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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章主要在敘述本研究的設計概念架構，其次提出研究問題與假

設、研究對象、研究工具與資料處理等。茲分述於下列各節。 

 

第一節 研究概念架構 
 

本研究主要以校長轉型領導與交易領導行為為自變項，兼行政教師

職業倦怠感為依變項。其中校長轉型領導行為包括：建立願景、魅力影

響、激勵鼓舞、啟發才智及個別關懷等五個層面；校長交易領導行為包

括：被動的例外管理、主動的例外管理及條件式的酬賞等三個層面。兼

行政教師的職業倦怠感包括：工作情緒、工作價值、工作表現及工作投

入等四個層面。兼行政教師的背景變項包括：性別、婚姻、兼行政年資、

職位、服務處室、學校規模等六個變項。 

 

依據研究問題、目的與文獻探討分析、建構本研究概念架構，如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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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概念架構圖 

 

註：箭頭表示可能產生的影響關係，並不代表絕對的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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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假設 
 

本研究的重點在瞭解國民中學校長運用轉型領導與交易領導的情形

與兼行政教師職業倦怠之現況，更進一步探討校長轉型領導與交易領導

行為與兼行政教師職業倦怠之關係。根據本研究的目的與研究架構，茲

分別陳述研究問題與假設如下： 

 

一、研究問題 
 

問題一、現今國民中學校長運用轉型領導與交易領導之情形為何？ 

問題二、現今國民中學兼行政教師職業倦怠的程度如何？ 

問題三、國民中學校長轉型領導、交易領導行為與兼行政教師職業 

倦怠是否有關係？ 

問題四、不同個人背景變項的國民中學兼行政教師所知覺的校長轉 

型領導、交易領導行為是否有差異？ 

問題五、不同個人背景變項的國民中學兼行政教師職業倦怠程度是 

否有差異？ 

問題六、國民中學校長轉型領導、交易領導行為與兼行政教師背景 

變項對兼行政教師職業倦怠是否具有預測功能？ 

 
二、研究假設 
 

假設一：國民中學校長轉型領導行為與兼行政教師職業倦怠感有顯

著相關。 

1-1 國民中學校長整體轉型領導行為與兼行政教師職業倦怠感有顯     

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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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國民中學校長轉型領導之「建立願景」行為與兼行政教師職業

倦怠感有顯著相關。 

1-3 國民中學校長轉型領導之「魅力影響」行為與兼行政教師職業

倦怠感有顯著相關。 

1-4 國民中學校長轉型領導之「激勵鼓舞」行為與兼行政教師職業

倦怠感有顯著相關。 

1-5 國民中學校長轉型領導之「啟發才智」行為與兼行政教師職業

倦怠感有顯著相關。 

1-6 國民中學校長轉型領導之「個別關懷」行為與兼行政教師職業

倦怠感有顯著相關。 

 

假設二：國民中學校長交易領導行為與兼行政教師職業倦怠感有顯

著相關。 

2-1 國民中學校長整體交易領導行為與兼行政教師職業倦怠感有顯

著相關。 

2-2 國民中學校長交易領導之「被動的例外管理」行為與兼行政教

師職業倦怠感有顯著相關。 

2-3 國民中學校長交易領導之「主動的例外管理」行為與兼行政教

師職業倦怠感有顯著相關。 

2-4 國民中學校長交易領導之「條件式的酬賞」行為與兼行政教師

職業倦怠感有顯著相關。 

 

假設三：不同個人背景變項的國民中學兼行政教師所知覺的校長轉

型領導、交易領導行為有顯著差異。 

3-1 男性與女性的國民中學兼行政教師所知覺的校長轉型領導、交

易行為有顯著差異。 

3-2 已婚和未婚的國民中學兼行政教師所知覺的校長轉型領導、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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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行為有顯著差異。 

3-3 兼行政年資不同的國民中學兼行政教師所知覺校長轉型領導、  

交易行為有顯著差異。 

3-4 不同職位的國民中學兼行政教師所知覺的校長轉型領導、交易

行為有顯著差異。 

3-5 服務於不同處室的國民中學兼行政教師所知覺的校長轉型領

導、交易行為有顯著差異。 

3-6 服務於不同規模學校的國民中學兼行政教師所知覺的校長轉型

領導、交易行為有顯著差異。 

 

假設四：不同個人背景變項的國民中學兼行政教師職業倦怠感程度

有顯著差異。。 

4-1男性和女性的國民中學兼行政教師職業倦怠感程度有顯著差異。 

4-2已婚和未婚的國民中學兼行政教師職業倦怠感程度有顯著差異。 

4-3 兼行政年資不同的國民中學兼行政教師職業倦怠感程度有顯著

差異。 

4-4不同職位的國民中學教師職業倦怠感程度有顯著差異。 

4-5 服務於不同處室的國民中學兼行政教師職業倦怠感程度有顯著

差異。 

4-6 服務於不同規模學校的國民中學兼行政教師職業倦怠感程度有

顯著差異。 

 

假設五：國民中學校長轉型領導、交易領導行為與兼行政教師背景

變項對兼行政教師職業倦怠感有預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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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主要是要瞭解國民中學校長領導行為與兼行政教師職業倦怠

感之現況暨探討兩變項之關係。其問卷施測對象為桃園縣全體國民中學

兼行政教師，但因考量到任未滿一年之校長，其轉型領導、交易領導行

為可能未能讓兼行政教師清楚感受，為避免調查失真，故排除之。桃園

縣九十二學年度計有國民中學 52 校，排除校長退休者 3 校、校長到任未

滿一年者 7 校及尚未招生者 3 校，本研究總計調查 39 校，兼行政教師

542 人（發放問卷數量統計情形如表 3-1）。回收問卷 498 份，回收率約

92%，剔除無效問卷 38份，可用問卷 460份，可用率約 85%。 

 

表 3-1 問卷發放數量統計表 

編號 校    名 數量 備    註 編號 校    名 數量 備    註 

1 桃園國中 15 含特教組 2 青溪國中 0 未滿一年 

3 文昌國中 15 含特教組 4 建國國中 15  

5 中興國中 15 含特教組 6 慈文國中 14  

7 福豐國中 14  8 同德國中 0 未滿一年 

9 大有國中 0 未滿一年 10 會稽國中 0 尚未招生 

11 大竹國中 14  12 山腳國中 14  

13 光明國中 0 未滿一年 14 大園國中 14  

15 竹圍國中 14  16 大溪國中 14  

17 大漢國中 10  18 仁和國中 14  

19 壽山國中 0 未滿一年 20 大崗國中 14  

21 幸福國中 0 尚未招生 22 龜山國中 0 尚未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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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校    名 數量 備    註 編號 校    名 數量 備    註 

23 大成國中 0 未滿一年 24 八德國中 15 含特教組 

25 平鎮國中 15 含特教組 26 中壢國中 15 含特教組 

27 平興國中 0 校長退休 28 平南國中 15 含特教組 

29 新明國中 0 校長退休 30 東安國中 14  

31 大崙國中 14  32 龍岡國中 0 校長退休 

33 內壢國中 14  34 興南國中 15 含特教組 

35 東興國中 14  36 自強國中 14  

37 楊梅國中 15 含特教組 38 龍興國中 14  

39 富岡國中 14  40 仁美國中 15 含特教組 

41 楊明國中 14  42 瑞原國中 14  

43 新坡國中 14  44 觀音國中 14  

45 新屋國中 0 未滿一年 46 草漯國中 14  

47 大坡國中 10  48 永安國中 10  

49 凌雲國中 15 含特教組 50 龍潭國中 14  

51 介壽國中 10  52 石門國中 14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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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除文獻探討外，採用問卷調查法蒐集資料並進行統計分析。

本研究使用的調查工具共有兩種，分別為「國民中學校長轉型領導與交

易領導問卷」及「國民中學兼行政教師工作感受問卷」。茲就問卷來源與

編製、填答計分方式及信度、效度分析說明如下： 

 

一、國民中學校長轉型領導與交易領導問卷 
 
（一）問卷來源及編製過程 
 

本研究之「國民中學校長轉型領導與交易領導問卷」係採用蔡進雄

（民 89）由吳清基教授指導編製之「國民中學校長轉型領導與互易領導

調查問卷」，本問卷係參考 Bass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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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各層次題目分配如表 3-2及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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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國民中學校長轉型領導調查問卷」各層面題數、題號分配表 

層    面 題數 題目序號 

建立願景 6 1、9、17、25、33、42 

魅力影響 7 2、10、18、26、34、43、50 

激勵鼓舞 6 3、11、19、27、35、44 

啟發才智 6 4、12、20、28、36、45 

個別關懷 6 5、13、21、29、37、46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表 3-3 「國民中學校長交易領導調查問卷」各層面題數、題號分配表 

層    面 題數 題目序號 

被動的例外管理 5 6、14、22、30、38 

主動的例外管理 8 7、15、23、31、39、47、51、52 

條件式的酬賞 9 8、16、24、32、40、41、48、49、53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二）填答及計分方式 
 

本問卷採 Likert五點量表的填答方式計分，受試者依其所知覺的校

長領導行為，在「總是這樣」、「時常這樣」、「有時這樣」、「很少這樣」、

「從未這樣」等五個不同選項中勾選，計分則依次給予 5 分、4 分、3

分、2分、1分。本問卷無反向題。 

 

受試者在「轉型領導問卷」部分得分愈高，表示其所知覺校長愈常

表現轉型領導行為；在「交易領導問卷」部分得分愈高，表示其所知覺

校長愈常表現交易領導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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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度與效度分析 
 

1.信度 

原問卷的信度，「轉型領導問卷」部分各層面的 Cronbach 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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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數在.8319至.9172之間，總量表為 .8943（蔡進雄，民 89）。 

 

本研究在問卷完成回收後，經問卷信度統計分析結果：「轉型領導問

卷」之「建立願景」、「魅力影響」、「激勵鼓勵」、「啟發才智」、「個別關

懷」各層面的 Cronbach α係數依序為.9184、.9194、.9025、.8969、.9080，

整體「轉型領導問卷」α係數為.9788；「交易領導問卷」之「被動的例

外管理」、「主動的例外管理」、「條件式的酬賞」各層面的 Cronbachα係

數依序為.7648、.9014、.8585，整體「交易領導問卷」α係數為.8755，

校長領導行為總量表α係數為.9711，顯示本問卷具有良好之信度。 

 

2.效度 

原問卷之效度考驗可從內容效度及建構效度兩方面說明。 

（1）內容效度 

原問卷內容係依據理論建構內容，並請學者專家及國中主任、

教師，就問卷的題目內容、文詞、用語、語氣，提供修改意見，並

逐題與教授討論，具有相當的內容效度。 

（2）建構效度 

原問卷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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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領導問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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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進雄，民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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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民中學兼行政教師工作感受調查問卷」 

 

（一）問卷來源與編製過程 
 

本研究採用劉淑慧（民 76）編製之一份適用於教師、行政人員，且

有良好信度、效度的職業倦怠評量工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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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1.2.4.5.7.10.11 七題；第二

因素為「工作價值」，包括 6.13.14.16.17.18.19.21八題；第三因素為「工

作表現」，包括 20.22.23.24.25.26 六題；第四因素為「工作投入」，包括

3.8.9.12.15五題。劉淑慧認為此四因素可與 Maslach 和 Jackson（1981）

所編定的 Maslach職業倦怠量表做一對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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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為使所測量之結果更能符合本研究問題、假設及目的，將原

量表各題目中之「工作」改成「行政工作」後，作為本研究採用之測量

工具。此外為避免受試者之防衛心理影響，本量表施測時以「兼行政教

師工作感受調查問卷」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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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職業倦怠各層面因素題數、題號分配表 

職業倦怠層面名稱 題數 題目序號 

工作情緒 7 1、2、4、5、7、10、11 

工作價值 8 6、13、14、16、17、18、19、21 

工作表現 6 20、22、23、24、25、26 

工作投入 5 3、8、9、12、15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二）填答與計分方式 
 

本量表採 Likert七點量表方式作答，由受試者依照自己實際情形與

各題目之內容相符程度，在「非常不符合」、「不符合」、「有點不符合」、

「無法判斷」、「有點符合」、「符合」、「非常符合」七個選項中選擇適當

的答案。計分方式由「非常不符合」至「非常符合」依序給予 1-7 分，

若得分愈高者，代表個人在職業倦怠之程度愈嚴重，工作士氣及理想愈

低，具較高離職傾向。 

 

（三）信度與效度分析 
 

1.信度 

原量表的信度考驗包括內部一致性考驗與再測信度考驗，總量表之

cronbachα係數值達到 .94，而再測信度考驗，以二、四、八、週為間隔

進行前後測，依序為.771、.772、.635，均達到.001的顯著水準（劉淑慧，

民 76）。 

 

本研究在問卷完成回收後，經問卷信度統計分析結果：「職業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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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工作情緒」、「工作價值」、「工作表現」、「工作投入」各層面之 cronbach

α係數值依序為.9221、.8855、.8429、.8258，總量表之α係數值為.9572，

顯示本問卷具有良好之信度。 

 

2.效度 

原量表之效度，以工作情結、工作理想變化、離職意願為效標，以

Pearson 相關係數計算效標關聯效度，分別為.553、.411、.488，而且都

達到.001的顯著水準，可見該量表能有效測量職業倦怠的感受，在本量

表得分愈高者，亦即職業倦怠程度愈嚴重（劉淑慧，民 76）。 

 

 

第五節 資料處理 
 

在問卷調查的部分，問卷施測完畢後，將有效問卷進行編碼、登錄，

利用 SPSS/PC10.0統計套裝軟體進行分析。為配合本研究目的與研究問

題，本研究採用的統計方式如下： 

 

一、 信度分析（reliability analysis）：以內部一致性法，探討問卷之信度，

其中α值越大，表示內部一致性越大、信度越高。 

 

二、 描述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將研究架構內所有變項，進行描

述統計，並採用次數分配、平均數及標準差以百分比分析樣本基

本資料分佈狀況。 

 

三、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analysis of variance ）：檢定

背景變項對校長轉型領導、交易領導行為暨職業倦怠各層面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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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異性，如差異達.05顯著水準則進行Scheffe多重比較。 

四、 Pearson積 差 相 關 分 析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alysis)：目的是要瞭解校長轉型領導、交易領導行為與兼行政教

師職業倦怠各層面間的關係。 

 

五、  多元逐步? 歸（multiple stepwise regression）：找出對兼行政教師職

業倦怠最具預測力的校長轉型領導、交易領導行為層面暨個人背

景變項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