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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的目的在探討有關校長轉型領導行為和教師工作投入的意義及

理論基礎，並分析對於此二者的有關實證研究。茲分四節進行探討與研

析，節次依序為：（一）轉型領導和交易領導之理論與相關研究；（二）

教師工作投入之理論與相關研究；（三）轉型領導和交易領導與工作投

入之相關研究。 

第一節 轉型、交易領導理論與相關研究 

行政領導的科學實徵性研究依Bryman (1992 )的分類，分為特質論、

行為論、權變論和新型式領導四個時期（廖裕月，民87）：自一九一○

年至一九四五年，此一時期的研究中心在領導者的特質，稱為特質論

（Trait Theory）；其次，在一九四五年間至一九六○年間，重點轉移至

領導者所表現的行為，因此稱為行為論（Behavior Theory）；第三，在

一九六○年以後，研究者認為除了領導者和被領導者的特質以及領導者

所表現的行為外，領導的效果深受情境所影響，領導行為必須依情境的

不同給予適當的權變領導，故此期稱為權變論或情境論（Situational 

theory）。從一九八○年開始至今，稱為新型式的領導研究取向，包括

轉型領導、特質魅力領導、遠景領導、文化領導、催化領導理論(Facilitative 

Leadership Theory)等。催化領導乃是強調共同合作(collaboration) 和授

權賦能(empowerment)的領導方式，其主要目的在於增進組織成員自我調

適、解決問題和改進成效的共同能力（王心怡，民92），領導者的任務

即在促使各層級的組織成員均能參與決定等。新型式的領導與前三期領

導研究不同之處在於強調不平凡的領導者所具有的遠景與魅力行為，其

領導功能在於能對成員產生轉化的影響，不再侷限對於一般事務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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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而是在於組織文化意象的創造。因此，有些學者認為新的領導是一

種符號式的領導型態（廖裕月，民87）。 

1973年，Downton已在其研究著作中提及領導者對於部屬心理層面上

所形成的願景承諾的影響（林維林，民85）。1978年J.M.Burns於所著的

「Leadership」一書中，首先提出轉型領導之概念。Burns 將領導的研究

焦點放在如何透過領導的作用來轉變組織原有的價值觀念、人際關係、

組織文化與行為模式。他認為領導是一種領導者與部屬之間相互影響關

係的演進過程，領導者與員工共同致力於才智激發（Stimulation）與心靈

鼓舞（Inspiration）來帶動組織變革，透過此一歷程，領導者與部屬的工

作動機與合作道德得以提昇，同時也能促進組織社會系統的改變與組織

體制的變革（王佳玉，民90）。 

Burns將領導的類型分為兩種：交易領導（Transactional leadership）

和轉型領導(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前者係基於社會交換（social 

exchange）之觀點，強調基本的、外在的需求之滿足，領導者與部屬之

間的關係屬於現實的契約關係，其目的在於維持組織的安定；後者基於

道德文化之觀點，強調高層的、內在的需求之滿足，領導者與部屬之間

的關係，屬於理想的溝通關係，其目的在於超越並轉化現實的契約關係，

以改變組織的文化。換言之，交易領導為一種外鑠式領導，而轉型領導

則為一種內發式領導（廖春文，民83），理想的領導模式應是領導者能

發揮道德文化之精神力量，使部屬超越現實的交易關係，提升對自我實

現及自我領導之追求。 

「轉型領導」理論強調領導者應注重革新，要有前瞻的眼光遠見鼓

勵部屬以激發其較高層級的工作動機，以共同達成組織既定目標的一種

領導訴求（秦夢群, 民86）。該領導理念對於目前各級學校所進行的教

育改革有很大的啟引作用，因為一位有效能的領導不僅能引導成員的意

向，創造和諧的校園氣氛，更能利用工作團隊，來達成學校教育目標。

但究竟學校領導者該以怎樣的心態與作為來面對目前學校的轉變，以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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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學校進行變革呢？部分學者認為學校處在變動不定的環境下，轉型領

導者往往較能夠發揮領導效能，帶領組織發展與協助組織適應環境的變

遷，所以張明輝（民88）便指出轉型領導的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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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民主化之後，學

校行政運作亦以轉型領導模式為佳；此外，由於學校是一種結合鬆散結

構與科層結構的組織，對於此種組織結構的特性，轉型領導最容易也最

適合出現在學校情境中（廖裕月，民87），所以目前轉型領導是一個新

的領導概念，強調變革的領導型式，且在我國發展時間並不久，所以國

內學校領導者對其認識仍有限。因此本節擬探討轉型領導的理論基礎，

係以轉型領導的研究文獻為主，將分別說明一、轉型領導與交易領導的

基本意涵。二、轉型領導與交易領導的行為層面。三、轉型與交易領導

的相關實證研究。以期有較深入的瞭解。 

一、 轉型領導與交易領導的基本意涵 

（一）轉型領導的基本意涵 

Burns 以Maslow 的需求層次論來對轉型領導做詮釋。他認為轉型領

導的主管能瞭解部屬的需求，為成員開發潛能，激發動機，並培養部屬

成為領導者。而主管所扮演的角色則是組織轉型變革的原動力。所謂的

「轉型」，指的是針對舊有的領導方式來做改變。Burns將領導區分成「轉

型領導」與「交易領導」兩類。前者在激勵鼓舞成員的創造力與增進滿

足感上見長，後者於成員例行事務的管理上有所見效。 

Leithwood（1994）明白指出Burns的貢獻在於界定轉型領導的主要

概念，有別於交易領導。但是，他的理論並未提供可測驗的領導模式，

或者可驗證的有效證據，換句話說，只停留在概念上的澄清，沒有實施

實際研究上的驗證（張昭仁，民90）。 

Bass（1985）提出轉型領導的實際領導模式，發展多因素領導問卷

（Multifactor Leadership Questionnaire, MLQ），並提出轉型領導、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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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非交易領導等七個因素，作為領導行為模式的內涵。Bass承繼了

Burns的理論觀點，並彌補Burns只停留在概念上的澄清，沒有實際驗證

研究的缺失，Bass等後續研究的學者，以實證研究的方式，將轉型領導

理論予以發揚光大（郭逸瑄，民92）。 

Bass指出轉換型領導是指成員對領導者具有信任、尊重、忠誠等感

覺，領導者透過改變成員的價值與信念、開發其潛能、給予信心等方式

來提高成員對組織目標的承諾，並產生意願與動機，為組織付出個人期

望外的努力。Bass認為轉型領導不單是魅力領導，更包含「智性啟發」

與「個別關懷」在內。「智性啟發」著重部屬創造力的訓練，「個別關

懷」則是重視部屬的個別需要，引燃成員的內在動機。Bass認為轉型領

導的主管是多重角色的扮演；對部屬來說，轉型領導的主管是教練、也

是人生導師、更是組織願景的指導者。其以尊重、信任、忠誠來引導部

屬。透過改變成員的價值與信念、開發其潛能、給予其信心以提高成員

對組織目標的承諾。同時，領導者並激勵員工提升其需求層次，啟發員

工對自我行為的自覺意識，而非將自我行為建立於獎懲系統。 

Sergiovanni（1990）強調轉型領導是基於領導者與部屬彼此激勵與提

昇的相互關係，著重成員正向道德價值和高層需求的啟發，領導者成為

道德的促進者，願意培養部屬成為領導者。簡言之，轉型領導是去提昇

成員的道德價值與高層次的需要，這包括自尊、自主、正直、責任以及

自我實現。 

Grant（1996）認為轉型領導在於影響組織成員，激發部屬為組織犧

牲自身利益，並且對部屬有深厚影響，特別是對人的影響。轉型領導者

係將夢想傳達給同仁， 將願景分享給屬下，運用象徵（symbols）與故

事（stories）對部屬解釋組織願景的意義，鼓勵部屬盡心盡力去達成此

願景。故稱轉型領導為「社會建築師」（social architects）或「組織意義

的解釋者」（interpreters of meaning）。 

Robbins(1998)認為在部屬的眼中，轉型領導者是讓部屬自願為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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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犧牲的觸媒者，並且對部屬有深厚影響的重要他人。 

Yukl (2001)認為，在轉型領導的組織氣氛中，成員從主管那感受到

信任、讚美。對於主管崇敬，並表現出比預期更多的工作效率。所以主

管本身必定是具領導魅力與願景實現的能力，以此感召部屬投入組織任

務中。因此，領導者勢必得運用鼓舞的方式，塑造成員的認知與調解團

體的衝突，藉此來達成組織的共同目標。 

而國內學者對轉型領導的定義如下： 

吳明雄（民92）認為轉型領導為:領導者運用魅力的影響力，贏得成

員的信任與尊重，使成員能感受到領導者具有使命感、自信、幽默風趣、

有理念等特質，與成員建立起信賴、和諧、以及親密的關係，以激發成

員對組織忠誠及參與學校活動的意願，藉以激勵大家達成共同願景。領

導者是一位終身學習者，提供新的資訊或訊息給成員，使成員不斷進步

與突破，並鼓勵成員發揮智能，超越原有的動機與期望，不只是能確保

組織成員的福祉，還可提升組織的效能。 

邵俊豪（民91）認為轉型領導主要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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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有

始無終的循環歷程。領導者對於組織成員不僅是工作上的上司與下屬的

關係，更是人生導師與道德、勇氣、智慧的追求者。領導者培育組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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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成員將組織目標內化至自身的動機滿足的追求，組織效能將因此而提

高，而成員的也將超乎預期成果。 

蔡進雄（民89）認為轉型領導是領導者藉由個人魅力及建立願景，

運用各種激勵策略提昇部屬的工作態度，以激發部屬對工作更加努力的

一種領導。亦即藉由增加成員的信心及提昇工作成果的價值， 以引導成

員作額外的努力， 創造超越期望的表現。 

黃傳永（民88）從微觀與鉅觀兩層次來看轉型領導。從微觀的角度

而言：轉型領導是個人與個人間的影響過程。而從宏觀的角度來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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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說是改革社會系統及組織形成動員力量的歷程。 

劉雅菁（民87）歸納專家學者，將轉型領導定義為一種透過組織策

略與成員心理的調整，以帶動組織變革或革新的方式。具體而言，乃是

指領導者藉由魅力和遠見，與成員發展共享的願景，並透過各種激勵的

策略，提昇成員的道德動機層次，使成員能自動自發，表現出超水準的

成就。藉此完成革新，並有效完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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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價值觀的形塑與組織文化的提昇。 

何淑妃（民85）認為轉型領導者擁有清晰、高瞻的願景，他能激發

成員的潛能，勇於授權，且領導者與部屬一起投入到組織的目標中，使

部屬成為領導者，而領導者成為改革的動力；不只確保了成員的福祉，

還提升組織的效能。 

綜合以上國內外學者對於轉型領導的看法，可以歸納下列幾點要

項：1.領導者具敏銳的洞察力，具有遠見，能與組織成員共同建立組織

願景，使成員具有參與感、認同感；2.領導者以身作則，表現出自信、

樂觀，在人際互動中發揮親和力與影響力；3.轉化組織成員的道德與價

值觀，將組織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4.經常激勵鼓舞組織成員，提升

工作動機與需求層次，鼓勵成員以新思維、新角度來解決問題，建立自

信，完成自我實現；5.關懷部屬，領導者能體恤成員辛勞，主動聆聽成

員新聲，表達適度的關心，並提供個別的協助。換言之，校長之轉型領

導之定義不外為領導者具有前瞻性，在團體的互動過程中，關懷教師的

需求與發展，並導引教師專業知識的成長，建立教師自信與解決問題之

能力，並激勵教師教學工作的投入，達成教育的目標與實現學校共同願

景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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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領導的基本意涵 

交易型領導理論最早可以追溯到巴納德（Barnard）的「貢獻滿足平

衡理論」（王佳玉，民90），領導者能夠使部屬相信貢獻和報償是公平

合理的，而部屬對領導者的順服與忠誠也是建立在交換互惠的基礎之

上。這種因為交易的公平性所產生領導權力與影響力，並非完全是物質、

金錢或利益上的交換，還包括精神、情感的交流。 

Bass（1985）以為交易領導乃是領導者與部屬間價值的互換。而此

種價值又包含了經濟面、政治面及心理面的特質。也就是說領導者掌握

了部屬所想要的資源，就由對資源的控制與分配，來達到要求部屬符合

組織的工作標準，並以此換取酬賞。他認為交易領導的過程涵蓋兩個重

要內涵：一為後效酬賞（contigent reward），另一個為例外管理（management 

by exception）兩個層面。 

Sergiovanni(1990) 認為交易領導是指領導者使用磋商、妥協、利益

交換的方式與策略，滿足部屬的需求。基本上，這是一種以物易物的領

導方式（leadership by bartering）。 

至於國內學者的定義如下： 

張昭仁（民90）認為領導者運用磋商、妥協、討價還價的策略，對

成員基本需求給予承諾及實質酬賞，並運用適時的懲罰與糾正行為，使

成員於工作中獲致立即的利益滿足，並得以達成組織目標的一種領導。 

吳清山、林天祐（民87）以為交易領導是組織領導人透過折衝、協

商的歷程，讓成員得以滿足，促使其願意為組織貢獻心力，發揮團隊的

力量，以達成組織效標的一種領導風格。獎賞的依據是領導者與部屬所

共同協稍而定。而懲罰則是未達表現標準所給予的負面回饋。此種以物

易物的的過程，強調在現實條件下，於某種基礎上達到組織績效也顧及

成員基本的滿足。 

劉雅菁（民87）認為交易領導是一種連續不斷的利益磋商與交換的

歷程，領導者重視的是組織的效能，以及什麼是管用的，並運用職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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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權力去增強此種效能。 

廖裕月（民87）認為交易領導是由領導者透過其所擁有之權利來和

成員進行交易，在交易過程中領導者提供獎賞滿足成員之需求，而領導

者藉此獲得成員的支持與尊重。 

秦夢群（民86）以為交易領導是建立在資源交換的行為歷程上，以

獎懲為手段，完成與成員間的交易。而領導者與部屬成員的關係就僅止

於提供勞務換取酬賞這件事上。 

張慶勳（民85）認為交易領導是領導者與部屬之間協商、交易、交

互作用的歷程。所以明白地說，交易領導就是領導者運用協商、妥協、

交易、以物易物的策略，滿足部屬之需求，達到組織績效的手段。 

綜合以上國內外學者對於交易領導的看法，可以歸納為組織領導者

透過折衝、協商的歷程，運用獎賞及懲罰策略，促使成員願意為組織貢

獻心力，發揮團隊的力量，以達成組織效標的一種領導風格。 

（一） 轉型領導與交易領導的比較 

Bass（ 1985）認為轉換型領導是由「領導 -成員交易理論」

（Leader-Member Exchange Theory，簡稱LMX Theory）和「途徑-目標

理論」（Path-Goal Theory）而來。這兩種領導型態並非互斥的，轉換型

領導應該建立在交易型領導的基礎之上。轉換型領導超越交易型領導，

它使部屬的生產力與滿意度提高。因此，轉換型領導乃是交易型領導的

擴充形式，在轉換型領導的表現中，領導者亦會應用到交易領導行為，

但是，兩者之間仍存有不同之處。廖春文（民83）認為為交易領導重視

的是基本的、外在的需求滿足，領導者與部屬成員間乃基於現實的契約

關係，是一種外鑠式的領導，目的在維持組織安定，而轉型領導是內發

式的領導。綜合國內學者之看法，將其差異比較歸納如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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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轉型領導與交易領導的比較 

比較項目 轉型領導 交易領導 

領導方式 

屬於較高層次的領導理想，必

要時才使用「酬賞」與「例外

管理」 

將「酬賞」與「例外管理」視

為一種必要的手段 

組織目標 
組織的目標與遠景是領導者

與組織成員共同設定、接受的 

組織的目標與遠景是領導者

個人設定的 

領導行為 指導或協助成員解決問題 監控或修正成員的行為 

授權賦能 

重視成員專業能力的培養與

技術知能的提升，領導者給予

成員「權」與「能」的自我發

展機會 

視授能、授權為領導者推卸責

任的行為 

組織情境 
適合於組織發生變遷或面臨

危機時，為組織進行變革 

適用於維持組織的穩定與組

織發展的正常運作 

成員需求 在滿足成員的需求之外，更注

重成員提昇需求層次 

只滿足成員的需求，成員的需

求層次是否能夠提升則不在

領導者的考慮範圍之內 
工作動機 強調內在動機 強調外在動機 

領導作為 偏向「領導」，較積極開創 偏向「管理」，較消極守成 

領導者與部

屬之關係 

提升部屬之道德與動機至較

高層次 

基於澄清工作要求及互惠的

關係之上 

「影響- 權

力」的關係 

較常運用「專家權」與「參照

權 

較常運用「法職權」、「獎賞

權」與「強制權」 

資料來源：作者參閱文獻，自行整理。 

 

由表2-1之比較可知，轉型領導是協助部屬提昇參與感、共同設定組

織目標，激勵自發性的、自主性工作動機，授權賦能與提升自我成就感，

強力重新塑造組織文化，與傳統偏重管理的交易領導不同。交易領導與

部屬之間的互動關係乃建立在功利交易、互相談判與妥協的互動關係

上，一旦這種交換過程制度化之後，部屬會產生信賴感與穩定的工作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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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而轉型領導時機多半於組織發生變遷或面臨危機時，或是組織進行

變革，其具有實驗性或是創新性，但均附帶著風險，一旦轉型失敗，亦

可能使部屬失去自主性與對自我的信心。因此轉型領導與交易領導乃是

程度與時間上的差異，並非兩種對立之領導方式，領導者需依組織之文

化、目標與情境作考量，選擇最適當的領導方式。 

二、 轉型領導與交易領導的行為層面 

（一）轉型領導的行為層面 

各家學者均依其不同的轉型領導理論， 提出不同的行為層面衡量指

標；研究者依文獻研究，將各家學者對於轉型領導不同的衡量指標整理

如表2-2。 

 

表2-2 各家學者提出之轉型領導衡量指標 

Bennis & Nanus (1985)            1.建立共同的願景 

2.透過溝通達成共識 

3.確立職務以形成彼此的信任 

4.自我發展 

Bass & Avolio(1994)              1.理想化的影響力 

2.激勵動機 

3.智力的啟發 

4.個別化關懷 

Jantzi & Leithwood(1996)          1.提供願景 

2.提昇對團體目標的接受度 

3.提供個別的支持 

4.智力啟發 

5.建立適切的典範 

6.高期望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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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thwood（2000）               1.提供願景 

                                2.提昇對團體目標的接

受 

                                3.提供個別支援 

                                4.智能啟發 

                                5.建立適切典範 

                                6.高成就期望 

Yukl (1994)                       1.發展清晰明確且吸

引人的願景 

2.發展達成願景的策略 

3.說明與提昇願景 

  4.表現出自信與積極 

5.表現出對成員的信心 

6.從階段性的成功來建立信心 

7.慶祝成功 

8.使用戲劇性和符號象徵的行為來強調 

核心價值 

9.建立領導楷模 

10.創造樹立或消弭文化形式 

11.使用轉移的儀式協助成員度過改變 

 

 

而國內之研究者觀點如下： 

林合懋（民84）在比較學校主管與企業主管轉型領導的比較研究中，

將行領導分成四個向度：魅力或理想化的影響、激發鼓舞、智能啟發、

個別關懷。 

張慶勳（民85）的轉型領導行為研究，將轉型領導分成五種層面：

資料來源：作者參閱文獻，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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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魅力、激勵、智能啟發、關懷。 

廖裕月（民86）轉化領導方面包含魅力、個別關懷、激勵共享願景、

智力啟發四個行為層面。 

張潤書（民87）主張轉換型領導是由以下四個要素所構成：個別的

關懷、心靈的鼓舞、才智的激發、理想化影響力。 

張易書（民89）的歸納方式將轉型領導的涵意向度分為六個層面：

願景與承諾、親近融合、激勵共成願景、尊重信任、智性啟發、個別化

關懷等六個層面。 

蔡進雄（民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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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昭仁（民90）轉型領導行為分為型塑願景、智能啟發、魅力影響、

激勵鼓舞、個別關懷。 

邵俊豪（民91）將轉型領導層面演化為親近融合、遠景及吸引力、

承諾與正義、知識啟發、激勵共同願景、尊重信任、個別關懷等七項 

吳明雄（民91）綜合各研究，歸納為魅力的影響、願景的激勵、智

性的刺激、個別的關懷。 

從以上轉型領導的意涵與各學者所提出的行為層面，（歸納如表2-3）

依統計次數發現，主要是以Bass 的研究向度為基礎，大致是以發展願景

（8次）、啟發才智（8次）、個別關懷（8次）、激勵動機（7次）及魅

力影響（4次）為轉型領導之主要研究行為層面。轉型領導者強調由道德、

心理及文化的層面，經由建立成員對工作的認同與對價值的瞭解與知

覺，並增進成員之自信與能力，激勵成員超越自身的利益，共同為組織

付出心力，使得成員需求層次的提升與達成組織的目標。職是之故，本

研究亦以這五個層面作為轉型領導行為層面之內涵及測量轉型領導之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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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國內外學者研究轉型領導層面統計表 

 

研究者 

 

包含層面 

Bennis& 

Nanus 

(1985) 

Bass&A 

volio 

（1994） 

Yukl 

(1994) 

Leithwoo

d（2000） 
林合懋 
（民 84） 

張慶勳 
（民 85） 

廖裕月 
（民 86） 

張易書
（民 89） 

蔡進雄
（民 89） 

邵俊豪 
（民 91） 

統計 

次數 

發展願景 V  V V  V V V V V 8 

發展願景策略   V       V 2 

自信與積極   V        1 

對成員有信心   V        1 

建立成員信心 V  V        2 

慶祝成功   V        1 

使用符號象徵強

調核心價值   V        1 

建立領導楷模   V V       2 

創造樹立或消弭

文化形式   V        1 

使用儀式協助成

員度過改變   V        1 

智力的啟發  V  V V V V V V V 8 

個別化關懷  V  V V V V V V V 8 

提昇對團體目標

的接受    V       1 

魅力     V V V  V  4 

理想化的影響  V   V      2 

透過溝通建立共

識 V  V        2 

自我發展 V          1 

激勵動機  V  V V V  V V V 7 

親近融合        V  V 2 

尊重信任        V  V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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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吳明雄，民 91，  21 頁。  

承諾與正義          V 1 

 

（二）交易領導的行為層面 

Bass 在1985 年於問卷發展時便已經明確地將交易領導分為「例外

管理」(management-by-exception)與「後效酬賞」(contingent reward)。而到

Bass 與Avolio（1994）依據Bass的研究發展量表時，又將例外管理分為

「主動」與「被動」兩個。在往後許多學者對於交易領導的研究又將後

效酬賞分成「口頭」與「實質」的後效酬賞。今將交易領導的向度與內

涵茲分述於下： 

1.後效酬賞 

顧名思義，後效酬賞乃是基於部屬正向表現的結果，事後來給予酬

勞與獎賞的歷程。所謂正向表現在這乃泛指符合組織期許與目標兼具效

率與效能的行為。酬賞的給予在複雜的人際交換中，不見得完全是以實

質酬賞物的型態出現，有時上司口頭上的承諾與期勉也可視為是一種酬

賞。所以，後效酬賞在施行方式上又可細分為實質上的後效酬賞與承諾

上的後效酬賞： 

（1）實質的後效酬賞 

在部屬工作結束後給予實物與實質性的正向增強可說是實質的後效

酬賞的本義。秦夢群( 民86 ) 以為這是部屬在工作結束後，照其表現結

果所給予的論功行賞的歷程。在實質的後效酬賞上，依林合懋（民84）

的觀點，又可分為： 

a.互惠 

領導者按部屬表現的情況，在不同程度滿足部屬所提出的要求，並

且領導者本身也從部屬那裡得利，在領導者成功後所伴隨而來的酬賞一

般都視為是互惠。（張易書，民89） 

b.表揚禮遇 

當部屬完成主管交辦的任務時，領導者以公開表揚、授與殊榮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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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感謝。常見的有製作獎牌、獎狀、於集合時口頭表揚等屬之。（張易

書，民89） 

（2）承諾的後效酬賞 

這是一種口頭形式的酬賞，主管以未來的承諾換取部屬的努力。舉

例來說，領導者向部屬保證當工作表現到達某種程度時，會有何種獎賞

給予。 

2.例外管理 

如果說後效酬賞是事後的論功行賞的歷程，那麼例外管理便是事後

與工作期間的論過行罰的組織行為。林合懋(民90) 認為例外管理是一種

嫌惡增強，也是一種負回饋。簡單來說，例外管理就是主管在部屬工作

期間或工作結束時對於未符合標準或錯誤的工作行為所施以懲戒的管理

行為。例外管理有以下兩種方式： 

（1）主動的（active）例外管理 

領導者隨時監控部屬的工作情況，一發現錯誤隨時給予糾正與懲

罰。或者領導者能預見部屬錯誤，並即時給予糾正。 

（2）被動的（passive）例外管理 

領導者在部屬發生錯誤行為之後或者未達應有的工作標準，才加以

懲處；一般公家機關的考績可以視為是被動的例外管理。 

由以上交易領導各層面的解釋，可以理解交易領導重在成員間的交

易互動行為，重視的是成員的需要，以後效酬賞的方式來做回饋。這類

的回饋往往是物質與口頭承諾的。此種領導偏向管理，領導者給予部屬

所要的以換取其勞務，可說交易領導的真義。 

三、 轉型領導與交易領導的相關實證研究 

（一）轉型領導、交易領導與背景變項之相關研究 

1.性別 

就性別而言，男女對轉型、交易領導行為知覺有所差異，大部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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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指出男性高於女性(林合懋，民84；何淑妃，民85；陳龍彬，民89；蔡

進雄，民89；王佳玉，民90)。但亦有研究指出不同性別在轉型、交易領

導行為知覺上無顯著差異（林珈夙，民86；白麗美，民87；黃傳永，民

88）。 

2.年齡和年資 

服務年資與年齡而言，教師服務年資長短會對校長轉型領導行為、

交易領導行為知覺有所差異，研究大都顯示服務年資長的教師高於服務

年資短的教師(林合懋，民84；何淑妃，民85；蔡進雄，民89；)。但黃傳

永（民88）之研究結果是服務年資與年齡均無顯著差異。 

3.學校規模 

包括學校規模及學校地區等因素，在學校規模變項上，部分研究指

出，規模小的學校校長轉型領導的行為高於規模大的學校(何淑妃，民

85；劉雅菁，民87；陳龍彬，民89)。邵俊豪（民91）提出，學校規模大

小，影響校長領導風格。，但也有部分研究顯示，學校規模不同不會影

響校長整體轉型領導行為(林合懋，民84；黃傳永，民88；廖裕月，民87)。

王心怡（民92）研究發現，學校班級數在49班以上的國中校長顯著高於

13班至24班之校長。不同學校類別、學校班級數的國中校長在轉型領導

風格之表現具有顯著差異，本研究結果與林蕙質(民91)、吳明雄(民90)

等人的研究相符合。 

4.學校地區 

在學校地區變項上，鄉村學校教師所知覺校長轉型領導行為程度高

於城市學校教師(劉雅菁，民87)，另外有研究顯示，地區不同學校之教

師知覺校長轉型領導行為未達顯著差異(廖裕月，民87；陳龍彬，民89)。

勢。 

5.教育程度 

研究顯示師專或師範學院畢業的教師，其對校長轉型領導行為的知

覺，大都高於一般大學畢業的教師(何淑妃，民85；林合懋，民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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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擔任職務 

大部分研究顯示，擔任主任或組長的教師，其對校長轉型領導行為

的知覺，高於科任或級任教師(黃傳永，民88)。 

綜合以上背景變項之文獻，在性別、年資、學校規模等變項上均無

一致之結論。而擔任職務、教育程度與校長領導有顯著相關。而本研究

鑒於課程改革之現況，亦欲瞭解不同授課領域之教師對校長領導行為之

知覺是否有顯著差異，特將其列為背景變項之一。 

（二）轉型、交易領導的相關研究 

轉型領導是一種結合各種領導方式優點，以各種理論為基礎所延伸

而來的領導，研究者將有關國外及國內學校轉型領導的研究整理如下： 

Liontos（1993）探討校長轉型式領導行為對教師工作合作意願的影

響。校長轉型式領導行為對教師的合作意願，改善教師態度對朝向學校

進步有正面的影響。 

Leithwood(1994)以幼稚園到小學的校長和教師為研究對象，探討轉

型領導在學校的改造情形，研究發現：1.轉型領導包含人際互動是相當

重要的層面。2.若領導者忽視個別化的關懷，則轉型領導的原動力會受

到阻礙。3.轉型領導的實作本身就是權變。4.管理和領導之間的差異不能

從明顯的行為來區別。5.當應用到學校時，轉型領導的範圍必要做修正。 

Grant (1996)研究發現，校長階層、性別、服務年資與轉化領導未有

顯著差異，但學校文化卻能影響校長的領導行為。 

Tracy (1998)認為：1.校長知覺支持轉型領導對成功學校的建立是重

要的。2. 轉型領導與有效專業成長的特質是相近的。3. 轉型領導與有效

專業成長是校長實務訓練所必須。 

王心怡（民92）研究發現國中校長的整體轉型領導風格之表現程度

越佳， 在整體辦學績效之表現就越高（林蕙質，民91；吳明雄，民91）。 

王佳玉（民90）研究發現「轉換型領導」與「領導效能」之間確實



 26

有高度的正相關存在，主管實施「轉換型領導」將能提升部屬的領導滿

意度。 

陳世聰（民91）研究發現，國小校長領導型態以「轉化、互易平衡

運用」者居多，唯面對新政策之推動時，較常運用互易領導策略，以收

即時效果，其學校效能也較高。 

蔡進雄（民89）研究發現國民中學校長轉型領導、互易領導與學校

文化類型有顯著相關。 

白麗美（民87）研究結果，1.校長運用轉型領導，能有效激勵教師

工作動機。2、國小校長領導風格呈現兩極化，採行「高轉型高互易」領

導風格的最多，採行「低轉型低互易」領導風格的次之。 

廖裕月（民87）指出同一領導者可以同時表現出轉化、交易兩種領

導行為，且轉化領導為交易領導之擴充型式。 

彭雅珍（民87）研究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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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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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雅菁（民87）研究認為：1.國小校長運用轉型領導可以發揮多重

功能。2.國小校長運用轉型領導確能達成領導效能。3.目前國小校長轉型

領導運用程度偏低。 

林珈夙（民86）研究發現越是有轉型領導行為表現的校長，越是會

用交易領導的方式來管理教師。 

林合懋（民84）探討學校校長與企業主管轉型領導的情形。企業主

管表現轉型式領導行為比學校校長較多。學校校長在「被動的例外管理」

和「實質的權變酬賞-表現禮遇」比企業主管多。無論是學校或企業界，

越是轉型領導行為表現的主管，越是會用「交易式領導的方式」來管理

部屬，也會用親信行為來對待部屬，也會成為部屬的師父。 

綜合各學者有關轉型領導與交易領導之研究，可得到以下幾項看

法：1.實證研究重心以領導行為與學校效能之研究較多。2.領導者愈常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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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轉型領導行為，學校效能愈高。3. 越是有轉型領導行為表現的校長，

越是會用交易領導的方式來管理教師。4.採行「高轉型高互易」領導風

格的最多見。5.轉型領導與建立學校文化有顯著相關。 

第二節  工作投入理論與相關研究 

將自我投入於工作中的討論長久以來已廣泛的受社會學家及心理學

家的注意，然而近年來的相關文獻發現，對於工作投入的定義，由涵蓋

多個概念，逐漸區隔成單一的概念（Lodahl ＆ Kejner，1965；Lawler & 

Hall，1970；Kanungo，1982）。 

一、工作投入的涵義 

投入（involvement）在Weber’s 字典上解釋為一種注意力的集中，

或是一種個人感情上之承諾。1965年Lodahl ＆ Kejner 根據Dubin(1956)

的生活興趣重心 (central life interests) 和Allport(1947) 的自我投入

(ego-involvement)兩個概念在工作上的涵義，提出了工作投入這一概

念，後來之學者即熱衷於對此一概念的研究。工作態度是組織行為學者

所重視的課題之一，其影響了組織效能的發展。在以往的工作態度中，

較為學者所重視的是有關「工作滿足」的研究（陳富祥，民73），但工

作滿足是個人對特定工作環境的反應，較易發生變化，往往日常生活上

發生的事情就會影響到組織成員工作滿足的程度（陳正沛，民72），而

工作投入則是一種較穩定的工作態度（Lodahl ,1964），所指的是個人對

工作專心一致的程度（Lodahl & Keiner ,1965），也是個人認同自己工作

的認知及心理狀態（Robinowitz & Hall,1977），其能解釋一個人的工作行

為是此概念之所以受重視原因。 

Cheloha ＆ Farr(1980)從159 位政府官員中，研究缺席率與兩種工

作態度(工作滿足和工作投入)的關係時，發現工作投入與個人缺席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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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的關係，而工作滿足和缺席率間並無直接的關係，工作滿足和缺席

率之間的關係是受個人工作投入的程度所操縱(郭騰淵，民80)。於是「工

作投入」逐漸為行政管理學界所重視。茲列舉幾位學者對工作投入的看

法： 

Lodahl ＆ Kejner(1965)對工作投入提出兩個定義： 

1.工作投入是個人認同工作重要性的程度，或是工作在個人自我形

象(self-image)中的重要性。 

2.工作投入是依據個人的自我尊嚴(self-esteem)受個人在工作上的績

效影響的程度而定。 

而此定義的前提假設是工作投入為早期社會化過程所形成對工作的價值

觀（avalue-orientation toward work）。第一個定義與 Dubin(1956)的生活興

趣重心概念相類似，第二個定義則與 Allport(1947)的自我投入概念相似。 

Lawler ＆ Hall(1970)認為 Lodahl and Kejner 對工作投入所做的兩個不同

的定義，應各代表不同的工作態度，因此不應以一個名詞來代表兩種不

同的概念。 

Lawler & Hall認為 Lodahl and Kejner（1965）對工作投入定義與工作

滿意（job satisfaction）及內生激勵（intrinsic motivation）混淆，三者應各

自為獨立概念。進一步的說，Lodahl and Kejner 所下的兩個定義：「一

個人心理上認同其工作或在他的自我形象中工作的重要性」及近似

Vroom 期望理論的「工作投入是工作績效影響個人自尊的程度」，兩定

義顯然不同。Lawler & Hall 認為第二定義應為內生激勵的概念，而第一

定義才是工作投入的概念。另外，他們更進一步指出符合期望理論的內

生激勵概念必然與績效相關，然而工作投入卻不一定與績效相關。 

Saleh ＆ Hosek(1976)認為工作投入的解釋和定義可以歸納為四類： 

第一類為個人的整個工作情境，在個人生活環境中所佔的重要性程度。

第二類為工作上個人主動參與，以使個人的尊嚴、自主、自尊等需求獲

得滿足程度。第三類為個人認知到工作績效對個人自我尊嚴影響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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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第四類為工作績效與自我概念一致的程度。（嚴春財，民 87；李佳

穗，民 89） 

Saleh and Hosek 並以 Gergen(1971)對自我(self)的描述所用的三個構

面：我是誰(Who am I)、活動的實體(ActirityEntity)、自我評價(Self Evaluate)

來解釋工作投入的三個構面。工作投入恰可視為自我概念在工作上的表

現：個人以工作對自我的重要性來做自我的認定；個人以工作上的參與

程度為個人對工作行為的選擇；個人以工作績效來做自我的評估。 

Ruh, White ＆ Wood(1975)研究個人特質對參與式管理的影響力

時，認為工作投入為一種個人的人格特質，工作投入應是工作態度與參

與決策之間的中介變項，那些有較高工作投入特質者應對參與式管理有

較正面的工作態度。但研究結果發現工作態度和參與決策之間的相關，

並沒有和工作投入特質之間有一致的關係。亦即工作投入特質的增加，

並沒有促使個人工作態度和參與決策之間的相關值產生一致性的增加。

因此 Ruh, White andWood 對此一結果的解釋為：工作投入不可能是一

個穩定的個人人格特質，是會受組織環境的影響(陳富祥，民 73)。 

Robinowitz and Hall(1977)：綜合過去學者對工作投入不同名詞的解釋

有：主要生活興趣(central life interests)、工作角色投入(work role 

involvement) 、自我投入績效(ego-involvement performance) 、職業投入

(occupational involvement)、工作滿意(job satisfaction)以及工作投入（job 

involvement)等，歸納出工作投入兩個概念： 

1.工作投入是績效與自尊的附帶結果(Job involvement as Performance- 

Self-esteem contingency) 。此一概念和Lodahl and Kejner(1965)的第二個定

義相近，其他亦有許多學者也採取相同的觀點。(Allport, 1947; Guion1958; 

Gurin, veroff & Feld, 1960; Vroom 1962; Lawler,1969)。這一概念在描述工

作投入為個人對工作之心理認同的程度，是個人對工作的價值導向和

Lawler & Hall(1970)內生激勵(intrinsic motivation)意義相近。 

2.工作投入是自我形象的一部分(Job involvement as a Compon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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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image)。這一系列定義都認為工作很投入的人把工作視為生活中非

常重要的地位，而且個人受到工作情境很大的影響。相反的，對工作不

投入的人，工作不是他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他的興趣在工作以外的領

域，其自我形象的核心、自我認同的要素，都不受工作表現的影響。 

Kanungo(1982)評論了過去學者對工作投入的研究報告，認為他們對

工作投入這一概念的定義過於紛歧，他認為不論是針對特定工作所產生

的工作投入，或是對一般工作所產生的投入，都應視為一種心理認同的

認知或信念狀態(Cognitive or Belief State of sychologicalIdentification)，不

論是那一種工作投入皆應來自於1.個人目前的顯著需求(salient need)；此

顯著需求並不一定是屬於個人的內在需求，外在需求亦可以影響到一個

人的工作投入。2.個人知覺到工作上滿足此一需求的機會。 

Paullay & Alliger & Stone-Romero（1994）支持Kanungo 區分JI 與WI 

的概念，但卻認為一般工作投入（WI）應稱為「工作重要的程度」（work 

centrality，WC）而非工作投入（JI）。他們將工作投入（JI）定義為「個

人在認知上專心、從事，並關心個人目前的工作」。而把工作投入區分

為投入工作角色（JI-role—JIR）與投入工作情境（JI setting—JIS），並

指出當個人在JIR 及JIS 並存時，則工作投入程度高。但是個人也可能

投入JIR 而不投入於JIS。 

綜觀國外學者對「工作投入」提出之不同的觀點及而對工作投入產

生不同的解釋，歸納整理相關文獻，以表2-4簡要說明之： 

 

表2-4：工作投入定義彙整 

學者  工作投入定義 

Lodahl & Kejner (1965) 
1.工作投入是個人認同工作重要性的程度，或是工作在個人自

我印象中的重要性程度。2.工作投入是依據個人自我尊嚴受個

人工作績效影響的程度而定。 

Blood & Hulin(1967) 
工作投入是個人工作以外的環境中，個人特質社會化過程的

結果；工作投入與新教徒倫理和中產階級規範是屬於相類似

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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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chen（1970）  
認為工作投入是當工作能提供個人滿足個人成就需要、歸屬

感需要及自尊需要時，則個人會有高度的工作投入。 

Lawler & Hall (1970) 
在工作上，當個人知覺到工作績效可以使個人的自我尊嚴需

求獲得滿足，且工作績效可以經由個人的努力而獲得時，那

麼個人就會在工作上產生投入，稱之為「內生激勵」。 

Ruh，White ＆ Wood

（1975） 
認為工作投入是一種人格特質，其會受組織環境之影響。 

Saleh & Hosek（1976） 

認為「工作投入」的概念可歸納為包含四種意義：1. 工作投
入可視為個人的整個工作環境在個人生活環境中所佔的重要

性程度；2. 工作投入可視為工作上個人主動參與，以使個人

的尊嚴、自主、自尊等需求獲得滿足的程度；3. 工作投入是

指個人認知到其工作績效對個人自尊影響的程度；4. 工作投

入為工作績效與自我概念一致性的程度。 

Rabinowitz & Hall

（1977）  

一個具有強烈基督新教倫理的人，會有強烈成長需要，期望

工作能具有高度自主性並有參與的機會。視工作投入為個人

特質依變項、個人工作情境的作用與個人與工作情境交互作

用。 

Kanungo（1982）  

他認為「投入到特定工作」與「移入到一般工作」是不同的。

「投入到特定工作」（JI）是指個人對目前工作所抱持的信念，

著重滿足個人目前的需要。「移入到一般工作」（WI）是指

一般工作在個人生活中的重要程度（以工作為中心），屬於

規範性信念，是由於個人過去成長時之文化背景及社會化的

作用。 

Brooke，Russell & 

Price(1988) 

認為對工作所產生的工作投入，視為一種心理認同的認知或

信念狀態的程度。 

Elloy，Everett & Flynn 
(1988)；Igbaria & Siegel 
(1993) 

認為工作投入是員工個人心理認同其工作的程度。 

Paullay，Alliger & 

Stone-Romero(1994) 

支持 Kanungo 區分 JI 與 WI 的概念，但卻認為一般工作投入

（WI）應稱為「工作重要的程度」（Work centrality，WC）而

非工作投入（JI）。他們將工作投入（JI）定義為「個人在認

知上專心、從事，並關心個人目前的工作」 

Robert T. K. (1997) 
工作投入是從事於現在工作的程度、在目前工作環境從事於

執行明確的程度以及工作在生活中的重要性程度。 

Robbins(2001) 
工作投入是個人心理上對工作的認同程度，即認為工作績效

對自我價值(self-worth)的重要程度 

資料來源：作者參閱文獻，自行整理。 

 

綜合表 2-4之說明，可歸納出幾項看法： 

1.工作投入是個人在心理上認同工作的程度，也是個人內心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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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的一種認知結果（Robbins，2001；Robert T. K，1997； Elloy，

Everett & Flynn，1988；Lodahl & Kejner ，1965）。工作在其生活中佔

有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說，當一個人把心力、時間、興趣等生活重心放

在工作上，其工作投入程度更高。 

2.工作投入是個人工作中獲得自我價值與尊嚴的歷程（Lawler & 

Hall，1970；Saleh & Hosek，1976）），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工作投

入是以工作為取向，積極工作，並重視工作績效。當個人可藉由工作表

現而得到自我成就的實現，並受到上司、同僚、下屬、及家人的支持、

讚賞與肯定時，就會對工作更加投入（孫憶芬，民 91）。 

3.工作投入是受到組織環境所影響（Rabinowitz & Hall，1977；Ruh，

White ＆ Wood，1975），當個人受到個人因素或環境因素的影響，對某

類工作產生認同感，且恰處於該工作環境時，則會產生工作投入的行為。 

4.工作投入是個人特質與組織環境交互作用所形成的，此一概念可

由 Kanungo（1982）的激勵模式來加以說明，當個人知覺到組織能夠滿

足自己目前的顯著需求時，且知覺到唯有透過個人努力才能使這一顯著

需求獲得實現，個人就會產生工作投入(嚴春財，民 87；陳富祥，民 73)。 

國內以教師工作投入為研究主題之文獻不多，試分述如下： 

簡茂雄（民91）研究所指的工作投入係指個人秉持信念，在心理上

認同其工作重要性，重視工作表現，並將工作與生活結合的程度。 

徐韶佑（民90）研究將教師工作投入定義為教師認同教育工作價值

的重要性，積極專注於教學工作，以提昇教學效能，來滿足個人需求，

達成自我實現的一種工作態度。 

謝天德（民87）、董秀珍（民92）也提出：工作投入意指教師樂意、

專注於教育工作，並且為期做好工作，在從事教育工作時，會進行相關

的準備活動，以免屆時慌張失措的一種心態或工作態度。其包含有三個

層面：1.工作樂趣：指教師樂意於從事教育工作，能從中得到樂趣，而

以從事該工作為樂。2.工作專注：指教師對從事教育工作的專注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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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含了願意付出較多的時間、精神及體力等。3.工作準備：指教師

在從事教育工作時的準備情形。而準備的層面包括教材、行政業務、及

其他教學活動或行政活動等。 

嚴春財（民87）是指教師在教學工作中的認知、情感與價值觀的整

體概念，進而對教師專業工作之認同、積極參與，並從其教學工作中獲

得自我價值與尊嚴的心理狀態或工作態度。 

曾榮華（民86）以學校教師為研究對象，說明工作投入是指：學校

教師將教育工作價值的重要性內化為積極導向，教師知覺到學校組織能

夠滿足自己目前的顯著需求時，且體會到唯有透過個人的努力，才能使

這一顯著需求獲得實現，個人就會表現對教學工作更為投入。因此，真

正的工作投入者，視教學工作為個人的生活重心，願意為教學工作積極

奉獻出自己的時間與心力，並從教育活動中獲得滿足與樂趣，藉以提昇

教學績效的一種工作態度。 

李新鄉（民85）研究指出教學工作投入是教師對教學專業工作之認

同、主動參與，並視其在教學專業工作上之表現對其自我價值具有重要

性之心理狀態或工作態度。 

徐鶯娟（民84）指出教師工作投入是教師樂於、專注於教學工作，

並視其教學工作上的表現對自我價值、自我尊嚴具有重大影響的一種心

態或工作態度。 

郭騰淵（民80）認為教師工作投入是以教師對教學工作的評價，表

現出工作責任感、主動參與、高度投入，並以工作為生活重心。 

陳淑嬌（民78）認為教師工作投入，係指教師工作表現影響其自尊

的程度，工作在生活中所佔地位，以及積極參與等融合而成的主觀感受。 

綜合以上國內幾位學者對工作投入的定義大致均是以Robbins

（2001）； Lodahl & Kejner（1965）工作投入的定義發展。教學工作投

入是教師在心理上認同教學工作的程度，也是個人內心對教學工作重要

性的一種認知結果。教學工作在其生活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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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個人把心力、時間、興趣等生活重心放在教學工作上，其工作投入

程度更高。 

二、工作投入與工作滿足的區隔 
Lawler & Hall（1970）也區隔工作滿足與工作投入的不同，工作滿足

與客觀的（objective）工作設計特性及個人認知的工作設計特性相關，

而工作投入只與個人認知相關。但工作滿足是個人對特定工作環境的反

應，較易發生變化，往往日常生活上發生的事情就會影響到組織成員工

作滿足的程度（陳正沛，民72），而工作投入則是一種較穩定的工作態

度（Lodahl ,1964），所指的是個人對工作專心一致的程度（Lodahl & Keiner , 

1965），也是個人認同自己工作的認知及心理狀態（Robinowitz & 

Hall,1977）。Lawler & Hall (1970)研究工作滿足、工作投入和內心激勵

的關係時，發現工作滿足和工作投入出現在不同的因素內，且這兩個工

作態度各自與不同的工作特性相關，因此他們認為工作投入和工作滿足

雖然兩者之間有密切的關係，但不能視為相同的工作態度。 

Saleh& Hosek (1976) 認為工作滿足與工作投入有三點差異：1.當個

人希望從工作之事上獲得成就後，就會產生工作滿足，但是工作投入則

不然，必須是個人本身認知該工作具有價值後，才會產生工作投入；2.

工作滿足是工作投入的結果變項，因為對工作滿足的人來說，工作上的

表現及經驗會牽引著其對工作的認知感覺，工作滿足與否得視工作上成

功的程度，因此工作投入是中介變項，工作滿足為結果變項；3.因為工

作投入一部分緣於個人的特質，以個人自我印象為基礎，所以工作投入

傾向於穩定，不似工作滿足以客觀的工作特性為基礎，所以會因工作情

境而改變。 

Cheloha & Farr (1980)研究工作投入、工作滿足與員工的缺席行為之

間的關係時，發現在解釋員工的缺席行為上，工作投入有較佳的效果，

並在分別控制工作投入與工作滿足的情況下，發現工作投入與員工的缺

席行為有直接相關，而工作滿足與員工的缺席行為並無直接的相關。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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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認為工作投入與工作滿足雖達顯著的相關，但為不同的兩種工作態度。 

Smith & Brannick(1990)認定工作投入會直接與間接地對工作滿足產

生影響，亦即經由角色衝突與預期之中介調和。一個人可能有高工作滿

足感，但不一定有高工作投入；有高工作投入的人，不一定有高工作滿

足感。工作滿足較工作投入容易產生變化（工作投入較具穩定性），而

且工作滿足的高低並不能代表一個人對工作投入的多寡，工作滿足較高

者並不代表比工作滿足較低者更投入工作當中（莊惠敏，民91）。 

三、工作投入與工作士氣之關聯 
徐韶佑（民90）指出工作士氣不外是員的個人期望與組織的目標交

互作用後需求滿足的心理狀態，產生對組織的認同，願意全心投入工作，

發揮團體凝聚力，來提高組織效能，實現組織願景的程度。 

許幼靜（民91）指出士氣為一種心理狀態，是經由個人與團體的共

同合作而產生。就團體而言，士氣是一個團體的「團隊精神」，一個具

有高昂士氣的團體，其凝聚力、參與、效能和穩定性都高，也具有目標

一致與共同感的特點；就個人而言，士氣即個人樂意做他必須做的事情，

感覺個人和團體的目標一致，同時充滿精力，熱忱及自律的去執行任務，

並有強烈的意願達成團體目標。 

江志正（民81）提出士氣之內涵為：組織成員表現於工作投入、組

織認同、團隊精神、目標意識等之共同態度。徐韶佑（民90）將士氣視

為工作投入、組織認同、團體凝聚力等三個變項的加成。許幼靜（民90）

彙整工作士氣的內涵，並以多數學者提出之項目為探討的重點，其項目

分別為工作投入、組織認同、團隊精神及目標意識等四項內涵。 

由以上學者之看法，工作投入被當作士氣的指標之一，如果工作投

入變項對提昇組織效能能控制其預測力，則士氣是否更具預測力。 

 

綜合各學者之分析，Brown（1996）提出工作投入的理論架構包括工

作投入的前因、相關因素及後果之研究結果，如圖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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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林宏仁，民91，頁17；莊惠敏，民91，頁27。Brown,S.P.(1996),A meta-analysis 

and review of organization research on job involvement, Psychological 
Bulletin,120,(2),235-255（實線代表實證研究建立之關係，虛線代表尚待
建立之關係，斜體字代表中介過程。） 

前因                                           後果 

個人特質：                                   
   工作倫理觀                    工作行為：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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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認同                                        工作滿足 
  回饋                                            升遷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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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Brown 工作投入之理論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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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架構理論中，個人特質、環境變項（工作特性與督導行為）乃影

響工作投入之變項，而工作績效、工作滿足、組織承諾則是工作投入之

結果變項。因此若能使得教師工作投入提升，則教師的教學效能、教師

的工作滿足感及對組織的承諾必然提高。 
 

四、工作投入之相關研究 
（一） 工作投入之相關變項研究 
Rabinowitz & Hall (1977) 整理以往學者對工作投入的研究發現：與工

作投入相關的因素有三個，分別是個人變項、情境特性、與工作結果，

試說明如下： 

1.工作投入之個人變項 

（1）年齡與工作投入 

Mannheim(1975)調查以色列各種階層男性勞工的一項研究，卻發現

年齡和工作投入並沒有顯著相關。Robinowitz & Hall(1977)綜合過去對工

作投入的研究結果，發現許多研究證實工作投入與年齡有正相關存在。

徐鶯娟（民84）、謝天德（民87）的研究發現，年齡和工作投入呈現正

相關。此可能因年紀較長，有較多成功經驗，因而投入更多的時間與精

力。或如謝天德所稱，年紀較長的教師，多半已心無旁鶩，再加上轉業

不易，故在工作投入上較高。因此，可以看出年齡與工作投入之間應是

呈現正相關，但仍需更多的研究予以檢驗。 

（2）性別與工作投入 

男性和女性在傳統文化上有不同的認同，一般而言，男性較常以工

作來表示其成就，而女性則通常需照顧家庭，可能有力不從心之感，因

此男性較女性有較高的工作投入(Robinowitz and Hall, 1977)。國內陳淑嬌

(民78)、郭騰淵(民80)、李新鄉(民85)之實證研究亦支持此結論。而徐鶯

娟（民84）的研究發現國小男、女教師在工作投入各層面，並無顯著差

異。而謝天德（民87）的研究，發現國小女教師在工作投入的「工作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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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層面高於男教師，達到顯著差異。綜觀上述的研究，可知性別對工

作投入的影響，尚無定論，仍值得再探討。 

（3）婚姻狀況與工作投入 

Ladahl and Kejner(1965)分別以護士人員和工程師為樣本，發現婚姻

狀況和工作投入之間沒有關係，而陳淑嬌（民78）、郭騰淵（民80）以

國中教師為研究對象，徐鶯娟（民84）、謝天德（民87）以國小教師為

研究對象的研究結果一致，即工作投入的程度皆為已婚者大於未婚者。 

（4）教育程度與工作投入 

Siegel and Ruh(1973)發現：教育和工作投入之間確實有中介效果產生

（引自李新鄉，民85）。國內陳淑嬌(民78)研究發現：教育背景不同與

工作投入之間有顯著差異。郭騰淵(民80)研究指出工作投入和教育程度

無顯著差異。但李新鄉(民85)等之研究，認為兩者有顯著相關。吳鴻明(86)

之研究在工作投入層面與教育程度有顯著差異。 

（5）工作職務與工作投入 

國內陳淑嬌(民78)以南部五縣市之國中教師為抽樣範圍，研究發

現：兼任行政工作的國中教師其工作投入高於未兼任行政工作的教師。

陳正沛，民72；郭騰淵，民80；李新鄉，民85，等研究結果發現工作職

務會影響到工作投入。謝天德（民87）的研究結果也發現主任、組長兼

級任之國小教師，在工作投入各層面及整體工作投入上皆顯著高於級任

教師。綜合上述，多數研究發現，擔任職務與工作投入有關，但仍有少

數研究顯示兩者無關，因此仍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 

（6）服務年資與工作投入 

國內陳淑嬌(民78)之研究發現：因年資不同而有顯著差異。陳正沛

（民72）、郭騰淵( 民80)、徐鶯娟（民84）、吳鴻明(民86) 、謝天德（民

87）的研究結果認為服務年資越久，其對工作之投入越深。因此，可以

看出多數的研究結果均顯示教師服務年資的不同，會對工作投入造成影

響，但仍需更多的研究予以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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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作投入之情境因素 

Robinowitz與Hall(1977)的工作投入綜合理論模式中，指出個人工作

投入的情形除受其本身特質因素影響外，亦受其工作時情境因素之影響

個人工作投入的情境特性大致有個人參與決策的機會、工作特性、領導

行為、及其他相關社會因素。 

（1）在參與決定方面： 

Ismail（1992）的研究中指出，個人參與決定，能有效預測其工作

投入（引自董秀珍，民92）。Rabinowitz & Hall (1977)指出個人參與決

策的機會與工作投入有顯著的正相關，而自主性較高的工作，員工的工

作投入程度亦較高，徐鶯娟(民84)以國小教師為對象的研究中，亦發現

參與決定中的「參與興趣」是教師工作投入的最主要變項。 

（2）在領導行為方面： 

國內洪英正(民76)、陳淑嬌(民78)與鄒孟庭(民81)研究均發現，不同

領導型態會影響員工的工作投入情形。 

（3）在學校地區方面： 

陳淑嬌(民78)的研究認為學校地區不影響國中教師的工作投入，而

徐鶯娟(民84)卻發現不同學校地區之國小教師，其工作投入各層面以及

整體工作投入情形上，均達顯著的差異。 

（4）在學校規模方面： 

陳淑嬌(民78)、郭騰淵(民80)、徐鶯娟(民84)、謝天德(民86)的研究中，

均發現學校規模的大小會影響教師工作投入的情形。 

3.工作結果 

在以往研究中所討論與工作投入有關的工作結果，不外乎工作滿

意、工作表現、曠職和離職等項目，其中以工作滿意和離職兩項與工作

投入間的相關較為明顯與穩定。 

（1）在工作滿足與工作投入與的相關研究： 

Rabinowitz & Hall(1977)測量員工的滿意度。將工作滿意區分為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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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本身、督導方式、薪資、升遷機會、工作伙伴等五個層面的滿意。結

果發現，工作投入與整體工作滿意有顯著的正相關，而在細部的滿意層

面上，則與個人對工作本身、督導方式及工作伙伴等三項的滿意程度有

明顯相關。 

（2）在工作績效與工作投入的相關研究： 

 工作投入與組織承諾具有預測工作績效的功能。蔡麗華（民90）研

究發現教師工作投入愈高，其教學效能愈高。 

（3）在離職與工作投入的相關研究： 

多數研究一致發現其間有顯著的負相關(Rabinowitz & Hall,1977)因

此員工的工作投入程度也是預測員工離職行為的有效指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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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領導行為與工作投入相關之研究 
 

Leithwood（1993）轉型領導與教師工作投入之關係研究結果發現：1、

轉型領導的運用會影響教師的工作投入。2、塑造願景和建立一致性的目

標，會強烈的影響動機條件和老師的個人目標。 

Felton（1995）探討校長轉型領導與教師工作滿足感發現：1、轉型

領導比交易領導更能影響教師工作滿足感。2、小學校長比中學校長表現

較多的轉型領導。 

洪英正(民76)高結構高體恤的領導型態能使部屬低壓力、高滿足及

高投入，低結構低體恤的領導型態能導致部屬高壓力、低滿足及低投入。 

陳國彥（民77）校長領導方式與教師服務精神各向度具正相關。 

且教師之服務精神，隨學校規模、教師任教年資、教師擔任職務、教師

學歷之不同而有差異；但與學校所在地、教師性別、教師任教類別之相

關，則未達顯著水準。 

陳淑嬌(民78)以南部五縣市國中教師為抽樣範本，研究發現工作投

入各層面會在不同領導型式之間達顯著差異；在高關懷高倡導的領導型

式之下，教師工作投入最高，工作滿意度最高；而在低關懷低倡導領導

型式之下，工作投入最低，工作滿意度最低。、工作投入情形因性別、

年資、職務、教育背景、景學校規模、婚姻狀況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但未因任教地區不同而差異。校長領導型式、教師工作投入在組織效能

上沒有顯著交互作用。背景變項、校長領導式、教師工作投入各層面對

組織效能有顯著預測力，其中以關懷和工作專注對組織效能具有最大的

預測力。 

鄒孟庭（民81）主管領導型態之二構面（體恤與結構均與員工工作

投入呈現顯著正相關。其中又以高體恤高結構之領導型態下之工作投入

最高，而低體恤低結構之領導型態下之工作投入最低。且 

員工之動機、性別、年齡、婚姻、教育程度、服務年資、工作類別及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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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上之不同，均會使得主管領導型態與員工工作投入間的關係有顯著差

異。 

柯適修（民83）研究發現，高主動結構—高體恤的領導風格能提升

工作投入。 

潘依琳（民83）研究結果，直屬上司領導行為與工作結構皆影響工

作投入。 

白麗美（民87）研究結果，1.校長運用轉型領導，能有效激勵教師

工作動機。2.校長領導風格對教師的工作動機會有顯著的影響。 

廖裕月 (民86) 1.「高轉化高交易」型之校長在教師工作滿意度、領

導滿意度與組織目標達成度上之領導效能高於「低轉化低交易」型之校

長。2.「高轉化高交易」型之校長在組織目標達成度上之領導效能高於

「低轉化高交易」型之校長。 

李佳穗（民89）就四種領導風格：高體恤高結構、高體恤低結構、

低體恤高結構、低體恤低結構而言，在整體工作投入程度上未發現四種

領導風格下有顯著差異。1、大學職員對其主管領導風格之看法：認為其

主管屬於高體恤高結構之領導風格居多，約佔七成左右。2、年齡層高、

已婚者、行政人員、未銓敘者的大學職員之整體工作投入較高。3、高體

恤高結構之領導風格比低體恤低結構之領導風格使大學職員有較高的

「認同工作重要性」。4、大學職員個人背景變項、主管領導風格部份有

效的聯合可以預測大學職員在整體工作投入之程度。 

陳龍彬(民89)研究發現： 1.校長轉型領導、交易領導與教師同僚專

業互享學習具有正向相關。2. 教師背景變項、學校及校長背景變項與校

長轉型領導、互易領導對教師同僚專業互享學習的迴歸預測，以「激勵

動機」層面最具預測力。 

徐韶佑（民90）研究結果發現，校長轉型領導與教師服務士氣及各

向度（組織認同、工作投入、團體凝聚力）間呈現出顯著的正相關。1.

校長運用轉型領導，能提高教師服務士氣。2.教師人口變項與學校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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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中，年齡、學歷、服務年資、職務、學校規模及學校所在地在教師

服務士氣上有顯著差異，但性別無顯著差異。 

李金芳（民90）交易型領導型態對部屬的工作投入程度有顯著正相

關，而主管如採用轉換型領導或放任型領導行為，則無法影響部屬工作

投入程度。 

綜合上述研究發現：1.校長領導型式與教師教學工作投入有顯著相

關，在教師士氣、服務精神、工作動機、工作滿意、工作投入專業成長

等向度均有正相關。2.由於轉型領導為新型式的領導研究取向，故研究

者大多仍以情境領導理論作為探討教師工作投入之變項，而李金芳（民

90）之轉型、交易領導研究卻得出轉換型領導或放任型領導行為，無法

影響部屬工作投入程度。因此有再深入探討轉型領導、交易領導與教師

工作投入之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