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3

內部行銷認知 

 

1. 管理支持策略 
2. 凝聚溝通策略 
3. 教育訓練策略 
4. 參與賦權策略 
5. 激勵鼓舞策略 

   人口變項 

1.性別 

2.年齡 

3.教育程度 

4.服務年資 

5.現任職務 

   環境變項 

1.學校規模 

2.學校位置 

內部行銷運作 

 

1. 管理支持策略 
2. 凝聚溝通策略 
3. 教育訓練策略 
4. 參與賦權策略 
5. 激勵鼓舞策略 

內部行銷執行困境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章共計分為四節，以下將依序就研究架構、研究對象、研究工具、實

施程序以及資料處理與分析加以說明。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及相關文獻探討之結果，規劃發展出本研究之架

構，藉以了解不同背景變項對於內部行銷認知及運作的概況及差異情形，並

探討內部行銷執行困境，詳如圖 3-1 所示。 

 

 

 

 

 

 

 

 

 

 

 

 

 

 

                          圖 3-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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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研究架構中所包含之各主要變項，分別說明如下： 

一、背景變項  

(一)人口變項 

    1.性別：分為「男」、「女」兩組。 

    2.年齡：分為「30 歲以下」、「31-40 歲」、「41-50 歲」、「51 歲以上」等 

     四組。 

    3.教育程度：分為「高中職」、「一般大學或學院」、「師大、師院或大學  

      教育系」、「研究所( 含四十學分班)」四組。 

    4.服務年資：分為「10 年以下」、「11-20 年」、「21 年-30 年」、「31 年 

     以上」四組。 

    5.現任職務：分為「兼任學校行政工作之教師(各處室主任、組長)」、「ㄧ 

     般教師(含導師及專任教師)」、「專任行政人員(會計主任、人事主任、 

     佐理員、職員及工友)」三組。 

(二)環境變項 

    1.學校規模：分為「12 班以下」、「13-24 班」、「25-48 班」、「49 班 

      以上」四組。 

    2.學校位置：分為「一般地區」、「偏遠地區」二類。 

二、內部行銷認知變項 

    為研究對象知覺內部行銷之重要性，內涵上包括管理支持策略、凝聚溝 

通、教育訓練策略、參與賦權策略以及激勵鼓舞策略等五個向度層面。 

三、內部行銷運作變項 

    為研究對象知覺該校內部行銷運作之實際情形，內涵上包括管理支持策

略、凝聚溝通策略、教育訓練策略、參與賦權策略以及激勵鼓舞策略等五個

向度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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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內部行銷執行困境 

    了解研究對象任職學校內部行銷實施困難或問題。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桃園縣公立國中之學校教職員工為研究母群體，以九十六學年

度桃縣政府教育局製編之國民中小學校名冊為依據，以分層隨機抽樣方式抽

取桃園縣內公立國民中學之行政人員(含兼任及專任之主任、組長、職員及

工友)、ㄧ般教師等學校員工為研究樣本，進行問卷調查。茲就研究母群、

抽樣學校及教師樣本數選取詳加說明。 

壹、母群體概況 

    桃園縣全縣各鄉鎮市公立國民中學及完全中學國中部(不含籌備階段學

校及未滿三個年段的新設校)合計共 57 所，教職員工總數共 5936 人，詳如

表 3-1。 

表 3-1 研究母群概況表 

(A)學校規模 (B)數量(所) 
(C)教職員工總數

(人) 
(D)班級數比例 B/E (%) 

12 班以下 5 148 8.8% 

13-24 班 12 694 21.1% 

25-48 班 22 2086 38.6% 

49 班以上 18 3008 31.6% 

合計 (E)57 5936 100% 

資料來源：桃園縣政府教育局(2007)。桃園縣中小學名冊。 

貳、問卷調查對象 

一、預試樣本 

    本研究預試樣本分別抽取 13-24 班、25-48 班、49 班以上不同規模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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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龜山、會稽、永豐、龍岡、平鎮等五所國中，包括兼任、專任行政人員

及一般教師，共 150 人為問卷調查之樣本。總共發放問卷 150 份，回收 140

份，其中無效問卷 1 份，回收率為 93.3%，問卷可用率為 92.7%。12 班以下

學校全縣只有五所且在學校位置上兼具偏遠地區特性，保留於正式施測時再

行施測。 

二、正式樣本 

    Airasian 和 Gay 指出敘述研究的樣本，需佔母群體的 10%(引自王文科、

王智弘，2005)。本研究母群共計 5936 人，以分層隨機抽樣方式自不同學校

規模中按比例抽取適當人數施測。本研究正式樣本之選取，在剔除預試學校

後共有 54 所，因囿於經費，選取全縣三分之二之學校為對象，並依各學校

規模之比例，分別抽取 12 班以下 4 所、13-24 班 8 所、25-48 班 15 所、49

班以上 12 所共計 39 所學校，包括兼任、專任行政人員及導師、專任教師等

一般教師共計 628 人為樣本，正式樣本選取方式詳如表 3-2 所示。 

 表 3-2 正式樣本一覽表 

兼任行政人員 專任行政人員 ㄧ般教師 合計 
      類別 

樣 
        本 
學校規模 學校數 樣本數 學校數 樣本數 學校數 樣本數 總數 

12 班以下 4 4 4 2 4 6 48 

13-24 班 8 4 8 2 8 8 112 

25-48 班 15 4 15 2 15 10 240 

49 班以上 12 4 12 3 12 12 228 

正式樣本 

抽取數 
628 

  資料來源：桃園縣政府教育局(2007)。桃園縣中小學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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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方式進行，研究工具為「桃園縣國民中學內部行銷調

查問卷」，問卷主要內容包括「基本資料」、「學校內部行銷認知與運作量表」

及「內部行銷執行困境」三個部份。其中「學校內部行銷認知與運作量表」

用以了解國民中學學校教職員工對內部行銷的認知及學校內部行銷運作的

概況；「內部行銷執行困境」用以了解國民中學內部行銷實施的困難及問題。

以下就問卷架構內容、問卷填答計分、題目篩選以及預試實施等項目詳加說

明。 

壹、問卷架構內容 

  一、基本資料 

    依據文獻探討中相關研究之所得，選定合宜的背景變項作為第一部分基

本資料的填答題項，包括填答者之性別、年齡、教育程度、服務年資、現任

職務及填答者學校規模及學校位置等變項。 

  二、內部行銷認知與運作量表 

    本量表初稿編製乃參考康譽瓊(2001)、王翠品(2002)、尤玲妙(2003)、柯

虹如(2003)、郭振生(2003)、黃義良(2004)、呂美芬(2006)、陳岳男(2006) 、

吳佳玲(2007)等研究(詳如附錄一)所發展的內部行銷問卷，再依文獻探討所

得加以彙編而成。此量表包括管理支持策略、凝聚溝通策略、教育訓練策略、

參與賦權策略以及激勵鼓舞策略等五個向度，共 27 題。 

  三、內部行銷執行困境 

    此部分在了解學校進行內部行銷的潛藏的問題或困難，考量完全開放的

問題形式，受試者作答的意願不高，因此訪問教育現場工作者並根據研究者

實務經驗及專家之建議，臚列內部行銷實施時可能的問題，由受試者進行勾

選，共 48 題，第 49 題則開放受試者自由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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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問卷填答與計分 

    「學校內部行銷認知與運作量表」上採用 Likert 五點量表，根據受試者

的觀察與知覺，內部行銷認知量表從「非常重要」到「極不重要」，內部行

銷運作量表從「非常符合」到「極不符合」等五個等級，分別給予 5、4、3、

2、1 分，各項分別計分，最後再計算各向度與全體問卷總分。「內部行銷執

行困境」問卷採用可複選方式，由受試者依照自己任職之學校實際實施的現

況進行勾選及填答，依填答結果計算各題的勾選次數。 

参、題目篩選 

ㄧ、專家效度的建立 

    問卷各部份初稿完成後，經指導教授推薦與研究主題、研究方法相關之

國內學者及教育現場專家(如表 3-3、表 3-4 所示)，針對問卷內容之適切性提

供修正意見，藉以建立專家效度(附錄二)。 

   表 3-3 內部行銷認知與運作量表專家內容效度審核名單 

專家姓名 服務單位/現任職務 

丁學勤 國立台南大學校經營與管理研究所教授 

沈杏熾 桃園縣立新屋國民中學校長 

吳清明 桃園縣教育處國民中學候用校長 

林志成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林明地 國立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教授 

柏承安 桃園縣立龍岡國民中學校長 

高鴻怡 桃園縣立楊明國民中學校長 

陳木金 國立政治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授兼任總務長 

陳春發 桃園縣立竹圍國民中學校長 

張明輝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教育政策與研究所教授 

郭昭佑 國立台灣藝術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授兼任主任秘書 

湯  堯 致遠管理學院教育研究所教授兼任研發長 

黃麗米 桃園縣立大坡國民中學校長 

鄭彩鳳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教授兼任實習輔導處處長  

謝金青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職業繼續教育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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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4 內部行銷執行困境專家審核名單 

專家姓名 服務單位/現任職務 

江義鴻 桃園縣立龍興國民中學教師 

吳雲嬌 桃園縣立平興國民中學主任 

黃麗米 桃園縣立大坡國民中學校長 

鄧月鳳 桃園縣立龍岡國民中學組長 

     註：依專家姓氏筆劃順序排列。 

二、預試問卷完成 

    內部行銷認知與運作量表經專家內容效度考驗，彙整統計專家意見 (如

表 3-5 所示)，專家勾選「適合」及「修正後適合」的百分比相加，僅 2 題未

達 100%。「適合」率達 100%者，保留原題，其餘各題則在修正後均予保留。

修正過程乃根據專家之意見並與指導教授充分討論，而後編製成預試問卷題

目(附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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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內部行銷認知與運作量表專家效度摘要表 
適合 
(X) 

修正後 
適合(Y) 不適合 X+Y 結果 向 

度 
題 
號 

N % N % N % % 原題保留 修正保留 刪除
1 14 93 1 7 0 0 100    
2 14 93 1 7 0 0 100    
3 9 60 6 40 0 0 100    
4 14 93 1 7 0 0 100    

管 
理 
支 
持 

5 8 53 7 47 0 0 100    
6 11 73 4 17 0 0 100    
7 13 87 2 13 0 0 100    
8 12 80 3 20 0 0 100    
9 13 87 2 13 0 0 100    

10 12 80 3 20 0 0 100    
11 13 87 2 13 0 0 100    

凝 
聚 
溝 
通 

12 9 60 6 40 0 0 100    
13 11 73 3 20 1 7 93    
14 14 93 1 7 0 0 100    
15 12 80 2 13 1 7 93    
16 12 80 3 20 0 0 100    

教 
育 
訓 
練 

17 10 67 5 33 0 0 100    
18 11 73 4 27 0 0 100    
19 15 100 0 0 0 0 100    
20 15 100 0 0 0 0 100    
21 15 100 0 0 0 0 100    

參 
與 
賦 
權 

22 12 80 3 20 0 0 100    
23 13 87 2 13 0 0 100    
24 13 87 2 13 0 0 100    
25 14 93 1 7 0 0 100    
26 12 80 3 20 0 0 100    

激 
勵 
鼓 
舞 

27 11 73 4 27 0 0 100    

     

三、預試問卷施測 

    為瞭解問卷的可行性與實用性，在問卷編修完成之後進行小樣本(如表

3-6 所示)的預試問卷調查，蒐集相關資料加以分析以作為正式問卷編修之依

據。 

 

 



 71

表 3-6 預試問卷施測情形一覽表 

學校規模 學校名稱 發出問卷 回收問卷 廢卷 回收率 

13-24 班 龜山國中 25 25 0 100% 

龍岡國中 25 24 0 96% 

會稽國中 25 20 0 80% 24-48 班 
永豐 

完全中學 25 25 0 100% 

49 班以上 平鎮國中 50 46 1 94% 

總計 5 所 150 140 1 93.3% 

 

四、預試問卷統計分析 

   預試問卷分析之主要目的是從各種分析方法所呈現的結果中判斷挑選適

當的題目，納入正式問卷。本研究在內部行銷與運作量表採用項目分析、因

素分析及信度分析進行考驗。項目分析方面以極端組檢核法及同質性檢驗進

行統計分析，並依統計結果篩選適合的題目，因素分析則考驗各向度各個題

項的因素負荷量作為篩選題目的依據，信度分析則用以考驗量表量表的可靠

程度。在內部行銷執行困境上，統計各題勾選次數，並作排序，刪去勾選次

數為 0 的題目。 

(一)項目分析 

    本研究之項目分析採極端組檢核法和同質性檢核法進行，步驟說明如

下： 

 1.極端組檢核法 

  (1)計算各題之總分，利用次數分配表將全體受試者得分最高之 27%，及 

  得分最低之 27%，分為高低分兩組。 

  (2)以此高低分之兩組小樣本進行獨立樣本 t 檢定，視 t 值(決斷值)是否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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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顯著差異，高低分組具有顯著差異代表題目的鑑別度較佳；無顯著差異

的題目列為刪去的參考。 

2.同質性檢核法 

  (1)以個別題項與總分的相關係數是否達到顯著，作為選題的依據。如檢驗

結果未達顯著，或出現低相關，代表題項與整體量表的同質性不高，應列

為刪去的目標。 

(2)求個別題項刪除後，整體量表α係數值的改變來作為選題的依據。刪題

後如果整體量表係數提高，有可能此題與其他題項的同質性並不相同，可

以考慮刪除。 

3.項目分析結果 

 (1)內部行銷認知量表之項目分析結果 

    經極端組比較，量表中各題 CR 值介於-20.857 至-6.401 之間，所有題目

均達顯著水準(p<.001)；同質性檢驗結果顯示，所有題目除第二題相關係數

為.585 較低之外，其餘題項均高於.6，其值介於.585 至.857 之間(p<.01)，

呈現中、高度相關；而刪題後α係數並無題項刪除而導致總量表係數突增

的現象。因而此量表的各題經此二階段檢驗後，題項均予以保留。 

 (2)內部行銷運作量表之項目分析結果 

    經極端組比較，量表中各題 CR 值介於-12.928 至-6.965 之間，所有題目

均達顯著水準(p<.001)，同質性檢驗結果顯示，所有題目除第第八題相關係

數為.539 較低之外，其餘題項均高於.6，其值介於.539 至.817 之間(p<.01)，

呈現中、高度相關；而刪題後α係數並無題項刪除而導致總量表係數突增

的現象。因而此量表的各題經此二階段檢驗後，題項均暫時予以保留(如表

3-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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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內部行銷認知與運作量表項目分析摘要表 

極端組比較 同質性檢驗 

題目與 
總分相關 

校正題項與
總分相關 

題項刪除後
的α係數 

預
試
題
項 

內部行銷
認知 

(決斷值) 

內部行 
銷運作 

(決斷值) 
內部
行銷
認知 

內部
行銷
運作 

內部
行銷
認知

內部
行銷
運作

內部
行銷
認知 

內部
行銷
運作 

備 

註 

 

1 -8.301*** -7.874*** .668** .625** .640 .596 .969 .964 保留 

2 -6.401*** -8.106*** .585** .659** .554 .633 .970 .964 保留 

3 -9.686*** -9.235*** .699** .717** .674 .692 .969 .963 保留 

4 -10.049*** -10.046*** .714** .744** .690 .720 .969 .963 保留 

5 -8.966*** -10.186*** .625** .731** .593 .707 .970 .963 保留 

6 -10.047*** -9.717*** .722** .693** .698 .669 .969 .964 保留 

7 -10.869*** -10.981*** .692** .700** .663 .672 .969 .964 保留 

8 -10.263*** -7.725*** .679** .539** .651 .503 .969 .965 保留 

9 -13.692*** -6.965*** .733** .606** .707 .573 .969 .964 保留 

10 -17.159*** -9.406*** .810** .707** .793 .676 .968 .964 保留 

11 -11.288*** -12.043*** .708** .785** .682 .764 .969 .963 保留 

12 -11.292*** -12.232*** .767** .817** .747 .799 .969 .963 保留 

13 -12.288*** -9.475*** .764** .651** .743 .618 .969 .964 保留 

14 -12.898*** -10.899*** .814** .773** .797 .752 .968 .963 保留 

15 -11.300*** -9.883*** .747** .666** .724 .636 .969 .964 保留 

16 -15.367*** -11.951*** .760** .744** .738 .721 .969 .963 保留 

17 -13.449*** -12.928*** .764** .813** .741 .795 .969 .963 保留 

18 -11.399*** -11.674*** .775** .799** .754 .779 .969 .963 保留 

19 -11.062*** -11.869*** .779** .798** .759 .777 .968 .963 保留 

20 -11.243*** -11.045*** .813** .772** .796 .748 .968 .963 保留 

21 -12.429*** -12.413*** .802** .793** .784 .772 .968 .963 保留 

22 -13.737*** -10.922*** .818** .769** .800 .748 .968 .963 保留 

23 -13.966*** -10.506*** .737** .691** .712 .662 .969 .964 保留 

24 -13.655*** -9.051*** .786** .639** .763 .605 .968 .964 保留 

25 -12.860*** -11.595*** .780** .773** .759 .748 .968 .963 保留 

26 -15.719*** -9.419*** .831** .739** .814 .715 .968 .963 保留 

27 -20.857*** -10.373*** .857** .768** .843 .746 .968 .963 保留 
***p <.001  ** p <.01     內部行銷認知總量表α係數=.970 
                     內部行銷運作總量表α係數=.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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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素分析 

    本研究之因素分析以分層面單獨進行因素分析的方式來進行。吳明隆

(2007)指出，如果研究者在問卷編製前已根據文獻及實務經驗，將題項的層

面或構念予以分類，並經專家效度的檢核，在進行因素分析時，可以分層面

來進行。亦即以分量表的題項個別進行因素分析，本研究問卷各層面之架構

於第二章文獻探討中已加以呈現，並經專家學者審題後修正，因而採各層面

單獨作因素分析的方式來進行。 

1.內部行銷認知量表因素分析結果 

    就內部行銷認知「管理支持」層面，取樣適當性量(Kaiser-Mayer-Olkin)

達.814，Kaiser 指出執行因素分析時 KMO 值達.70 以上代表作因素分析的狀

態中等的，達.80 以上代表作因素分析的狀態是良好的(邱皓政，2002)。此一

層面題項包括第一至第五題，其因素負荷量值從.672 至.861 之間，因素負荷

量越高，表示該題在該共同因素的重要性越高。依特徵值 1 為萃取標準，萃

取出一個因素，其解釋總變異量達 64.707%(如表 3-8 所示)，此部份題目 5

題全部保留。 

表 3-8 內部行銷認知量表管理支持層面因素分析摘要 
向
度 

題
號 題目內容 因素 

負荷量 KMO 解釋 
變異量 

保留 
或刪除

1 本校的校務運作能夠建立明確的制度及
作業流程 .829 保留 

2 在經費許可範圍內，本校能改善各項軟硬
體設備，以符合教職員工的需求 .803 保留 

3 
在面對社區家長的質疑時，本校行政主管
(校長與單位主管)能支持教 職員工的作
法 

.861
保留 

4 本校行政人員能為教職員工提供工作上
必要的各項支援 .843 保留 

管

理

支

持 
5 本校行政主管會關心教職員工的家庭生

活狀況，並提供必需之協助 .672

.814*** 64.707% 

保留 

***p <.001 

    就內部行銷認知「凝聚溝通」層面，取樣適當性量(Kaiser-Mayer-Olkin)

達.858。此一層面題項包括第六至第十二題，依特徵值 1 為萃取標準，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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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兩個因素，第一個因素包含 9、10、11、12 四題，其解釋總變異量為

41.358%。第二個因素包含 6、7、8 三題，其解釋總變異量為 36.249%，因

此以保留第一個因素各題為宜(如表 3-9 所示)。 

表 3-9 內部行銷認知量表凝聚溝通層面因素分析摘要 
因素 

負荷量 解釋變異量 
向
度 

題
號 題目內容 

成
份 1

成
分 2

KMO 
成份 1 成分 2 

保留
或 

刪除

6 本校行政主管會利用各種會議傳
達教育政策及校務訊息 .429 .752 刪除 

7 校長會透過教育訓練活動傳達學
校願景與辦學理念 .236 .886 刪除 

8 本校各處室會透過電腦網路或書
面資料公佈通知工作相關訊息 .205 .874

 36.249
% 

刪除 

9 本校會舉辦各項聯誼活動，以促進
教職員工交流，凝聚學校向心力 .615 .460 保留 

10 
本校教職員工對學校有任何建議
時，可以透過會議或其他溝通管道
向相關處室表達 

.813 .344 保留 

11 當本校要實施新措施時，會事先與
教職員工充分溝通，藉以獲得支持 .889  .18

4 保留 

凝

聚

溝

通 

12 本校行政主管重視教職員工的意
見，並能積極處理與回應 .885 .241

.858***

41.358
%  

保留 

***p <.001 

    就內部行銷認知「教育訓練」層面，取樣適當性量(Kaiser-Mayer-Olkin)

達.830。此一層面題項包括第十三至第十七題，其因素負荷量值從.820 至.890

之間。依特徵值 1 為萃取標準，其解釋總變異量達 73.121%(如表 3-10 所示)，

此部份題目 5 題全部保留。 

表 3-10 內部行銷認知量表教育訓練層面因素分析摘要 
向
度 

題
號 題目內容 因素 

負荷量
KMO 解釋 

變異量 
保留 

或刪除

13 校長支持並鼓勵教職員工參加各項研習或
進修動，以提升其專業能力 .831 保留 

14 本校舉辦各種研習進修時，能考量教職員工
的需求 .884 保留 

15 本校會舉辦協助新進教職員工導入專業的
教育訓練 
活動

.848 保留 

16 本校會舉辦提升教職員工專業所需的各項 
學校本位研習活動 .890 保留 

教

育

訓

練 17 本校行政主管有能力指導教職員工，使其達
成學校辦學目標 .820

.830*** 73.121% 

保留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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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內部行銷認知「參與賦權」層面，取樣適當性量(Kaiser-Mayer-Olkin)

達.875。此一層面題項包括第十八至第二十二題，其因素負荷量值從.885

至.940 之間。依特徵值 1 為萃取標準，其解釋總變異量達 83.129%(如表 3-11

所示)，此部份題目 5 題全部保留。 

表 3-11 內部行銷認知量表參與賦權層面因素分析摘要 
向
度 

題
號 題目內容 因素 

負荷量
KMO 解釋 

變異量 
保留 

或刪除

18 校長了解教職員工的專長，職務安排能適才
適所 .899 保留 

19 對於重大的校務政策，本校會開放教職員工
參與決策及意見表達 .898 保留 

20 校長信任教職員工，賦予充分的權責 .940 保留 

21 校長賦予教職員工在職權範圍內的決策空 
間 .935 保留 

參

與

賦

權 22 本校教職員工可以有機會參與校內各項會 
議，以了解學校政策及作法 .885

.875*** 83.129% 

保留 

***p <.001 

    就內部行銷認知「激勵鼓舞」層面，取樣適切性量(Kaiser-Mayer-Olkin)

達.883。此一層面題項包括第二十三至第二十七題，其因素負荷量值從.843

至.924 之間。依特徵值 1 為萃取標準，其解釋總變異量達 79.461%(如表 3-12

所示)，此部份題目 5 題全部保留。 

表 3-12 內部行銷認知量表激勵鼓舞層面因素分析摘要 
向
度 

題
號 題目內容 因素 

負荷量
KMO 解釋 

變異量 
保留 

或刪除

23 教職員工工作表現優異時，校長會在公開場
合加以表揚 .855 保留 

24 本校訂有激勵制度獎勵表現優秀的教職員 
工 .924 保留 

25 在本校任職，能激發我的工作熱忱及成就感 .843 保留 

26 校長會積極鼓勵教職員工創新，以推動教學
及學校發展 .918 保留 

激

勵

鼓

舞 27 本校行政主管會在適當時機給予教職員工 
心理上的支持及鼓勵 .914

.883*** 79.461% 

保留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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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內部行銷運作量表因素分析結果 

    就內部行銷運作「管理支持」層面，取樣適當性量(Kaiser-Mayer-Olkin)

達.859。此一層面題項包括第一至第五題，其因素負荷量值從.771 至.849 之

間，因素負荷量越高，表示該題在該共同因素的重要性越高。依特徵值 1 為

萃取標準，其解釋總變異量達 64.867%(如表 3-13 所示)，此部份題目 5 題全

部保留。 

表 3-13 內部行銷運作量表管理支持層面因素分析摘要 
向
度 

題
號 題目內容 因素 

負荷量
KMO 解釋 

變異量 
保留 
或刪除

1 本校的校務運作能夠建立明確的制度及
作業流程 .762 保留 

2 在經費許可範圍內，本校能改善各項軟硬
體設備，以符合教職員工的需求 .803 保留 

3 
在面對社區家長的質疑時，本校行政主管
(校長與單位主管)能支持教 職員工的作
法 

.838 保留 

4 本校行政人員能為教職員工提供工作上
必要的各項支援 .849 保留 

管

理

支

持 
5 本校行政主管會關心教職員工的家庭生

活狀況，並提供必需之協助 .771

.859*** 64.867% 

保留 

***p <.001 

    就內部行銷認知「凝聚溝通」層面，取樣適當性量(Kaiser-Mayer-Olkin)

達.878。此一層面題項包括第六至第十二題，但因在認知量表因素分析時刪

除 6、7、8 題，因此就保留的 9、10、11、12 題作因素分析，分析結果其因

素負荷量值從.749 至.883 之間。依特徵值 1 為萃取標準，，其解釋總變異量

達 73.419%(如表 3-14 所示)，此部份題目 4 題全部保留。 

表 3-14 內部行銷運作量表凝聚溝通層面因素分析摘要 
向
度 

題
號 題目內容 因素 

負荷量
KMO 解釋 

變異量 
保留 
或刪除

9 本校會舉辦各項聯誼活動，以促進教職員
工交流，凝聚學校向心力 .749 保留 

10 本校教職員工對學校有任何建議時，可以
透過會議或其他溝通管道向相關處室表
達

.828 保留 

11 當本校要實施新措施時，會事先與教職員
工充分溝通，藉以獲得支持 .812 保留 

凝

聚

溝

通 12 本校行政主管重視教職員工的意見，並能
積極處理與回應 .883

.784*** 73.419% 

保留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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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內部行銷認知「教育訓練」層面，取樣適當性量(Kaiser-Mayer-Olkin)

達.840。此一層面題項包括第十三至第十七題，其因素負荷量值從.723 至.870

之間。依特徵值 1 為萃取標準，其解釋總變異量達 65.889%(如表 3-15 所示)，

此部份題目 5 題全部保留。 

表 3-15 內部行銷運作量表教育訓練層面因素分析摘要 
向
度 

題
號 題目內容 因素 

負荷量
KMO 解釋 

變異量 
保留 

或刪除

13 校長支持並鼓勵教職員工參加各項研習或
進修動，以提升其專業能力 .723 保留 

14 本校舉辦各種研習進修時，能考量教職員工
的需求 .870 保留 

15 本校會舉辦協助新進教職員工導入專業的
教育訓練 
活動

.758 保留 

16 本校會舉辦提升教職員工專業所需的各項
學校本位研習活動 .862 保留 

教

育

訓

練 17 本校行政主管有能力指導教職員工，使其達
成學校辦學目標 .835

.840*** 65.889% 

保留 

***p <.001 

    就內部行銷認知「參與賦權」層面，取樣適當性量(Kaiser-Mayer-Olkin)

達.855。此一層面題項包括第十八至第二十二題，其因素負荷量值從.834

至.902 之間。依特徵值 1 為萃取標準，其解釋總變異量達 76.146%(如表 3-16

所示)，此部份題目 5 題全部保留。 

表 3-16 內部行銷運作量表參與賦權層面因素分析摘要 
向
度 

題
號 題目內容 因素 

負荷量
KMO 解釋 

變異量 
保留 

或刪除

18 校長了解教職員工的專長，職務安排能適才
適所 .847 保留 

19 對於重大的校務政策，本校會開放教職員工
參與決策及意見表達 .886 保留 

20 校長信任教職員工，賦予充分的權責 .893 保留 

21 校長賦予教職員工在職權範圍內的決策空 
間 .902 保留 

參

與

賦

權 22 本校教職員工可以有機會參與校內各項會 
議，以了解學校政策及作法 .834

.855*** 76.146% 

保留 

***p <.001 

    就內部行銷認知「激勵鼓舞」層面，取樣適當性量(Kaiser-Mayer-Olkin)

達.855。此一層面題項包括第二十三至第二十七題，其因素負荷量值從.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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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759 之間。依特徵值 1 為萃取標準，其解釋總變異量達 65.154%(如表 3-17

所示)，此部份題目 5 題全部保留。 

表 3-17 內部行銷運作量表激勵鼓舞層面因素分析摘要 
向
度 

題
號 題目內容 因素 

負荷量
KMO 解釋 

變異量 
保留 
或刪除

23 教職員工工作表現優異時，校長會在公開
場合加以表揚 .811 保留 

24 本校訂有激勵制度獎勵表現優秀的教職員
工 .794 保留 

25 在本校任職，能激發我的工作熱忱及成就
感 .812 保留 

26 校長會積極鼓勵教職員工創新，以推動教
學及學校發展 .857 保留 

激

勵

鼓

舞 27 本校行政主管會在適當時機給予教職員工
心理上的支持及鼓勵 .759

.855*** 65.154% 

保留 

***p <.001 

    綜合以上內部行銷認知與運作量表的因素分析結果，刪除預試題目的第

6、7、8 題，全量表總共保留 24 題。根據此階段檢定結果所保留的題目，

進行分量表及總量表的信度分析。 

 (三)信度分析 

研究者針對總量表及各分量表進行分析考驗，用以了解量表的內部一 

致性，最常用的法即以 Cronbach’s α係數。係數值越高代表內部一致性越

佳。茲將內部行銷認知與運作量表分析結果說明如下(表 3-18)： 

內部行銷認知量表總量表α係數為.970，五個分量表的α係數依序

為.860、.880、.907、.949、.935；內部行銷運作量表總量表α係數為 

.965；五個分量表的α係數依序為.864、.878、.866、.921、.865。由此結果

顯示本問卷具有良好的信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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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8 內部行銷認知與運作量表信度分析摘要 

信度分析 
內部行銷認知 內部行銷運作 向度 

分量表α係數 總量表α係數 分量表α係數 總量表α係數

管理支持 .860 .864 

凝聚溝通 .880 .878 

教育訓練 .907 .866 

參與賦權 .949 .921 

激勵鼓舞 .935 

.968 

.865 

.963 

(四)內部行銷困境分析 

    此部分問卷題項共有 49 題，採可複選的方式填答，第 49 題為開放性題

目，由受試者自由填答。分析方式乃藉由次數的統計了解學校進行內部行銷

的困難或問題，預試問卷分析結果，每個題項均有人勾選，題目予以保留。

結果詳如表 3-19 所示。 

表 3-19 預試問卷內部行銷困境摘要 

項次 題目內容 勾選次數 勾選百分比%

1 
本校各種規章(如導師聘任制度、考核制度、超額辦法、教師

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職工輪調辦法等)的訂定未取得教職員

工共識，以致窒礙難行 

40 28.8 

2 本校計畫的實施常未能貫徹 22 15.8 
3 教職員工對本校各項規章種類及內容並不清楚 44 31.7 
4 本校所施作的軟硬體工程，無法讓我感到舒適或更進步 17 12.2 
5 本校軟硬體設施的改善非常緩慢 19 13.7 
6 學校不了解教職員工在軟硬體設備上的需求 13 9.4 
7 經費的來源及用途未能真正符合學校軟硬體設施改善的需求 

28 20.1 
8 本校行政人員對教職員工的各項教學與工作支援的態度被動

消極 32 17.3 

9 本校因為經費困難，無法對教職員工教學及工作給予支援 20 14.4 
10 本校行政人員工作忙碌，支援教職員工有點力不從心 

41 29.5 
11 本校代理人制度沒有落實，教職員工需求無法有效傳達，支援

效率不佳。 29 20.9 



 81

表 3-19(續) 

項次 題目內容 勾選次數 勾選百分比%

12 本校行政主管認為關心教職員工生活狀況已超越其職權範

圍，無權過問 7 5.0 

13 教職員工面對社區家長的質疑時，本校行政主管沒有能力協助

解決問題 8 5.8 

14 面對社區家長的質疑時，本校行政主管認為教職員工需自行解

決 14 10.1 

15 教職員工面對社區家長的質疑時，本校行政主管會故意卸責推

諉躲避 7 5.0 

16 本校因開會時間太少，教職員工無法充分了解學校政策 15 10.8 
17 本校網路有關各項工作訊息，未能及時公告及更新 6 4.3 
18 本校各項書面通知內容不夠詳盡 7 5.0 
19 本校發放各種書面通知時，教職員工常會有收不到的情形發生

15 10.8 
20 本校行政主管正式溝通協調能力不佳 

27 19.4 
21 本校行政單位所擬定的全校性活動計劃未取得教職員工共識

即付諸實施 17 12.2 
22 本校行政主管鮮少利用非正式溝通管道與教職員工互動 

26 18.7 
23 本校全校性教職員工聯誼活動次數太少 

72 51.8 
24 本校舉辦的聯誼活動內容不具吸引力 28 20.1 
25 本校教職員工不熱衷校內聯誼活動，參與度低 27 19.4 
26 本校行政主管親和力不足 

30 21.6 
27 本校教職員工意見表達後常石沉大海 29 20.9 
28 本校教職員工沒有機會表達個人意見 6 4.3 
29 本校教職員工有意見時不知向誰反應 10 7.2 
30 本校教職員工表達意見後會被標籤化 42 30.2 
31 本校教育訓練活動舉辦次數太少 31 22.3 
32 本校教育訓練活動舉辦的時間不適當 10 7.2 
33 學校無法強迫教職員工參加教育訓練活動，成效有限 21 15.1 
34 參加進修研習時教師的課務需自行處理導致參加意願低落 84 60.4 
35 本校研習內容由行政單位規劃，未能事先了解教職員工需求 17 12.2 
36 教職員工不知自己在專業知能成長上的需求為何 11 7.9 
37 本校的學校本位研習流於形式化 40 28.8 
38 本校校長很少主動挖掘人才，並親身請託擔任適當職務 46 33.1 

39 本校校長很少與教職員工互動交流，對教職員工的能力並不清

楚 
50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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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9(續) 

項次 題目內容 勾選次數 勾選百分比%

40 本校校長對於職務的安排，全憑個人喜好 18 12.9 
41 學校各種委員會(教評會、課發會、考績會)成員，容易被運作

產生，許多人沒有機會參加 16 11.5 

42 校長對於校務事必躬親，單位主管有名無實 9 6.5 
43 校長會在公開場合駁斥一級主管(如主任) 12 8.6 
44 校長認為教職員工表現好是理所當然，不須特別表揚 13 9.4 

45 在公開場合比較常聽到校長說需要加強的地方，較少聽到對 
教職員工的讚美 51 36.7 

46 校長似乎很少私底下讚許教職員工 50 36 
47 本校因為經費短缺，教職員工表現優異時無法獲得實質(如獎

金)的獎勵 55 39.6 

48 本校教學優良的獎勵，採取輪流制度，教師無法因此受到激勵 25 18 

49 其他 2 1.4 
 
 

肆、正式問卷編製 

    根據預試分析結果，在「內部行銷與運作量表」方面，刪除原預試問問

卷之第 6、7、8 三題，正式問卷之總題數為 24 題；在「內部行銷執行困境」

方面之各題項則全部保留。預試題目經刪題並重新調整後，即成正式問卷(如

附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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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實施程序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方式，調查桃園縣國民中學內部行銷的現況。問卷調

查的實施分兩階段進行，第一階段為預試，第二階段為正式問卷調查，其實

施程序如下： 

壹、預試 

    預試問卷完成編製之後，隨即進行問卷預試，總共發出問卷 150 份，回

收 140 份，其中無效問卷 1 份，回收率為 93.3%，問卷可用率為 92.7%。問

卷回收後進行資料處理，以 SPSS 14.0 for Windows 統計套裝軟體執行各項

統計分析，並依分析結果修正預試問卷內容成為正式問卷。 

貳、正式問卷調查 

    正式問卷調查之進行，乃以分層抽樣方式，摒除預試學校之後，自桃園

縣公立國民中學中抽取 39 個學校共 628 人為施測對象。樣本抽取後，各學

校委託一名教師協助問卷之進行、回收及郵寄，並輔以電話催收，以提高問

卷之回收率。 

本研究正式問卷共發出 628 份，回收 571 份，回收率為 90.92%，填答

不完全之無效問卷 7 份，有效樣本問卷為 564 份，回收問卷之可用率為

89.80%，問卷發放及回收情形詳如表 3-20 所示。 

表 3-20 正式問卷施測情形一覽表 

學校規模 發出問卷 回收問卷 廢卷 回收率 可用率 
12 班以下 48 46 1 95.83% 93.75% 
13-24 班 112 98 2 87.5% 85.7% 
25-48 班 240 211 0 87.9% 87.9% 

49 班以上 228 216 4 94.73% 92.98% 
合計 628 571 7 90.92% 89.80% 

     
    剔除無效樣本之後，有效樣本數為 564 人，經統計分析結果，有效樣本

基本資料如表 3-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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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有效樣本基本資料分析表(N=564) 
項目 組別 人數 百分比(%)

男 168 29.8 
性別 

女 396 70.2 
30 歲以下 100 17.7 
31-40 歲 247 43.8 
41-50 歲 181 32.1 年齡 

51 歲以上 36 6.4 
高中職 11 2.0 
一般大學或學院 231 41.0 
師大、師院或大學教育系 138 24.5 教育程度 

研究所(含四十學分班) 184 32.6 
10 年以下 253 44.9 
11-20 年 214 37.9 
21-30 年 91 16.1 服務年資 

31 年以上 6 1.1 
兼任行政人員 150 26.6 
專任行政人員 86 15.2 現任職務 
一般教師 328 58.2 
12 班以下 45 8.0 
13-24 班 97 17.2 
25-48 班 209 37.1 學校規模 

49 班以上 213 37.8 
一般地區 493 87.4 

學校位置 
偏遠地區 71 12.6 

 
 

第五節  資料處理與分析 
    問卷回收剔除無效問卷後，將資料編碼建立資料檔案，利用 SPSS 14.0 

for Windows 之統計套裝軟體，將所得之資料予以分析。以下就待答問題說

明其統計分析方法。. 

ㄧ、資料檢核 

    調查問卷回收後，逐一檢視所有問卷的填答情形，剔除無效問卷。 

二、資料編碼 

    將每份有效問卷依序編碼後，將資料逐筆輸入電腦建檔，以便進行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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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三、統計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利用平均值、標準差、次數分配及百分比、排序等描述性統計結果， 

  呈現樣本背景資料及學校內部行銷認知、運作及內部行銷困境之情形。 

  (二)t 考驗 

 以獨立樣本 t 考驗來探討不同性別、學校位置的受試者在學校內部行銷 

  認知、運作二個變項上之差異情形。 

  (三)單因子變異數分析(ANOVA)及事後比較法 

     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探討不同年齡、教育程度、服務年資、擔任職務 

  學校規模的受試者在學校內部行銷認知、運作二個變項之差異情形。若整 

  體達到顯著水準則再以 Scheffé 法進行事後比較，釐清差異的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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