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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以文獻分析及問卷調查法為主，文獻分析主要在於探討相關理論與相

關研究結果，以作為建立研究架構與研究目的之依據，並作為教育行政機關家長

式領導、行政人員情緒勞動及職業倦怠之理論基礎。另問卷調查法係針對教育行

政機關進行問卷調查，並進行統計分析，以瞭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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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之現況。本章共分五節，第一節為研究架構，

第二節為研究假設，第三節為研究對象與取向方法，第四節為研究工具及第五節

為資料處理與分析。以下分別就各項內容加以說明。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變項 

壹、研究架構 

本研究根據研究動機、研究目的、家長式領導、情緒勞動及職業倦怠之相關

文獻分析整理，針對行政機關之特性，設計本研究架構。本研究研究架構如下圖

3-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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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研究架構圖 

貳、研究變項 

    本研究變項主要包括「本研究變項主要包括「背景變項」、「家長式領導」、「情

緒勞動」及「職業倦怠」等四項。 

一、背景變項 

（一）性別：分為「男性」與「女性」。 

（二）年齡：分為「20 歲以下」、「21-25 歲」、「26-30 歲」、「31-35 歲」、「36-40

歲及「41 歲以上」。 

（三）婚姻：分為「已婚」及「未婚」。 

家長式領導 

1.威權領導 

2.德行領導 

3.仁慈領導 

情緒勞動 

1.表層偽裝 

2.深層偽裝 背景變項 

性別 

年齡 

婚姻 

最高學歷 

職務 

服務年資 

科室規模 

職業倦怠 

1.情緒耗竭 

2.譏誚態度 

3.降低專業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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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高學歷：分為「教育類研究所（含四十學分班）畢業」、「教育科系大學

畢業」、「一般科系研究所畢業」、「一般科系畢業」及「師專（含師範）畢

業」。 

（五）職務：分為「科長、督學、專員」、「編制內承辦人」、「借調教師」（含候

用校長、主任及教師）、「其他人員」（約聘僱臨時人員、技工、工友等）。 

（六）年資：分為「2年以內」、「2-5 年」、「6-10 年」、「11 年以上」。 

（七）科室規模：分為「1-5 人」、「6-10 人」、「11-15 人」、「16-20 人」及「21

人以上」。 

二、家長式領導 

（一）仁慈領導：係指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知覺主管對部屬個人的福祉作個別

的及全面且長久的關懷程度。 

（二）德行領導；係指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知覺主管表現出更高的個人操守與

修養，以贏得部屬的景仰與效法程度。 

（三）威權領導；係指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知覺主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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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程度。 

三、情緒勞動 

（一）表層偽裝：係指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透過外在情緒表現來達到情緒偽裝

之目的程度。 

（二）深層偽裝：係指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透過改變內在情緒感受來達到情緒

偽裝之目的，而不僅是外在的情緒表達。 

四、職業倦怠 

（一）情緒耗竭：係指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資源消耗殆盡，以致喪失精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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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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對工作表現出漠不關心、冷淡的態

度並有距離感，企圖在工作上孤立自己，作為對抗耗竭需求之方法。 

（三）降低專業效能：係指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對過去及現在的工作成就感到

滿足，及對外來工作上及繼續努力之期望降低之程度。 

第二節 研究假設 

根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研究問題、文獻探討與研究架構，提出本研究之研

究假設如下： 

研究假設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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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顯著差異。 

1-1 不同性別之教育機關行政人員在三變項上有顯著之差異。 

1-2 不同年齡之教育機關行政人員在三變項上有顯著之差異。 

1-3 不同婚姻之教育機關行政人員在三變項上有顯著之差異。 

1-4 不同學歷之教育機關行政人員在三變項上有顯著之差異。 

1-5 不同職務之教育機關行政人員在三變項上有顯著之差異。 

1-6 不同年資之教育機關行政人員在三變項上有顯著之差異。 

1-7 不同科室規模之教育機關行政人員在三變項上有顯著之差異。 

研究假設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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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人員情緒勞動有顯著差異。 

2-1 在知覺主管不同程度之仁慈領導下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情緒勞動有

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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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在知覺主管不同程度之德行領導下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情緒勞動有

顯著差異。 

2-3 在知覺主管不同程度之威權領導下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情緒勞動有

顯著差異。 

研究假設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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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人員職業倦怠有顯著差異。 

3-1 在知覺主管不同程度之仁慈領導下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職業倦怠有

顯著差異。 

3-2 在知覺主管不同程度之德行領導下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職業倦怠有

顯著差異。 

3-3 在知覺主管不同程度之威權領導下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職業倦怠有

顯著差異。 

研究假設四：在不同程度之情緒勞動下，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之職業倦怠

有顯著差異。 

4-1 在不同程度之表層偽裝下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職業倦怠有顯著差異。 

4-2 在不同程度之深層偽裝下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職業倦怠有顯著差異。 

研究假設五：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之知覺主管家長式領導、情緒勞動能有

效預測其職業倦怠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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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與取樣方法 

壹、預試對象 

    本研究以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為對象，研究範圍為臺北縣市教育局，因研

究者地利之便，爰就近以臺北市教育局之行政人員為預試對象，採隨機抽樣方

式，共計發出 100 份問卷，作為分析預試量表信效度之依據。 

貳、正式施測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臺北縣市政府教育局行政人員，包括書記、辦事員、約

聘僱人員、借調教師（主任）、科員、股長、專員、科長等。並就前開研

究對象以隨機抽樣方式進行問卷發放。共發出 400 正式問卷份，回收 262

份，無效問卷 2份，有效問卷 260 份，回收率為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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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係由研究者根據相關文獻及研究問卷，參酌我國教育行政機關現況後

編製「教育行政機關組織現況調查問卷」，以作為本研究調查工具，前開問卷包

括四部分，分別為「個人基本資料」、「主管家長式領導量表」、「教育行政人員情

緒勞動量表」及「教育行政人員職業倦怠」三分量表。各分量表內容分述如下： 

壹、背景變項 

本研究背景變項包括受試者之性別、年齡、婚姻、最高學歷、職務、年資及

科室規模等背景變項，據以進一步探討不同背景變項在家長式領導、情緒勞動及

職業倦怠等變項上是否有顯著差異。 

貳、家長式領導量表 

一、量表來源 

本研究之家長式領導量表係依吳慧君（2004）根據鄭伯壎等人建構之家長式

領導量表為基礎，經項目分析刪除相關係數未達.5 以上之題項，後透過因素分

析，擷取「威權領導」、「仁慈領導」及「德行領導」各層面因素負荷量最高之前

6題項、共計 18 題，三層面題項之 Cronbachα係屬分別為.94、.94、.89。 

    此量表在量尺方面採 Likert 五點量尺來加以計分，分別為「非常不同意」1

分、「不同意」2分、「普通」3分、「同意」4分及「非常同意」5分等選項；若

為反向題則反向計分，即「非常同意」1分、「非常不同意」5 分，餘此類推計分。

受試者擇一選項填答，行政人員於任一層面所填答之分數得分越高，則表示其主

管領導型態分別越偏向仁慈、德行或威權領導型態。 

二、信度分析 

    本研究家長式領導量表預試信度分析結果如表 3-4-1 所示。預試結果家長式

領導各題項與量表修正項目之總相關均高，而仁慈領導、德行領導及威權領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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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表之α值分別為.9423、.9321 及.8455，亦顯示此三分量表具有良好之內部一

致性。 

表 3-4-1 教育行政機關主管家長式領預試導量表信度分析摘要表 

題    項 平均數 標準差

與分量表

修正項目

之總相關 

信度係數

一、仁慈領導 

1.我的單位主管會關懷我個人的

生活。 
3.73 .91 .8281 

α=.9423

2.我的單位主管會向我噓寒問暖

表示關心。 
3.76 .89 .8537 

3.我的單位主管會尊重我個人的

需要，並儘量滿足我的要求。 
3.50 1.04 .8273 

4.我的單位主管會關心我的家人

狀況。 
3.21 1.00 .8576 

5.我的單位主管會協助我解決生

活上的難題。 
3.58 1.01 .8297 

6.當我碰到難題時，我的單位主管

會即時給我支持幫忙。 
3.79 .90 .7685 

二、德行領導 

7.有人得罪我的單位主管時，他會

公報私仇。 
3.94 .87 .6141 

α=.9321

8.我的單位主管會利用職務玩弄

特權。 
4.11 .85 .7864 

9.我的單位主管為人正直。 3.83 .98 .8784 

10.我的單位主管公正無私地對待

同仁。 
3.62 1.05 .8696 

11.我的單位主管是我做人做事的

楷模。 
3.56 1.07 .8102 

12.我的單位主管能以身作則。 3.74 1.00 .8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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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教育行政機關主管家長式領預試導量表信度分析摘要表 

三、威權領導 

13.我的單位主管要求我完全服從

他的指導。 
3.03 .86 .5787 

α=.8455

14.如果我當眾反對我的單位主管

時，會遭到嚴詞喝叱。 
2.28 .91 .6737 

15.單位內的大小事務均由我的主

管一人決定。 
2.48 .92 .6668 

16.我的單位主管在我們面前展現

出威嚴。 
2.68 .92 .6412 

17.我的單位主管採取嚴格的管理

方法。 
2.25 .88 .6536 

18.當任務無法達成時，我會受到

單位主管的斥責。 
2.59 .94 .5447 

三、效度分析 

本研究之主管家長式領導預試量表經因素分析如表 3-4-2 所示，與本研究家

長式領導之文獻相符。仁慈領導、德行領導及威權領導共可解釋 67.02％之結構

變異量。依據 Hair、Anderson、Tatham 及 Black 等人之看法，社會科學因素分

析以達到 60％為宜（引自王保進，2004），由此顯示，本研究之主管家長式領導

量表具有良好之效度。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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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2 教育行政機關主管家長式領導預試量表因素分析摘要表 

題    項 仁慈領導 德行領導 威權領導

1.我的單位主管會關懷我個人的生活。 .786   

2.我的單位主管會向我噓寒問暖表示關心。 .773   

3.我的單位主管會尊重我個人的需要，並儘

量滿足我的要求。 
.766 

  

4.我的單位主管會關心我的家人狀況。 .857   

5.我的單位主管會協助我解決生活上的難

題。 
.840 

  

6.當我碰到難題時，我的單位主管會即時給

我支持幫忙。 
.734 

  

7.有人得罪我的單位主管時，他會公報私仇。  .683  

8.我的單位主管會利用職務玩弄特權。  .837  

9.我的單位主管為人正直。  .697  

10.我的單位主管公正無私地對待同仁。  .709  

11.我的單位主管是我做人做事的楷模。  .514  

12.我的單位主管能以身作則。  .590  

13.我的單位主管要求我完全服從他的指導。   .703 

14.如果我當眾反對我的單位主管時，會遭到

嚴詞喝叱。 

  
.650 

15.單位內的大小事務均由我的主管一人決

定。 

  
.688 

16.我的單位主管在我們面前展現出威嚴。   .721 

17.我的單位主管採取嚴格的管理方法。   .671 

18.當任務無法達成時，我會受到單位主管的

斥責。 

  
.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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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情緒勞動量表 

一、量表來源 

本研究引用鄔佩君（2003）所編製之情緒勞動量表為情緒勞動量表之測量工

具，共分表層偽裝及深層偽裝兩構面。表層偽裝有五題，而深層偽裝有六題，共

計十一題。表層偽裝之題項位於問卷第二部分之第 1至第 5題，深層偽裝之量表

題項則位於問卷第二部分之第 6至第 11 題。此量表表層偽裝分量表之

Cronbach＇s α係數為.82，深層偽裝分量表之 Cronbach＇s α係數為.84。 

    本量表採 Likert 六點計分法，受試者就工作中之實際情況，分別以「從未

如此」、「很少如此」、「偶爾如此」、「有時如此」、「經常如此」及「總是如此」之

選項，來代表受試者情緒勞動之頻率，分數越高，代表該受試者情緒勞動方式之

傾向越高。 

二、信度分析 

本研究情緒勞動預試量表信度分析如表 3-4-3 所示，表層偽裝及深層偽裝等

兩構面之α值分別為.8570 及.9206，顯示本量表具有良好之內部一致性。 

表 3-4-3 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情緒勞動預試量表信度分析摘要表 

題    項 平均數 標準差

該題與分

量表總分

相關係數 

信度係

數 

一、表層偽裝 

1.我會假裝心情好的樣子，即使內

心並不是如此。 
3.08 1.01 .6155 

α

=.8570

2.工作時表現出合宜的表情與態

度，對我而言就如同是在演戲一

樣。 

2.69 1.13 .6432 

3.對於在工作中需要表現出來的情

緒（如親切感、溫和等），我只要
2.49 .97 .7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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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3 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情緒勞動預試量表信度分析摘要表 

題    項 平均數 標準差

該題與分

量表總分

相關係數 

信度係

數 

假裝一下即可。   

4.為表現出特定的表情與態度，我

會像戴面具一樣掩飾內心真正的

感受。 

2.48 1.12 .7897 

5.我寧願去假裝那些工作時應有的

情緒表現，也不願意改變自己當

下內心的感受。 

2.62 1.16 .6144 

二、深層偽裝 

6.當我面對民眾時，不只外表上看

來愉快，內心也會感受愉快。 
4.09 1.11 .7217 

α

=.9206

7.我在工作時會盡力克服自己不好

的情緒，由衷地以親切和善的態

度為民眾服務。 

4.51 .95 .7538 

8.即使明知民眾無理，我仍能站在

民眾的立場著想，誠心地為其解

決問題。 

4.17 1.00 .7078 

9.我會嘗試去感受在工作中必須表

現的情緒（如親切感、和善等），

而不只是假裝而已。 

4.42 1.07 .8562 

10.如果必須在別人面前表現出某

種情緒（如親切、和善等），我

會盡可能使自己「發自內心」而

非假裝。 

4.34 1.11 .7910 

11.當心情不好時，為了工作的需

要，我會暫時忘了不愉快，使自

己能有面對民眾的好心情。 

4.31 1.05 .8173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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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效度分析 

本研究情緒勞動量表經因素分析，本量表之兩構面（表層偽裝及深層偽裝）

共可解釋 62.11％之結構變異量，具有良好效度，如表 3-4-4 所示。 

表 3-4-4 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情緒勞動預試量表因素分析摘要表 

題    項 表層偽裝 深層偽裝 

1.我會假裝心情好的樣子，即使內心並不是如此。 .685  

2.工作時表現出合宜的表情與態度，對我而言就如

同是在演戲一樣。 
.693  

3.對於在工作中需要表現出來的情緒（如親切感、

溫和等），我只要假裝一下即可。 
.780  

4.為表現出特定的表情與態度，我會像戴面具一樣

掩飾內心真正的感受。 
.860  

5.我寧願去假裝那些工作時應有的情緒表現，也不

願意改變自己當下內心的感受。 
.661  

6.當我面對民眾時，不只外表上看來愉快，內心也

會感受愉快。 
 .734 

7.我在工作時會盡力克服自己不好的情緒，由衷地

以親切和善的態度為民眾服務。 
 .795 

8.即使明知民眾無理，我仍能站在民眾的立場著

想，誠心地為其解決問題。 
 .727 

9.我會嘗試去感受在工作中必須表現的情緒（如親

切感、和善等），而不只是假裝而已。 
 .895 

10.如果必須在別人面前表現出某種情緒（如親切、

和善等），我會盡可能使自己「發自內心」而非

假裝。 

 .827 

11.當心情不好時，為了工作的需要，我會暫時忘了

不愉快，使自己能有面對民眾的好心情。 
 .857 

 

 



 106

參、職業倦怠量表 

一、量表來源 

本研究引用林瑞雅（2006）翻譯自 Maslach, Jackson 與 Leiter1996 年所編

製的 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 第三版量表為測量職業倦怠之工具。本量表經

因素分析，刪除因素負荷量過低之 3題項後抽取得到三因素，分別為「情緒耗

竭」、「譏誚態度」與「降低專業效能」，Cronbachα係數分別為.92、.84、.80，

皆有良好之信度。 

本量表以 Likert 五點量表計分法來測量受試者的情緒耗竭、譏誚態度及降

低專業效能等三職業倦怠構面之感受程度。受試者依據本身感受程度，依「從未

如此」（1分）、「很少如此」（2分）、「偶爾如此」（3分）、「經常如此」（4分）及

「總是如此」（5）計分，其中情緒耗竭及譏誚態度之得分越高，降低專業效能之

得分越低，代表職業倦怠越嚴重；反之代表職業倦怠之程度越低。 

二、信度分析 

本研究之職業倦怠預試量表經信度分析如下表所示。其中情緒耗竭、譏誚態

度及降低專業效能等三構面之α係數為.8842、.8506 及.8858，顯示本量表具有

良好之內部一致性。 

表 3-4-5 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職業倦怠預試量表信度分析摘要表 

題    號 平均數 標準差

該題與分

量表總分

相關係數 

信度係數 

一、情緒耗竭 

1.整天工作與會議真的使我神經

緊繃心力交瘁。 
3.16 .84 .6394 

α=.8842 2.工作一整天後，我感到筋疲力

盡。 
3.32 .83 .7607 

3.我覺得自己過度努力工作，快被 2.93 .82 .7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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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5 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職業倦怠預試量表信度分析摘要表 

題    號 平均數 標準差

該題與分

量表總分

相關係數 

信度係數 

工作給熔化了。 

4.我的工作讓我感到情緒枯竭。 2.69 .93 .7203 

5.每天早上起床想到又要面對一

天的工作與會議，就覺得無精打

采。 

2.76 .90 .7510 

二、譏誚態度 

6.我質疑我所做的工作是否有意

義。 
2.64 1.01 .7412 

α=.8506 
7.我懷疑我的工作是否對他人有

助益。 
2.41 .95 .7412 

三、降低專業效能 

8.我已完成目前工作中許多值得

做的事。 
3.44 .84 .7439 

α=.8858 

9.我可以感受到自己正朝組織目

標作有效地共向。 
3.36 .92 .7979 

10.我能有效地解決工作中的問

題。 
3.61 .76 .8057 

11.當我已完成某項工作時，會因

此而雀躍不已。 
3.70 .93 .5818 

12.在我的工作上，我自信能有效

地將事情做好。 
3.67 .82 .6438 

13.我覺得目前的職務蠻能讓我發

揮的。 
3.32 .96 .6587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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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效度分析 

   本研究職業倦怠預試量表經因素分析，情緒耗竭等三因子共可解釋 63.69％

之結構變異量，具有良好之效度。 

表 3-4-6 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職業倦怠預試量表因素分析摘要表 

題    項 情緒耗竭 譏誚態度 
降低專業

效能 

1.整天工作與會議真的使我神經緊繃心力

交瘁。 
.682   

2.工作一整天後，我感到筋疲力盡。 .851   

3.我覺得自己過度努力工作，快被工作給

熔化了。 
.802   

4.我的工作讓我感到情緒枯竭。 .663   

5.每天早上起床想到又要面對一天的工作

與會議，就覺得無精打采。 
.677   

6.我質疑我所做的工作是否有意義。  .843  

7.我懷疑我的工作是否對他人有助益。  .746  

8.我已完成目前工作中許多值得做的事。   .808 

9.我可以感受到自己正朝組織目標作有效

地共向。 
  .844 

10.我能有效地解決工作中的問題。   .882 

11.當我已完成某項工作時，會因此而雀躍

不已。 
  .612 

12.在我的工作上，我自信能有效地將事情

做好。 
  .679 

13.我覺得目前的職務蠻能讓我發揮的。   .677 

    綜上所述，本研究之主管家長式領導量表、情緒勞動量表及職業倦怠量表經

預試後進行分析，透過信效度分析建立「教育行政機關組織現況調查問卷」（正

式問卷）如附錄，並據以進行正式施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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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料處理與分析 

本研究問卷調查回收後，將結果整理編碼後，採用 SPSS12.0 統計分析軟體

進行研究之假設考驗與資料分析。 

壹、描述性統計 

    分析各變項之各面向得分上之多寡，以瞭解目前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知覺

主管家長式領導、行政人員情緒勞動及職業倦怠之現況。 

貳、差異性考驗 

採用單因子變異數分析（one-way ANOVA），以瞭解不同背景變項之教育行政

機關行政人員分別於主管家長式領導、及其情緒勞動、職業倦怠等研究變項上的

差異情形；另進一步分析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不同程度知覺主管家長式領導及

其情緒勞動及職業倦怠之差異情形。 

參、預測分析 

    採用多元迴歸法分析家長式領導、情緒勞動及職業倦怠因素間及整體之預測

力，以進一步分析各變項及各向度間之影響力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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