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為探討不同背景變項之國民中小學校長面對不同類別的工作壓

力及行政決定之差異及其間之關聯性，乃進行此研究。本章主要說明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共分五節，依次說明本研究之研究架構、研究對

象、研究工具、實施程序及資料處理等。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根據前述之研究動機、目的、待答問題以及相關文獻探討

結果，提出以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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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 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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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根據臺北縣政府的統計資料顯示，93學年度臺北縣現有縣立高中

職及國民中小學共計有283所，扣除研究者本身及三所國中小合併學

校之外，共計279所。故本研究僅以臺北縣地區縣立高中職及國民中

小學279位校長作為調查的樣本。 

 

本研究之調查問卷，採郵寄或親送方式，交台北縣國中小學校長

填答。本研究共發出283份問卷；回收問卷共計260份，回收率為

91.54%；剔除無效問卷37份後，合計有效問卷為223份，可用率達

85.77%。原量表之年齡類別分為四項，最高學歷分為四項，但為求研

究的正確性，將樣本數不足之項目合併，合併後項目及背景資料分析

如下表3-1： 

表 3-1   有效樣本受試者背景資料分析表 
變項 類     別 人數 合計 百分比 

男 163 73 
性別 

女 60 
223 

27 

50歲以下 133 60 
年齡 

51歲以上 90 
223 

40 

已婚 216 97 

未婚 6 3 婚姻狀況 

其他(缺失值) 1 

223 

0 

大學(含四十學分班) 133 60 
最高學歷 

碩博士學位 90 
223 

40 

5年以下 91 41 

6-10年 58 26 

11-15年 42 19 
擔任校長年資 

16年以上 32 

223 

14 

6班以下 29 13 

7-12班 19 9 

13-24班 27 12 

25-59班 63 28 

60-89班 40 18 

學校規模 

90班以上 45 

223 

20 

學校所在地 城市(含院、縣轄市) 117 223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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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 66 30   

偏遠地區(含山地) 40 18 

工業區 35 16 

商業區 91 41 

文教區 35 16 

農業區 52 23 

社區型態 

漁業區 10 

223 

4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蒐集相關資料，第一部分為背景變項資

料，第二部分為校長工作壓力量表，第三部分為行政決定之調查問

卷，分述如下： 

壹、個人背景變項資料 

本部分主要在獲得填答者個人的背景資料、作為探討個人背景變

項對校長工作壓力及行政決定的影響。分為八項，包括下列變項： 

（1） 性別：分男、女等二類。 

（2） 年齡：分50歲以下、51歲以上等二類。 

（3） 婚姻狀況：分已婚、未婚等二類。 

（4） 學歷：分大學(含四十學分班)、碩博士學位等二類。 

（5） 擔任校長年資：分年資5年以下、6-10 年、11-15年及16

年以上等四類。 

（6） 學校規模：分6 班以下、7-12 班、13-24班、25-59班、60-89

班及90班以上等六類。 

（7） 學校所在地：分城市(含院、縣轄市)、鄉鎮及特殊偏遠地

區(含山地) 等三類。 

（8） 社區型態：分工業區、商業區、文教區、農業區、漁業區

等五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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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校長的工作壓力量表 

本量表係研究者改編自江鴻鈞(民84)、趙傑夫(民77)、葉龍源(民

87)、江坤鋕(民90)、謝菊英(民91)等人的問卷，再增添研究者在校

長職場中所自覺到及觀察到之事件編製而成。包括上級壓力、地方壓

力、部屬壓力、行政負擔壓力、人際關係壓力、本身內在衝突的壓力

等六種向度。本量表採用(Likert)五點量表評量。每個題目由被試者

自覺按壓力程度之不同予以1.2.3.4.5點圈選。填答者得分愈高，表

示所感受的壓力愈大；反之，則表示所感受的壓力愈小。其各壓力向

度內所函蓋的題項如表3-2： 

 

表 3-2  國民中小學校長的工作壓力程度問卷各層面問題分類表 

壓力層面 題數 題號 內   容 

1. 職權太小無法完成校長的職責。 

2. 法令限制太多無法依理想實現自己的辦學理念。 

5. 校長遴選。 

14. 上司對我工作的支援度不足。 

21. 上司對我的工作表現期望過高。 

36. 上司交付過多任務，影響校務進行。 

37. 需要限時完成上級要求的工作。 

40. 教育行政機關進行的各項評鑑工作。 

上 

級 

壓 

力 

9 

41. 未能配合教育行政機關推動的教育改革。 

6. 調解教師與家長間的衝突。 

15. 家長對學校政策的配合度不足。 

25. 學生家長對我寄予高度的期望與責任。 

43. 學生家長要求選擇老師。 

44. 地方人士常對學校校務的發展提出建議。 

45. 報章雜誌或媒體的批評。 

54. 家長會或社區人事介入學校人事安排。 

地 

方 

壓 

力 

8 

55. 民意代表的各項請託。 

7. 協調人事與職務安排。 

12. 化解教職員工的衝突與歧見。 

17. 對不適任教師的顧忌。 

23. 老師對我的領導抱著高度的期望。 

46. 教師專業自主權被過分擴大，致影響校務推展。 

47. 校內會議,教師有很多反對意見。 

53. 成員間的衝突與歧見無法排除。 

部 

屬 

壓 

力 

8 

57. 教職員的工作表現無法達成自己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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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開會佔太多時間。 

4. 缺乏經費與資源。 

8. 擔心學生的安全問題。 

9. 執行各項計畫、章程。 

10. 處理校園偶發事件。 

29. 必須面對學校各項事情做出各重要決定。 

30. 缺乏權威無法完成所交派的工作。 

39. 未能有效配合教育行政機關交辦的任務。 

42. 商人到校不當推銷物品。 

48. 校內外會議或活動過多,到處奔波。 

49. 擔心行政措施有違相關法令的規定。 

50. 凡事必須遵照政府的法令及政策行事。 

51. 學校經費籌措困難。 

52. 督導執行各項營繕工程或設備採購。 

59. 教師成績考核及獎懲。 

60. 學生體育競賽及體適能活動。 

61. 學校特色的發展。 

62. 學校日課表的編排。 

63. 導護及導護生輪值。 

64. 特殊學生的安置與轉介。 

65. 校園景觀的規劃。 

66. 學校教學優異教師的遴選。 

67. 學校教科書及教材的選擇。 

68. 有關教師福利的問題。 

69. 教師進修與輪派。 

行 

政 

負 

擔 

壓 

力 

26 

70. 輔導工作之推行。 

11. 參加上班時間以外的聯誼活動。 

13. 營造良好的公共關係。 

22. 在校內,可以談話的對象越來越少。 

34. 校長角色讓我失去知心朋友。 

人 

際 

關 

係 

壓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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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為爭取經費補助,需與上級主管建立良好關係。 

16. 自我內在認知與社會價值觀衝突。 

18. 為求團體的和諧而壓抑自己的情緒。 

19. 
自己所做的決定會影響他人(家人、同事、學生 )的生

活。 

20. 為維持校長角色形象而須有所犧牲。 

24. 社會的角色期望令我喘不過氣來。 

26. 父母親、配偶、校長的多重角色扮演。 

27. 因工作關係以致對家庭疏於照顧。 

28. 處理問題時缺乏果斷力。 

31. 對自己的領導缺乏信心。 

本 

身 

內 

在 

衝 

突 

壓 

力 

14 

32. 情緒焦慮影響工作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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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校長角色令配偶不舒服。 

35. 別人會賦予我太多的頭銜。 

56. 在工作過程中需隨時追求新知。 

  

58. 自己工作上的表現與理想有差距。 

 

參、校長行政決定之調查問卷 

本部分乃參酌相關資料及文獻整理所得，本問卷之校長行政決定

模式的選項內容，參酌楊振昇（民81）、顏火龍（民76）、李淑芬（民

85）李明華（民88）等之研究論文，歸納出「自行決定」、「諮詢決

定」、「共同決定」及「授權決定」四種不同的模式。 

行政決定之調查問卷，主要在探討國民中小學校長面對學校行政

事務，所作行政決定的情況。其量表計分方式依專制及民主授權多寡

的程度，以四點量表分別依「自行決定」、「諮詢決定」、「共同決

定」及「授權決定」等四個選項，計分為1 分、2 分、3 分、4 分。

分數愈高，表示行政決定愈民主，分數愈低，表示行政決定愈專制。

其行政決定模式所函蓋的各層面問題，分類如表3-3： 

表 3-3 為國民中小學校長當負責的學校行政事務分類表 
類    別 題數 題號 內     容 

1. 有關學校校務的興革，我通常會 

5. 有關教師成績考核及獎懲的問題，我通常會 

6. 有關教師及職工職務的安排與輪派，我通常會 

9. 有關學校特色與傳統的維護發展，我通常會 

12. 有關學校教學優良教師的遴選，我通常會 

15. 有關教師福利、進修與休閒活動的問題，我通常會 

16. 有關校務發展計畫的擬定，我通常會 

19. 有關學校行事曆及年度工作計畫，我通常會 

24. 有關社會輿論、家長意見及教師建議的回應，我通常會 

一般行政 10 

29. 有關不適任教師的處理，我通常會 

2. 有關教學觀摩、研究及參觀活動等，我通常會 

10. 有關學校教師課程的安排，我通常會 

13. 有關教科書及教材的選擇，我通常會 

17. 有關學校課程發展及本位課程計畫，我通常會 

21. 有關學校編班的問題，我通常會 

教務行政 6 

27. 有關學校資訊化的管理與內容，我通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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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有關學生保健、體育競賽及體適能活動，我通常會 

11. 有關導護輪值及校園安全維護的問題，我通常會 

18. 有關學校與社區互動的內容及方式，我通常會 

20. 有關學校危機及突發狀況處理的問題，我通常會 

23. 有關學生寒暑假活動規畫，我通常會 

26. 有關學生重大獎懲的處理問題，我通常會 

學務行政 7 

30. 有關與家長會的互動與運作，我通常會 

4. 有關校舍修建及營繕採購的問題，我通常會 

7. 有關教學設備和物品的採購流程及管理，我通常會 

22. 有關學校各項設施的安全及維護，我通常會 
總務行政 4 

25. 有關校內辦公及教學場所的配置，我通常會 

3. 有關親職教育的實施，我通常會 

14. 
有關弱勢學生(中輟、高關懷、單親、學業低成就、原住

民、新住民)課業及生活輔導問題，我通常會 
輔導行政 3 

28. 有關志工的召募、培訓及運作，我通常會 

 

第四節 實施程序 

本研究的實施程序可分為以下五個階段來進行: 

壹、準備階段 

一、確定研究主題 

在2003年12月選定研究主題。 

二、蒐集相關文獻資料 

研究者自2004年3月開始，即廣泛地蒐集資料與閱讀有關國

民中小學校長工作壓力及行政決定等相關文獻。 

貳、決定研究架構與研究問題        

於2004年10月依「正式問卷」內容確定研究背景、動機、目的及

研究問題與研究架構。 

參、撰寫論文計劃，準備論文計劃口試 

肆、實施階段 

一、研究對象的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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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問卷」以台北縣九十三學年度國中小學校長為研究對

象（母群體），填寫「國民中小學校長工作壓力與行政決定

問卷調查量表」共發出283份問卷。 

二、施測過程 

於2005年元月進行正式施測，因台北縣區域甚為廣闊，限於

時間及經費，實難親赴各地個別實施問卷調查工作。因此，

視地區遠近，分別以郵寄、親自送達或委託他人送達進行調

查，並附上回郵信封，說明信函；且為求提高回收率，逐一

以電話聯繫拜託，請其支持填答，受試者填答完畢後郵寄收

回。 

三、資料整理 

研究問卷回收後，剔除無效之問卷，並將資料編碼、輸入電

腦、統計分析處理。 

伍、完成階段 

於2005年3月將統計分析之結果，逐一歸納討論分析，並撰寫本

研究之結論與建議，完成研究論文。準備參加論文口試，通過後，再

度修正論文內容即可完成論文。 

 

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之資料處理係針對研究問題及假設，以套裝軟體之程式

SPSS 10.0 for Windows進行統計分析和假設考驗。茲就本研究各部

分所使用的統計方法說明如下： 

一、利用次數分配及平均數分析國民中小學校長「工作壓力」來源與

「行政決定」模式之實際情況。 

二、t考驗 

    本研究以獨立樣本平均數差異t考驗，考驗假設2-1，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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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1，4-2，4-3，4-4。 

三、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本研究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假設2-5，2-6，2-7，2-8，3-5，

3-6，3-7，3-8。 

四、積差相關 

以皮爾遜積差相關法(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考驗假設 5-1，5-2，5-3，5-4，5-5，5-6。 

五、Scheffé 之事後比較 

1. 若部分假設三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達.05顯著水準，將進

一步採用薛費法（Scheffé method test）及杜凱法 (Tukey 

method test )來進行事後比較，以進一步瞭解造成差異之組別

為何。 

2. 若假設一、三的整體交互作用達.05顯著水準，將進行單變量

顯著性考驗，若單變量顯著性考驗達.05顯著水準，則進一步

採用薛費法（Scheffé method test）及杜凱法( Tukey method 

test )來進行事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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