇得分上的差異分析討論 

不同服務年資的校長在工作選擇量表及其分向度的得分並無顯

著的差異，與施建隆（2005）、蘇進棻（1990）的研究結果相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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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服務年資對校長的影響力不如擔任校長年資來

的顯著，以致差異無法突顯。唯國內尚缺此部分研究，值得未來研究

者進一步研究。 

 

（四） 擔任校長年資在工作選擇得分上的差異分析討論 

不同校長年資的校長在自我效能支持量表及其分向度的得分上

有顯著的差異，且呈現 13 年以上的校長優於 1~4 年、5~8 年、9~12

年的校長，與施建隆（2005）的研究結果不同，卻與王富美（2006）

研究結果一致。推究其原因，可能是因校長到了第四任開始，在整個

校長生涯已經達到成熟，對於校長工作勝任愉快，且子女已經長大有

更多的時間可以投入校務所致，受訪談對象 E1、E2、E5、J1、J2 都

有類似的看法。 

 

（五） 性別在工作選擇得分上的差異分析討論 

不同性別的校長在工作選擇量表及其分向度的得分上有顯著的

差異，且呈現男校長優於女校長，與蘇進棻（1990）研究結果相同。

推究其原因，可能是因工作選擇與重要他人支持有關，而女性校長在

重要他人支持的得分較低所致，而受訪談對象 E2、E5、E6、J1、J3

則提出另外的解讀，認為工作滿足高低，純然是個人感受所致，女性

校長的工作滿足較低是因為女性校長對於教育的期望過高，導致失望

也高所致，唯本研究並非性別研究，故有待未來研究者進一步探討。 

 

（六） 學校區域在校長工作選擇得分上的差異分析討論 

不同學校區域的校長在工作選擇量表及其分向度的得分上有顯

著的差異，且呈現南部的校長的工作選擇顯著低於北部、中部、東部

及離島地區，與施建隆（2005）、蘇進棻（1990）的研究結果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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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究其原因，可能是工作選擇與重要他人支持有關，而南部校長所感

受到的重要他人支持較低所致，抑或是南部地區特殊教育生態所致，

值得未來研究者從事地區性研究做進一步探討。 

 

表 4-45 不同背景變項在校長工作選擇得分之差異檢定結果摘要表 

背景變項 內在滿足 外在滿足 工作投入 留職承諾 總量表 

學
校 

類
別 

1、國中 

2、國小 
2>1 2>1 2>1 無顯著差

異 
2>1 

校
長 

學
歷 

1、碩士 

2、學士 

無顯著差

異 
無顯著差

異 
無顯著差

異 
無顯著差

異 
無顯著差

異 
總
服
務
年
資 

1、 0~12 

2、13~20 

3、21~28 

4、29 以上 

無顯著差

異 
無顯著差

異 
無顯著差

異 
無顯著差

異 
無顯著差

異 

擔
任
校
長 

年
資 

1、0~4 

2、5~8 

3、9~12 

4、13 以上 

4>1 
4>2 
4>3 

4>1 
4>2 
4>3 

4>1 
4>2 
4>3 

4>1 
4>3 

4>1 
4>2 
4>3 

性
別 

1、男 

2、女 
2>1 2>1 2>1 2>1 2>1 

學
校
地
區 

1、北部 

2、中部 

3、南部 

4、東部及離島 

1>3 
2>3 
4>3 

 1>3 
2>3 
 

1>3 
2>3 
4>3 

1>3 
2>3 
4>3 

 

 

三、 校長工作價值觀、重要他人支持、自我效能感與工作選擇之相

關分析討論 

(一) 校長工作價值觀與重要他人支持 

根據本研究結果分析，首先發現整體校長工作價值觀與重要他人

支持的總量表相關呈現高度正相關（r = .595, P < .001），即整體校長

工作價值觀得分愈高之校長，其所感受到的重要他人支持度愈高，與

陳秉璋和陳信木（1990）、蕭國倉（2003）的研究結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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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探討校長工作價值觀與重要他人支持各分向度相關係數，

均達顯著水準，其中以「成就聲望」與重要他人支持總量表之相關程

度最高。分析討論上述之研究結果，可以得知整體校長工作價值觀及

各分向度得分程度愈高之校長，其所感受到的重要他人支持及各分向

度愈佳。推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工作價值觀的形成是受到重要他人

的態度影響所致，當個體有心從事特定職務時，特別容易接受重要他

人對於職務的相關看法。就此而論，校長工作對教育人員而言，同時

兼具成長發展和成就聲望的象徵，而來自家人的支持和職場的支持，

更可以堅定教師朝校長之路努力。然而有關校長工作價值觀與重要他

人支持相關性的實證研究甚少，更能突顯本研究的價值。 

 

(二) 校長工作價值觀與校長工作選擇 

根據本研究結果分析發現整體校長工作價值觀與校長工作選擇

的總量表相關呈現高度正相關（r = .681, P < .001），即整體校長工作

價值觀得分愈高之校長，其工作選擇愈高，與白亦方譯（2001）、

Ortiz（1982）的論述一致，亦與李冠儀（2000）、徐善德（1997）、

張惠英（2001）、彭雅珍（1998）、楊妙芬（1997）及 Skaggs（1987）

的研究結果一致。 

再者，發現校長工作價值觀與工作選擇各分向度相關係數，均達

顯著水準，其中以「成就聲望」與工作選擇總量表之相關程度最高。

分析討論上述之研究結果，可以得知整體校長工作價值觀及各分向度

得分程度愈高之校長，其工作選擇及各分向度愈佳。推究其原因，可

能是因為校長工作價值觀愈正面，愈有可能選擇校長的工作，以求積

極實踐自己的價值觀。就此而論，教育人員若要實踐自己的教育理想

或是追求成就聲望，擔任校長是可行的途徑之一。然而有關校長工作

價值觀與工作選擇相關性的實證研究甚少，更能突顯本研究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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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他人支持與自我效能感 

本研究亦發現整體重要他人支持與校長自我效能感總量表相關

呈現中度正相關（r = .789, P < .001），即整體重要他人支持量表得分

愈高之校長，其所感受到的自我效能感愈高，此與林幸台（1988）、

徐西森（2002）、馮秋桂（2004）、鄭茱月（2002）、潘慧玲（2000）、

Astin （1984）、Farmer（1997）、Shakeshaft（1989）、Schmidt（2002）

的論述一致。 

再者，探討重要他人支持與校長自我效能感各分向度相關係數，

均達顯著水準，其中以「職場支持」與自我效能感總量表之相關程度

最高。分析討論上述之研究結果，可以得知整體重要他人支持及各分

向度得分程度愈高之校長，其所感受到的自我效能感及各分向度愈

佳。推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自我效能感的形成是受到重要他人的態

度影響所致，當個體知覺自己的效能時，特別容易接受重要他人對於

自己表現的相關看法。對於校長而言，無論是在判斷自己辦學能力和

校長對學生的影響力時，而來自家人的支持和職場的支持，是可以左

右校長的感受。然而有關重要他人支持與校長自我效能感相關性的實

證研究甚少，更能突顯本研究的價值。 

 

(四) 重要他人支持與校長工作選擇 

根據本研究結果分析發現整體重要他人支持量表與校長工作選

擇的總量表相關呈現高度正相關（r = .792, P < .001），即整體重要他

人支持得分愈高之校長，其工作選擇愈高，此與李惠茹和唐文慧

（2004）、郭靜姿（2006）、Fassinger（1985）、Hansen 和 Hall（1997）

與 Reddin（1997）的論述一致。 

再者，發現重要他人支持與工作選擇各分向度相關係數，均達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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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水準，其中以「職場支持」與工作選擇總量表之相關程度最高。分

析討論上述之研究結果，可以得知整體重要他人支持及各分向度得分

程度愈高之校長，其工作選擇及各分向度愈佳。推究其原因，可能是

因為校長所感受到的重要他人支持度愈高，校長愈有可能繼續選擇校

長的工作。就此而論，職場的支持和家人的支持是校長能全心投入工

作的重要支柱，因此增加重要他人支持是留住校長的可行途徑。然而

有關重要他人支持與校長工作選擇相關性的實證研究甚少，有待更多

研究者投注心力。  

 

(五)校長自我效能感與校長工作選擇 

本研究發現整體校長自我效能感量表與校長工作選擇的總量表

相關呈現高度正相關（r = .816, P < .001），即整體校長自我效能感量

表得分愈高之校長，其工作選擇愈高，與林幸台（1988）、徐西森

（2002）、馮秋桂（2004）、鄭茱月（2002）、潘慧玲（2000）、Astin 

（1984）、Farmer（1997）、Shakeshaft（1989）、Schmidt2002）的論述

一致。 

最後，本研究發現校長自我效能感與工作選擇各分向度相關係

數，均達顯著水準，其中以「個人領導」與工作選擇總量表之相關程

度最高。分析討論上述之研究結果，可以得知整體校長自我效能感及

各分向度得分程度愈高之校長，其工作選擇及各分向度愈佳。推究其

原因，可能是因為校長所感受到的自我效能感愈高，校長愈有可能繼

續選擇校長的工作。就此而論，當校長覺得自己有能力處理校務、提

昇學生的學習結果時，愈有意願繼續擔任校長，因此增加校長的自我

效能感留住校長的可行途徑。然而有關校長自我效能感與校長工作選

擇相關性的論述甚少，有待各界加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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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校長工作價值觀、重要他人支持、自我效能感對工作選擇之預

測分析討論 

(一) 就校長工作價值觀對校長工作選擇的預測作用分析討論 

1、 就校長工作價值觀各變項對整體校長工作選擇的預測分析討論 

本研究將校長工作價值觀中成長發展與成就聲望二個預測變項

對整體校長工作選擇進行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發現成就聲望最具預測

力，其次是成長發展，亦即校長工作價值觀對於校長工作選擇有正向

的預測作用。換言之，遴選具有良好工作價值觀的校長，應有助於校

長選擇繼續留在職場奮鬥。 

2、就校長工作價值觀各變項對校長工作選擇各向度的預測分析討論 

將校長工作價值觀中成長發展與成就聲望二個預測變項對校長

工作選擇之「內在滿足」分向度進行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發現成就聲

望最具預測力，其次是成長發展；接著對校長工作選擇之「外在滿足」

分向度進行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發現成就聲望最具預測力，其次是成

長發展，再對校長工作選擇之「工作投入」分向度進行多元逐步迴歸

分析，發現成就聲望最具預測力，其次是成長發展；最後，對校長工

作選擇之「留職承諾」分向度進行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發現成就聲望

最具預測力，其次是成長發展。可見，在校長工作價值觀中的向度中，

成就聲望是重要的關鍵預測因素。 

上述研究結果顯示，在校長工作價值觀中成就聲望是提昇校長工

作選擇最有利的因素，因此教育主管機關應多設計各種校長經營獎

項，肯定校長的努力，以有效提昇校長的工作選擇。 

 

(二) 就重要他人支持對校長工作選擇的預測作用分析討論 

1、 就重要他人支持各變項對整體校長工作選擇的預測分析討論 



 205

本研究將重要他人支持中家人支持與職場支持二個預測變項對

整體校長工作選擇進行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發現職場支持最具預測

力，其次是家人支持，亦即重要他人支持對於校長工作選擇有正向的

預測作用。換言之，提昇重要他人的支持度，應有助於校長選擇繼續

留在職場奮鬥。 

 

2、就重要他人支持各變項對校長工作選擇各向度的預測分析討論 

將重要他人支持中家人支持與職場支持二個預測變項對校長工

作選擇之「內在滿足」分向度進行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發現職場支持

最具預測力，其次是家人支持；接著對校長工作選擇之「外在滿足」

分向度進行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發現職場支持最具預測力，其次是家

人支持，再對校長工作選擇之「工作投入」分向度進行多元逐步迴歸

分析，發現職場支持最具預測力，其次是家人支持；最後，對校長工

作選擇之「留職承諾」分向度進行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發現職場支持

最具預測力，其次是家人支持。可見，在重要他人支持的向度中，職

場支持是重要的關鍵預測因素。 

上述研究結果顯示，在重要他人支持中職場支持是提昇校長工作

選擇最有利的因素，因此教育主管機關應多多支持、鼓勵校長，以有

效提昇校長的工作選擇。 

 

(三) 就校長自我效能感對校長工作選擇的預測作用分析討論 

1、 就校長自我效能感各變項對整體校長工作選擇的預測分析討論 

本研究將校長自我效能感中個人領導效能與一般領導效能二個

預測變項對整體校長工作選擇進行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發現個人領導

效能最具預測力，其次是一般領導效能，亦即校長自我效能感對於校

長工作選擇有正向的預測作用。換言之，增進校長的自我效能感，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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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校長選擇繼續留在職場奮鬥。 

 

2、就校長自我效能感各變項對校長工作選擇各向度的預測分析討論 

將校長自我效能感中個人領導效能與一般領導效能，二個預測變

項對校長工作選擇之「內在滿足」分向度進行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發

現個人領導效能最具預測力，其次是一般領導效能；接著對校長工作

選擇之「外在滿足」分向度進行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發現個人領導效

能最具預測力，其次是一般領導效能；再對校長工作選擇之「工作投

入」分向度進行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發現個人領導效能最具預測力，

其次是一般領導效能；最後，對校長工作選擇之「留職承諾」分向度

進行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發現個人領導效能最具預測力，其次是一般

領導效能。可見，在校長自我效能感的向度中，個人領導效能是重要

的關鍵預測因素。 

上述研究結果顯示，在校長自我效能感中個人領導自我效能是提

昇校長工作選擇最有利的因素，因此教育主管機關應有計畫安排各項

研習、訓練或工作坊，提昇校長的自我效能感，以有效提昇校長的工

作選擇。 

 

 

五、 驗證校長工作價值觀、重要他人支持、自我效能感對工作選擇

模式建構之分析討論 

首先，本研究以線性結構關係驗證本研究模式的結果，發現在整

體適配度、比較適配度、精簡適配度、基本適配度、內在適配度等指

標均符合判斷規準，可以支持本研究模式的假設。 

其次，就本研究建構模式圖，各測量變項間之關係模式圖，詳見

圖4-2 所示。由圖4-2可以看出，Ｘ1 到Ｘ2 二個測量指標也都測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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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潛在因素ξ1 (推的力量)，應可以解釋為：當校長愈強調成長發

展和成就聲望，則校長的工作價值觀也愈正面，此結果將本研究中「推

的模式」假設關係予以結構化；Ｘ3 到Ｘ4 二個測量指標也都測量到

相同的潛在因素ξ2 (推的力量)，則可以解釋為：當家人支持、職場

支持愈佳，則代表重要他人支持的力量也愈強，此結果將本研究中「推

的模式」假設關係予以結構化；Ｘ5 到Ｘ6 二個測量指標也都測量到

相同的潛在因素ξ3 (推的力量)，也就是說：當個人領導自我效能感、

一般領導自我效能愈佳，則代表自我效能感的力量也愈強，此結果將

本研究中「推的模式」假設關係予以結構化。 

最後，Y1 到Y4 個測量指標也都測量到相同的潛在因素η1 (拉

的力量)，換句話說即當校長對於工作之內在滿足、外在滿足、工作

投入、留職承諾愈佳，則「拉」校長工作選擇的力量也愈強，此結果

將本研究中「拉的模式」假設關係予以結構化。 

綜合言之，測量校長工作價值觀的二個變項、重要他人支持的二

個變項與校長自我效能感的二個變項，確實發揮潛在「推」的力量；

測量校長工作選擇的四個變項，確實也發揮一股「拉」的力量，這兩

股潛在力量，將本研究之「校長工作價值觀」、「重要他人支持」、

「校長自我效能感」與「校長工作選擇」的關係模式結構化，這個關

係結構也在各指標適合度的驗證之中獲得支持成立。另外分析其徑路

在校長工作價值觀到工作選擇的主要徑路上，徑路係數為0.11；在重

要他人支持至校長工作選擇的主要徑路上，徑路係數為0.42；在校長

自我效能至工作選擇的主要徑路上，徑路係數為0.45，亦即前因變項

一（工作價值觀）、前因變項二（重要他人支持）、前因變項三（自

我效能感）及後果變項一（校長工作選擇）具有顯著的影響力。 

由此結果可見，校長的工作價值、重要他人對於校長的支持、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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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本身的自我效能感，會對校長選擇繼續擔任校長是具有顯著的影響

力，且其中校長的自我效能感最為突顯，唯尚缺相關研究結果可供參

照，值得未來學者提出更多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