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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旨在瞭解國中校長家長式領導與教師組織承諾的現況，探討國中校

長家長式領導與教師組織承諾之間的關係，以及工作滿意是否為家長式領導與

教師組織承諾的中介變項，為達成研究之目的，本研究將以問卷調查為主要的

研究方法，經由客觀資料的收集，並利用統計方法加以分析處理，以了解不同

變項之間的關係。本章就研究架構、研究假設、研究對象、研究工具、以及資

料處理等分述於後。 

 

第一節  研究架構 

    研究者依據研究動機、研究目的、文獻分析，建立本研究之架構圖(如圖3-1)

表示研究變項之間的關係。分別敘述如下： 

 

一、教師背景變項共分為性別、年齡、教育程度、職務、本校服務年

資、學校規模六項。 

二、家長式領導為自變項，共分為三個層面，分別為威權領導、仁慈

領導、德行領導。 

三、教師組織承諾為依變項，共分為三個層面，分別為情感性承諾、

持續性承諾、規範性承諾。 

四、教師工作滿意為中介變項，共分為二個層面，分別為內在滿意、

外在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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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為三個路徑，第一、是教師背景變項分別對家長式領導、教師組

織承諾與教師工作滿意，其個別影響。第二、是家長式領導對教師組織承

諾直接影響。第三、是教師工作滿意對家長式領導與教師組織承諾之間的

中介效果。 

 

 

  圖3-1 國中校長家長式領導與教師組織承諾關係之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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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設 

    根據研究動機與目的、待答問題與文獻探討的結果，提出本研究之研究假

設如下： 

假設一：不同背景變項的國中教師所知覺之校長家長式領導有顯著差異。 

1-1  不同性別的國中教師所知覺之校長家長式領導有顯著差異。 

1-2  不同年齡的國中教師所知覺之校長家長式領導有顯著差異。 

1-3  不同教育程度的國中教師所知覺之校長家長式領導有顯著差異。 

1-4  不同職務的國中教師所知覺之校長家長式領導有顯著差異。 

1-5  不同服務年資的國中教師所知覺之校長家長式領導有顯著差異。 

1-6  不同學校規模的國中教師所知覺之校長家長式領導有顯著差異。 

假設二：不同背景變項的國中教師所知覺之教師組織承諾有顯著差異。 

2-1  不同性別的國中教師所知覺之教師組織承諾有顯著差異。 

2-2  不同年齡的國中教師所知覺之教師組織承諾有顯著差異。 

2-3  不同教育程度的國中教師所知覺之教師組織承諾有顯著差異。 

2-4  不同職務的國中教師所知覺之教師組織承諾有顯著差異。 

2-5  不同服務年資的國中教師所知覺之教師組織承諾有顯著差異。 

2-6  不同學校規模的國中教師所知覺之教師組織承諾有顯著差異。 

 

假設三：不同背景變項的國中教師所知覺之教師工作滿意有顯著差異。 

3-1  不同性別的國中教師所知覺之教師工作滿意有顯著差異。 

3-2  不同年齡的國中教師所知覺之教師工作滿意有顯著差異。 

3-3  不同教育程度的國中教師所知覺之教師工作滿意有顯著差異。 

3-4  不同職務的國中教師所知覺之教師工作滿意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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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不同服務年資的國中教師所知覺之教師工作滿意有顯著差異。 

3-6  不同學校規模的國中教師所知覺之教師工作滿意有顯著差異。 

 

假設四：國中校長家長式領導對教師組織承諾有顯著相關。 

4-1 威權領導與教師組織承諾有顯著負相關。 

4-2 仁慈領導與教師組織承諾有顯著正相關。 

4-3 德行領導與教師組織承諾有顯著正相關。 

 

假設五：工作滿意對於國中校長家長式領導與教師組織承諾的關係，具有顯著 

        的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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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樣本以台北縣公立國中(含完全中學)的現職正式教師為調查分析的

對象，根據研究架構，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進行資料蒐集，茲將研究對象分述

如下： 

壹、 預試樣本 

    依台北縣政府教育局網站所列出96學年度，公立國民中學共計78所（含完

全中學），其中三所屬籌備階段，所以實際有75所，進行抽樣調查。本預試問

卷共計發出170份問卷，回收152份，回收率89.4％。 

 

貳、 正式樣本 

    正式問卷的發放，對於樣本的大小依 Creswell 認為調查研究約需350人，

但仍須視若干因素決定(王文科、王智弘，2004)。為使樣本具有代表性，考量學

校所在地、學校規模大小等因素，將採分層隨機抽樣方式進行，先依不同規模

學校抽取幾所學校，再從學校中抽取教師施測。從臺北縣公立國中（含完全中

學）75所中，12班以下10所，12~36班有15所，37~72班有32所，73班以上有18

所。依班級數不同，分別抽取，12班以下3所，12~36班6所，37~72班18所，73

班以上10所，合計共對37所學校進行調查。共發出問卷共590份，回收問卷後經

刪除無效問卷、填答不全者後，有效問卷共468份，有效回收率79.3％。其有效

樣本數和基本資料如下表3-1及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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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正式問卷施測發出與回收一覽表 

學校規模 發出 回收 回收率 

12班以下 30 13 43.3％ 

12~36班 72 63 87.5％ 

37~72班 288 262 90.9％ 

73班以上 200 130 65％ 

小計 590 468 79.3％ 

 

表3-2  基本資料一覽表 

項    目 組       別 人   數 百  分  比 

（1）男 166 35.5％ 
性    別 

（2）女 302 64.5％ 

（1）25歲以下 16 3.4％ 

（2）26歲~30歲 97 20.7％ 

（3）31歲~40歲 205 43.8％ 

（4）41歲~50歲 118 25.2％ 

年    齡 

（5）51歲以上 32 6.8％ 

（1）研究所（含四十學分班） 177 37.8％ 

（2）師範校院 125 26.7％ 教育程度 

（3）一般大學 166 35.5％ 

（1）教師兼主任  53 11.3％ 

（2）教師兼組長（含副組長） 143 30.6％ 

（3）導師 143 30.6％ 
職    務 

（4）專任教師 129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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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基本資料一覽表（續） 

項    目 組       別 人   數 百  分  比 

（1）1~5年  166 35.5％ 

（2）6~10年 104 22.2％ 

（3）11~20年 151 32.3％ 

（4）21~30年 43 9.2％ 

本校服務年

資 

（5）31年以上 4 0.9％ 

（1）12班以下  13 2.8％ 

（2）13~36班 63 13.5％ 

（3）37~72班 262 56％ 
學校規模 

（4）73班以上 130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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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為配合研究目的與研究內容，本研究以「問卷調查」為主要方式，在蒐集

資料的研究工具，則以研究者自編之「國中校長家長式領導與教師組織承諾問

卷」（見附錄一）為主。以下就量表之編製、預試之實施以及正式量表之編制

等分述如下： 

壹、 量表編製 

    研究者編制之「國中校長家長式領導與教師組織承諾問卷」，是透過相關

文獻分析，並參酌其他有關問卷，綜合整理編制而成。總共分為四個部份：「第

一部份：基本資料」、「第二部份：校長家長式領導量表」、「第三部份：教

師組織承諾量表」、「第四部份：教師工作滿意量表」。分述如下： 

 

一、 「基本資料」： 

性       別：分為「男性」、「女性」 

年       齡：則分為「25歲以下」、「26歲~30歲」、「31歲~40歲」

「41歲~50歲」、「51歲以上」。 

教 育 程 度：則分為「研究所」、「師範校院」、「一般大學」。 

職        務：分為「教師兼主任」、「教師兼組長（含副組長）」、 

「導師」、「專任教師」。 

本校服務年資：則分為「1~5年」、「6~10年」、「11~20年」、「21~30

年」、「31年以上」。 

學 校 規 模 ：「12班以下」、「13~36班」、「37~72班」、「73班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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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校長家長式領導量表 

    「校長家長式領導量表」主要是以鄭伯勳、謝佩鴛、周麗芳(2002) 針對國

民小學老師所知覺校長領導作風，所編製之家長式領導量表，並修訂成適合本

研究之量表。此量表包含威權領導、仁慈領導、德行領導三個分量表，總共有

34題。在經過因素分析後三個分量表的內部一致性信度 Cronbach α分別

為 .91、.97及 .94 ，具有相當不錯的信度。本研究將以Likert式五點量尺來衡量，

從「非常不同意」（1分）到「非常同意」（5分），以了解教師對校長家長式

領導之知覺。 

 

三、 教師組織承諾量表 

    以 Meyer 和 Allen (1993)依據 Meyer 和 Allen 在1991年從承諾的定義裡

發現三個不同的主題：把承諾當成對組織的情感附著，把承諾視為代價與離開

組織之間關聯的一種知覺，及把承諾認為是留在組織的一種義務。他們把這三

種承諾的形式歸為情感性、持續性及規範性承諾。並且修正其量表，情感性、

持續性及規範性承諾各有六題，總共18題，其中題項 3、4、5、13 為反向題。 

Meyer 和 Allen在1993年兩個樣本所測得的內部一致性係數分別是情感性量表

為 .87 和 .85，持續性量表為 .79 和 .83，規範性量表為 .73 和 .77。本研究將

採用 Meyer 和 Allen (1993)所修正的量表，並以Likert式五點量尺來衡量，從「非

常不同意」（1分）到「非常同意」（5分），以了解教師對學校的承諾程度。 

 

四、 教師工作滿意量表 

    主要以 Weiss、Dawis、England、及 Lofquist 等人於1967年所設計明尼蘇達

滿意問卷(MSQ)短版本共20題，並參考吳靜吉、廖素華於1978年的中文翻譯，修

訂成適合本研究之教師工作滿意量表。本量表共分為三個構面，內在滿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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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滿意及一般滿意。Schriesheim 等人在1993年對明尼蘇達滿意問卷經實證研究

及因素分析重新修訂(Hirschfeld，2000)，刪除第1、2、10題，並將第3、7、9、

11、15、16、20題歸為內在滿意，第5、6、8、12、17、18題歸為外在滿意，將

第4、13、14、19題歸為一般滿意。Hirschfeld在2000年的兩個樣本所測得內部一

致性α係數，分別為內在滿意 .85 及 .84，外在滿意 .82 及 .88。本研究將採

用Schriesheim 等人修訂後的明尼蘇達量表共17題，重新編題，內在滿意第1、2、

3、4、5、6、7題，外在滿意第8、9、10、11、12、13題，一般滿意第14、15、

16、17題，並以Likert式五點量尺來衡量，從「非常不同意」（1分）到「非常

同意」（5分），分數越高代表工作滿意越高。 

 

貳、 進行預試因素分析 

    本研究完成問卷編制後，進行預試。共發出170份問卷，剔除問卷填卷不完

整者，有效問卷152份，回收率89.4％。為求量表的建構效度，將進行量表因素

分析，以抽取各量表共同因素，然而因素要選取幾個才是適當的，則以量表之

特徵值大於1、並參考陡坡圖及依理論編制題項時的分層為依據。至於一個因素

應該要有多少題項，一般認為每一個因素應包含3至5個測量變項(李茂能, 

2006)，而王文科(2004)則認為，每個子量表（因素層面）所包含的題項以3~7題

較為適宜，本研究在每一個因素，依因素負荷量的大小選取3~7個題項編制為正

式問卷。茲將因素分析結果說明如下： 

一、 「家長式領導量表」之因素分析 

    以探索性因素分析建構「家長式領導量表」的效度，依據理論在編制是題

時，就已經有隱含因素之間有相關，故採主軸法抽取共同因素，並以Oblimin斜

交轉軸法為轉軸方式，因素的選取則以特徵值大於1、陡坡圖以及理論為依據。

第一次因素分析，選取三個因素，並且將同時出現在兩個因素上以及在其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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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上有較高因素負荷量的試題刪除，在每個因素中選取因素負荷量較高的7題，

每個試題的因素負荷量須大於.5，經刪題後第一個因素保留7題，第二個因素保

留7題，第三個因素保留6題，共20題進行第二次因素分析，結果如下表3-3： 

 

表3-3 「家長式領導量表」因素分析組型矩陣 

題號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共同性 

1 .777   .591 

2 .759   .589 

3 .738   .494 

4 .610   .452 

5 .893   .735 

6 .710   .602 

9 .634   .411 

16  .884  .648 

17  .912  .753 

19  .858  .693 

20  .906  .777 

22  .779  .690 

23  .562  .683 

24  .568  .723 

27   .688 .494 

28   .874 .671 

29   .832 .745 

31   .877 .728 

33   .708 .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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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864 .714 

萃取方法：主軸因子。  旋轉方法：含 Kaiser 常態化的 Oblimin 法。 

a  轉軸收斂於 7 個疊代。 

 

    依因素分析的結果，其「家長式領導量表」應具有建構效度，參考理論依

據，分別將這三個因素命名為「威權領導」、「仁慈領導」、「德行領導」，

如下表3-4： 

表3-4 「家長式領導」因素分析因素命名與題號對照表 

因素層面 預試之題號 題數 

因素一 威權領導 1、2、3、4、5、6、9 7題 

因素二 仁慈領導 16、17、18、19、22、23、24 7題 

因素三 德行領導 27、28、29、31、33、34 6題 

 

二、 「教師組織承諾」之因素分析 

    以探索性因素分析建構「教師組織承諾」的效度，以主軸法抽取共同因素，

並以Oblimin斜交轉軸法為轉軸方式，因素的選取則以特徵值大於1、陡坡圖以

及理論為依據。第一次因素分析，選取三個因素，並且將同時出現在兩個因素

上以及在其他因素上有較高因素負荷量的試題刪除，在每個因素中選取因素負

荷量較高的試題3至7題，每個試題的因素負荷量須大於.5，經刪題後第一個因

素保留3題，第二個因素保留4題，第三個因素保留3題，共10題進行第二次因素

分析，其結果如下表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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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教師組織承諾量表」因素分析組型矩陣 

題號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共同性 

3 .774   .580 

4 .876   .767 

5 .697   .546 

8  .586  .340 

9  .696  .488 

10  .800  .646 

12  .658  .467 

14   .503 .316 

15   .670 .419 

17   .848 .735 

萃取方法：主軸因子。  旋轉方法：含 Kaiser 常態化的 Oblimin 法。。 

a  轉軸收斂於 8 個疊代 

     

    依據因素分析的結果，「教師組織承諾量表」應具有建構效度，並分別將

這三個因素命名為「情感性承諾」、「持續性承諾」、「規範性領導」，如下

表3-6： 

表3-6 「教師組織承諾量表」因素分析因素命名與題號對照表 

因素層面 預試之題號 題數 

因素一 情感性承諾 3、4、5 3題 

因素二 持續性承諾 8、9、10、12 4題 

因素三 規範性領導 14、15、17 3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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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師工作滿意」之因素分析 

    以探索性因素分析建構「教師工作滿意量表」的效度，以主軸法抽取共同

因素，並以斜交轉軸法為轉軸方式，因素的選取則以特徵值大於1、陡坡圖以及

理論為依據。第一次因素分析，選取二個因素，並且將同時出現在兩個因素上

以及在其他因素上有較高因素負荷量的試題刪除，在每個因素中選取因素負荷

量較高的試題3至7題，每個試題的因素負荷量須大於.5，經刪題後第一個因素

保留6題，第二個因素保留3題，另屬於一般滿意的四題，投入因素分析取一個

因素，保留3題，共12題進行第二次因素分析，，結果如下表3-7： 

 

表 3-7 「教師工作滿意量表」因素分析組型矩陣 

題號 因素一 因素二  共同性 

2 .680   .494 

3 .795   .566 

4 .880   .682 

5 .643   .647 

6 .697   .638 

7 .706   .531 

8  .912  .835 

9  .898  .797 

11  .789  .664 

14   .661 .437 

15   .684 .468 

16   .668 .446 

萃取方法：主軸因子。旋轉方法：含 Kaiser 常態化的 Oblimin 法。。 

a  轉軸收斂於5 個疊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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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表3-11可得知，依據因素分析的結果，「教師工作滿意量表」應具有建

構效度，並分別將這二個因素命名為「內在滿意」、「外在滿意」，另外「一

般滿意」包含「內在滿意」、「外在滿意」及第14、16、17題，如下表3-8： 

表3-8 「教師工作滿意量表」因素分析因素命名與題號對照表 

因素層面 預試之題號 題數 

因素一 內在滿意 2、3、4、5、6、7 6題 

因素二 外在滿意 8、9、11 3題 

一般滿意 內在滿意＋外在滿

意＋14、16、17 

2、3、4、5、6、7、8、9、11、14、

16、17 

12題 

 

參、 正式問卷之編制 

    依據參考文獻及相關實證研究本研究預試問卷，經過試題項目分析、信度

分析及探索式因素分析後，刪減題目最後編製成「國中校長家長式領導與教師

組織承諾問卷」（附錄二），總計51題。分成三個量表，「家長式領導量表」

包含三個層面共計20題，「教師組織承諾」包含三個層面共計10題，「教師工

作滿意」包含三個層面共計12題。其題號與預試題號如下表3-9： 

表3-9  「國中校長家長式領導與教師組織承諾問卷」題號與預試題號一覽表 

因素層面 預試之題號 正式問卷題號 題數 

威權領導 
1、2、4、5、6、9、

11 

1、2、3、4、5、6、7 7題 

仁慈領導 
16、17、19、20、

22、23、24 

8、9、10、11、12、13、

14 

7題 

  

家
長
式
領
導 

德行領導 
28、29、30、31、

33、34 

15、16、17、18、19、20 6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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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9「國中校長家長式領導與教師組織承諾問卷」題號與預試題號一覽表（續） 

因素層面 預試之題號 正式問卷題號 題數 

情感性承諾 3、4、5 1、2、3 3題 

持續性承諾 8、9、10、12 4、5、6、7 4題 

教
師
組
織
承
諾 規範性領導 14、15、17 8、9、10 3題 

內在滿意 2、3、4、5、6、7 1、2、3、4、5、6 6題 

外在滿意 8、9、11 7、8、9 3題 
教
師
工
作
滿
意 一般滿意 

2、3、4、5、6、7、8、

9、11、14、16、17 

1、2、3、4、5、6、7、

8、9、10、11、12 

12題 

 

    本研究在正式問卷編製完成時，將進行問卷的發放，並且問卷回收之後，

將對「國中校長家長式領導與教師組織承諾問卷」進行信度分析，以藉此檢驗

本研究之信度。 

 

肆、 正式量表之信度分析 

    依研究者編製之「家長式領導量表」、「教師組織承諾量表」、「教師工

作滿意量表」正式量表進行施測完畢後，將進行正式量表之信度，茲將結果分

述如下： 

一、 「家長式領導量表」之信度分析 

    家長式領導量表共分為「威權領導」、「仁慈領導」及「德行領導」三個

分量表，各分量表題數分別為威權領導7題、仁慈領導7題、德行領導6題，其中

威權領導的α係數為 .887，仁慈領導的α係數為 .925，德行領導的α係數

為 .910，三個量表均大於 .80，可見三個分量表內部一致性相當良好。其信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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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如下表3-10： 

     表3-10 「家長式領導量表」信度分析表 

層面因素 題數 題  號 α係數 

威權領導 7 1、2、3、4、5、6、7 .887 

仁慈領導 7 8、9、10、11、12、13、14 .925 

德行領導 6 15、16、17、18、19、20 .910 

 

二、 「教師組織承諾量表」之信度分析 

     教師組織承諾量表共分為「情感性承諾」、「持續性承諾」及「規範性承

諾」三個分量表，各分量表題數分別為情感性承諾3題、持續性承諾4題、規範

性承諾3題，其中情感性承諾的α係數為 .811，持續性承諾的α係數為 .794，

規範性承諾的α係數為 .648。其信度分析如下表3-11： 

     表3-11 「教師組織承諾量表」信度分析表 

層面因素 題數 題  號 α係數 

情感性承諾 3 1、2、3 .811 

持續性承諾 4 4、5、6、7 .794 

規範性承諾 3 8、9、10 .648 

 

三、 「教師工作滿意量表」之信度分析 

     教師工作滿意量表共分為「內在滿意」、「外在滿意」二個分量表及「一

般滿意」總量表，各分量表題數分別為內在滿意5題、外在滿意3題、一般滿意

12題，其中內在滿意的α係數為 .892，外在滿意的α係數為 .898，一般滿意的

α係數為 .896，三個量表均大於 .80，可見三個分量表內部一致性相當良好。

其信度分析如下表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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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12 「教師工作滿意量表」信度分析表 

層面因素 題數 題  號 α係數 

內在滿意 6 1、2、3、4、5、6 .892 

外在滿意 3 7、8、9 .898 

一般滿意 12 
1、2、3、4、5、6、7、8、

9、10、11、12 
.896 

 

四、 小結 

    信度是指組成量表題項的內在一致性程度如何，依Bryman與Crame（1997）、

Carmines與Zeller（1979）及Gay（1992）都認為α係數要在 .80以上，而學者DeVellis

（1991）、Nunnally（1978）則認為在 .70以上是可以接受的最小信度（引自吳

明隆、塗金堂 , 2005）。而吳明隆（2005）認為信度在 .60以下，應重新修訂或

編製研究工具較為適宜。本研究所編制之「家長式領導量表」、「教師組織承

諾量表」、「教師工作滿意量表」各分量表信度，除了「規範性承諾」低於 .70

以外，其餘都大於.70為可接受的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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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料處理 

    本研究問卷調查回收後，先逐一檢視每份問卷的填答情形，凡資料填寫不

全者即予以剔除，然後再以流水號的方式為每一份有效問卷進行編碼，然後將

所蒐集之有效問卷，利用統計套裝軟體SPSS 12進行統計分析，其處理方法如下： 

一、 描述性統計部分 

    求出基本資料及各量表題項之平均數、標準差及次數分配表。以了解問卷

整體基本概況，以及對各題項得分情形有初步的了解。 

 

二、 t 檢定（t-test） 

以t 檢定考驗不同性別教師在「國中校長家長式領導與教師組織承諾問卷」上，

各分量表得分的差異情形，以了解國中校長家長式領導、教師組織承諾、工作

滿意與教師性別的差異狀況。 

 

三、 單因子變異數分析（one-way ANOVA） 

    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來探討國中教師不同背景變項（年齡、教育程度、職

務、本校服務年資、學校規模）與校長家長式領導、教師組織承諾、教師工作

滿意是否有明顯的差異存在；若F 值達0.05 的顯著水準，再以 Scheffe 法進行

事後比較，以考驗各組之間的相互差異情形。 

 

四、 積差相關 

本研究應用 Pearson 積差相關來進行校長家長式領導與教師組織承諾之間、校

長家長式領導各層面與教師組織承諾各層面之相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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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典型相關   

     以典型相關模型探討校長家長式領導各層面與教師組織承諾各層面之間

的影響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