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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研究旨在探討教育行政機關主管之家長式領導、行政人員情緒勞動及職業

倦怠三者之關係。本章共分為四節，包括「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問題」、「重

要名詞釋義」與「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如同 Max Weber 所言：「在現代國家中，政府所以能使其自身發生效力，既

不在國會之辯論，亦非皇帝的敕令，而是繫於有關日常生活之行政事務的推行，

並且這個行政事務的推行，必操之於公務人員之手。」依據行政院人事行政局之

料顯示，以行政院暨所屬機關學校現有員額為例中，薦任（派）及簡任（派）之

國家文官就佔了 96％，再加上數以千計之約聘僱及專案研究人員，形成我國行

政金字塔體系中龐大的中堅份子。故在目前的行政機關裡，此些業務承辦人員扮

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在強調執行力的時代裡，政策必需透過承辦人員之手，才

能有效落實至執行面。在整個流程之中，第一線之行政人員或承辦人必須處理主

管交辦業務，並且與組織外部人員進行接觸、互動，扮演著組織中的邊界角色

（boundary-spanning role），亦即所謂的「基層官僚」，其責任乃在分配資源或

伸張公權力。其屬國家政策之基本執行者，亦是政策執行成敗之關鍵（秦夢群，

2005）。如 H.Finer 所言，「國會、內閣和總統是統而不治的，而公務人員是治而

不統的」（引自張金鑑，1991）。一個基層之公務人員，只要其享有自由裁量權，

便有決策的權力，而公務員的執行工作是由許多無痕的自由裁量權所交織而成的

產品；包括行政執行、提供政策之建議、利益的表達與匯集以及政治的穩定性等，

都是公務人員之所以在英國被稱之為「統治階級」之原因。 

    領導的現象普遍存在社會的各個角落，是所有個體間相互的一種權力競逐後

的現象，並對於組織的發展、成員的情緒活動、認同或滿意度，領導實際上扮演

了相當重要的角色。從 Aristotle 到近代的 Weber，各學者皆從不同的角度切入

領導的議題。隨著西方學者亟於穿過東方文化的「薄霧」，進入「乾燥、透明」

的空氣中研究東方社會，近年來家長式領導（paternalistic leadership）的探

討開始風起雲湧。事實上，此為華人社會中一種極為普遍的現象及隱喻，承接了

中國儒家「仁民愛物」、道家「無為而治」及法家「嚴法律民」之管理哲學，其

特色在於一種人治的氛圍下，透過如父親般之仁慈、權威及道德等領導行為來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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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組織成員；此外，在公部門的各個機關首長經常被視為是該機關之「大家長」，

以引領此「家庭」對外處理外界的挑戰，而對內能夠給予組織成員順從認同及如

沐春風的感受。相較於西方社會，華人社會上下間之權力距離較大，所展現出來

的領導行為亦有所差異。Hofstede & Bond 曾推論：在一個權力距離小的文化下，

理想的領導者可能是一位機智的民主先生（resourceful democrat）；但在一個

權力距離大的文化下，理想的領導者可能是一位仁慈的獨裁者（benevolent 

autocrat）（引自鄭伯壎、樊景立與周麗芳等，2006）。除此之外，傳統中國的專

制領導者亦不同於其他地區的專制君主，經常以「恐懼」而非「榮譽」來作為領

導的策略（史景遷，2000）。而綜觀目前的領導趨勢，多針對不同之團隊成員，

領導者表現出兼容並蓄的領導行為，而非對於所有團隊成員均表現單向度的領導

行為。故本研究試圖透過分析我國教育行政機關之家長式領導現況，以瞭解家長

式領導之類型取向，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一。 

在許多領導的向度中，皆可以發現情緒的色彩。例如 Fiedler 在「權變領導

模式」中所提到的「關係取向」（relationship-orientated）的領導風格，轉型

領導（transfromational leadership）中的「激勵」等風格，都顯示出進入 21

世紀的領導研究越來越重視與部屬間之互動關係，強調透過領導者所展現出來的

風格，將影響部屬之情緒，著重領導者與部屬在情緒互動下提升員工凝聚力，產

生促進組織發展、工作績效的身心因素。故從情緒概念切入，將為領導之相關研

究提供新的思考途徑。 

Plato 在著作《共和國》中認為人的行事受到三種秉賦的支配，即慾望、感

情與理智，並可據此將人分為理、氣、慾三種類型。重慾望與重精神者必須由愛

理智者領導，此階級才是最佳的治國人選（逯扶東，2002）。此主張影響到後續

哲學家普遍以「主子與奴隸」（master and slave）來形容理智與情緒的比喻。

理智是「主子」在，為一切智慧之泉源；情緒是「奴隸」，其為低下的、原始的、

不理智的、甚至會破壞理智的。在整個西方管理思潮的演進的初期，也是抱持著

同樣的觀點。例如 20 世紀初期 Taylor、最適化決策（optimal decision）等，

此時研究重點在於組織績效、結構等。直至霍桑實驗促進了「群際關係運動（human 

relations movement）的興起，員工之社會需求才開始受到重視（吳宗祐、鄭伯

壎，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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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的表現，是引領組織發展更臻完善的潛在道路，並可檢視每個個體的價

值觀。在烏托邦的理想社會中，規範與行為結構已合而為一，即「應該」與「實

際」的行為完全相同。然而在現實世界中，兩者多半存有鴻溝。組織行為多半擺

盪於兩者之間，有時是規範影響行為，有時卻是行為反向改變規範，其彼此間勢

力之消長，向為組織研究者關心之課題（秦夢群，2005）。在組織規範部分，我

國行政院人事行政局於 2008 年 7 月亦具體擬定了「公務倫理守則」（草案）（行

政院人事行政局，2008）。爾後行政機關人員於執行各項公務時，均應秉持廉能、

專業、永續及公正等原則為民服務。 

由此之故，在講究行政倫理且日常常規的華人社會中，政府機關行政人員往

往需要調整自我的情緒以符合執行公權力時的情緒規則，組織中個體不僅是「成

員」，同時還是「社會演員」（social actor），必須經過適度的社會化的過程來

修飾自我的外顯行為，故產生所謂之「情緒勞動」（emotional labor）。此意謂

必須透過偽裝來符合外界之規範與期待。而身為國家機器的第一線行政人員，是

資訊連結者（gatekeeper of information），亦為印象形成者（image maker）

（吳宗祐，2003）。不僅要負責組織內外訊息的過濾與傳遞，更要對組織內外林

林總總之社會訊息進行回應；身為政策之執行者，必須在機關與民眾間進行折衝

與溝通之工作，而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負責各級學校之業務，涵蓋層面廣泛，

進行了多少程度的情緒勞動，是值得探討的議題。 

承上所論，根據 Marx 之主張，認為隨著資本主義的抬頭，勞工在工作中會

感受到不同型式的異化（alienation）。而這些異化的結果多半造成不佳的情緒

後果，進而在工作壓力、職業倦怠、組織行為之間產生顯著的心理變化。此外，

多數研究者認為高度的情緒勞動應出現在人際接觸頻繁、需要經常在公眾面前展

現表情的職務角色中，尤其是第一線的服務業人員（Hochschild, 1983; Ashforth 

& Humphrey, 1993; Morris & Feldman, 1997）。其認為服務人員似乎只有在工

作及接觸客戶時才進行大量之情緒勞動，下了工作的舞台即可卸下面具；而另外

部分研究者認為情緒勞動是一個組織在官僚體系、理性掛帥、男性主導之下的結

果，因為組織宰制著成員的情緒，所以每位組織成員都需要不斷地進行情緒勞

動，展現虛假的笑容並壓抑怒氣。因此，組織中各種職務角色的成員都可以是情

緒勞動的研究標的，並不限於服務人員；甚至部分研究者更將情緒勞動的研究領

域擴及家庭，認為人們不僅在工作上需要情緒勞動，在家中也需要情緒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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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1989;Putnam & Mumby, 1993；Martin, Knopoff & Beckman, 1998; 

MacDermid, Seery & Weiss, 2002；引自吳宗祐，2003）。 

綜上所述，社會對於國家公部門機關一方面尋求公正無私的態度，另一方面

卻又要求對特殊情形惠予額外的關注與彈性；一方面要求基層人員嚴守法令規

定，另一方面又要求他們對特殊情形予以權變處理；許多的兩難情況常使公務人

員深感困擾。除此之外，華人社會的情緒表達相較西方社會較為含蓄，包括人際

關係或是面子等問題都會影響華人在職場或生活中的情緒表達。故在情緒高度壓

抑的情況下，行政機關之行政人員是否具有較高之情緒勞動程度，此為研究動機

之二。 

誠如前面提到情緒勞動是隱藏在包含工作壓力等變項之中，而在工作壓力的

議題中與情緒最具關連性的，係屬職業倦怠（burnout）。職業倦怠是當代的疾病，

其相關研究亦已汗牛充棟。誠如 Golembiewski 所言，職業倦怠之概念是有些舊

（burnout as something old），也有點新（burnout as something new）的東

西（引自黃臺生，1998），但確實可以促使我們檢討現行制度之不足，以在未來

的改革措施中改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在經濟低迷時代，為人人稱羨之穩定的工

作，惟部分縣市業務繁忙程度與私人企業相較有過之而無不及，因為過去人民總

是懼怕政府侵犯私人領域；但現今矛盾的是，人民卻要求政府提供越來越多的服

務。以臺北市政府為例，96 年便民服務件數高達 81 萬 3,916 件，平均每萬人服

務件數達 3,284；另外，公文電子交換件數更達 718 萬 3,516，對於公務人員造

成相當大之壓力。除此之外，「穩定」的一成不變，或是行政機關的繁文縟節，

皆有可能造成行政人員的職業倦怠而萌生去意。故瞭解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之

職業倦怠程度，以作為相關政策改進之參考依據，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三。 

Homan 於 1950 即指出組織的社會行為可分為活動（activity）、交會

（interaction）與情緒（sentiment）三要素，經由三者的運作，即形成組織中

實際的行為（引自秦夢群，2005）。而在家長式領導中，領導者與部屬的角色是

互補的，領導可以說是依附在部屬的追隨（followership）與順從義務上。是故

在華人社會著重「關係」的脈絡下，主管之領導方式與組織成員之情緒勞動及職

業倦怠之間的相關及因果關係，確實值得探討，此為本研究動機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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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目的臚列如下: 

一、教育行政機關主管家長式領導、行政人員情緒勞動及職業倦怠之現況。 

二、不同背景變項之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於知覺主管家長式領導、情緒

勞動及職業倦怠之差異。 

三、探討在知覺主管不同程度之家長式領導類型下，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

員情緒勞動之差異。 

四、探討在知覺主管不同程度之家長式領導類型下，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

員職業倦怠之差異。 

五、探討在不同程度之情緒勞動下，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職業倦怠之差

異性。 

六、探討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之知覺主管家長式領導與其情緒勞動及職

業倦怠之預測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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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 

為達成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提出下列研究問題： 

一、教育行政機關主管家長式領導、行政人員情緒勞動及職業倦怠之現況為

何？。 

二、不同背景變項之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於知覺主管家長式領導、情緒

勞動及職業倦怠之差異為何？ 

三、在知覺主管不同程度之家長式領導類型下，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情

緒勞動之差異為何？ 

四、在知覺主管不同程度之家長式領導類型下，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職

業倦怠之差異為何？ 

五、在不同程度之情緒勞動下，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職業倦怠之差異為

何？ 

六、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之知覺主管家長式領導與其情緒勞動及職業倦

怠之預測程度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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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重要名詞釋義 

為使本研究指涉之重要名詞意義更為具體明確，茲分別定義如下： 

壹、教育行政機關 

教育行政係指一利用有限資源，在教育參與者的互動下，經由計畫、協調、

執行、評鑑等步驟，以管理教育事業，並達成有效解決教育問題為目標之連續過

程（秦夢群，2005：12）。而行政機關乃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設置之獨立之組

織體，依行政權範圍內之管轄分工，有行使公權力並代表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為

各種行為之權限，其效果則歸屬於國家或該自治團體。囿於研究經費及時間，本

研究之教育行政機關係指臺北縣市教育局。 

貳、行政人員 

係指機關內之行政人員，包括書記、辦事員、科員、股長、專員、科長以上

之主管，亦包含人事人員、會計人員、約聘僱人員及技工、工友、業務助理等。

關於公務人員之定義，約可分為四種： 

一、最廣義公務人員：乃依「國家賠償法」所規定，係指依法令從事於公務之人

員。 

二、廣義公務人員：依「公務員服務法」第 24 條規定，本法於受有俸給之文武

職公務員，及其他公營事業機關服務人員均適用之。 

三、狹義公務人員：依「公教人員保險法」規定，舉凡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

編制內職員及中央民意代表等均包含之，符合社會保險者。 

四、最狹義公務人員：依「公務人員任用法施行細則」第 2 條規定，本法所稱公

務人員，指各機關組織法規中，除政務人員及民選人員外，定有職稱及官

等之人員：（一）中央政府及其所屬各機關；（二）地方政府及其所屬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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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級民意機關；（四）各級公立學校；（五）公營事業機構；（六）交

通事業機構；（七）其他依法組織之機關。此為各類法規中，對於公務人員

之概念所作之最嚴格界定，其範圍與學理上之常任文官相當。 

本研究對象基本上係採最狹義之公務人員，僅限於依公務人員任用法施行細

則第二條規定所稱之公務人員，亦即各國通案所稱之「常任文官」或「事務官」，

惟包含行政機關約聘僱人員及學校借調教師及主任。 

參、家長式領導 

家長式領導係指在一種人治的氛圍下，領導者透過嚴明的紀律與權威，道德

的廉潔性及父親般的仁慈，藉以使成員順從、認同進而改恩圖報之領導方式。可

分為三種領導型式： 

一、德行領導：係指領導者表現出更高的個人操守與修養，以贏得部屬的景仰與

效法。 

二、仁慈領導：係指領導者對部屬個人的福祉作個別及全面且長久的關懷。 

三、威權領導：係指領導者強調其權威是絕對且不容挑戰的，對部屬會作嚴密控

制，並且要求部屬要毫不保留地服從。 

本研究依自編之「教育行政機關組織現況調查問卷」中之「家長式領導量表」

得分為依據，各向度得分越高表示受試者對機關主管之家長式領導各向度知覺程

度越高。 

肆、情緒勞動 

情緒勞動係指個人在工作中與人互動時，基於工作考量，對情緒調節所付出

之心力。本研究依 Hochschild（1983）將情緒勞動分為表層偽裝與深層偽裝兩

層面： 

一、表層偽裝：在表層演出中，人們是透過改變外在情緒表現來達到情緒偽裝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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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層偽裝：在深層演出中，人們是透過改變內在情緒感受來達到情緒偽裝的

目的，而不僅是外在的情緒表達。 

本研究依自編之「教育行政機關組織現況調查問卷」中之「情緒勞動量表」

得分為依據，得分越高表示受試者情緒勞動之程度越高。 

伍、職業倦怠 

職業倦怠相關研究汗牛充棟，其中 Maslach 等人針對一般普遍性職業設計職

業倦怠量表，包含下列三構面： 

一、情緒耗竭（emotional exhaustion）：個體資源消耗殆盡，以致喪失精力、

身心疲憊、無法應付工作需求，造成心理資源之耗損。 

二、譏誚態度（cynicism）：對工作表現出漠不關心（indifference）、冷淡的

（distant）態度並有距離感，指工作者企圖在工作上孤立自己，以作為對抗

耗竭需求之方法，是一種對工作方面之態度，與工作上接觸的個人較無關。 

三、專業效能（professional efficacy）：包括工作者對過去及現在的工作成就

感到滿足，也表達了工作者對外來工作上及繼續努力的期望。 

本研究依自編之「教育行政機關組織現況調查問卷」中之「職業倦怠量表」

得分為依據，其中量表得分越高表示該受試者職業倦怠程度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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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之研究範圍及其限制分述如下： 

壹、研究範圍 

本研究對象以臺北縣市政府教育局之現職公務人員（含約聘僱人員及借調候

用主任、校長）為研究對象，以瞭解教育行政機關中主管家長式領導、行政人員

情緒勞動及職業倦怠之現況，並進一步分析教育行政機關中主管家長式領導、行

政人員情緒勞動及職業倦怠之關係。另透過背景變項，瞭解不同之行政人員性

別、年齡、婚姻、最高學歷、職務、年資及科室規模等因素是否對於其知覺主管

家長式領導、情緒勞動及職業倦怠等變項有所影響。 

貳、研究限制 

本研究限於時間及人力，主要以臺北縣市政府教育局為主要研究範圍，因此

本研究之結論如欲推論至其他行政機關，必須斟酌其適用性；另研究方法主要以

文獻探討及問卷調查法為主，因填答過程中之疏漏或受到社會期許、自由心證之

因素，並對於問卷內容較為敏感之問題有所保留，而影響資料分析解釋及結果推

論，亦為本研究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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