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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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以校長道德領導現況為自變項，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

滿意為依變項。其中校長道德領導現況包括：道德領導原則、道德領導

作法、道德領導問題、道德領導策略、道德領導功能、道德領導原因等

六個向度。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部份包含：工作本身、工作環境、

主管領導、人際關係、薪資福利、升遷考核、社會地位等七個變項。兼

任行政職務教師的背景變項包括：性別、兼任行政年資、職位、現服務

處室、學校班級數等五個變項。 

本研究之架構，依據研究動機與目的、文獻探討等結果所發展出來

的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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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道德領導現況 

（一）道德領導原則 
（二）道德領導作法 
（三）道德領導問題 
（四）道德領導策略 
（五）道德領導功能 
（六）道德領導原因 

 教師工作滿意 

（一）工作本身 
（二）工作環境 
（三）主管領導 
（四）人際關係 
（五）薪資福利 
（六）升遷考核 
（七）社會地位 

 

 

 

 

圖 3-1 研究架構圖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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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瞭解桃園縣立國民中學校長道德領導現況，與兼

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度現況，暨探討兩變項之關係。問卷施測以桃

園縣全體為主要區域，針對各該校兼任行政職務的教師為研究之對象。

因考量到任未滿一年之校長，其道德領導行為可能無法令兼任行政職務

教師清楚感受，為避免調查失真，故予以排除。桃園縣九十三學年度計

有國民中學 55 校，其中校長到任未滿一年者 15 校，尚未招生者 2 校，

故本研究總計調查 38 校，兼任行政職務教師 526 人（不含校長），各符

合調查學校之所有兼任行政職務教師皆為調查對象，依其各該校編制之

不同而有 8 份、10 份、14 份、15 份之分；回收問卷 465 份，回收率約

88%，踢除無效問卷 16 份，可用問卷 449 份，可用率約為 85%。 

表 3-1 問卷發放數量統計表 

編

號 

學校名稱 數量 備註 編號 學校名稱 數量 備註 

1 桃園國中 15 含特教組 9 大竹國中 14  

2 清溪國中 14  10 山腳國中 14  

3 文昌國中 15 含特教組 11 光明國中 14  

4 建國國中 15 含特教組 12 大園國中 14  

5 中興國中 15 含特教組 13 大溪國中 14  

6 同德國中 14  14 大漢國中 10  

7 大有國中 14  15 仁和國中 15 含特教組

8 會稽國中 8  16 壽山國中 14  

 



續表 3-1 問卷發放數量統計表 

編號 學校名稱 數量 備註 編號 學校名稱 數量 備註 
17 迴龍國中小 14  28 楊梅國中 15 含特教組
18 大成國中 14  29 仁美國中 14  
19 中壢國中 15 含特教組 30 富岡國中 14  
20 平鎮國中 15 含特教組 31 瑞原國中 14  
21 平南國中 15 含特教組 32 楊明國中 14  
22 大崙國中 14  33 觀音國中 14  
23 興南國中 15 含特教組 34 新屋國中 15 含特教組
24 內壢國中 14  35 永安國中 10  
25 自強國中 14  36 龍潭國中 14  
26 東興國中 15 含特教組 37 石門國中 14  
27 龍興國中 14  38 介壽國中 10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編製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為求週延的掌握研究資料，除採用文獻分析法外，輔以問卷

調查法蒐集資料與進行統計分析。本研究使用的調查工具共有兩種，分

別為「國民中學校長道德領導調查問卷」及「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

師工作滿意調查問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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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國民中學校長道德領導調查問卷 

一、問卷來源及編製過程 

    本研究之「國民中學校長道德領導調查問卷」係採用林純雯（2001a

）由謝文全博士、張明輝博士指導所編製之「國民中學校長道德領導調

查問卷」，原問卷編製過程為經林純雯與國立師範大學教育系碩、博士班

學生相互討論、澄清題意、增刪題目後，再延請十位教育行政領域之學

者專家提供意見，以建立專家效度。經預試後再與指導教授研討，擬定

成正式問卷。研究者整理林純雯（2001a）之各層次題目分配如表 3-2： 

表 3-2：「國民中學校長道德領導現況調查問卷」層面題數、題號分配表 

道德領導問卷層面 題數 題目序號 

道德領導原則 7 第 1 題至第 7 題 

道德領導作法 16 第 8 題至第 23 題 

道德領導問題 10 第 24 題至第 33 題 

道德領導策略 11 第 34 題至第 44 題 

道德領導功能 5 第 45 題至第 49 題 

道德領導原因 4 第 50 題至第 53 題 



    其中道德領導各層面之意義說明如後： 

（一）道德領導原則 

    指校長能堅持道德理想，以人性本善為基本信念，視學校成員為生

命共同體，發揮道德關懷與尊重人權及尊嚴，成為學校成員之楷模。 

（二）道德領導作法 

    指校長能與學校成員討論道德兩難問題，安排成員道德相關議題的

進修，能秉持正義原則信守正當承諾，且以學校整體利益為優先考量。 

（三）道德領導問題 

    校長可能面臨問題為：尋找雙贏或合理作法及學校內外環境的壓力

排除各方面並不容易，「學校專業倫理準則」執行不易…等。 

（四）道德領導策略 

    指校長運用價值澄清等策略凝聚成員向心力，鼓勵成員參與道德修

養活動、建構校園倫理及成員勇於批判的能力。 

（五）道德領導功能 

    指校長獲得學校成員支持與認同、相互信任、增進成員責任感，促

進學校合諧氣氛、學校行政與教學效能。 

（六）道德領導原因 

    學校校長基於學校教育包含道德教育、並負有重建校園與社會倫理

、振興社會風氣之責任…等原因，而必需施行道德領導。 



二、填答及計分方式 

    原問卷以四點量表型式分兩部份呈現：（A）部份為應然部份，（B）

部份為實然部份。受試者依其覺知該校校長道德領導現況在「非常重要

」、「重要」、「不重要」、「非常不重要」與「非常符合」、「符合」、「不符

合」、「非常不符合」等各個選項中勾選，計分依次給予 4 分、3 分、2

分、1 分。 

    本研究為瞭解桃園縣國民中學校長道德領導現況，故擇取其原問卷

之實然部份，請兼任行政職務教師依其本身所覺知該校校長道德領導現

況情形勾選，並以 Likert 五點量表方式計分，填答者在「總是如此」、「

時常如此」、「有時如此」、「很少如此」、「從未如此」等五個選項予以勾

選，計分依次為 5 分、4 分、3 分、2 分、1 分。 

    受試者在「國民中學校長道德領導現況調查問卷」部分，得分愈高

表示其愈常覺知校長道德領導行為。 

三、信度與效度分析 

（一）信度 

    原問卷並無信度分析，故本研究在問卷完成回收後，經問卷信度統

計分析結果敘述如後：道德領導之「道德領導原則」、「道德領導作法」

、「道德領導問題」、「道德領導策略」、「道德領導功能」、「道德領導原因

」各層面的 Cronbach α係數依序為.9232、.9521、.8907、.9399、.9264、

.9313，整體「道德領導問卷」α係數為.9576，因此顯示本問卷內部一致

性佳，具有良好信度。 

（二）效度 



    原問卷在內容效度方面依據相關理論建構內容，並請十位教育行政

之專家學者及教育系之碩、博士班學生提供意見，再根據專家學者及國

中校長、教師兼任行政人員及教育行政機關人員，就問題內容、文詞、

語意、用語等，提供修改意見，並逐題與指導教授討論，具有相當的內

容效度。 

    研究者回收問卷整理後以內部結構相關分析法得知，道德領導各分

層面與整體道德領導總量表間在「道德領導原則」、「道德領導作法」、「

道德領導問題」、「道德領導策略」、「道德領導功能」、「道德領導原因」

各層面的相關係數為：.872、.933、﹣.008、.903、.867、.848，表示此問

卷的效度值得信賴。 

貳、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調查問

卷 

一、問卷來源與編製過程 

    原問卷為謝月香（2003）所編製之一份適用於國民小學兼任行政職

務工作滿意評量工具。此份調查量表所評量之教師兼任行政職務分為七

個向度：（一）工作本身、（二）工作環境、（三）主管領導、（四）人際

關係、（五）薪資福利、（六）升遷考核、（七）社會地位等。 

    由於國民義務教育中，國民中、小學教師兼任行政工作性質相同，

故本研究擬直接加以採用原問卷，並因調查對象為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

務教師，所以將其命名為「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調查問

卷」。現整理謝月香（2003）問卷各向度、題數與題號製表如表 3-3： 



表 3-3：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問卷向度、題數與題號 

教師工作滿意向度 題數 各向度題號 

工作本身 6 第 1 題至第 6 題 

工作環境 6 第 7 題至第 12 題 

主管領導 6 第 13 題至第 18 題 

人際關係 6 第 19 題至第 24 題 

薪資福利 6 第 25 題至第 30 題 

升遷考核 5 第 31 題至第 35 題 

社會地位 7 第 36 題至第 42 題 

    茲將各層面之基本定義說明如後： 

（一）工作本身 

    包含目前工作負擔、否符合個人興趣及工作本身所獲得的成就感各

方面是否感到滿意。 

（二）工作環境 

    包含舒適性、安全性、綠化、美化及軟硬體設備各方面是否感到滿

意。 

（三）主管領導 

    包括成員對主管的領導能力、工作職務分配的公平性及工作要求與

獎勵讚賞是否感到滿意。 

（四）人際關係 



    包括處室及同仁間合作相處情形、和社區家長與家人相處情形是否

感到滿意。 

（五）薪資福利 

    包含主管加給制度與薪資、兼任行政職務的保障性與福利措施等是

否滿意。 

（六）升遷考核 

    包含升遷、考核的公平性、考核辦法、進修機會及升遷管道是否感

到滿意。 

（七）社會地位 

    包含在受家人認同、同仁、學生、家長、社區、行政機關之尊重與

自我認同各方面是否感到滿意。 

一、 填答與計分方式 

    原問卷係以 Lester（1987）所發展出之教師工作滿意問卷（TJSQ）

為依據，再參考國內多位研究者（許川濠、謝金青、饒邦安…等）之工

作滿意問卷並經專家提供意見修改而成。採 Likert 五點量表方式作答由

受試者依其實際情形與各題目之內容相符程度在「非常滿意」、「滿意」

、「沒有感覺」、「不滿意」、「很不滿意」依序給予 5 分、4 分、3 分、2

分、1 分。若得分愈高者則表示其兼任行政職務工作滿意度愈高。 

    本研究之問卷亦採上述計分方式。 

三、信度與效度分析 



（一）信度 

    原問卷以 Cronbach α係數進行考驗，求出各向度的α值均在.75 以

上，因此各向度的信度頗為可靠，而總量表之α值在.94 以上，因此原問

卷具有良好之信度。 

    本研究在問卷完成回收後，經問卷信度統計分析結果敘述如後：工

作滿意之「工作本身」、「工作環境」、「主管領導」、「人際關係」、「薪資

福利」、「升遷考核」、「社會地位」各層面的 Cronbach α係數值依序為.9147

、.8789、.9001、.8170、.9431、.8578、.9138，總量表之α係數值為.9676

，顯示本問卷之內部一致性佳，具有良好信度。 

（二）效度 

    原問卷採內容效度與構念效度。在內容效度方面，經由指導教授及

三位專家學者和兩位校長指導，予以修正後使用。在構念效度方面則依

據謝月香（2003）之相關分析法，在工作層面各向度與總量表間有頗高

的相關（達.79 以上），因此原問卷效度值得信賴。 

    研究者回收問卷整理後以內部結構相關分析法得知，整體工作滿意

與工作滿意各分層面在「工作本身」、「工作環境」、「主管領導」、「人際

關係」、「薪資福利」、「升遷考核」、「社會地位」各層面的相關係數依序

為：.782、.739、.827、.793、.811、.814、.828，表示本問卷的內部結構

相關頗高。 

 

 



第四節 實施程序 

    本研究進行步驟如下: 

（一）蒐集有關文獻，確定研究內容，界定問題的性質與範圍，並擬定

研究計畫。 

（二）根據文獻理論與研究方法，參考並修訂研究問卷。 

（三）綜合文獻探討，據以提出研究主題向度，確定問卷。 

（四）進行問卷調查。 

（五）問卷回收整理，進行統計分析。 

（六）根據問卷調查結果撰寫研究論文。 

 

 

 

 

 

 

 



第五節 資料處理 

本研究所蒐集的資料去除無效樣本，透過「SPSS 10.0 for windows」

電腦套裝軟體，分別以不同分析方法來考驗研究問題與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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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度，其中α值越大表示內部一致性愈高，信度亦愈高。 

二、以描述統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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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差及百分比分析樣本基本資

料分佈情形。 

三、單因子變異數分析（one-way ANOVA）：檢定背景變項，對校長道德

領導行為暨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各向度的差異性，如差異達

.05 顯著水準時則進行 Scheffe 多重比較。 

四、Pearson 積差相關分析（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alysis）：

目的是要瞭解校長道德領導行為與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度各

向度的關係。 

五、逐步多元迴歸分析（Multiple stepwise regression）：檢定國中校長道

德領導現況對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的預測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