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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旨在探討有關文獻，以期對本研究主題有更深入的了解，作為

建立實證研究的理論基礎。其內容計分為三節：轉型領導和交易領導之

理論與研究、職業倦怠之理論與研究、領導行為與職業倦怠之相關研究。 

 

第一節 轉型領導和交易領導之理論與研究 

     

一、領導的意義 
 

在組織理論中，「領導」是經常被討論的概念，也是一般人耳熟能詳

的一個名詞。探討領導的意義的相關文獻很多，但眾說紛紜、看法不一，

學者常因探討的角度、強調的重點、理論發展時期等的差異，而給予不

同的解釋。茲引述如下： 

 

Stogdill（1950）認為領導是影響人們努力訂定並達成目標的歷程。

（引自謝文全，民 84） 

 

Burns（1978）認為領導適用於懷有特定動機目標的一群人，他們面

對衝突與挑戰時，動員組織的政治、心理及其他資源，以引發、從事與

滿足成員動機的行為。 

 

Owens（1981）認為領導係指團體中一個人與其他成員間所具有高

度動態的交互關係，領導是影響他人達成目標的一種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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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s（1990）認為領導一詞可包含十二種不同的解釋：1.領導是一

種團體過程的焦點。2.領導是一種人格特質及影響。3.領導是引導順從

的藝術。4.領導是影響的運作。5.領導是一種行動或行為。6.領導是一種

說服的形式。7.領導是一種權力關係。8.領導是去達成目標的工具。9.

領導是在交互作用中產生的影響。10.領導是一種分化的角色。11.領導是

一種工作的結構。12.領導是上述所有成分的組合。 

 

蔡培村（民 69）分別從「過程」、「影響」、「互動關係」來探討領導

的意義。認為領導乃是在團體的交互過程中，領導者運用各種影響力，

引發成員的智慧和能力，齊一心志、協同合作，以實現團體的共同理想

與目標的一種行為。 

 

黃昆輝（民 78）將教育行政的領導界定為：教育行政人員指引組織

工作方向，採取交互反應的策略，以糾合成員意志，並藉成員的參與，

發揮團體智慧及組織的人力，從而實現組織目標的一種行為。 

 

吳清基（民 79）認為學校行政領導，乃是學校行政人員，藉由學校

組織成員交互作用歷程的運作，以集合學校組織成員的意志，充分運用

組織人力物力，而冀求實現學校教育目標的一種行為。 

 

吳清山（民 80）認為學校行政領導乃是學校主管在學校環境中，試

圖影響其所屬學校成員，以達成學校特定目標的歷程。 

 

謝文全（民 84）認為領導是在團體情境中，藉影響力來引導成員的

努力方向，使其同心協力齊赴共同目標的歷程。 

 

綜上所述，研究者認為領導乃是領導者在團體情境裡，透過組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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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間交互運作，運用其影響力引導成員同心協力達成組織目標的歷程。 

 

二、轉型領導和交易領導的意義與內涵 
 

轉型領導和交易領導是近年來受重視的領導理論之一。以下探討轉

型領導和交易領導的意義與內涵。 

     

（一）轉型領導的意義 
 

最早區分轉型領導與交易領導的學者是 Downton，他的用意是在解

釋革命、反叛和改革的概念與一般領導的不同（林合懋，民 84）。而轉

型領導主要概念的發展者是 Burns，並經 Bass等學者發揚光大（秦夢群，

民 86）。 

 

Burns 以 Maslow（1954）的需求層次論研究行政領導者的行為後，

提出轉型領導的觀念，以區別交易領導的概念。兩者之間的差別在於，

交易領導以組織成員的自我利益來鼓舞成員，而轉型領導是用更高的理

想與道德價值使成員超越自我利益。Burns（1978）認為轉型領導能了解

成員既有的需求外，更能進一步尋找並開發成員潛在性動機，追求滿足

較高層次的需求，領導者並促進成員為領導者，而將自己成為推動改變

的原動力。 

 

Sergiovanni(1990)強調轉型領導是一種領導者與成員之間彼此提昇

與激勵的相互關係。在領導的過程中領導者激發了成員的成長，而成員

的成長也促使領導者成長，成為道德的促進者。轉型領導者強調成員朝

向正向道德與高需求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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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s（1985）以 Burns（1978）和 House（1977）的理論為基礎，發

展他的轉型領導理論。他認為轉型領導不單是魅力領導，領導者除了魅

力之外， 還需具有智性啟發 (intellectual stimulation) 及個別關懷

(individual- ized consideration)。對部屬而言，轉型領導的主管是教練、

老師和指導者，透過引起成員強烈的動機，並將領導者與成員視為一體

以影響成員，成員對領導者具信任、尊重、忠誠的感覺。 

 

Yukl（2001）認為，在轉型領導的組織氣氛中，組織成員感受到的

是主管的信任、讚美。成員尊敬主管，並表現出比預期更高的工作效率。

所以，主管本身必定具有領導魅力與願景實現的能力，以此感召部屬投

入組織任務。轉型領導者運用鼓舞的方式，促進成員的認知與調解組織

的衝突，藉此來達成組織的共同目標。 

 

廖春文(民 83)認為轉型領導者與成員間的關係，屬於理性的溝通關

係，其目的在超越及轉型現實的契約關係，以期使改變組織文化。轉型

領導不僅成員對領導者魅力認可，並且強調領導者如何透過魅力，激發

成員追求自我實現的動機。 

 

張慶?(民 85)認為轉型領導是指領導者具有前瞻性的願望及個人的

魅力，並運用各種激勵策略，激發成員提昇工作的動機，促使成員更加

努力的一種領導。 

 

廖裕月(民 87)認為轉型領導不同於過去傳統的領導，其不在侷限於

協調、溝通、管理、分配等技巧的運用，而是訴諸於領導哲學的提昇。

強調領導者應該持有更高層次與更積極的理想，對理想的落實體現在個

人深層內涵的培養、成員價值觀的型塑與組織文化的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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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進雄(民 89)認為轉型領導是領導者藉由魅力及建立願景，運用各

種激勵策略提昇部屬工作態度，以激發部屬對工作更加努力的一種領導。 

 

邵俊豪(民 91)認為轉型領導主要是指領導者將部屬的動機層次提昇

至自我實現，將物質酬賞轉化為精神酬賞的一種動態領導過程。領導者

對於組織成員不僅是工作上的上司與部屬的關係，更是人生導師、道德

勇氣與智慧的追求者，領導者培育成員成為未來或素質上的領導者，並

期望組織藉成熟的成員來不斷革新。 

  

綜上所述，研究者認為轉型領導是指領導者持有道德理想與前瞻性

願景，藉由個人魅力及各種激勵策略以提昇部屬工作動機與需求層次，

並帶領組織不斷革新、追求卓越的領導行為。 

 

（二）轉型領導的內涵與向度 
 

轉型領導的內涵與向度，可以從領導行為層面解釋，以下分別列舉

國內、外學者對轉型領導行為層面的分析： 

 

Bass 和 Avolio (1990)根據 Burns（1978）的理論，發展兩人所編製

的多元因素領導問卷(Multifactor Leadership Questionnaire 簡稱 MLQ)，

將轉型領導行為區分為四個因素： 魅力(idealized influence)、激發動機

(inspirational motivatoon)、智性啟發(intellectual stimulation)、個別關懷

(individualized consideration)。 

 

Leithwood，Menzies和 Jantzi(1996)將轉型領導的技術理論運用於學

校中，其根據 Bass、Avolio 與 Yammarino 的研究設計轉型領導的量表，

其評量的行為層面有以下向度：1.提供願景、2.提昇對團體目標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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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供個別支持、4.智能啟發、5.建立適切典範、6.高成就期望。 

 

林合懋(民 84)根據國外學者的研究，將國人主管的轉型領導區分為

七個因素：1.親近融合、2.願景與吸引力、3.承諾與正義、4.激勵共成願

景、5.尊重信任、6.智識啟發、7.個別關懷。 

 

張慶勳(民 85)的研究將轉型領導行為分為五種層面：1.願景、2.魅

力、3.激勵、4.智能啟發、5.關懷。 

 

張易書(民 89)綜合國內外學者研究，將轉型領導行為分為六個層

面：1.願景與承諾、2.親近融合、3.激勵共同願景、4.尊重信任、5.智性

啟發、6.個別化關懷。 

 

綜合相關文獻可知，國內外學者大都是參考 Bass 和 Avolio (1990)

的研究將轉型領導行為分為魅力、 激發動機、智性啟發、個別關懷等四

種因素的分類方式，再加以發展。雖然分別將轉型領導行為分為四至七

種因素，但研究者認為，大都僅是分類程度上之不同，學者對轉型領導

行為本質的看法並無太大之差異。本研究參考蔡進雄（民 89）的研究，

將轉型領導行為分為：建立願景、魅力影響、激發鼓舞、啟發才智與個

別關懷等五個層面。茲分述如下： 

1.建立願景 

領導者能清楚知道組織未來的發展與目標，並能將組織目標

與成員的自我目標相結合，引領成員型塑共同願景。領導者也必

須提出能夠達成願景的策略與達成後的承諾，讓成員能清楚知道

如何達成組織願景。 

2.魅力影響 

領導者具遠見、活力、親和力與自信心，因而成為部屬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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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近、崇拜與學習的理想對象，使部屬因而願意接受工作指示，

甘心為組織目標而努力。 

3.激勵鼓舞 

領導者運用各種方法激發部屬動機，鼓勵部屬提升其目標至

較高層次，將部屬的動機與組織願景相結合，激勵部屬為自我實

現與組織目標而努力。領導者表現出來的激勵鼓舞行為如：授權、

尊重、討論、溝通協調、傳達理念、以身作則、勉勵、高度期望、

帶動士氣等。 

4.啟發才智 

領導者不僅鼓勵部屬追求知識上的成長、發揮創造力，並鼓

勵部屬對以往處理過的事件反覆思考改進，以求工作更有效率、

更圓融。領導者不僅以身作則不斷進修，更鼓勵部屬不斷進修充

實自己。領導者能營造組織學習氣氛，激發成員創意。 

5.個別關懷 

領導者能重視成員間的差異性，對每一位部屬依其需求給予

個別的關懷，使其覺得深受重視而努力。領導者能注重部屬的感

受，發揮同理心協助同仁，並使同仁感到自己是組織的一份子。 

 

（三）交易領導的意義 
 

交易領導又稱為互易領導，所強調的是成員與領導者之間關係是互

惠的，是基於經濟面、政治面及心理面的價值互換（張易書，民 89）。

Bass(1985)根據 Burns(1978)的研究，將領導者與成員的關係做擴張，認

為交易領導就是領導— 成員交易理論( leader-member exchange theory)與

路徑目標理論(path-goal theory)所統整而來。領導者相當清楚部屬需要什

麼，以此作為交換部屬努力的增強物，成員也藉由這樣的酬賞來獲得自

己想要的利益(邵俊豪，民 91)。並在其所著的『預期之外的領導與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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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ship and Performance Beyond Expectation)一書中，將交易領導中領

導者與成員的關係，用圖 2-1來說明。領導者要了解成員的工作與需求，

並對成員解釋讓成員明確得知工作後的報酬，促使成員產生信心與動機

而投入工作。 

 

Sergiovanni(1990)認為交易領導是領導者以磋商、妥協的策略，以

滿足成員的需求，使成員投入工作的一種領導，基本上是一種以物易物

的領導方式。 

 

廖春文(民 83)認為交易領導重視的是基本的、外在的需求滿足，領

導者與部屬間乃基於現實的契約關係，是一種外鑠式的領導，其目的在

維持組織安定。 

 

張慶勳(民 85)認為交易領導就是領導者運用協商、妥協、以物易物

的策略，滿足部屬的需求，達成組織績效的手段。 

 

秦夢群(民 86)認為與轉型領導相較，交易領導強調資源交換的行為

與過程，以獎懲為手段來完成與部屬之間的交易。 

 

吳清山、林天佑(民 87)認為交易領導是領導人透過折衝、協商的歷

程，讓成員得以滿足，促使其願意為組織奉獻心力，發揮團隊力量以達

成組織效標的一種領導風格。 

 

綜上所述，研究者認為交易領導是指領導者運用協商、妥協、資源

交換等策略以滿足成員需求，並以獎懲為手段促使部屬為組織奉獻心

力，達成組織績效的領導行為。領導者與部屬之間是現實互惠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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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領導者 

F：組織成員 

 

圖 2-1 領導者與部屬在交易領導中的關係圖 

資料來源：Bass, B. M.,1985, p.12 

 

 

L：瞭解成員的心理需求L：瞭解成員需從事哪些

工作以獲得預期效果 

L：瞭解成員工作角色 L：瞭解成員如何執行工

作達成預期結果以換

得心理需求的滿足 

F：成員對工作之需求產

生信心（主觀上認為

成功的機率） 

L：對預期工作結果之價

值觀（成員需求滿足

之價值觀） 

F：產生獲取欲得結果之

動機（被期望努力的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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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易領導的內涵與向度 
     

在 Bass和 Avolio (1990)根據 Burns 的理論發展編製的「多元因素領

導問卷」中，將交易領導分為例外管理與後效酬賞兩個層面。按其性質

後效酬賞又可分為承諾的後效酬賞與實質的後效酬賞兩類；例外管理可

分為主動的與被動的兩種。 

 

Thomas（2003）認為有許多的研究將 Burns 的原有理論加以發展，

而綜合這些研究可發現，交易領導包含以下四種型態的領導行為：後效

酬賞 、被動的例外管理、主動的例外管理、放任政策領導。 

 

國內學者林合懋（民 84）根據 Bass（1985）的理論進行國內學校主

管與企業主管轉型領導之比較研究，將交易領導區分為以下五個因素：

被動的例外管理、承諾的後效酬賞、主動的例外管理、實質的後效酬賞

－互惠、實質的後效酬賞－表揚禮遇。 

 

綜合相關文獻可知，國內外學者大都是參考 Bass 和 Avolio (1990)

的研究將交易領導行為分為例外管理與後效酬賞等兩大層面的分類方

式，再加以發展。雖然分別將交易領導行為分為三至五種因素，但研究

者認為，大都也僅是分類程度上之不同，學者對交易領導行為本質的看

法並無太大之差異。本研究參考蔡進雄（民 89）的研究，將交易領導區

分為條件式的酬賞、主動的例外管理與被動的例外管理等三個層面。茲

分述如下： 

1.條件式的酬賞 

指部屬在完成既定的工作目標後，領導者給予的正增強歷

程，及成員完成領導者交付的任務時，能達到領導者的期望，領

導者提供適切的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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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動的例外管理 

指在部屬的行為過程中，領導者能事先預見錯誤發生，隨時

密切關注，若有必要隨時伺機加以糾正或懲戒。 

3.被動的例外管理 

指領導者在部屬錯誤行為發生或未達工作目標後，才加以糾

正或懲戒，除非有事情發生，領導者不會主動介入。 

 

 

三、轉型領導、交易領導的比較 
     

初步接觸轉型領導與交易領導理論，容易使人誤以為是截然不同的

兩種相對領導概念。根據文獻顯示，Burns（1978）最初認為轉型領導與

交易領導是一條線的兩端，屬於相反的連續向度。但是經過 Bass後來對

理論的進一步發展解釋，認為轉型領導與交易領導並非相對的領導型

式，轉型領導應可視為交易領導的擴充型式，在真實的情境裡，轉型領

導者也會運用交易領導的原則。 

 

Epitropaki（2001）認為轉型領導者不僅具有明確綜合的遠景，更重

要的是他們能與原工作有效的溝通。領導者重視身體力行，是員工的楷

模，他們激勵員工將組織的目標擺在個人的利益之上。相對於交易領導

者著重於中心的控制，轉型領導者信任部屬並給他們足夠的發揮空間，

在這個層面上，轉型領導對員工和整個組織而言更具有發展性及建設性。 

 

張慶勳（民 85）認為轉型領導與交易領導的主要差異，在於轉型領

導者是在提昇成員的期望與需求，領導者是一個具有願景的變革者；而

交易領導強調領導者與成員之間的關係是互惠的，傾向運用磋商的方式

維持組織的既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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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易書（民 89）則認為轉型領導與交易領導之間有其不同處，但並

非轉型領導優於交易領導，轉型領導與交易領導要同時兼顧。 

 

另外，有關轉型領導與交易領導的比較，有比較員工的工作動機的，

如：廖春文（民 83）認為交易領導是外鑠式的領導，而轉型領導是內發

式的領導。部分學者認為轉型領導與交易領導分別適用於不同性質的組

織或組織發展的不同階段， Bass（1985）認為在機能性組織（organic 

organization）中，因為組織目標、結構較不明確，較容易接受創新的思

考，比較適用轉型領導；而在機制性組織（mechanistic organization）中，

因為組織有較穩定的結構、明確的目標，比較適用交易領導。Sergiovanni

（1990）認為轉型領導與交易領導是可並行不悖的，交易領導可以運用

於改進學校的第一階段，而當教師士氣高昂時轉型領導較易出現。   

 

廖裕月（民 87）根據國內外相關文獻，整理出轉型領導與交易領導

的比較表（如表 2-1）。由表中可發現，轉型領導與交易領導在不同層面

上有的差異。除此以外，在區分領導者與管理者的研究中，Bass（1985）、

Bryman（1992）與 Sashkin（1988）等多位學者把轉型領導視同於領導，

而將交易領導視同於管理。轉型領導 vs 交易領導，就相當於領導 vs 管

理（引自林合懋，民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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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轉型領導與交易領導的比較 

領導型式 
比較的層面 

轉型領導 交易領導 

領導方式 

領導理想層次較高，例外管

理與酬賞只是一種領導過

程，領導者所重視組織的目

的為主。 

交易領導者將領導例外管

理與酬賞視為一種必要的

手段與策略。 

組織目標 

目標是組織成員所共同接

受的，且成員都能知覺達成

目標的重要性。 

組織的目標是由領導者個

人所設定，成員並不一定能

知覺到組織目標存在的重

要性。 

領導行為 

領導行為著重在於指導或

協助成員解決問題，強調成

員的創新思想。 

領導行為主要在監控與修

正成員的行為，強調成員行

為的一致性。 

授權層面 

領導者強調社會內化的過

程，因此成員能夠去承擔工

作，也信任領導者的授權。

成員將領導者的授權視為

領導者推卸責任的行為。 

組織的情境 

適用於組織發生變遷或有

危機時。領導者能提出願

景、並且為組織凝事改變及

革新。 

交易領導行為通常容易於

穩定的組織中產生。 

成員的需求 

除重視成員的需求外，還會

去設法提昇成員的需求層

次。 

重視成員的需求。但是僅著

重在成員需求的滿足。 

影響－權力的 
關係 

轉型領導較常運用參照權

與專家權。 

交易領導較常使用到獎賞

權與強制權。 

資料來源：廖裕月（民87，頁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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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國內學者蔡進雄（民 89）綜合國內外學者的看法，也將轉型

領導與交易領導兩者的差異，歸納如表 2-2。 

 

表 2-2 轉型領導與互易領導的差異分析表 

比較項目 轉型領導 互易領導 

領導行為層面 

1.建立願景 

2.魅力影響 

3.激勵鼓舞 

4.啟發才智 

5.個別關懷 

1.主動的例外管理 

2.的例外管理 

3.條件式的酬賞 

領導者與部屬

的關係 

將部屬的道德與動機， 

提升至較高的層次 

建立在角色澄清、工作 

要求及互惠的基礎之上 

領導作為 
偏向「領導」， 

較為積極、開創 

偏向「管理」， 

較為消極、守成 

工作動機 強調內在動機 強調外在動機 

權力基礎 參照權、專家權 法職權、強制權、獎賞權 

資料來源：蔡進雄（民89，頁57） 

 

由表 2-1、2-2 可知，廖裕月（民 87）將轉型領導與交易領導分別就

「領導方式」、「組織目標」、「領導行為」、「授權層面」、「組織的情境」、

「成員的需求」及「影響-權力關係」七個層面作比較；而蔡進雄（民

89）則就「領導層面」、「領導者與部屬的關係」、「領導作為」、「工作動

機」及「權力基礎」五個項目，比較轉型領導與交易領導的差異。兩位

學者在領導方式、領導作為、成員動機及需求與權力基礎上，除用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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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許差異外，大致上有一致之看法。另外，廖裕月（民 87）在組織目

標及組織適用的情境上也作了比較。綜合相關文獻及表 2-1、2-2，研究

者將轉型領導與交易領導分別就領導策略、領導作為、成員需求、成員

工作動機、適用情境、領導者與部屬的關係、權力基礎等層面，比較整

理後得表 2-3。 

 

表 2-3 轉型領導與交易領導比較表 

領導形式

比較的層面 
轉型領導 交易領導 

領導策略 
運用各種激勵策略，激發成

員提昇工作動機 

運用協商、妥協、資源交換

等策略，以獎懲為手段 

領導作為 
偏向「領導」，著重於指導

或協助，比較積極、開創 

偏向「管理」，著重於監控 

或修正，比較消極、守成 

成員需求 
不僅重視成員基本需求，並

設法提昇成員的需求層次。 

僅著重在成員基本的、外在

的需求滿足 

成員工作動機 
強調成員的內在動機，激發

成員追求自我實現 

強調成員的外在動機，為外

鑠式領導 

適用情境 
運用於組織革新時，藉以提

昇組織文化 

運用於穩定的組織中，藉以

維持組織安定 

領導者與部屬

的關係 

彼此提昇與激勵的關係。領

導者為教練、老師、指導者 

現實互惠的關係。領導者為

管理者 

權力基礎 
較常運用參照權與專家權。 較常運用法職權、獎賞權與

強制權。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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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轉型領導、交易領導的測量 
 

根據文獻顯示，有關轉型領導與交易領導的調查問卷，大部分是由

Bass及其同事所研究發展。Bass（1985）的轉化理論中，起初只將領導

因素分為三個面向：領導魅力、智性啟發、個別關懷。到了 1988年提出

第四個面向：激發動機，「多元因素領導理論」的面向才算完成，再經

Bass與其同事加以修正，使其題目可以更明確的觀察。 

 
有關轉型領導與交易領導研究的評量工具，大多是以 Bass 和

Avolio(1990)所發展的「多元因素領導問卷」 (Multifactor Leadership 

Questionnaire 簡稱 MLQ)為研究工具。國內則有學者林合懋（民 84）與

張慶勳（民 85）、蔡進雄（民 89）等人，根據 MLQ 翻譯改編而成「轉

型領導與互易領導量表」、「校長領導量表」，上述量表亦為何淑妃（民

85）、濮世緯（民 86）、白麗美（民 87）與劉雅菁（民 87）等多位學者

沿用或改編以作為研究工具。茲分別將上述四量表說明如下： 

 

（一） Bass和 Avolio(1990)的「多元因素領導問卷」 
 

Bass 和 Avolio(1990)使用其所發展的量表 (Multifactor Leadership 

Questionnaire 簡稱 MLQ)進行轉型領導系統性的研究。這個量表目前已

經被廣泛的使用，且似乎與 Ohio 州的 LBDQ 齊名。此量表經過多次修

正，且有不同的版本，同時也有自評及他評兩種方式（林合懋，民 84）。 

 

此問卷將轉型領導行為區分為四個層面：魅力、激發動機、智性啟

發、個別關懷；將交易領導分為例外管理與後效酬賞兩個面向。問卷分

為受試者基本資料五題、受試者對組織效能的評斷四題、受試者對領導

者及其領導的滿意程度二題與受試者對領導者的領導型式的評斷七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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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共八十四道題目。 

 

（二） 林合懋的「轉型領導與互易領導量表」 
     

此量表並非直接翻譯 Bass 的「多元因素領導問卷」，而是林合懋（民

84）在吳靜吉的指導下，根據 Bass的轉型領導理論設計發展的。林氏首

先是透過開放問卷的方式蒐集題目，分別由國小校長、教育局人員、督

學、教師、企業界主管與員工填答，經歸納分析出轉型領導 32 主題（70

題）與互易領導 28 個主題（45 題）。在預試量表 115題中，經由向度分

析與信度分析，最後選出轉型領導 35 題，互易領導 20 題作為正式量表

的題目。 

 

此量表經因素分析結果，轉型領導量表部分分為四個理論因素：魅

力或理想化影響、激發鼓舞、智識啟發、個別關懷，其內部的一致性以

Cronbachα值為代表，總量表α值為 .9745，各分量表α值依序

為.9306、.9257、.8886、.8851，顯示具有相當的內部一致性；互易領導

量表部分區分為五個理論因素：被動的例外管理、承諾的後效酬賞、主

動的例外管理、實質的後效酬賞－互惠、實質的後效酬賞－表揚禮遇，

總 量 表 α 值 為 .8483 ， 各 分 量 表 α 值 依 序

為.8846、.8841、.8345、.7833、.8243，具有相當的內部一致性。 

     

（三） 張慶勳的校長領導量表 
     

張慶勳（民 85）根據 Bass（1985）的「多元因素領導問卷」修訂為

適合學校情境的問題，以台南市國小教師進行預試，經大學教授、校長、

主任、教師等專家效度評析發展而成校長領導量表，分為轉型領導與互

易領導二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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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量表共有 34 題，轉型領導量表部分有 24 題，分為願景、魅力、

激勵、智慧啟發、關懷等五個理論因素；互易領導部分有 10 題，分為後

效酬賞與例外管理等二個理論因素。本量表之轉型領導部分的 Cronbach 

α值為.9606，互易領導部分 Cronbach α值為.8752，顯示本問卷的內部

一致性良好。 

 

（四） 蔡進雄的「國民中學校長轉型領導與互易領導調查問

卷」 
 

蔡進雄（民 89）在吳清基教授的指導下，參考 Bass & Avolio（1990）、

林合懋（民 84）、張慶勳（民 85）、廖裕月（民 87）等人的問卷初步編

擬，並請大學教授、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系博士班研究生、國中主任

及國中教師提供修正意見，期間多次與指導教授討論，以建立專家效度。

經過預試、題目分析、刪除與所屬層面總分積差相關係數較低的題目，

並以預試資料進行驗證式的因素分析，刪除因素負荷量偏低的題項，最

後擬定成正式問卷。 

 

本問卷的信度，係採納 Cronbachα係數，經過統計分析的結果：「轉

型領導問卷」部分各層面的 Cronbachα係數在.9345 至.9541之間，總量

表為 .9872；「交易領導問卷」部分各層面的 Cronbachα係數分別

為.8319、.9020、.9172，總量表為.8943。由此可知問卷的內部一致性良

好。本問卷以 LISERL 8.30版統計軟體，對建構效度進行驗證式因素分

析結果，「轉型領導問卷」部分，各題目的因素負荷量介於.71 至.92 之

間；「互易領導問卷」部分，各題目的因素負荷量介於.41 至.89 之間，

均達.01的顯著水準。顯示本問卷具有良好的建構效度。 

 

以上四種問卷，均具有良好的信度與效度。其中，蔡進雄（民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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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的問卷，調查的是國民中學教師所知覺之校長轉型領導和交易領導

行為，其研究對象與本研究相符，且問卷經大學教授、博士班研究生及

國中主任、教師提供意見修正，編製過程嚴謹，所以本研究經指導教授

林邦傑暨原作者同意後，採用本問卷作為本研究調查校長領導行為的研

究工具。 

 

五、轉型領導和交易領導的相關研究 
 

以往對轉型領導的相關研究，大多集中在企業界，這是由於八○年

代美國受到外國廠商的高度競爭挑戰，促使他們積極研究，尋找一種使

組織在困境中轉變成功的領導方式，而轉型領導理論在此背景下受到企

業界的重視。近年來隨著國際教育改革的浪潮，學校的效能與革新漸受

重視，轉型領導理論也隨著領導理論的演變，漸漸受到教育行政學者的

重視，目前已成為最受矚目的領導理論之一。如張明輝（民 86）所言，

轉型領導的理念、步驟十分適合目前學校行政部門，教師會和家長會三

足鼎立的架構，特別是校園民主化之後，學校行政運作亦以轉型領導的

模式為佳。 

Leithwood, Tomlinson和 Genge（1994）回顧了學校領導者（主要是

中小學校長）轉型領導的八篇研究後指出，轉型領導的擴大效果確實能

夠獲得支持。另外他們根據二十篇學校轉型領導研究後指出，轉型領導

與成員對領導者的知覺及成員額外努力行為之間有很強的正向關聯，轉

型領導與成員的心理狀態、組織層面效果及教師對學生表現知覺之間亦

有正向的關聯，但與成員的組織公民行為之間有負向的或弱的關聯，與

學生的參與及認同之間的關聯則有待更多的研究（引自林合懋，民 90）。 

 

研究者分析近年來國內學者有關學校轉型領導與交易領導之研究發

現，除了領導者與成員特質的相關研究外，轉型領導與交易領導的實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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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重心可歸納為：學校效能與革新、工作滿足感與組織承諾、組織文

化與氣氛、背景變項等四方面和領導行為關係之研究。茲將相關文獻研

究結果分述如下： 

 

（一）學校效能與革新方面 
 

King（1989）以幼稚園到高中教師及高等教育教師為研究對象，探

討轉型領導與交易領導與組織效能、滿足感及氣氛之關係，發現轉型領

導能預測滿足感與組織效能。領導者愈常使用轉型領導行為，教師的工

作滿足感愈高，學校效能也愈高。 

 

Rogers（1994）以小學教師及校長為研究對象，探討轉型領導與學

校效能的關係，發現高度的轉型領導是有效能學校的特徵，轉型領導風

格能創造出有效能的組織。 

 

Gepford（1996）以小學教師及校長為研究對象，探討校長領導風格

與辦學成功率的關係，發現採用轉型領導的學校比採用交易領導或放任

領導的學校，有較高的學校效能及辦學成功率；交易領導比放任領導有

較高的辦學成功率。 

 

Day（2000）研究轉型領導，調查英國有效能的中小學校長級學校

同仁的研究發現，成功的領導者具有：價值取向、以人為中心、成就導

向、兼顧內在酬賞與外在酬賞、處理正在發生的焦慮與困境的能力等特

質。 

 

Avolio 和 Bass（2003）在研究美軍模擬戰鬥的領導行為中發現，軍

隊的軍官同時運用轉型領導與交易領導行為時，會增加領導效能和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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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並在軍事演習中有成功的表現。他們認為，欲使組織有傑出的成效，

領導者的轉型領導與交易領導行為都是必要的。 

 

廖裕月（民 87）以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探討校長轉化領導型式與

領導效能的關係，發現在實際應用權變式獎賞與主動介入管理時，仍須

配合轉化領導行為方能發揮最大領導效能；「高轉化高交易」為最有效能

的領導型式。 

     
劉雅菁（民 87）以國小校長及教師為研究對象，探討國小校長運用

轉型領導之研究，發現國小校長運用轉型領導在多項領導功能及效能上

有良好的效果。例如讓成員對校長產生認同與信任、促進學校革新與適

應、滿足成員需求等。 

 

    蔡進雄（民 89）以國中教師為研究對象，探討校長轉型領導、互易

領導、學校文化與學校效能之關係，發現除互易領導之「被動的例外管

理」外，校長轉型領導及互易領導與學校效能各層面及整體學校效能均

呈正相關，且校長轉型領導、互易領導、學校文化對學校效能具預測作

用。 

 

陳世聰（民 91）研究發現，國小校長轉型領導以「轉型、互易平衡

運用」者居多，唯面對新政策的推動時，較常運用互易領導策略，以收

即時效果，其學校效能也較高。 

 

王心怡（民 92）研究發現，國中校長的整體轉型領導之表現程度越

佳，在整體辦學績效之表現就越高。 

 

由以上研究發現，有許多研究支持校長轉型領導對學校效能有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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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且有利於學校革新，「高轉型高交易」為最有效能的領導型式。  

 

（二）工作滿足感與組織承諾方面 
 

Felton（1995）以中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探討校長轉型領導與教

師工作滿足之關係，發現轉型領導比交易領導更能影響教師的工作滿足。 

 

濮世緯（民 86）以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探討校長轉型領導、教師

制握信念與教師職業倦怠之關係，發現校長的高轉型領導行為能提昇教

師個人成就感，進而降低部分職業倦怠感受；校長的高交易領導行為會

增加教師職業倦怠之非人性化感受。 

 

白麗美（民 87）以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探討校長領導風格與教師

工作動機之關係，發現校長運用轉型領導能有效激發教師工作動機。 

 

彭雅珍（民 87）以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探討校長領導風格、教師

工作價值與組織承諾之關係，發現校長轉型領導行為與教師組織承諾呈

正相關；校長交易領導除「被動例外管理」與教師組織承諾為負相關外，

其他向度與教師組織承諾亦呈正相關。 

 

詹益鉅（民 90）以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探討校長轉型領導行為、

學校建設性文化與教師組織承諾之關係，發現教師知覺校長轉型領導行

為越高，教師組織承諾越高。 

 

梁丁財（民 91）以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探討學校轉型領導與教師

工作滿意度的關係，發現學校轉型領導與教師工作滿意度具相關，校長

運用轉型領導的次數越多，教師的工作滿意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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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雪梅（民 91）以高中職行政人員為研究對象，探討校長轉型領導

行為與行政人員組織承諾的關係，發現校長轉型領導行為能有效增進行

政人員的組織承諾。 

 

由以上的研究可發現，大部分的研究結果都顯示校長轉型領導行為

與教師的工作滿足感與組織承諾呈正相關。且王時華（民 90）研究發現：

員工工作滿足感與職業倦怠感，兩者呈負相關。由上述研究結果推論，

研究者認為，校長轉型領導行為與教師職業倦怠感呈負相關。 

 

（三）組織文化與氣氛方面 
     

Jensen（1996）以國小教師及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轉型領導與學

校氣氛之關係，發現校長的轉型領導行為與學校氣氛呈顯著的正相關；

校長的轉型領導與教師的開放性呈正相關。 

 

Chirichello（1997）以辦學成功的國小為研究對象，探討校長領導

風格與教師知覺的組織氣氛，發現校長表現轉型領導行為的學校，學校

的氣氛不會與外界阻隔、封閉，教師所知覺的學校氣氛是融洽的、合作

的；採轉型領導的校長，被知覺到的不是指揮的、限制的，而是支持的。 

 

何淑妃（民 85）以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調查校長轉型領導行為與

學校組織氣氛，發現國小校長「主動的例外管理」會形成監督的學校氣

氛；「智識啟發」也會形成監督的學校氣氛，但卻仍保有親和感；「被動

的例外管理」會形成不干擾、不監督的學校氣氛，「個別關懷」也有這種

氣氛但卻不會造成疏離的感覺；「激發鼓舞」不僅沒有監控氣氛，還會讓

組織充滿革新開放的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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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進雄（民 89）以國中教師為研究對象，探討校長轉型領導、互易

領導、學校文化與學校效能之關係，發現除「被動的例外管理」與學校

文化呈負相關外，其餘各轉型領導交易領導行為均與「科層型文化」、「支

持型文化」、「創新型文化」呈正相關。 

 

由以上研究可知，轉型領導與交易領導對組織氣氛與組織文化均具

有影響性，轉型領導行為易形成開放、支持的組織氣氛；部分交易領導

行為可能會形成監督、疏離的氣氛。 

 

（四）背景變項方面 

 
有關轉型領導與交易領導相關研究的背景變項，可分為校長背景變

項、教師背景變項與學校教師背景變項三大類，相關研究很多，其結果

可由蔡進雄（民 89）蒐集相關文獻，剖析整理所得之「背景變項與轉型

領導、互易領導歸系的歸納表」（表 2-4）一窺概況：女校長比男校長較

常使用轉型領導行為；41-50 歲的校長比其他年齡層的校長表現較多的

轉型領導行為。教師背景變項部分，除了職務愈高知覺愈多的轉型領導

與交易領導外，其他教師的性別、年齡、年資、服務學校所在地區、服

務學校規模等因素與所知覺的校長轉型領導、交易領導的關係，以往相

關研究文獻顯示尚無一致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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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背景變項與轉型領導、互易領導關係的歸納表 

背景變項 研究結果 備    註 

校長性別 女校長比男校長表現較多的轉型領導行為  

校長年齡 41-50歲的校長表現較多的轉型領導行為 相關研究較少 

教師性別 無一致的研究結果  

教師年齡 頗為紛歧  

教師年資 頗為紛歧  

教師職務 職務愈高者知覺愈多的轉型領導與互易領導  

學校地區 頗為紛歧  

學校歷史 無一致的研究結果 相關研究較少 

學校規模 頗為紛歧 
 

資料來源：蔡進雄（民89，頁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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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職業倦怠之理論與研究 
 
一、職業倦怠的意義 
     

「倦怠」（burnout）的概念，最早是由 Freudenberger（1974）所提

出，用來描述專業助人者在工作環境中引發的情緒與生理耗竭現象，後

來才漸漸地擴展到各行各業，成為研究的熱門話題。 

 

在國內的研究中，有關 burnout 的中文譯名有工作倦怠、職業倦怠、

專業倦怠、工作疲乏等，而以職業倦怠稱之者最多。由於「職業倦怠」

此一概念的流行，使得對職業倦怠問題的研究更加受到重視，而對它的

定義也就非常的多樣。茲引述如下： 

 

Freudenberger（1974）認為職業倦怠是工作環境對個人的精力、能

力和資源的過度要求，而造成失敗、心力耗竭、情緒耗竭等現象。 

 

Freudenberger和 Richelson（1980）將職業倦怠定義為：個人由於過

分執著於生活的理想與方式，或因沒有達到預期的報酬而產生的疲乏或

挫折狀態（引自廖貴峰，民 75）。 

 

Maslach 和 Jackson（1981）將職業倦怠定義為一種情緒耗竭的狀

態，其包含消極的自我概念與工作態度，用冷漠的態度對待所服務的對

象，他們並將職業倦怠分為三個層面： 

1.情緒耗竭（emotional exhaustion） 

指工作者產生情緒耗竭與疲勞的感覺，當他們情緒資源枯竭

時，會感覺無法像以往一樣地付出。它會表現在生理及心理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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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失去關懷、信任、興趣、喪失精力與疲勞。 

2.非人性化感受（depersonalization） 

指工作者無人情味，對服務對象或同事逐漸產生負面的、憤

世的或冷漠的態度，並且會暴躁易怒，以嘲諷的態度對待受助者。 

3.低個人成就感（reduced personal accomplishment）     

指工作者覺得自己能力降低，缺乏個人成就感，感到自己在

幫助學生上沒有效率，也沒有做好學校的其他工作，對別人的好

表現也會感到不滿。 
 

Hammann（1990）認為職業倦怠是個人在內在心理、行為、態度及

期望上產生變化的一種現象，常會有沮喪、不舒服、精神官能症等負面

反應，並導致情緒及生理耗竭，缺乏人性及低成就感。 

 

張曉春（民 72）認為職業倦怠會引起精神緊張、身心疲乏，在心理

上對工作產生疏離，個體會以防衛行動，處理工作壓力。 

     

王俊民（民 79）認為職業倦怠是助人工作者長期處於工作壓力下，

在個人與環境互動及因應的過程中，未能有效地處理壓力，因過度的負

荷，以致身心耗竭，逐漸產生負面的生理、情緒、態度及行為的改變。 

     
蔡金田（民 87）認為職業倦怠是個體深感能力無法有效應付現今工

作環境、而產生身心疲乏、工作疏離及排斥自己等現象。 

 

蔡澍勳（民 90）認為國民小學總務主任的職業倦怠是基於學校教育

目標要求及個人價值，過度追求工作目標，並無法有效因應工作壓力及

挫折，以致身心耗竭，而呈現種種負向的生理、情緒、態度及行為的改

變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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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榮宗（民 91）綜合國內外學者意見，認為職業倦怠有以下特性： 

1.職業倦怠是工作過度負荷（overload）所產生的現象。 

2.職業倦怠視為工作動機的改變。 

3.職業倦怠也是工作疏離（alienation）。 

4.職業倦怠是身心交瘁的徵候。 

5.職業倦怠是對工作壓力、挫折的結果。 

6.職業倦怠是過度追求不切實際理想的結果。 

 
研究者認為，兼行政教師的職業倦怠是基於學校教育目標及個人理

想，面對行政工作時，遭遇過度的壓力及挫折，無法妥善因應及排解，

日積月累導致情緒及生理耗竭，無人情味及低成就感等身心交瘁現象。 

 

本研究參照劉淑慧（民 76）的研究，將兼行政教師職業倦怠分成：

工作情緒、工作價值、工作表現與工作投入等四個層面。茲分述如下： 

1.工作情緒 

表示兼行政教師對行政工作感到沮喪、挫折、無力，屬情緒

層面。可與 Maslach和 Jackson（1981）的「馬氏職業倦怠量表」

（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簡稱 MBI）中的情緒耗竭（emotional 

exhaustion）因素對照。 

2.工作價值 

表示兼行政教師對行政工作價值持負向態度，不僅認為自己

無法在行政工作上有良好表現，且認為行政工作本身缺乏意義，

屬 認 知 層 面 。 可 與 MBI 中 的 低 個 人 成 就 感 （ Personal 

accomplishment）因素對照。 

3.工作表現 

表示兼行政教師在行政工作上沒有個人的方向、理想，傾向

於以負向方式對待服務對象，屬行為層面。可與 MBI中的非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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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感受（depersonalization）因素對照。 

4.工作投入 

表示兼行政教師對行政工作產生逃避心理，一心想休息或換

其他工作，無意振作，亦屬行為層面。 

 
二、職業倦怠的成因與發展 
    

（一）職業倦怠的成因 
 

教師職業倦怠的成因，相關的研究很多，蔡澍勳（民 90）綜合學者

意見，分析國小總務主任工作倦怠因素，大多可分為社會因素、學校因

素及個人因素。簡述如下： 

1.社會因素：社會地位、薪資福利及社會支持等。 

2.學校因素：角色衝突與角色模糊、工作負荷過重、校長領導、組

織結構與氣氛等。 

3.個人因素：指個人心理特質，如內外控、人格特質、成就動機等。 
 

顏耀南（民 91）利用文獻分析與後設分析探討教師職業倦怠及其相

關因素，歸納學者們的意見，得知影響職業倦怠的因素，來自四個不同

層面：社會環境、學校組織、工作任務與個人特質。簡述如下： 

1.社會環境因素：學校負面形象、專業能力不足、大眾媒體責難、

低薪資高工作量等。 

2.學校組織因素：組織衝突與不確定感、行政人員不支持、沒有參

與決策機會、角色模糊、同事疏離等。 

3.工作任務關係：繁雜的學生行為、師生關係、學生過多、工作負

荷過重等。 

4.個人因素：過度強烈的成就動機、人格特質、過高的自我期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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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綜合學者意見及教育現場工作體驗，認為兼行政教師產生職

業倦怠的原因，可分為社會、學校、個人因素等三個層面。簡述如下： 

1.社會因素 

兼行政教師的薪資福利、社會地位、社會支持（包含校長、

家長、同事、學生等的支持與否）等均為產生職業倦怠感與否的

因素。 

2.學校因素 

組織文化、校長領導行為、角色模糊與衝突、同事關係、工

作負荷等是影響兼行政教師職業倦怠感的因素。 

3.個人因素 

同樣的工作環境，可能因個人專業知能、成就動機、人格特

質、個人背景等因素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程度的職業倦怠感。 

 

（二）職業倦怠的發展 
 

在職業倦怠的相關文獻中可發現，學者們認為職業倦怠並非一朝一

夕即形成，而是由於長期面對工作環境中的壓力、挫折等各種負面因素

交互作用，且無法妥善因應，日積月累慢慢造成的。茲列舉數位學者看

法如下： 

 

Cherniss（1980）的職業倦怠模式（如圖 2 - 2），指出職業倦怠的發

展應包含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工作壓力 

當個體無法因應工作環境的需求時，會產生工作壓力。 

第二階段：身心負擔 

當個體需求與資源無法平衡時，會引起個體緊張、疲累、易怒

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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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防衛性抗衡（defensive coping） 

當緊張無法消除時，個體會以心理退縮的方式採取防衛性抗衡

（情緒上疏遠、退縮、嘲諷、嚴厲），導致職業倦怠。 

 

階段一  階段二  階段三 

工作壓力（job stress） 

要求（demands） 

資源（resources） 

 身心負擔（strain） 

1.緊張（tension） 

2.疲累（fatigue） 

3.易怒（irritability） 

 防衛性抗衡 
（defensive coping） 

1.情緒上的疏遠
（emotional detachment） 
2.退縮（withdrawal） 

3.嘲諷（cynacism） 

4.嚴厲（ridigity） 

 

圖 2-2 職業倦怠形成過程 

資料來源：Cherniss,1980,p.18-19 

 

Edelwich 和 Brodsky（1980）的理想逐漸幻滅階段理論，把職業倦

怠視為幻滅的過程。包括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熱忱 

指個體剛接受新工作或新職位時，常懷抱極高的期望，興致勃

勃、衝勁十足，認為工作可滿足一切而過度濫用精力。 

第二階段：停滯 

當個體發現自己的努力結果很難評估與證實，而面臨不斷的挫

折，不再將工作視為生活的全部。雖然仍同樣工作，卻不在期

望工作可滿足個人的需求。 

第三階段：挫折 

此階段個人開始懷疑工作的成效及工作本身的價值，可能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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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反應：1.自我破壞或非生產性的過度反應，而導致職業倦

怠。2.面對問題並採取改變的行動，以挫折感作為脫離職業倦

怠的跳板。3.退縮的反應，以避免直接表現挫折。 

第四階段：冷漠 

當個體面對挫折時，將變得不再生氣，並儘可能減少投入工作

的時間，避免接受挑戰和新經驗，而只求保住職位。 

 

Edelwich表示，這四個階段的進行不是直線的，而是循環的，週而

復始的進行著。個體在以上發展階段中，可以採用任何建設性或非建設

性的介入，以打破理想幻滅的循環，中斷職業倦怠的發展過程。他強調，

早期介入對中斷職業倦怠的發展有相當的效用。 

 

Veninga 和 Spradley（1981）認為職業倦怠是經由工作壓力，以逐漸

的方式形成的，可將其分為五個階段：1.蜜月期（honeymoon）、2.動力

缺乏期（ fuel shortage）、3.慢性徵候期（chronic symptoms）、4.危機期

（crisis）、5.絕望期（hitting the wall）。 

 

Poter（1985）提出職業倦怠惡性循環理論（如圖 2-3），以徵候的發

展與交互作用來說明職業倦怠的發展過程。他認為職業倦怠是一種發展

歷程，常會因惡性循環而導致嚴重的職業倦怠。當滿懷理想的助人工作

者，遇到衝突障礙無法順利排解時便會產生挫折。因挫折使情緒變得喜

怒無常且缺乏容忍度，造成人際衝突，出現防衛性的情緒退縮。更可能

因負向情緒的累積，使個體產生沮喪情緒、心智耗竭，進而產生種種生

理抱怨。有些人更可能借用藥物來克服負向情緒與壓力，造成藥物濫用，

工作效率降低，進一步導致罪惡感與自責現象。在循環過程中，若無法

妥善因應排解，會演變成惡性循環，形成嚴重的職業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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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Poter之職業倦怠惡性循環圖 

資料來源：劉淑慧（民76,頁16） 

 

綜上所述，研究者認為，職業倦怠的發展有其階段性，當個體工作

遭遇挫折、產生壓力，甚或出現各種身心徵候時，若能適時介入，採取

理想 衝突障礙 挫折 喜怒無常 

低容忍度 

罪惡感 

自責 

低工作效率 

人際衝突 

情緒退縮 

沮喪情緒 

心智耗竭 

藥物濫用 生理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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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的因應策略，如：改善人際關係、工作環境；變換工作、職務；提

供支持系統，對於中斷職業倦怠的發展或改善職業倦怠感應有相當的效

用。 

 

三、職業倦怠的徵候與測量 
 

（一）職業倦怠的徵候 

 
Freudenberger（1974）認為職業倦怠會在個體生理、情緒和行為上

表現出一些徵候。簡述如下： 

1.生理上的徵候：包括心力耗竭與疲憊、經常性頭痛或胃腸不適、

失眠或呼吸障礙。 

2.情緒上的徵候：包括易怒、沮喪、情緒失控、容易妄想、被壓迫

感、承受輕微壓力卻感到沉重負擔。 

3.行為上的徵候：包括過度使用藥物、行為僵化固執、缺乏彈性、

抗拒改革、憤世嫉俗、缺乏生活目標。 

 

Maslach（1976）研究專業助人者的職業倦怠，歸納出五種職業倦怠

的徵候為：對服務對象的嘲諷或負向的態度、工作士氣低落、經常性請

假或曠職、高度的離職率、以無人情味的態度面對所服務的對象。 

 

Carroll 和 White（1982）將教師職業倦怠歸納為六大指標：健康、

過度行為、情緒適應、人際關係、態度與價值。詳如表 2-5 

 

蔡澍勳（民 90）綜合國內外學者的研究，認為職業倦怠的徵候主要

表現在生理、情緒、態度和行為四方面的變化。簡述如下： 

1.生理徵候：長期疲勞、缺乏活力、身體虛弱、胃腸毛病、失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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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情緒徵候：無助與失望、消極逃避的態度、悲觀、充滿罪惡感、

焦慮不安、驚慌失措、高度緊張、退縮離群。 

3.態度徵候：態度冷漠、無聊怠惰、信心危機、抗拒改革、缺乏創

造力、缺乏團體認同、懷疑工作價值，認為工作是一

件痛苦的事。 

4.行為徵候：對同事冷漠、工作效率差、離職率高、脾氣暴躁易怒、

抽煙、酗酒、濫用藥物、怨天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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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教師職業倦怠的徵候與指標 

指標 徵候 

健康 

1.疲倦與慢性耗竭。2.經常且長期性感冒。3.頭痛。4.失
眠或是過量睡眠。5.潰瘍。6.胃部不適。7.體重遽減。8.
有糖尿病、高血壓、哮喘、用藥異常等現象。9.工作中
受傷。10.肌肉易酸痛，尤其背部、頸部。11.女性經前
之緊張增加。12.月經循環周期失調。 

過度行為 

1.增加抽煙、喝酒、藥品、咖啡、毒品之用量，以及常
服用心理病症藥物。2.工作中產生危險行為如車禍、意
外或受傷、極端化情緒改變、失敗、賭博。3.增加暴力
及攻擊性行為。4.饜食或是暴飲暴食。5.低度活動。 

情緒適應 

1.情緒隔離。2.沮喪：失去希望和人生意義。3.減少對情
緒的控制力。4.殉道主義。5.增加白日夢和幻想時間。
6.有被獵殺追捕的感覺。7.神經兮兮。8.莫名的恐懼。9.
注意力無法集中。10.增加憤怒。11.增加緊張。 

人際關係 

1.從事情中孤立自己。2.以機械方式對待學生。3.增加對
學生的隔離感。4.不信任與憤怒增加。5.和同事間的人
際衝突增加。6.增加與工作無關的人際相處問題。7.社
會關係孤立：過度投入學生中，以此作為躲避面對自己
和社會的要求。 

態度 

1.虛假。2.無聊感。3.冷嘲熱諷。4.傷害性之幽默－特別
是諷刺學生。5.不相信主管（校長及行政人員）及同事。
6.吹毛求疵，挑剔瑣事。7.喜好批評學校或同事。8.表露
出絕望、無力感及無意義感。 

價值 對價值信念有突然性或經常性的戲劇化改變。 

資料來源：Carroll & White,1982, 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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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研究發現，當個體產生職業倦怠時，會在生理、情緒、態度

行為方面產生變化，顯現出各種身心徵候，若多留意個體日常生活身心

狀況、行為表現應可做初步判斷。 

 

（二）職業倦怠的測量 
 

Maslach和 Jackson（1981）為了研究專業助人者的職業倦怠狀況，

編製「馬氏職業倦怠量表」。該量表將職業倦怠分為三部分：情緒耗竭、

非人性化感受、低個人成就感。MBI量表原用於專業助人者的研究，經

Iwanicki和 Schwab（1981）修訂為教師使用量表，結果發現所測量的基

本概念與原量表一致，表示此量表亦適用於教師。由於這份量表具有良

好的信度與效度，因此受到大多數學者的直接採用或參考修訂。郭生玉

（民 79）經研究後，亦表示此量表用來測量我國教師職業倦怠，同樣具

有理想的信度與效度。 

 

MBI量表內容分為三個向度，共計二十二題，分別為情緒耗竭題目

九題，非人性化五題，低個人成就感八題，其中每題均經由所感覺到的

「頻率」及所知覺到的「強度」兩次評選。而 Iwanicki和 Schwab（1981）

的研究發現教師在職業倦怠量表的頻率和強度的相關高達.75- .94，因此

建議進行職業倦怠研究時，只需測量其中一項即可。 

 

Maslach, Jackson和 Schwab（1986）將 MBI量表改編成適用於教育

人員的量表。將原量表題目中「 recipient」改為「 student」，新修訂的

MBI教育人員量表，旨在計算頻率的分數。 
 

劉淑慧（民 76）參考 MBI 量表及其他國內外相關量表，針對台灣

地區助人工作團體，發展出「助人工作者職業倦怠量表」，其對象適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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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輔導人員和社工人員。這份量表所評量的職業倦怠分為四個因素，

第一因素為「工作情緒」、第二因素為「工作價值」、第三因素為「工作

表現」、第四因素為「工作投入」。劉淑慧認為此四因素與 Maslach 和

Jackson（1981）所編定的 MBI 量表做一對照，工作情緒相當於情緒耗

竭，工作價值相當於低個人成就，工作表現相當於非人性化感受，相較

於 MBI量表，本量表新增工作投入一項因素。此外為避免受試之防衛，

本量表施測時以「工作感受調查問卷」稱之（劉淑慧，民 76）。本量表

因具有良好的信度、效度，且適用的對象較廣，常為國內相關研究參考

或採用。 

 

四、職業倦怠理論 
 

國外學者研究職業倦怠發展出許多相關的理論與模式，研究者認為

每個理論與模式，都只能說明產生職業倦怠的一部分，並不能一窺職業

倦怠的全貌。但從不同的觀點切入說明，仍有助於對職業倦怠的了解、

描述與預測。茲引述四個理論如下： 

 

（一）教師工作表現—動機理論 

Blase（1982）以社會心理學為基礎，提出「教師工作表現— 動機理

論」（Teacher Performace-Motivation Theory）（如圖 2-4）。強調教師工作

行為與師生互動的循環，並說明了教師工作壓力與倦怠的動態關係。 

 

本理論主要在探討教師對學生需求（SNT）的知覺，透過教師努力

達成教學目標的無效力工作週期歷程。Blasé 認為當教師努力（ET）與

教學資源（CT）無法克服壓力來源時，則會造成工作緊張（STR），導

致消極結果。若無法有效解決，長期下來會使教師的工作滿意、工作專

注、工作動機、工作努力明顯降低，如此週期循環，教師會產生職業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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怠。圖中，壓力源（一）是指教師在教學歷程中難以有效處理的問題，

例如：教學資源、班級常規、視導人員觀念 、家長支持等；壓力源（二）

是指間接影響教師工作努力的問題，例如：薪資、升遷、行政支持等。 

 

 

 

 

 

 

學 生  

需 求 

 

 

圖 2-4 教師工作－表現動機理論模式 

資料來源：Blase,1982, p.99 

 

（二）專業期望模式 

 

Smith和 Mc Carthy（1982）提出了教師專業期望模式（professional 

expectation model）（如圖 2-5），探討教師專業期望與倦怠感的相關性。

此模式將教師專業期望分為理想化期望（reasonable expectations）與實

際化期望（realistic expectations）。理想化期望是指教師基於個人理想或

對外在世界的哲學觀表現出的期望，是直覺而未經驗證的；實際化期望

是指教師以實際的、可驗證的情況來看外面的世界所表現出的期望。 

 

SNT 

努

力 
＋
教學 

資源 

 

壓 
力 
源 
（一） 
SS1 

壓 
力 
源 
（二） 

SS2 

工作 
 
緊張 
 

STR 

消極 

結果 

工作滿意（S） 

工作專注（I） 

工作動機（M） 

工作努力（ET） 

無效力的工作週期 

ET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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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教師抱著不合實際的理想化期望時，會對周遭環境產生不滿，因

外在的控制信念而增加挫折，而以消極不實際的方式因應，導致倦怠生

理及情緒耗竭，若無法妥善因應，會產生身心疏離及各種生理症狀，更

增加不正確及消極的期望，如此惡性循環，導致嚴重的職業倦怠；採實

際化期望的教師會依實際狀況做適當調整期望，因而會減少挫折，增加

正增強的感受，形成正確且實際的專業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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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專業期望模式 

資料來源：Smith & McCarthy,1982,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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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能力模式 
 

    Harrison（1983）以社會能力來解釋助人工作者處理人際關係

的能力，提出社會能力模式（social competence model）（如圖 2-6）。認

為職業倦怠主要是個體對社會能力強弱的知覺，當個體知覺到工作效果

高時會感到工作勝任，因此更提高了助人的動機；當遇到障礙感到工作

效果低時，則會產生倦怠而減低助人的動機。關於個人與環境的交互作

用之下，能否達成預期的工作目標，有三個重要因素：工作對象問題的

嚴重程度、特定工作環境資源的障礙及工作者的才能。以上三個因素決

定了個人感到工作勝任或倦怠，如果工作環境中存有太多的障礙，並缺

乏可利用的資源時，就會降低助人的動機，最後導致職業倦怠。 
 

 

 

 

 

 

 

 

 

 

 

 

 

 

圖 2-6 社會能力模式 

資料來源：Harrison,1983, 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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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負向壓力來源概念 
     

Iwanicki（1983）指出影響教師的負向壓力來源自社會、組織、角

色關係三方面，這些負向壓力若無法消除，會影響教師的職業倦怠，如

圖 2-7所示。茲分述如下： 

1.社會方面 

如教育適齡人口增加，教育經費負擔愈來愈重，但社會已不

再無止境的支援公立學校學生。學生學業成就偏低，如遇經濟不

景氣，教育經費將愈形緊縮，將嚴重影響教師心理。 

2.組織方面 

如學校的課程安排是否符合社會脈動與學生需求？能否達成

教育目標？等學校組織因素。 

3.角色關係方面 

如班級紀律、發展特殊需求學生的適當教導方式的困難、教

師在專業上的發展時間不足，發展與行政人員、同儕教師、家長

的正確關係… … 等。 

 

Iwanicki 認為，有關來自於社會、組織、角色關係等三方面的負向

壓力相互關係且會累積的。圖 2-7 中指出，來自於社會方面的負向壓力

會影響組織的問題，依序地，衝擊著角色關係方面的負向壓力程度，且

這些負向壓力會逐漸累積，導致教師產生職業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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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7 負向壓力來源及其對教師的衝擊概念 

資料來源：Iwanicki, 1983, 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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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師職業倦怠的相關研究 
 

以下分別就教師性別、年齡、年資、婚姻、職務、學歷、學校地區、

學校規模與職業倦怠之關係加以探討。 

 

（一）性別 
 

關於教師性別是否會影響職業倦怠，國內外有許多學者研究結果顯

示，性別對職業倦怠具有影響（王俊民，民 78；吳宗立，民 82；周立勳，

民 75；范熾文，民 82；張榮宗，民 91；鄧柑謀，民 80；蔡澍勳，民 90； 

Iwanicki & Schwab，1981；Maslach & Jackson，1981）。如：Iwanicki和

Schwab（1981）研究發現，性別與職業倦怠有關，男性教師比女性教師

更容易顯現出消極態度。Maslach和 Jackson（1981）研究顯示女性在情

緒耗竭上高於男性；在非人性化及個人成就上則是男性高於女性。國內

有關教師職業倦怠的相關研究發現，女教師在情緒耗竭高於男教師（吳

宗立，民 82；范熾文，民 82；張榮宗，民 91）、在個人成就感則低於男

教師（吳宗立，民 82；范熾文，民 82）；在非人性化部分，濮世緯（民

86）研究指出男性教師較女性教師為高，而范熾文（民 82）的研究結果

則相反。 

     

綜上所述可知，教師性別與職業倦怠有關，女性教師職業倦怠整體

程度較高，女性教師在情緒耗竭上高於男性教師，而在個人成就感上則

低於男性教師；在非人性化上則尚無一致的結論。 
    

（二）年齡 
 

有關年齡對職業倦怠的影響，國內外有許多研究結果指出，教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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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與職業倦怠有關（王俊民，民 78；何郁玲，民 88；周立勳，民 75；

張榮宗，民 91；郭志純，民 92；劉淑慧，民 76；鄧柑謀，民 80；蔡澍

勳，民 90；濮世緯，民 86；Iwanicki ＆ Schwab, 1982 ; Maslach＆ Jackson, 

1981）。 

 

相關的研究結果發現，年齡愈輕的教師比年齡愈大的教師表現出較

嚴重的職業倦怠（周立勳，民 75；劉淑慧，民 76；濮世緯，民 86；Maslach 

＆ Jackson, 1981）。根據 Maslach和 Jackson（1981）的看法，因進入職

業領域前幾年，一方面要將所學應用到實際情境中，無法得心應手，另

一方面則是因為尚未熟悉本身的工作，充滿理想對自己訂定過高的標準

而無法達成，因此工作前幾年事形成職業倦怠的關鍵期。但少數研究有

不同的結果，如：Friedman 和 Farber（1992）研究結果，41 至 45 歲為

職業倦怠的最高峰，最低為 33歲。 

 

顏耀南（民 91）對教師職業倦怠相關變項之後設分析研究發現，國

內十五篇論文結果均顯示年齡與職業倦怠有關者，且大部分的研究顯示

年紀輕者在職業倦怠各層面的感受上較嚴重。 

 

綜上所述可知，教師年齡與職業倦怠有關，且年紀輕者職業倦怠感

較嚴重，至於那個年齡層職業倦怠最嚴重則無一致的結論。。 

 

（三）年資 
 

對於任教年資對職業倦怠的影響，國內外有許多研究結果指出，教

師的任教年資與職業倦怠具有影響（王俊民，民 78；吳宗立，民 82 何

郁玲，民 88；張榮宗，民 91；郭志純，民 92；蔡澍勳，民 90；廖貴峰，

民 75；劉淑慧，民 76；濮世緯，民 86；Grant, 1988；Garrett,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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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耀南（民 91）對教師職業倦怠相關變項之後設分析研究發現，分

析國內十三篇相關論文結果，除了三篇顯示任教年資與職業倦怠無關（李

垣武，民 77；鄧柑謀，民 80；鄭麗芬，民 82），其餘十篇研究結果均顯

示任教年資與職業倦怠相關。綜合有關任教年資與職業倦怠關係之研究

結果發現，大體上呈現年資較淺者，職業倦怠程度較高的情形，至於那

個階段職業倦怠最嚴重則無一致的結論。 

 

（四）婚姻 
 

有關婚姻是否對職業倦怠有影響，有許多研究結果指出，婚姻對職

業倦怠具有影響。（周立勳，民 75；張榮宗，民 91；郭志純，民 92；廖

貴峰，民 75；鄧柑謀，民 80；濮世緯，民 86；Gold, 1985；Maslach ＆ 

Jackson, 1981）。且在整體職業倦怠感上，大部分研究結果均顯示，未婚

教師高於已婚教師（周立勳，75；范熾文，民 82；張榮宗，民 91；廖貴

峰，民 75；濮世緯，民 86； Gold, 1985 ）。在職業倦怠的情緒耗竭程

度上未婚者較已婚者高（張榮宗，民 91；廖貴峰，民 75； Gold, 1985；

Maslach & Jackson, 1981 ）；在非人性化程度上未婚者較已婚者高（張榮

宗，民 91；廖貴峰，民 75； Gold, 1985 ）；在個人成就程度上已婚者

較未婚者高（吳宗立，民 82；范熾文，民 82； 張榮宗，民 91；廖貴峰，

民 75）。 

 

（五）職務 
 

有關職務與職業倦怠關係之研究，Sarata 和 Jeppesen的研究指出，

行政人員比非行政人員在職業倦怠感受上低（引自張榮宗，民 91）。廖

貴峰（民 75）的研究發現，導師在情緒耗竭和無人情味的感受高於專任

教師和兼行政工作教師，而個人成就感則較低。李垣武（民 77）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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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科任教師在缺乏人情味的知覺程度顯著高於導師，導師則在缺乏

個人成就感的知覺程度顯著高於兼行政人員。王俊民（民 79）的研究則

發現，專任教師及導師缺乏個人成就感的程度高於兼行政的教師。吳宗

立（民 82）的研究指出，擔任導師的職業倦怠高於兼行政教師。另外，

何郁玲（民 88）、鄧柑謀（民 80）、濮世緯（民 86）與郭志純（民 92）

的研究亦發現，擔任不同職務對職業倦怠感受有顯著差異。而周立勳（民

75）與鄭英耀（民 78）的研究則認為兼行政職務與職業倦怠無關。 

 

綜合有關教師職務與職業倦怠關係之研究發現，大多數的研究結果

顯示，職務對職業倦怠具有影響，且導師的職業倦怠感程度較高。 

 

（六）學歷 
 

有關學歷與職業倦怠關係之研究，Cherniss（1980）的研究指出，

學歷與職業倦怠間呈負相關，他認為學歷愈高，處理工作壓力的能力愈

強，職業倦怠自然較輕微。但是 Maslach（1981）的研究卻發現，教育

程度愈高，情緒耗竭感受愈強。 

 

國內學者方面，劉淑慧（民 76）的研究發現，除了研究所程度在職

業倦怠總分及各因素平均分數均為最低外，學歷愈高者愈容易產生職業

倦怠，尤其是大學程度者。李垣武（民 77）的研究指出，不同專業訓練

的國小教師，在情緒耗竭層面以師專畢業為最高。唐文儀（民 87）的研

究發現，專科程度教師缺乏人性最高，高中、高職程度缺乏人性最低，

大學程度教師區乏人性高於專科教師。另外，何郁玲（民 88）、張榮宗

（民 91）、郭志純（民 92）的研究亦指出，教師學歷對職業倦怠具影響

力。但黃淑珍（民 77）、鄭麗芬（民 82）、濮世緯（民 86）的研究結果

則指出，不同學歷教師對職業倦怠的感受並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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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有關學歷與職業倦怠關係之研究發現，學者對於學歷與職業倦

怠的關係並無一致的結論。 

 

（七）學校地區 
 

有關任教學校所在地區與職業倦怠關係之研究，Farber（1984）的

研究指出，任教郊區教師比都市教師職業倦怠感較輕。周立勳（民 75）

的研究指出，任教在鄉鎮的教師，在非人性化方面顯著大於市區。吳宗

立（民 82）的研究指出，在個人成就感上，任教城市教師高於任教鄉鎮

教師。蔡澍勳（民 91）的研究指出，鄉鎮地區的總務主任職業倦怠感受

較大。但是，王俊民（民 79）、濮世緯（民 86）的研究結果則指出，不

同地區學校教師對職業倦怠的感受並無顯著差異。 

     

綜合有關學校地區與職業倦怠關係之研究發現，學者對於學校地區

與職業倦怠的關係並無一致的結論。 

 

（八）學校規模 
 

有關任教學校規模與職業倦怠關係之研究，Talarico（1989）的研究

發現，小型學校教師有較低的情緒耗竭。王俊民（民 79）認為，學校班

級數大小，會影響教師職業倦怠感受。蔡澍勳（民 91）的研究指出，13

至 24 班學校規模的總務主任，職業倦怠感受較大。但是，周立勳（民

75）、吳宗立（民 82）、濮世緯（民 86）的研究結果則指出，學校規模與

職業倦怠感受無關。 

 

綜合有關學校規模與職業倦怠關係之研究發現，學者對於學校規模

與職業倦怠之關係的研究並無一致的結論。但基於國民中學學校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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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直接影響兼行政教師授課時數、業務負擔、學校資源等因素，對兼行

政教師的職業倦怠感程度可能具有影響，故列為本研究的背景變項之一。 

    

綜上所述，研究者將教師背景變項與職業倦怠之關係相關研究結

果，整理如表 2-6。 

 

表 2-6 教師背景變項與職業倦怠關係之研究結果歸納表 

背景變項 研  究  結  果 備  註 

性    別 女教師職業倦怠程度高於男教師。  

年    齡 年紀較輕者，職業倦怠程度較高。  

年    資 年資較淺者，職業倦怠程度較高。  

婚    姻 未婚教師職業倦怠程度高於已婚教師。  

職    務 擔任導師的職業倦怠程度較高。  

學    歷 無一致的研究結果。 頗為紛歧 

學校地區 無一致的研究結果。  

學校規模 無一致的研究結果。 文獻較少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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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領導行為與職業倦怠之相關研究 
 

領導行為與職業倦怠之相關研究列舉如下： 

 

Lipha m（1981）的研究發現，校長的領導型態和教師所承受的壓力

而導致職業倦怠具有顯著相關。 

 

Campbell（1983）認為，不佳的領導，將導致教師士氣低落。 

 

Singer(1984)將校長的領導分為組織型與體諒型兩種，並且調查其與

教師職業倦怠的關係，發現只要以其中一種為主導型態，教師們都會顯

現出教學熱忱，而且挫折感和疏離感症狀較低。 

 

Bass（1985）的研究發現，轉型領導內涵支持行為，它可以減緩情

緒耗竭之壓力因素的負面影響。 

 

Constable 和 Russell（1986）的研究發現，領導者的高度支持可減

少情緒耗竭的感覺，減輕工作環境的負面影響。 

 

Rowney和 Cahoon（1988）的研究結果顯示，領導型式與壓力、職

業倦怠的出現或避免有關。它可以協助員工處理壓力，但是當領導者過

於專制、過多控制時，也有可能增加員工壓力產生職業倦怠。 

 

Seltzer, Numerof和 Bass （1989）的研究發現，職業倦怠與轉型領

導所有因素暨交易領導後效酬賞因素呈現負相關，而與例外管理呈顯著

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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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son和 Sistruck（1988）以密西西比州教師為對象進行研究，

發現產生職業倦怠的教師通常是其校長為指揮型領導者。 

 

Stordeur, D’hoore 和 Vandenberghe（2001）以醫院的護理人員為對

象進行研究，發現交易領導之例外管理因素與情緒耗竭的增加呈現顯著

正相關；而轉型領導與交易領導之後效酬賞因素與情緒耗竭無關。 

 

張曉春（民 72）認為，領導的素質對減低或預防員工產生職業倦怠

有其影響。 

 

陳信正（民 80）探討「台北市高工及高中技職教師個人背景、工作

環境、校長領導型式與教師工作倦怠之關係」，發現校長領導型式為高關

懷高倡導的教師，不易工作倦怠。 

 

蘇伊文（民 82）認為，校長的領導行為是讓教師產生職業倦怠的重

要因素之一。 

 

濮世緯（民 86）針對「國小校長轉型領導、教師制握信念與教師職

業倦怠之關係」之研究有以下發現：（一）在整體轉型領導及轉型領導各

層面上，校長的高轉型領導行為能提昇教師的個人成就感，進而降低部

份教師職業倦怠感受（二）校長的高個別關懷行為除了提昇教師的個人

成就感外，還能降低教師職業倦怠之情緒耗竭的感受。（三）校長的高交

易領導行為會增加教師職業倦怠之非人性化感受。（四）校長的「實質後

效酬賞－互惠」行為會增加教師之個人成就感，但非人性化感受也會增

加；「承諾後效酬賞」行為會增加教師職業倦怠之非人性化感受；校長的

「實質後效酬賞－表揚禮遇」行為則能提昇教師之個人成就感。（五）校

長的「被動例外管理」行為會增加教師職業倦怠之情緒耗竭及非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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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的「主動例外管理」行為會增加教師之個人成就感，但情緒耗竭

的感受也會增加。 

 

譚宇隆（民 87）針對「花蓮縣國民小學總務主任工作倦怠及其相關

因素」之研究發現，校長領導為總務主任工作倦怠的重要因素之一。 

徐嘉宏（民 90）以百貨公司專櫃人員為研究對象，探討「領導方式、

角色壓力及工作倦怠之關係」，發現領導方式與工作倦怠呈顯著負相關。

領導方式中的強調標的，對無人情味有負向顯著影響；領導方式中的促

進互動對個人成就感有正向顯著影響。 

 

綜上所述發現，當領導者過於專制、過多控制時，會增加員工的職

業倦怠；轉型領導與職業倦怠呈負相關；交易領導的「例外管理」與職

業倦怠呈正相關。研究者認為，校長在校園中扮演著領航員的重要角色，

校長的領導行為不僅會影響學校的效能與文化，更會直接給教師截然不

同的感受，更會影響校園氣氛及教師士氣。不當的領導行為更可能使教

師承受過多工作壓力與挫折，進而產生職業倦怠。總之，從文獻探討中，

我們可以知道，導致教師職業倦怠的因素可能有很多，而校長的領導行

為是讓教師們產生職業倦怠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在以往的研究中，探討

校長的轉型領導、交易領導與教師的職業倦怠感之關係的研究並不多

見；與兼行政教師職業倦怠感之間關係的研究則更少，更加促使研究者

想要探討國中兼行政教師所知覺的校長轉型領導、交易領導行為是否會

影響其職業倦怠感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