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論 

    本章旨在配合研究目的、研究問題與研究假設，針對問卷調查結果

所得的各項資料進行統計分析並加以討論。全章共分五節，第一節樣本

特性分析；第二節國民中學校長道德領導現況；第三節國民中學兼任行

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度現況；第四節國民中學校長道德領導與兼任行政

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之關係；第五節國民中學校長道德領導現況、兼任行

政職務教師背景變項與工作滿意之迴歸分析。 

第一節 樣本特性分析 

    本節係就回收問卷有效樣本之ㄧ般性加以描述，分別以性別、兼任

行政年資、職位、現服務處室、學校規模等五個部分，加以敘述國中整

體兼任行政教師之特性。 

    由表 4-1 可知樣本性別分配情形「男性」有 242 人，佔 53.9%；「女

性」有 207 人，佔 46.1%。 

    兼任行政年資分配情形「3（含）年以下」有 161 人，佔 35.9%；「

4~6（含）年」有 110 人，佔 24.5%；「7~9（含）年」有 57 人，佔 12.7%

；「10（含）年以上」有 121 人，佔 26.9%。 

    職位分配情形「主任」有 136 人，佔 30.3%；「組長」有 313 人，

佔 69.7%。 

    現服務處室分配情形「教務處」有 144 人，佔 32.1%；「訓導（學

務）處」有 157 人，佔 35.0%；「總務處」有 33 人，佔 7.3%；「輔導室



」有 115 人，佔 25.6%。 

    學校規模分配情形「26（含）班以內」有 128 人，佔 28.5%；「27~44

班」有 157 人，佔 35.0%；「45（含）班以上」有 162 人，佔 36.5%。 

 

表 4-1 整體樣本分配統計表       

類      別 項目 人數 合計 百分比 (％) 

男 242 53.9 ％ 
性      別 

女 207
449

46.1 ％ 

3（含）年以下 161 35.9 ％ 

4~6（含）年 110 24.5 ％ 

7~9（含）年 57 12.7 ％ 
兼行政年資 

10（含）年以上 121

449

26.9 ％ 

主任 136 30.3 ％ 
職      位 

組長 312
449

69.7 ％ 

教務處 144 32.1 ％ 

訓導（學務）處 157 35.0 ％ 

總務處 33 7.3 ％ 
現服務處室 

輔導處（室） 115

449

25.6 ％ 

26（含）班以內 128 449 28.5 ％ 

27~44 班 157  35.0 ％ 學校班級數 

45（含）班以上 162  36.5 ％ 

 

 



第二節 國民中學校長道德領導之現況 

    本節主要目的為透過描述性統計及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比較不同人

口統計變項的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所覺知各該校校長道德領導

之現況。本研究採李克特五點量表，請受試者依「國民中學校長道德領

導現況」之具體表現，在「總是如此」、「時常如此」、「有時如此」

、「很少如此」、「從未如此」等五個選項中填寫答案，依次給予 5 分

、4 分、3 分、2 分、1 分，得分愈高者表示該敘述與受試者的覺知符合

程度愈高。 

壹、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覺知校長道德領

導之現況 

    本研究採平均數與標準差進行分析，用以瞭解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

務教師在覺知校長道德領導現況問卷的反應情形。其中「道德領導問題」

得分為反向分數，故以各題總分 5 分減去該題之每題平均數 2.79 後成為

正向分數（2.21），表列如下： 

 

 

 

 



表 4-2 國中兼任行政職務教師覺知校長道德領導現況統計表 

樣本數 每題平均數 標準差
層面名稱 

（N） （M） （SD）
平均數排序 

道德領導原則 449 4.10 0.74 1 

道德領導作法 449 4.03 0.73 3 

道德領導問題 449 2.21 0.81 6 

道德領導策略 449 3.74 0.76 5 

道德領導功能 449 4.00 0.77 4 

道德領導原因 449 4.08 0.77 2 

整體道德領導現況 449 3.82 0.56   

    如表 4-2 所示，在整體道德領導現況量表總平均為 3.82，其標準差

為.56 ；在「道德領導原則」層面的平均得分最高（M＝4.10），其次依

序為「道德領導原因」（M＝4.08）、「道德領導作法」（M＝4.03）、「道德

領導功能」（M＝4.00）、「道德領導策略」（M＝3.74）、「道德領導問題」

（M＝2.21）。 

    由以上數據顯示，桃園縣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在覺知校長道

德領導各層面上除了「道德領導問題」（M＝2.21）稍低於平均數（M＝3），

表示兼任行政職務教師覺知各該校校長實施道德領導時，校長所遇之道

德領導問題較少，而其餘各向度之每題平均數均高於平均數（M＝3），

屬中上程度。即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覺知各該校校長道德領導現

況之程度頗高，各國民中學校長不可不戒慎之。 

貳、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覺知校長道德領

導現況之差異情形 



一、性別 

    由表 4-3 可看出，不同性別之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在校長「整體道德

領導」覺知分數之差異（F＝.127，P＞.05），未達顯著水準，在「道德領

導原則」（F＝.019，P＞.05）、「道德領導作法」（F＝.000，P＞.05）、「道

德領導問題」（F＝.017，P＞.05）、「道德領導策略」（F＝.817，P＞.05）、

「道德領導功能」（F＝.061，P＞.05）、「道德領導原因」（F＝.009，P＞.05）

等層面之差異均未達顯著水準。 

表 4-3 不同性別的國中兼任行政職務教師覺知校長道德領導現況之 

      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層面 性別 

（N） （M） （SD） 
F 值 差異情形 

男（1） 242 3.83 .59 
整體道德領導 

女（2） 207 3.81 .52 
.127  

男（1） 242 4.11 .79 
道德領導原則 

女（2） 207 4.10 .69 
.019  

男（1） 242 4.03 .78 
道德領導作法 

女（2） 207 4.03 .67 
.000  

男（1） 242 2.80 .83 
道德領導問題 

女（2） 207 2.79 .79 
.017  

男（1） 242 3.77 .82 
道德領導策略 

女（2） 207 3.71 .69 
.817  

男（1） 242 4.00 .80 
道德領導功能 

女（2） 207 3.99 .72 
.061  

男（1） 242 4.08 .81 
道德領導原因 

女（2） 207 4.08 .72 
.009  



二、 兼任行政年資 

    由表 4-4 可得知，不同的國中兼任行政職務教師，覺知校長整體道

德領導現況及道德領導各層面分數之差異，均未達顯著。 

表 4-4 不同行政年資的國中兼任行政職務教師覺知校長道德領導 
      之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層面 行政年資

（N） （M） （SD）
F 值 差異情形 

3 年以下(1) 161 3.81 .58 

4~6 年 (2) 110 3.78 .59 

7~9 年 (3) 57 3.73 .57 
整體道德領導 

10 年以上(4) 121 3.90 .49 

1.51   

3 年以下(1) 161 4.12 .73 

4~6 年  (2) 110 4.02 .81 

7~9 年  (3) 57 3.99 .76 
道德領導原則 

10 年以上(4) 121 4.20 .69 

1.67   

3 年以下(1) 161 4.02 .71 

4~6 年  (2) 110 3.98 .82 

7~9 年  (3) 57 3.94 .73 
道德領導作法 

10 年以上(4) 121 4.12 .66 

1.16   

3 年以下(1) 161 2.83 .86 

4~6 年  (2) 110 2.79 .79 

7~9 年  (3) 57 2.84 .70 
道德領導問題 

10 年以上(4) 121 2.71 .80 

.63   

3 年以下(1) 161 3.70 .74 

4~6 年  (2) 110 3.69 .81 

7~9 年  (3) 57 3.64 .77 
道德領導策略 

10 年以上(4) 121 3.89 .73 

.09   

3 年以下(1) 161 3.99 .77 

4~6 年  (2) 110 3.96 .76 

7~9 年  (3) 57 3.84 .70 
道德領導功能 

10 年以上(4) 121 4.12 .78 

1.95   

道德領導原因 3 年以下(1) 161 4.06 .77 2.30   



4~6 年  (2) 110 4.06 .80 

7~9 年  (3) 57 3.90 .73 

10 年以上(4) 121 4.21 .74 

      

三、 職位 

    由表 4-5 可看出，不同職位之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覺知校長

整體道德領導現況分數差異（F＝11.62，P＜.01）達顯著水準；在「道德

領導原則」（F＝12.96，P＜.001）、「道德領導作法」（F＝10.63，P＜.01）、

「道德領導策略」（F＝13.34，P＜.001）、「道德領導功能」（F＝9.87，P

＜.01）、「道德領導原因」（F＝6.46，P＜.05）等層面之差異皆達顯著水

準，且兼任主任職務之教師，在覺知校長整體道德領導及上述層面的覺

知程度，皆較高於兼任組長職務之教師；但在「道德領導問題」（F＝1.12，

P＞.05）層面上則未達顯著水準。 

 

 

 

 

 

 

 

 



表 4-5 不同職位的國中兼任行政職務教師覺知校長道德領導之 

      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層面 職位 

（N） （M） （SD）
F 值 差異情形 

主任 (1) 136 3.74 .58 
整體道德領導 

組長 (2) 313 3.57 .68 
11.62** (1)＞(2) 

主任 (1) 136 4.29 .66 
道德領導原則 

組長 (2) 313 4.01 .76 
12.96*** (1)＞(2) 

主任 (1) 136 4.20 .65 
道德領導作法 

組長 (2) 313 3.96 .75 
10.63** (1)＞(2) 

主任 (1) 136 2.73 .80 
道德領導問題 

組長 (2) 313 2.82 .81 
1.12   

主任 (1) 136 3.94 .72 
道德領導策略 

組長 (2) 313 3.66 .77 
13.34*** (1)＞(2) 

主任 (1) 136 4.17 .69 
道德領導功能 

組長 (2) 313 3.93 .79 
9.87** (1)＞(2) 

主任 (1) 136 4.22 .69 
道德領導原因 

組長 (2) 313 4.02 .80 
6.46* (1)＞(2) 

***p＜.001  **P＜.01  *P＜.05     

四、 服務處室 

 

 

 



表 4-6 不同處室的國中兼任行政職務教師覺知校長道德領導之 

      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層面 服務處室 

（N） （M） （SD）
F 值 差異情形 

教務處 (1) 144 3.83 .60 

訓導處 (2) 157 3.79 .54 

總務處 (3) 33 3.99 .47 
整體道德領導 

輔導室 (4) 115 3.78 .55 

1.267   

教務處 (1) 144 4.07 .78 

訓導處 (2) 157 4.07 .75 

總務處 (3) 33 4.33 .62 
道德領導原則 

輔導室 (4) 115 4.11 .71 

1.215   

教務處 (1) 144 4.04 .74 

訓導處 (2) 157 3.99 .73 

總務處 (3) 33 4.24 .65 
道德領導作法 

輔導室 (4) 115 4.02 .73 

1.113   

教務處 (1) 144 2.88 .88 

訓導處 (2) 157 2.77 .76 

總務處 (3) 33 2.82 .76 
道德領導問題 

輔導室 (4) 115 2.70 .80 

1.154   

教務處 (1) 144 3.70 .82 

訓導處 (2) 157 3.75 .73 

總務處 (3) 33 3.98 .71 
道德領導策略 

輔導室 (4) 115 3.71 .75 

1.239   

教務處 (1) 144 4.05 .78 道德領導功能 

訓導處 (2) 157 3.94 .77 

.773   



總務處 (3) 33 4.12 .80 

輔導室 (4) 115 3.99 .73 

教務處 (1) 144 4.11 .82 

訓導處 (2) 157 4.07 .75 

總務處 (3) 33 4.14 .77 
道德領導原因 

輔導室 (4) 115 4.04 .74 

.236   

 

由表 4-6 可得知，服務於不論是教務處、訓導（學務）處、總務處

及輔導室之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其在覺知校長整體道德領導，

與覺知校長道德領導各層面分數之差異均未達顯 

五、 學校規模 

表 4-7 不同學校規模的國中兼任行政職務教師覺知校長道德領導之 

      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層面 學校規模 

（N） （M） （SD）
F 值 差異情形

26(含)班以內(1) 128 3.77 .50 

27 ~ 44 班   (2) 157 3.81 .60 整體道德領導 

45(含)班以上(3) 164 3.86 .56 

.94   

26(含)班以內(1) 128 4.05 .70 

27 ~ 44 班   (2) 157 4.06 .79 道德領導原則 

45(含)班以上(3) 164 4.18 .74 

1.41   

       

26(含)班以內(1) 128 3.98 .66 

27 ~ 44 班   (2) 157 4.03 .77 道德領導作法 

45(含)班以上(3) 164 4.07 .73 

.58   



26(含)班以內(1) 128 2.70 .78 

27 ~ 44 班   (2) 157 2.81 .77 道德領導問題 

45(含)班以上(3) 164 2.84 .87 

1.04   

26(含)班以內(1) 128 3.72 .68 

27 ~ 44 班   (2) 157 3.72 .83 道德領導策略 

45(含)班以上(3) 164 3.78 .77 

.34   

26(含)班以內(1) 128 4.00 .69 

27 ~ 44 班   (2) 157 3.99 .86 道德領導功能 

45(含)班以上(3) 164 4.01 .74 

.04   

26(含)班以內(1) 128 4.06 .67 

27 ~ 44 班   (2) 157 4.07 .82 道德領導原因 

45(含)班以上(3) 164 4.11 .79 

.17   

 

    由表 4-7 可看出，不同的學校規模中無論是小型（26 班以內）、中型

（27 ~ 44 班）或大型（45 班以上）學校之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對各該校

校長「整體道德領導」現況覺知，或在道德領導各層面的覺知分數差異，

均未達顯著水準。 

參、 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覺知校長道德

領導現況之差異分析討論 

    依據研究結果整理得知，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背景變項，與

覺知各該校校長道德領導關係摘要表（表 4-9），並分析不同背景變項之

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在覺知校長道德領導現況下的差異，討論



如下： 

表 4-8 國中兼任行政職務教師背景變項與覺知校長道德領導關係 

      摘要表 
 

變項 
道德 

原則 

道德 

作法 

道德 

問題 

道德 

策略 

道德 

功能 

道德 

原因 

整體道

德領導

性    別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行政年資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職    位 
主任＞ 

組長 

主任＞

組長 
不顯著

主任＞

組長 

主任＞

組長 

主任＞ 

組長 

主任＞

組長 

服務處室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學校規模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一、 性別 

    本研究結果顯示，不同性別之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在覺知校

長整體道德領導與道德領導各分層面現況上，並未有顯著差異；此研究

結果不接受假設：2-1 男性與女性的國民中學校兼任行政職務教師所覺

知的校長道德領導現況有顯著差異。黃琬婷（2003）針對「國民小學校

長倫理取向與教師工作滿意之相關研究」中指出，男性與女性教師對於

校長倫理取向的覺知差異情形不顯著；林純雯（2001a）針對「國民中學

校長道德領導之研究」在男性與女性覺知校長道德領導程度差異不顯著。 

    研究者認為，目前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者，男性與女性的比率已

日趨平衡，所以和校長互動的機會均等，因此在性別上，覺知各該校校

長的整體道德領導現況與各道德領導層面的程度，並無顯著差異。 



二、 兼任行政年資 

    本研究的結果顯示，不同的兼任行政職務教師年資，所覺知校長整

體道德領導與各道德領導分層面上，皆未有顯著差異存在；此研究結果

不接受假設：2-2：兼任行政年資不同的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所覺

知校長道德領導現況有顯著差異。黃琬婷（2003）研究結果指出無論是

資淺（五年以下）、年資中等（六至十年）或資深（十一年以上）者，皆

對校長的領導行為現況感受無顯著差異。 

    研究者認為，現今各校校長採遴選任期制度，分別以三年或四年為

一任，得連任一次，因此各校兼任行政職務教師，雖其兼任年資各有不

同，但因校長任期固定而與現任校長互動的時間卻相同，所以在覺知校

長道德領導現況的程度，未有顯著差異存在。 

三、 職位 

    本研究的結果顯示，不同職位之兼任行政職務教師，所覺知校長的

「整體道德領導」及道德領導分層面中之「道德領導原則」、「道德領導

作法」、「道德領導策略」、「道德領導功能」與「道德領導原因」皆有顯

著差異，且職務為「主任」者的覺知程度皆高於職務為「組長」者，而

其中「道德領導問題」在「主任」、「組長」覺知程度上並無顯著差異。

此研究結果部分接受假設 2-3：不同職位的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

所覺知的道德領導現況有顯著差異。黃琬婷（2003）、顏童文（2002）、

林純雯（2001a）研究結果顯示，各不同職位受試者，所覺知校長道德領

導現況程度，皆達顯著水準。 

    研究者分析發現，學校主任主管各該處室業務，不僅是校長決策的

重要幕僚更是決策執行者。主任與校長的互動機會多於組長，且在參與



學校重大決策方面，亦是主任的參與程度遠高於組長，所以主任較組長

覺知校長道德領導的程度高；而各校校長在施行道德領導所可能面臨問

題中，主任與組長和校長互動關係，因校長任期為三年或四年而不受影

響，所以在覺知程度上並未有顯著差異。 

四、 服務處室 

    本研究所得結果顯示，不同處室之兼任行政職務教師，覺知校長整

體道德領導與道德領導各分層面皆未達顯著的差異水準：此研究結果不

接受假設 2-4：服務於不同處室的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所覺知的

校長道德領導現況有顯著差異。國內相關文獻中，有關探究不同服務處

室之兼任行政職務教師，覺知校長道德領導現況差異者並不多見。 

    研究者分析發現各服務處室擔任兼職學校行政業務，與校長互動關

係應屬頻繁，所以各服務處室之兼任行政職務教師，所覺知各該校校長

道德領導現況程度，並未有所差異。 

五、 學校規模 

    本研究結果顯示，不同學校規模之兼任行政職務教師，覺知校長整

體道德領導與各道德領導分層面之程度，皆未達顯著差異水準；此研究

結果不接受假設 2-5：服務於不同規模學校的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

師所覺知的校長道德領導現況有顯著差異。林純雯（2001a）相關研究指

出，不同學校規模對校長道德領導覺知程度，並未有顯著差異，此與本

研究結果相符。 

    研究者分析認為校長多以宣導辦學理念、注重人性關懷、以身作則

重視自身道德修養、並以成為學校成員楷模為領導原則，尤其是兼任行

政職務教師與校長間更是互動頻繁，因此學校規模大小，並未影響兼任



行政職務教師覺知校長道德領導程度而有所差異。 

 

 

 

 

 

 

 

 

 



第三節 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

意之現況 

    本節主要目的為透過描述統計及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比較不同人口

統計變項的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的現況。本研究採 Likert

五點量表，請受試者依「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問卷」之

各向度工作滿意感受加以填答，在「非常滿意」、「滿意」、「沒有感覺」、

「不滿意」、「很不滿意」等五個不同選項中填寫答案，依次給予 5 分、4

分、3 分、2 分、1 分，得分愈高者，表示該敘述與受試者感受符合程度

愈高。 

壹、 國中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現況 

    本研究採平均數與標準差進行分析，用以瞭解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

務教師在工作滿意問卷的反應情形。 

 

 

 

 

 

 



表 4-9 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統計表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層面名稱 

（N） （M） （SD） 
排序 

整體工作滿意 449 3.25 .57   

工作本身 449 3.62 .72 5 

工作環境 449 3.86 .79 2 

主管領導 449 3.76 .70 3 

人際關係 449 3.92 .53 1 

薪資福利 449 3.25 .90 7 

升遷考核 449 3.37 .80 6 

社會地位 449 3.62 .66 4 

     

    如表 4-9 所示，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在工作滿意問卷中，「整

體工作滿意」平均數為 3.55、標準差為.57，在「人際關係」層面得分最

高（M＝3.92），其次依序為「工作環境」（M＝3.86）、「主管領導」（M＝

3.76）、「社會地位」（M＝3.62）、「工作本身」（M＝3.62）、「升遷考核」（M

＝3.37）、「薪資福利」（M＝3.25）。由本研究結果顯示，國民中學兼任行

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屬中上程度。 

 

貳、國中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之差異分析 

一、性別 



 

表 4-10 不同性別的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之變異數分析

       摘要表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層面 性別 

（N） （M） （SD）
F 值 差異情形 

男 (1) 242 3.56 .58 
整體工作滿意 

女 (2) 207 3.55 .55 
.02   

男 (1) 242 3.63 .70 
工作本身 

女 (2) 207 3.60 .75 
.16   

男 (1) 242 3.87 .88 
工作環境 

女 (2) 207 3.85 .68 
.08   

男 (1) 242 3.81 .69 
主管領導 

女 (2) 207 3.69 .70 
3.08   

男 (1) 242 3.94 .54 
人際關係 

女 (2) 207 3.89 .52 
.98   

男 (1) 242 3.18 .91 
薪資福利 

女 (2) 207 3.33 .89 
3.11   

男 (1) 242 3.36 .86 
升遷考核 

女 (2) 207 3.38 .73 
.10   

男 (1) 242 3.63 .67 
社會地位 

女 (2) 207 3.61 .64 
.07   

    由表 4-10 可以看出，不同性別之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在整

體工作滿意（F＝.02， P＞.05）及在「工作本身」（F＝.16，P＞.05）、「工

作環境」（F＝.08，P＞.05）、「主管領導」（F＝3.08，P＞.05）、「人際關係」

（F＝.98，P＞.05）、「薪資福利」（F＝3.11，P＞.05）、「升遷考核」（F＝.10，

P＞.05）、「社會地位」（F＝.07，P＞.05）等分層面上，所感受之分數皆



未達顯著差異水準。 

二、兼任行政年資 

    由表 4-11 可看出，不同行政年資的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在

整體工作滿意及其他的工作滿意分層面上的感受，皆未達顯著的差異水

準；其中只有「工作本身」（F＝3.16，P＜.05）達顯著的差異水準，經

Scheffe 多重比較發現，兼任行政職務年資者，10（含）年以上對工作本

身層面的感受，高於 3（含）年以下的兼任行政職務教師。 

表 4-11 不同行政年資的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之變異數

分析摘要表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層面 行政年資 

（N） （M） （SD）
F 值 差異情形 

3 年以下(1) 161 3.51 .59 

4~6 年 (2) 110 3.54 .58 

7~9 年(3) 57 3.53 .53 
整體工作滿意 

10 年以上(4) 121 3.63 .53 

1.17  

3 年以下(1) 161 3.49 .78 

4~6 年 (2) 110 3.66 .66 

7~9 年(3) 57 3.67 .60 
工作本身 

10 年以上(4) 121 3.74 .72 

3.16* (4)＞(1) 

3 年以下(1) 161 3.83 .68 

4~6 年 (2) 110 3.85 .71 

7~9 年(3) 57 3.91 1.34 
工作環境 

10 年以上(4) 121 3.89 .67 

.19  

主管領導 3 年以下(1) 161 3.70 .73 1.63  



4~6 年 (2) 110 3.74 .73 

7~9 年(3) 57 3.71 .66 

10 年以上(4) 121 3.87 .64 

3 年以下(1) 161 3.90 .58 

4~6 年 (2) 110 3.92 .52 

7~9 年(3) 57 3.87 .48 
人際關係 

10 年以上(4) 121 3.96 .49 

.58  

                                                        續下表 

續表 4-11 

層面 行政年資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值 差異情形 

 （N） （M） （SD）   

3 年以下(1) 161 3.25 .95 

4~6 年 (2) 110 3.23 .92 

7~9 年(3) 57 3.21 .80 
薪資福利 

10 年以上(4) 121 3.27 .87 

.07  

3 年以下(1) 161 3.34 .78 

4~6 年 (2) 110 3.33 .87 

7~9 年(3) 57 3.34 .71 
升遷考核 

10 年以上(4) 121 3.45 .80 

.60  

3 年以下(1) 161 3.56 .68 

4~6 年 (2) 110 3.59 .69 

7~9 年(3) 57 3.57 .58 
社會地位 

10 年以上(4) 121 3.75 .62 

2.30  

* P＜.05       



三、職位 

    由表 4-12 可得知，國民中學兼任不同行政職務之主任與組長間「整

體工作滿意（F＝.02，P＞.05）、「工作環境」（F＝1.84，P＞.05）、「升遷

考核」（F＝.07，P＞.05），感受程度並未達顯著差異；但在工作滿意分層

面之「工作本身」（F＝6.95，P＜.01）、「主管領導」（F＝8.89，P＜.01）、

「人際關係」（F＝7.40，P＜.01）、「薪資福利」（F＝7.18，P＜.01）、「社

會地位」（F＝6.52，P＜.05），等層面之感受差異皆達顯著水準，且上述

各分層面中，主任感受滿意之程度皆高於組長。 

表 4-12 不同職位的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之變異數 

       分析摘要表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層面 職位 

（N） （M） （SD）
F 值 差異情形

主任 (1) 136 3.61 .52 
整體工作滿意 

組長 (2) 313 3.53 .58 
.02   

主任 (1) 136 3.75 .61 
工作本身 

組長 (2) 313 3.56 .76 
6.95** (1)＞(2) 

主任 (1) 136 3.94 .99 
工作環境 

組長 (2) 313 3.83 .69 
1.84  

主任 (1) 136 3.90 .66 
主管領導 

組長 (2) 313 3.69 .71 
8.89** (1)＞(2) 

主任 (1) 136 4.02 .50 
人際關係 

組長 (2) 313 3.87 .54 
7.40** (1)＞(2) 

主任 (1) 136 3.08 .90 
薪資福利 

組長 (2) 313 3.32 .90 
7.18** (1)＞(2) 



主任 (1) 136 3.35 .77 
升遷考核 

組長 (2) 313 3.37 .81 
.07  

主任 (1) 136 3.74 .58 
社會地位 

組長 (2) 313 3.57 .68 
6.52* (1)＞(2) 

**P＜.01     *P＜.05      

 

四、學校規模 

表 4-13 不同學校規模的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之變異數 

分析摘要表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層面 學校規模 

（N） （M） （SD）
F 值 差異情形 

26 班以內(1) 128 3.53 .56 

27 ~ 44 班(2) 157 3.55 .63 整體工作滿意 

45 班以上(3) 164 3.57 .51 

.20   

26 班以內(1) 128 3.55 .76 

27 ~ 44 班(2) 157 3.59 .79 工作本身 

45 班以上(3) 164 3.69 .61 

1.65   

26 班以內(1) 128 3.88 .58 

27 ~ 44 班(2) 157 3.93 1.02 工作環境 

45 班以上(3) 164 3.79 .68 

1.31   

26 班以內(1) 128 3.69 .70 

27 ~ 44 班(2) 157 3.77 .77 主管領導 

45 班以上(3) 164 3.79 .63 

.78   

人際關係 26 班以內(1) 128 3.90 .56 .52   



27 ~ 44 班(2) 157 3.89 .56 

45 班以上(3) 164 3.95 .48 

26 班以內(1) 128 3.22 .90 

27 ~ 44 班(2) 157 3.21 .98 薪資福利 

45 班以上(3) 164 3.31 .82 

.53   

26 班以內(1) 128 3.33 .77 

27 ~ 44 班(2) 157 3.38 .87 升遷考核 

45 班以上(3) 164 3.38 .76 

.16   

26 班以內(1) 128 3.65 .63 

27 ~ 44 班(2) 157 3.58 .68 社會地位 

45 班以上(3) 164 3.64 .66 

.41   

    由表 4-13 可看出，不同規模之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之整體工

作滿意感受差異（F＝.20，P＞.05）未達顯著水準，在「工作本身」（F

＝1.65，P＞.05）、「工作環境」（F＝1.31，P＞.05）、「主管領導」（F＝.78，

P＞.05）、「人際關係」（F＝.53，P＞.05）、「薪資福利」（F＝.53，P＞.05）、

「升遷考核」（F＝.16，P＞.05）、「社會地位」（F＝.41，P＞.05）等層面

之感受差異，亦未達顯著水準。 

五、服務處室 

    由表 4-14 中可看出不同處室之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其在「整

體工作滿意」（F＝1.46，P＞.05）、「工作本身」（F＝1.68，P＞.05）、「主

管領導」（F＝1.74，P＞.05）、「人際關係」（F＝.60，P＞.05）、「薪資福利」

（F＝1.71，P＞.05）、「升遷考核」（F＝.33，P＞.05）、「社會地位」（F＝

1.40，P＞.05）等層面感受之差異，皆未達顯著水準；但在工作滿意的「工

作環境」（F＝2.74，P＜.05）分層面感受之差異達顯著水準，經 Scheffe



多重比較卻未發現各處室間之差異情形。 

表 4-14 不同服務處室的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之變異數

       分析摘要表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層面 服務處室 

（N） （M） （SD）
F 值 差異情形 

教務處(1) 144 3.52 .60 

訓導處(2) 157 3.51 .57 

總務處(3) 33 3.68 .56 
整體工作滿意 

輔導室(4) 115 3.61 .52 

1.46   

教務處(1) 144 3.58 .77 

訓導處(2) 157 3.56 .75 

總務處(3) 33 3.77 .50 
工作本身 

輔導室(4) 115 3.71 .66 

1.68   

教務處(1) 144 3.83 .74 

訓導處(2) 157 3.82 .69 

總務處(3) 33 4.24 1.58 
工作環境 

輔導室(4) 115 3.87 .63 

2.74* 未發現差異

*P＜.05                                                           續下表 

續表 4-13 

層面 服務處室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值 差異情形 

  （N） （M） （SD）   

教務處(1) 144 3.67 .75 主管領導 

訓導處(2) 157 3.76 .68 

1.74   



總務處(3) 33 3.96 .61 

輔導室(4) 115 3.79 .68 

教務處(1) 144 3.91 .56 

訓導處(2) 157 3.89 .54 

總務處(3) 33 4.03 .48 
人際關係 

輔導室(4) 115 3.93 .49 

.60   

教務處(1) 144 3.22 .91 

訓導處(2) 157 3.17 .92 

總務處(3) 33 3.22 .94 
薪資福利 

輔導室(4) 115 3.41 .84 

1.71   

教務處(1) 144 3.39 .85 

訓導處(2) 157 3.32 .80 

總務處(3) 33 3.37 .73 
升遷考核 

輔導室(4) 115 3.41 .76 

.33   

教務處(1) 144 3.61 .67 

訓導處(2) 157 3.56 .70 

總務處(3) 33 3.74 .61 
社會地位 

輔導室(4) 115 3.69 .59 

1.40   

* P＜.05       

 

 

 

 



參、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之差異

分析討論 

    依據研究結果，整理得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背景變項與工作

滿意感受關係摘要表（表 4-15），並分析不同背景變項之國民中學兼任行

政職務教師在工作滿意上的差異，討論如下： 

表 4-15 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背景變項與工作滿意關係摘要表 

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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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    體

工作滿意

性別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行政年資 
10 年以上

＞3 年以下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職位 
主任＞ 

組長 
不顯著

主任＞

組長 

主任＞

組長 

主任＞

組長
不顯著

主任＞ 

組長 
不顯著

服務處室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學校規模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不顯著

 

一、 性別 

    本研究結果顯示，不同性別之國民中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在整體工

作滿意及工作滿意各分層面上之感受，均未有顯著水準；此研究結果不

接受假設 3-1：男性和女性的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度有

顯著差異。國內有關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的相關研究，謝月香



（2003）發現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在不同性別之整體工作滿意程度及工

作滿意各分層面上，感受分數並無顯著差異，此與研究結果相符。 

    研究者分析，造成不同性別之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在整體工作滿意

與工作滿意各分層面感受無顯著差異之結果認為，兼任行政職務教師除

行政業務繁忙外尚須從事相關之教學業務，且男性與女性兼任行政職務

之比率趨於相近，無論是男性與女性在工作上所承擔之責任亦同，因此

在整體工作滿意及工作滿意各分層面上，不同性別並不會有顯著差異。 

二、 兼任行政年資 

    本研究結果發現，國中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在不同之兼任行政年資

對整體工作滿意感受程度及工作環境、人際關係、薪資福利、升遷考核、

社會地位等分層面上，並未達顯著差異水準；但在工作本身分層面上達

顯著水準，且根據 Scheffe 事後比較得知，10（含）年以上之兼任行政職

務教師，對工作本身滿意程度高於 3（含）年以下兼任行政職務教師；

此研究結果部分接受假設 3-2：兼任行政年資不同的國民中學兼任行政

職務教師工作滿意度有顯著差異。游肇賢（2003）、謝金青（1992）研究

也指出兼任行政職務年資深者，對工作滿意感受程度高於兼任行政職務

年資淺者。 

    對於不同兼任行政年資之工作滿意分析，研究者認為年資 3（含）

年以下之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可能因為行政知能不足、經驗較 10（含）年

以上之兼任行政職務教師為欠缺，或是擔任行政職務非為其本願，所以

顯示出對工作本身感到滿足程度較低。 

三、 職位 

    本研究結果顯示，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主任之教師，在「工作本



身」、「主管領導」、「人際關係」、「薪資福利」、「社會地位」等工作滿意

分層面感受滿意程度，皆高於兼任組長職務者；但在「整體工作滿意」

與「工作環境」、「升遷考核」等工作滿意分層面滿意感受程度並未達顯

著；此研究結果部分接受假設 3-3：不同職位的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

教師工作滿意度有顯著差異。游肇賢（2003）研究指出在「進修升遷」

滿意程度達顯著差異水準與本研究結果相符。 

    研究者認為，組長在行政資歷較主任資淺，行政經驗不足、行政業

務較不熟悉、挫折容忍度較低，而且主任享有較多資源且資訊來源較組

長豐富快速，導致擔任組長職務所覺知兼任行政工作滿意度，普遍低於

兼任主任職務者。 

四、 服務處室 

    本研究的結果顯示，不同服務處室之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在整體工

作滿意及各工作滿意分層面感受程度，皆未達顯著差異水準；此研究結

果不接受假設 3-4：服務於不同處室的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

滿意度有顯著差異。游肇賢（2003）發現，不同處室兼任行政職務教師，

在整體工作滿意及工作滿意程度各層面皆未達顯著差異水準，此與本研

究結果相符。 

    研究者分析認為，近年來社會日趨多元化，學校受教改風潮及社會

渲染影響，學校行政與學生問題亦是一日千里；學校為教育學生之場所，

面對日益複雜的學生、教師、家長、社區人士及行政要求…等問題時，

通常需要學校教職員工生，甚至家長及社區的加入，所以各處室通常除

了在各處室業務上個別努力外，也常需和各處室共同努力、共謀解決問

題及促進學校校務進展之道，因此各處室在整體工作滿意及工作滿意各

分層面上所感受程度並無顯著差異水準。 



五、 學校規模 

    本研究結果顯示，不同學校規模之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在整體工作

滿意及工作滿意各分層面之滿意程度感受，皆未達顯著差異水準；此研

究結果不接受假設 3-5：服務於不同規模學校的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

教師工作滿意度有顯著差異。謝金青（1992）、游肇賢（2003）研究發現，

不同規模國中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在整體及工作滿意各分層面上，並未達

顯著差異水準，此與研究者之結果相符。 

    研究者認為，國民中學小型學校兼任行政職務教師，依規定每週上

課時數較多、課務負擔較多、享有資源較少，但其行政服務的對象較少

行政負擔較輕，學校同事相處融洽、人際關係及社會地位較佳；相對的，

大型學校之兼任行政職務教師，雖課務負擔較輕、資源較多，但行政問

題較複雜、人際關係較易疏離；但因大型學校人員編制眾多、行政業務

互動頻繁，致使兼任行政職務教師間聯繫機會增加，故能改善人際關係

疏離感之問題。所以不論大型或小型學校之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在整體工

作滿意及其他工作滿意分層面上之滿意程度，未有顯著差異存在，應是

合理的結果。 

 

 

 

 

 



第四節 國民中學校長道德領導與兼任行政

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之關係 

  本節在探討國民中學校長道德領導與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之

相關情形，分別以校長整體道德領導及其各分層面道德領導現況為自變

項，兼任行政職務教師整體工作滿意及各工作滿意分層面為依變項，藉

由 Pearson 積差相關係數統計結果，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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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關情形。 

壹、整體道德領導層面之探討 

  由表 4-16 Pearson 積差相關結果得知，整體道德領導與整體工作滿

意及其各工作滿意分層面皆有顯著相關；此研究結果接受假設 1-1：國

民中學校長整體道德領導現況與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度有顯著相

關。整體道德領導與整體工作滿意的相關係數為.534，達顯著水準（P

＜.001），因此可得知校長道德領導與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有顯

著正相關。 

  「整體道德領導」與工作滿意分層面中之「工作本身」的相關係數

為.353，達顯著水準（P＜.001）；「整體道德領導」與工作滿意分層面中

之「工作環境」的相關係數為.430，達顯著水準（P＜.001）；「整體道德

領導」與工作滿意分層面中之「主管領導」的相關係數為.673，達顯著

水準（P＜.001）；「整體道德領導」與工作滿意分層面中之「人際關係」

的相關係數為.449，達顯著水準（P＜.001）；「整體道德領導」與工作滿

意分層面中之「薪資福利」的相關係數為.348，達顯著水準（P＜.001）；



「 整 體 道 德 領 導 」 與 工 作 滿 意 分 層 面 中 之 「 升 遷 考 核 」 的 相 關 係 數

為.392，達顯著水準（P＜.001）；「整體道德領導」與工作滿意分層面中

之「社會地位」的相關係數為.365，達顯著水準（P＜.001）；且「整體道

德領導」與工作滿意各分層面，兩兩之間達顯著正相關。 

表 4-16 國中校長道德領導現況與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之積差相關 

層面 
領導 

原則 

領導 

作法 

領導 

問題 

領導 

策略 

領導 

功能 

領導 

原因 

整體 

道德領導

整體工作 

滿意 
.482*** .562*** ﹣2.69*** .589*** .534*** .471*** .534***

工作本身 .321*** .373*** ﹣.249*** .431*** .387*** .322*** .353***

工作環境 .428*** .460*** ﹣.255*** .464*** .456*** .387*** .430***

主管領導 .633*** .695*** ﹣.300*** .702*** .673*** .622*** .673***

人際關係 .399*** .475*** ﹣2.62*** .522*** .461*** .399*** .449***

薪資福利 .286*** .356*** ﹣.116*** .384*** .310*** .281*** .348***

升遷考核 .341*** .425*** ﹣.164*** .417*** .365*** .307*** .392***

社會地位 .307*** .388*** ﹣.193*** .409*** .370*** .338*** .365***

***P＜.001        

貳、道德領導分層面之探討 

    各由表 4-16 可看出，道德領導分層面除道德領導問題呈負相關外，

其他皆與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之整體工作滿意及工作滿意分層面

呈正相關；本研究結果接受假設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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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顯著相關。茲分述如後： 



由表 4-16 可看出，在道德領導分層面中，與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

滿意之「整體工作滿意」層面，正相關程度最高者為「道德領導策略」

層面，其相關係數為.589（P＜.001），而在與「道德領導問題」層面呈負

相關，其相關係數為﹣.269（P＜.001）；與工作滿意之「工作本身」層面，

正 相 關 程 度 最 高 者 為 「 道 德 領 導 功 能 」 層 面 ， 其 相 關 係 數 為 .387（ P

＜.001），而在與「道德領導問題」層面呈負相關，其相關係數為﹣.249

（P＜.001）；與工作滿意之「工作環境」層面，正相關程度最高者為「道

德領導策略」層面，其相關係數為.464（P＜.001），而在與「道德領導問

題」層面呈負相關，其相關係數為﹣.255（P＜.001）；與工作滿意之「主

管領導」層面，正相關程度最高者為「道德領導策略」層面，其相關係

數為.702（P＜.001），而在與「道德領導問題」層面呈負相關，其相關係

數為﹣.300（P＜.001）；與工作滿意之「人際關係」層面，正相關程度最

高者為「道德領導策略」層面，其相關係數為.522（P＜.001），而在與「道

德領導問題」層面呈負相關，其相關係數為﹣2.62（P＜.001）；與工作滿

意之「薪資福利」層面，正相關程度最高者為「道德領導策略」層面，

其相關係數為.384（P＜.001），而在與「道德領導問題」層面呈負相關，

其相關係數為﹣.116（P＜.001）；與工作滿意之「升遷考核」層面，正相

關程度最高者為「道德領導作法」層面，其相關係數為.425（P＜.001），

而在與「道德領導問題」層面呈負相關，其相關係數為﹣.164（P＜.001）；

與工作滿意之「社會地位」層面，正相關程度最高者為「道德領導策略」

層面，其相關係數為.429（P＜.001），而在與「道德領導問題」層面呈負

相關，其相關係數為﹣.193（P＜.001）。 

  綜觀相關文獻，對校長之道德領導或倫理領導與教師工作滿意之探

討非常稀少，今以黃琬婷（2003）針對「國民小學校長倫理取向與教師

工作滿意之相關研究」發現，校長的效益論、義務論、關懷倫理等倫理

取向與教師的工作滿意之行政領導、工作本身、整體工作滿意呈顯著正



相關，與本研究結果相符；而在「道德領導問題」層面與「工作滿意」

各層面，呈顯著負相關，則與本研究所欲探討之結論亦相符。 

 

 

參、校長整體道德領導與其各分層面之探討 

    由表 4-17 得知國中校長「整體道德領導」與其各分層面，除了「道

德領導問題」呈負相關外，其餘各層面皆呈高度正相關。其中，正相關

程度最高者為「道德領導作法」層面，其相關係數為.933（P＜.001）；其

次依序為「道德領導策略」層面，其相關係數為.903（P＜.001）；「道德

領導原則」層面，其相關係數為.872（P＜.001）；「道德領導功能」層面，

其相關係數為.867（P＜.001）；「道德領導原因」層面，其相關係數為.848

（P＜.001）。 

表 4-17 國中校長整體道德領導與其各分層面之積差相關 

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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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    體 

道德領導 
.872*** .933*** ﹣.008 .903*** .867*** .848*** 

***P＜.001 

肆、國中兼任行政職務教師整體工作滿意與其各



分層面之探討 

    由表 4-18 得知國中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在「整體工作滿意」與其各分

層面皆呈高度正相關，其中正相關程度最高者為「社會地位」層面，其

相關係數為.828（P＜.001）；其次依序為「主管領導」層面，其相關係數

為.827（P＜.001）；「升遷考核」層面，其相關係數為.814（P＜.001）；「薪

資福利」層面，其相關係數為.811（P＜.001）；「人際關係」層面，其相

關係數為.793（P＜.001）；「工作本身」層面，其相關係數為.782（P＜.001）；

「工作環境」層面，其相關係數為.739（P＜.001）。 

表 4-18 國中兼任行政職務教師整體工作滿意與其各分層面之積差相關 

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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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    體 

工作滿意 
.782*** .739*** .827*** .793*** .811*** .814*** .828*** 

***P＜.001 

 

 

 

 

 

 



第五節 國民中學校長道德領導、兼任行政職

務教師背景變項與工作滿意之迴歸

分析 

  由本章第三節研究結果發現，本研究所探討兼任行政職務教師五個

背景變項中，性別、服務處室、學校規模等三個變項，不同組別之兼任

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差異未達顯著水準；而在兼任行政年資與職位兩

變項，不同組別之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差異達顯著水準。故本節

僅以兼任行政職務教師之行政年資、職位等兩變項，及校長道德領導現

況的六個層面（道德領導原則、作法、問題、策略、功能、原因）等八

個因素為預測變項，兼任行政職務教師整體工作滿意及其七個層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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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效標變項，進行逐步多元迴歸分析，以了解各因素之精簡預測

變項組合。 

壹、 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之

「工作本身」層面預測 

    由表 4-19 之結果顯示，在預測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

之「工作本身」層面感受，有道德領導之「道德領導策略」、「道德領導

問題」及個人背景變項之「兼任行政年資」等三個預測變項達到顯著水

準。其聯合預測力獲解釋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之「工作本身」層

面感受的總變異量為 21.7%，其中「道德領導策略」執行現況對「工作



本身」感受的影響最大，可解釋獲預測量為 18.6%，且β值為正值，顯

示「道德領導策略」執行現況具有正向的預測功能；而「道德領導問題」

的β值為負值，顯示「道德領導問題」執行現況具有負向的預測功能；

又「兼任行政年資」的β值為正值，顯示對工作滿意之「工作本身」具

有正向的預測功能。由此可知，校長運用愈多道德領導之「道德領導策

略」執行之現況，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之「工作本身」層面愈高；

校長遭遇愈多道德領導之「道德領導問題」，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

之「工作本身」層面愈低。  

表 4-19 國中兼任行政職務教師背景變項與校長道德領導現況預測兼任行

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工作本身」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 

投入變項次序
多元相關係數 

R 

決定係數

R  
2

R 之 
2

增加值 

標準化係數

Beta 
F 

道德領導策略 .431 .186 .186 .387 101.875***

道德領導問題 .457 .209 .023 ﹣.153 58.763***

兼任行政年資 .466 .217 .009 .094 41.172***

***P＜.001 

貳、 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之「工

作環境」層面預測 

    由表 4-20 結果顯示，在預測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之

「工作環境」層面感受，有道德領導之「道德領導策略」、「道德領導問

題」、「道德領導作法」等三個預測變項達顯著水準。其聯合預測力獲解

釋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之「工作環境」層面感受的總變異量為

24.7%，其中「道德領導策略」執行現況對「工作環境」層面感受的影響



最大，可解釋獲預測量為 21.5%，其β值為正值，顯示「道德領導策略」

執行現況具有正向的預測功能；而「道德領導問題」變項的β值為負值，

具有負向的預測功能；在「道德領導作法」變項的β值為正值，具有正

向的預測功能。由此可知，校長運用愈多道德領導之「道德領導策略」

及「道德領導作法」執行之現況，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之「工作

環境」層面愈高；校長遭遇愈多道德領導之「道德領導問題」，兼任行政

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之「工作環境」層面愈低。 

表 4-20 國中兼任行政職務教師背景變項與校長道德領導現況預測兼任  

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工作環境」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 

***P＜.001 

投入變項次序
多元相關係數

R 

決定係數 

R  
2

R 之 
2

增加值 

標準化係數

Beta 
F 

道德領導策略 .464 .215 .215 .262 122.406***

道德領導問題 .487 .237 .022 ﹣.138 69.428***

道德領導作法 .497 .247 .010 .197 48.785***

參、 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之

「主管領導」層面預測 

    由表 4-21 結果顯示，在預測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之

「主管領導」層面感受，有道德領導之「道德領導策略」、「道德領導作

法」、「道德領導問題」、「道德領導功能」等四個預測變項達顯著水準。

其聯合預測力獲解釋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之「主管領導」層面感



受的總變異量為 54.4%，其中「道德領導策略」執行現況對「主管領導」

感受的影響最大，可解釋獲預測量為 49.2%，且β值為正值，顯示「道

德領導策略」執行現況具有正向的預測功能；在「道德領導作法」、「道

德領導功能」兩變項的β值亦為正值，亦具有正向的預測功能；而「道

德領導問題」變項的β值為負值，具有負向的預測功能。由此可知，校

長運用愈多道德領導之「道德領導策略」、「道德領導作法」及「道德領

導功能」執行之現況，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之「主管領導」層面

愈高；校長遭遇愈多道德領導之「道德領導問題」，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

作滿意之「主管領導」層面愈低。 

表 4-21 國中兼任行政職務教師背景變項與校長道德領導現況預測兼任  

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主管領導」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 

***P＜.001 

投入變項次序
多元相關係數

R 

決定係數

R  
2

R 之 
2

增加值 

標準化係

數 Beta 
F 

道德領導策略 .702 .492 .492 .338 433.564*** 

道德領導作法 .725 .525 .033 .249 246.906*** 

道德領導問題 .734 .538 .013 ﹣.107 172.793*** 

道德領導功能 .737 .544 .005 .151 132.178*** 

肆、 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之「人

際關係」層面預測 

    由表 4-22 結果顯示，在預測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之



「人際關係」層面感受，有道德領導之「道德領導策略」、「道德領導問

題」等兩個預測變項達顯著水準。其聯合預測力獲解釋兼任行政職務教

師工作滿意之「人際關係」層面感受的總變異量為 28.9%，其中「道德

領導策略」執行現況對「人際關係」感受的影響最大，可解釋獲預測量

為 27.2%，且β值為正值，顯示「道德領導策略」執行現況具有正向的

預測功能；而「道德領導問題」變項的β值為負值，具有負向的預測功

能。由此可知，校長運用愈多道德領導之「道德領導策略」執行現況，

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之「人際關係」層面愈高；校長遭遇愈多道

德領導之「道德領導問題」，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之「人際關係」

層面愈低。 

表 4-22 國中兼任行政職務教師背景變項與校長道德領導現況預測兼任  

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人際關係」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 

***P＜.001 

投入變項次序
多元相關係數

R 
決定係數 R

2
R 之 

2

增加值 

標準化係數

Beta 
F 

道德領導策略 .522 .272 .272 .487 167.197***

道德領導問題 .541 .293 .020 ﹣.147 92.212***

伍、 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之

「薪資福利」層面預測 

    由表 4-23 之結果顯示，在預測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

之「薪資福利」層面感受，有道德領導之「道德領導策略」及個人背景



變項之「職位」等兩個預測變項達到顯著水準。其聯合預測力獲解釋兼

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之「薪資福利」層面感受的總變異量為 18.5%，

其中「道德領導策略」執行現況對「薪資福利」感受的影響最大，可解

釋獲預測量為 14.8%，且β值為正值，顯示「道德領導策略」執行現況

具有正向的預測功能；又「職位」的β值為正值，顯示兼任行政職務教

師個人背景變項之「職位」具有正向的預測功能。由此可知，校長運用

愈多道德領導之「道德領導策略」執行現況，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

意之「薪資福利」層面愈高；且兼任行政職務為主任者之教師工作滿意

的「薪資福利」層面感受程度，較兼任行政職務組長者為嚴重。 

表 4-23 國中兼任行政職務教師背景變項與校長道德領導現況預測兼任  

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薪資福利」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 

***P＜.001 

投入變項次序 
多元相關係數

R 

決定係數

R  
2

R 之 
2

增加值 

標準化係

數 Beta 
F 

道德領導策略 .384 .148 .148 .418 77.446***

職        位 .430 .185 .038 .197 50.720***

陸、 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之「升

遷考核」層面預測 

    由表 4-24 之結果顯示，在預測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

之「升遷考核」層面感受，有道德領導之「道德領導作法」、「道德領導

策略」、「道德領導原因」及個人背景變項之「職位」等四個預測變項達



到顯著水準。其聯合預測力獲解釋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之「升遷

考核」層面感受的總變異量為 20.8%，其中「道德領導作法」執行現況

對「升遷考核」感受的影響最大，可解釋獲預測量為 18.0%，且β值為

正值，顯示「道德領導作法」執行現況具有正向的預測功能；在「道德

領導策略」、「職位」兩變項的β值亦為正值，因此亦具有正向的預測功

能；而「道德領導原因」變項的β值為負值，具有負向的預測功能。由

此可知，校長運用愈多道德領導之「道德領導作法」、「道德領導策略」

執行現況，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之「升遷考核」層面愈高；且兼

任行政職務為主任者教師工作滿意之「升遷考核」層面感受程度，較兼

任行政職務組長者嚴重。 

 

表 4-24 國中兼任行政職務教師背景變項與校長道德領導現況預測兼任  

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升遷考核」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 

***P＜.001 

投入變項次序
多元相關係數

R 

決定係數

R  
2

R 之 
2

增加值 

標準化係數

Beta 
F 

道德領導作法 .425 .180 .180 .341 98.256***

道德領導策略 .437 .191 .011 .279 52.637***

道德領導原因 .447 .200 .009 ﹣.176 37.134***

職        位 .456 .208 .008 .091 29.195***

柒、 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之「社

會地位」層面預測 



    由表 4-25 結果顯示，在預測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之

「社會地位」層面感受，有道德領導之「道德領導策略」、「道德領導問

題」等兩個預測變項達顯著水準。其聯合預測力獲解釋兼任行政職務教

師工作滿意之「社會地位」層面感受的總變異量為 17.7%，其中「道德

領導策略」執行現況對「社會地位」感受的影響最大，可解釋獲預測量

為 16.7%，且β值為正值，顯示「道德領導策略」執行現況具有正向的

預測功能；而「道德領導問題」變項的β值為負值，具有負向的預測功

能。由此可知，校長運用愈多道德領導之「道德領導策略」執行現況，

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之「社會地位」層面愈高；校長遭遇愈多道

德領導之「道德領導問題」，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之「社會地位」

層面愈低。 

 

 

表 4-25 國中兼任行政職務教師背景變項與校長道德領導現況預測兼任  

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社會地位」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 

***P＜.001 

投入變項次序
多元相關係數

R 

決定係數

R  
2

R 之 
2

增加值 

標準化係數

Beta 
F 

道德領導策略 .409 .167 .167 .385 89.819***

道德領導問題 .421 .177 .010 ﹣.103 48.048***

捌、 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之「整



體工作滿意」層面預測 

由表 4-26 結果顯示，在預測國民中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之

「整體工作滿意」層面感受，有道德領導之「道德領導策略」、「道德領

導問題」、「道德領導作法」等三個預測變項達顯著水準。其聯合預測力

獲解釋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之「整體工作滿意」層面感受的總變

異量為 37.3%，其中「道德領導策略」執行現況對「工作環境」層面感

受的影響最大，可解釋獲預測量為 34.7%，其β值為正值，顯示「道德

領導策略」執行現況具有正向的預測功能；而「道德領導問題」變項的

β值為負值，具有負向的預測功能；「道德領導作法」變項的β值為正值，

具有正向的預測功能。由此可知，校長運用愈多道德領導之「道德領導

策略」及「道德領導作法」執行之現況，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之

「整體工作滿意」層面愈高；校長遭遇愈多道德領導之「道德領導問題」，

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之「工作環境」層面愈低。 

表 4-26 國中兼任行政職務教師背景變項與校長道德領導現況預測兼任  

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整體工作滿意」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 

***P＜.001 

 

投入變項次序 
多元相關係數

R 

決定係數

R  
2

R 之 
2

增加值 

標準化係數

Beta 
F 

道德領導策略 .589 .347 .347 .405 237.608*** 

道德領導問題 .604 .364 .018 ﹣.123 127.887*** 

道德領導作法 .611 .373 .008 .180 88.208*** 



玖、國民中學校長道德領導現況、兼任行政職務

教師背景變項與工作滿意相關分析 

表 4-27 國民中學校長道德領導現況、兼任行政職務教師背景變項與工作
滿意相關分析比較總表 

註：（）內為國民中學校長道德領導現況、兼任行政職務教師背景變項對
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預測時進入方程式之次序。 

    綜合本節研究分析結果整理得表 4-27，從國民中學校長道德領導、

兼任行政職務教師背景變項與教師工作滿意相關研究比較中，有以下發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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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    體

工作滿意

道德領導 

作    法 
 

.197 

（3） 

.249 

（2）
  

.341 

（1）
 

.611 

（3） 

道德領導 

問    題 

﹣.153 

（2） 

﹣.138 

（2） 

﹣.107

（3）

﹣.147

（2）
  

﹣.103

（2） 

.604 

（2） 

道德領導 

策    略 

.387 

（1） 

.262 

（1） 

.338 

（1）

.487 

（1）

.418 

（1）

.279 

（2）

.385 

（1） 

.347 

（1） 

道德領導 

功    能 
  

.151 

（4）
     

道德領導 

原    因 
     

﹣.176

（3）
  

兼    任 

行政年資 

.094 

（3） 
       

職    位     
.197 

（2）

.091 

（4）
  

決定係數 
R

＝.009 

2
R

＝.010 

2
R

＝.544

2
R

＝.289

2
R

＝.185

2
R

＝.208

2
R

＝.177 

2

R ＝.373
2

一、 國民中學校長道德領導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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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兼任行政職

務教師之「兼任行政年資」、「職位」等變項，分別組合可聯合預



測兼任行政職務教師整體工作滿意及其七個分層面之感受，總變

異量在 17.7%至 54.4%之間，有一定程度之預測力；其中以「主管

領導」最佳，其預測變異量為 54.4%，其次為「人際關係」其預測

變異量為 28.9%，再其次為「升遷考核」其預測變異量為 20.8%；

在「整體工作滿意」之預測變異量為 37.3%。 

二、 在預測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之「工作本身」層面，以「道

德領導策略」、「道德領導問題」及「兼任行政年資」等三個變項

具有預測力；在預測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之「工作環境」

層面以「道德領導策略」、「道德領導問題」及「道德領導作法」

等三個變項具有預測力；在預測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之「主

管領導」以「道德領導策略」、「道德領導作法」、「道德領導問題」

及「道德領導功能」等四個變項具有預測力；在預測兼任行政職

務教師工作滿意之「人際關係」以「道德領導策略」、「道德領導

問題」兩變項具有預測力；在預測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之

「薪資福利」以「道德領導策略」及「職位」兩變項具有預測力；

在預測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之「升遷考核」以「道德領導

作法」、「道德領導策略」、「道德領導原因」及「職位」等四個變

項具有預測力；在預測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之「社會地位」

以「道德領導策略」、「道德領導問題」兩變項具有預測力；在預

測兼任行政職務教師「整體工作滿意」以「道德領導策略」、「道

德領導問題」及「道德領導作法」等三個變項具有預測力。 

三、 「道德領導策略」變項在預測兼任行政職務教師整體工作滿意及

七個分層面感受，均進入逐步迴歸分析方程式中，為兼任行政職

務教師工作滿意之最重要預測變項，次要預測變項為「道德領導

問題」與「道德領導作法」。而「道德領導功能」僅出現在預測兼

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之「主管領導」層面上；「道德領導原因」

僅出現在預測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之「升遷考核」層面上；



「職位」則僅出現在預測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之「薪資福

利」與「升遷考核」層面上。 

四、 校長道德領導之「道德領導策略」實施現況，對兼任行政職務教

師整體工作滿意及七個分層面感受，均具有良好之正向預測功

能，顯示校長運用愈多道德領導之「道德領導策略」時，兼任行

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程度愈高。研究者認為學校是一個人性化的

生命共同體，校長除了是學校組織中最高的行政領導者，更是學

校成員的典範樹立者，所以校長的領導藝術不再是以往科層體制

下之官僚作風，而應是一位卓越的領導者，能主動關懷部屬的需

求、體恤部屬的辛勞。學校中兼任行政職務之教師，與校長互動

密切，若校長能凝聚向心力獲得認同、提供分享道德體驗機會，

建構良好的學校環境、培養成員理性思考、冷靜分析勇於批判的

能力，建立專業倫理準則，使兼任行政職務教師以校長馬首是瞻，

心悅誠服的在其工作崗位上充分發揮專長，且能獲得校長、學校

同仁、社區尊重、讚賞及自我認同與成就感，則兼任行政職務教

師之工作滿意度自然良好。 

五、 校長道德領導之「道德領導問題」實施現況，對兼任行政職務教

師工作滿意之「工作本身」、「工作環境」、「主管領導」、「人際關

係」及「社會地位」等分層面感受有負向的預測功能，顯示校長

愈多的「道德領導問題」則兼任行政教師工作滿意度愈低。研究

者認為，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希望追隨的校長應是明智、果決、有

高尚道德修養，且能在兩難困境中尋找雙贏解決辦法的校長。現

今國民中學校長執行校務工作推動時，每遇教師會、家長會、議

員、代表等各界關懷與壓力，使校長不得不折衷行事，多方考量，

因此造成成效緩慢，動搖兼任行政職務教師信心，則兼任行政職

務教師之工作滿意度自然低落。 

六、 本研究結果接受假設四：國民中學校長道德領導現況與兼任行政



職務教師背景變項對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工作滿意度有預測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