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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針對研究動機與目的，蒐集國內外有關校長轉型領導與教師

組織承諾之相關文獻，加以整理並深入分析與探討，選擇適當評

量工具，作設計問卷之參考，探究相關理論作為調查結果分析與

討論之依據。本章主要在探討校長轉型領導與教師組織承諾之相

關文獻與實證研究。全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校長轉型領導之

相關理論與研究；第二節為教師組織承諾之相關理論與研究；第

三節為轉型領導與教師組織承諾關係之相關研究。 

 

第一節 校長轉型領導之相關理論與研究 

 

本節旨在探討轉型領導之意義、理論基礎與相關研究，以確

立轉型領導的層面。先探討轉型領導之意義與理論基礎，從國內

外學者的研究，歸納確立轉型領導的行為層面；然後針對與轉型

領導有關之研究發現加以分析說明。 

 

壹、轉型領導的意義 

學者對近百年來領導理論的研究大致可分成四個時期或途

徑：第一、特質論（traits theory）時期，強調領導者是一種天

賦的領導特質及才能；第二、行為論（behavioral pattern theory

）時期，認為任何一位領導者只要採取較有效的領導行為，即可

達到理想的組織效能，而這些領導行為是可經由訓練及學習獲得

；第三、權變論（contingency theory）時期：強調領導者須依

不同組織情境，採取不同且最適合該情境的領導方式；第四、轉

型領導論（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theory）時期，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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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導者影響成員產生態度及想法改變之歷程，並促使成員對組織

任務或目標獻身的領導方式（濮世緯，2004；Yukl, 2002）。1980

年代新領導理論出現之後，轉型領導(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成為領導理論的研究主流，轉型領導一詞源自於行政

領導學者 J. M. Burns 獲得普立茲獎的名著《領導》一書，J. M. 

Burns 將行政人員領導風格分為兩種類型，一為互易領導（

transactional leadership），一為轉型領導。互易領導以部屬

外在需求與動機作為其影響的機制；轉型領導則以部屬的內在需

求與動機作為其影響的機制（吳清山、林天祐，1998）。 

濮世緯(1997)認為轉型領導者以前瞻的遠景和魅力，授權部

屬，同時運用各種激勵策略，以提升部屬工作動機與高層次需求

的滿足，並帶動成員追求卓越、創新、突破現狀的領導。 

張慶勳（1996）指出轉型領導是領導者以前瞻性的遠景及個

人的魅力，運用各種激勵的策略，激勵部屬提升工作動機及工作

滿足感，以使部屬更加努力工作的一種領導。 

蔡進雄(2000)認為轉型領導乃領導者藉著個人魅力及建立

願景，運用各種激勵策略，提昇部屬工作態度，以激發部屬對工

作更加努力的一種領導。 

吳清山與林天祐（2003）則認為轉型領導為組織領導人應用

其過人的影響力，轉化組織成員的觀念與態度，使其齊心一致，

願意為組織的最大利益付出心力，進而促進追求組織的轉型與革

新。 

 

Burns（1978）根據Maslow的需求層次理論，認為轉型領導是

領導者與成員互相激勵、相互提升道德及動機至較高層次的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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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例如，印度的國父甘地就是轉型領導者的最典型例子。 

經歷Bass、Yukl、Sergiovanni、Leithwood 等學者豐富其內

涵，各有其重要論述之面向，茲就「領導者的特質與魅力」、「對

成員個別關懷與智性刺激」、「成員個人成長」、「組織願景

的建立與共享」以及「領導者授權與合作」等五個具體要點來

詮釋轉型領導的意義。 

 

一、領導者特質與魅力 

轉型領導者具有令人尊重與信任且願意追隨的特質與魅力，領

導者利用部屬認同的魅力，改變組織文化並型塑願景，運用各種激

勵策略，提升部屬工作態度，激發部屬追求自我實現，對工作更加

努力，超越原有動機和短期利益附加價值的領導 （張慶勳，1996；

廖春文，1995；蔡進雄，2000；濮世緯，1997； Bass,1985；Yukl, 

2002）。因此，轉型領導強調領導者特質及其魅力。 

二、對組織成員個別關懷與智性刺激 

轉型領導是領導者關心部屬的需求與發展，幫助部屬以新的角

度來省思舊的問題，而改變其對於問題的想法，鼓勵部屬將組織的

利益置於個人私利之上，並激勵部屬盡最大的努力，來達成團體的

目標（王美惠，2005；Burns, 1978；Robbins, 1996）。領導者藉

由關懷成員需求與發展，提供相關的智性刺激，激勵成員的工作動

機以及發展其個人潛能，進而促進追求組織的轉型與革新（吳清山

與林天祐，2003；林合懋，1995；徐韶佑，2001；秦夢群，2001），

轉型領導是建立在員工對人生意義的需求上，同時也創造出組織的

目的 (Bryman, 1992)。由上述知，轉型領導者重視個別關懷與智

性刺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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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視成員個人成長 

轉型領導者所重視的是成員道德層面提升與高層次需求的激

勵鼓舞 （Sergiovanni, 1990；Yukl, 2002)認為轉型領導使組織

的成員在態度產生重大改變，對組織目標或使命建立承諾感。這個

觀念是轉型領導一種高層次的思想轉變。 

轉型領導者善於利用權力與環境等有利因素，激發組織成員變

革與創新能力，激勵成員高層次的工作動機與需求，增強工作意願，

使得組織在面對內外環境變遷時，能適度調整其運作的方式，以求

適應變遷的社會環境（白麗美，1998；彭雅珍，1998；劉雅菁，1998； 

Bennis & Nanus, 1985）。轉型領導者希望將部屬之工作動機提升

到自我實現的境界，並帶動成員追求卓越、創新、突破現狀的領導

行為，而非僅限於利益之交換，以求自保（秦夢群，2001；濮世緯，

1997）。 

 

四、組織願景的建立與共享 

領導者藉由建立願景（vision）、傳達願景、賦予自主力、組

織文化和信任等五個層次達到領導目標 （Bryman, 1992）。轉型

領導以突顯組織內特定顯著的價值，增進價值和認同特質的組織任

務與目標為己任，藉此領導行為重建成員自我觀念，增進成員對組

織認同感（Leithwood, 1994），領導者提出前瞻性共同願景，並

以個人魅力，運用各種激勵策略激發部屬提升工作動機、促進工作

滿足，進而提升工作效能（張慶勳，2001；蔡進雄，2000）。 

 

五、領導者授權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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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領導是以組織改進為取向，包含三個要素：1.合作並共

享作決定；2.成員的專業素養與領導者的授權概念；3.變革的了解

，知道如何鼓舞成員變革（黃信諺，2007；Lintos, 1993 ）。轉

型領導者和成員具有生命共同體、彼此成長與鼓舞的關係。在領

導的過程中，領導者幫助成員自我成長，而領導者也在成員的發

展中共同成長。（Sergiovanni, 1990）。領導者採協同合作方

式，授權予組織員工，使其充滿希望、樂觀與活力，這有助於任

務的再確認與願景的重新界定（何淑妃，1996；劉雅菁，1998）

。是故，在顧及團體目標與個人需求的前提下，轉型領導強調合

作參與作決定及授權的理念。 

綜合國內外學者對轉型領導的定義，本研究將校長轉型領導

歸納為：校長具有個人魅力與遠見，利用其影響力型塑學校願景

，透過瞭解、關懷與滿足教師的需求，運用各種激勵策略，激發

教師自我實現之工作動機，並齊心一致為實現追求卓越與創新的

共同願景而努力，促進學校的轉型與永續的發展。 

 

貳、轉型領導的理論基礎 

轉型領導者強調自我的高道德標準，具個人魅力，懷抱願景

，關懷與激勵組織成員，滿足其自我實現的需求，完成組織共同

目標與願景（林文勝，2006）。此種領導是由需求層次理論、魅

力領導、願景領導、道德領導、催化領導、道德認知發展論與價

值領導等相關領導類型與理論演變出來的，以下敘述轉型領導的

發展與理論基礎。 

 

一、需求層次理論  

Maslow（1954）提出需求層次理論（need hierarchy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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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人類需求是彼此相關聯，滿足較高層次需求前，需先滿足較

低層次需求。並將人類需求分為五個層次包括：生理的、安全的、

社會的、尊重的及自我實現的需求。 

Burns（1978）即以Maslow需求層次理論用以界定轉型領導意

義，他認為：轉型領導是領導者與成員相互提昇道德與動機至較

高層次的歷程（蔡進雄，2003）。轉型領導理論中強調領導者應

重視提昇組織成員的自主性動機，使其在工作過程中能表現出超越

原先工作期望，以達成個人最高層次滿足，故需求層次理論為轉型

領導的理論基礎之一。 

 

二、魅力領導 

魅力領導（charismatic leadership）是指領導者懷有願景和

使命感，能贏得部屬尊敬、信賴與信心，及強烈認同感（林合懋，

1995)。Bass（1985）認為它與轉型領導最大的差別在於，轉型領

導者只是藉用魅力特質，讓成員對領導者產生情感依附，進而扮演

起教練、教師、諮詢者等角色，以激勵成員超越本身的利益，追求

更高的組織目標；反觀魅力領導者，不但不會去提升成員的需求或

動機，反而易使成員產生對領導者的依賴。 

Conger 與 Kanungo (1998)提出魅力領導者的主要特徵，包

括： 1.能清楚表達願景；2 願意承擔高個人風險及自我犧牲，以

成就願景；3.對於環境有高敏感度；4.具有知覺部屬需求的敏感

度；5.展現非傳統行為，即反對規範的行為。 

魅力領導者乃是突破傳統領導行為的權威式影響，進而強調願

景的闡明、團體的認同以及對個人危險與犧牲的承擔等。轉型領導

強調領導者本身應具備自信、創新力及前瞻性等人格特質，在變革

環境中，能施展個人領導魅力及影響力令成員尊重與信任且願意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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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故魅力領導亦是轉型領導的理論基礎之一。 

 

三、願景領導 

Nanus ( 1992 )在「願景領導」(visionary leadership)一書

中提出「願景領導」一詞，強調領導者的願景對組織的影響深遠。

願景領導係領導者建立組織共同的價值、信念和目標，來引導成員

行為，凝聚共識，促進組織的進步與發展（吳清山與林天祐，2005）。 

Sergiovanni（1990）認為願景猶如領導者的指南針，明確指

引組織所欲達成的目標與方向；同時也激起追隨者內在潛能，共同

參與並達成學校使命（吳百祿，2002）。願景領導與轉型領導有很

多相似之處，如均強調領導者是革新者、危機承擔者、有活力、有

自信。兩者差異在於所強調的領導層面不盡相同，願景領導在於建

立願景、實現願景，而轉型領導除了願景之外，尚強調智力啟發、

個別關懷及魅力影響（廖裕月，1998）。 

願景領導強調領導者與組織成員溝通願景內涵，確立所有成員

共同努力的目標與方向，增加組織成員工作的確定性及對組織的歸

屬感，授權增能並激勵成員的動力，終能實現組織願景。故願景領

導是轉型領導的理論基礎之一。 

 

四、道德領導 

道德領導是指領導者基於正義與善意的責任感和義務心來領

導部屬，部屬因而勇於任事，進而發揮領導效能（吳清山與林天祐，

2005）。 

謝文全（2004）認為道德領導係以道德權威為基礎的領導，領

導者出於為正義與善的責任感與義務感而行動，因而也獲得成員回

應，表現優秀而且持久。學校行政人員要實施道德領導，可從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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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倫理、落實正義倫理、發揮關懷倫理、做好道德選擇與發揮替

代領導等五個途徑入手。 

Burns（1978）揭櫫道德領導三大重點：1.領導者與被領導者

間除權力關係外，還有共同的需要、渴望與價值觀；（二）被領導

者需具備足夠知識與能力；（三）領導者必須對承諾負責（蔡菁芝，

2003）。 

轉型領導致力將部屬之道德提升至較高層，經由激勵鼓舞及關

懷 部屬等策略，使成員更加努力工作，這些內涵與道德領導理論

都有密切相關。故道德領導亦是轉型領導的理論基礎之一。 

 

五、催化領導 

催化領導（facilitative leadership）是指領導者不用獨裁

命令、支配等威權方式來領導成員，強調學校成員共同參與決定以

發展學校遠景，此領導型式適用於學校重建、學校本位管理與教師

增權。Conley與Goldman（1994）指出，以創造與經營意義、協助

過程的進行、在組織情境中運作等三個層面界定出催化領導的優點

和限制，並說明了在不同組織系統中，由於不同的領導概念與領導

行為，可能產生人際交互作用的改變情形。（張明輝，1999）。 

謝文全（2004）則主張催化領導乃指導者扮演協助者與催化者

角色，協助成員自我成長與解決問題的領導方式。透過催化領導的

方式，能促進成員自我成長、解決問題和改進工作效率的能力，以

達成轉型領導效能。 

催化領導有助於解釋轉型領導者如何幫助成員發展並維持合

作的、專業化的學校文化，以及如何協助教師成長並幫助成員有效

解決問題。故催化領導可為轉型領導的理論基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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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道德認知發展論 

道德認知學者Kohlberg提出道德認知理論（moral 

development theory），認為人類的道德思想會遵循一種普遍性的

順序原則而改變， 且道德判斷涉及價值問題， 而價值或道德觀又

必定帶有社會文化意義（引自陳龍彬，2000）。 

Burns（1978）指出轉型領導為領導者與成員互動並相互提升

到較高層次的道德與動機的歷程。轉型領導者會激勵成員內在動

機， 提升其道德層次，以有效增進組織的文化與效能。 

轉型領導是「附加價值」的領導，強調高層次、內在的道德動

機與需求。領導者激發成員發揮智能、超越原有的動機與期望，此

種領導具有文化與道德的意義（Sergiovanni, 1990)。故道德認知

發展論亦是轉型領導的理論基礎之一。 

由上述轉型領導相關理論探討可知，需求層次理論、魅力領

導、願景領導、道德領導、催化領導與道德認知發展理論等領導理

論均為轉型領導的重要理論基礎。張昭仁(2001)指出，轉型領導一

方面除了保有傳統領導理論的特色，另方面也融合其他相關理論內

涵而成為一完整體系理論。換言之，從傳統的領導理論及轉型領導

有關的理論探討得知，轉型領導已成領導研究的新典範，它包含其

他有關領導理論之優點，而不相互排斥，轉型領導自然構成一完整

體系理論。 

 

参、轉型領導的行為層面 

研究轉型領導行為前，應先瞭解領導者所應具備的行為層

面，才能對轉型領導行為概念化並加以運用。故本研究以「行為

面向」為主要研究方向，並根據國內外學者研究層面進行分析與

整理，以作為本研究具體行為層面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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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外學者的研究 

Bass（1985）將轉型領導向度分為以下四個向度：1.魅力或理

想化影響；2.激發鼓舞；3.智性啟發；4.個別關懷。 

Bennis 與 Nanus（1985）研究九十位領導者顯示，其中僅有

少數幾位被認為是具有魅力的，其領導成功共同因素有四：1.透過

願景引起注意；2.透過溝通傳達意義；3.透過定位尋求信任；4.

自我開展（the deployment of self）。 

Kouzes與Posner（1987）提出五種轉型領導行為：1.向過程挑

戰；2.激發共同的願景；3.引發部屬的行動力；4.學習楷模；5.

激勵人心。 

Yukl（2002）則具體指出轉型領導的十一個指導原則： 1.發

展清晰組織遠景；2.發展對遠景的策略；3.有效傳達與推銷組織

遠景；4.以語言和行動表達樂觀與信心；5.對部屬信任並栽培；

6.建立部屬對遠景的信心；7.增強部屬對遠景樂觀進取；8.採象

徵性的活動；9.實踐組織核心價值；10.善用象徵性活動完成；11.

協助成員順利轉型。 

Jantzi 與 Leithwood（1996）曾設計適合於學校組織的轉型領

導量表，並歸納為：1.魅力/啟發/願景；2.建立共識；3.高度表現

期望；4.個別化關懷；5.智性啟發；6.提供適切示範；7.權變獎勵；

8.建立組織成員參與結構；9.形塑校園文化等幾個要素。並以前六

項為量表評量的六個層面。 

Fullan（2002）研究成功企業與學校領導者特徵，發現轉型

領導具備：1.強烈道德目的感； 2.變革動態的理解； 3.建立人

際關係的情緒智商； 4.發展與分享新知的承諾； 5.凝聚共識的

能力等五種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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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inger（2003）指出轉型領導者強調組織能力創新，認為

協調、控制和對於課程與教學的監督管理並非轉型領導的重點；

轉型領導者致力於建立組織目標能力與支持在教學過程中變革

發展。並指出有七項轉型領導向度：1.個別支持；2.分享目標；

3.建立願景；4.智性啟發；5.文化建立；6.獎勵高度的期待；7.建

立楷模。 

Valdez（2004）提出轉型領導者依據過人洞察力，強調組織

願景、任務、目標與發展網絡，並指出轉型領導行為可應用於教

育與企業，包括：1.確認與善於表達組織願景；2.組織目標培養

與接受；3.高度表現期望；4.提供學習楷模；5.提供智能啟發；

6.發展強而有力的校園文化。 

 

二、國內學者的研究 

國內對於教育轉型領導最早的論文研究起源於林合懋(1995

），其根據預試結果進行因素分析，轉型領導有七個因素，包括

：1.親近融合；2.遠景與吸引力；3.承諾與正義；4.激勵共同願

景；5.尊重信任；6.智識啟發；7.個別關懷。 

吳清山（2005）對於領導者發展轉型領導者風格，提出下列

六點看法：1.高度的自我信心；2.具有描繪遠景能力；3.願意承

擔各種風險；4.利用非傳統性策略；5.扮演改變的角色；6.關懷

部屬的成長。 

蔡進雄（2000）將校長轉型領導歸納為五個行為層面：1.

建立願景；2.魅力影響；3.激勵鼓舞；4.啟發才智；5.個別關懷

。 

張慶勳（2001）將轉型領導分成五個層面：1.遠景；2.魅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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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激勵；4.智能激發；5.關懷。 

范熾文（2002） 將校長轉型領導歸納為五個行為層面：1.

建立願景； 2.魅力影響； 3.激勵鼓舞； 4.啟發才智； 5.個別

關懷。 

濮世緯（2004）將轉型領導分為下列六個層面：1.親近融合

、2.願景與承諾；3.激勵共同願景；4.尊重信任；5.智識啟發；

6.個別關懷。 

 

三、轉型領導行為構面 

茲將以上學者研究轉型領導行為的構面，列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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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國內外學者研究轉型領導行為層面統計表 

 型

塑

願

景 

魅

力

影

響

激

勵

鼓

舞

智

性

啟

發

個

別

關

懷

承

諾

正

義

學

習

楷

模

成

就

期

望

專

業

成

長 

承

擔

風

險 

親

近

融

合

尊

重

信

賴

角

色

改

變

Bass（1985） ＊  ＊ ＊ ＊         

Bennis與Nanus

（1985） 
＊  ＊ ＊          

Kouzes與Posner

（1987） 
＊ ＊ ＊ ＊          

Jantzi、Leithwood

（1996） 
＊   ＊ ＊  ＊ ＊      

Fullan（2002）    ＊ ＊    ＊     

Hallinger（2003） ＊  ＊ ＊ ＊  ＊ ＊      

Valdez（2004） ＊   ＊   ＊ ＊      

林合懋（1995） ＊   ＊  ＊        

張慶勳（1996） ＊ ＊ ＊ ＊ ＊         

蔡進雄（2000） ＊ ＊ ＊ ＊ ＊         

范熾文（2002） ＊ ＊ ＊ ＊ ＊         

濮世緯（2004） ＊  ＊ ＊ ＊ ＊     ＊ ＊  

吳清山（2005） ＊ ＊ ＊ ＊      ＊ ＊ ＊ ＊

總計 N=13 12 5 9 13 8 1 3 3 1 1 1 1 1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由表 2-1 可以發現校長轉型領導的行為層面中，以「型塑

願景」、「鼓舞激勵」、「魅力影響」、「個別關懷」和「智性

啟發」這五個行為層面，統計次數均達五次以上，並綜合上述轉

型領導的理論基礎的探討，因此本研究採用這五個層面為校長轉

層 

面 研 

究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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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領導的行為層面，特將校長轉型領導的五個層面分述如下： 

（一）型塑願景 

校長具有洞察力、有前瞻性的視野，參酌學校成員的理想與需

求，提出學校未來的發展願景，並轉換為明確且具體可行的學校目

標。 

（二）激勵鼓舞 

校長對部屬寄予厚望，以象徵性的語言，提高教師之成就動

機，使之肯定自己的能力，進而願意盡個人最大努力來達成學校績

效目標。 

（三）魅力影響 

校長具有領導者的魅力，在理念、態度展現令人尊重與信任且

願意追隨的特質，樹立楷模、誘發動力，引導教師共同完成學校的

目標與願景。 

（四）個別關懷。 

校長能傾聽教師的心聲，主動體恤與關懷教師的需求，並給予

支持、肯定與激勵，積極協助教師成長。 

（五）智性啟發 

校長提供教師自我成長的空間及專業成長的機會，鼓勵教師適

度的冒險，及尋找自我的挑戰機會，以新角度、新思維來分析問題

解決問題。 

 

肆、校長轉型領導的評量工具 

轉型領導的評量工具，國外廣為採用者以Bass與Avolio (1990) 

所編製修訂的「多元因素領導問卷」為主，而國內則以林合懋（1995）

根據上述Bass等人之問卷加以改編的「轉型領導和交易領導量表」

為主。以下就國內較常見幾種量表內容加以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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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元因素領導問卷」 

Bass 與 Avolio ( 1990 ) 將轉型領導的行為層面分為：「理

想化的影響」、「動機的激勵」、「智性的刺激」及「個別的關

懷」四個層面，並且發展出「多元因素領導問卷」，用以測量轉

型領導、交易領導各層面的行為。而此份問卷也成了各學者在研

究轉型和交易領導時最重要的評量工具。 

此評量工具的組成有二：「領導者的自我評量」和「部屬的

評量」。「多元因素領導問卷」使用五點量表：「一點也不」、

「偶而」、「有時」、「很常」和「極常」來評量。整份問卷共

有 73 個題目，經因素分析分類出七種因素，包括：魅力、智性的

刺激、個別化的關懷、啟發、權變的獎勵、偏差管理、放任式；

以及三種影響組織的項目：部屬額外的努力、效能及對領導者的

風格和方法滿足。在何淑妃 ( 1996) 的研究中指出，該七種因素

可說明共同變異量 89.5%，特徵值在 1.0 以上，有很高的信度係

數，所以此一量表很適合用以測量領導者使用轉型領導的程度。 

 

二、林合懋（1995）「轉型領導和交易領導量表」  

林合懋的「轉型領導和交易領導量表」乃根據 Bass 等人的

問卷發展而成。其問卷設計先採開放式問卷方式，分別由國小校

長、教育局人員、督學、教師、企業界主管和部屬等不同人員填

答，最後分析出轉型領導 32 個主題，佔 70 個題目；交易領導 28

個主題，佔 45 個題目。在預試量表中原有 115 題，計分方式同樣

採五點量表：「極常、很常、有時、偶而、一點也不」來評量。

其中，轉型領導的 32 個主題分別歸類至「魅力或理想化影響」、

「激發鼓舞」、「智識啟發」及「個別關懷」等四個因素中，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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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因素分析和信度分析的結果最後選出 35 題作為正式量表的題

目。 

「轉型領導和交易領導量表」各題之因素負荷量均介於

.5593 至.8504 之間，「魅力或理想化影響」、「激發鼓舞」、「

智識啟發」及「個別關懷」等各行為層面之α值分別為：.9306

、.9527、.8886 及.8851，轉型領導總量表的α值則為.9745。可

見此份領導量表之內部一致性和因素負荷量均頗高，適合用以測

量領導者使用轉型領導的程度。 

 

三、張慶勳 ( 1996 ) 「轉型領導與互易領導量表」 

張慶勳依據 Bass 之「多元因素領導問卷」加以修訂成「轉

型領導與互易領導量表」。其量表內容分為交易及轉型兩種領導

形式，轉型領導部分包含「遠景」、「魅力」、「激勵」、「智

能激發」及「關懷」五個層面，共計二十四題。互易領導分為互

惠獎賞、介入管理兩個層面，互易領導部分有十題，該量表共計

三十四題。該量表採五點量表記分，分別為「總是如此、時常如

此、有時如此、很少如此、從未如此」，以國小教師為施測對象

探討校長的領導風格，經施測結果信度分析顯示其 Cronbach α

係數之總量表係數為.97，五個分量表的α.85~.93 ( 張慶勳，

1996 ) 。 

 

四、蔡進雄（2000）的「國民中學校長轉型領導、互易領導調查

問卷」 

蔡進雄的「國民中學校長轉型領導、互易領導調查問卷」係

參考 Bass 和 Avolio（1990）所編製而成的「多元因素領導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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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合懋所編製的「轉型領導、交易領導量表」與張慶勳（1996

）所編製的「轉化領導與互易領導量表」以及廖裕月（1998）「

校長領導型式知覺問卷」發展而成。 

該問卷採李克特五點量表（Likert- five-point-scale）填

答方式計分，轉型領導有三十一題，互易領導有二十二題，共計

五十三題，本問卷題目均為正向敘述。此問卷信度係採納

Cronbach α係數，轉型領導問卷總量表 Cronbach α係數.9872

；互易領導問卷總量表 Cronbach α係數.8943，其問卷內部一致

性均令人滿意。本問卷內容效度係依據理論建構內容，並請專家

學者、教師主任提供修改意見，具相當高的內容效度。在建構效

度上，利用 LISERL8.30 版統計軟體，進行驗證式因素分析，均

顯示有良好的建構效度 ( 蔡進雄，2000 ) 。 
 

伍、校長轉型領導相關研究 

轉型領導自 1978 年 Burns 提出後，經 Bass 發揚光大，自

1990 年後，便被眾多學者大量作為研究主題（白麗美，1998）。

國內對於轉型領導研究在學位論文首次探討的是彭昌盛（1993）

，而在首先引進教育研究探討轉型領導的則是林合懋（1995），

之後國內陸續有學者相繼提出研究報告。茲將學者們研究發現歸

納如下： 

 

一、校長轉型領導現況 

文獻分析結果大多數研究者發現校長轉型領導的表現

程度呈現中上的程度（林合懋，2001；徐韶佑，2001；陳龍

彬，2000；蔡進雄，2000； Patreese,1997；Rodgers,1994）。

校長轉型領導層面表現的差異方面，絕大多數研究者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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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勵動機」表現最佳（徐韶佑，2001；陳龍彬，2000；張

昭仁，2001）。黃柏勳（2004）研究指出「共創願景」表現

最佳、林珈夙（1997）則發現「個別關懷」較佳。 

 

二、研究方式：除少部分學者透過校長自評其轉型領導表現（林合

懋，2001；楊雅真，2004；Rodgers,1994）外，研究者大都

透過教師所知覺校長轉型領導現況做為評析，Rodgers

（1994）研究指出透過校長自評與教師知覺校長轉型領導，

有顯著差異。可見領導是個複雜的影響過程。 

 

三、不同人口變項與校長轉型領導關係之研究 

人口變項可分為性別、年齡、學歷、年資、職務、校長性別

與校長轉型領導關係等六部份： 

（一）性別與校長轉型領導的關係：林合懋（1995）、何淑妃（1996）、

蔡進雄（2000）、徐韶佑（2001）、張昭仁（2001）研究發

現男性教師在知覺校長轉型領導行為方面高於女性教師；林

珈夙（1997）、彭雅珍（1998）、白麗美（1998）、簡政為

（2005）、王世璋（2005）則研究發現教師性別與校長轉型

領導沒有顯著差異。可見教師性別是否影響轉型領導尚待進

一步研究。 

（二）年齡與校長轉型領導的關係：大多數研究支持不同年齡的教

師所知覺校長轉型領導行為具有顯著差異（林珈夙，1997；

彭雅珍，1998；徐韶佑，2001）。林合懋（1995）、蔡進雄

（2000）與王世璋（2005）的研究發現年齡越長的教師，對

校長轉型領導的感受較高。黃傳永（1999）、張昭仁（2001）

發現教師年齡在校長轉型領導上無顯著差異。可見教師年齡

在對校長轉型領導行為的知覺上是否有所差異情形，研究上

並無一致的看法，仍需後續研究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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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歷與校長轉型領導的關係：何淑妃（1996）則研究發現師

專、師院與師範大學畢業之教師知覺校長轉型領導高於一般

大學畢業之教師。林合懋（1995）、彭雅珍（1998）、徐韶

佑（2001）、張昭仁（2001）、梁丁財（2002）與王世璋（2005）

研究發現不同學歷的國小教師知覺校長轉型領導沒有顯著

的差異。 

（四）年資與校長轉型領導的關係：林合懋（1995）、何淑妃（1996）、

白麗美（1998）、彭雅珍（1998）、蔡進雄（2000）、徐韶

佑（2001）、簡政為（2005）發現教師年資知覺在校長轉型

領導上有顯著差異，年資較高的教師所知覺的校長轉型領導

高於年資較低的教師。黃傳永（1999）、張昭仁（2001）的

研究發現不同教師服務年資所知覺校長轉型領導無顯著的

差異。 

（五）職務與校長轉型領導的關係：張昭仁（2001）發現教師之任

教職務對於校長轉型領導上存有顯著差異。也有研究發現教

師兼任主任對於校長轉型領導的知覺高於級任教師及科任

教師（林合懋，1995；白麗美，1998；黃傳永，1999；蔡進

雄，2000；張昭仁，2001；徐韶佑，2001；梁丁財，2002；

簡政為，2005）。 

（六）校長性別與校長轉型領導的關係： Mcgrattan（1997）、林

珈夙（1997）與蔡進雄（2000）研究指出女校長在轉型領導

的得分上，顯著獲得較高的分數。高於男性校長；陳龍彬

（2000）與楊雅真（2004）研究指出男性校長具有較高轉型

領導行為；劉雅菁（1998）、濮世緯（2003）與王世璋（2005）

則研究發現校長性別與校長轉型領導沒有顯著差異。 

 

四、不同學校背景變項與校長轉型領導關係之研究 

學校背景變項包括學校規模、學校歷史、學校位置與校長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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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領導關係等因素： 

（一）學校規模與校長轉型領導的關係：簡政為（2005）研究發現，

台北市國民中學教師所知覺校長轉型領導行為因其所在學

校規模之不同而有顯著差異（學校規模介於16-40班的教師

與其他學校規模的教師相較之下有較佳表現）。也有研究發

現小型學校知覺校長轉型領導的行為較高（劉雅菁，1998；

陳龍彬，2000；徐韶佑，2001；梁丁財，2002）。陳龍彬（2000）

與徐韶佑（2001）則發現12班以下及13-24班學校規模的教

師高於25-48班及49班以上學校規模的教師。也有研究發現

不同學校規模的教師所知覺校長轉型領導行為沒有顯著差

異（林合懋，1995；廖裕月，1998；黃傳永，1999；）。張

昭仁（2001）發現學校所在地區在校長轉型領導上無顯著差

異。 

（二）學校歷史與校長轉型領導的關係：白麗美（1998）與黃傳永

（1999）研究發現不同學校歷史與校長轉型領導有顯著差

異；蔡進雄（2003）則研究發現學校歷史與校長轉型領導沒

有顯著差異。 

（三）學校位置與校長轉型領導的關係：張昭仁（2001）發現學校

所在地區在校長轉型領導上存有顯著差異；其中劉雅菁

（1998）與徐韶佑（2001）的研究發現偏遠學校的教師對校

長轉型領導行為的知覺高於鄉鎮地區與縣轄市的校長。黃柏

勳（2004）發現學校位於直轄市、省轄市、縣轄市之校長，

其「共創願景」的程度較鄉、鎮地區校長高。廖裕月（1998）、

陳龍彬（2000）與蔡進雄（2000）則研究發現學校位置與校

長轉型領導沒有顯著差異。 

 

五、校長轉型領導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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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校長在學校所擁有職權與資源而言，校長轉型領導對於學

校與教師間會產生較多影響力（蔡進雄，2003）。透過上述研究

依變項分析，校長轉型領導影響有：在校長轉型領導下提昇學校

效能 （張賜光，2004；蔡進雄， 2000；Evans, 1996；Rodgers, 

1994 ）；提升教師個人成就感、降低教師職業倦怠感（濮世緯，

1997；Patreese, 1997）；影響教師知覺學習型組織（張昭仁，

2001）；學校創新經營（林文勝，2006）：激勵教師服務士氣（

徐韶佑，2001）、教師組織承諾 （簡政為， 2005 ）；影響教師

組織公民行為（許順興，2006）等。 

綜合上述研究發現，各背景變項與校長轉型領導間關係研究

結果分歧，值得深入探討。而校長轉型領導對於提振教師服務士

氣、增強教師對學校組織承諾、教師組織公民行為、建立學習型

組織、提升學校效能等，皆有顯著影響。 

 

小結 

校長轉型領導乃指校長具有個人魅力與遠見，利用其影響力

型塑學校願景，透過瞭解、關懷與滿足教師的需求，運用各種激

勵策略，激發教師自我實現之工作動機，並齊心一致為實現追求

卓越與創新的共同願景而努力，促進學校轉型與永續發展。校長

轉型領導的理論則包括：需求層次理論、魅力領導、願景領導、

道德領導、催化領導與道德認知發展論等。校長轉型領導的五個

層面，包括：型塑願景、鼓舞激勵、魅力影響、個別關懷與智性

啟發等。針對轉型領導相關研究整理分析，校長轉型領導對於提

振教師士氣與承諾、建立學習型組織、學校創新經營，提升學校

效能，以及教師組織公民行為等，皆有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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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師組織承諾相關理論與研究 
 

本節旨在探討教師組織承諾理論與相關研究。先探討組織承

諾意義、組織承諾分類與理論模式；然後針對與教師組織承諾相

關研究加以分析整理。 

 

壹、組織承諾之意義 
 

一、組織承諾之意義 

「承諾」（commitment）的概念首先由 Becker 提出並應用

，他於 1960 年在美國社會學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發表一篇有關組織承諾的概念，指稱組織承諾是了解員工在

組織中，工作行為的重要因素。對於組織承諾的概念，已經引起

研究組織行為的學者極大的注意，他們認為組織承諾是影響離職

和曠職意向的主要原因（Ko, Price & Mueller, 1997 ）。依

Wiener(1982)的定義，「承諾」是將規範壓力內化，並表現符合

組織目標與利益之行為。而「組織承諾」則為組織成員認同組織

目標、價值及信念；願意投入組織中，為組織付出心力，且有留

任於組織之意念。國內外學者對組織承諾定義如下： 

組織承諾（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一般可以組織認

同、組織投入及留職傾向三個層面界定。（一）組織認同指關心

組織整體事務，並願意奉獻一己之力；（二）組織投入為組織成

員願意在行動中支持組織；（三）留職傾向則指組織成員願意繼

續留任，並希望成為組織一份子。（Buchanan, 1974；Koch & Steers, 

1978；Meyer & Paunonem, 1989；Reyes, 1990； Porter, Steers, 

Mowday, Boulian, 1974）。 



33 

Kantor（1968）認為組織承諾為個人對組織奉獻心力及對組

織盡忠的意願。對工作的持續承諾，乃源於個人考慮對組織投資

與犧牲，使其覺得離開組織代價過高，而難以離開組織。 

Sheldon（1971）則以投資和投入說明組織承諾形成過程。

個人由於對組織投資相當程度後，他會對組織產生相當程度認同

感，而不得不對組織有所承諾。 

Hrebiniak 與 Alutto（1972）主張組織承諾是組織成員為

了薪資、職位、專業創造自由與同事情誼，而不願離開組織的一

種行為傾向。 

Salancik（1977）提出組織承諾是個人受限於他自己過去行

為所產生的一種信念，以支持這些行為及其對組織的投入。 

William 與 Anderson（1991）提及一種個人對組織附屬感

、聯繫和公民行為（citizenship），並增進組織的效果和效率，

個人對於資源轉換、創造和環境的適應等付出。 

Wiener（1982）認為組織承諾為個人內化規範，以表現合乎

組織目標與利益行為的結構。 

Blau , Boal（1987）與 Kushman（1992）指出組織承諾是

個人認同組織與組織目標，將組織價值和目標內化，表現對組織

忠誠，並希望維持為該組織一份子的程度。 

李慕華（1992）將組織承諾視為連結個人與組織的心理契約

。個人願為組織付出自己精力與時間，並期望藉此獲得心理與生

理報酬。 

張品芬（1995）指出組織承諾是個人對組織目標與價值有強

烈認同感，對組織忠誠關懷，願意為組織付出心力，並希望繼續

成為組織中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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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志鵬（1996）認為組織承諾包括個人對於組織目標和價值

認同與接受、組織目標並內化於個人中，希望繼續成為組織中一

員，留在組織努力工作等四個要素。 

張志毓（1997）組織的成員對其組織目標、價值、理念的認

同，願意為組織付出更多努力，並希望繼續留在組織內服務的態

度。 

鍾志明（2000）指出個人對一特定組織有相當強烈的認同與

投入。 

綜觀上述分析，本研究將組織承諾定義為：「個人對於組織

目標和價值認同與接受、組織目標並內化於個人中，希望繼續成

為組織中一員，留在組織努力工作的一種行為傾向。」 

 

二、教師組織承諾之意義 

自從組織承諾提出後，許多領域紛紛掀起研究與應用熱潮。

將其理論應用於教育界，則成為「教師組織承諾」（teachers＇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Reyes 與 Pedro（1992）認為教師組織承諾是指教師（1）

對學校目標和學生學習能力的信念；（2）意圖成為學校活躍的成

員；（3）願意為學校付出額外的努力。 

邱馨儀（1995）與曾南薰（1998）提出教師組織承諾是教師

對其任教學校組織目標、價值、信念的認同，並願為學校付出更

多努力，希望繼續留任該校的態度。 

周崇儒（1997）主張教師組織承諾是教師對學校目標、價值

的認同與投入程度，包含組織認同、努力意願、留職傾向三個面

向。 



35 

徐善德（1997）認為教師組織承諾是教師認同學校的教育目

標，願意為學校付出更多心力與貢獻，同時渴望繼續成為學校中

的一份子。 

章珮瑜（2000）認為教師對學校的認同與投入的程度，分為

認同承諾、形象承諾、義務承諾、留職承諾等四個層面。 

簡佳珍（2002）提出教師對學校組織的目標、價值及辦學理

念具強烈認同感，對學校教育關心支持，願意對學校或行政工作

付出心力，為薪資、職位、專業創造自由與同事情誼，希望繼續

成為學校一份子，為教育工作而努力。 

葉佳文(2007)認為教師組織承諾為組織成員基於資源交換

與價值認同的意向，在行為上願意為學校付出更多的心力與奉獻

，在態度上希望能夠繼續留任學校。 

蔡炳坤(2007)指出教師組織承諾為教師認同學校的目標與

價值，願意為學校組織利益而認真投入奉獻心力，並明確希望繼

續成為學校組織中的一份子，同時衡量投資與回報的關係而產生

的承諾。 

綜合言之，國內外學者對組織承諾的研究方向各有不同，有

將組織承諾視為一種「行為」，如 Sheldon、Salanick 等；有視

為「態度」者，如 Koch、Steers 認為是一種過程；有視為「價值

」者，如 Porter、Steers、Mowday、Boulian 認為組織承諾是認

同組織的價值。在教育界對「教師組織承諾」的定義，大多以

Porter、Steers & Mowday 於 1974 年所提出的三個概念，包括：

（1）組織認同：強烈的信仰與接受組織目標與價值；（2）努力

意願：個人願意為組織利益而努力；（3）留職傾向：希望繼續留

在組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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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研究將「教師組織承諾」定義為：教師認同學校目標與

價值，願為學校的利益投注更多的努力，並強烈渴望成為學校一

份子。包括：「組織認同」、「工作努力」、「留職意願」、三

個層面。 

 

貳、組織承諾的類型 

組織承諾的操作定義，不外乎兩大方向：態度與行為。它是

個人願意在組織持續工作的一種機制，在組織行為領域中佔有極

重要的地位，它可用來作為預測對工作滿意度及工作努力程度，

亦可作為衡量組織效能的重要指標。影響組織承諾的因素眾多，

若以態度性組織承諾觀點觀之，個人特質、工作特質、及工作經

驗與留職意願、出席率及工作績效有顯著相關(Steers, 1977)。

此外，個人特徵、角色相關因素、及工作經驗亦會影響個人組織

承諾。因此，必須探索各種組織環境中，組織承諾的範圍和特質

。以下為國內外學者對組織承諾分類： 

一、國外學者部份 

由早期Becker到最近的Jaros均有不同的主張，分述如下： 

（一）Becker（1960） 

Becker 首先將組織承諾以交換性觀點承諾（exchange 

approach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又稱為功利性觀點承諾

）說明，他認為員工的組織承諾乃基於交換性考慮且隨著年資漸

增的退休金及可能獲得的組織管理權，所合稱的附屬利益。當附

屬利益逐年累積時，個人會基於利益考量而繼續留在組織，因而

形成對組織的承諾，也就是說員工之所以對組織會有承諾是基於

個人對組織「投資與成本間評估」的一種行為與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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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tzioni（1961） 

主張組織承諾可分為道德、計算與疏離等三種投入： 

1、道德投入（moral involvement）：為一種正向且高強度導

向，此導向乃基於組織目標與價值內化。 

2、計算投入（calculative involvement）：一種低強度關係，

此關係是一種利益與報酬理性交換。 

3、疏離投入（alienative  involvement）：一種負面關係，

此關係可發現於剝削關係中。 

 

（三）Kantor（1968） 

Kantor 將組織承諾可分為持續性、凝聚性與控制性等三種

投入： 

1、持續性承諾（continuance commitment）：由於先前個人

投資及犧牲，考量離開將是高成本代價太高，因而繼續奉

獻於組織生存。 

2.、凝聚性承諾（cohesion commitment）：成員對組織社會

關係的隸屬程度，也就是指放棄先前的社會關係，並致力

於增加團體凝聚力和歸屬感。 

3、控制性承諾（control commitment）：組織要求成員公開

否定以前規範，並根據組織價值，重新塑造個人自我概念。 

 

（四）Porter & Smith（1970） 

Porter 等人以心理性觀點解釋組織承諾，又稱為規範性觀

點組織承諾。是指成員對組織有積極的、高度正面的傾向，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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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組織目標與價值的認同、工作的高度投入及對組織的忠誠。 

 

（五）Salancik（1977） 

將組織承諾視為社會心理學途徑—行為承諾。將承諾視為個

人在組織中，由於投入沒成本，而必須與組織結合一起的一種行

為。 

 

（六）Staws（1977、1981） 

於 1977 年先行提出組織行為的途徑，將承諾視為一種對組

織強烈認同與投入，或個人目標與組織目標愈趨一致的過程。並

於 1981 年擴充為行為與態度兩大因素。 

1、態度性承諾：是指個人對一特定組織認同與投入的強度，

包括三個因素：（1）價值承諾，對組織目標與價值的信仰

和接受；（2）努力承諾，願意為達成組織目標付出的努力；

（3）留職承諾，對繼續成為組織中一份子的希望。 

2、行為性承諾︰為「個人受制於他自己過去的行為，而經由

這種行為導致出一種信念，以支持他對組織投入。」

(Salancik, 1977 ) 。當一個人進入組織一段時間後，投

入相當多成本，如要離開此組織時會產生相當大犧牲，年

資越久員工成本越大，因此會較不願意離開組織，對組織

的行為承諾越大。 

 

（七）Stevens et al.（1978） 

Stevens et al.將組織承諾非為規範性承諾與交換性承諾兩

種，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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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規範性承諾（normative commitment）：個體對於某一特

定行為抱持規範的信念；一個人願意留在組織裡，為組織

付出更多努力，並非他已評估將會獲得多少利益，而是他

相信他「應該」這樣做，才符合團體「規範」。 

2、交換性承諾（exchange commitment）：個體以投資報酬率

的觀點，衡量付出與報酬間的差距；組織成員會將自己對

組織的貢獻及從組織所獲得的報酬。比較此種行為可視為

一種「交換性」的行為。成員認為此種交換過程對自己有

利，組織承諾會提高，反之則降低。 

 

（八）Reichers（1985） 

提出附屬利益觀點、歸因觀點與個人與組織目標一致性三種

觀點： 

1、附屬利益觀點承諾（side—bets commitment）：承諾乃是

與成為組織成員有關的報酬與成本的涵數，當在組織的年

資增加時，通常也會增加。使用此種定義者有Becker

（1960）、Sheldon（1971）、Hrebiniak與 Alutto（1972）。 

2、歸因觀點承諾（attributions commitment）：承諾乃個人

與行為的連結，當個人從事有意志的、明顯的、及不可變

更的行為後，會歸因於自己早已對其有承諾。 

3、個人與組織目標一致性觀點（individual/organizational 

goal congruence commitment）：承諾發生於當個人認同

於且致力於組織目標與價值時。由Porter等人所發展的組

織承諾定義問卷（OCQ）就是此一定義操作化最主要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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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Near（1989） 

提出心理性、結構性與認知一致性模式三種分類： 

1、心理性模式：個人目標與組織目標一致，成員對組織目標

具有忠誠度，願留任組織、獻身工作、付出額外的努力。 

2、結構性模式：包括互利關係的觀點，如努力工作是為換取

某些誘因。 

3、認知一致性模式：如承諾是由於成員加入，隸屬於此一組

織。 

 

（十）Reyes與 Pounder（1990） 

歸納為交換性、社會性、心理性三個不同論點： 

1、交換性觀點承諾：承諾的高低取決於成員估算與組織的利

害關係。 

2、社會性觀點承諾：個人與組織關連的過程與程度決定承諾

的高低，包括道德、疏離、酬賞等。  

3、心理性觀點承諾：成員認同組織目標與價值，願意留任組

織並為其繼續服務。 

 

（十一）Meyer與Allen（1991） 

歸納為三個不同的論點：對組織情感的依附、有關離開組織

成本的認知、留在組織的義務。它是一種多面向的概念，分別為

情感性、持續性、規範性承諾。 

1、情感承諾（affective commitment）：表示個人認同與參

與特定組織的強度。應包括對組織之目標及價值的信念

(belief) 與接 受 (acceptance) ； 為組織 努力的 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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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ngness)及停留於公司的意願(desire)。 

2、持續承諾（continuance commitment）：是指個人認知到

一旦離開組織將失去有價值的附屬利益(side bets)(如獎

金或退休金)，因而繼續停留在組織中(Becker, 1960)。 

3、規範承諾（normative commitment）：指個人與組織價值

一 致 (value congruence) 或 對 組 織 責 任 態 度 (duty 

attitude)，也就是指員工因道德義務(moral obligation)

而繼續留在組織中的意願。 

 

（十二）Jaros et al.（1993） 

歸納為持續、情感性、道德性三個不同的論點： 

1、持續承諾：是指個人認知到一旦離開組織將失去有價值的

附屬利益(side bets)，因而願意繼續停留在組織傾向，投

資成本包括時間、努力、工作技能、意識型態等。 

2、情感性承諾：組織成員基於心理情感而依附組織的程度，

如忠誠、歸屬感等。 

3、道德性承諾（moral commitment）：組織成員認同組織權

威體系，並將組織的規範及價值觀內化。 

 

二、國內學者部份 

（一）蔡進雄（1993） 

分為態度性承諾（心理觀點）及行為性承諾（交換性觀點）兩

種。 

1、態度性承諾：是指個人對一特定組織認同與投入的強度，

包括三個因素：（1）價值承諾，對組織目標與價值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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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接受；（2）努力承諾，願意為達成組織目標付出的努力；

（3）留職承諾，對繼續成為組織中一份子的希望。 

2、行為性承諾︰為「個人受制於他自己過去的行為，而經由

這種行為導致出一種信念，以支持他對組織投入。」 

 

（二）劉春榮（1993） 

分為規範性及交換性觀點兩種： 

1、規範性組織承諾：個體認同組織目標與價值觀而表現出某

種態度或行為傾向。  

2、交換性組織承諾：個人衡量付出與報酬間的差距，對無法

撤回的決定或行為作補償的過程。 

（三）邱馨儀（1995） 

1、交換性觀點：承諾是取決於成員估算其對組織的投入。 

2、社會性觀點：承諾是取決於個體與組織相關連的過程與程

度。 

3、心理性觀點：承諾是認同組織的目標與信念，並願為組織

犧牲奉獻與留任組織。 

 

綜合上述，可將「組織承諾」分類為： 

（一）心理性觀點組織承諾：承諾是認同組織的目標與信念，並

願為組織犧牲奉獻與留任組織。 

（二）交換性觀點組織承諾：承諾的高低取決於成員估算與組織

的利害關係。 

（三）社會性觀點組織承諾：個人與組織關連的過程與程度決定

承諾的高低，包括道德、疏離、酬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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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情感性觀點組織承諾：個人認同與參與一特定組織的強度。

包 括 對 組 織 之 目 標 及 價 值 的 信 念 (belief) 與 接 受

(acceptance)；為組織努力意願(willingness)及停留於組

織意願(desire)。 

（五）持續性觀點組織承諾：指個人認知到一旦離開組織將失去

有價值的附屬利益，因而願意繼續停留在組織傾向，投資的

成本包括時間、努力、工作技能、意識型態等。 

 

參、組織承諾的理論 

組織承諾的理論發展多年，並有許多學者提出相關理論。茲

將相關理論闡述如下： 

 

一、Steers的組織承諾「前因後果模式」理論（1977） 

Steers 將組織承諾的前因變項分為個人特質（personal 

characteristics）、工作特性（job characteristics）及工作

經驗（work experiences）等三部份，後果變項則分為留職意願

（desire to remain）、留職需求、出席率（attendance）及工

作績效（job performanc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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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組織承諾前因後果模式圖 
資料來源：引自“Antecedents and Outcomes of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by R.M. Steers, 1977,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2, 46. 

 
 

二、Staws的組織承諾「形成模式」理論 

Staws（1977） 提出組織承諾的理論，分為態度性承諾與行

為性承諾，兩者有不同之因果關係，互為影響。 

（一）態度性承諾：是指個人對一特定組織之認同與投入的強度，

包括三個因素： 

1、價值承諾︰對組織目標與價值的信仰和接受。 

2、努力承諾︰願意為達成組織目標付出的努力。 

3、留職承諾︰對繼續成為組織中的一份子的希望。 

並受個人特質、工作特性、工作經驗影響，形成投入、認

同與激勵等承諾。 

（二）行為性承諾︰是「個人受制於他自己過去的行為，而經由這

種行為導致出一種信念，以支持他對組織的投入。」 ( Salanc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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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 。對「行為性承諾」而言，不在於員工是否認同組織的

目標或願意為組織努力的程度，而是因為個人在組織中覺得受

到某些因素的束縛，使個人產生心理上的支撐行為，而試圖以

自我辯護或合理化等藉口，以強化自己為何繼續留在組織中。

理論架構如圖2-2所示 

示。 

 

   

 

 

 

 

 

 

 

 

 

圖 2-2 Staws 的組織承諾「形成模式」理論圖 

資料來源：引自“The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to a Course of 
Action, ＂by B. M. Staws, 1981, Management Review, 6,577. 

 

 
 

三、Mowday、Porter、Steers的組織承諾前因後果理論（1982） 

Mowday、Porter、Steers 將 Staws 的組織承諾擴充為前因

後果理論。他們認為組織承諾四種前因、五種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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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程度、群體規範等。 

（二）後果因素：工作績效、任教年資、常缺曠職、遲到怠工與轉

業離職。 

其理論如圖2-3所示。 

 

（前因）                               （後果） 

 

 

 

 

 

 

 

 

 

 

圖 2-3 Mowday、Poter、Steers 的組織承諾「前因後果模式」理論圖 
資料來源：引自 Employee Organization Linkages, by M.T.Mowday ,R. M. 

Porter,& L. W. Steers, 1982, New York：Academic press. 
 
. 

 

四、Reyes與Pounder (1990)的教師組織承諾理論 

Reyes 採用 Modwday、Porter 和 Steers 等人對組織承諾的

觀點，而發展教師組織承諾理論。Reyes 綜合有關組織承諾的研

究，將其因素歸納為「教師個人變項」、「學校環境變項」、「

個人與組織契合」三大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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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程度。 

2、內在變項（Intrinsic variables）如對工作任務的情感承

諾，如工作認同、工作意願等。 

3、工作取向（orientation about work）如規範導向、績效

導向強度。 

（二）學校環境變項 

1、社會報酬（social rewards）如管理者、同事、學生的關

係。 

2、外在獎勵（extrinsic rewards）如酬勞、津貼、晉升機會。 

3、組織取向（organizational orientation）如規範導向、

功績導向。 

（三）個人與組織契合 

指個人與組織契合的程度，也是個人在組織中社會化的過程

。當成員接受組織的信念、價值、目標，並統整個人與組織間價

值、目標系統時，其契合程度愈高， 則個人受組織社會化程度愈

高，並產生特別的信念、態度與行為，並增加對組織目標與任務

的承諾。 

社會化的過程是雙向溝通與互動的過程，需要由學校相關角

色配合，提供教師訊息，使其接受與自己生活經驗相符合的解釋

整合，此一過程契合程度愈高愈能增強教師的態度、信念、行為

，提升教師組織承諾。如圖 2-4 所示。 



48 

 

 

 

 

 

 

 

 

 

 

 

圖 2-4 Reyes 的教師組織承諾模式理論圖 
資料來源:引自＂Teachers Commitment, Job Satisfaction, and School 

Value Orientation: A Study of Public and Private Schools ,＂ 
（p.68） by P. Reyes, & D. G.Pounder,1990,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肆、組織承諾測量工具  

對組織承諾進行構念操作化的工具主要有四種。第一種工具

為Ritzer與 Trice(1969)根據Becker的附屬利益理論(side-bet 

theory)；第二種工具為 Porter et al.(1974)發展出組織承諾量

表(OCQ)，第三種工具為 Hrebiniak 與 Alutto（1972）組織承諾

問卷；第四種為 Allen 與 Meyer 之組織承諾問卷（1990）。以下

詳述各個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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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Porter等人組織承諾（OCQ） 

此為最常見，用以測量組織承諾的工具。Porter、Steers

、Mowday、Boulian 等人採取規範性承諾關點發展出組織承諾問

卷（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Questionnaire，簡稱 OCQ 或

Porter et al., OCQ）。此份問卷主要用來測量受試者的態度性

組織承諾，包括對組織目標與價值認同、為組織努力意願及留職

傾向等構面。國內部份經吳靜吉與楊啟良（1982）修訂、丁虹（

1987）修改後，總共 15 個問題。此量表得分越高，表示其對組織

承諾越高。 

Mowday、Steers 及 Porter 於 1979 年曾做過信度分析，發

現本問卷重測信度係數在 0.53 到 0.75 間，而 Cronbach α係數

均高於 0.88。Ferris 與 Aranya 於 1983 年做過其 Cronbach α 係

數為 0.90。它是目前有關組織組織承諾研究中，使用最多的一份

問卷。 

 

三、Hrebiniak 與 Alutto（H & A）組織承諾問卷 

兩人根據 G. Homans 的交換性觀點及 Becker 附屬利益觀點

，於 1972 年發展出「功利與計算」概念的組織承諾問卷（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Questionnaire，簡稱 H & A., OCQ

）。此份問卷主要用來測量受試者的行為性組織承諾，了解受試

者於四個外在誘因下，離開組織意願的強度。問卷中只有四個題

目，分別在測試受訪者如果只有一份資薪較優、地位較高、同事

相處較融洽、或較可發揮創造力的工作機會時，是否會離開目前

組織去從事該項工作。回答方式採 Likert 五點量表，從絕對會

到絕對不會，分別給 1到 5分。Hrebiniak 與 Altto 以「斯--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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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度」加以校正，所得信度為 0.79。Ferris 與 Aranya 於 1983

年曾做過信度分析，發現 Cronbach α係數為 0.88。國內使用本

問卷做為測量工具者較少。 

 

四、Allen 與 Meyer之組織承諾問卷（1990） 

此份問卷主要用來測量組織承諾三要素觀點，情感承諾（情

感性隸屬）是員工個人價值上的認同與投入組織共 8個選項；計

算承諾（成本考量）是基於員工若離開組織會考慮成本損失，又

分為個人犧牲及低替代機會兩個子構面，亦即前者說明目前若離

開組織個人將受很大影響，後者說明若離開組織將很難找到合適

的替代機會，共 8個選項；規範承諾（義務觀點）則是個人知覺

有道德或義務繼續留在組織共 8個選項。三個構面共計 24 題。 

 

伍、組織承諾的相關研究 

過去二十多年來，國外已有許多研究探究組織承諾實證分析

，大體而言，這些研究發現大多支持轉型領導、組織承諾與組織

效能呈正向關係的假設。這些結果顯示：轉型領導與組織承諾影

響組織效能程度皆相當顯著。國內近十多年來，亦進行過不少相

關主題研究。組織相關研究大致有兩大範疇：一為組織承諾前因

變項探討，一為組織承諾結果變項探討，而影響組織承諾前因變

項大約可分為個人屬性與環境變項兩大類。其中個人屬性變項包

括個人背景變項（如年齡、性別、年資、婚姻狀況、職位、教育

程度等）或性格特質（如成就動機、個人價值理念、控制信念等

）；而學校背景變項包括學校規模、學校歷史、學校位置等。以

下分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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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背景變項與教師組織承諾關係研究 

（一）年齡與組織承諾的關係：Hrebiniak（1974）研究發現組織

成員的年齡與組織承諾呈正相關，年齡對組織承諾有直接影

響，在分析結果被視為一重要的個人態度。黃國隆（1986）、

梁瑞安（1990）、蔡寬信（1993）、莊榮霖（1994）、邱馨

儀（1995）、張瑞村（1998）、黃裕敏（2003）等針對大學

教師、國中教師、國小教師等研究對象均證明年齡與組織承

諾存在著顯著相關。此外，陳金水（1989）、羅俊龍（1995）

研究發現不同年齡的教師，在組織承諾各層面上有顯著差

異。 

 

（二）年資與組織承諾的關係：Hrebiniak 與 Atutto（1972）、

張瑞村（1998）、陳怡君（2000）、黃裕敏（2003）、簡政

為（2005）研究發現年資對組織承諾有明顯的解釋力，年資

與組織承諾之正向關連性，在不同營利機構與非營利機構之

結果相同。黃國隆（1986）、陳金水（1989）發現不同年資

其組織承諾有所差異，年資越高組織承諾越高。梁瑞安

（1990）發現年資18個月內新進員工、年資一年以下之員工

組織承諾最低，其行為承諾與留職機會均與年資成反向關

係。黃國隆（1986）、梁瑞安（1990）、蔡寬信（1993）、

蔡進雄（1993）、 劉春榮（1993）、詹婷姬（1994）、 邱

馨儀（1995）發現教學年資越長的教師組織承諾高於教學年

資資淺。以上分析顯示：大部份研究支持年資與組織承諾呈

正關，但也少數顯示呈U型相關或無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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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職位與組織承諾的關係：張瑞村（1998）、陳怡君（2000）、

簡政為（2005）研究發現職位愈高者，對組織的承諾也愈高。

但黃裕敏（2003）發現職務在組織承諾各層面上沒有差異。 

 

（四）性別與組織承諾的關係：簡政為（2005）研究發現女性人員

的組織承諾大於男性。黃國隆（1986）、蔡寬信（1993）、

蔡進雄（1993）、劉春榮（1993）、邱馨儀（1995）等人則

發現男性教師組織承諾高於女性教師。梁瑞安（1990）、詹

婷姬（1994）、周崇儒（1997）、陳怡君（2000）、黃裕敏

（2003）發現性別與組織承諾性無顯著相關。由上述研究中

發現，多數男性的組織承諾大於女性的組織承諾。唯仍有部

份研究顯示男女性別在組織承諾上無顯著差異。因此性別與

組織承諾關係尚未有一致性結論，有待進一步探討。 

 

（五）學歷與組織承諾的關係：Koch與 Steers（1978）、Angle 與 

Perry（1981）等人研究發現教育程度與組織承諾成負相關。

原因是教育程度愈高者，期望水準愈高，對組織較不容易滿

足其需求，故其組織承諾也就較低。教育程度較高者，「努

力意願」較強，組織承諾與士氣、留職意願愈高。故一般而

言教育程度與組織承諾呈顯著正相關。由上述研究中發現，

部份研究認為教育程度與組織承諾有顯著相關。仍有部份研

究顯示教育程度在組織承諾上無顯著差異。因此教育程度與

性別一樣，與組織承諾關係尚未有一致性結論，有待進一步

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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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背景變項與教師組織承諾關係研究 

學校背景變項包括學校規模、學校歷史、學校位置與教師組

織承諾關係等因素： 

（一）學校規模與教師組織承諾的關係：蔡進雄（1993）、梁丁財

（2002）發現不同學校環境變項，其組織承諾各層面及整體

組織承諾有顯著差異。張瑞村（1994）、簡政為（2005）發

現大規模學校教師之「努力意願」、「組織認同」與「整體

組織承諾」顯著高於小規模學校教師組織承諾；劉春榮

（1993）發現學校規模愈大，教師組織承諾愈高。蔡寬信

（1993）、邱馨儀（1995）發現學校規模越小，教師組織承

諾越高。林靜如（1990）發現服務學校班級數59班以上之教

師，其組織承諾最高，班級數在13-34班間之教師，其組織

承諾最低。Stevens等人(1978)研究顯示學校規模大小與教

師組織承諾無顯著相關。 

（二）學校歷史與教師組織承諾的關係：不同學校歷史與教師組織

承諾部份較少有人進行研究。 

（三）學校位置與教師組織承諾的關係：蔡進雄（1993）發現鄉鎮

地區及中型學校之教師的組織承諾最高，而偏遠地區及小型

學校之教師的組織承諾最低。蔡寬信（1993）、邱馨儀（1995）

調查結果則發現偏遠與鄉鎮地區教師組織承諾最高。詹婷姬

（1994）、陳怡君（2000）、黃裕敏（2003）發現學校規模、

學校地區與教師組織承諾無關。 

 

由上述研究中發現，多數研究認為環境變項與教師組織承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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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顯著相關，並有顯著之預測力。 

 

小結 

教師組織承諾指教師認同學校目標與價值，願為學校的利益

投注更多的努力，並強烈渴望成為學校一份子。 

組織承諾分為『態度性承諾』及『行為性承諾』兩種 。態

度性承諾是指個人對一特定組織之認同與投入的強度，它包括下

列三個因素：價值承諾、努力承諾、留職承諾。行為性承諾是「

個人受制於他自己過去的行為，而經由這種行為導致出一種信念

，以支持他對組織的投入」。 

教師組織承諾的評量面向採用 Porter 等人的「組織認同」

、「努力意願」、「留職意願」的觀點為主。透過蒐集中外有關

組織承諾相關研究並作整理分析，瞭解對組織承諾有顯著影響之

各因素，可作為組織發展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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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校長轉型領導與教師組織承諾之相關研究 
 

經由前述對於轉型領導及組織承諾意涵及其理論基礎的探

討後，本節就近年來對於校長轉型領導及教師組織承諾的相關研

究予以整理說明，以便與研究結果做進一步比較。 

 

壹、轉型領導與組織承諾相關之研究 

一、校長轉型領導與教師組織承諾關係之研究 

范熾文（2005）指出校長是建立教師組織承諾關鍵人物，亦

即校長領導是教師組織承諾重要影響因素。一所成功學校之中，

僅達成既定任務是不夠的；更重要的是，團隊成員能為某種價值

體系而生活在一起，當此願景及教育契約，激勵了教師學生動機

與承諾，就會有超越預期績效產生。總之，附加價值領導著重對

與良善的理念及價值，強調願景、契約，因而能引導成員理解教

育願景，進而能認同與實踐，產生承諾感。而價值領導僅強調學

校日常事務處理技術活動，重視工作計畫與既定目標達成 。  

蔡進雄（1993）、彭雅珍（1998）、范熾文（2002）、詹益

鉅（2001）、簡政為（2005）發現校長轉型領導行為與教師組織

承諾呈正相關。在校長高轉型領導下其教師組織承諾較高。教師

所知覺校長轉型領導行為愈高，教師組織承諾愈高。校長轉型領

導行為與教師組織承諾具有一組典型相關，且對教師組織承諾具

有高預測力。轉型領導對教師組織承諾具有重要影響。大部份研

究顯示轉型領導與教師組織承諾有密切關係，且呈現顯著正相關

。因此，轉型領導可以增進成員組織承諾。  

 

二、不同人口變項對校長轉型領導與教師組織承諾關係影響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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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益鉅（2001）、簡政為(2005)與王美惠（ 2005）研究發

現，教師所知覺校長轉型領導行為與教師組織承諾關係會隨教師

人口變項不同有顯著性差異。范熾文（2002）發現男性、年長、

資深、兼任行政職務教師所知覺校長轉型領導、教師組織承諾較

佳。 

 

三、不同學校環境變項對校長轉型領導與教師組織承諾關係影響之

研究 

詹益鉅（2001）、簡政為(2005)與王美惠（ 2005）研究發

現，教師所知覺校長轉型領導行為在學校規模上有顯著差異。 

 

經由以上研究結果顯示，無論在教育或非教育組織中，對於

轉型領導與組織承諾的關係，多數研究結果支持二者間呈正相關

；亦即領導者採取轉型領導行為有助於提昇成員組織承諾。然而

有關轉型領導與教師組織承諾相關實證研究仍相當有限，尤其以

高中為研究對象的相關研究十分欠缺，本研究希望將台北縣市高

中校長轉型領導與教師組織承諾關係做進一步的探討，以供國內

學者以及實務工作者參考。 

 

 小結 

本章主要在探討校長轉型領導與教師組織承諾關係。從理論

觀之，組織領導者轉型領導與組織成員組織承諾有生命共同體、

密不可分的關係，轉型領導者關心成員高層次價值需求，重視理

念發展，充分授權，使成員產生對組織認同感，富責任感，進而

超越一己之私，為組織奉獻心力。因此，轉型領導可增進成員組

織承諾。在實證研究方面，大部分研究顯示轉型領導與教師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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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諾有密切關係，且呈現顯著正相關。然而有關校長轉型領導與

教師組織承諾相關實證研究仍相當有限，尤其以高中為研究對象

的相關研究十分欠缺，本研究希望將台北縣市高中校長轉型領導

與教師組織承諾關係做進一步的探討，以供國內學者以及實務工

作者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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