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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民中學校長轉型領導、交易領導與兼行政教師職

業倦怠之關係。研究者先行蒐集資料，加以整理閱讀，透過文獻探討作

為研究的理論基礎，進而提出本研究的架構。本研究經問卷原編製者同

意，採用蔡進雄（民 89）編製之「國民中學校長轉型領導與交易領導調

查問卷」及劉淑慧（民 76）編製之「助人工作者職業倦怠量表」作為研

究工具，並以桃園縣國民中學兼行政教師為研究對象，進行問卷調查。

再將蒐集之資料以信度分析、描述統計、單因子變異數分析、Pearson

積差相關分析、多元逐步迴歸等統計方法考驗，且依據第四章之研究結

果與相關文獻之綜合討論，爰將結論臚列於後，並提出建議，作為教育

行政機關、國民中學校長與未來研究之參考。 

 

第一節 結論 
 

根據文獻探討與問卷調查資料統計分析結果，茲歸納以下幾點結論： 

 

一、國民中學校長轉型領導、交易領導行為之現況 
 

（一）國民中學兼行政教師在知覺校長轉型領導行為程度上，以「建立

願景」層面最高，其次依序為「激勵鼓舞」、「魅力影響」、「啟

發才智」、「個別關懷」。 

（二）國民中學兼行政教師在知覺校長交易領導行為程度上，以「主動

的例外管理」最高，其次依序為「條件式的酬賞」、「被動的例

外管理」。 



 121 

（三）國民中學兼行政教師在知覺校長轉型領導與交易領導行為程度

上，除交易領導之「被動的例外管理」行為屬中等程度外，其餘

均屬中上程度，且校長運用轉型領導行為多於交易領導行為。 

 

二、不同背景變項之國中兼行政教師在知覺校長轉型領導、交
易領導行為上之差異 

 

（一）就性別變項而言，不同性別之國民中學兼行政教師在知覺校長整

體轉型領導、交易領導與各層面領導行為上，僅在「個別關懷」

及「條件式的酬賞」層面上，男性高於女性，其餘層面均未有顯

著差異。 

 

（二）就婚姻變項而言，已婚與未婚之國民中學兼行政教師在知覺校長

整體轉型領導與「建立願景」、「啟發才智」、「個別關懷」等層面

之領導行為上，具有顯著差異存在，且已婚兼行政教師高於未婚

兼行政教師；而在知覺校長交易領導及各分層面領導行為上，均

未有顯著差異存在。 

 

（三）就行政年資變項而言，不同行政年資之國民中學兼行政教師知覺

校長整體轉型領導、交易領導與各層面之領導行為均未有顯著差

異存在。 

 

（四）就服務處室變項而言，不同處室之國民中學兼行政教師在知覺校

長整體轉型領導與「啟發才智」行為上，總務處高於教務處；在

「建立願景」上，總務處分別高於教務處、訓導處、輔導室；在

「激勵鼓舞」上，總務處分別高於教務處、訓導處；但不同處室

之國民中學兼行政教師知覺校長整體交易領導與各分層面之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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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卻均未有顯著差異。研究者認為總務處與其他處室兼行政人

員知覺校長領導行為之顯著差異，可能是因職位之不同及樣本數

之懸殊所影響。 

 

（五）就職位變項而言，國民中學主任與組長在知覺校長轉型領導、交

易領導與各層面之領導行為上，除在「被動的例外管理」上未具

有顯著差異存在外，其餘層面均具有顯著差異存在，且主任高於

組長。 

 

（六）就學校規模而言，不同規模之國民中學兼行政教師，在知覺校長

整體轉型領導與「建立願景」、「啟發才智」行為上，「45班以

上」均高於「27~44班」；在「魅力影響」與「激勵鼓舞」上，

「45班以上」均高於「26班以下」及「27~44班」；而在「個別

關懷」上，則未具有顯著差異。在知覺校長「被動的例外管理」

行為上，「27~44班」及「45班以上」均高於「26班以下」；在

整體交易領導與「主動的例外管理」、「條件式的酬賞」上，則未

有顯著差異。  

 

三、國民中學兼行政教師職業倦怠之現況 
 

（一）國民中學兼行政教師職業倦怠感受程度上，在「工作投入」上最

高，其次依序為「工作情緒」、「工作價值」、「工作表現」。 

 

（二）國民中學兼行政教師職業倦怠感屬中下程度。 

 

四、不同背景變項之國中兼行政教師職業倦怠之差異 
 



 123 

（一）就性別變項而言，不同性別之國民中學兼行政教師在整體職業倦

怠與各分層面之感受上，僅在「工作情緒」上，女性高於男性，

其餘層面均未有顯著差異。 

 

（二）就婚姻變項而言，國民中學未婚之兼行政教師在整體職業倦怠與

各分層面之感受上均高於已婚兼行政教師。 

 

（三）就行政年資變項而言，國民中學資淺之兼行政教師在整體職業倦

怠與「工作情緒」、「工作表現」、「工作投入」上皆高於資深

之兼行政教師；而在「工作價值」上，未有顯著差異存在。 

 

（四）就服務處室變項而言，不同處室之國民中學兼行政教師在整體職

業倦怠與各分層面之感受上，均未有顯著差異存在。 

 

（五）就職位變項而言，國民中學組長在整體職業倦怠及各分層面之感

受上均高於主任。 

 

（六）就學校規模變項而言，學校規模不同之國民中學兼行政教師在整

體職業倦怠與各分層面之感受上，均未有顯著差異存在。 

 

五、國民中學校長轉型領導與兼行政教師職業倦怠相關情形 
 

（一） 與職業倦怠之「工作情緒」層面相關程度最高者為轉型領導之「建

立願景」層面行為；與「工作價值」相關程度最高者為整體轉型

領導行為；與「工作表現」相關程度最高者為「建立願景」；與「工

作投入」相關程度最高者為「建立願景」；與整體職業倦怠相關程

度最高者為「建立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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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長表現出愈多的轉型領導行為，兼行政教師的職業倦怠愈低。 

 

六、國民中學校長交易領導與兼行政教師職業倦怠相關情形 
 

（一） 與職業倦怠之「工作情緒」層面相關程度最高者為交易領導之「主

動的例外管理」層面行為；與「工作價值」相關程度最高者為「主

動的例外管理」；與「工作表現」相關程度最高者為「被動的例

外管理」；與「工作投入」相關程度最高者為「被動的例外管理」；

與整體職業倦怠相關程度最高者為「主動的例外管理」。 

 

（二）校長的「被動的例外管理」行為會增加兼行政教師的職業倦怠，

而校長的整體交易領導、「主動的例外管理」及「條件式的酬賞」

行為會降低兼行政教師的職業倦怠。 

 

七、國民中學兼行政教師職業倦怠之預測分析 
 

（一） 在預測國民中學兼行政教師職業倦怠之「工作情緒」層面感受上，

有轉型領導之「建立願景」及個人背景變項之「婚姻」等二個預

測變項達到顯著水準，其聯合預測力為 15.4﹪，其中以「建立願

景」可預測力最大，且具有負向的預測功能，而「婚姻」具有正

向的預測功能。 

 

（二） 在預測國民中學兼行政教師職業倦怠之「工作價值」層面感受上，

有轉型領導之「建立願景」、「魅力影響」，交易領導之「被動

的例外管理」及個人背景變項之「婚姻」等四個預測變項達到顯

著水準，其聯合預測力為 19.7﹪，其中以「建立願景」可預測力

最大。「建立願景」與「魅力影響」兩變項，具有負向的預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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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而「婚姻」及「被動的例外管理」兩變項，具有正向的預測

功能。 

 

（三） 在預測國民中學兼行政教師職業倦怠之「工作表現」層面感受上，

有轉型領導之「建立願景」、「個別關懷」，交易領導之「被動

的例外管理」及個人背景變項之「婚姻」、「職位」等五個預測

變項達到顯著水準，其聯合預測力為 20.9﹪，其中「建立願景」

的預測力最大。「建立願景」及「個別關懷」變項，具有負向的

預測功能；而「婚姻」、「職位」及「被動的例外管理」等三個

變項，具有正向的預測功能。 

 

（四） 在預測國民中學兼行政教師職業倦怠之「工作投入」層面感受上，

有轉型領導之「建立願景」、交易領導之「被動的例外管理」及

個人背景變項之「婚姻」、「職位」等四個預測變項達到顯著水

準，其聯合預測力為 14.6﹪，其中以「婚姻」的預測力最大。「婚

姻」、「職位」及「被動的例外管理」等三變項具有正向的預測

功能；而「建立願景」具有負向的預測功能。 

 

（五）在預測國民中學兼行政教師整體職業倦怠感受上，有轉型領導之

「建立願景」、「魅力影響」，交易領導之「被動的例外管理」

及個人背景變項之「婚姻」、「職位」等五個預測變項達到顯著

水準，其聯合預測力為 21.5﹪，其中「建立願景」的預測力最大。

「建立願景」及「魅力影響」兩變項具有負向的預測功能；而「婚

姻」、「職位」及「被動的例外管理」等三變項，具有正向的預

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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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根據本研究結果與歸納之結論，研究者提出以下建議，供教育行政

機關、國民中學校長及未來研究參考，希冀能夠減輕國民中學兼行政教

師之職業倦怠。 

 
一、對教育行政機關的建議 
 

國內有關校長領導行為與教師職業倦怠的研究指出，校長不當的領

導行為是讓教師產生職業倦怠的重要因素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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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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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建立校長正確的領導理念，提昇校長領導知能，實乃當務

之急，以下提供幾點，供教育行政機關參考： 

 

（一）健全國民中小學校長培訓制度 
 

國內過去對中小學校長的培育向來不十分重視，只把重點放在甄選

及遷調上，對校長的培訓著重在聊勝於無的甄選錄取後之密集儲訓（林

合懋，民 90）。國民中學校長甄選回歸各縣市辦理後，各縣市因財政、

人力限制，再加上縣市並無設置專責校長儲訓機構，其儲訓成效，更令

人質疑。秦夢群（民 88）認為，國內校長的職前教育存在「教而優則政」、

「只考不教」的弊病，等到上任後再「各憑本事嘗試錯誤」。研究者認為，

新科校長接掌一所學校，其所面臨的是陌生、複雜且艱難的挑戰，事前

若無一套健全的培訓制度，充實校長一職所需之專業知能，其將遭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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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可想而知。且校長是學校的領導者，關係著整個學校教育的品質，

艱鉅的國民教育領航員的任務，怎能放心交給未獲良好培訓的校長去嘗

試錯誤呢？因此，建立一套健全的中小學校長培訓制度，是教育行政機

關所亟需努力的。 

 

（二）有效規劃校長領導行為之專業課程 
 

近年來，領導理論蓬勃發展，企業領導人也紛紛將之應用在組織領

導上，以追求組織的成長、強化組織的競爭力。隨著教改的浪潮，社會

對學校教育品質的關注與要求愈來愈高，校長領導的效能愈來愈受重

視，領導的理論也漸漸受到教育界的重視，進而在學校組織中應用。研

究者認為，校長的領導知能，直接影響其領導品質，進而影響學校的教

育品質；要提昇國民中學教育的品質，則必先提昇國中校長的領導知能。

回顧以往教師培育、校長的的儲訓及進修課程，雖有些許接觸領導理論

之機會，但不夠深入與跟不上領導理論發展及組織變革之腳步卻是不爭

之事實。所以，除了校長自我進修以充實領導知能外，教育行政機關有

效規劃校長領導行為之相關專業課程，以提昇校長領導知能，實乃迫不

及待之要務。 

 

（三）增加兼行政教師之待遇與福利 
 

兼行政教師兼負教學與行政雙重任務，其工作之份量、複雜性與挑

戰性均高於一般教師，但除了每月二至四千元的職務加給外，在待遇與

福利上與一般教師並無差別，造成大部分老師不願兼任行政工作，更無

法提供兼行政教師在遭遇挫折時繼續為學校行政努力奉獻之誘因。研究

者認為，教育行政機關應設法經由：建立教師分級制度，給予兼行政教

師尊崇與禮遇；增加兼行政教師職務加給；減少兼行政教師任課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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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兼行政教師出國考察進修之機會；給予兼行政教師申請進修、調校

及報考主任、校長時積分加分之優惠… … .等具體鼓勵措施，以吸引優秀

教師投入學校行政工作之行列。 

 
二、對國民中學校長的建議 
 

（一） 校長應充實領導知能 
 

校長如欲提昇自我的領導效能，則必須充實自我的領導知能，尤其

近年來領導理論與實務蓬勃發展，校長平日應把握各種機會吸取領導新

知，與時俱進，並配合學校組織的特性，運用適宜的領導行為，才能提

昇領導效能，扮演好學校領航員的角色，帶領學校成員一起追求學校願

景，將學校人力、物力資源作最有效的運用，以達成學校教育目標。 

 

（二） 校長應多運用轉型領導行為 
 

由國內外相關研究結果可知，校長的轉型領導行為，有助於學校效

能的提昇，並可降低教師的工作壓力，減緩教師的職業倦怠感。本研究

結果也顯示，校長表現出愈多的轉型領導行為，兼行政教師的職業倦怠

愈低；且轉型領導之「建立願景」及「魅力影響」行為對兼行政教師的

職業倦怠具有負向的預測功能。所以，研究者建議國中校長應多運用轉

型領導行為，尤其是「建立願景」及「魅力影響」層面之領導行為。 

    研究者認為，校長應將轉型領導的理念，轉化為下列幾點具體的領

導作為： 

1.塑造學校共同願景： 

對兼行政教師職業倦怠最具負向預測功能的因素，也是轉型

領導的首要步驟就是建立組織發展的願景。校長為學校的領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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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對學校發展必須具有前瞻性的眼光，引領學校成員發展學校

願景，以凝聚學校成員之向心力，提昇成員工作動機。校長在塑

造共同願景時，應注意下列事項（蔡進雄，民 90）：（1）「由下而

上」的建立過程；（2）校長是「共同願景的僕人」而非「英雄式

獨裁」；（3）激發教師的組織承諾；（4）願景要符合教育的規準；

（5）願景描述要簡單、具體、中肯；（6）營造良好、開放的學校

氣氛；（7）建立彈性化的學校組織；（8）學校共同願景要與自我

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團隊學習與系統思考等修煉相配合。 

2.培養個人領導魅力： 

轉型領導重視領導者個人領導魅力的展現，以贏得組織成員

的認同與支持，進而成為崇拜學習的對象，產生強烈的工作動機

與高度的向心力，根據 Conger 和 Kanungo 的研究指出，一位具

有魅力的領導者應具備下列特質（李清芬、李雅婷、趙慕芬譯，

民 83）：（1）自信；（2）願景；（3）有明白表達該願景的能力；（4）

對理想堅定不移；（5）行為不落俗套；（6）被認為是改革的代言

人；（7）對環境的敏感性。所以，校長除了應注重自我充實與修

煉，培養專業知能與自信、活力親和力外，對教育工作抱有堅定

的信念與理想，更要以敏銳前瞻的眼光，勾勒出學校改革的藍圖，

並運用領導者的魅力，帶領學校成員一起為學校目標而努力。 

3.激勵成員動機與士氣： 

校長應妥善運用各種管理與激勵策略，使成員對學校未來發

展充滿希望，樂觀地面對教育改革，並提昇自我需求層次，產生

強烈工作動機。校長可使用的激勵鼓舞原則如下：（1）充分授權；

（2）適時有效的溝通；（3）以身作則；（4）激發團隊意識與士氣；

（5）高度的尊重與期望；（6）明確的獎懲制度；（7）善用領導者

的權利。 

4.啟發學校成員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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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應鼓勵學校成員追求知識上的成長、發揮創意思考進行

教學及解決問題、養成檢討與自省習慣、思考模式適度的變革與

自我挑戰，以充分發展個人潛能。校長在啟發成員的智能上，可

採取以下做法（劉雅菁，民 87）：（1）激勵成員勇於表達自己的

想法與意見；（2）提示成員以創新、整體的觀點思考問題；（3）

營造開放的環境，讓成員發揮想像力；（4）對成員表達高度的期

望，並給予挑戰性工作；（5）鼓勵成員勇於嘗試新事物。 

5.主動關懷學校同仁： 

轉型領導者重視成員的個別關懷，因此學校領導者在達成教

育目標的過程中，應採取人性化領導，在不違反教育目標的原則

下，設法滿足成員的個人需求（林俊成，民 88）。校長可採用的

方式如下：（1）多與同仁互動以瞭解需求；（2）學校目標與同仁

需求並重；（3）分工合作、分層負責、公平待遇、適才適所；（4）

同仁遭遇困難或身心倦怠時，適時予以支持、指導與協助；（5）

合理的獎懲制度；（6）建立暢通的意見表達管道及申訴制度。 

 

（三） 校長應妥慎運用交易領導行為 
 

本研究結果顯示，校長的交易領導之「被動的例外管理」行為會增

加兼行政教師的職業倦怠，而「主動的例外管理」及「條件式的酬賞」

行為會降低兼行政教師的職業倦怠，環顧國內外相關研究也有相近之結

論。所以，研究者建議國中校長應多運用交易領導之「主動的例外管理」

及「條件式的酬賞」行為，並妥慎運用「被動的例外管理」行為。校長

可作以下努力： 

1.主動的例外管理方面： 

校長在推動校務時要有前瞻性的眼光，在學校同仁的工作歷

程中，事先要能預見可能發生的錯誤，給予行前教育與提示；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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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任務的過程中，也應予以關注與支持，若有不當之作為，即時

予以糾正，以避免非必要的錯誤或鑄成大錯不可收拾，如此可避

免同仁遭遇挫折，減少職業倦怠產生之機會。 

2.條件式酬賞方面： 

校長應運用職權及有限的資源，建立明確合宜公平的獎懲制

度，在交付成員任務時，要有明確的目標與合理的期望，在同仁

有良好表現或達成工作目標時，適切給予各種型式鼓勵與獎賞

等，以滿足同仁身心需求，避免或減緩其職業倦怠。 

3.被動的例外管理方面： 

近年來，教師權力意識高漲，專業自主的抬頭，使得部份校

長過於尊重教師自主權益，導致有些學校成員消極、怠惰，學校

效能不彰之現象。在這種組織氣氛中，部分老師樂得輕鬆，但較

有教育理念之教師及學校行政人員卻容易產生職業倦怠。校長應

在學校目標與教師權益並重的原則下，帶領學校成員塑造學校共

同願景，建立良好的典章制度。校長在領導校務推動時，除應給

予成員授權與支持外，更應隨時關切、適時予以糾正與指導，絕

不可以在問題未浮現時採放任不管政策，等到部屬發生錯誤再嚴

加懲處。 

 

（四）校長應多鼓勵女性教師兼任行政工作 
 

本研究發現，國民中學兼任行政教師之比率，女性低於男性，研究

者認為，學校行政工作無性別上之優勢，應多鼓勵女性教師兼任學校行

政工作；本研究亦發現，女性教師在職業倦怠之「工作情緒」層面之感

受高於男性，校長應多予女性之兼行政教師肯定、支持與鼓勵。 

 
（五）校長應多鼓勵資深教師兼任行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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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觀察發現，國民中學兼行政教師有日漸年輕化之趨勢，甚至

於取得合格教師資格經聘任後，就擔任組長的情形也屢見不鮮，兼行政

教師年輕化，雖能為學校行政注入新血、增添活力，但資淺教師對學校

事務及學校文化未能深入了解，且因經驗不足，在行政事務的推動上，

常有事倍功半、效能不彰的情形；另外，資淺者領導資深者、年幼者領

導年長者，在注重倫理的校園裡，其政策推動成效可想而知。所以，研

究者認為，校長應建立合宜的行政人員養成制度，有計畫培養優秀老師

兼任行政工作，鼓勵資深教師加入行政工作的行列，以增進校園倫理及

學校行政效能。 

 

（六）校長應多關心未婚教師 
 

國內外相關研究發現，未婚教師較已婚教師易產生職業倦怠，校長

應多關心未婚教師，設法為其尋求精神寄託、減輕其職業倦怠。研究者

建議校長可在以下幾方面努力：1.鼓勵教師進修，並作好生涯規劃；2.

成立校內讀書會等成長團體；3.舉辦學校教職員文康活動；4.辦理校內、

外未婚教師聯誼活動；5.鼓勵教師參加各機關團體辦理之兩性婚姻講座

及未婚聯誼活動；6.鼓勵教師培養教學外之專長與興趣；7.鼓勵教師投

入社會服務工作；8.適時關心、支持、指導與鼓勵。 

 
（七）校長應設法減輕兼行政教師職業倦怠 

 
校長是否能有效領導學校推動教育改革、達成學校教育目標，除了

校長個人的領導作為外，優秀的行政團隊也是不可或缺的關鍵因素。但

是，本研究卻發現，國民中學兼行政教師行政年資超過五年者少於五成，

兼行政人員流動率頗大是不爭之事實，於是，有經驗的優秀的學校行政

團隊很難形成。研究者認為，校長應藉由建立完善的行政制度、減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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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行政工作；鼓勵兼行政教師進修、充實教學及行政知能；充分授

權並給予兼行政教師更多的支持與關懷… … 等作為，以降低兼行政教師

的工作壓力、減緩其職業倦怠，鼓勵更多優秀之兼行政教師願意繼續為

學校行政事務奉獻其心力。 

 

三、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僅以桃園縣公立國民中學兼行政教師為研究對象，其研究結

果之推論性及代表性受到限制。對於校長轉型領導、交易領導與兼行政

教師職業倦怠關係之研究，未來研究應包含私立學校及國民小學、高級

中學，因此研究對象可擴及公私立各級學校及其他縣市，使研究結果更

具推論性及代表性。 

 

（二）研究變項方面 
 

本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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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探討校長領導行為與兼行政教師職業倦怠之關係，

變項因素較單純。未來研究者可將更多變項納入探討，如工作壓力、工

作滿足、人格特質… … 等，或將領導行為區分為（高轉型、高交易）、（高

轉型、低交易）、（低轉型、高交易）及（低轉型、低交易）四種型態加

以探討，甚或以其他領導行為作為自變項探討。本研究之兼行政教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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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研究應可納入學歷、年齡、學校所在地… … 等變項加

以探討，國民中學總務處成員之特殊性不可忽視以避免干擾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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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主要以問卷調查法為主，文獻分析為輔。未來研究者除了量

化研究之外，可以考慮兼採訪談、觀察及個案研究等質化研究方法，以

獲取調查數據以外之資料，對研究對象有更深入的瞭解。 

 

（四）研究工具方面 
 

本研究所使用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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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分別採用蔡進雄（民 89）與劉淑

慧（民 76）所編製之問卷，本問卷具有良好的信度與效度，亦常為國內

相關研究所採用。未來研究者可參考國內外量表自行修訂完善之研究工

具，問卷中可加入反向題，另可考慮設計數題開放性題目，以便過濾出

敷衍作答之問卷且更能深入了解研究對象，使研究結果更具參考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