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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料分析與討論 

本章共分四節，第一節針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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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分析；第二節針對教育行政機關不同背景變項之行政人

員在主管家長式領導、情緒勞動及職業倦怠之差異進行探討；第三節則針對主管

家長式領導、行政人員情緒勞動及職業倦怠三變項間之關係進行差異性及預測分

析。 

第一節 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知覺主管家長式領導與其情

緒勞動及職業倦怠之現況分析 

本節主要在於探討臺北縣市教育局之行政人員對於主管家長式領導之知覺

程度，及行政人員本身之情緒勞動及職業倦怠之現況。爰就家長式領導、情緒勞

動及職業倦怠等三量表之描述性統計，包括各變項及各向度之平均數、標準差及

得分高低等，來分析此三量表之得分情形，以瞭解臺北縣市政府教育局行政人員

在知覺主管家長式領導、情緒勞動及職業倦怠之現況。 

壹、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知覺主管家長式領導現況分析 

一、以各因素向度分析 

主管家長式領導量表及所含之仁慈領導、德行領導及威權領導等三領導向度

之描述統計如表 4-1-1 所示。受試者於各構面之得分越高，代表教育行政機關行

政人員知覺主管家長式領導之各類領導類型程度越高。經由描述統計分析，得到

各分層面之平均數、標準差及每題平均得分等資料。 

如表 4-1-1 所示，本量表共計 18 題，每領導向度各有 6題。就各因素向度

而言，德行領導層面之平均得分（M=3.87）為最高，其次為仁慈領導領層面

（M=3.56），而威權領導之平均得分（M=2.55）為最低，甚至略低於五點量表平

均分數 3，顯示大多教育機關行政人員多能知覺主管之仁慈領及德行領導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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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主管家長式領導個別因素向度描述性統計摘要表 

因素 題數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每題平均得分 

仁慈領導 6 262 21.36 4.76 3.56 

德行領導 6 262 23.20 4.80 3.87 

威權領導 6 262 15.35 4.04 2.55 

二、以各題項分析 

家長式領導量表各題項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 4-1-2 所示，以下分別就三領導

類型之各題項進行分析說明： 

（一）仁慈領導 

本因素六題項之中，以「當我碰到難題時，我的單位主管會即時給我支持幫

忙」（M=3.79）之得分最高，另以「我的單位主管會關心我的家人狀況」（M=3.23）

之得分最低。此部分顯示臺北市縣教育局主管之仁慈領導多表現於業務上之支援

與指示，而較少表現於對於部屬私人領域相關問題之關心，公私領域分明。 

（二）德行領導 

    本因素六題項當中，以反向題「我的單位主管會利用職務玩弄特權」（M=4.14）

得分最高，而以「我的單位主管是我做人做事的楷模」（M=3.59）最低。顯示在

防弊的心理下，臺北市縣教育局行政人員多將是否利用職務玩弄特權視為主管德

行領導表現的指標，而不以主管之人格特質來作為仿效的對象。 

（三）威權領導 

    本因素六題項當中，以「我的單位主管要求我完全服從他的指導」（M=3.03）

得分最高，而以「我的單位主管採取嚴格的管理方法」（M=2.27）得分最低，顯

示臺北市縣教育局主管之威權領導多表現於業務上之服從，而較少表現於疾言厲

色的管理方式，顯示在現今的教育行政機關，多以職權進行威權領導，權力來源

為「職權」，較少以不合時宜的態度來命令或是恫嚇部屬。 

    此研究結果驗證林龍和（2005）、周怡君（2005）、鄭莉伶（2006）、張能發

（2007）及黃巧吟（2007）等研究者之結論，亦即無論國民小學校長或是教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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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機關主管之家長式領導方面，德行領導之得分皆相較其他兩向度為高。顯示在

教育行政機關之主管領導方式，行政人員所知覺到主管具有較多之德行領導，相

較之下主管之威權領導則較低。 

表 4-1-2 主管家長式領導各題項描述性統計摘要表 

層

面 
題項 平均數 標準差 

仁 

慈 

領 

導 

1.我的單位主管會關懷我個人的生活。 3.73 .90 

2.我的單位主管會向我噓寒問暖表示關心。 3.75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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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 .94 

4.我的單位主管會關心我的家人狀況。 3.23 .90 

5.我的單位主管會協助我解決生活上的難題。 3.29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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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德 

行 

領 

導 

7.有人得罪我的單位主管時，他會公報私仇。 4.00 .86 

8.我的單位主管會利用職務玩弄特權。 4.14 .87 

9.我的單位主管為人正直。 3.92 .90 

10.我的單位主管公正無私地對待同仁。 3.72 1.00 

11.我的單位主管是我做人做事的楷模。 3.59 .97 

12.我的單位主管能以身作則。 3.82 .91 

威 

權 

領 

導 

13.我的單位主管要求我完全服從他的指導。 3.03 .88 

14.如果我當眾反對我的單位主管時，會遭到嚴詞

喝叱。 
2.33 .88 

15.單位內的大小事務均由我的主管一人決定。 2.55 .92 

16.我的單位主管在我們面前展現出威嚴。 2.65 .91 

17.我的單位主管採取嚴格的管理方法。 2.27 .89 

18.當任務無法達成時，我會受到單位主管的斥責。 2.5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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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情緒勞動現況分析 

一、以各因素向度分析 

行政人員情緒勞動量表經描述性統計分析，得到各層面之平均數、標準差及

各因素每題平均得分，如表 4-1-3 所示。行政人員表層偽裝之平均數為 2.67，

略低於平均數 3.5；而深層偽裝之平均數達 4.41，高於量表平均數。顯示行政人

員相較於表層偽裝只是為了工作表現所應有之態度，更趨向於努力發自內心表現

出合宜之態度。 

表 4-1-3 行政人員情緒勞動個別因素描述性統計摘要表 

因素 題數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每題平均得分 

表層偽裝 5 262 13.36 4.45 2.67 

深層偽裝 6 262 26.46 5.26 4.41 

二、以各題項分析 

（一）表層偽裝 

    在本因素 5題項之中，以「我會假裝心情好的樣子，即使內心並不是如此」

（M=3.02）為最高，而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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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45），顯示臺北市縣教育局行政人員為符合職場之氛圍進

行之表層偽裝，多表現於偽裝心情好，但卻不會完全掩飾自我的感受，而會適時

進行表露。 

（二）深層偽裝 

    在本因素 6題項之中，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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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4.48）得分最高，而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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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60）得

分最低，顯示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在情緒勞動的深層偽裝部分，多表現於打從

心底表現出符合職場要求之態度，但是面對民眾時，較難以壓抑，顯示行政人員

多有此認知，卻是知易行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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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行政人員情緒勞動各題項描述性統計分析摘要表 

層

面 
題項 平均數 標準差 

表

層

偽

裝 

1.我會假裝心情好的樣子，即使內心並不是如

此。 
3.02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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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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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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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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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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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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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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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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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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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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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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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職業倦怠現況分析 

一、以各因素向度分析 

行政人員職業倦怠動量表經描述性統計分析，得到各層面之平均數、標準差

及各因素每題平均得分，如表 4-1-5 所示。行政人員職業倦怠變項中之情緒耗

竭、譏誚態度及降低專業效能等向度之平均數分別為 2.99、2.49 及 2.39，三向

度均低於平均值，顯示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職業倦怠程度程度仍屬中下。 

表 4-1-5 職業倦怠量表各因素向度描述統計摘要表 

因素 題數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每題平均得分 

情緒耗竭 5 262 14.98 3.83 2.99 

譏誚態度 2 262 4.97 1.86 2.49 

降低專業效能 6 262 14.35 3.90 2.39 

二、以各題項分析 

（一）情緒耗竭 

    本因素 5題項當中，以「工作一整天後，我感到筋疲力盡」（M=3.33）得分

最高，而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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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2.74）得分最低。 

（二）譏誚態度 

    本因素 2題項當中，「我質疑我所做的工作是否有意義」（M=2.58）高於「我

懷疑我的工作是否對他人有助益」（M=2.39）。 

（三）專業效能 

    本因素 6題項當中，以「我可以感受到自己正朝組織目標作有效地貢獻」

（M=2.59）（反向計分）得分最高，而以「在我的工作上，我自信能有效地將事

情做好」（M=2.18）（反向計分）得分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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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4-1-6 所示，職業倦怠量表各題項中，第 2題「工作一整天後，我感到

筋疲力盡」之得分最高，平均數為 3.33，標準差為.82；而得分最低者為第 12

題「在我的工作上，我自信能有效地將事情做好」，平均數為 2.18，標準差為.76。 

表 4-1-6 行政人員職業倦怠各題項描述性統計分析摘要表 

層

面 
題項 平均數 標準差 

情

緒

耗

竭 

1.整天工作與會議真的使我神經緊繃心力

交瘁。 
3.15 .88 

2.工作一整天後，我感到筋疲力盡。 3.33 .82 

3.我覺得自己過度努力工作，快被工作給熔

化了。 
2.99 .88 

4.我的工作讓我感到情緒枯竭。 2.76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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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94 

譏

誚

態

度 

6.我質疑我所做的工作是否有意義。 2.58 .99 

7.我懷疑我的工作是否對他人有助益。 2.39 .97 

降

低

專

業

效

能 

8.我已完成目前工作中許多值得做的事。 2.48 .85 

9.我可以感受到自己正朝組織目標作有效

地貢獻。 
2.59 .88 

10.我能有效地解決工作中的問題。 2.24 .73 

11.當我已完成某項工作時，會因此而雀躍

不已。 
2.28 .89 

12.在我的工作上，我自信能有效地將事情

做好。 
2.18 .76 

13.我覺得目前的職務蠻能讓我發揮的。 2.58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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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綜合討論 

    以下針對教育行政機關主管家長式領導、情緒勞動及職業倦怠等變項，就本

研究調查之描述性統計資料析論各變項之現況。 

一、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知覺主管家長式領導方面 

（一）在仁慈領導方面 

教育行政機關以「當我碰到難題時，我的單位主管會即時給我支持幫忙」得

分最高，其次依序為「我的單位主管會向我噓寒問暖表示關心」、「我的單位主管

會關懷我個人的生活」、「我的單位主管會尊重我個人的需要，並儘量滿足我的要

求」、「我的單位主管會協助我解決生活上的難題」及「我的單位主管會關心我的

家人狀況」。 

    綜上所述，教育行政機關主管之仁慈領導部分多於部屬於業務遇到瓶頸時給

予協助，並透過日常之寒暄增進互動及關懷；惟私人生活部分較少成為職場中上

下互動之焦點。 

（二）在德行領導方面 

教育行政機關以「我的單位主管會利用職務玩弄特權」（反向題）得分最高，

其次依序為「有人得罪我的單位主管時，他會公報私仇」（反向題）、「我的單位

主管為人正直」、「我的單位主管能以身作則」、「我的單位主管公正無私地對待同

仁」及「我的單位主管是我做人做事的楷模」。 

    綜上所述，教育行政機關主管之德行領導多表現在不會利用職權玩弄特權、

不公報私仇等消極事項上，似與行政機關防弊重於興利之風氣有關。 

（三）在威權領導方面 

教育行政機關以「我的單位主管要求我完全服從他的指導」得分最高，其次

依序為「我的單位主管在我們面前展現出威嚴」、「單位內的大小事務均由我的主

管一人決定」、「當任務無法達成時，我會受到單位主管的斥責」、「如果我當眾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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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的單位主管時，會遭到嚴詞喝叱」及「我的單位主管採取嚴格的管理方法」。 

    綜上所述，教育行政機關主管之威權領導多表現於下對上之服從，符合行政

機關以權責、階級分明之體制；另應為考量科室內部氣氛及符合人性化管理之

故，較少表現於疾言厲色之態度。 

二、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情緒勞動方面 

（一）在表層偽裝方面 

教育行政機關以「我會假裝心情好的樣子，即使內心並不是如此」得分最高，

其次依序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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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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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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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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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在情緒勞動之表層偽裝上，多以表現出符

合職場要求之態度，並力求表現出和顏悅色之心情。 

（二）在深層偽裝方面 

教育行政機關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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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最高，其次依序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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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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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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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面對民眾時，不只外表上看來愉快，內心也會感受愉快」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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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在情緒勞動之深層偽裝上，多以由內心力

求表現出符合職場要求之態度，並力求表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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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職業倦怠方面  

（一）在情緒耗竭方面 

教育行政機關以「工作一整天後，我感到筋疲力盡」為最高，其次依序為「整

天工作與會議真的使我神經緊繃心力交瘁」、「我覺得自己過度努力工作，快被工

作給熔化了」、「我的工作讓我感到情緒枯竭」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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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在職業倦怠之情緒耗竭向度上，多因工作

業務之故，產生筋疲力盡之感受。 

（二）在譏誚態度方面 

教育行政機關以「我質疑我所做的工作是否有意義」較高，其次為「我懷疑

我的工作是否對他人有助益」。 

從研究結果顯示，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已對於日常業務工作內容的「意義

性」產生某種程度的懷疑，此「意義性」指涉標的應包括對自我成長、專業發展

以及家庭關係等範疇。從「異化」的角度來看，教育行政機關之行政人員之工作

內容已有逐漸與自我的本質分離的趨勢；相較之下，對於日常業務工作是否能對

於社會他人產生助益，因公務人員係屬服務業，尤其教育行政機關目的即為維護

學生及教師受教、任教之權益，此部分則較無疑義。 

（三）在降低專業效能方面 

教育行政機關以「我可以感受到自己正朝組織目標作有效地貢獻」（反向計

分）為最高，其次依序為「我覺得目前的職務蠻能讓我發揮的」（反向計分）、「我

已完成目前工作中許多值得做的事」（反向計分）、「當我已完成某項工作時，會

因此而雀躍不已」（反向計分）、「我能有效地解決工作中的問題」（反向計分）及

「在我的工作上，我自信能有效地將事情做好」（反向計分）。 

    綜上所述，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在職業倦怠降低專業效能方面，普遍能夠

將自我角色扮演好，並且有效的解決工作中的問題，達到「獨善其身」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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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樂於享受此種達成目標的結果；但在擴大到「兼善組織」的境界上，則可能

因目前工作內容較難以發揮個人專長，或業務繁雜，以致見樹不見林，無法全盤

瞭解組織的整體目標，也較無法瞭解自我在組織中的角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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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背景變項與其知覺主管家長

式領導、情緒勞動及職業倦怠之關係 

    為瞭解本研究各背景變項及各變項之向度彼此間之關係，本研究先行以

Pearson 相關係數分析各變項之關連性，結果如表 4-2-1 所示。以下分別就背景

變項、家長式領導、情緒勞動及職業倦怠等向度說明相關分析結果。 

壹、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知覺主管家長式領導、情緒勞動

及職業倦怠間之相關 

一、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背景變項方面 

    在性別部分，性別與威權領導相關係數為-.145（p<.05），顯示男性感受到

之威權領導較女性為高。 

    在年齡部分，與威權領導之相關係數為-.151（p<.05）、與表層偽裝相關係

數為-.280（p<.01）、與情緒耗竭相關係數為-.153（p<.05）、與譏誚態度相關係

數為-.340（p<.01）、與降低專業效能相關係數為-.314（p<.01），顯示年齡越低，

知覺主管威權領導、表層偽裝、情緒耗竭、譏誚態度及降低專業效能之程度越高；

反之亦然。另年齡與深層偽裝之相關係數則為.305（p<.01），顯示年齡越高，深

層偽裝之程度也越高；反之亦然。 

    在婚姻部分，與德行領導之相關係數為-.123（p<.05）、與深層偽裝相關係

數為-.223（p<.01），顯示未婚之行政人員較已婚之行政人員之知覺主管德行領

導及深層偽裝程度為低；反之亦然。此外，婚姻變項與表層偽裝之相關係數為.184

（p<.01）、與譏誚態度之相關係數為.213（p<.01）、與降低專業效能之相關係數

為.251（p<.01），顯示未婚之行政人員較已婚之行政人員之表層偽裝、譏誚態度

及降低專業效能程度為高。 

    在學歷部分，與仁慈領導之相關係數為-.123（p<.05），顯示行政人員學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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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知覺主管仁慈領導之程度越低；此外，學歷與降低專業效能之相關係數

為.184（p<.01），顯示行政人員學歷越高，降低專業效能之程度越低。 

    在職務部分，與威權領導之相關係數為.183（p<.01），顯示職務越高，行政

人員知覺主管威權領導之程度越高。 

    在年資部分，與威權領導之相關係數為-.132（p<.05）、與表層偽裝之相關

係數為-.232（p<.01）、與譏誚態度之相關係數為-.226（p<.01）、與降低專業效

能之相關係數為-.247（p<.01），顯示行政人員年資越久，知覺主管威權式領導、

表層偽裝、譏誚態度及降低專業效能之程度越低。此外，年資與深層偽裝之相關

係數為.207（p<.01），顯示年資越久之行政人員，具有越高之深層偽裝。 

二、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知覺主管家長式領導方面 

    在仁慈領導部分，其與德行領導之相關係數為.735（p<.01）、與深層偽裝之

相關係數為.238（p<.01），家長式領導各層面中，顯示行政人員之仁慈領導程度

越高，德行領導之程度及深層偽裝亦隨之越高。此外，仁慈領導與威權領導之相

關係數為-.433（p<.01）、與表層偽裝之相關係數為-.140（p<.05）、與譏誚態度

之相關係數為.-.200（p<.01）及與降低專業效能之相關係數為-.312（p<.01），

顯示行政人員仁慈領導之程度越高，威權領導、表層偽裝、譏誚態度與降低專業

效能等程度越低。 

    在德行領導部分，其與深層偽裝之相關係數為.322（p<.01），顯示知覺主管

德行領導程度越高，深層偽裝之程度亦越高。此外，德行領導與威權領導之相關

係數為-.468（p<.01）、與表層偽裝之相關係數為-.153（p<.05）、與譏誚態度之

相關係數為-.259（p<.01）、及與降低專業效能之相關係數為-.300（p<.01），顯

示行政人員知覺主管德行領導之程度越高，知覺主管威權領導、表層偽裝譏誚態

度及降低專業效能之程度即越低。 

    在威權領導部分，其與表層偽裝之相關係數為.270（p<.01）、與情緒耗竭之

相關係數為.264（p<.01）、與譏誚態度之相關係數為. 297（p<.01）、與降低專

業效能之相關係數為.258（p<.01），顯示行政人員知覺主管威權領導之程度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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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其表層偽裝、情緒耗竭、譏誚態度與降低專業效能之程度亦越高。 

三、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情緒勞動方面 

    在表層偽裝部分，其與情緒耗竭之相關係數為.490（p<.01）、與譏誚態度之

相關係數為.446（p<.01）、與降低專業效能之相關係數為.280（p<.01），顯示行

政人員表層偽裝程度越高，其情緒耗竭、譏誚態度及降低專業效能之程度亦越

高。此外，表層偽裝與深層偽裝間之相關係數為-.250（p<.01），顯示行政人員

表層偽裝程度越高，深層偽裝之程度即越低。 

   在深層偽裝部分，其與情緒耗竭之相關係數為-.164（p<.01）、與譏誚態度之

相關係數為-.323（p<.01）、與降低專業效能之相關係數為-.555（p<.01），顯示

行政人員深層偽裝程度越高，其情緒耗竭、譏誚態度及降低專業效能即隨之越低。 

四、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職業倦怠方面 

    在情緒耗竭部分，與譏誚態度之相關係數為.538（p<.01），另與降低專業效

能之相關係數為.188（p<.01），顯示行政人員情緒耗竭程度越高，其譏誚態度及

降低專業效能之程度亦隨之越高。 

    在譏誚態度部分，其與降低專業效能之相關係數為.435（p<.01），顯示行政

人員若具有較高之譏誚態度，其降低專業效能之程度亦越高。 

五、小結 

   在領導研究中，有兩種不同之研究取徑（approach）（鄭伯壎等人，2006）：

傳統的領導研究將領導行為視為總和（aggregate），假設一位領導者對所有部屬

會展現類似的行為，所以在進行分析時，將焦點置於團體層次，以所有部屬對領

導行為評定的平均數作為領導行為的指標；然而，領導者與部屬交換

（leader-member exchange, LMX）的研究主張領導者對每位部屬的領導行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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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特的，爰必須將焦點置於對偶層次。 

此外，綜合上述相關分析結果，家長式領導及情緒勞動兩變項之各向度之

間，部分向度存有相互顯著之負相關，爰考量合乎邏輯性，家長式領導各向度及

情緒勞動二向度之間採取分別採計量表分數之方法，來進行後續之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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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行政人員主管家長式領導、情緒勞動及職業倦怠之相關係數矩陣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背景變項        

1.性別  .      

2.年齡 -.058       

3.婚姻 .059 -.685**      

4.學歷 .082 -.194** .129*     

5.職務 -.155* -.182** .075 .131*    

6.年資 -.100 .643** -.513** -.133* -.069    

7.科室 

規模 
.014 .051 -.016 -.021 .075 .149*    

家長式 

領導 
       

8. 仁慈 

領導 
-.054 -.013 -.094 -.123* -.057 .113 -.044    

9. 德行 

領導 
-.069 .071 -.123* -.114 .024 .069 -.090 .735**    

10.威權

領導 
-.145* -.151* .121 .100 .183** -.123* -.059 -.433** -.468**    

情緒勞動        

11.表層

偽裝 
-.115 -.280** .184** .075 .033 -.232** -.027 -.140* -.153* .270**   

12.深層

偽裝 
.095 .305** -.223** -.054 .030 .207** .086 .238** .322** -.094 -.250**  

職業倦怠        

13.情緒

耗竭 
-.009 -.153* .112 .074 -.114 -.085 -.045 -.054 -.083 .264** .490** -.164** 

14.譏誚

態度 
-.007 -.340** .213** .119 .083 -.226** -.047 -.200** -.259** .297** .446** -.323** .538**

15.降低

專業

效能 

-.004 -.314** .251** .184** -.009 -.247** -.057 -.312** -.300** .258** .280** -.555** .188** .435**

註：性別：男=1，女=2          年齡：30 歲以下=1，31-40 歲=2，41 歲以上=3         婚姻：已婚=1，未婚=2   

學歷：教育類研究所（含四十學分班）畢業=1，教育科系大學畢業=2，一般科系研究所畢業=3，一般科系畢業

=4，師專（含師範）畢業=5      職務：科長、督學、專員=1，編制內承辦人=2，借調教師（含候用校長、主

任及教師）=3，其他人員（約聘僱臨時人員、技工及工友等）=4。      年資：2 年以內=1，2-5 年=2，6-10

年=3，11 年以上=4 

**p<.01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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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背景變項在其知覺主管家長式領

導、情緒勞動及職業倦怠上之差異性考驗 

    為進一步瞭解本研究之各背景變項在各變項上之差異性，以下使用單因子變

異數分析，分別探討性別、年齡、婚姻、學歷、職務、年資及科室規模等七項背

景變項對於家長式領導各向度、情緒勞動各向度及職業倦怠上之差異性考驗。 

一、行政人員性別在知覺主管家長式領導與其情緒勞動及職業倦怠之

差異 

    本小節旨在比較性別是否會造成主管家長式領導、行政人員情緒勞動及職業

倦怠三變項之顯著差異。由表 4-2-2 可知，威權領導向度在性別上有顯著差異，

爰根據描述性統計（男性在威權領導平均數為 16.07，女性則為 14.87）顯示，

男性行政人員在知覺主管威權領導上顯著高於女性行政人員。此與鄭伯壎等人

（2006）之研究發現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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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不同性別之教育行政人員量表得分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變項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仁慈領導 

組間 17.222 1 17.222 .760 

組內 1893.052 260 22.666  

總和 5910.275 261   

德行領導 

組間 28.696 1 28.696 1.247 

組內 5983.583 260 23.014  

總和 6012.279 261   

威權領導 

組間 90.015 1 90.015 5.602* 

組內 4177.974 260 16.069  

總和 4267.989 261   

表層偽裝 

組間 68.110 1 68.110 3.476 

組內 5094.443 260 19.594  

總和 5162.553 261   

深層偽裝 

組間 64.805 1 64.805 2.355 

組內 7154.313 260 27.517  

總和 7219.118 261  

職業倦怠 

組間 .976 1 .976 .018 

組內 13815.395 260 53.136 

總和 13816.370 261  

*p<.05 

二、行政人員年齡在知覺主管家長式領導與其情緒勞動及職業倦怠之

差異 

    根據表 4-2-3 可知，不同年齡之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在表層偽裝、深層偽

裝及職業倦怠上有顯著差異。在進一步的事後比較分析中顯示，如表 4-2-4 表層

偽裝部分，30 歲以下之行政人員之表層偽裝高於 41 歲以上之行政人員；而 31-40

歲之行政人員其表層偽裝亦顯著高於 41 歲以上之行政人員。普遍而言，年紀輕

之教育行政人員之表層偽裝程度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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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深層偽裝部分，41 歲以上之行政人員之深層偽裝程度皆高於 30 歲以下及

31-40 歲之行政人員，可見年紀越大之教育行政人員之深層偽裝程度較高。 

    在職業倦怠部分，31 歲以下之行政人員之職業倦怠程度顯著高於 31-40 歲

及 41 歲以上之行政人員，而 31-40 歲之行政人員之職業倦怠亦顯著高於 41 歲以

上之行政人員。由此可見，年紀越輕其職業倦怠感越高。 

表 4-2-3 不同年齡之行政人員量表得分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變項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仁慈領導 

組間 30.267 2 15.133 .667 

組內 5880.008 259 22.703  

總和 5910.275 261   

德行領導 

組間 34.584 2 17.292 .749 

組內 5977.694 259 23.080  

總和 6012.279 261   

威權領導 

組間 86.969 2 43.484 2.694 

組內 4181.020 259 16.143  

總和 4267.989 261   

表層偽裝 

組間 383.987 2 191.994 10.406*** 

組內 4778.566 259 18.450  

總和 5162.553 261   

深層偽裝 

組間 757.432 2 378.716 15.180*** 

組內 6461.687 259 24.949  

總和 7219.118 261   

職業倦怠 

組間 1746.735 2 873.367 18.741*** 

組內 12069.636 259 46.601  

總和 13816.370 26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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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不同年齡之行政人員情緒勞動及職業倦怠之事後比較摘要表 

依變項 （I）年齡 （J）年齡 平均差異（I-J） 

表層偽裝 30 歲以下 31-40 歲 1.16 

  41 歲以上  3.03* 

 31-40 歲 30 歲以下 -1.16 

  41 歲以上  1.88* 

 41 歲以上 30 歲以下 -3.03* 

  31-40 歲 -1.88* 

深層偽裝 30 歲以下 31-40 歲 -1.75 

  41 歲以上 -4.27* 

 31-40 歲 30 歲以下 1.75 

  41 歲以上 -2.52* 

 41 歲以上 30 歲以下  4.27* 

  31-40 歲  2.52* 

職業倦怠 30 歲以下 31-40 歲  3.22* 

  41 歲以上  6.47* 

 31-40 歲 30 歲以下 -3.22* 

  41 歲以上  3.26* 

 41 歲以上 30 歲以下 -6.47* 

  31-40 歲 -3,26* 

*p<.05, 

三、行政人員婚姻在知覺主管家長式領導與其情緒勞動及職業倦怠之

差異 

    根據表 4-2-5 顯示，不同婚姻背景變項之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在德行領

導、表層偽裝、深層偽裝及職業倦怠等向度之差異達顯著。進一步根據各向度之

描述性統計量如表 4-2-6，在德行領導方面，已婚之行政人員知覺主管德行領導

程度高於未婚者；在表層偽裝方面，未婚之行政人員其表層偽裝之程度高於已婚

之行政人員；在深層偽裝方面，已婚之行政人員之深層偽裝顯著高於未婚者；另

在職業倦怠部分，未婚之行政人員其職業倦怠感顯著高於已婚之行政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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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年齡結果分析相近，大略因已婚之行政人員因其穩定性及成熟度較高，對

於知覺主管德行領導、深層偽裝程度較高；而未婚之行政人員成熟度較低且多不

安於現狀，呈現出表層偽裝的樣態。 

表 4-2-5 不同婚姻狀態行政人員量表得分之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變項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仁慈領導 

組間 52.650 1 52.650 2.337 

組內 5857.625 260 22.529  

總和 5910.275 261   

德行領導 

組間 90.316 1 90.316  

組內 5921.963 260 22.777 3.965* 

總和 6012.279 261   

威權領導 

組間 62.139 1 62.139 3.841 

組內 4205.849 260 16.176  

總和 4267.989 261   

表層偽裝 

組間 174.100 1 174.100 9.074** 

組內 2988.454 260 19.186  

總和 5162.553 261   

深層偽裝 

組間 359.455 1 359.455 13.624***

組內 6859.663 260 26.383  

總和 7219.118 261   

職業倦怠 

組間 849.886 1 849.886 17.042***

組內 12966.484 260 49.871  

總和 13816.370 261   

***p<.001 **p<.01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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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 不同婚姻狀態之行政人員量表得分之描述性統計摘要表 

變項 背景變項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德行領導 已婚 129 23.80 4.60 

 未婚 133 22.62 4.93 

表層偽裝 已婚 129 12.53 4.39 

 未婚 133 14.17 4.37 

深層偽裝 已婚 129 27.65 4.99 

 未婚 133 25.31 5.27 

職業倦怠 已婚 129 32.47 7.15 

 未婚 133 36.47 6.98 

四、行政人員學歷在知覺主管家長式領導與其情緒勞動及職業倦怠之

差異 

    如表4-2-7所示，不同學歷之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在知覺主管之德行領導

上有顯著差異（F=2.840, p<.05）。惟經事後分析顯示，各學歷類別中在在德行

領導之得分上，並無顯著差異。 

表 4-2-7 不同學歷之教育行政人員量表得分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變項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仁慈領導 

組間 178.106 4 44.526 1.996 

組內 5732.169 257 22.304  

總和 5910.275 261  

德行領導 

組間 254.542 4 63.635 2.840* 

組內 5757.737 257 22.404  

總和 6012.279 261  

表層偽裝 

組間 118.366 4 29.591 1.508 

組內 5044.188 257 19.627  

總和 5162.553 261  

深層偽裝 
組間 32.096 4 8.024 .287 

組內 7187.022 257 27.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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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總和 7219.118 261  

職業倦怠 

組間 494.244 4 123.561 2.384 

組內 13322.126 257 51.837  

總和 13816.370 261  

*p<.05 

 

 

表 4-2-8 不同學歷之行政人員於「德行領導」事後比較摘要表 

依變項 （I）學歷 （J）學歷 

平均差異 

（I-J） 

德行 

領導 

教育類研究所畢業 教育科系畢業  .55 

 一般科系研究所畢業 -.22 

 一般科系畢業 1.91 

 師專（師範）畢業 -.45 

教育科系大學畢業 教育類研究所畢業 -.55 

 一般科系研究所畢業 -.78 

 一般科系畢業 1.36 

 師專（師範）畢業 -1.00 

一般科系研究所畢業 教育類研究所畢業   .22 

 教育科系大學畢業   .78 

 一般科系畢業  2.14 

 師專（含師範）畢業  -.23 

一般科系畢業 教育類研究所畢業 -1.91 

 教育科系大學畢業 -1.36 

 一般科系研究所畢業 -2.14 

 師專（含師範）畢業 -2.37 

師專（含師範）畢業 教育類研究所畢業   .45 

 教育科系大學畢業  1.00 

 一般科系研究所畢業   .23 

 一般科系畢業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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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行政人員職務在知覺主管家長式領導與其情緒勞動及職業倦怠之

差異 

根據表4-2-9顯示，不同職務之行政人員在家長式領導及情緒勞動各向度及

職業倦怠上之得分均有顯著差異。為進一步分析各種職務在各依變項上之差異，

爰再進行Scheffe事後比較分析，如表4-2-10所示。 

    在仁慈領導部分，四種不同職務類別中，借調教師（含候用校長、主任及教

師）知覺到之主管仁慈領導程度顯著高於編制內承辦人；借調教師（含候用係長、

主任及教師）知覺到主管之仁慈領導程度顯著高於其他人員（約聘僱臨時人員、

技工及工友）；在德行領導部分亦顯示相近之結果。借調教師（含候用校長、主

任及教師）知覺到主管德行領導程度顯著高於編制內承辦人；借調教師（含候用

校長、主任及教師）知覺到主管之德行領導程度亦顯著高於其他人員（約聘僱臨

時人員、技工及工友）；在威權領導方面，其他人員（約聘僱臨時人員、技工及

工友）所知覺到之主管威權式領導皆分別顯著高於科長、督學及專員，或編制內

承辦人員及借調教師（含候用校長、主任及教師）。 

    在表層偽裝方面，各職務類別並未達顯著；另在深層偽裝方面，借調教師（含

候用校長、主任及教師）之深層偽裝程度較編制內承辦人為高。 

    在職業倦怠方面，編制內承辦人之職業倦怠程度顯著高於借調教師（含候用

校長、主任及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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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9 不同職務之行政人員量表得分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變項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仁慈領導 

組間 567.410 3 189.137 9.133*** 

組內 5342.865 258 20.709 

總和 5910.275 261  

德行領導 

組間 814.650 3 271.550 13.479***

組內 5197.628 258 20.146 

總和 6012.279 261  

威權領導 

組間 400.896 3 133.632 8.916***

組內 3867.092 258 14.989 

總和 4267.989 261  

表層偽裝 

組間 219.266 3 73.089 3.815*

組內 4943.288 258 19.160 

總和 5162.553 261  

深層偽裝 

組間 381.009 3 127.003 4.792**

組內 6838.110 258 26.504 

總和 7219.118 261  

職業倦怠 

組間 1102.622 3 367.541 7.459***

組內 12713.748 258 49.278 

總和 13816.370 261  

***p<.001 **p<.01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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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0 不同職務之行政人員各量表變項事後比較摘要表 

依變項 （I）職務 （J）職務 平均差異（I-J）

仁慈 

領導 

科長、督學、 

專員 

編制內承辦人 .63 

借調教師 

（含候用校長、主任及教師） -2.04 

其他人員 

（約聘僱臨時人員、技工及工友）
1.76 

編制內承辦人 科長、督學、專員 -.63 

借調教師 

（含候用校長、主任及教師） 
-2.67* 

其他人員 

（約聘僱臨時人員、技工及工友）
1.13 

借調教師 

（含候用校長、

主任及教師） 

科長、督學、專員 2.04 

編制內承辦人 2.67* 

其他人員 

（約聘僱臨時人員、技工及工友）
3.80* 

其他人員 

（約聘僱臨時人

員、技工及工友） 

科長、督學、專員 -1.76 

編制內承辦人 -1.13 

借調教師 

（含候用校長、主任及教師） 
-3.80* 

德行 

領導 

科長、督學、 

專員 

編制內承辦人 .85 

借調教師 

（含候用校長、主任及教師） 
-2.99 

其他人員 

（約聘僱臨時人員、技工及工友）
1.07 

編制內承辦人 科長、督學、專員 -.85 

借調教師 

（含候用校長、主任及教師） 
-3.84* 

其他人員 

（約聘僱臨時人員、技工及工友）

.22 

 

借調教師 科長、督學、專員 2.99 



 137

表 4-2-10 不同職務之行政人員各量表變項事後比較摘要表 

依變項 （I）職務 （J）職務 平均差異（I-J）

（含候用校長、

主任及教師） 

編制內承辦人 3.84* 

其他人員 

（約聘僱臨時人員、技工及工友）
4.06* 

其他人員 

（約聘僱臨時人

員、技工及工友） 

科長、督學、專員 -1.07 

編制內承辦人 -.22 

借調教師 

（含候用校長、主任及教師） 
-4.06* 

威權 

領導 

科長、督學、 

專員 

編制內承辦人 -1.89 

借調教師（含候用校長、主任及

教師） 
-.54 

其他人員 

（約聘僱臨時人員、技工及工友）
-3.60* 

編制內承辦人 科長、督學、專員 1.89 

借調教師 

（含候用校長、主任及教師） 
1.35 

其他人員 

（約聘僱臨時人員、技工及工友）
-1.71* 

借調教師 

（含候用校長、

主任及教師） 

科長、督學、專員 .54 

編制內承辦人 -1.35 

其他人員 

（約聘僱臨時人員、技工及工友）
-3.06* 

其他人員 

（約聘僱臨時人

員、技工及工友） 

科長、督學、專員 3.60* 

編制內承辦人 1.71* 

借調教師 

（含候用校長、主任及教師） 
3.06* 

表層 

偽裝 

科長、督學、 

專員 

編制內承辦人 -2.73 

借調教師 

（含候用校長、主任及教師） 
-1.00 

其他人員 -2.57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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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0 不同職務之行政人員各量表變項事後比較摘要表 

依變項 （I）職務 （J）職務 平均差異（I-J）

（約聘僱臨時人員、技工及工友）

編制內承辦人 科長、督學、專員 2.73 

借調教師 

（含候用校長、主任及教師） 
1.72 

其他人員 

（約聘僱臨時人員、技工及工友）
.15 

借調教師 

（含候用校長、

主任及教師） 

科長、督學、專員 1.00 

編制內承辦人 -1.72 

其他人員 

（約聘僱臨時人員、技工及工友）
-1.57 

其他人員 

（約聘僱臨時人

員、技工及工友） 

科長、督學、專員 2.57 

編制內承辦人 -.15 

借調教師 

（含候用校長、主任及教師） 
1.57 

深層 

偽裝 

科長、督學、 

專員 

編制內承辦人 3.05 

借調教師 

（含候用校長、主任及教師） 
.35 

其他人員 

（約聘僱臨時人員、技工及工友）
2.15 

編制內承辦人 科長、督學、專員 -3.05 

借調教師 

（含候用校長、主任及教師）、
-2.71* 

其他人員 

（約聘僱臨時人員、技工及工友）
-.90 

借調教師 

（含候用校長、

主任及教師） 

科長、督學、專員 -.35 

編制內承辦人 2.71* 

其他人員 

（約聘僱臨時人員、技工及工友）
1.80 

其他人員 科長、督學、專員 -2.15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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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0 不同職務之行政人員各量表變項事後比較摘要表 

依變項 （I）職務 （J）職務 平均差異（I-J）

（約聘僱臨時人

員、技工及工友） 

編制內承辦人 .90 

借調教師 

（含候用校長、主任及教師） 
-1.80 

職業 

倦怠 

科長、督學、 

專員 

編制內承辦人 -4.91 

借調教師 

（含候用校長、主任及教師） 
-.23 

其他人員 

（約聘僱臨時人員、技工及工友）
-3.36 

編制內承辦人 科長、督學、專員 4.91 

借調教師 

（含候用校長、主任及教師） 
4.68* 

其他人員 

（約聘僱臨時人員、技工及工友）
1.55 

借調教師 

（含候用校長、

主任及教師） 

科長、督學、專員 .23 

編制內承辦人 -4.68* 

其他人員 

（約聘僱臨時人員、技工及工友）
-3.13 

其他人員 

（約聘僱臨時人

員、技工及工友） 

科長、督學、專員 3.36 

編制內承辦人 -1.55 

借調教師 

（含候用校長、主任及教師） 
3.13 

*p<.05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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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行政人員年資在知覺主管家長式領導與其情緒勞動及職業倦怠之

差異 

    如表 4-2-11 所示，在德行領導、表層偽裝、深層偽裝及職業倦怠等向度之

得分為年資之不同而有所差異。爰進一步進行 Scheffe 事後分析，結果如表

4-2-12。 

    在德行領導部分，年資 11 年以上之行政人員知覺之主管德行領導顯著高於

2-5 年之行政人員。 

在表層偽裝部分，年資 2年以內之行政人員之表層偽裝程度顯著高於年資

11 年以上之行政人員；此外，年資 2-5 年之行政人員之表層偽裝程度亦高於年

資 11 年以上之行政人員。在深層偽裝部分，年資 11 年以上之行政人員深層偽裝

程度分別皆顯著高於年資 2年以內、2-5 年及 6-10 年以內之行政人員。綜上所

述，年資 5年以內之行政人員其表層偽裝程度普遍高於 11 年以上之行政人員，

而年資 11 年以上之行政人員也在深層偽裝程度上普遍高於其他年資之行政人

員。 

    在職業倦怠部分，年資 2年以內之行政人員其職業倦怠感顯著高於年資 11

年以上之行政人員；此外，年資 2-5 年之行政人員其職業倦怠感亦顯著高於年資

11 年以上之行政人員。由此可見，年資 2年以內及年資 2-5 年之行政人員其職

業倦怠感程度最高，而年資 11 年以上之行政人員之職業倦怠感與其他年資之行

政人員相較則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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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1 不同年資之行政人員量表得分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變項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仁慈領導 組間 108.111 3 36.037 1.602 

 組內 5802.164 258 22.489  

 總和 5910.275 261   

德行領導 組間 195.465 3 65.155 2.890* 

 組內 5816.814 258 22.546  

 總和 6012.279 261   

威權領導 組間 82.440 3 27.480 1.694 

 組內 4185.549 258 16.223  

 總和 4267.989 261   

表層偽裝 組間 298.330 3 99.443 5.274** 

 組內 4864.224 258 18.854  

 總和 5162.553 261   

深層偽裝 組間 577.765 3 192.588 7.482*** 

 組內 6641.354 258 25.742  

 總和 7219.118 261   

職業倦怠 組間 945.010 3 315.003 6.314*** 

 組內 12871.360 258 49.889  

 總和 13816.370 261   

***p<.001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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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2 不同年資之行政人員在德行領導、表層偽裝、深層偽裝及職業倦怠之

事後比較摘要表 

依變項 （I）年資 （J）年資 平均差異（I-J） 

德行領導 2年以內 2-5年 1.80 

 6-10年  .60 

 11年以上 -.59 

2-5年 2年以內 -1.80 

 6-10年 -1.20 

 11年以上 -2.39* 

6-10年 2年以內 -.60 

 2-5年 1.20 

 11年以上 -1.18 

11年以上 2年以內  .59 

 2-5年  2.39* 

 6-10年 1.18 

表層偽裝 2年以內 2-5年  .30 

 6-10年  .89 

 11年以上  2.44* 

2-5年 2年以內 -.30 

 6-10年  .59 

 11年以上  2.14* 

6-10年 2年以內 -.89 

 2-5年 -.59 

 11年以上 1.56 

11年以上 2年以內 -2.44* 

 2-5年 -2.14* 

 6-10年 -1.56 

深層偽裝 2年以內 2-5年 1.00 

 6-10年 .87 

 11年以上 -2.59* 

2-5年 2年以內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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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2 不同年資之行政人員在德行領導、表層偽裝、深層偽裝及職業倦怠之

事後比較摘要表 

依變項 （I）年資 （J）年資 平均差異（I-J） 

 6-10年 -.13 

 11年以上 -3.59* 

6-10年 2年以內 -.87 

 2-5年 .13 

 11年以上 -3.46* 

11年以上 2年以內 2.59* 

 2-5年 3.59* 

 6-10年 3.46* 

職業倦怠 2年以內 2-5年 -5.43E-02 

 6-10年 .47 

 11年以上 4.09* 

2-5年 2年以內 5.43E-02 

 6-10年 .52 

 11年以上 4.14* 

6-10年 2年以內 -.47 

 2-5年 -.52 

 11年以上 3.62 

11年以上 2年以內 -4.09* 

 2-5年 -4.14* 

 6-10年 -3.62 

*p<.05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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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科室規模在行政人員知覺主管家長式領導與其情緒勞動及職業倦

怠之差異 

    如表 4-2-13 所示，不同科室規模之行政人員在家長式領導、情緒勞動職業

倦怠之上，皆未達顯著水準。 

表 4-2-13 不同科室規模行政人員量表得分之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變項 
變異

來源 
SS df MS F 

仁慈領導 組間 70.261 3 23.420 1.035 

 組內 5840.014 258 22.636  

 總和 5910.275 261   

德行領導 組間 71.501 3 23.834 1.035 

 組內 5940.777 258 23.026  

 總和 6012.279 261   

威權領導 組間 109.474 3 36.491 2.264 

 組內 4158.515 258 16.118  

 總和 4267.989 261   

表層偽裝 組間 45.687 3 15.229  

 組內 5116.867 258 19.833 .768 

 總和 5162.553 261   

深層偽裝 組間 111.743 3 37.248 1.352 

 組內 7107.375 258 27.548  

 總和 7219.118 261   

職業倦怠 組間 280.802 3 93.601 1.784 

 組內 13535.569 258 52.463  

 總和 13816.370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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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知覺主管家長式領導與其情

緒勞動及職業倦怠關係之分析 

    本節目的在於進一步探討行政人員知覺主管家長式領導及其情緒勞動、職業

倦怠等變項之間的關係。而考量家長式領導三領導類型之間之正負相關不一，故

本研究根據各領導類型之量表分數各分為高低兩組進行分析，後續結果解釋上方

為合理。 

壹、 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知覺主管家長式領導與其情 

緒勞動之關係 

一、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知覺主管家長式領導程度與其情緒勞動之

關係 

    以下分別將仁慈領導、德行領導及威權領導根據量表得分，分別各分成高低

二組，再以情緒勞動之「表層偽裝」及「深層偽裝」、及職業倦怠進行單因子變

異數分析。分析結果茲分述如下： 

（一）行政人員知覺主管仁慈領導程度與其情緒勞動之關係 

    本研究將仁慈領導依量表得分依高低加以分組，各組於情緒勞動變項中之表

層偽裝及深層偽裝之平均數及標準差如表 4-3-1 所示。 

表 4-3-1 行政人員知覺主管仁慈領導程度與情緒勞動各層面之描述性統計 

情緒勞動向度 仁慈領導程度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表層偽裝 低仁慈領導 125 13.81 4.41 

 高仁慈領導 137 12.96 4.46 

深層偽裝 低仁慈領導 125 25.58 5.50 

 高仁慈領導 137 27.26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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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由表 4-3-2 顯示，高低仁慈領導在深層偽裝

向度上有顯著之差異（F=6.808, p<.01）。故根據上開表 4-3-1 之所示之平均數

顯示，知覺主管表現出高仁慈領導之行政人員，較知覺主管表現出低仁慈領導之

行政人員，有較高程度之深層偽裝。 

表 4-3-2 知覺主管不同程度之仁慈領導與情勞動各層面之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變項 變異來源 平方和 MS F 

表層偽裝 組間 47.424 47.424 2.411 

 組內 5115.129 19.674  

 總和 5162.553   

深層偽裝 組間 184.210 184.210 6.808** 

 組內 7034.908 27.057  

 總和 7219.118   

**p<.01 

 

（二）知覺主管德行領導程度與其情緒勞動之關係 

    本領導將德行領導依量表得分依高低加以分組，各組於情緒勞動變項中之表

層偽裝及深層偽裝之平均數及標準差如表 4-3-3 所示。 

表 4-3-3 行政人員知覺主管德行領導程度與情緒勞動各層面之描述性統計 

情緒勞動向度 德行領導程度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表層偽裝 低德行領導 118 13.64 4.29 

 高德行領導 144 13.13 4.57 

深層偽裝 低德行領導 118 25.31 5.50 

 高德行領導 144 27.41 4.87 

    而後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表 4-3-4 顯示，德行領導之高低在深層偽裝向

度上有顯著差異（F=10.775,p<.001）。根據上開表列之平均數，即知覺主管表現

出高德行領導行政人員，較知覺主管表現出低德行領導之行政人員擁有較高之深

層偽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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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 知覺主管不同程度之德行領導與情勞動各層面之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變項 變異來源 平方和 MS F 

表層偽裝 組間 17.010 260 .859 

 組內 5145.544 261  

 總和 5162.553   

深層偽裝 組間 287.275 260 10.775*** 

 組內 6931.843 261  

 總和 7219.118   

***p<.001 

（三）知覺主管威權領導程度與其情緒勞動之關係 

    本領導將威權領導依量表得分依高低加以分組，各組於情緒勞動變項中之表

層偽裝及深層偽裝之平均數及標準差如表 4-3-5 所示。 

表 4-3-5 行政人員知覺主管威權領導程度與情緒勞動各層面之描述性統計 

情緒勞動向度 威權領導程度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表層偽裝 低威權領導 132 12.37 4.26 

 高威權領導 130 14.37 4.42 

深層偽裝 低威權領導 132 27.00 4.85 

 高威權領導 130 25.92 5.61 

    另根據表 4-3-6，高低威權領導在表層偽裝面向有顯著差異（F=13.871, 

p<.001），對照表 4-3-5，亦即知覺主管表現出高威權領導之行政人員，相較知

覺主管表現出低威權領導之行政人員，擁有較高之表層偽裝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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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6 知覺主管不同程度之威權領導與情勞動各層面之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變項 變異來源 平方和 MS F 

表層偽裝 組間 261.466 261.466 13.871*** 

 組內 4901.088 18.850  

 總和 5162.553   

深層偽裝 組間 77.049 77.049 2.805 

 組內 7142.069 27.469  

 總和 7219.118   

 

二、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知覺主管家長式領導程度與其情緒勞動之

預測 

以下分別主管家長式領導各向度為預測變項，另以情緒勞動之各向度為依變

項進行迴歸分析，分析結果分述如下： 

（一）行政人員知覺主管家長式領導類型對情緒勞動「表層偽裝」之預測 

由表 4-3-7 顯示，以家長式領導三向度預測行政人員情緒勞動之「表層偽裝」

之整體模式已達顯著（F=6.869, p<.001），可解釋總變異量 7.4%。迴歸係數如

表 4-3-8 所示。而家長式領導三向度之中，威權領導可預測表層偽裝之情形，亦

即行政人員所知覺主管之威權領導程度越高，行政人員之表層偽裝程度也就越

高。 

表 4-3-7 行政人員知覺主管家長式領導類型預測表層偽裝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迴歸 381.868 3 127.289 6.869*** 

殘差 4780.686 258 18.530  

總和 5162.553 26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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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8 行政人員知覺主管家長式領導預測表層偽裝之迴歸係數估計值 

 

 

原始係數 標準誤 標準化係數 t 

截距 9.882 2.343  4.218*** 

仁慈領導 -9.296E-03 .083 -.010 -.111 

德行領導 -2.555E-02 .084 -.028 -.303 

威權領導 .278 .075 .253 3.690*** 

***P<.001 

（二）知覺主管家長式領導類型對情緒勞動「深層偽裝」之預測 

    由表 4-3-9 顯示，以家長式領導三向度預測情緒勞動變項中之「深層偽裝」

已達顯著（F=10.443, p<.001），可解釋總變異量之 10.8％。另迴歸係數估計值

如表 4-3-10，德行領導能有效預測深層偽裝情形，亦即行政人員知覺到主管之

德行領導越高，其深層偽裝之程度亦隨之提高。 

表 4-3-9 行政人員知覺主管家長式領導類型預測深層偽裝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迴歸 781.717 3 260.572 10.443*** 

殘差 6437.401 258 24.951  

總和 7219.118 261   

***p<.001 

 

表 4-3-10 行政人員知覺主管家長式領導預測深層偽裝之迴歸係數估計值 

 原始係數 標準誤 標準化係數 t 

截距 15.788 2.718  5.808*** 

仁慈領導 1.930E-02 .097 .017 .199 

德行領導 .378 .098 .345 3.856*** 

威權領導 9.747E-02 .088 .075 1.114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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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家長式領導之「仁慈領導」、「德行領導」及「威權領導」等三層面與情緒勞

動中之「深層偽裝」及「表層偽裝」關係之中，行政人員知覺主管不同程度之仁

慈領導及德行領導，與情緒勞動之深層偽裝有顯著之關係：行政人員知覺主管之

高仁慈領導及高德行領導，將產生亦較高之深層偽裝程度；其中德行領導又尤其

能夠預測深層偽裝之程度。 

    另行政人員知覺不同程度之威權領導，與情緒勞動之表層偽裝有顯著之關

係：亦即行政人員知覺主管之高威權領導，將產生亦較高之表層偽裝程度；透過

迴歸分析，主管之威權領導亦能夠有效預測行政人員之表層偽裝程度。 

綜上所述，情緒勞動中之深層偽裝部分，係屬發自內心之偽裝歷程，使個人

覺得自己偽裝之情緒似乎成為真實自我的一部份，故應必須對於此種工作情緒產

生心悅誠服之認同感，家長式領導中之仁慈領導與德行領導，此種較為柔性的領

導風格，確較容易透過認同、進而仿效的過程，使同仁產生深層偽裝的情緒勞動。 

    而相較之下，表層偽裝係屬虛應故事的情緒勞動，並非是自我之一部份，情

緒管理之焦點在於外在的情緒表達；而倘若主管表現出高威權領導之領導風格，

不管是透過強調領導者個人權威與對部屬操控的「威嚇」或是強調領導者對部屬

任務與工作程序監控的「威嚴」（鄭伯壎等，2006），由此看來都將影響行政人員

產生表層偽裝的情緒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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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育機關行政人員知覺主管家長式領導程度與其職業倦

怠之關係 

一、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知覺主管家長式領導與其職業倦怠之關係 

本研究分別以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知覺主管家長式領導之「仁慈領導」、

「德行領導」及「威權領導」在各分量表之得分分為高低兩組，據以探討各自在

職業倦怠各向度上之得分差異。分析如下： 

（一）行政人員知覺主管仁慈領導程度與其職業倦怠之關係 

    行政人員知覺主管仁慈領導程度高低兩組分別於職業倦怠變項各層面之平

均數及標準差如表 4-3-11 所示。 

表 4-3-11 行政人員知覺主管仁慈領導程度與職業倦怠各層面之描述性統計 

職業倦怠 仁慈領導程度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情緒耗竭 低仁慈領導 125 15.12 3.64 

 高仁慈領導 137 14.85 4.01 

譏誚態度 低仁慈領導 125 5.19 1.68 

 高仁慈領導 137 4.76 1.98 

降低專業效能 低仁慈領導 125 15.45 4.02 

 高仁慈領導 137 13.35 3.52 

    進一步分析，如表 4-3-12 所示，高低仁慈領導在職業倦怠之「降低專業效

能」向度有顯著差異（F=20.275, p<.001），亦即倘若行政人員知覺主管表現出

高仁慈領導行為，其降低專業效能之程度越低；反之若行政人員知覺主管表現出

低仁慈領導行為，其降低專業效能之程度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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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2 知覺主管不同程度之仁慈領導與職業倦怠各層面之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變項 變異來源 平方和 MS F 

情緒耗竭 組間 4.882 4.882 .331 

 組內 3828.981 14.727  

 總和 3833.863   

譏誚態度 組間 12.248 12.248 3.592 

 組內 886.443 3.409  

 總和 898.691   

降低專業效能 組間 287.600 287.600 20.275*** 

 組內 3688.094 14.185  

 總和 3975.695   

***P<.001     

（二）行政人員知覺主管德行領導程度與其職業倦怠之關係 

    行政人員知覺主管德行領導程度高低兩組分別於職業倦怠變項各層面之平

均數及標準差如表 4-3-13 所示。 

表 4-3-13 行政人員知覺主管德行領導程度與情緒勞動各層面之描述性統計 

職業倦怠 德行領導程度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情緒耗竭 低德行領導 118 15.25 3.76 

 高德行領導 144 14.75 3.89 

譏誚態度 低德行領導 118 5.27 1.72 

 高德行領導 144 4.72 1.93 

降低專業效能 低德行領導 118 15.27 3.83 

 高德行領導 144 13.60 3.81 

    進一步分析，如表 4-3-14 所示，其知覺主管德行領導之高低在職業倦怠之

「譏誚態度」及（F=5.931,p<.05）「降低專業效能」（F=12.454, p<.001）層面

有顯著差異。由此顯示，行政人員知覺主管係屬高德行領導，其將產生較低的譏

誚態度；而知覺主管為低德行領導，其將產生較高之譏誚態度。另行政人員若知

覺主管係屬高德行領導，其降低專業效能之程度較低；倘若知覺主管為低德行領

導，其降低專業效能之程度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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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4 知覺主管不同程度之德行領導與情勞動各層面之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變項 變異來源 平方和 MS F 

情緒耗竭 組間 16.490 16.490 1.123 

 組內 3817.373 14.682  

 總和 3833.863   

譏誚態度 組間 20.042 20.042 5.931* 

 組內 878.648 3.379  

 總和 898.691   

降低專業效能 組間 181.734 181.734 12.454*** 

 組內 3793.961 14.592  

 總和 3975.695   

***p<.001,*p<.05 

（三）知覺主管威權領導程度與其職業倦怠之關係 

    行政人員知覺主管威權領導程度高低兩組分別於職業倦怠變項各層面之平

均數及標準差如表 4-3-15 所示。 

表 4-3-15 行政人員知覺主管威權領導程度與職業倦怠各層面之描述性統計 

職業倦怠 威權領導程度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情緒耗竭 低威權領導 132 14.33 3.70 

 高威權領導 130 15.64 3.86 

譏誚態度 低威權領導 132 4,54 1.85 

 高威權領導 130 5.40 1.77 

降低專業效能 低威權領導 132 13.36 3.59 

 高威權領導 130 15.36 3.96 

    如表 4-3-16 所示，高低威權領導在職業倦怠之「降低專業效能」（F=7.886, 

p<.01）、「譏誚態度」（F=14.890, p<.001）及「降低專業效能」（F=18.450, p<.001）

等向度均有顯著差異。亦即： 

1.行政人員知覺主管表現高威權領導，其情緒耗竭程度越高；而知覺主管表現低

威權領導，其情緒耗竭程度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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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行政人員知覺主管表現高威權領導，其譏誚態度程度越高；而知覺主管表現低

威權領導，其譏誚態度程度越低。 

3.行政人員知覺主管表現高威權領導，其降低專業效能程度越高；而知覺主管表

現低威權領導，其降低專業效能程度越低。。 

表 4-3-16 知覺主管不同程度之威權領導與職業倦怠各層面之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變項 變異來源 平方和 MS F 

情緒耗竭 組間 112.862 112.862 7.886** 

 組內 3721.000 14.312  

 總和 3833.863   

譏誚態度 組間 48.680 48.680 14.890*** 

 組內 850.011 3.269  

 總和 898.691   

降低專業效能 組間 263.422 263.422 18.450*** 

 組內 3712.273 14.278  

 總和 1975.695   

***p<.001,**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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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知覺主管家長式領導程度與其職業倦怠之

預測 

（一）知覺主管家長式領導程度對其職業倦怠整體預測 

由表 4-3-17 顯示，以行政人員知覺主管家長式領導三向度預測職業倦怠變

項已達顯著（F=13.970, p<.001），可解釋總變異量 14%；另迴歸係數如表 4-3-18

所示，其中威權領導可有效預測職業倦怠之程度且達.001 顯著水準，亦即行政

人員知覺主管威權領導程度越高，其職業倦怠感亦越高。 

表 4-3-17 行政人員知覺家長式領導預測職業倦怠之同時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迴歸 1930.696 3 643.565 13.970*** 

殘差 11885.674 258 46.069  

總和 13816.370 261   

***p<.001     

 

 

表 4-3-18 行政人員知覺家長式領導測月職業倦怠之迴歸係數估計表 

 原始係數 標準誤 標準化係數 t 

截距 31.603 3.694  8.556*** 

仁慈領導 -7.604E-02 .132 -.050 -.578 

德行領導 -.152 .133 -.101 -1.145 

威權領導 .511 .119 .284 4.301*** 

***p<.001 

 

（二）知覺主管家長式領導程度對其職業倦怠之「情緒耗竭」預測 

針對家長式領導各向度對於職業倦怠中之「情緒耗竭」進行迴歸分析，由表

4-3-19 顯示，以家長式領導三向度預測「情緒耗竭」之迴歸分析達顯著（F=6.886, 

p<.001），可解釋總變異量之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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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迴歸係數估計值如表 4-3-20 所示，威權領導可有效預測情緒耗竭之程度，

亦即行政人員知覺主管威權領導程度越高，其情緒耗竭亦越高。 

表 4-3-19 行政人員知覺家長式領導各面向與情緒耗竭之迴歸變異數摘要表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迴歸 284.229 3 94.743 6.886 

殘差 3549.634 258 13.758  

總和 3833.863 261   

***p<.001     

表 4-3-20 行政人員知覺家長式領導與情緒耗竭之迴歸係數估計表 

 原始係數 標準誤 標準化係數 t 

截距 9.355 2.019  4.634*** 

仁慈領導 5.885E-02 .072 .073 .818 

德行領導 2.052E-03 .073 .003 .028 

威權領導 .281 .065 .297 4.327*** 

***p<.001     

 

（三）知覺主管家長式領導程度對其職業倦怠之「譏誚態度」預測 

另針對家長式領導對於職業倦怠之「譏誚態度」進行迴歸分析。由表 4-3-21

顯示，由家長式領導對譏誚態度之迴歸分析達顯著（F=10.266,p<.001），且解釋

總變異量之 10.7%。其迴歸係數估計值如表 4-3-22 所示，威權領導仍可有效預

測譏誚態度之程度達.001 顯著水準。亦即：行政人員知覺主管之威權領導程度

越高，譏誚態度之程度亦隨之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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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1 行政人員知覺主管家長式領導各層面預測譏誚態度多元迴歸分析摘

要表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迴歸 95.837 3 31.946 10.266*** 

殘差 802.854 258 3.112  

總和 898.691 261   

***p<.001     

 

表 4-3-22 行政人員知覺主管家長式領導預測譏誚態度之迴歸係數估計值 

 原始係數 標準誤 標準化係數 t 

截距 4.687 .960  4.882*** 

仁慈領導 8.796E-03 .034 .023 .257 

德行領導 -6.521E-02 .035 -.169 -1.885 

威權領導 .104 .031 .228 3.379*** 

***p<.001 

（四）知覺主管家長式領導程度與職業倦怠之「降低專業效能」預測 

針對家長式領導對於職業倦怠之「降低專業效能」層面之預測，已達顯著水

準（F=11.861, p<.001），並可解釋總變異量之 12.1%。依據表 4-3-23 迴歸係數

估計值，家長式領導各向度中，仁慈領導可有效預測情緒勞動之「降低專業效能」

達.05 顯著水準。亦即：行政人員知覺主管仁慈領導程度越高，降低專業效能之

程度亦隨之降低。 

表 4-3-23 行政人員知覺主管家長式領導類型預測降低專業效能多元迴歸分析摘

要表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迴歸 481.854 3 160.618 11.861*** 

殘差 3493.841 258 13.542  

總和 3975.695 26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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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4 行政人員知覺主管家長式領導預測降低專業效能之迴歸係數估計值 

 原始係數 標準誤 標準化係數 t 

截距 17.560 2.003  8.768*** 

仁慈領導 -.144 .071 -.175 -2.013* 

德行領導 -8.930E-02 .072 -.110 -1.237 

威權領導 .126 .064 .130 1.952 

***p<.001,*p<.05    

三、小結 

綜上所述，行政人員知覺主管家長式領導與職業倦怠之分析中，威權領導將

有效預測職業倦怠之程度，此與相關文獻中（吳楷貴，2006；趙安安，2004；吳

慧君，2004；林姿葶，2006）有關工作壓力、組織效能、工作士氣、工作滿意組

織公民行為等研究結果吻合。另分別針對各職業倦怠之「情緒耗竭」、「譏誚態

度」及「降低專業效能」等向度進行迴歸分析後發現，威權領導可有效預測情緒

耗竭及譏誚態度等兩層面，而仁慈領導則可用以預測降低專業效能之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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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情緒勞動與職業倦怠之關係 

本部分探討情緒勞動與職業倦怠之關係，並以情緒勞動各層面作為預測變

項，另以職業倦怠整體及各層面進行變異數及迴歸分析。茲將分析結果說明如下： 

一、 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情緒勞動與職業倦怠之關係 

    行政人員之高低情緒勞動分別於職業倦怠變項各層面之平均數及標準差如

表 4-3-25 所示。 

表 4-3-25 行政人員不同程度之情緒勞動與職業倦怠各層面之描述性統計 

職業倦怠 情緒勞動程度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情緒耗竭 低情緒勞動 128 12.44 2.43 

 高情緒勞動 134 17.40 3.32 

譏誚態度 低情緒勞動 128 4.34 1.60 

 高情緒勞動 134 5.57 1.89 

降低專業效能 低情緒勞動 128 20.69 4.03 

 高情緒勞動 134 22.57 3.55 

進一步分析如表 4-3-26，高低情緒勞動於職業倦怠之「情緒耗竭」

（F=189.064, p<.001）、「譏誚態度」（F=32.275, p<.001）及「降低專業效能」

（F=15.061, p<.001）等均達顯著差異。亦即：高情緒勞動之行政人員，其情緒

耗竭、譏誚態度及降低專業效能之程度亦越高；而低情緒勞動之行政人員，其情

緒耗竭、譏誚態度及降低專業效能之程度亦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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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6 行政人員不同程度之仁慈領導與職業倦怠各層面之變異數分析摘要

表 

變項 變異來源 SS MS F 

情緒耗竭 組間 1614.124 1614.124 189.064*** 

 組內 2219.739 8.275  

 總和 3833.863   

譏誚態度 組間 99.241 99.241 32.275*** 

 組內 799.450 3.075  

 總和 898.691   

降低專業效能 組間 231.299 231.299 15.061*** 

 組內 3744.396 14.402  

 總和 3975.695   

***p<.001     

二、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情緒勞動與其職業倦怠之預測 

（一）行政人員情緒勞動與職業倦怠整體之迴歸分析 

另如表 4-3-27 所示，以情緒勞動預測職業倦怠已達顯著（F=83.861, 

p<.000），且可解釋總變異量達 39.3%。其中依據迴歸係數估計值如表 4-3-28，

表層偽裝及深層偽裝皆可有效預測職業倦怠之程度。依據標準化係數，顯示表層

偽裝程度越高，職業倦怠感亦越高；惟深層偽裝程度越高，職業倦怠感越低。 

 

表 4-3-27 行政人員情緒勞動與職業倦怠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迴歸 5430.470 2 2715.235 83.861*** 

殘差 8385.900 259 32.378  

總和 13816.370 26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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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8 行政人員情緒勞動與職業倦怠多元迴歸分析迴歸係數估計表 

 原始係數 標準差 標準化係數 t 

截距 37.954 2.381  15.942*** 

表層偽裝 .708 .082 .433 8.653*** 

深層偽裝 -.496 .069 -.358 -7.167*** 

***p<.001 

（二）行政人員情緒勞動對其職業倦怠之「情緒耗竭」預測 

如表 4-3-29 顯示，針對情緒勞動兩向度與職業倦怠之「情緒耗竭」迴歸分

析已達顯著（F=41.291, p<.001），共計可解釋變異量為 24.2%。另如表 4-3-30

所示，表層偽裝可有效預測情緒耗竭之程度，亦即表層偽裝之程度越高，行政人

員情緒耗竭越高。 

表 4-3-29 行政人員情緒勞動與情緒耗竭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迴歸 926.887 2 463.443 41.291*** 

殘差 2906.976 259 11.224  

總和 3833.863 261   

***p<.001     

 

表 4-3-30 行政人員情緒勞動與情緒耗竭多元迴歸分析迴歸係數估計表 

 原始係數 標準誤 標準化係數 t 

截距 10.317 1.402  7.360*** 

表層偽裝 .413 .048 .479 8.568*** 

深層偽裝 -3.223E-02 .041 -.044 -.79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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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行政人員情緒勞動對其職業倦怠之「譏誚態度」預測 

如表 4-3-31 顯示，情緒勞動與職業倦怠之「譏誚態度」向度之迴歸分析已

達顯著（F=42.451,p<.001），且可解釋總變異量之 24.7%。另依據表 4-3-32，表

層偽裝及深層偽裝皆能有效預測譏誚態度。依據標準化迴歸係數顯示，行政人員

表層偽裝程度越高，其譏誚態度亦越高；而行政人員深層偽裝程度越高，則譏誚

態度則越低。 

表 4-3-31 行政人員情緒勞動與譏誚態度多元迴歸摘要分析表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迴歸 221.868 2 110.934 42.451*** 

殘差 676.823 259 2.613  

總和 898.691 261   

***p<.001     

表 4-3-32 行政人員情緒勞動與譏誚態度多元迴歸分析迴歸係數估計表 

 原始係數 標準誤 標準化係數 t 

截距 4.898 .676  7.242*** 

表層偽裝 .163 .023 .390 7.001*** 

深層偽裝 -7.960E-02 .020 -.226 -4.051*** 

***p<.001 

（四）行政人員情緒勞動對其職業倦怠之「降低專業效能」預測 

根據表 4-3-33，情緒勞動與職業倦怠之「降低專業效能」向度多元迴歸分

析達顯著（F=63.617,p<.001），可解釋總變異量 32.9%。另根據表 4-3-34 顯示，

表層偽裝與深層偽裝皆能有效預測降低專業效能，惟所影響之效果不同。本研究

分析顯示，行政人員表層偽裝程度越高，降低專業效能程度亦越高；而行政人員

深層偽裝越高，則降低專業效能越低，呈現相反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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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3 行政人員情緒勞動與降低專業效能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迴歸 1309.684 2 654.842 63.617*** 

殘差 2666.011 259 10.293  

總和 3975.695 261   

***p<.001     

表 4-3-34 行政人員情緒勞動與降低專業效能之多元迴歸分析迴歸係數估計表 

 原始係數 標準誤 標準化係數 t 

截距 22.740 1.342  16.940*** 

表層偽裝 .132 .046 .151 2.872** 

深層偽裝 -.384 .039 -.517 -9.844*** 

***p<.001 

三、 小結 

    綜上所述，情緒勞動與職業倦怠之整體抑或個別層面都有其密切之關係。整

體而言，行政人員之情緒勞動程度越高，職業倦怠感亦越高。越是花心力在情緒

勞動上，日久便逐漸產生倦怠感。 

    進一步情緒勞動個別層面分析，行政人員情緒勞動之「表層偽裝」程度越高，

其職業倦怠亦隨之越高，反之亦然；然行政人員情緒勞動之「深層偽裝」之程度

越高，其職業倦怠隨之降低。又再加以職業倦怠之個別層面觀之，顯示行政人員

之表層偽裝程度越高，其情緒耗竭、譏誚態度及降低專業效能等層面程度亦隨之

越高；而行政人員之深層偽裝程度越高，則其譏誚態度與降低專業效能之程度隨

之降低。 

    究其原因，乃於表層偽裝與深層偽裝之出發點之差異：前者僅止於外在情緒

表達之偽裝，而後者係屬內在自我的一部份。在一般服務業之職場中，多數深層

偽裝之情緒勞動，係因對於工作情緒之要求及規範業已相當認同，進而加以偽裝

及仿效，在此情形之下，其職業倦怠感將隨之降低；而多數表層偽裝之情緒勞動，

來自於對職場互動之排斥感，故只流於表層外在情緒的虛應故事，在此影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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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之職業倦怠感之程度將大為提高。 

肆、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知覺主管家長式領導程度及其情

緒勞動、職業倦怠之關係 

  根據表 4-3-35 所示，教育行政機關行政人員之知覺家長式領導各面向與情緒

勞動及職業倦怠之多元迴歸分析達顯著（F=39.895, p<.001），可解釋總變異量

達 43.8%。 

另依據表 4-3-36 迴歸係數估計值，在此迴歸模式中威權領導、表層偽裝及

深層偽裝皆可有效預測職業倦怠程度。其中威權領導與表層偽裝對職業倦怠呈現

正向影響，亦即威權領導及表層偽裝程度越高，職業倦怠亦越高；另深層偽裝對

職業倦怠呈現負向影響，亦即深層偽裝程度越高，職業倦怠感越低，符合本研究

部分假設。 

表 4-3-35 行政人員知覺主管家長式領導與情緒勞動及職業倦怠多元迴歸分析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迴歸 6050.879 5 1210.176 39.895*** 

殘差 7765.491 256 30.334  

總和 13816.370 261   

***p<.001     

表 4-3-36 行政人員知覺主管家長式領導、情緒勞動及職業倦怠迴歸係數估計值 

 原始係數 標準誤 標準化係數 t 

截距 33.256 3.363  9.888*** 

仁慈領導 -6.091E-02 .107 -.040 -.570 

德行領導 4.776E-02 .111 .032 .430 

威權領導 .388 .100 .216 3.894*** 

表層偽裝 .613 .082 .375 7.480*** 

深層偽裝 -.489 .071 -.353 -6.915*** 

***p<.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