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且依據第四章之研究結果與相關文獻之綜合討論，歸納成結論，並

提出建議，作為教育行政機關和學校領導人經營管理與未來研究之參考。 

第一節  結 論 

根據第四章研究所得結論歸納如下： 

壹、國民中學教師知覺心理契約實踐、組織公民行為之現況 

一、桃園縣國民中學教師知覺心理契約期待 

桃園縣國民中學教師在對學校的心理契約期待方面，得分最高為「提

供環境支援」此構面之「學校應提供全體教職同仁安全的工作環境」、

「學校應盡力維護校園安寧」、「學校應提供規劃完備的教學環境」、

「學校應尊重每一位教職同仁」、「學校應建立優質的學習環境，以提

升學生學習成就」等。 

其次為「體恤教職部屬」，最低三個均為「建立人情關懷」內的「學

校應關懷教職同仁家庭成員的生活」、「學校應協助教職同仁做好生涯

規劃」、「學校宜關懷教職同仁經濟支助的需求」等三個要素。 

 

二、桃園縣國民中學教師在教師知覺心理契約實踐方面以「提供環境支援」

此構面為最高 

在教師知覺心理契約實踐方面以「學校應提供全體教職同仁安全的工

作環境」為最高，其次為「學校應盡力維護校園安寧」、「學校應提供

規劃完備的教學環境」、「學校應提供軟硬體充足的教學設備」「學校

應建立優質的學習環境，以提升學生學習成就」。而較低的三個分別

為「學校應關懷教職同仁家庭成員的生活」、「學校宜關懷教職同仁經

濟支助的需求」、「學校應協助教職同仁做好生涯規劃」。 

整體而言，教師在知覺學校實際執行方面，認為學校做最多的部分為



均屬於提供環境支援方面。 

 

三、桃園縣國民中學教師整體組織公民行為表現方面，以「敬業精神」及

「認同學校」兩構面得分較高 

在教師組織公民行為表現方面，以「我不會以請假當理由,並將事病

假視為福利」為最高，其次為「縱使教育環境大不如前,我仍願意盡

力擔任好老師的工作」、「我會積極維護學校形象」、「我會準時上課」、

「我會澄清旁人對學校的誤解」。而較低的三個分別為「即使需要自

費參加教師進修,我也願意參加」、「我會在教學研討會中積極發言並

貢獻出個人的專業看法」、「我會主動協助請假的教師,安排其學生的

學習內容」。 

整體組織公民行為方面，教師的表現以「敬業精神」及「認同學校」

兩構面得分較高，得分較低的為「自我實現」的「主動協助請假的教

師,安排其學生的學習內容」方面。大部分教師都能準時上課，對學

校的認同度也都很高，很少有老師會以請假當理由,並將事病假視為

福利；然因教師自主性高，且有其所專業的領域，所以較不願意去干

涉其他教師的教學內容，認為只要進本分將自己工作完成即可，因此

較少主動協助請假的教師,安排其學生的學習內容；也較不會積極發

言，貢獻出個人的專業看法。 

 

貳、不同背景變項之國民中學教師在知覺心理契約實踐之差異 

一、就性別變項而言，不同性別的國中教師在整體知覺心理契約實踐之差

異未達顯著水準，僅在「體恤教職部屬」此構面上，男性教師高於於

女性教師，在「型塑組織願景」、「提供環境支援」、「建立人情關懷」

等構面則未有顯著差異。 



二、就教育程度變項而言，不論是大學畢業或是研究所畢業的教師，在整

體知覺心理契約實踐之差異未有顯著差異，在「型塑組織願景」、「提

供環境支援」、「建立人情關懷」、「體恤教職部屬」等構面則亦未有顯

著差異。 

三、就婚姻變項而言，已婚與未婚的教師在整體知覺心理契約實踐之差異

未有顯著差異，在「型塑組織願景」、「提供環境支援」、「建立人情關

懷」、「體恤教職部屬」等構面則亦未有顯著差異。 

四、就職稱變項而言，不同職務的教師在知覺整體心理契約實踐之差異情

形，達顯著水準，擔任主任職務的教師比擔任導師及專任教師，認為

學校在整體心理契約實踐程度較高。而在「型塑組織願景」方面達到

顯著水準，主任高於導師；在「提供環境支援」方面也達到顯著水準，

主任高於導師，也高於專任教師；而「體恤教職部屬」方面亦達顯著

水準，主任高於導師，也高於專任教師；在「建立人情關懷」方面，

則未有顯著差異。 

五、就年資變項而言，不同服務年資的教師在整體知覺心理契約實踐之差

異未達顯著水準，在「型塑組織願景」、「提供環境支援」、「建立人情

關懷」、「體恤教職部屬」等構面亦未有顯著差異。 

六、就任教領域變項而言，任教於不同領域的教師，在整體知覺心理契約

實踐之差異未達顯著水準；在「型塑組織願景」、「提供環境支援」、「體

恤教職部屬」等構面之差異均未有顯著差異。 

七、就學校規模變項而言，服務於不同學校規模的教師，在整體知覺心理

契約實踐上有顯著差異，服務於 24 班以下的學校教師，在知覺心理

契約實踐程度方面，高於服務於 49 班以上的學校教師。在「型塑組

織願景」及「提供環境支援」方面則未有顯著差異；在「體恤教職部

屬」方面之差異達顯著水準，服務於 24 班以下的學校教師，高於服



務於 49 班以上的學校教師，差異更達.01 顯著水準；而在「建立人

情關懷」方面亦達顯著水準，服務於 24 班以下的學校教師，高於服

務於 25-48 班的學校教師。 

叄、不同背景變項之國民中學教師在組織公民行為展現之差異 

一、就性別變項而言，不同性別的教師在整體組織公民行為之差異未有顯

著差異。在「認同學校」、「助人行為」、「敬業精神」、「公民美德」、「自

我實現」等構面之差異亦未有顯著差異。 

二、就教育程度變項而言，無論教育程度是大學畢業或是研究所畢業的教

師，在整體組織公民行為的表現方面未有顯著差異。在「認同學校」、

「助人行為」、「敬業精神」、「公民美德」、「自我實現」等構面亦未有

顯著差異。 

三、就婚姻變項而言，未婚與已婚的教師在整體組織公民行為表現有顯著

差異；已婚教師在整體組織公民行為的表現方面優於未婚教師。而在

「認同學校」、「助人行為」、「敬業精神」、「公民美德」、「自我實現」

等各構面則未有顯著差異。 

四、就職稱變項而言，擔任不同職務的教師在整體組織公民行為表現有顯

著差異；擔任主任職務的教師，在組織公民行為的表現方面，優於組

長、導師、專任教師。在「認同學校」、「助人行為」、「公民美德」等

方面之表現有顯著差異；主任高於組長、導師、專任教師。而在「敬

業精神」、「自我實現」方面之表現也有顯著差異；主任高於組長、導

師。 

五、就年資變項而言，不同教學年資的教師在整體組織公民行為之表現

方面有顯著差異；服務年資在 25 年以上的教師，在組織公民行為

的表現方面，優於服務年資 1-3 年的教師、4-6 年的教師。在「認

同學校」、「自我實現」、「公民美德」等方面之表現有顯著差異；服



務 25 年以上的教師高於服務 1-3 年的教師、4-6 年的教師。「助人

行為」、「敬業精神」方面之差異則未有顯著差異。整體而言，服務

25 年以上的教師在組織公民行為各構面的表現方面，優於服務 6年

以下的教師。 

六、就任教領域變項而言，不同任教領域的教師在整體組織公民行為之

表現未有顯著差異，而在「認同學校」、「助人行為」、「敬業精神」、

「公民美德」、「自我實現」等各構面之表現亦未有顯著差異。教師

在組織公民行為的表現方面，並不會因為任教科目的不同，而有所

差異。 

七、就學校規模變項而言，服務於不同學校規模的教師在整體組織公民

行為之差異達顯著水準；服務於 24 班以下的教師，在組織公民行

為的表現方面，優於服務於 49 班以上的教師。而在「認同學校」、

「助人行為」方面之表現則未有顯著差異。在「敬業精神」、「自我

實現」方面之表現有顯著差異，服務於 24 班以下的教師，優於服

務於 49 班以上的教師。「公民美德」方面之表現也有顯著差異；服

務於 24 班以下的教師，優於服務於 25-48 班的教師。 

整體而言，服務於規模較小的學校教師，其組織公民行為的表現方

面，比服務於大型規模的學校教師好，服務於中型規模學校則次之。 

 

肆、國民中學教師心理契約期待與知覺心理契約實踐之差異 

學校教師的期待程度遠比學校所執行的程度要高。將教師心理契約期待與

知覺學校執行情形的實踐部分做比較，教師在「型塑組織願景」、「提供環境支

援」、「建立人情關懷」等各構面之期待與實踐方面有顯著差異。  

教師心理契約期待與教師知覺學校實際執行情形的各要素部分，做差異分

析比較，教師在整體心理契約的期待與實踐方面的差異，除了「體恤教職部屬」



方面的「學校應建立良好的溝通管道」、「學校應願意傾聽教職同仁的聲音」、「學

校應尊重每一位教職同仁」、「學校應公平對待每一位教職同仁」、「學校應建立

完善的教職員工福利制度」及「建立人情關懷方面」之「學校應協助同仁做好

生涯規劃」等五要素，未有顯著差異外；其餘均有顯著差異。由此可以得知，

學校教師大多認為學校在「體恤教職部屬」方面較有做到，有良好的溝通管道、

也願意傾聽教職同仁的聲音、尊重、公平對待每一位教職同仁…等；而教師在

其餘各構面的期待程度仍遠比學校所實際執行的程度要高。 

伍、國民中學教師知覺心理契約實踐與組織公民行為相關情形 

「型塑組織願景」、「提供環境支援」、「體恤教職部屬」、「建立人情關懷」

經由典型因素可說明組織公民行為的「認同學校」、「助人行為」、「敬業精神」、

「公民美德」、「自我實現」等構面總變異量的 23.5﹪。 

如果以組織公民行為為控制變項，教師知覺心理契約實踐為效標變項，則

組織公民行為經由典型因素可說明教師知覺心理契約實踐總變異量 15.42﹪。 

心理契約實踐此變項其結構係數最低為－.710，最高為－.934；組織公民

行為結構係數最低為－.595，最高為－.878，可見得教師心理契約各構面均會

影響組織公民行為，又因係數均為負數，可知教師知覺心理契約實踐程度愈

低，教師所展現組織公民行為就愈低。 

 

陸、國民中學教師知覺心理契約實踐對組織公民行為之預測分析 

一、在預測國民中學教師知覺心理契約實踐對組織公民行為之「認同學校」

此構面的表現上，有教師知覺心理契約實踐之「體恤教職部屬」及「提

供環境支援」等二個預測變項達到顯著水準，其聯合預測力為 15.7﹪，

其中以知覺「體恤教職部屬」實踐對「認同學校」的影響最大。學校

領導人員在「體恤教職部屬」及「提供環境支援」等方面，讓教師知

覺實踐程度愈高，其展現出之認同學校程度就愈高。 



二、在預測國民中學教師知覺心理契約實踐對組織公民行為之「助人行為」

此構面的表現上，有教師知覺心理契約實踐之「體恤教職部屬」及「提

供環境支援」等二個預測變項達到顯著水準，其聯合預測力為 16.9﹪，

其中知覺「體恤教職部屬」實踐對「助人行為」的影響最大。學校領

導人員在「體恤教職部屬」及「提供環境支援」等方面，讓教師知覺

實踐程度愈高，其展現出之助人行為就愈高。 

 

三、在預測國民中學教師知覺心理契約實踐對組織公民行為之「敬業精神」

此構面的表現上，有教師知覺心理契約實踐之「體恤教職部屬」一個

預測變項達到顯著水準，預測力為 8.7﹪。學校領導人員在「體恤教職

部屬」方面，讓教師知覺實踐程度愈高，其愈會展現出敬業精神。 

 

四、在預測國民中學教師知覺心理契約實踐對組織公民行為之「公民美德」

此構面的表現上，有教師知覺心理契約實踐之「體恤教職部屬」及「提

供環境支援」等二個預測變項達到顯著水準，其聯合預測力為 17.4﹪，

其中知覺「體恤教職部屬」實踐對「公民美德」的影響最大。 

 

五、在預測國民中學教師知覺心理契約實踐對組織公民行為之「自我實現」

此構面的表現上，有教師知覺心理契約實踐之「體恤教職部屬」一個

預測變項達到顯著水準，其聯合預測力為 9.3﹪。由此可知，學校領導

人員在「體恤教職部屬」方面，讓教師知覺實踐程度愈高，其展現出

之自我實現層度就愈高。 

 

六、在預測國民中學教師知覺心理契約實踐對整體組織公民行為之表現

上，有教師知覺心理契約實踐之「體恤教職部屬」及「提供環境支援」



等二個預測變項達到顯著水準，其聯合預測力或解釋教師整體組織公

民行為展現的總變異量為 18.8﹪。其中知覺「體恤教職部屬」實踐對

「整體組織公民行為」的影響最大，由此可知，學校領導人員在「體

恤教職部屬」及「提供環境支援」等方面，讓教師知覺實踐程度愈高，

其展現出之組織公民行為就愈多。 

 

 

 

 

 

 

 

 

 

 

 

 

 

 

 

 

 

 

 

 



第二節 建 議 

根據本研究結果與歸納之結論，研究者提出以下建議，供教育行政機關、

學校校長、主管人員即未來研究參考，希冀能夠增加國民中學教師展現更多組

織公民行為。 

 
壹、對實務上之建議 

 

一、校長或主管行政人員應對於教師的心理契約的形成發展與實踐情形進

行行動研究 

本研究發現，教師知覺心理契約實踐與組織公民行為具有正相關，且

教師心理契約實踐的構面可以對組織公民行為具有預測力，兩者有因果關

係。因此教育行政主管人員應重視教師心理契約的型塑歷程，藉由行動研

究來持續檢視教師心理契約實踐程度，作為改善依據，增進教師組織公民

行為之展現，以期能型塑優質文化之學校。而從逐步多元迴歸所建立的迴

歸方程式得知，學校應積極加強教師心理契約之「型塑組織願景」、「提供

環境支援」、「體恤教職部屬」與「建立人情關懷」等四個構面，以促進教

師組織公民行為之展現。 

 

二、校長應充實領導知能、培養個人領導魅力 

領導不僅是科學，更是一門藝術，沒有放諸四海皆準的固定模式，必

須根據學校特性及教職員的組成作調整；此外領導人個人領導魅力的展

現，能贏得組織成員的認同與支持，進而成為學習崇拜的對象，產生高度

的向心力與強烈的工作動機。所以教育行政機關應充實學校領者的領導知

能，使其能運用適宜的領導行為，以專業知能與自信、敏銳前瞻的眼光及

對教育工作的堅定信念與理想，帶領學校成員共同勾勒學校改革藍圖，塑

塑追求學校願景，以達成學校教育目標。 

 

 



三、校長或學校主管人員應多關心未婚教師 

本研究發現，已婚教師在整體組織公民行為的表現上優於未婚教師。

學校領導人員可多關懷未婚教師，設法為其尋求精神寄託，使其更加願意

展現更多組織公民行為。建議：（一）適時關心、支持、指導與鼓勵；（二）

多舉辦教職員文康活動；（三）成立校內讀書會等成長團體；（四）鼓勵教

師進修，並作好生涯規劃；（五）鼓勵教師培養教學以外之專長與興趣；（六）

辦理校內、外未婚教師聯誼活動。 

 

四、學校領導人應多鼓勵成員持續學習，追求知識成長 

本研究發現，教師敬業精神較高，而在「公民美德」、「自我實現」兩

構面：願意自費參加教師進修及貢獻個人專業看法的得分較低表現較低，

顯示老師在面對教育工作時，縱使教育工作環境不如以前，但仍會盡力扮

演好教師的角色；但是願意花時間經費自我學習以提昇工作品質、貢獻自

我專業方面，仍有待改進。在競爭劇烈的時代，學校以不再如以往的受養

護，唯有教職員不斷地自我學習、精進，才能使學校運作良好，因此教育

行政機關必須將此觀念傳達給教育工作者，使其能不斷學習、自我充實、

吸收新知，以便能精進教學方式與教育理念，有效處理與學生相關的各種

事務，提昇工作品質。 

而學校領導人應多鼓勵成員發揮創意思考解決問題、養成自我檢討與

反省的習慣，並能自我挑戰，以充分發揮個人潛能，達成自我實現。可採

取下列做法（劉雅菁，民 87）：1.營造開放的環境，讓組織成員發揮想像

力；2.鼓勵組織成員勇於嘗試各種新事物；3.激勵組織成員勇於表達自己

的意見與想法；4.鼓勵組織成員以創新觀點思考問題；5.給予組織成員挑

戰性工作，並表達對其之高度期望。 

 

 

 



五、校長或學校主管人員應該多主動關懷組織成員 

本研究結果發現，在教師知覺心理契約實踐方面「建立人情關懷」的

得分最低，所以學校領導人應多重視成員的個別關懷，採取人性化領導，

在不違反原則下，設法滿足組織成員個人需求（林俊成，民 88）。本研究

亦發現，在 49 班以上之學校規模任教之教師，其組織公民行為的表現，

明顯低於學校規模在 24 班以下之任教之教師，大型學校教師在組織公民

行為的表現，不如小型學校，這值得大型學校領導人多加注重並改善。學

校領導人可採用的方式如下：1.建立暢通的意見表達管道及合宜的申訴制

度；2.建立公平合理的獎懲制度；3.兼顧學校目標與同仁需求；4.多與組

織成員互動瞭解個人需求；5.組織成員身心倦怠或遭遇困難時，適時給予

支持與協助；6.與組織成員建立社會性情感，多關心成員的家人及生活。 

 

六、校長或學校主管人員應該多加體恤女性教師，並展現支持行動 

本研究發現，國民中學女性教師在體恤教職部屬感受到心理契約實踐

程度較男性教師為低，顯示女性教師較感受不到學校或主管人員對其表現

出體恤與重視。探究原因，或許與目前男性主管人員較多，男性主管與男

性教師之間的互動較沒有性別上的差異及隔閡。因此學校主管人員應該多

加強對女性教師的體恤表現，對兼任行政職務女性教師多給予鼓勵及體

恤，讓女性教師感受到上級長官體恤部屬的心意，消除性別在心理契約實

踐上的隔閡。 

 

七、教師的組織公民行為表現仍有提升的空間，有待主管行政人員引導 

本研究調查結果得知，目前國民中學教師組織公民行為的表現，屬於

中上程度，但平均得分尚未達非常符合的程度，顯示仍有進步的空間；在

本研究中就組織公民行為的內涵來看，教師在公民美德及自我實現的表現

方面顯得較低，這均有待行政人員的引導。引導的方向可從建立組織的獎



勵制度、建立較高的社會情感交流、給予教師在工作經驗上的協助與支持

等方面著手。教師組織公民行為的展現能夠讓學校人力資源分配與人員訓

練節省下相當多的精力與時間，例如：資深教師展現多一點組織公民行為

中的助人行為，那麼學校在許多教學工作之經驗，就會因而被傳承，知識

也容易分享，學生自然受惠，學校效能也能因而提高。反之，學校教師的

組織公民行為未獲得提昇，許多的教學知識與經驗，就必須不斷地花時間

來訓練與告知新任教師，時間與精力都在無形中付出。所以行政主管人員

應該多思考提昇教師組織公民行為的方法，給予教師支持，與教師建立情

感交換的關係，並進而建立起學校行政與教師之間價值觀的一致性。 

 

八、校長應多鼓勵教師兼任行政職務 

本研究結果發現，擔任主任職務的教師，在知覺心理契約實踐程度及

組織公民行為的表現方面，均明顯高於導師及專任教師；所以校長應建立

合宜的行政人員養成制度，有計畫培養更多優秀教師兼任行政職務，鼓勵

教師自我挑戰，以期能提昇教師組織公民行為之展現，增進學校效能。 

 

九、校長或學校主管人員應賦予資深教師任務，善用其知識與經驗  

過去教育現場的印象是：年紀越小的教師，越有熱誠，而年紀越大的

教師越不關心學校；然經本研究調查結果得知，服務年資在 25 年以上之

資深教師，在組織公民行為的表現上，優於服務年資 6年以下之教師；可

見得資深教師是關懷學校效益的。所以學校主管人員應多善用資深教師的

知識與經驗，給予其擔負責任的機會，使其能提供知識經驗與建議，成為

學校智庫。 

 

 

 



貳、對後續研究之建議 

一、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以桃園縣公立國中正式教師為研究對象，其研究結果之推論性

及代表性受到限制，為求理論的周延，對於教師知覺心理契約實踐與組織

公民行為的關係，未來研究應包含國民小學教師、高級中學教師，因此研

究對象可擴及公私立各級學校及其他縣市，使研究結果更具推論性及代表

性。 

 

二、研究變項方面 

 

本研究以教師心理契約為自變項，教師組織公民行為為依變項，來探

討教師知覺心理契約實踐與組織公民行為之關係，變項因素較單純。未來

研究者可加入更多變項探討，如：領導風格、工作滿足、人格特質、工作

壓力、組織氣候、組織公平等。而本研究之國中教師背景變項包括：性別、

婚姻、職稱、年資、教育程度、任教領域、學校規模等六個變項，未來研

究應可納入服務處室、學校所在地、校齡、年齡等變項加以探討。 

 

三、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以文獻分析及問卷調查為主。未來研究者除了採取量化研究之

外，可以考慮兼採訪談、觀察及個案研究等質性研究方法，以獲取調查數

據以外的資料，對研究對項能有更深入的瞭解。 

 

 

 

 

 



四、研究工具方面 

 

本研究使用之「國民中學教師知覺心理契約問卷」及「國民中學教師

組織公民行為問卷」，係分別採用陳美娟（民 95）與廖大偉（民 94）所編

製之問卷，本問卷具有良好的信度與效度。未來研究者可於問卷中可加入

反向題，另可考慮設計數題開放性題目，以便過濾出敷衍作答之問卷，且

更能深入了解研究對象，使研究結果更具參考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