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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新竹縣市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與學校效能之關係。本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為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

為研究問題；第三節為名詞釋義；第四節介紹研究方法與步驟；第五節說

明研究範圍與限制，依序說明如下。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    

 

    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學校所面臨的壓力明顯地較以往更為劇

烈，因此學校創新經營的重要性也不斷地被強調著。由於學校是一個知識

密集的組織，和整個社會的發展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因此教育部在 2002

年的「創造力教育政策白皮書」中宣示對創新的重視，指出學校願景的努

力方向，應是經營創新的學習環境與活潑的教學氛圍。因此，學校裡的每

個成員，從學校領導者、行政人員、教師和學生都需要不斷地在學校本位

上，以創新的方式，進行知識更新的歷程，一方面增強掌握變動環境、獲

取新知、以及活用多元教材教學的能力，一方面則鍛鍊出具備培育具有競

爭力下一代的能力。換言之，學校具備創新的理念、經營計畫及具體方案，

有系統地進行學校創新經營，將有助於內部及外部競爭力的提昇。 

    所謂「創新」指的是使創意成為一種有用的商品、服務或生產方法的

過程，其係由不同想法、認知及資訊處理與判斷方式的結合而產生（張明

輝，2003）。「創新經營」則是指一個組織在產品、過程或服務等方面，力

求突破，改變現狀，發展特色，以提升組織績效的策略（吳清山、林天祐，

2003）。以經營的理念來帶領學校，其目的在於強調學校是一個動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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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也是一個開放的系統，除了內部經營，還需適應外在社會環境的變

遷，學校在傳統觀念中保守、墨守成規、創新度低的情形下，轉化企業界

創新經營的理念，並應用於學校經營的現況為何，是研究動機之一。 

    在工作過程中，如果因為受到領導者的領導行為與自身的成就感所激

勵，因而發展出自動自發、利他助人的行為，甚或表現出超越一般角色標

準以外的行為，而且這些行為不會受到正式獎酬系統所肯定。Organ（1988）

就稱此類的員工工作行為為「組織公民行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OCB)。學校教師表現的組織公民行為，就是指教

師在非基本工作的要求條件下，所展現出來的主動、積極、正面、盡職與

利他的行為。當學校進行創新經營計畫時，學校裡的成員將必需除了完成

原來的工作之外，還需要提出新的活動方案，設計新的教學內容等，有些

是原來的工作要求，但為求確實達成創新經營計畫，則需要有額外的付

出。許道然（2002）認為組織公民行為係指組織成員超越組織正式角色規

範的行為，通常是組織成員的自發性展現，並對組織績效具有長遠的正面

意義。換言之，組織公民行為是指組織內的成員不受規範與外力的強迫，

也不涉及組織內部酬賞系統的影響，所展現的一種自發性行為。一所追求

卓越發展的學校，為使學校創新經營的計畫能夠具體落實執行，只賴教師

以及學校行政人員的角色內行為，將很難有效達成學校創新經營的組織目

標，若能激勵教師表現角色以外的行為，將可彌補角色定義不足，並能促

進學校組織目標之達成。因此，探討目前國中教師所表現的組織公民行為

現況如何，以及其和學校創新經營的關係，是本研究的動機之二。 

    學校效能的研究是從事教育工作者最關心的事，因為對教育現場的任

何投入都是在設計計畫及落實執行後，從最後的產出結果來驗證其投入的

效益如何。教育改革以來，除了由各種不同層面對原有的教育體制進行不

同的省思檢視，更期許能有更為創新的教育思維，以為學校經營之用，使

學校效能更為提昇。瞭解目前國中的學校效能現況，以及其與學校創新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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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的關係，是研究動機之三。 

    Organ（1988）認為組織公民行為將對組織效能有所助益，黃柏勳

（2003）指出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是教師在工作契約下，所表現的主動、積

極、正面、盡職、利他行為，此行為不但有益於他人，更有助學校效能的

提昇。經由蒐集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目前有關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

能之研究尚不多見，若學校組織能以企業組織所強調的組織公民行為為參

考依據，引導教師與行政人員對於組織主動、自發地付出，相信對於學校

效能的提昇將會產生相當的助益，因此探討提昇學校效能之組織公民行為

為何，是本研究動機之四。 

    Robbins（2001）認為組織創新最明顯的價值就是幫助決策者，提升

組織效能，尤其自 1980 年代中期以來，有關學校改革和學校效能的主題，

廣受教育研究者和教育實務工作者的關注，並試圖將此二者的關聯性進

行探究（張明輝，1998）。在努力推動學校創新經營的過程中，更需要

教師的額外付出，如何在人力、物力及經費皆為固定，層層受限於體制規

範下的各級學校，引導教師展現超越角色標準外的組織公民行為，將有助

於學校效能的展現。 

    綜合上述，學校效能是學校研究領域的重要議題，也是最終的目的。

國內關於學校創新經營與組織公民行為相關研究、學校創新經營與學校效

能相關研究，或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等之相關研究尚不多見，而關於

學校創新經營、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三者關係之研究更是尚無相關的

研究，因此，研究者想經由本研究探討應看重那些創新層面，才能促發教

師的參與投入，進而以學校發展為職志，也想瞭解學校效能獲得助益的情

形為何，以及相互之間的關係。因此。探討學校創新經營、組織公民行為

與學校效能三者間的關係如何，即是本研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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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待答待答待答待答問題問題問題問題與研究方法與研究方法與研究方法與研究方法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擬探討新竹地區不同背景變項的國

中教師學校創新經營、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的關係，分別就待答問題

與研究方法說明如下： 

 

壹壹壹壹、、、、待答問題待答問題待答問題待答問題    

  一、探討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的現況。 

  二、分析不同背景變項之國民中學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組織公民行 

      為與學校效能的差異情形。 

  三、探討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之間的相關。 

  四、探討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組織公民行為對學校效能的預測力情 

      形。 

  五、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以為相關教育單位及國民中學教師的 

      參考。 

 

貳貳貳貳、、、、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研究者先行探討中學學校創新經營、組織公

民行為與學校效能的理論及相關研究後，採用較為符合研究目的的問卷，

做為研究工具，透過此工具來調查新竹地區國中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

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的現況，並經由所收集資料進行統計分析，以瞭

解新竹地區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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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名詞釋義名詞釋義名詞釋義名詞釋義    

 

    本研究重要的名詞有「學校創新經營」、「組織公民行為」及「學校效

能」，為使研究探討有明確的方向，將其在本研究的定義說明如下： 

 

壹壹壹壹、、、、學校創新經營學校創新經營學校創新經營學校創新經營    

    學校創新經營係指將創意的活力與概念融入學校經營理念，學校在衡

量教育的價值與學校本身的資源，經審慎的評估，有計畫有系統地將創意

的點子轉化至學校的產品、服務與工作方法的經營策略，以滿足內外成員

的需求，創造學校的特色與競爭優勢、提升教育績效並使得學校得以永續

發展(賴振權，2008)。 

    本研究所稱之學校創新經營係指新竹地區國民中學教師在「學校創新

經營量表」所得之分數，所測得的分數愈高，代表學校創新經營的程度愈

佳，反之則表示有待加強。本研究將學校創新經營分為「行政管理創新」、

「課程教學創新」、「知識分享創新」、「外部環境創新」及「資訊科技創新」

五個層面，各層面的衡量內涵說明如下： 

  一、行政管理創新 

      係指校長與行政人員能運用創新的觀念及策略，有效提升學校行政 

  運作效率，革新學校經營管理模式，同時鼓勵、支持教師對校務的參與 

  及投入。重視教師及相關成員參與學校的決定，以對話方式使學校內部 

  運作更有彈性，並賦能期使教師全力投入、並負責學校教學活動及校務 

  順利推展等。 

  二、課程教學創新 

      係指學校能依據學校學生的需求，發展並創新學校本位課程與其他 

  主題課程，教師則能以創新的教學方法與設計，創新教學工具實施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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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評量，並鼓勵他人共同參與，且有計畫的推動並尋找相關資源，以保 

  持教學行為不斷創新。 

  三、知識分享創新 

      係指學校教師能創新教學方式、設計創新教學工具增進教學品質， 

  並鼓勵他人共同參與，且有計畫的推動並尋找相關資源，以保持教學行 

  為不斷創新。 

  四、外部環境創新 

      係指學校能以創新的策略妥善運用學校設備資源，並積極爭取校外 

  或社區資源，以利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之進行。 

  五、資訊科技創新 

      係指學校能提供教師適當且充分的教學資源以支援教師教學行為 

  創新，包括新的教學設備、充足的經費以及支援配套措施等等。 

 

貮貮貮貮、、、、組織公民行為組織公民行為組織公民行為組織公民行為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係指學校組織內教師不受規範與外力的強迫，也不

涉及學校組織內部獎酬系統的影響，所展現的一種自發性行為。 

    本研究所稱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是指在「組織公民行為量表」所得之分

數，包含「認同組織」、「協助同事 」、「不爭利營私」及「敬業精神」等

四個層面，所測得的分數愈高，代表組織公民行為愈佳，反之則表示有待

加強。分別說明如下： 

  一、認同組織 

      係指教師願意主動對外界宣傳學校的正面消息，努力維護學校形 

  象，並積極提出對學校有利的建設性改善方案等行為。 

  二、協助同事 

      係指教師在工作上樂意協助同事，以及主動給予適當的協助，並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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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參與學校 組織協調溝通等行為。 

  三、不爭利營私 

      係指教師不會為了追求個人利益，而從事破壞學校組織和諧之虞的 

  政治行為，不會佔用上班時間以及利用學校資源處理私人事務等行為。 

  四、敬業精神 

      係指教師工作認真，並以高標準來自我要求，出勤表現良好並遵守 

  學校組織規定，以及教師為了提工作品質，而善用時間努力自我充實、 

  提昇自身專業能力等行為。 

 

參參參參、、、、學校學校學校學校效能效能效能效能    

    學校效能（school effectiveness）是指學校在各方面能達到學校教

育目標以及學校共同願景的績效而言。本研究所指之學校效能，是指在「學

校效能問卷」的得分，內容包含四個層面，分別為：「課程教學發展」、

「教師專業成長」、「行政績效表現」以及「社區認同支持」等，所測得的

分數愈高，代表學校效能的程度愈高，反之則表示有待提升。 

  一、課程教學發展：係指學校提升處理課務效率，以達成教學目標，協 

      助教師教學、學生學習皆能得到良好的學習效果。 

  二、教師專業成長：係指學校教師專注於教學活動，並能自我檢討改進 

      教學行為及內容缺失，提升教學品質。 

  三、行政績效表現：係指校務運作過程中，學校成員能彼此理性溝通協 

      調，相互配合，共同完成任務、達成目標。 

  四、社區認同支持：指社區成員、家長或團體對學校支持合作，及參與 

      融入學校的活動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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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節節節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範圍與限制    

 

根據以上之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將本研究之範圍與限制說明如下： 

 

壹壹壹壹、、、、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    

  一、研究地區：本研究以新竹地區(包含新竹市、新竹縣)的國民中學為 

      研究範圍。 

  二、研究對象：本研究以新竹地區公立國民中學現職兼任行政教師（主 

      任、組長），與教師（兼任導師、專任教師）為調查對象，不包括 

      完全中學、私立國民中學及特殊學校之主任、組長與教師。 

  三、研究內容：本研究係以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組織公民行為及學 

      校效能為研究重點。 

 

貳貳貳貳、、、、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對象係以新竹市、新竹縣公立國民中學之現職主任、組長與 

  教師為調查對象，不包括其他教育階段之教師，故在研究推論上將僅適 

  用於新竹縣、新竹市之公立國民中學。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係採用問卷調查法進行量化研究。由於問卷調查乃以受測者 

  自陳為主，受測者在填寫問卷時，將因其認知、期望或主觀判斷等因素 

  之影響，而出現與實情不符的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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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四節，研究者將分就學校創新經營、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

能的理論基礎及相關研究進行討論，以作為本研究展開研究架構的依據。

第一節探討學校創新經營之理論與相關研究；第二節探討組織公民行為之

理論與相關研究；第三節說明學校效能之理論與相關研究；第四節說明學

校創新經營、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之相關研究。藉由相關文獻之深入

探討，期能作為本研究發展之依據。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學校創新經營之理論與相關研究學校創新經營之理論與相關研究學校創新經營之理論與相關研究學校創新經營之理論與相關研究    

 

壹壹壹壹、、、、學校創新經營的意義學校創新經營的意義學校創新經營的意義學校創新經營的意義    

    近年來由於企業管理思潮引領著「創新」、「創新經營」等概念，因此

在面對全球化的挑戰之下，學校不能再因襲過往，以一套既定的經營策略

帶領整個學校發展，而必需配合學校的發展需要，因時、因地的以更多元

的方式，建構具有特色與競爭力的學校。 

    學校創新經營議題的提出不僅是一種理念的倡導，更是一種行動的實

踐。旨在透過正確理念的引導，落實在實際學校環境中，讓學校經營更具

績效與特色（吳清山，2004）。 

    「學校創新經營」源自於企業界的「創新」、「組織創新」及「創新管

理」等概念。因此探討學校創新經營，研究者擬先行對「創新」、「組織創

新」和「創新管理」等概念進行探討，以提升對「學校創新經營」意涵的

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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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創新的定義 

      創新觀念最早是在 1930 年代由 Schumpeter提出，認為企業組織經 

  由創新，可使投入的資產再創價值（吳清山、賴協志，2006），並提出 

  「創新」與「發明」是兩種不同的概念，強調創新在經濟體系中扮演極 

  重要的角色後，「創新」的概念開始獲得學術界的重視與探討（李自在， 

  2004）。 

      秦夢群（2006）從產業界的角度觀之，組織創新之主要目的在於組 

  織技術的創新，以提昇組織的競爭力，並獲得利潤。Kanter（1988）認 

  為組織創新為新的構想、程序、產品或服務的產生、接受與執行，包含 

  了產生創意、結盟創意、實現創意與遷移創意四個過程。因此，組織創 

  新包含了新知識的轉化及運用、資訊連結、服務改變與資源再運用等。 

      張明輝（2003）指出創新是使創意成為一種有用的商品、服務或生 

  產方法的過程，也係由不同想法、認知及資訊處理與判斷方式的結合而 

  產生。而創新管理則是組織領導者，藉由創新環境的建置及組織成員參 

  與對話，進而引發組織成員願意突破現狀及接受挑戰的能力，並透過一 

  套適切而新穎的文化形塑，以激發新思維、新方法，使組織得以永續經 

  營。秦夢群（2005）認為 change與另一英文字 innovation 相類似，而 

  將 change翻譯成興革，以教育行政所關注的來看，興革是指如何經由 

  有計畫的設計，以促使組織更加具有效率的變革過程。 

      新時代強調組織創新經營、流程掌控與管理，學校即應採用新的管 

  理作法，跟隨組織學習與知識管理之腳步，提倡員工之知識分享，將顯 

  性、隱性知識結合，運用資訊科技有效儲存知識，建立組織之核心智能。 

  莫爾定律（Moore’s  Law）點出知識成長之半衰期只有十個月，現今 

  學校教學模式、學生學習方式、教師自我充實方式都應該迥異於以往， 

  知識經濟所強調創新經營、知識分享、外部環境經營、新科技的運用以 

  建立學校經營願景、並達成學校目標，正是學校領導者的中心要務。實 



 11 

  務上，雖然學校所面臨的現實面不如商業界競爭，然而學校在外部新知 

  識吸收方面仍應加以重視。新知識吸收應包括組織層面與個人層面。新 

  知識吸收能力的培養極為重要，能否有效利用外界新觀念與基礎來進行 

  創新，則視學校內部原有之基礎是否紮實，若組織原有知識基礎夠強， 

  則很快能將新知識吸收，發揮功效。台灣在加入 WTO 後，教育市場流動 

  性加大，學校組織必須時時注意外在環境的脈動，掌握新思維，並整合 

  至內部，適時進行經營上的創新，才能提高學校的競爭力，吸引優秀的 

  學生入學。（秦夢群，2006） 

 

  二、學校創新經營的意義 

      學者專家研究創新經營多由企業界組織的觀點出發，但學校雖為非 

  營利事業，仍屬組織的一種，因此，學校創新經營的定義，將從文獻資 

  料中創新及組織創新部份，再整合有關學校創新經營的研究資料，以為 

  學校創新經營之定義參考。 

      早期有關學校創新的研究大多強調學校組織創新層面，較少深入整 

  體學校經營的角度，而組織創新(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與創新經 

  營(innovation management)，也常被視為同義詞，實際上兩者仍略有區 

  隔，創新經營的立論基礎為組織創新理論，而組織創新則偏重於組織結 

  構和組織文化等方面的創新(如:學校轉型)，而創新經營則偏重於行政管 

  理、課程與教學、學生活動、技術與產品創新等方面(吳清山，2004)。 

  依此觀點，學校創新經營為強調創新精神的落實，並結合組織創新的理 

  念與策略於學校整體的經營管理。 

      Kim（1980）將組織創新視為一種過程，指綜合兩個以上的現有概 

  念或實體創造新配置的創造性過程；其基本涵義在新穎並可被個人或社 

  會系統接受、發展並執行的創新過程。 

      Hopkins 和 West（1994）以學校為研究對象，將學校創新經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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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為一種系統化與持續性的努力過程，試圖改變學校的內部條件和學生 

  的學習條件，以達成學校教育目標並提升學校效能（引自游琇雯， 

  2005），強調的是持續的歷程，而非在完成一項任務後隨即終止創新。 

      Dougherty 和 Bowman（1995）認為「組織創新」是解決問題的複 

  雜過程，它涉及的活動包括產品設計、產品創新功能、部門協調、公司 

  支援及結構、策略的配合。此外，創新是變革的一種，創新經營則是組 

  織為達成組織目標或提升其競爭力，在產品、過程及服務等方面，力求 

  突破、改變現狀及發展特色，以提升組織績效的策略（吳清山、林天祐， 

  2003）。 

  林新發（2003）認為創新經營是藉由創意與轉化，形成或產出一種 

  有價值的觀念、流程、技術、課程與教學、產品、服務、管理與文化， 

  進而提升學校競爭力和永續發展的一個過程。 

      張明輝（2003）指出創新管理為組織管理者藉由創新環境的建置， 

  成員參與對話，引發組織成員進行知識創新、知識更新、產品轉化、並 

  針對未來組織的問題，激發組織成員願意突破現狀，願意接受挑戰的能 

  力，並透過一套適切而新穎的文化形塑，以激發新思維、新方法，追求 

  組織得以永續經營的發展。 

      濮世緯（2003）以組織創新的文獻為基礎，認為學校創新經營為滿 

  足學生與家長課程需求、維持內部競爭力並提升教育品質，而在組織內 

  部和外部經營作法上進行改變與創新的策略，創新的層面包括學校行政 

  管理、課程與教學、知識分享、外部關係以及資訊科技。 

      吳清山（2004）對學校創新經營的意義界定：在學校場域中，採用 

  創意點子，將其轉化到學校的服務、產品或工作方法的過程，以發展學 

  校特色，提升學校效能和達成學校教育目標。 

      黃宗顯（2004）以統合的觀點認為創新經營是從創新之意涵引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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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乃在力求突破、改變現狀、發展特色，也就是經營學校時，從理念 

  思考、方案規劃、策略實踐等層面，所創造出有別於學校自己以往或他 

  校已有的各種作為。 

      顏秀如和張明輝（2005）以「創新」、「組織創新」之文獻為基礎， 

  結合學校經營的理念，將學校創新經營定義為：學校為提升教育績效， 

  營造有利於成員創造力發展的組織文化與環境，鼓勵且引導成員參與創 

  新活動，藉由知識系統的管理與運作，以系統化的經營策略，使創意得 

  以形成、發展及永續經營之動態發展歷程。 

      林筱瑩（2004）認為學校創新經營係指學校在整體校務的經營上， 

  運用自行開發或引自外部的創新經營策略，以滿足整體社會的期待與維 

  持系統間的和諧運作，並追求自身的優勢發展。 

      游琇雯（2005）認為此定義僅是簡要地將企業的創新經營策略，包 

  含理念、規劃與實踐等面向引入學校領域使用，並進一步發展出學校不 

  同的作為。 

      徐瑞霞（2006）認為學校創新經營係指學校為因應社會變遷與學校 

  成員的需求，進行創新活動或策略，營造有利於創造力發展的組織文化 

  與環境，並結合學校內外資源來增進學校效能，提升教育品質。 

      黃懿嬌（2007）認為學校受到國際創新經營思潮（如組織學習理論、 

  知識管理理論等）的影響，在行政領導、課程教學與外部關係的處理上 

  必須進行調整，尤其在外部環境、教育改革浪潮的衝擊、家長教育權意 

  識的高漲、資訊科技的日新求新，迫使學校之經營方式也必須不斷創 

  新。他將學校創新經營定義為「學校因應外在環境的變化以及各利益團 

  體的需求在學校各層面所做出不同於以往之經營方式」。 

      林明地（2006）從學校多元架構的觀點指出，創意的學校經營是校 

  長與學校成員（教職員工生家長等）間雙向影響力發揮之過程，其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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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希望能建構滿意且具成就感的行政過程，追求共享價值（理想）之實 

  現，並建立利於長期發展的學校文化，主要係以信任為基礎，透過學校 

  結構、人際互動、學校微觀政治學，以及文化意義四個取向出發，善用 

  創意學校經營的可能作法，使成員知覺與組織表現契合，以達成目標。 

      蔡純姿（2004）也強調學校創新經營的目的乃在增進學校辦學、教 

  師教學、學生求學與家長助學的績效，進而提高學校競爭力，所以學校 

  創新經營是學校為了因應環境變遷與教育改革的需求，以新的思維、新 

  的技術與 新的服務，所進行一系列有計畫的、有系統的、有步驟的創 

  新作為之動態歷程。 

      盧延根（2004）認為「學校創新經營」為學校運用既有或獲取的資 

  源，遵循一定的準則，經整體運作，跳脫原有思維想法，突破各項限制 

  因素，以長期投資的方式，尋求經營改善之道，並提出遠見與創新的意 

  念，賡續創造教育佳績為目標，必要時注入活水與新血，期冀在死水中 

  激起漣漪與燃起新的希望，建構全體教職員生潛化為「內團體」的共識， 

  並以改變原存之限制因素、追求優質學習環境的解決策略，作為「教」、 

  「學」更為精緻與卓越的共同願景，俾利提升學校運作效能及未來向前 

  推進的動力。 

      綜合上述觀點，可知創新經營具有追求新奇、改變、精緻、品質、 

  卓越與講求整合、實踐等特性。然而學校教育是一種服務而非商品，如 

  果像企業界一樣將學生視為商品，將會忽略學習歷程的複雜性與學生的 

  獨特性。此外，學校組織與企業組織在目標、環境、性質等也都不相同， 

  要將創新經營轉化到教育領域時，絕不能忽視教育的本質與教育目的。 

  學校創新經營經的意義，應將創意的活力與概念融入學校經營理念，兼 

  顧教育的原則與社會的脈動，彰顯學校的價值與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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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學校創新經營的定義應為：學校衡量教育的價值與學校本身 

  的資源，經審慎的評估，有計畫有系統地將創意的點子轉化至學校的產 

  品、服務與工作方法的經營策略，以滿足內外成員的需求，創造學校的 

  特色與競爭優勢、提升教育績效並使得學校得以永續發展。 

    

貳貳貳貳、、、、學校創新經營之內涵學校創新經營之內涵學校創新經營之內涵學校創新經營之內涵    

    Drucker 曾說：「創新可能來自於天才的靈光乍現。但大多數的創新，

尤其是那些獲致成功的創新，通常是很多人有意地、有目的地尋求內外在

環境中的創新機會。」（引自黃瓊容，2004）。吳清山（2004）認為學校

創新經營不僅是一種理念的倡導，更是一種行動的實踐，透過正確理念的

引導，落實在實際學校環境中，讓學校經營更具績效與特色。學校創新經

營乃是創新與經營的結合體，以「創新」為體，「經營」為用，發揮學校

教育的功能，但究竟學校創新經營應如何落實呢？ 

    「InnoSchool 2008 全國學校經營創新獎」乃中華創意發展協會在教

育部指導下，因應新世紀學校革新，鼓勵國中、小學校經營團隊結合資訊

與網路科技，推展創新與多元的行政措施與帶動校園創新文化而舉辦。其

組別分為「行政管理革新組」、「課程與教學領導組」、「學生多元展能組」、

「校園環境美化組」、「社會與環境資源應用組」，分述如下： 

一、行政管理革新：指加強行政效率與品質，提升組織績效。 

二、課程與教學領導：指建構有利教師進行創意課程與教學之平台或活動。 

三、學生多元展能：指推動學生課內、外活動，發展學生多元才能。 

四、校園環境美化：指建立良好公共關係，引入社會與環境資源，提升學 

習效益。 

五、社會與環境資源應用：指規劃校園環境，通暢學生學習動機與品質。 

吳清山（2004）曾指出學校創新經營的內容可以從觀念、行政、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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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學習及環境等面項思考。主要包括以下八項： 

一、觀念創新：學校人員價值、思考方式及意識型態的改變。 

二、技術創新：學校教師教學、評量、工作方式及資源運用等。 

三、產品創新：如學生作品、教師教具、教師著作、課程設計等產品出現。 

四、服務創新：行政、社區及家長的服務。 

五、流程創新：如教務、學生事務、總務、輔導、人事會計業務等各處室 

業務處理程序及開會流程的改變。 

六、活動創新：包括各種典禮、活動舉辦的突破。 

七、環境創新：建築物造型的美化與改變、室內設備擺設的調整、學校環 

境空間的規劃、教學與運動場所的布置…等。 

八、特色創新：如發展學校特色、形塑學校獨特文化。 

    除此，過去對組織創新的看法，多由產品或過程的觀點切入，然1990

年以後迄今，學者大多結合產品和過程的技術層面、管理層面，運用多元

的面向來探析創新（吳清山、賴協志，2006）。 

    林新發（2005）將學校創新經營分為五大層面，即「行政管理創新」、

「課程教學創新」、「資源價值創新」、「學生展能創新」與「資訊科技創新」

等五大層面來進行分析。 

    濮世緯（2003）從文獻分析及學者的研究結果，得出學校創新經營五

個層面：行政管理創新、課程教學創新、知識分享創新、外部關係創新、

資訊科技創新。 

   李瑞娥（2004）分析組織創新論述、教育革新文獻、及九年一貫課程

理念之後，以「教學行為創新」與「設備資源創新」來呈現「技術創新」

對學校執行教學實務創新的影響；而以「組織氣氛創新」與「行政運作創

新」來探討「管理創新」對學校行政管理創新的意義與影響。 

    林筱瑩（2004）認為學校創新經營內涵包括行政管理創新、課程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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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學生活動創新、教師專業發展創新、社會資源統整創新、校園環境

營造創新等六個層面。 

    林虹妙（2005）綜合相關文獻與研究結果，歸納學校創新經營有行政

管理創新、教學能力創新、教學設備創新、活動展能創新、對外活動創新、

開源方式創新、校園規劃創新等七個層面。 

    汪宗明（2006）認為「校園環境創新」層面教學並沒有直接的關係，

再者資源不足或校齡悠久的學校在這層面的創新表現限制較多，故不列入

研究層面中，而將學校創新經營分為五個層面。 

    徐瑞霞（2006）整體文獻資料，將學校創新經營分為六大面向，包含

行政管理創新、課程教學創新、學生活動創新、組織氣氛創新、資源運用

創新、校園環境創新。 

    黃懿嬌（2007）依據因素分析結果，將學校創新經營分為行政管理創

新、課程教學創新、知識分享創新、外部關係創新與資訊科技創新等五大

層面。 

    綜合上述資料，整理學校創新經營涵括的各層面如表 2-1： 

 

表 2-1「學校創新經營層面」整理表 

   層面 
作者 

行政管理
創新 

課程教學 
創新 

社會資源
創新 

校園環境
創新 

學生展能
創新 

知識成長
創新 

濮世緯 
（2003） 

行政管理
創新 

課程教學 
創新 

資訊科技 
創新 

外部關係
創新 

  
知識分享

創新 

李瑞娥 
（2004） 

行政運作
創新 

組織氣氛
創新 

教學行為 
創新 

設備資源
創新 

   

吳清山 
（2004） 

流程創新 
特色創新 
服務創新 

技術創新  環境創新 
產品創新 
活動創新 

觀念創新 

林筱瑩 
（2004） 

行政管理
創新 

課程教學
創新 

社會資源
統整創新 

校園環境
營造創新 

學生活動
創新 

教師專業
發展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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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學校創新經營層面」整理表（續） 

林新發 
（2005） 

行政管理
創新 

資訊科技
創新 

課程教學 
創新 

資源價值
創新 

 
學生展能

創新 
 

林虹妙 
（2005） 

行政管理
創新 

教學能力
創新 

教學設備
創新 

開源方式
創新 

對外活動
創新 

校園規劃
創新 

活動展能
創新 

 

徐瑞霞 
（2006） 

行政管理
創新 

組織氣氛
創新 

課程教學
創新 

資源運用
創新 

校園環境
創新 

學生活動
創新 

 

汪宗明 
（2006） 

行政管理
創新 

資訊科技
創新 

課程教學
創新 

資訊科技
創新 

資源價值
創新 

 
學生展能

創新 
 

黃懿嬌 
（2007） 

行政管理
創新 

課程教學
創新 

資訊科技
創新 

外部關係
創新 

  
知識分享

創新 

中華創意協
會（2008） 

行政管理
革新 

課程與教
學領導 

社會環境
資源應用 

校園環境
美化 

學生多元
展能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根據以上資料之彙整，可以發現大多數的研究者專注的創新面向不外

乎行政運作、課程教學、學生活動、資源應用、校園營造、資訊科技、外

部關係等。 

    研究者在參考相關資料後，希望能從行政領導，教師教學，專業成長、

社區關係以及設備更新等角度，探討國中教師對學校創新經營的知覺，因

此擬採用濮世緯（2003）進行教師創新經營研究，所編製包涵行政管理創

新、課程教學創新、知識分享創新、外部關係創新、資訊科技創新等五個

層面的「學校創新經營量表」為本研究之實施問卷，其內容說明如下： 

一、行政管理創新： 

係指學校行政經由教學團隊建置、推動教師參與進修、公開肯定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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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教師，以及充實改善教學設備等創新經營策略。 

二、課程教學創新： 

係指教師運用創意，蒐集、選編、研發與改進教學或學習評量，鼓 

勵學生嘗試以不同方式解題，同時學校提供學生多樣創意的活動與 

機會等創新經營措施。 

三、知識分享創新： 

係指學校鼓勵教師社群經由不同的研討與互動中分享其教學知識 

與經驗、研習或閱讀刊物心得等創新經營措施。 

四、外部環境創新： 

係指學校藉由辦理校際交流、參訪活動擴大與外界合作的機會，並 

納入家長、社區資源參與學校活動，積極回應其需求之創新經營措 

施。 

五、資訊科技創新： 

係指學校藉由架設專屬網站、建立教學檔案資料庫、更新電子化檔 

案文件與建構全校系統化之資訊設施等創新經營措施。 

 

參參參參、、、、學校創新經營之相關研究學校創新經營之相關研究學校創新經營之相關研究學校創新經營之相關研究    

    國內創新經營之研究，早期受企業組織發展理論影響，大多重視學校

組織創新、革新與再造等之研究，近年來在教育部「創造力教育白皮書」

教育政策的驅動，有關創造力、創新、創意等學術研究單位以及民間組織

紛紛成立，再加上「創意教學獎」、「卓越領導獎」、「創新經營獎」等

獎項的選拔催化下，學校創新經營已是現今教育研究的重要議題，更受到

研究人員的相當重視。以下整理以「學校創新經營」為主題的相關研究，

如表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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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學校創新經營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發現 

濮世緯 

（2003） 

國小校長轉型

領導、學校文化

取向與學校創

新經營關係之

研究 

1.校長在學校創新經營情況為中高程度。 

2.校長運用轉型領導有助學校創新經營之實踐。 

3.校長學歷、在該校年數對教師所知覺之學校整體

創新經營有顯著差異。 

4.在學校創新經營方面，以「課程與教學」、「資訊

科技」與「行政管理」較高，「教師知識分享」與

「外部關係」較為偏低。 

林筱瑩 

（2004） 

台北市國民中

學創新經營之

研究 

1.學校創新經營具有多面向，且現況普遍良好。 

2.學校規模、設校歷史、行政區之背景變項，對學

校創新經營行政運作無顯著差異。 

3.學校創新經營面臨以下問題：經費不足、成員參

與的意願低落、時間不足、缺乏具體可行方案、組

織學習機制不足。 

吳素菁 

（2004） 

學校創新經營

之研究：以四所

國民小學為例 

1.學校創新以環境與活動創新居多。 

2.創新共識不易建立是學校創新最大的困難。 

3.經費不足，推動學校組織創新較為不易。 

4.校長宜積極倡導組織創新展現成效。 

5.學校宜運用整合性策略解決創新問題。 

姚欣宜 

（2005） 

台北縣國民小

學學校支持創

新經營與學校

創新氣氛之研

究 

1.國小整體支持創新經營為高度程度。 

2.不同學歷、年齡、現任職務、服務年資的國小教

師所知覺之整體學校支持創新經營之看法有顯著

差異。學校規模、所處地區、創校歷史之不同，成

員知覺整體創新經營有顯著差異。 

3.不同學歷、職務、服務年資的教師之整體創新氣

氛沒有顯著差異，不同年齡成員、學校規模、學校

位置、創校歷史，其創新氣氛有顯著差異。 

4.學校支持創新經營中，以「團隊支持」、「組織學

習」、「資源提供」與學校創新氣氛具有高度相關。

辜皓明 

（2006） 

臺北縣國民小

學教育人員知

識分享行為與

學校創新經營

之研究 

1.知識分享行為和學校創新經營現況為中高程度。

2.不同職務所知覺的創新經營取向有區別，但是

「學生多元展能創新」受所有教育人員高度重視。

3.人員背景變項中，不同「性別」、「擔任職務」、「最

高學歷」、「學校規模」、「創校歷史」之人員所知覺

的學校創新經營有顯著差異。 

4.國小「知識共構」對於學校創新經營具有中等程

度的解釋力，有良好之預測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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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學校創新經營之相關研究(續) 

林文勝 

（2006） 

桃園縣國民小

學校長轉型領

導與學校創新

經營關係之研

究 

1.校長轉型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表現為中上程度。

2.性別與服務年資在所知覺學校創新經營上具有

顯著差異。以男性教師以及資深教師得分較高。 

3.不同學校規模的教師在知覺學校創新經營上有

顯著差異。以學校規模為 49 班以上教師得分較高。

4.國民小學校長轉型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具有顯

著相關，此外，亦具有預測力。 

汪宗明 

（2006） 

國民小學知識

延續管理與學

校創新經營關

係之研究—以

臺北縣、桃園縣

為例 

1.小學為「中度學校創新經營」，以「資訊科技創

新」表現最佳，「資源價值創新」可再加強。 

2.學校環境變項在學校創新經營皆無顯著的差異。

3.國小知識延續管理與創新經營有高度正相關。 

4.國小知識延續管理對學校創新經營有高度預測

力，以「分享文化之塑造」最具預測作用。 

張妙琳 

（2006） 

國民小學組織

學習與創新經

營之研究 

1.國小教師學校創新經營認知程度良好，以教學專

業層面最高，行政運作層面最低。 

2.因不同性別、服務年資、教育程度、擔任職務、

及學校規模而有顯著差異存在。 

3.組織學習與創新經營有顯著正相關。 

4.組織學習對於創新經營具有解釋力。 

徐瑞霞 

（2006） 

台北縣校長領

導行為與學校

創新經營之研

究 

1.學校創新經營現況，教師最肯定課程教學創新面

向，行政管理創新面向有待努力。 

2.服務年資16年以上、教師兼主任、學校規模49~72

班或創校歷史41~80年之國小教師對學校創新經營

的肯定度較高。 

3.校長的領導行為與學校創新經營具有高正相關。

Sharma 

（2001） 

學校創新：倡

導、支持與管理

的架構 

1.學校創新在教學、課程、評量、行政和資源流動。

2.創新初期，領導角色最為重要。 

3.溝通的暢通，網絡的建立是後期階段的關鍵。 

4.創新的學校在監控、動員的支援、教師訓練的程

序、參與的制訂等經營管理會開展有效能的系統。

Droge 和 

Shrader- 

Harvey 

（2002） 

學習環境的規

劃：三所創新小

學的規劃之研

究 

1.多元的環境能提供學生歸屬感。 

2.允許學生多元的使用功能性的空間；鼓勵學生依

任務不同進行選擇；促進學生責任感的發展。 

3.讓學生由活動中學習、允許學生主動參與、運用

所學並幫助學生發掘興趣。 

Guthrie 

（2003） 

特許學校對公

立學校行政創

新之研究 

1.合作與互惠比競爭更有助於創新的擴散與影

響。有競爭無合作會減少高價值教育方案的嘗試。

2.具教育理念與經驗的行政人員與特許學校的伙

伴關係中，比較可能去推動具吸引力的教育方案。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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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表資料顯示，學校領導者及教師是學校創新經營的重要因素，而

學校的發展以及教師的個人背景則在不同研究中，會因所在不同地區而有

不同影響，研究者目前服務於新竹地區，希望能參考選用這些研究變項，

以進行探討學校創新經營之現況，以做為未來創新發展之參考。 

    

肆肆肆肆、、、、學校創新經營之測量學校創新經營之測量學校創新經營之測量學校創新經營之測量    

    透過全國博碩士論文系統，發現創新管理的測量工具，以企業界的研

究居多，然近幾年以來，學校的創新也備受矚目，研究數量不少，以下將

列舉幾個有關學校創新經營的重要測量工具，作為本研究編製問卷之依

據： 

 

一、李瑞娥之「組織創新量表」 

    李瑞娥（2004）探討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之相關因素，透過文獻探 

討分析組織創新的相關變數與特質後，以 1991年 Damanpour、2001年 

Leithwood,Aitken和 Jantzi，以及 1996年 Hodge,Anthony和 Gales等 

組織創新觀點、終身學習理念作為理論基礎，並參酌林偉文（2002）、 

陳尚蓉（2002）對農產經銷班所編擬的組織創新調查問卷，從「教學行 

為創新」、「設備資源創新」、「行政運作創新」、「組織氣氛創新」四個角 

度來編製「組織創新量表」。 

本量表內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 α為 0.8698，各層面內部一致性

係數 Cronbach α介於 0.8234至 0.8864。 

 

二、濮世緯之「學校創新經營量表」 

      濮世緯（2003）以文獻分析為基礎，並融合林珈夙（1997）教師創 

新教學行為量表部分題項；賴文堅（2002）學校組織知識管理量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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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文（2002）有關知識與資訊流通、學校經營者對創意教學與創造力培 

育態度之部分題項；同時參酌 2003全國學校經營創新獎項之評分方式， 

以及台北市九十學年度實施「創新教學九年一貫課程」執行情形檢核表 

編製而成。 

量表內容包含「行政管理創新」、「課程與教學創新」、「知識分享創 

新」、「外部環境創新」、「資訊科技創新」等五個層面，填答方式採李克 

特式六點量表，答案從「非常不符合」至「非常符合」，依次以 1、2、 

3、4、5、6 給分計算，該量表內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 α為 0.9520， 

各層面內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 α介於 0.8044至 0.8950。 

 

三、林筱瑩之「國民中學創新經營現況與問題調查問卷」  

      林筱瑩（2004）配合研究目的，參考「組織創新」的有關問卷及量 

表，並根據「學校創新經營」的內涵，擬定本問卷的基本架構。 

編製之學校創新經營內涵部分包含「行政管理」、「課程教學」、「學

生活動」、「教師專業發展」、「社會資源統整」、「校園環境營造」等六個

層面，並函請十位學者專家針對本問卷初稿之內容提供意見，以建立本

問卷的效度。 

 

    綜合上述測量工具之編製過程及包含層面，濮世緯（2003）所探討的

五個層面包含校內行政管理及校外外部環境，也含括行政管理及課程與教

學，此外也將資訊科技創新納入研究層面，與目前教育部積極推動資訊設

備的提昇 e 化教育相符應。此外，也與教育實務相互應合，因此本研究擬

採用此問卷為本研究進行問卷調查之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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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組織公民行為之理論與相關研究組織公民行為之理論與相關研究組織公民行為之理論與相關研究組織公民行為之理論與相關研究    

 

    組織公民行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OCB），其

構念源自於 Katz（1964），而後由 Organ（1988）正式提出組織公民行為

此一名稱。之後的相關研究，也多以 Organ（1988）為依據而延伸擴充。 

    Katz在 1964發表的「組織行為的動機基礎」（The Motivational Basis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文章中，指出一個運作順暢的組織，必須

存在三種基本行為：第一、組織成員必須樂於留在組織中工作；第二、組

織成員必須依照組織規範的行為履行任務；第三、組織成員必須主動奉獻

心力，展現創新及自發性來實現組織的目標。1983 年 Bateman與 Organ 正

式將組織成員這種自發性展現、與組織正式規定無關的利社會行為

（prosocial behavior）定名為公民行為（citizenship behavior）；之

後 Organ在 1988年的「組織公民行為：好戰士症候群」（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The Good Soldier Syndrome）專書中，將此概

念列為組織研究的重點，所以正式將其改名組織公民行為(許道然，

2002)。自此有關組織公民行為的研究在人力資源管理、策略管理、經濟

及領導等領域快速成長，也使組織研究領域獲得相當的成果與省思，但很

可惜在學校組織領域則一直忽略它的存在與貢獻（謝勝宇，2007）。學校

體系也是一種組織，如果學校的教師能表現組織公民行為，將能提昇教學

品質，進而提昇學校的效能，因此，探討學校組織中的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實有其必要性與重要性。 

    根據 Scott（2003）的觀點，學校教師應為專業人員，而其進行的教

學活動也是需要專業判斷的複雜活動。由於是專業，其表現的行為是無法

被固定性、例行性的安排，再加上具有複雜度，更需要視情境而進行專業

判斷與適當表現。因此，DiPaola和 Hoy（2005）認為，教學既然是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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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專業判斷的複雜活動，就難以適當地規範教師的工作，因此，組織公

民行為的表現對教師而言便顯得特別重要。其次，從環境的不確定因素，

教師必須隨時以一種自發性與創造性的行為，來表現出超乎學校規定其角

色的組織公民行為。所以，Bolino和 Turnley（2003）指出，雖然並非組

織成員的每一項行為表現都能促進組織績效，但就長期而言，大量的成員

組織公民行為表現，將會累積並提供一種心理性與社會性的組織氣氛，而

且確實能促進組織的績效。 

    以下將分別就組織公民行為的定義、相關理論、研究構面及其相關研

究整理說明。 

 

壹壹壹壹、、、、組織公民行為的定義組織公民行為的定義組織公民行為的定義組織公民行為的定義    

    組織公民行為的概念淵源於Katz（1964）的角色外行為的想法，並以

角色理論為出發點，說明人在組織中，會如何形塑出組織所要求的角色行

為（姜定宇、鄭伯壎，2003）。Organ指出，任何組織系統的設計都不可能

完美無缺，因此，只依靠成員的角色內行為，將很難有效地達成組織目標，

如果成員的角色外行為能適當的展現，將能彌補角色定義之不足，並促進

組織目標的達成。Organ將組織公民行為定義為「個體在未受到任何外界

環境的要求或強迫下，所展現且可自行選擇的一自發性行為。而此行為不

直接受到其所屬之組織內部的正式獎酬機制表彰，亦未具體規範於工作描

述中」（宋家瑞，2007）總而言之，主動協助同事、主動協助解決工作問

題、主動對外維護組織形象、守時、參加非規定但對組織有益的活動，不

利用組織資源完成個人事務等，都可稱之為組織公民行為。不過Organ

（1997）後來修正了對組織公民行為的看法，認為組織公民行為不再必然 

被視為是「角色外」（extra-role）、「超出工作之外」（beyond the job）、

「在正規制度中未被酬賞」（unrewarded by the formal system）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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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許道然（2002）根據過去學者的定義，認為組織公民行為概念具有以

下四種特性： 

一、它是以外顯的方式呈現的一種行為。 

二、它是一種角色外行為。 

三、它是組織中正面的利社會行為。 

四、組織公民行為不受組織獎 懲制度範圍。 

 

茲將國內外學者對組織公民行為之定義，整理如表 2-3： 

 

表 2-3 組織公民行為定義彙整表 

學者 年代 定義 

林淑姬 1992 係指對組織傾向正面有利，未包括於組織對員工之工作要

求內，員工可以自行決定，且組織不會給予財物上的報

酬，但整體而言對組織目標、整體形象，有正面貢獻或負

面影響之各種行為。 

林淑姬 

樊景立 

吳靜吉 

司徒達賢 

1994 員工在工作外，具有自動的精神，對組織目標有正面貢獻

的各種行為。 

林鉦棽 2000 係指（一）員工分內所應該負起之任務，稱之為「工作本

份 行為」；（二）非員工工作本份內但卻對組織有益之行

為，稱之為「組織公益行為」；（三）非員工工作本份內但

是對其他同事有益之行為，稱之為「同事互助行為」。 

孫淑芬 2001 係包含三個要件：（一）此行為超過組織正式要求；（二） 

此行為 是無條件而自然產生；（三）此行為不需要組織正

式內獎酬系統的鼓勵。 

江岷欽 

許道然 

2002 組織成員非基於工作上的要求，而自動表現出有利於組

織、個人，或有利於群體的行為，同時兼顧工作上的創新

作為。 

許道然 2002 係指組織成員超越組織正式角色規範的行為，這種行為通

常是組 織成員的自發性展現，並對組織績效具有長遠的

正面意義。 

蔣景清 2002 係指在組織中未明文規定且未給予獎勵與報酬的情形

下，成員自發性的做出對組織或其他成員有貢獻性的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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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組織公民行為定義彙整表(續) 

鄭燿男 2002 係指組織成員非基於工作上的要求，而自動能表現出有利

於組織、或有利於個人、或有利於群體的行為，同時兼顧

工作上的創新作為。 

黃柏勳 2003 在非基本工作要求條件下，所表現的主動、積極、正面、

盡職利他行為 

林鉦棽、蕭淑

月和何慧清 

2005 1.組織公益行為：員工在工作上，能顧及組織利益的行為

表現。2.人際利他行為：員工在工 作上，願意主動協助

同事，主動關心同事的行為表現。3.堅守本分行為：員工

堅 守工作崗位，以完成角色內之工作行為表現。 

黃俊傑 2006 綜合學者的看法，提出組織公民行為的意義：「組織成員

表現出自發、非強迫性，且未涉及組織給予獎勵與報酬的

行為，而此種行為有助於組織績效的提升」 

Somech 和 

Ron 

2007 認為教師的組織公民行為指的乃是所有幫助同事、校長和

學生的行為，包括在工作環境中協助同事、替較高能力及

較低能力的學生準 備特殊的作業，甚至是對學校提供改

善的建議、或是告訴校外人士有關學校的事情。 

Organ 1988 係指員工角色指派以外的行為，有益組織運作績效的各種

自發性行為，是利他助人、盡職、自動創新的行為。 

Williams 和

Anderson 

1991 1.朝向組織的公民行為：指成員為組織利益努力表現的 

行為。2.朝向個人的公民行為：指成員願意主動助人，關

心其他同仁。 

Konvsky 和

Pugh 

1994 組織的公民行為是一種員工的行為，此行為不在職責範圍

內，是可以自主裁量的行為，而不是在組織正式酬賞結構

的範圍之內。 

Robinson 和 

Morrison 

1995 組織公民行為是超出員工與雇主約定的所有行為，它純粹

是一種心理狀態，所以二位學者認為，員工會展現組織公

民行為，原因是他們將任用關係界定為社會交換關係，與

組織之間是一種互惠的關係。因此，若員工未表現這種行

為，組織亦無法對員工做任何懲處。 

Robbins 2001 組織公民行為係指員工在正式職務要求之外，所從事自發

性、無條件的行為，而這種行為有助於組織效能的提昇。 

Piccolo 和 

Colquitt 

2006 部屬為成就集體目的，放棄個人利益，願意合作、投入工

作，對組織價值與目標做出正面貢獻。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合上述可知組織公民行為是一種組織無明確規範，也是一種員工自

發性主動為組織付出的行為，這種行為短期對組織並無明顯的績效，但長

期而言，對組織內部的合作會有很大的影響。因為組織公民行為是一種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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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性質的行為，所以若員工無組織公民行為，組織也無法懲處；反之，若

組織內默許及鼓勵員工主動產生組織公民行為，相信對組織績效會有正面

的提昇。因此，組織公民行為應可以定義為：組織內成員不假規範與外力

的強迫，也不涉及組織內部獎酬系統的表彰，所展現的一種自發性行為。 

 

貳貳貳貳、、、、組織公民行為的相關理論組織公民行為的相關理論組織公民行為的相關理論組織公民行為的相關理論    

    組織公民行為的相關理論頗多，鄭燿男（2004）在研究學校教師的組

織公民行為及探討相關文獻後，發現與組織公民行為有關的理論主要是公

平理論（organizational justice theory）、社會交換理論（social 

exchange theory） 及個人與組織適配理論（person-organization fit 

theory）。以下針對各理論進行簡要的探討。 

 

一、組織公平理論 

      組織公平(organizational justice)一般而言包含分配公平 

（distributional justice）與程序公平（procedural justice）等二 

個意涵（Niehoff & Moorman, 1993）。分配公平是指員工認為其工作量、 

薪資或獎勵，和其他同事比較起來，是否公平的認知；當知覺有所不公 

平時，便會影響其日後的工作態度與表現。程序公平是指員工感受主管 

在處理獎懲的過程是否公開、獎懲標準、辦法訂定是否符合公平原則等 

的知覺。Adams(1963)公平理論應用在組織中，是認為組織中的員工若 

感受到公平的對待，員工對於工作以及主管將會持著正面的態度；反 

之，員工感受到不公平時，就會選擇降低工作投入或離開組織因此，公 

平理論說明了員工對於組織公平與否的認知，將會影響員工的工作投 

入，而這裡所謂的工作投入與上述組織公民行為的意涵是相當接近的 

（鄭燿男，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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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交換理論 

      社會交換理論最早起源於 George C.Homans 於 1958 年所發表一篇 

「交換的社會行為」，而後由 Blau於 1964年提出社會交換理論，認為 

個人願意投入於團體，主要是受到團體報酬之吸引，如團體可提供金 

錢、愛與情感依附。當然個體也必須交換個體的順從、讚賞、愛與情感 

等，如此才能在團體中被接納。Blau建議，組織中的交換關係可以區分 

為二種型態，分別是經濟交換關係(economic exchange relationship) 

與社會交換關係(social exchange relationship)。研究顯示組織中的 

社會交換關係會正向影響組織成員的組織公民行為（林鉦棼，1996）。 

其主要內容可歸納如下（許道然，2002；邱麗蓉，2003）： 

    (一)每一個人都以自我中心為基本，其需求和動機會有個別差異， 

        而以追求快樂和滿足為目標。 

    (二)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就是一種交換行為，交換的對象可以是具 

        體、有形的物質，也可以是抽象、無形的東西。 

    (三)在交換的過程中，每個人皆以追求最大利潤為動機，在公平的前 

        題之下獲得滿意的酬賞獲利益，方能繼續維持與他人的交換關 

        係。 

    (四)Blau在社會交換理論中將籌賞分成內在籌賞與外在籌賞，前者對 

        交換雙方通常並無實用價值，如團體的穩定、行為準則與個人滿 

        足程度等；而大多數的交換行為皆為後者，若對方的回報不合己 

        意時，且回報不利的原因是不願而非能力不足時，交換的關係就 

        難以維持，如薪酬等。 

    (五)Blau亦將交換行為區分為經濟交換與社會交換。前者是建立在一 

        個名列交換物數量的契約上，雙方在明確的行為和精準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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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獲致之協議；而後者則建立在信任之上，因此社會交換中的 

        回報是自發性的，但也因此充滿不確定性。 

 

三、個人與組織適配理論 

      Chatman（1989）以價值適配為基礎提出個人與組織適配理論，主 

張個人和組織若能分享價值，則比較容易有工作滿足感，並願意朝向完 

成組織目標而努力。Caldwell和 O’Reilly將此概念運用在工作適配 

上，所謂工作適配是指個人能力、知識與組織所要求的工作規範的適 

配。因此，當個人與組織的價值或工作與專長越相互適配時，則個人工 

作滿足將越高。由於有研究顯示工作滿足高，個人將越易於表現組織公 

民行為，因此個人與組織的適配對於組織公民行為可能也存在著正向的 

影響關係。 

 

    綜合上述，社會交換將決定組織成員的行為表現及回饋組織的程度；

心理契約即組織成員與組織彼此信任與期望的一種心理狀況，而協同關係

就是建立在各方對福祉的承諾和價值觀念 

    

參參參參、、、、組織公民行為研究構面組織公民行為研究構面組織公民行為研究構面組織公民行為研究構面    

    有關組織公民行為的構面分類，各方學者至今仍相當分歧，由 Bateman 

和 Organ(1983)提出的單構面而至 Podsakoff,MacKenzie,Paine 和 Bacharach 

(2000)所提出的七構面，均有其不同的觀點及名稱。茲依國內外學者對組

織公民行為的構面數及構面名稱，進行歸納分類如表 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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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組織公民行為構面分類 

分類 學者 年代 構面名稱 

單構面 Bateman 和 Organ 1983 組織公民行為 

雙構面 Smith,Organ 和 Near  

Podsakoff,MacKenzie 和 Hui 

1983 1.一般順從 

2.利他主義 

Williams 和 Anderson 

Bolon 

1991 

1997 

1.與組織層面有關（組織公益） 

2.與個人層面有關（人際利他） 

三構面 Katz 和 Kahn 

 

1978 1.堅守本份行為 

2.組織公益行為 

3.人際利他行為 

Williams 和 Anderson 1991 1.角色內行為 

2.朝向個人的組織公民行為 

3.朝向組織的組織公民行為 

Podsakoff 和 MacKenzie 1994 1.幫助性行為 

2.運動家精神 

3.職業道德 

Van Dyne et al  

Van Dyne,Graham 和 Dienesch 

1994 1.組織服從 

2.組織忠誠 

3.組織參與 

Coleman 和 Borman 2000 1.人際間的公民表現 

2.組織公民表現 

3.工作任務的公民表現 

四構面 Moorman 和 Blakely 1995 1.協助同事       2.主動進取 

3.敬業守法       4.認同組織 

Netemeyer et al. 

Netemeyer,Boles,Mckee 和

McMurrian 

1997 1.運動家的精神   2.職業道德 

3.自主意識       4.利他主義 

蔣景清 2002 1.認同組織       2.協助同事 

3.不爭利營私     4.敬業精神 

林鉦棽 2004 1.任務奉獻       2.組織公益 

3.協助同事       4.輔助主管 

吳建財 2008 1.自我要求與重視學校效益 

2.尊重體制 

3.主動助人 

4.敬業守法 

謝勝宇 2007 1.認同組織        2.協助同事 

3.不爭利營私      4.敬業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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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組織公民行為構面分類(續) 

五構面 Organ 

Podsakoff,MacKenzie,Moorman

和 Fetter 

Moorman 

Schnake,Cochran 和 Dumler 

1988 

1990 

 

1993 

1995 

1.利他主義 

2.職業道德 

3.運動家精神 

4.事先知會 

5.公民道德 

Farh,Earley 和 Lin 1997 1.認同公司；2.利他主義； 

3.人際和諧；4.保護公司資源； 

5.勤勞盡職 

鄭仁偉和廖瓊瑤 2000 1.利他主義     2.禮貎周到 

3.運動家精神   4.盡責 

5.公民道德 

江岷欽和許道然 2002 1.敬業   2.樂群   3.守分 

4.忠誠   5.熱心 

鄭燿男 2004 1.關懷學校效益 

2.主動助人行為 

3.工作要求高標準 

4.尊重學校體制 

5.敬業行為 

六構面 林淑姬 

邱麗蓉 

李政翰 

林永欽 

黃柏勳 

蔡秀琴 

1992 

2003 

2004 

2004 

2004 

2006 

1.認同組織     2.協助同事 

3.不生事爭利   4.公私分明 

5.敬業守法     6.自我充實 

許道然 2003 1.敬業    2.樂群    3.守分 

4.忠誠    5.參與    6.熱心 

七構面 Podsakoff,MacKenzie,Paine 

和 Bacharach 

2000 1.助人行為      2.運動家精神 

3.組織忠誠      4.組織順從 

5.個人創新      6.公民道德 

7.自我發展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綜合以上論點，在組織公民行為的構面分類，雖然國內外的學者有不

同的類別，但是國內外學者對於組織公民行為的內涵觀念上則仍相當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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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組織公民行為層面衡量組織公民行為層面衡量組織公民行為層面衡量組織公民行為層面衡量    

    研究者參考文獻有關組織公民行為所涵括的層面因素，進而整理成表

2-5的層面衡量統計表，將各研究者所參考的層面因素進行比對及分析，

整理的結果出現次數最多為「認同組織」、「協助同事」、「不爭利營私」及

「敬業精神」四個層面。 

 

表 2-5組織公民行為變項層面衡量統計表 

研究者 年代 認
同
組
織 

協
助
同
事 

不
爭
利
營
私 

敬
業
精
神 

尊
重
體
制 

自
我
要
求 

勤
勉
審
慎 

關
懷
學
生 

參
與 

事
先
知
會 

Organ 1988 ◎ ◎  ◎ ◎     ◎ 

Farh 1997 ◎ ◎ ◎  ◎      

林淑姬 1992 ◎ ◎ ◎ ◎       

謝佩鴛 2000 ◎ ◎ ◎ ◎       

孫淑芬 2001 ◎ ◎ ◎   ◎    ◎ 

鄭燿男 2002 ◎ ◎ ◎ ◎ ◎ ◎     

蔣景清 2002 ◎ ◎ ◎ ◎       

曹采華 2002  ◎  ◎ ◎  ◎    

李兆香 2003 ◎ ◎  ◎ ◎      

李建慧 2003 ◎ ◎ ◎ ◎       

卓孟珍 2003 ◎ ◎ ◎ ◎       

邱麗蓉 2003 ◎ ◎ ◎ ◎       

李衍新 2003 ◎ ◎ ◎ ◎       

許道然 2003 ◎ ◎ ◎ ◎     ◎  

黃柏勳 2004 ◎ ◎ ◎ ◎ ◎ ◎     

郭怡君 2004 ◎ ◎ ◎ ◎       

李政翰 2004 ◎ ◎ ◎ ◎       

蔡家蕙 2004  ◎  ◎       

林永欽 2004 ◎ ◎ ◎ ◎       

楊登伍 2004 ◎ ◎  ◎       

江若嵐 2005 ◎ ◎  ◎ ◎      

蕭文瑞 2005 ◎ ◎  ◎ ◎      

黃郁婷 2005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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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組織公民行為變項層面衡量統計表(續) 

蔡秀琴 2006 ◎ ◎ ◎ ◎       

黃俊傑 2006 ◎ ◎ ◎ ◎ ◎      

賴秀珠 2006 ◎ ◎ ◎ ◎       

出現 

次數 

總計 24 26 19 24 8 4 1 1 1 2 

資料來源：取自謝勝宇(2007)。 

    因此，擬將「認同組織」、「協助同事」、「不爭利營私」及「敬業精神」

四層面作為本研究「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變項」的分層面，並參用謝勝宇

（2007）依據此四層面所編製的「組織公民行為量表」為本研究之工具。 

 

伍伍伍伍、、、、組織公民行為之相關研究組織公民行為之相關研究組織公民行為之相關研究組織公民行為之相關研究    

    有關組織公民行為的研究數量頗為豐碩，多以企業或公家機關成員為

研究對象，關於教育學門領域的研究則較少，以下整理國內各學者與教育

相關之組織公民行為研究摘要說明如表2-6所示： 

 

表2-6組織公民行為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發現 

謝佩鴛 

（2000） 

 

校長領導作風、上下關係

品質及教師組織公民行

為關係之研究 

校長領導作風與教師所知覺的上下關係品

質及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表現具顯著相關。

教師傳統性與教師所知覺的上下關係品質

及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具顯著正相關。校長

領導作風及教師傳統性是透過上下關係品

質間接影響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鄭燿男 

（2002） 

 

國中小教師的組織公民

行為及其影響因素之研

究：學校組織公民行為模

型初構 

影響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展現的因素主要是

學校主管的情感交換、工作支持、獎勵公

平、程序公平、工作滿意度。情感交換、

工作支持、獎勵公平、以及程序不公平等

這四個變項，是背景因素影響教師表現組

織公民行為的第一層中介變項，而工作滿

意度則是第二層中介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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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組織公民行為之相關研究(續) 

邱麗蓉 

（2003） 

 

組織公平與組織公民行

為關係之研究－以苗栗

縣國民小學為例 

組織公平與組織公民行為有顯著正相關存

在。組織公平中的互動公平對組織公民行

為中的認同學校預測力最高。 

王鳳美 

（2004） 

 

國民中學校長領導風格

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影

響之研究 

國中校長領導風格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有

顯著正相關。國中校長關懷領導風格對教

師的整體組織公民行為預測力最高。 

田怡甄 

（2004） 

台灣天主教中學教師之

組織信任與組織承諾及

組織公民行為關係之研

究 

教師組織信任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間具有

中低度正相關 

黃柏勳 

(2004) 

國民中小學校長轉型領

導、學校組織氣候與教師

組織公民行為關係之研

究 

校長轉型領導越高，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越高。學校正向氣候越高，則教師組織公

民行為越高。校長轉型領導與學校組織氣

候能有效的預測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其中

「教師投入」最能有效預測教師組織公民

行為。校長轉型領導會間接透過學校正向

氣候影響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胡正孝 

（2005） 

澎湖縣國民中小學教師

工作滿意度與組織公民

行為關係之研究 

工作滿意度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具有中等

程度的正相關。教師工作滿意中的教學工

作、工作環境構面滿意程度愈高，教師的

組織公民行為表現程度亦會跟著提高。 

黃郁婷 

（2005） 

教師人格特質影響組織

公民行為之研究－以南

投縣國民中學為例 

教師「神經質」特質與組織公民行為整體

呈顯著負相關，「外向性」、「開放性」、「和

善性」以及「嚴謹自律性」特質與組織公

民行為「整體」及各構面皆呈正相關。教

師五大人格特質中，「外向性」、「開放性」、

「和善性」以及「嚴謹自律性」特質皆對

整體組織公民行為具有顯著的預測力。以

「嚴謹自律性」特質最對組織公民行為具

有預測力。 

許順興 

（2005） 

臺北市國中校長轉型領

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關係之研究 

校長轉型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有密切

的正向關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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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組織公民行為之相關研究(續) 

羅國誠 

（2005） 

台北縣立國民中學組織

學習與教師組織公民行

為關係之研究 

國民中學組織學習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有

密切關係存在。 

陳慧穎 

（2006） 

校長領導行為、組織公平

及教師組織公民行為關

係之研究－以南部四縣

市公立國小為例 

倡導及關懷行為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有正

向影響。教師所知覺的組織公平對組織公

民行為有正向影響，又以程序及互動公平

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有較大的影響力。 

蔡家媛 

（2006） 

國民小學教師工作價值

觀與組織公民行為之研

究 

國小教師之工作價值觀和組織公民行為有

顯著正相關。 

黃俊傑 

（2006） 

屏東縣國民小學內部行

銷、教師組織承諾與組織

公民行為關係之研究 

國小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屬中上程度。年

長、資深、兼任行政職務、小型學校、偏

遠及離島型學校之教師，展現較多的組織

公民行為。組織承諾愈高，教師展現愈多

組織公民行為。內部行銷愈積極，組織公

民行為展現愈佳。內部行銷、教師組織承

諾對組織公民行為有顯著的預測力，學校

認同層面最能預測組織公民行為。 

林欣豫 

（2007） 

私立學校轉型領導、教師

組織公民行為對學校效

能的影響--以台北縣、市

私立高中為例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中介效果顯著，亦即

學校行政主管之轉型領導會透過教師組織

公民行為進而提升學校效能。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由上述整理結果，研究大多著重在校長領導，或是組織氣氛與組織公

民行為的關係，對於學校創新經營，學校效能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的相關

研究則較少有人探討，因此，研究者希望能針對此進行研究，進而有所發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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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陸陸陸、、、、組織公民行為量表組織公民行為量表組織公民行為量表組織公民行為量表    

  一、Podsakoff,Mackenzie,Moorman 和Fetter的組織公民行為量表： 

      Podsakoff等人(1990)組織公民行為量表有五個構面：利他主義、良 

  心行為、運動家精神、謙恭有禮及公民道德。共有26題，採用李克特氏 

  五點量表。2001年Lam將Podsakoff等人的組織公民行為量表施測於香港 

  大型國際銀行員工，信度值分別為0.88、0.90、0.87、0.87、0.90。 

 

  二、Williams 和Anderson (1991)組織公民行為量表 

      林鉦棽、蕭淑月與何慧清（2005）採用Williams(1991)所編制的組 

  織公民行為問卷為測量之量表，共計21題，採用李克特氏五點尺度量表 

  來衡量。在組織公民行為的問卷中，組織公益行為的題號為1～7題、人 

  際利他行為的題號為8～14題、堅守本分行為的題號為15～21題。為驗 

  證本研究所擇取之分類方式是否適當，分別以單因子模式驗證組織公 

  民行為、以雙因子模式驗證角色內行為與角色外行為，以及用三因子模 

  式驗證組織公益、人際利他、堅守本分三個變項，以提升模型之適合度。 

  結果發現，三個不同的模式中，不論GFI、AGFI 或其他適合度判斷指標， 

  皆以三因子的模式較佳，而且各衡量題項之因素負荷量與t值也達顯著水 

  準，因此，本研究各衡量題項之聚合效度為一項可接受的結果。在信度 

  方面，仍在0.6 以上之尚接受的範圍內。2006年陳儀蓉、黃芳銘採用 

  Williams等人(1991)之組織公民行為量表，蒐集700份企業新進行政人 

  員之有效樣本，檢定此量表在男女員工群體間之測量恆等性。檢定 

  的結果支持Williams等人在1991年所提出的理論結構，亦即此量表具 

  有三因素：堅守本分(IRB)、人際利他(OCBI)以及組織利益(OCBO)，而 

  且此因素結構不論是對男性或女性員工而言皆適用。若要比較男女在 

  OCB上有無顯著差，Williams等人（1991）所 編製的量表將是適合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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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無需將性別分開探討。 

 

  三、賴明政的組織公民行為量表 

      賴明政(2004)將組織公民行為的主要構面，沿用 Katz和Kahn (1978) 

  堅守本份行為、組織公益行為以及人際利他行為等三個構面。並採用林 

  鉦棽（1996）所發展之組織公民行為量表，其中包含堅守本份行為共六題， 

  組織公益行為共五題，人際利他行為共五題。 

 

  四、鄭燿男的組織公民行為量表 

      鄭燿男（2004）以國中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參考 Organ（1988） 

  提出組織公民行為的五構面定義後，改編Podsakoff,Mackenzie 和 

  Bommer（1996）組織公民行為量表，再進行因素分析及信度考驗。將組 

  織公民行為分為五個構面：關懷學校效益、敬業行為、尊重學校體制、 

  助人行為、工作自我要求。各構面內部一致性信度分別是0.85、0.85、 

0.85、0.91、0.81。總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信度為0.94。各構面之因素

變異為46.4%、8.7%、6.8%、5.7%、3.9%，總變異量為71.5%。 

 

五、謝勝宇的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謝勝宇（2007）係參考李政翰（2004）、林淑姬（1992）、黃郁婷 

（2005）、蔣景清（2002）、蔡秀琴（2006）及 Organ（1988）等人的研 

究及相關文獻，再經研究者修訂後，編製而成「教師組織公民行為量表」 

初稿，之後再做進一步的考驗與分析。 

      量表分為四個層面，分別是「認同組織」8題、「協助同事」6題、 

「不爭利營私」7題及「敬業精神」6題，主要在瞭解教師在日常生活 

中，在學校沒有明文規定及獎勵和報酬的情況下，仍能自發性的做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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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或其他成員有正面貢獻的利社會行為的知覺程度。採李克特氏五點 

式量表計分，選項從「極不符合」1分 、「不符合」2 分、「普通」3 分、 

「符合」4分及「非常符合」5分，而量表中題目皆為正向題，受試者 

擇一填答，所填答得分愈高，代表其組織公民行為愈強烈。「組織公民 

行為量表」、「認同組織」分層面、「協助同事」分層面、「不爭利營私」 

分層面、「敬業精神」分層面的信度分析 Cronbach α值分別如下： 

0.9352、0.9352、0.9018、0.8705、0.8780、0.8371。 

 

    配合組織公民行為各層面的分析整理結果，以及研究者擬探討的方

向，在上述各問卷中將採用謝勝宇的「教師組織公民行為量表」做為本研

究施測的問卷。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學校效能之理論與相關研究學校效能之理論與相關研究學校效能之理論與相關研究學校效能之理論與相關研究    

 

    學校本身是一個複雜的社會系統，其組織目標相較於一般企業組織，

存有抽象、籠統的特性（秦夢群，1998）。以致於在效能的評估上，無法

以具體且齊一的數量化指標加以測量。但學校組織也一如企業界、產業

界，有其既定的組織目標，對於組織的效能也同等重視，成為有效能的學校，

提供受教者公平的教育機會，提供最佳的學習環境，「追求卓越，提升品質」

一直以來都是教育單位及教育工作者所努力追求的目標，因此，為提高教

育品質，達成教育目標，學校效能一直是學者專家致力研究的重點。 

    學校效能的研究，最早起源於 1960 年代，1970 年代以後，學校效能

的研究逐漸受到世界各國學者的重視，學校效能的學術著作和研究報告愈

來愈多，豐富了學校效能研究內涵（吳清山、林天祐，2003）。以下分別

以學校效能的內涵、學校效能的發展、學校效能的研究方法、學校效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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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指標及相關研究，加以分析與探討。 

    

壹壹壹壹、、、、學校效能的內涵學校效能的內涵學校效能的內涵學校效能的內涵    

一、效能的涵義 

      效能（effectiveness）與效率（efficiency）常被相提並論，吳 

清山(1998)指出，效能與效率是不同的兩個概念，前者重視組織目標的 

達成，後者強調資源有效的利用。所以有效率的組織不一定是指有效能 

的組織;有效能的組織也不完全是有效率的組織。一般而言，組織所追 

求的目標要比資源的運用更為重要，因此，組織效能的研究，更加受到 

學者們所重視。張慶勳（1996）曾針對效能與效率之差異整理如下表： 

 

表2-7效能與效率之比較 

效 能 效 率 

強調組織目標的達成 強調組織成員個人需求的滿足 

強調資源運用的結果 強調資源輸入與產生結果的比值 

考慮輸出-運作過程-產生的循環 考慮輸出-產出的間關係 

強調做對的事 強調把事情做對 

強調領導策略的運用 強調管理技術的層面 

兼顧組織內外環境的要求與標準 偏向組織內部的狀況 

尋求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案 偏向解決問題的「經濟」層面 

對有限資源做最佳的利用 保護資源 

追求利潤 降低成本 

講求績效 負責盡職 

    資料來源：張慶勳（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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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效能的涵義 

      學校效能（school effectiveness）是學校辦學的核心（江志正， 

2000）；教育的資源緊縮、績效責任的重視與教育發展的多元化， 

使得學校效能成為教育人員與相關研究者的關注課題，而「少子化」 

現象的影響，亦促使社會大眾對教育品質的重視（吳政達，2006）。 

學校的效能成為衡量學校辦學品質與經營成效的重要指標，然而學校為 

非營利性的組織，目標及任務偏於抽象、籠統，與企業不同，很難加以 

具體的量化，因此國內外學者對於學校效能的涵義，因不同的研究取向 

與重點，存有許多的共識與歧見，在詮釋上也有所差異。以下就國內、 

外學者對學校效能的定義分述如下： 

(一)國內學者的研究 

      方德隆(1986)從組織效能論述學校效能，認為組織效能係指組織 

為達成目標而產生預期的結果，而學校組織效能則是指學校目標與其實

際成效符合的程度，其中必須兼顧教師與個人的目標與學校的目標。 

      游進年(1990)認為學校效能乃學校為達成目的而產生的預期效

果，學校效能必須具有許多普通而同時的特性。 

      吳清山(1992)認為學校效能是一所學校在各方面均有良好的績 

效，它包括學生業成就、校長領導、學校氣氛、學習技巧和策略、學校 

文化和價值、教職員發展等，因而能夠達成學校所預訂的目標。 

    沈翠蓮(1994)則認為學校效能是指學校校長、老師、家長、學生都 

能夠完成教育目標及達到學校所預訂的目標而努力，而使學校獲致良好 

績效。包括學校教學領導、參與溝通、課程與教學設計、學生行為表現 

與學業表現。 

      劉春榮（1993）認為學校效能指學校為達到教育目標，增進教學效 

果、強化行政效率、滿足師生需求、促進教育成長及學生良好成就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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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預期結果。 

    張德銳(1994)將學校組織效能界定為學校組織的實際表現，包括學 

校組織目標的達成、外部環境的調適、組織資源的獲得、以及組織成員 

的需求滿足程度等。 

    鄭彩鳳(1996)將各學者有關組織效能定義整理後，將組織效能歸為四 

大類： 

1.靜態觀點：是指組織達成其目標的程度。 

2.動態觀點：將組織效能界定為組織在環境中得到有利談判地位，藉此 

有利地位，以獲得必要的資源。 

  3.心態觀點：是滿足組織成員，或參與者需求利益的程度。 

4.生態觀點：組織是一開放系統，其目標導向非靜態，會隨著時間，不 

同組織及成員的改變而有不同。 

      張慶勳(1996)將學校效能定義為是學校領導者應用領導的策略， 

及各種有效途徑，從學校外在環境中獲取必要的資源，並統整學校組織 

靜態、動態、生態的層面，經過學校組織的運作，以達成學校目標與滿 

足教職員工 等個人需求，及增進學校組織的發展。 

      謝金青(1997)認為學校效能係對學校教育實施效能表現的客觀測量 

結果，以瞭解學校教育的實施狀況、達成程度或標準，以及預期教育或 

學校目標的符合程度，同時也 考察教育過程中投入、計畫歷程是否健 

全、合理與周密。 

      周崇儒(1998)認為學校效能是學校達成預定目標的程度，包括行政 

領導、學校氣氛、學校文化與價值、參與溝通、課程與教學、工作滿意、 

教職員發展及學生學習表現等。 

    吳宗立（1998）認為學校效能是達成學校教育目標、滿足成員需求、 

發揮行政績效與促進組織永續發展的程度。 

      江志正(2000)將學校效能定義為指學校能達到預期目標，包括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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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績效、教師專業品質、學生成就表現、社區認同支持。 

      蔡進雄(2000)認為學校效能是指學校在教育目標達成的程度，包括 

行政溝通、環境規劃、教師工作滿意、教師教學品質、學生行為表現、 

學生學習表現、家長與學校關係等方面的表現與達成程度。 

      鄭燕祥(2001)認為學校效能為學校能夠適應內在與外在的限制，並 

於最後能夠達成不同群體所要求的重要目標的程度。 

      張宏毅(2001)主張學校效能是指學校在各方面表現的程度，是學校 

為達成目標而產生預期的結果，具有普遍、多元與動態的特性，包括學 

校環境規劃、行政溝通協調、校長行政決定、成員工作滿足、教師教學 

品質、學生學習表現、學校氣氛等。 

      林蕙質(2002)認為學校效能係指學校在校園環境規劃、行政領導、 

教師教學品質、學生學習與生活常規、學校與社區互動等方面，皆有良 

好績效。 

      范熾文(2002)認為學校效能係指學校組織的實際表現與成果，亦即 

有效能的學校，能有效的運用資源，滿足成員需求，達成學校既定目標， 

並適應外部環境的變遷。 

      王秀燕(2003)認為學校效能乃是指一所學校在各方面均有很好的 

績效，包括學生學習、生活行為、教師教學及工作滿意、行政領導及溝 

通、學校環境及課程、家長及社區的認同等，經師生共同攜手努力合作， 

而達成學校預定的願景與目標。 

      張賜光(2003)認為學校效能是指學校在教育目標達成的程度，包含 

行政溝通協調、環境規劃、學校氣氛、教師工作滿意、教師教學品質、 

學生學習及行為表現、社區家長與學校關係等方面的表現與達成程度。 

(二)國外學者的研究 

    Madaus, Airasian 和  Kellaghan (1980)認為學校效能是指學校的目 

標與其實際成效表現的符合程度，即學校目標與績效的一致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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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rkey 和 Smith（1983）認為有效能的學校不只具是有較高的智 

育表現單一特徵，同時亦具有普遍而共同的多元特性，應該包括校長領 

導、學校組織氣氛、課程與教學、學校文化和價值等層面。 

      Reid, Hopkins 和 Holly(1987)提出學校效能可分為十一個範圍， 

包括學校領導、學校管理、學校氣氛、紀律、教師和教學、課程、學生 

學習與閱讀、照顧學生、學校建築及學校規模等。 

      Chapman(1990)認為學校效能應包括：辦學目標的性質與成就的獲 

得、客觀目的的獲得、測量目標獲得所使用的標準。 

      Levine 和 Lezotte(1990)認為學校效能是指學校在以下各方面皆 

能達成目標，包括：學校氣氛與文化、安排及實施有效的教學、學生獲 

得重要之學習技巧、適切監督學生的進步、對學生高度的期望、教職員 

實用取向的發展、傑出的領導、家長的參與等(引自鄭宗文，2004)。 

      Scheerens(1992)認為學校效能與學校品質有密切的關聯，效能的 

概念是方法--目的的歷程，應用在教育上，效能乃是經由教育方法或過 

程，達成教育目標的程度。 

      Young(1998)認為學校效能是學校運用現有的教育資源，表現於學 

生學業成就和提昇教師作士氣的程度。綜合上述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本 

研究認為學校效能係指學校達成教育目標程度的綜合性指標，歸納為學 

校在行政的溝通及協調、教師教學品質與工作滿意度、家長與社區的認 

同及參與等各方面均有較佳的表現，經社區、家長、學校同仁及學生共 

同努力合作，達成學校的發展願景及預定目標。 

Wolfendale 和 Bastiani (2000)認為學校效能係指學校運用現有

的教育資源，表現於學生學業成就與教師工作士氣上的程度。 

 

      學校效能的定義隨著研究時間與發展，研討所涵括的內涵及層面越 

  趨廣泛，但仍以泛指學校在學校行政服務、教師專業績效、學生學習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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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現及社區認同支持等各層面的績效目標的達成程度為主。下表列舉國 

  內外學者對於學校效能的定義和觀點： 

 

表2-8學校效能定義彙整表 

研究者(年代) 定義或觀點 

Purkey 和 

Smith  

(1983) 

有效能的學校不單是學生有較高的智育成績，而是具有普遍且

共同的特性，包括校長領導、學校組織氣氛、課程與教學、學

校文化與價值等。 

Stoll和 Fink 

(1993) 

學校效能是指在平常性任務（教育領導、明確的目標、價值與

信念分享）、助長學習氣氛（學生投入與責任感、物質環境、父

母及社區的投入與支持）與強調學習（課程教學的重視、教師

專業成長）等三層面都能達到預期的目標。 

劉春榮 

（1993） 

學校效能是指學校為了達成教育目標、增進教學效果、強化行

政效率、滿足師生需求、促進教育成長及學生良好成就表 現的

預期結果。 

張慶勳 

（1996） 

學校領導者能應用領導策略及有效的途徑，從學校外在環境中

獲取必要的資源，並統整學校組織靜態、動態及生態的層面，

透過組織的運作，以達成學校目標、教職員工需求與增 進組織

張奕華 

（1997） 

學校效能是學校經由計畫性、目標性、系統性的過程，達成高

品質的行政、教師與學生效能。 

吳清山 

（1998） 

係指學校在各方面具良好的績效，包含學生學業成就、校長的

領導、學校的氣氛、學習的技巧與策略、學校的文化與價 值，

以及教職員的發展等，因而能夠達成學校所預定的目標。 

吳宗立 

（1998） 

學校效能是達成學校教育目標，滿足成員需求，發揮行政績效

與促進組織永續發展的程度，其中涵蓋學校組織靜態、心態、

生態、動態的內涵，以表示學校組織整體的效能。 

鄭燕祥 

（2001） 

學校效能是學校能夠適應內在與外在的限制，最後能達成不 

同群體所要求重要目標的程度。 

侯世昌 

（2002） 

學校效能係指學校中的各個成員，能建立共識及齊心努力，使

學校在目標計畫、教師素質表現、教育工作滿意、校園設施規

劃、校長領導、行政運作、學生表現、外部評價等各方 面，均

有良好的績效與表現，進而能達成學校預期的教育目 標，並滿

足學校內組織成員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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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8學校效能定義彙整表(續) 
趙志揚 

（2002） 

係一種概念的形成與綜合性的表現，即在既有的環境條件下，

學校系統整體表現能達成目標的程度，其中系統的成員包含校

長、行政人員、教師、學生、家長與社區人士，系統的資源則

包括學校環境設施、教學軟硬體設備及社區資源等。 

張錫輝 

（2003） 

學校效能係指學校於適當的組織運作下，在教學輸入、教學過

程及教學輸出上均有良好的績效表現，使學校能達成預定 或期

望的教育目標，同時兼顧工作人員的生涯目的，使與學 校目標

結為一體。 

蔡炳坤 

（2007） 

學校在學校教育目標的導引下，發揮行政分工合作的力量，有

效率地運用各項資源，兼顧組織目標及個人需求的達成，並能

適應內外在環境的變遷，綜合而成的整體績效程度。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合上述學者的看法，學校效能的意義可從以下角度分析： 

1.從對象區分： 

具有學校效能的學校必須滿足學生、家長、教師與社區的需求，使其分 

工、共同合力完成學校目標。 

2.從內涵區分： 

學校效能的內涵包括校長領導、學校組織氣氛、課程與教學、學校文化 

與價值、與學校環境規劃等，是從整合學校觀點出發。 

3.從歷程區分： 

學校領導者運用領導的策略，統整組織動態、靜態、心態、生態層面， 

其結果將促進學生成就與教育成效的效果。 

4.從目標區分： 

學校的目標不僅多元，同時也必須兼顧個人與團體的目標，當學校在達 

成既定之教育目標後，即可稱為有效能的學校。 

5.從環境區分： 

學校效能乃是學校為了適應內外在環境的限制，整合各項資源，以提升 

教育品質的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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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言之，學校效能可視為學校為滿足學校相關成員與大眾之需求，使

其分工並合作，善用學校內、外部資源，整合學校行政、課程、教學等層

面之動態歷程，達成學校教育目標，以達到最佳效果的程度。 

 

  三、學校效能之特徵 

      學校效能，表現於外者應有其共同之特點，此即可謂為學校效能的 

  特徵。1960 年代學校效能的研究即致力於有效能學校特徵的研究，Davis 

  和 Thomas（1989）指出有效學校真的存在，引發後續對學校效能的相關 

  研究，部分學者也相繼提出學校效能各種不同的特徵。惟因學者對效能 

  的定義並不一致，且所採取的方法也不相同，故所提出的學校效能特徵 

  也各有不同。 

  （一）Purkey和 Smith（1983）認為，有效能學校的特徵為：在組織結 

  構的特徵方面有：1.教學的視導。2.環境的管理。3.人事的安定。4.課  

  程的組織及聯繫。5.教育人員的進修和發展。6.全校要求課業的成功。 

  7.學習時間儘量拉長。8.學區的支持。9.家長參與的支持。在歷程的特 

  徵方面有：1.團結一致的感覺。2.明確的目標與高度期望。3.良好的同 

  儕合作關係。4.有秩序及紀律的維謢。 

  （二）Mortimore（1987）等人提出十二項有關學校效能的特徵：1.校 

  長強勢的領導教育人員。2.副校長的參與。3.教師的參與。4.教師能夠 

  身教和言教。5.精心設計的教學。6.以教學為中心的目標。7.定期與舉 

  行會議。8.開會需有重點。9.積極向上的氣氛。10.師生之間有良好的 

  溝通。11.紀錄保持完整。12.家長的參與。 

  （三）Wilson 和 Corcoran（1988）等學者參考教育文獻提出成功學校 

  的特質為：1.教學的領導。2.教師安定少流動。3.重視課程的管理和檢   

  討。4.提供較長的時間學習。5.共同要求課業的成功。6.校長敢於抗拒 

  外界的壓力。7.家長的參與支持。8.學區的支持。9.共同一體之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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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規畫與同儕關係。11.秩序及紀律的維持。12.明確的目標及很好的 

  期望。13.教師的進修及發展。 

  （四）吳清山（1998）認為學校效能的特徵有九：1.強勢的領導。2.和 

  諧的學校氣氛和良好的學校文化。3.重視學生基本能力的習得。4.對學 

  生有高度的期望。5.教師有效的教學技巧。6.經常督導學生的進步。7. 

  教職員的進修與發展。8.妥善的學校環境。9.社區、家長的參與和支持。 

  （五）張德銳（1994）認為有效能的學校必需具備下列八個特徵：1.重 

  視學校環境的維護。2.學生紀律良好，老師能有效控制教室秩序。3.教 

  師和行政人員都能體認學生學習的重要性。4.學生的學習成就和老師的 

  教學成就普遍受到肯定。5.行政人員和老師均享有高度的自主權。6.能 

  創造並維持和諧的學校氣氛。7.學校提供給學生自治、參與校務及服務 

  的機會。8.學校會鼓勵家長參與校務。 

 

    綜合上述論述，歸納出學校效能具有以下的特徵： 

（一）就行政層面而言： 

      完善的組織與計畫、明確的目標、氣氛良好的學校文化、合宜的校   

  園規畫、教學的視導、強勢的領導、良好的公共關係、民主的決策、定 

  期舉行會議、開會需有重點、紀錄保持完整。 

（二）就教師層面而言： 

      師資水準優良、教師流動率低、研究風氣盛行、教育人員的進修和 

  發展、教師對學生有高度期望、教師重身教與言教、重視學生基本能力 

  的習得、教師有效控制教室秩序。 

（三）就學生與家長而言： 

      學生的表現優異、良好的同儕合作關係、有秩序和紀律的維護、學 

  生有自治的服務機會、家長支持並參與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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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針對國外、國內學者專家對學校效能特徵的看法彙整如下表。 

表 2-9國內、外學者之學校效能特徵彙整統計表 

研究者 年代 

明確的

學校目

標 

良善的

教學環

境管理 

有效的

行政領

導 

教師教

學專業 

妥善的

課程目

標規劃 

教師專

業成長

規劃實

施 

學校認

同與氣

氛士氣 

學生學

習期望

與表現 

家長參

與與社

區支持 

Purkey 和 
Smith 

1983 ◎ ◎ ◎ ◎ ◎ ◎  ◎ ◎ 

Mortimore 1987 ◎ ◎ ◎ ◎ ◎ ◎ ◎ ◎ ◎ 

Wilson 和
Corcoran 

1988 ◎  ◎ ◎ ◎  ◎ ◎ ◎ 

Davis 和 
Thomas 

1989 ◎ ◎ ◎ ◎  ◎  ◎ ◎ 

Hoy 和 
Miskel 

1996  ◎ ◎ ◎   ◎ ◎ ◎ 

Reid,Hopkins 
和 Holly 

1990  ◎ ◎ ◎ ◎   ◎ ◎ 

黃振球 1989 ◎ ◎ ◎ ◎ ◎ ◎ ◎ ◎ ◎ 

劉春榮 1993  ◎ ◎ ◎    ◎ ◎ 

張德銳 1995  ◎ ◎ ◎   ◎ ◎ ◎ 

吳清山 1998  ◎ ◎ ◎ ◎  ◎ ◎ ◎ 

張明輝 1998 ◎ ◎ ◎ ◎    ◎ ◎ 

潘慧玲 1999  ◎ ◎ ◎ ◎  ◎   

侯世昌 2002 ◎ ◎ ◎ ◎ ◎ ◎ ◎ ◎ ◎ 

合計  7 12 13 13 8 5 8 12 12 

 

    經由整理國內、外學者之主張，將學校效能特徵統計其被使用之頻

率，依序為教師教學專業表現、有效行政領導、教學設備環境管理、家長

參與與社區支持、學生期望與表現、學校認同與氣氛士氣、妥善的課程目

標規劃、明確的學校目標與教師專業成長規劃實施等層面。 

    本研究之「學校效能」係指學校具有良好的特徵，並能達成目標的程

度，學校為達到教育目標，增進教學效果、強化行政效率、滿足師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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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教育成長及學生良好成就表現的預期結果，內涵則包含「課程教學發

展、教師專業成長、行政績效表現、社區認同支持」等層面。 

 

貳貳貳貳、、、、學校效能的研究方法學校效能的研究方法學校效能的研究方法學校效能的研究方法    

一、學校效能研究的發展 

      學校效能研究開始於一九六○年代後期，而各國在這方面的研究， 

以美國進行得最早。當時針對學校研究所提出的法案和報告書非常豐 

富，如「初等及中等教育法案」(1965，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1966年J.S. Coleman等人提出「教育機會均等報告書 

」(Equality of Education Opportunity)等，均可視為研究學校效能 

的起源(吳清山，1998)。至1983年《國家在危機之中》（A Nation at Risk） 

報告裡，呼籲改革學校教育品質，以追求卓越、績效的學校，學校效能 

的研究更受到重視（吳宗立，1998）。而學校效能研究的發展，國內外 

學者意見分別提出不同的分期方法，茲就學校效能的分期敘述如下： 

    (一)美國學者 Murphy, Hallinger 和 Mesa 為了政策分析的目的， 

將學校效能的演變劃分為三個不同但互為關聯的時期：（潘慧 

玲，1999） 

1.因素確認時期（factor specification period） 

        此時期主要在探討有效能學校之特徵；學者Weber確認學校效能 

的特徵為：強勢的課程領導、對學生高度的期望、良好的氣氛、重 

視閱讀、個別化的教學、仔細評量學生的進步等。且本期也受柯爾 

曼報告書的顯著影響，其研究朝向三個方向發展：（1）研究學校 

真正能造成學生的差異。（2）利用學生成就作為測量的重要指標。 

（3）分析可變變項與學校過程。 

2.概念架構發展時期（conceptual framework development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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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時期研究主要在指認效能因素的功能，並將這些功能與因素加 

以組織，形成邏輯性的類別，以作為政策與方案發展之用；此階段 

已發展出學校 效能的概念性架構，包括效能變項功能的確定，以及 

將這些功能轉化為政策與方案的行動(吳清山，1998)。此時期研究 

仍以量化為主，但已逐漸轉向質化研究，此用觀察及個案研究等質 

的研究方法進行研究（陳怡如，2005）。 

3.模式發展時期（model development period） 

       此時期以前兩期所認定的學校效能因素與概念發展為基礎，主要 

在發展一些模式來解釋研究上的發現，並提出改進學校效能的具體 

性指標。由此可見，早期有關學校效能的研究模式所呈現的是單一 

方向的考量，後因單一方向的模式無法詮釋觀察到的多元現象，學 

者們因而提出許多不同的模式，強調變項之間的變動性，並涵蓋不 

同面的考量，學效能研究的發展已逐漸從整合的觀點著手，獲得更

完整的資料，也使學校效能的理論漸趨成熟（王秀燕，2003）。 

(二)潘慧玲（1999）將學校效能研究發展分成四個時期：  

1.濫觴期：1960 年代後期 

       在追求教育機會均等的意識形態下，啟動了美國的柯爾曼報告書 

和英國的卜勞登報告書。研究結果均認為學校並未能造成差異，這 

些研究發現使本時期充斥著對學校成效抱持悲觀的氣氛。此時期的 

研究者，主要是以「教育產出功能」的類型為主，也就是以經濟學 

觀點探討輸入與產出的關聯，即探討學校資源的投入是否有益於學 

生成績的提昇，但此類研究結果常不一致。 

2.追求平等期：1970 年代 

       此時期的研究者視學校效能為一整體，將焦點致於學校過程變項 

與成果變項的關連，而非單純的檢視輸入（學校資源）與產出（學 

生成就）間是否相關，此即「有效能學校」的研究。。此一時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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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極端組的研究，研究結果肯定學校在學生成就的表現上扮演著 

重要角色，學者指出不同效能的學校，其學生的學業成績會有所不 

同。由於以追求平等為核心，多以都市、低社經地位的學校為對象， 

故被認為忽略了情境（context）因素的考量。 

3.批判期：1980 年代初、中期 

       此時期持續1970年代追求平等的信念推動有效能學校方案，而「學 

校改進研究」也於此時期興起，然而此時期的學術研究學者側重學 

校改進的取向，同樣也招致批評，因為立基於不同學習環境所發展 

的有效能學校方案，恐無法應用於中社經與郊區的學校，這樣的批

判一直持續到 1980 年代中期。 

4.追求效率期：1980 年代中期以後至今 

       本階段鑒於前一期學者所做的各種批判，開始致力於研究方法的 

     改進，並將學校效能研究領域中追求平等的理念，轉為效率的追求。 

     此時期，也開始以不同的社經地位、年級與國家的學校進行研究， 

     並嘗試發展理論解釋學校的成效。此時期的學者在研究不同國家的 

     學校效能結果時，發現存在著許多的共同性，但也發現有些學校效 

     能的特徵並無法適用於每一個國家。因此，學者們乃企圖以系統性 

     的跨國研究，尋找各國學校效能特徵的共同與差異因素，開始重視 

     情境因素的考量，並進行跨國性的研究。「國際學校效能研究計畫」 

     （International School Effectiveness Research Programme，簡 

     稱 ISERP）即為此時期國際性合作中之一例。 

     

      由上述的研究發展分期可知，學校效能的研究是從單一層面、片段 

  的研究取向，轉為多元層面且具有整合的研究取向。由於任何一種研 

  究，其研究結果都會隨著研究者所採用的研究理論基礎的不同，而在研 

  究方法、研究成果上有不同的呈現。因此，應考量學校的真實情境，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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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研究的精神，使研究結果更趨於真實情境。 

 

  二、學校效能評量的模型 

      學校效能具有多元性，如何對學校效能進行評量，是一個值得討論 

  的議題，以下就多家學者所提之評量模型簡要說明。  

      Cameron（1984）提出七個研究一般組織效能的主要模式，包括:目 

  標模式、系統資源模式、過程模式、策略－組分模式、競爭－價值模式、 

  認受性模式及無效能模式。 

      Hoy 和 Miskel（1987）提出目標模式、系統資源模式、整合模式 

  等三種組織效能模式。認為沒有理論模型之指引，而想描述一所 

  學校比另一所學校有效能是不可能的事。 

      Rowan（1985）將學校效能模式分為：目標中心模式、自然系統模 

  式。 

      Scheerens 和 Bosker（1997）提出五種組織效能評鑑模式，包括 

  經濟理性觀點、有機系統模式、組織的人際關係取徑、科層體制觀點、 

  組織的政治模式。 

      Seashore（1983）認為組織效能應有的自然系統模式、目標模式及 

  決定歷程模式等三種理論模式。 

      吳清山（1998）綜合學者看法，認為評量學校效能模式可分為三種， 

  目標中心模式、自然系統模式、參與滿意模式。 

      游進年（1990）將學校效能理論模式分為目標模式，系統模式、決 

  定歷程模式及統整模式四種。 

      陳明璋（1979）歸納提出五種組織效能的研究途徑包括：目標研究 

  途徑、系統研究途徑、參與者滿足研究途徑、制宜研究途徑及評估研究 

  途徑。 

      劉春榮（1993）將學校效能理論模式分為目標中心模式、系統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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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式、決定過程模式及參與滿意模式四種。 

      蔡進雄（2000）綜合各家看法及國內外文獻，將學校效能模式歸納 

  為目標模式、系統資源模式、參與滿意模式及統整模式等四種理論模式。 

      鄭燕祥（2001）將評估學校效能的理念分為八個模式包括：目標模 

  式、資源—輸入模式、過程模式、認受模式、組織學習模式、無效能模 

  式、及全素質管理模式。 

 

      歸納上述學者專家之研究，將學校效能的理論模式，以目標中心模 

  式、自然系統模式、參與滿意模式為主，分別說明如下： 

  （一）目標中心模式 

        目標中心模式，最常用於評估學校表現與研究學校效能，因為實 

    現目標是學校要達到的基本要求，如果能以所輸入的達到指定目標， 

    則稱之為有效能，所以當學校產出明確，效能指標也被接受時，則可 

    用此評鑑模式。 

        目標模式的目標有正式目標、運作目標、操作目標三種。正式目 

    標指教育行政當局對學校目標的正式陳述，運作目標反映學校組織實 

    際採行的目的和意向，操作目標則較具體有一定程序與標準，是一種 

    具體可評鑑的教育目標。因此，目標中心模式常模或效標參照、成就 

    測驗來評量學生在基本能力上的成就，其所評量的效能層面，包括安 

    全和諧的環境、明確的學生事務、教學領導、高度的期望、學生學習 

    的時間、教學課程的協調、與家庭學校間的關係（吳清山，2004）。 

        本模式遭受一些學者的批評主要為（丁文祺，2008）：太重視教 

    育行政人員的目標，忽視教師、學生及社會目標；學校追求的多重目 

    標有時是相互衝突對立的:忽視組織目標是動態的，不是靜態的，會 

    隨著背景因素與行為改變而改變。 

  （二）自然系統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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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wens(1998)認為學校是一個開放的系統，與其外部環境有交互 

    的影響。由於目標模型將組織視為一種理性的封閉系統，忽視組織的 

    動態性質， Yuchtman 和 Seashore（1967）乃提出自然系統模式， 

    認為組織是完整的行動體，是獨立自主的，與環境之間有不可分割、 

    相互依存的關係，這種相互依存的關係，在於資訊和資源的互換。因 

    此，資源的取得與資訊的交流是達成組織任務的重要條件。教職員的 

    素質，整個教學課程、心理氣氛、組織氣氛、人際關係、溝通過程、 

    決定過程、資源和設備以及學區和社區的支持等成為本模式的重要結 

    構（吳清山，2004）。 

        本模式係以開放系統概念，視組織和諧運作、適應能力、完美領 

    導與決策、及溝通過程最有價值（Hoy & Miskel,2005），但應用於教 

育系統時，如果學校組織只重視資源的取得，可能就會影響學校其他 

功能的運作；模式所訂的效能指標，並不一定是達成組織目標的因 

素；視效能即為效率，窄化了效能；組織獲取資源的過程很難加以定 

義和測量。 

  （三）參與滿意模式 

        參與滿意模式是以組織成員的利益與滿足來衡量組織效能，成員 

    的滿意程度，是評量組織效能的重要層面。人之所以貢獻其心力於組 

    織，主要原因是組織能給他最大的滿足，故組織的生存與發展，必須 

    先確定其成員的滿足(吳清山，2004)。 

    本模式的基本假定為： 

    1.組織靜態結構的改善，並不能使組織發揮其最大成效，必須同時對 

     「人」的問題有所改善，因為組織是人的集合體，所以是人在做決 

策，而不是組織在做決策，組織目標只有在幫助成員滿足其需求時 

才有意義（吳璧如，1990）。 

    2.組織的活動必須有益於成員的福利，組織所追求的目標才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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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清山，2004）。 

      本模式雖然注重人員的滿足，但由於參與者的利益和滿足常互相矛 

  盾衝突，對利益的分配究竟應重質或重量，採最大利益或最小傷害， 

  均有爭議。而在魅力型領導的組織中，即使組織無法滿足或甚至損害個 

  人需求，參與者仍可能主觀認為組織是有效能的，進而產生矛盾、不 

  易解釋的情形。 

   

  茲將上述各模式之組織的結果、評量及效能層面比較，如表 2-10。 

 

表 2-10 學校效能評量的模型 

研究模型類別 目標模型 系統資源模型 參與者滿意模型 

組織的結果 
學生在基本能力上

的成就 

組織的健康和生存 成員的滿意程度 

評量 
常模或效標參照成 

就測驗 

士氣、共識、革新、

適應能力 

學校效能的感受量表 

效能層面 

1.安全和諧的環境 

2.明確的學校任務 

3.教學的領導 

4.高度的期望 

5.學生學習的時間 

6.教學課程的協調 

7.家庭與學校間的

關係 

1.教職員的素質 

2.整個教學課程 

3.心理氣氛 

4.組織氣氛 

5.人際關係 

6.溝通過程 

7.決定過程 

8.資源和設備 

9.學區和社區的支

持 

1.學生教育上的滿意程度 

2.學生學術上的發展 

3.學生生涯的發展 

4.學生個人的發展 

5.教學和行政人員工作上

的滿意程度 

6.教育人員的素質和專業

上的發展 

7.系統開放的程度以及和

社區之間的互動關係 

8.獲取資源的能力 

9.組織的健康情況 

資料來源：吳清山（2004） 

 

  三、學校效能的評量指標 

  學校效能評量指標的建立，不像一般企業界所用的指標，包括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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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潤、生產力、成員離職率、成員工作滿意度等方面具體明確，加上學校 

  效能定義未獲共識，建立學校效能的指標更是不易。每位學者所持的觀 

  點不同，所採用的指標也不盡相同（吳清山，1998）。以下將國內外學 

  者對學校效能指標看法加以陳述，並作為建立本研究有關學校效能指標 

  的依據。 

      Camerson（1978）研究高等學校效能，其效標有：學生學習上的滿 

  意程度、學生學術上的發展、學生的生涯發展、學生個人發展、教職員 

  及行政人員的滿意程度、教職員的素質和專業發展、系統的開放程度與 

  社區的互動關係、獲取資源的能力、組織的健康情形（引自江志正， 

  2000）。 

      Purkey 和 Smith（1983）則以學生層面作考量，認為學校效能指標 

  應包括：標準化成就測驗及學生的學業表現、道德實踐能力、高層次思 

  考能力及職業謀生能力的培養。 

      Hoy 和 Miskel（1987）以「整體組織效能」及與這個社會系統有關 

  的層面為指標：適應力、成就、工作滿意、主要生活興趣、整體組織效 

  能。 

      Davis 和 Thomas（1989）依據研究資料發現有效能的學校均具備 

  五個特徵：良好的班經營實務、高度的學術參與、督導學生進步、教學   

  改進優先、目標明確。 

      Levine 和 Lezotte（1990）亦指出有效能學校的特徵為：生產性 

  學校氣氛和文化、重視學生重要學習技巧的獲得、適切地監控學生的進 

  步、實用取向的教職員專業發展、傑出的領導、家長積極參與、有效的 

  教學安排和實施、高度的期望和要求。 

      Scheerens（1990）將學校效能以 CIPP 模式分析，從背景 

  （Context）、輸入（Input）、過程（Process）與產出（Product）的綜 

  合模式分析影響學校效能的因素。背景因素包括學校規模、學校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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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學校類型及學校設備等；投入因素包括教師素質、教育經費支援、 

  家長與社區的支持等；過程因素包括學校與班級的層次，學校層次係指 

  校長領導、學校政策、課程內容及架構、學校氣氛等，班級層次係指教 

  師對學生的期待、學習機會、作業時間、有效增強、有組織的教學等。 

  Scheerens 認為如果學校能重視最後的產出，則學校背景、投入與過程 

  皆直接或間接對其產生影響。 

      Baldwin,Coney 和 Thomas（1993）發展出「學校效能問卷」，共計 

  兩份，分別由教師與家長填寫，內容包括十一個層面：有效的教學領導、 

  清晰的任務、安全無虞的環境、積極的學校氣氛、高度的期望、經常評 

  鑑學生的學習成就、重視基本技能的學習、提供學習的最大機會、家長 

  參與社區、專業的發展、教師參與作決定等。 

      Edward（1993）有關「學校效能與效能指標」的研究指出，有效能 

  的學校應包括下列特性：好的組織氣氛、工作士氣、學業成就、鼓勵學 

  習成就、成員最大的滿足感等。 

      游進年（1990）的研究指出，學校效能指標包含學校組織產能、學校 

  組織統整、學校組織健康、學校組織回饋等四個層面。 

      吳培源（1994）以校長領導型態和學校氣氛研究學校組織效能，其 

  學校效能指標：計畫與目標、課程安排與評量、教學方法與品質、環境 

  規劃與設備、家長與學校間之關係、教師工作滿足、學生行為表現、學 

  生學習表現、師生關係、行政溝通與協調等共十項。 

      鄭彩鳳（1996）以競值理論分析校長領導角色、組織文化與學校組 

  織效能的關係，其學校效能指標分為： 

  (一)理性目標：計畫目標、工作績效。 

  (二)開放系統：支持成長、革新調適。 

  (三)人群關係：開放參與、成員士氣。 

  (四)內部過程：科層管理、穩定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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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慶勳（1996）以校長領導型態、學校組織文化研究學校組織效能， 

  其組織效能指標分為： 

  (一)靜態－學校組織結構及權責分配。 

  (二)心態－教師心理需求的滿足程度。 

  (三)動態－教師在執行學校或個人目標的協調、溝通情形，或獲取解決 

問題的資源時之順暢與否。 

  (四)生態－學校與家長、社區人士的連繫互動，並獲取其資源及支援以 

使學校不斷地發展與進步而適存於社會。 

      張奕華（1997）以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為研究議題，其學校組織效 

  能指標為校長效能、行政效能、教師效能、學生效能、社區效能。 

      吳清山（1998）認為學校效能指標共包括十項：(一)學校環境規劃； 

  (二)教師教學品質；(三)學生紀律表現；(四)學校行政溝通協調；(五)

學生學業表現；(六)教師工作滿足；(七)學校課程安排；(八)學校家長

間之關係；(九)師生關係及；(十)校長領導能力。 

      江志正（2000）以學校團體動力、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為研究議題， 

  其學校效能指標為行政服務績效、教師專業品質、學生成就表現、社區 

  認同支持等方面的績效狀況。 

      蔡進雄（2000）的研究中提出四個面向七個指標來評量學校效能， 

  包括：(一)行政方面：環境規劃、行政溝通；(二)教師方面：教師工作

滿意、教師教學品質；(三)學生方面：學生行為表現、學生學習表現；

(四)家長方面：家長與學校關係。 

      徐雅君（2002）在實施學校本位管理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中，根 

  據研究目的並綜合學者之看法，以角色為主軸，歸納出研究學校效能指 

  標有:校長領導、教師教學表現、家長參與、社區支持、學生學習成就 及 

  組織氣氛等六項指標。 

      秦夢群和吳政達（2006）進行「國民教育階段學校行政績效指標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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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建構之研究」，其將學校行政績效指標歸納為(一)教育成效、(二)教

育參與及流動、(三)人力資源與發展、(四)學校經費與財物、(五)學校

組織與學習環境等五大向度。 

      由上述的學校效能指標顯示，學校效能的目標兼具多元性與複合 

  性，因此在評估學校效能時，應以多元化指標來呈現其面貌。因此，本 

  研究參考有關組織創新理論、學校評鑑指標，及學校效能指標，將學校 

  效能分為「課程教學發展」、「教師專業成長」、「行政績效表現」、「社區 

  認同支持」等構面作為研究變項。 

 

  四、學校效能的測量工具 

      學校效能衡量採用之標準端賴研究者之需求認定，由於學校效能的 

  多層面構念，必需發展多元層面指標作為測量學校效能的規準。測量指 

  標應有適切的指標測量工具，以下為較常見、及被使用的學校效能測量 

  工具： 

  （一）學校產出問卷（School Outcomes Questionnaire, SOQ） 

        本問卷由 Ogilvie 和 Sadler（1979）修訂 Tomgon 所編製的問 

    卷，用以測量學校效能（引自蔡進雄，2000）。Tomgon 所編製的「組 

    織產出問卷」（Organization Outcomes Questionnaire，OOQ）經修 

    訂成 School Outcomes Questionnaire 用以測量學校效能。內容包 

    括學校產能、統整、健康與回饋等四個層面的十大題，採十二點計分 

    法。 

        SOQ 依據 OOQ 效能指標所設計的學校效能評量工具，本身具有 

    相當的理論基礎，且經實證研究證明信度與效度極高，極適合作為學 

    校效能評量之工具 。 

  （二）CONNECTICUT 學校效能問卷 

        CONNECTICUT學校效能問卷（Connecticut School Effective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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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stionnaire，簡稱 CSEQ），係美國 CONNECTICUT 大學 1983 年發 

    展測量學校效能的問卷，包含有國中用與國小用兩式。國中部分稱為 

    「中等學校發展問卷」（Secondary School Development   

    Questionnaire）；國小部分稱為「Connecticut 學校效能訪談與問卷」 

    （The Connecticut School Effectiveness Interview 和  

    Questionnaire）。 

        CSEQ 內容包括：安全與秩序的環境、明確的學校任務、教學領 

    導、高度的期待、學習機會與學生專注課業的時間、持續的督視學生 

    的進步、家庭和學校的關係等七個層面，共 67個題目，採李克特氏 

    五點量表，由受試者對學校實際知覺感受填答。量表的內部一致係 

    數 Cronbach α在 0.66至 0.93 之間，經由效度因素分析的結果，其 

建構效度良好。 

  （三）Miskel,Fevurly 和 Stewart 的組織效能感度指數量表 

        1972 年 Mott以社會系統中的四個功能作基準，結合七個重要的 

    組織結果，設計出一套組織效能的模式，模式整合了產量的質、產量 

    的量、效率、適應力和彈性等五項規準。五項規準乃代表組織達成目 

    標和尋求適應的能力。Hoy 和 Miskel（1996）表示所謂效能乃指學校 

    的學生成就較高、學生有積極的態度、適應環境變遷的能力較強、處 

    理學校內部的問題有效率等。 

        Miskel,Fevurly 和 Stewart（1979）依 Mott的量表內容，修訂 

    出「組織效能知覺指數」（The Index of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修訂後的量表應用在學校的信度為 0.89，故適用於 

    學校組織的施測。Hoy 和 Ferguson（1985）以本量表作為研究工具， 

研究結果與其他績效規準有顯著的相關，顯示此量表簡明、易於填答 

且能測量精確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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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學校效能問卷（School Effectiveness Questionnaire，SEQ） 

        本問卷係由 Baldwin,Coney 和 Thomas （1993）發展。分為教 

    師及家長填寫兩部分，內容包括有效的教學領導、清晰的任務、安全 

    有序的環境、積極的學校氣氛、高度的期待、經常評鑑學生的成就、 

    重視基本技能的學習、提供學習最大機會、家長參與社區、專業的發 

    展、教師參與作決定等十一個層面。 

  （六）吳清山的學校效能量表 

        吳清山（1989）參酌 Codianni 和 Wibur（1983）、Reid, Hopkins  

    和 Hooly（1990）等彙整之學校效能文獻，運用封閉式與開放式問卷 

    編製成學校效能量表。內容包括學校環境規劃、教師教學品質、學生 

    紀律表現、學校行政溝通協調、學生學業表現與期望、教師工作滿足、 

    學校課程安排、家長與學校關係、師生關係、校長領導能力等十項層 

    面指標，合計四十個題目，採用非常符合到非常不符合的李克特氏五 

    點量表，由受試者對學校實際知覺感受填答。 

        量表全部題目的內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 α為 0.86，各因素內 

    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 α介於 0.68 至 0.82 之間。經過因素分析結 

    果，顯示具良好的建構效度。 

  （七）游進年的學校效能問卷 

        游進年（1990）以組織產能、組織統整、組織健康、組織回饋四 

    個層面，參考國內外相關問卷，編製而成學校效能問卷。 

問卷各層面的α係數介於 0.78 至 0.87之間，顯示各層面題目間 

的一致性相當高。在效度方面，問卷係以建構效度為準，問卷內容係 

依據學校效能的理論架構編譯修訂，問卷的內容有相當的效度。 

  （八）鄭彩鳳的組織效能評量問卷 

        鄭彩鳳（1996）主要參考 1988年 Quinn所提供之「競值效能評 

    量工具」（Competing values organization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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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rument）及 1987年 Kasim所編製之「績效評估問卷」（Performance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 item）、以及 1983 年 McGrath所編製之 

    「效能問卷」（Effectiveness questionnaire item）加以編修而成， 

    其各層面有工作績效、支持成長、革新調節、開放、成員士氣、科層 

    管理、穩定控制等八項指標，各層面之內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 α 

    介在 0.69 至 0.85之間，量表具有高的穩定性。 

  （九）吳育綺的學校效能問卷 

        吳育綺（2005）以 Robbins(2001)組織行為理念、學校效能相關 

    研究及作為理論基礎，並參酌江志正（2000）、李瑞娥（2003）所編 

    之學校效能問卷，以及國內外學者關於學校效能的指標改編而成。共 

    有四個層面，20 題，分別為「課程教學發展」、「教師專業成長」、 

    「行政績效表現」、「社區認同支持」。 

「學校效能問卷」整體之 Cronbach α值為 0.8989，「課程教學 

發展」、「教師專業成長」、「行政績效表現」、「社區認同支持」等 

分層面之信度分析 Cronbach α值分別為 0.7963、0.8010、0.8707、 

0.7970。顯示其內部一致性高，信度佳。採取李克特氏五點量表，計分 

從「非常符合」至「非常不符合」等分別得分為 5分、4分、3 分、2 

分、1分。得分越高，表示學校效能越高，反之，得分越低，表示學 

校效能越低。 

 

    綜合以上，學校效能的測量工具及內涵，視不同的研究層面以及不同

的測量模式而有差異。有強調學校工作效率或資源的取得；有重視學校的

目標與任務等。而目前學校效能的測量，已逐漸走向整合的模式，以及注

重質量並重的測量方式，而測量標準也愈來愈趨向多元化與彈性化，上述

各家量表的目的及內涵，將作為本研究採用測量工具時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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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參參參、、、、學校效能之相關研究學校效能之相關研究學校效能之相關研究學校效能之相關研究    

    在教育改革聲中，有關學校效能的研究日形重要性。近年來，國內

外對於學校效能的研究文獻頗為豐富，以下將部分研究報告加以整理，歸

納如表 2-11： 

 

表 2-11學校效能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發現 

Edmonds 

（1982） 

學校改善計劃-

教育領導的遠

見 

1.有效能的學校特徵：校長卓越的領導並注重教學

品質、提供安全教學環境並增長學習氣氛。 

2.教師教學具普遍性，能讓學生廣泛瞭解並接受進

而對基本知識能達精熟學習。 

3.教師善用學生成就測驗，作為教學評鑑之參考。

Duignan 

（1986） 

學校效能研究-

增進學校效能

的一些啟示 

1.內在因素：包括領導與決定、學校文化與氣氛、

教師與學生之行為等。 

2.外在因素：包括不同利益團體的要求、外界對學

校的批評或看法、多元的價 值觀、家長的參與、

政治的介入、教育資源的運用等。 

Stedman 

（1987） 

增進學校效能

的方法 

1.學校重視文化多元性，並包容與尊重。 

2.課程安排均衡且充實。 

3.熱心參與學校舉辦的活動，推展校務。 

4.教師顧及學生差異與需求，以及教師不斷進修充

實專長且發揮之等。 

David 和 

Thomas 

（1989） 

有效能的學校

與有效能的教

師 

研究發現有效能的學校特徵包括：明確教學目標、

經常的督導 學習、良好班級經營、高度學術參與、

教育改革的進行等。 

Coleman 和 

Collinge 

（1991） 

內外因素影響

與學校效能之

增進 

1.內部因素：包括設備、學校氣氛、課程、師資、

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等。 

2.外部因素：包括家長、學區、不同利益團體、當

地教育行政機關等。 

Gaziel 

（1997） 

中等學校衝突

文化不利的學

生與學校效能

之關係 

不同學校組織文化對學校效能中之學生學習成就

層面造成顯著之差異。 

Harrison 

（1998） 

學校文化與學

校效能 

1.學校文化與學校效能達顯著相關。 

2.學校效能指標為：目標確認、師生出席率、組織

適應、家長之參與、學校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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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學校效能之相關研究(續) 

黃振球 

（1992） 

績優學校 1.行政：校長有效的領導、明確的目標、良好的學

習環境等。 

2.教師：對學生高度期望、教師間有凝聚力、不斷

在職進修等。 

3.學生：重視學習表現、出席率高、喜歡學校等。

4.課程教學：注重基本學科、閱讀、教學時間長。

5.家長：家長熱心參與學校活動、與學校溝通良

好、信任並滿意學校等。 

葉連祺 

（1998） 

國內有關學校

效能研究之後

設分析 

從文獻中進行分析發現：性別、年齡、服務年資、

最高學歷、擔任 職務、學校規模、創校歷史等變

項與學校效能有關，但其效應量均屬低度。 

葉天賞 

（2001） 

國民中學校長

行政溝通行為

與學校效能關

係之研究 

1.學校效能大致良好，「學校氣氛」與「教學品質」

的效能較佳，其餘依序為：家長參與、學校規模、

學生表現。 

2.校長行政溝通行為與學校效能具有顯著正相

關，且校長行政溝通行為之「投入感情」是預測學

校效能最有力的變項。 

顏麗琴 

（2002） 

臺北市國民中

學學校內部公

共關係與學校

效能關係之研

究 

1.學校內部公共關係與整體學校效能及各層面具

有高度密切的正相關。 

2.學校內部公共關係的「成員互動程度」、「訊息回

饋程度」、「參與決定程度」及「訊息傳達程度」對

於整體學校效能具有高度預測作用。 

紀有田 

（2003） 

高雄縣市國民

中學學校行政

人員工作壓力

與學校效能關

係之研究 

1.國中學校人員整體學校效能的知覺為中上程度。

2.學校行政人員工作壓力與學校效能為負相關。 

3.男性、年長、資深、職務高、城市地區的行政人

員對整體學校效能的知覺程度較佳。 

陳香蓮 

（2003） 

高雄市國民中

學教師專業成

長與學校效能

關係之研究 

1.高雄市國中學校效能的知覺為良好程度。 

2.城市地區、規模較大的兼任行政教師的整體學校

效能的知覺程度較佳。 

3.教師專業成長與學校效能有顯著相關。 

洪秀熒 

（2004） 

高雄縣國民小

學行政人員資

訊素養與學校

效能關係之研

究 

1.行政人員整體學校效能及各層面均為中上程度。

2.男性、31-40歲、教師兼主任、資訊進修 33 小時

以上之行政人員，所知覺到的學校效能較為理想。

3.資訊素養較高的行政人員，感受到的學校效能較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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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學校效能之相關研究(續) 

黃麗美 

(2004) 

國中小組織之

創新氣氛與學

校效能關係之

研究 

1.小型學校對正向創新氣氛與學校效能知覺較

中、大型學校高。 

2.組織激勵、主管激勵、工作團隊支持、工作自主

性、工作挑戰性對學校效能影響較大。 

3.組織創新氣氛對學校效能有預測力，工作團隊支

持對教師教學品質構面最具預測力。 

吳佩珊 

（2006） 

高雄市國民小

學教師專業成

長、學校創新氣

氛與學校效能

關係之研究 

1.國小學校效能整體表現為中上程度。 

2.男性資深高學歷兼任行政職務的國小教師知覺

到較佳的學校效能。 

3.中型學校教師感受到較佳的學校效能。 

4.專業成長愈好，有助學校效能的提昇。 

5.學校創新氣氛愈低，學校效能情形也愈不佳。 

吳怡佳 

（2008） 

國民小學校長

科技領導、知識

管理與學校效

能關係之研究 

1.國民小學學校效能會因教師性別、年齡、年資、

職務、學校地區之不同，而有顯著差異情形。 

2.國民小學校長科技領導、知識管理與學校效能間

具有顯著高相關。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由上述國內外學校效能的相關研究中可以發現與學校效能的研究主

要層面有組織結構、組織文化、學校氣氛、校長領導、教師參與、學校與

社區關係…等，而其所評定學校效能優劣的指標皆有所不同。其次，性別

不同之教師所知覺的學校效能有顯著的差異存在，各學者研究結果也頗為

分岐，其原因值得進一步探討。而教師的年資、擔任職務、學校規模等變

項不同所知覺的學校效能，大體上皆有顯著差異，然而是否新竹市國民中

學也是如此，值得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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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學校創新經營學校創新經營學校創新經營學校創新經營、、、、組織公民行為組織公民行為組織公民行為組織公民行為    

與學校效能之相關研究與學校效能之相關研究與學校效能之相關研究與學校效能之相關研究    

 

壹壹壹壹、、、、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之相關研究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之相關研究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之相關研究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之相關研究    

    九年一貫課程的課程觀念，是希望教師能以多元的教學方式與評量方

式，引導學生為學習而學習。教師以學生為中心實施教學、安排課程，必

須以學生為出發點設計教學內容與教法，使學生成為學習活動的主角；此

外，「學校本位課程」的強調，學校不但要充分瞭解社區，並應用其資源

來推展學校校務與教學活動，與社區、家長建立良好的互動、合作關係。

因此，無論是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理念，或是學校本位課程的活動設計，

對學校與教師而言都是一種新挑戰，學校唯有透過行政運作創新、組織氣

氛創新及設備資源創新，激發教師教學行為創新的學校創新經營，才能有

效提升學校效能，落實這些改革目標。 

    吳清山（2005）指出，創新是經過集思廣益、深思熟濾的複雜過程，

其目的在於透過改變的過程達成更為精緻的結果。因此，創新已被視為促

使學校表現更為精緻、卓越的重要策略，更引領諸多研究者對於組織或學

校創新與學校效能相關研究的進行，茲分述如下： 

    李瑞娥（2003）以「國民學校終身學習文化、組織學習、組織創新與

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學習型學校模型之建構」為研究主題，發現： 

一、組織氣氛創新最能呈現組織創新效果，且終身學習文化、組織學習、

組織創新狀況皆屬於偏高程度。 

二、學校終身學習文化之任務導向文化，最能引導學校的組織學習、組織

創新，進而提升學校效能；而且終身學習文化與組織學習、組織創新具有

因果關係。 

三、組織學習之「共享資訊價值」最能促進組織創新，且組織學習與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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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具有交互影響關係；而組織學習、組織創新之交互作用，以組織氣氛

創新對學校效能最具有效預測力，對行政績效表現與課程教學發展之學校

效能最具影響力。 

四、整體而言，學校組織創新最能有效提升學校效能，其次是終身學習文

化、組織學習。 

    劉姵君（2004）進行「市場導向、組織學習、組織創新、與幼稚園學

校效能關係之研究」，研究指出： 

一、幼稚園在市場導向、組織學習、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之表現情形良好。 

二、市場導向、組織學習、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兩兩間皆有顯著正向關係。 

三、市場導向、組織學習、組織創新對幼稚園學校效能皆具有預測力，其

中以市場導向之預測力為最大。 

四、市場導向、組織學習、組織創新之所有構面中，以「跨部門合作」對

幼稚園學校效能最有預測力。 

五、市場導向、組織學習、組織創新皆為幼稚園學校效能之影響因素。 

    黃麗美（2004）以台灣省國民中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進行「國中小

組織創新氣氛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研究指出： 

一、創新氣氛、學校效能受人口變項與學校環境系絡所影響，其中小型學

校對正向創新氣氛與學校能知覺較中、大型學校高，負向創新氣氛均低於

中、大型學校。 

二、創新氣氛與學校效能有顯著關聯性。 

三、組織創新氣氛對學校效能具有預測力，其中主管激勵對行政服務表現

具預測力；工作團隊支持對教師教學品質構面最具預測力；在學生成就表

現構面及家長社區支持構面皆以組織激勵最具預測力。 

    劉春芳（2006）以台北縣國民中學教師為研究對象，進行「臺北縣國

民中學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之研究」，研究指出： 

一、臺北縣不同學校規模的教育人員知覺組織創新有明顯差異，以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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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的教育人員知覺度最高。 

二、臺北縣不同學校歷史的教育人員知覺組織創新，有明顯差異，以學校

歷史為10年以下的教育人知覺度最高。 

三、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有非常顯著正相關，並具顯著預測力。 

    吳育綺（2006）以高雄市公立國民中學教師為研究對象，進行「國中

校長轉型領導、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研究指出： 

一、組織創新呈現中上程度，其中以「組織氣氛創新」之表現最佳。 

二、學校效能呈現中上程度，並以「教師專業成長」之表現較高。 

三、校長轉型領導與組織創新對學校效能可以有效預測學校效能；其中，

以「行政運作創新」最能有效預測學校效能。 

四、組織創新程度越高，則學校效能越高。 

    吳佩珊（2006）以高雄市之市立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進行「高

雄市國民小學教師專業成長、學校創新氣氛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研

究指出： 

一、創新氣氛整體表現屬於大致尚佳，尤以「組織鼓勵」面向最佳。 

二、男性、高學歷、兼任行政職務的高雄市國民小學教師知覺到較高的學

校創新氣氛。 

三、學校創新氣氛對學校效能具有預測作用。 

    柯嚴賀（2007）以高雄市公立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進行「國民

小學團體動力、組織價值、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以高雄市為

例」，研究指出： 

一、國小男性教師在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的知覺上顯著高於女性教師。 

二、國小資深教師在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的知覺顯著高於資淺教師。 

三、國小兼行政教師在學校效能的知覺顯著高於級任教師，組織創新則沒

有差異。 

四、組織創新能有效解釋學校效能，並且以「管理創新」影響較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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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組織價值」與「組織創新」是兩個促成學校效能提升的重要中介變

項。 

    陳春蓮（2007）以高雄縣、市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進行「國小

校長轉型領導、組織創新氣氛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研究指出： 

一、男性、小型規模學校之教師知覺較佳的組織創新氣氛。 

二、小型規模學校之教師知覺較佳的學校效能。 

三、營造學校組織創新氣氛有助於提升學校效能。 

四、校長轉型領導、組織創新氣氛能有效預測學校效能，其中以「工作資

源」最具預測力。 

    黃建翔（2007）以花蓮縣國民小學教育人員為研究對象，進行「學校

創新經營與學校效能之相關研究」，研究指出： 

一、花蓮縣國民小學教育人員背景變項中，不同「年齡」、「最高學歷」、

「擔任職務」、「服務年資」及「學校規模」之教育人員所知覺的學校創

新經營有顯著差異。 

二、學校創新經營與學校效能有顯著相關存在。 

三、學校創新經營對學校效能具有預測作用，其中以「行政管理創新」為

最主要的預測變項。 

    楊文達（2007）以台北縣公立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進行「臺北

縣國民小學創新經營與學校效能之研究」，研究指出： 

一、臺北縣國民小學教師所知覺的學校創新經營之現況趨於正向，且顯著

達到中高程度。其中以「校園環境創新」達到程度最高，其次依序為「學

生活動創新」、「行政管理創新」、「課程教學創新」及「資源應用創新」。 

二、臺北縣國民小學教師所知覺的學校效能之現況趨於正向，且顯著達到

中高程度。其中以「教師教學效能」達到高等程度，其次依序為「行政工

作效能」、「家長參與效能」、及「學生學習效能」。 

三、學校創新經營五個構面對於整體學校效能達顯著相關且具有良好之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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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力，其中以「校園環境創新」最具有影響力。 

    林靖倫（2007）以台北縣、市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進行「臺北

縣市國民小學校長創新經營能力與學校效能之研究」，研究指出： 

一、臺北縣市國民小學教師背景變項中，擔任不同職務、不同年資之教師

知覺學校效能有顯著差異。 

二、北縣市國民小學學校背景變項中，不同學校歷史、不同學校所在地之

教師知覺學校效能有顯著差異。 

三、臺北縣市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創新經營能力與學校效能有顯著正相

關。 

由上述資料顯示，組織創新是影響學校效能的因素之一，且確能高度

提升學校效能，兩者具有顯著之正相關。 

 

貳貳貳貳、、、、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的關係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的關係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的關係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的關係    

    目前國內有關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關係探討的相關文獻不多，如

果教育組織能像企業組織所強調的組織公民行為，引導教師與行政人員對

於組織的自發性付出，相信對於學校效能的提昇會有一定的助益。 

    以下茲將國內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較為相關的研究結果摘

要如下。 

    王同傑（1995）以組織公民行為與組織效能關係之研究－以中資定期

行業為例為題，以天下雜誌所公佈排名五百大服務業中的中資船舶運送業

為研究對象，其研究結果發現組織公民行為與組織效能成正相關。 

    郭怡君（2004）以組織公民行為與組織效能之關係及其相關調節變數

之研究為題，以本國之服務業主管及員工為研究對象，採用問卷調查法來

探討公民行為與組織效能之關係。其研究結果發現組織公民行為與組織效

能呈現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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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秀珠（2006）以轉型領導對組織公民行為與組織效能之相關性研究

－以育達教育事業集團南區部為例為題，以育達教育事業集團南區部全體

班導師為研究對象，採用問卷調查法來探討轉型領導對組織公民行為與組

織效能之相關性。其研究結果發現組織公民行為對組織效能具有顯著之預

測力。 

    謝勝宇（2007）進行「高雄縣國中學組織文化、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

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研究指出： 

一、國中組織文化整體表現屬於中上程度，其中以「層級節制」最為突顯。 

二、國中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整體表現情形良好，以「不爭利營私」最佳。 

三、國中學校效能整體表現屬於中上程度，以「教師教學效能」面向最佳。 

四、男性、年長、兼任行政職務的國中教師有較高的學校組織文化知覺。 

五、男性、年長、高學歷、資深、兼任行政職務的國中教師知覺到較佳的

組織公民行為。 

六、男性、年長、兼任行政職務的國中教師知覺到較高的學校效能。 

七、都會區學校的高雄縣國中教師知覺到較高度的學校組織文化。 

八、都會區、大型學校的高雄縣國中教師知覺到較高的學校效能。 

九、學校組織文化的情況愈佳，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情形也會愈佳。 

十、學校組織文化愈突顯，則學校效能愈佳。 

十一、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愈強化，則學校效能愈高。 

十二、學校組織文化、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對學校效能具有預測作用，其中

以「認同組織」為最主要的預測變項。 

 

由上述資料顯示，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的相關研究雖然不多，但

仍為影響學校效能的因素之一，且顯示組織公民行為能提升學校效能，兩

者具有顯著之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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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研究設計與實施研究設計與實施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國民中學校創新經營、組織公民行為和學校

效能之現況及三者間關係，以作為提升學校效能與教育品質之參考。為達

成研究之目的，本研究依據文獻探討，設計研究流程，並選用適當之研究

工具，以蒐集研究資料。以下五節分別就研究架構、研究假設、研究對象、

研究工具、實施程序及資料處理與分析，詳細說明本研究之設計與實施。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圖 3-1 研究架構圖 

背景變項 

 

學校 

1. 學校規模 

2. 學校歷史 

 

教師個人 

1. 性別 

2. 年齡 

3. 年資 

4. 學歷  

5. 職務 

學校組織創新 

 

1. 行政管理創新 

2. 課程教學創新 

3. 知識分享創新 

4. 外部環境創新 

5. 資訊科技創新 

組織公民行為 

 

1. 認同組織 

2. 協助同事 

3. 不爭利營私 

4. 敬業精神 

 

學校效能 

 

1. 課程教學發展 

2. 教師專業成長  

3. 行政績效表現 

4. 社區認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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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研究動機與目的，並綜合文獻探討與分析，發現學校創新經營、

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三者間具可能的關係存在，且三者可能因不同的

背景變項而有所差異。本研究之架構如圖 3-1，乃在分析不同的背景變項

（學校、教師個人）下，學校創新經營、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的情形

以及探討三者間的關係。 

    本研究架構包括學校及教師背景變項、學校創新經營、組織公民行為

與學校效能能等變項。 

 

壹壹壹壹、、、、背景變項背景變項背景變項背景變項    

    主要探討學校規模、學校歷史、性別、年齡、年資、學歷、職務等。      

一、學校規模：分為「12班(含)以下」、「13-48班」、「49班以上」 

    等三組。 

  二、學校歷史：分為「10 年(含)以下」、「11-20 年」、「21-30 年」、  

     「31年以上」等四組。 

  三、性別：分為「男」、「女」 

  四、年齡：將教師的年齡分為「30歲以下」、「31-40歲」、「41-50 

      歲」、「51歲以上」等四組。 

  五、年資：服務年資分為「5年(含)以下」、「6-15年」、「16-25年」、 

     「26年以上」等四組。 

  六、學歷：分為「師範院校」、「一般大學」、「研究所」等三類。 

  七、職務：分為「兼任行政」、「兼任導師」、「專任教師」等三組。 

 

貳貳貳貳、、、、學校組織創新學校組織創新學校組織創新學校組織創新    

    分為「行政管理創新」、「課程教學創新」、「知識分享創新」、「外部 

環境創新」及「資訊科技創新」等五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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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參參參、、、、組織公民行為組織公民行為組織公民行為組織公民行為    

    分成「認同組織」、「協助同事」、「不爭利營私」與「敬業精神」等 

四個層面。 

 

肆肆肆肆、、、、學校效能學校效能學校效能學校效能    

    本研究依據相關文獻將學校效能分成「課程教學發展」、「教師專 

業成長」、「行政績效表現」、「社區認同支持」等四個層面。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假設研究假設研究假設研究假設    

 

    根據前章相關之文獻探討，以及前節之研究架構，本研究的假設如下： 

假設一假設一假設一假設一：：：：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分層面或整體有顯著差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分層面或整體有顯著差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分層面或整體有顯著差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分層面或整體有顯著差

異異異異。。。。    

    1-1不同學校規模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分層面或整體有顯著差異。 

    1-2 不同學校歷史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分層面或整體有顯著差異。 

    1-3 不同性別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分層面或整體有顯著差異。 

    1-4不同年齡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分層面或整體有顯著差異。 

    1-5不同年資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分層面或整體有顯著差異。 

    1-6不同學歷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分層面或整體有顯著差異。 

    1-7不同職務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分層面或整體有顯著差異。 

假設二假設二假設二假設二：：：：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在組織公民行為各分層面或整體有顯著差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在組織公民行為各分層面或整體有顯著差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在組織公民行為各分層面或整體有顯著差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在組織公民行為各分層面或整體有顯著差

異異異異。。。。    

    2-1不同學校規模在組織公民行為各分層面或整體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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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不同學校歷史在組織公民行為各分層面或整體有顯著差異。  

    2-3 不同性別在組織公民行為各分層面或整體有顯著差異。 

    2-4不同年齡在織公民行為各分層面或整體有顯著差 異。 

    2-5不同年資在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各分層面或整體有顯著差異。 

    2-6不同學歷在組織公民行為各分層面或整體有顯著差異。 

    2-7不同職務在組織公民行為各分層面或整體有顯著差異。 

假設三假設三假設三假設三：：：：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在學校效能各分層面或整體有顯著差異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在學校效能各分層面或整體有顯著差異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在學校效能各分層面或整體有顯著差異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在學校效能各分層面或整體有顯著差異。。。。    

    3-1不同學校規模在學校效能各分層面或整體有顯著差異。 

    3-2 不同學校歷史在學校效能各分層面或整體有顯著差異。 

    3-3 不同性別在學校效能各分層面或整體有顯著差異。 

    3-4不同年齡在學校效能各分層面或整體有顯著差異。 

    3-5不同年資在學校效能各分層面或整體有顯著差異。 

    3-6不同學歷在學校效能各分層面或整體有顯著差異。  

    3-7不同職務在學校效能各分層面或整體有顯著差異。  

假設假設假設假設四四四四：：：：學校創新經營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有顯著的相關學校創新經營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有顯著的相關學校創新經營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有顯著的相關學校創新經營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有顯著的相關。。。。    

假設五假設五假設五假設五：：：：學校創新經營與學校效能之間有顯著的相關學校創新經營與學校效能之間有顯著的相關學校創新經營與學校效能之間有顯著的相關學校創新經營與學校效能之間有顯著的相關。。。。    

假設六假設六假設六假設六：：：：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之間有顯著的相關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之間有顯著的相關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之間有顯著的相關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之間有顯著的相關。。。。    

假設七假設七假設七假設七：：：：學校創新經營學校創新經營學校創新經營學校創新經營、、、、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對學校效能有顯著預測力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對學校效能有顯著預測力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對學校效能有顯著預測力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對學校效能有顯著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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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節節節節        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新竹地區國民中學為範圍，研究對象包含新竹市 15所，與新

竹縣 30 所，共計 45所之公立國民中學現職教育人員，對象包含教師兼行

政（主任、組長），導師與專任教師。正式實施問卷的取樣方式，係採分

層簡單隨機抽樣方式進行，依縣市、學校規模分別抽取學校數，再依擔任

不同職務邀請人數填答。以下整理新竹市、縣國中普通班班級數如表 3-1。 

 

表 3-1新竹縣、市國民中學 98學年度普通班班級數 

地區 學校規模 校名（班級數） 

新竹市 

大型 49班以上 光華（83 班） 三民（76 班） 培英（75 班） 

中型 13-48班 

光武（38 班） 建功（34 班） 虎林（33 班） 

建華（22 班） 育賢（22 班） 香山（19 班） 

竹光（19 班） 成德（14 班）  

小型 12班以下 
內湖（12 班） 南華（11 班） 新科（11 班） 

富禮（9 班）   

新竹縣 

大型 49班以上 竹東（59 班） 竹北（57 班）  

中型 13-48班 

湖口（48 班） 自強（48 班） 忠孝（36 班） 

新湖（38 班） 新豐（31 班） 博愛（31 班） 

新埔（30 班） 二重（28 班） 關西（24 班） 

仁愛（21 班） 芎林（19 班） 中正（15 班） 

小型 12班以下 

六家（12 班） 寶山（12 班） 成功（10 班） 

橫山（10 班） 鳳岡（9 班） 員東（9 班） 

北埔（9 班） 尖石（8 班） 照門（7 班） 

精華（7 班） 華山（6 班） 峨眉（6 班） 

石光（6 班） 富光（6 班） 五峰（4 班） 

莒光（3 班）   

 



 78

    依新竹市教育網及新竹縣教育局統計資料，將「學校規模」依班級數

區分為大型學校（49班以上）、中型學校（13至 48班）及小型學校（ 12

班以下）。 

    研究者依表 3-1學校規模整理表，以隨機抽樣方式由大型學校中新竹

市抽樣三校、新竹縣抽樣二校；中型學校新竹市抽樣四校、新竹縣抽樣六

校；小型學校新竹市抽樣二校、新竹縣抽樣八校。完成抽樣學校後為求慎

重，先以電話通知聯繫抽樣學校，說明研究目的並取得同意後，再將問卷

送出。隨問卷附上填答協助函，感謝協助並附上填答說明，委請該校教師

填答。 

 

表 3-2實施問卷抽樣統計表 

學校 

規模 

抽樣 

學校 

抽樣 

人數 

實際 

回收 

抽樣 

學校 

抽樣 

人數 

實際 

回收 

大型 

學校 

光華 40 38 竹北 40 36 

三民 40 38 竹東 40 24 

培英 40 39    

中型 

學校 

虎林 30 24 湖口 30 23 

建華 30 30 新埔 30 26 

育賢 30 25 博愛 30 30 

竹光 30 23 二重 30 28 

自強 30 10 關西 30 29 

小型 

學校 

南華 15 14 橫山 15 14 

新科 15 14 北埔 15 14 

員東 15 15 鳳崗 15 13 

寶山 15 13 尖石 15 15 

成功 15 10 照門 15 15 

抽樣人數合計 650 
回收率 86% 

實際回收合計 560 



 79 

 

    大型學校每校發放 40份問卷，其中兼任行政 10份、導師及專任教師

各 15 份；中型學校每校發放 30份問卷，其中兼任行政 8份、導師 12份、

專任教師 10份；小型學校每校發放 15 份問卷，其中兼任行政、導師及專

任教師各 5 份。性別則請協助的該校教師請儘可能依 1：1比例分發問卷

給各職務不同的教師填答。實際實施問卷抽樣如表 3-2，共發出 650份問

卷，回收 560份有效問卷，回收率為 86%。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節節節節        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    

 

    本研究依研究目的，採用的三項研究工具分別為濮世緯（2003）的「學

校創新經營量表」，謝勝宇（2006）的「組織公民行為量表」，以及吳育綺

（2005）所編製之「學校效能問卷」進行施測。分別說明如下： 

 

壹壹壹壹、、、、學校創新經營量表學校創新經營量表學校創新經營量表學校創新經營量表    

    本研究以濮世緯（2003）所編製之「學校創新經營量表」進行施測，

以了解新竹地區國中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的程度。本問卷係以文獻分析

為基礎，融合林珈夙（1997）教師創新教學行為量表部分題項、賴文堅

（2002）學校組織知識管理量表、林偉文（2002）有關知識與資訊流通、

學校經營者對創意教學與創造力培育態度之部分題項、以及參酌 2003全

國學校經營創新獎項之評分方式、以及台北市九十學年度實施「創新教學

九年一貫課程」執行情形檢核表編製而成。 

    量表內容包含「行政管理創新」、「課程教學創新」、「教師分享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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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環境創新」、「資訊科技創新」等五個層面，共有 25題，且皆為正

向題。為配合研究者其他二項問卷，將原量表由李克特式六點量表改為五

點量表，填答從「非常符合」至「非常不符合」，依次以 5、4、3、2、1

給分計算，總量表內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α為 0.9520，層面內部一致

性係數 Cronbach α介於 0.8044至 0.8950。 

 

貳貳貳貳、、、、組織公民行為量表組織公民行為量表組織公民行為量表組織公民行為量表    

    本研究採用謝勝宇（2006）所編製之「組織公民行為量表」進行施測。

本問卷係參考李政翰（2004）、林淑姬（1992）、黃郁婷（2005）、蔣景清

（2002）、蔡秀琴（2006）及 Organ（1988）等人的研究及相關文獻，經修

訂編製，再做進一步考驗與分析後完成。量表共計 27題，分為四個層面，

分別是「認同組織」、「協助同事」、「不爭利營私」及「敬業精神」。「組織

公民行為量表」整體之信度分析 Cronbach α值分別為 0.9352，「認同組

織」分層面、「協助同事」分層面、「不爭利營私」分層面、「敬業精神」

分層面之信度分析 Cronbach α值則分別為 0.9018、0.8705、0.8780、

0.8371。 

    本問卷主要在瞭解教師在日常生活中，雖然學校沒有明文規定及獎勵

和報酬的情況下，仍能自發性的做出對學校或其他成員有正面貢獻的利社

會行為的知覺程度。採李克特氏五點量表計分，填答從「非常符合」至「非

常不符合」，依次以 5、4、3、2、1給分計算，量表中題目皆為正向題，

受試者擇一填答，所填答得分愈高，代表其組織公民行為表現愈強烈。 

 

參參參參、、、、學校效能問卷學校效能問卷學校效能問卷學校效能問卷    

    本問卷係採用吳育綺（2005）所編製之「學校效能問卷」進行施測。

原編製者乃以 Robbins(2001)組織行為理念、學校效能相關研究及作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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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基礎，並參酌江志正（2000）、李瑞娥（2003）所編之學校效能問卷，

以及國內外學者關於學校效能的指標改編而成。共有四個層面，20 題，分

別為「課程教學發展」、「教師專業成長」、「行政績效表現」、「社區

認同支持」。 

    「學校效能問卷」整體之 Cronbach α值為.8989，「課程教學發展」、

「教師專業成長」、「行政績效表現」、「社區認同支持」等分層面之信度

分析 Cronbach α值分別為 0.7963、0.8010、0.8707、0.7970。顯示其內

部一致性高，信度佳。採取李克特氏五點量表，計分從「非常符合」至「非

常不符合」等分別得分為 5分、4分、3 分、2 分、1分。得分越高，表示

學校效能越高，反之，得分越低，表示學校效能越低。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節節節節        資料處理資料處理資料處理資料處理    

 

    本研究在回收調查問卷後，以 SPSS17.0版進行下列各項資料處理與

統計分析，以瞭解本研究的待答問題。 

 

壹壹壹壹、、、、描述性統計分析描述性統計分析描述性統計分析描述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以量表施測結果，針對不同的背景變項（學校、教師個人）進

行描述性統計分析，包含平均數、標準差等。 

 

貳貳貳貳、、、、變異數分析變異數分析變異數分析變異數分析    

    分析學校創新經營、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三方面的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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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參參參、、、、相關分析相關分析相關分析相關分析    

    以皮爾遜積差相關探討學校創新經營、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彼此

間的相關程度。 

 

肆肆肆肆、、、、迴歸分析迴歸分析迴歸分析迴歸分析    

    以迴歸分析探討學校創新經營與組織公民行為對學校效能之預測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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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章章章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研究結果與討論研究結果與討論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旨在將研究調查蒐集的資料，依據研究目的及研究假設，進行統

計分析。全章共分四節探討問卷調查的結果，第一節針對新竹地區國民中

學教師知覺的學校創新經營、組織公民行為和學校效能之現況進行分析；

第二節是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在知覺學校創新經營、組織公民行為及學校

效能現況之差異情形；第三節為學校創新經營、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

之相關分析；第四節主要在探討學校創新經營、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

之間的預測程度。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組織公民行為與組織公民行為與組織公民行為與組織公民行為與    

學校效能之現況分析學校效能之現況分析學校效能之現況分析學校效能之現況分析    

 

    本節以描述性統計針對新竹地區國中教師所知覺的「學校創新經

營」、「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之現況進行分析。研究工具採用李

克特式五點量表，問卷計分以「非常符合」、「符合」、「還算符合」、「不符

合」、「非常不符合」分別給予 5分、4分、3 分、2 分、1分。以下分別針

對三個變項進行統計分析，結果如表 4-1所示，三個變項的每題平均得分

在 3.52至 3.94之間，顯示各變項之現況在中上的程度。 

表 4-1學校創新經營、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之現況摘要表 

變項 每題平均得分 標準差 排序 

學校創新經營 3.56 0.63 2 

組織公民行為 3.94 0.52 1 

學校效能 3.52 0.6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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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國中國中國中國中教師教師教師教師學校創新經營現況分析學校創新經營現況分析學校創新經營現況分析學校創新經營現況分析    

    國民中學教師「學校創新經營」現況是指受試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

量表」問卷上的得分，得分愈越高就代表教師所知覺到學校創新經營的程

度愈高。 

    各層面的得分情形，統計分析如表 4-2。在知覺學校創新經營整體的

平均分數為 3.56，顯示國中教師知覺的學校創新經營之現況介於「還算符

合」與「符合」之間；就各層面而言，以「資訊科技」（M =3.80）最高，

其次依序為「課程教學」（M =3.67）、「教師分享」（M =3.54）、「行政管理」

（M =3.52）與「外部環境」（M =3.32），可見國中教師對於資訊科技的提

供感受最深，對於外部環境的學校創新經營的知覺，相對是較為不足的。 

 

表 4-2 國民中學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之現況統計摘要表 

變項 每題平均得分 標準差 排序 

行政管理 3.52 0.73 4 

課程教學 3.67 0.68 2 

教師分享 3.54 0.70 3 

外部環境 3.32 0.77 5 

資訊科技 3.80 0.87 1 

學校創新經營整體 3.56 0.63  

    

貳貳貳貳、、、、國中國中國中國中教師教師教師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現況分析組織公民行為現況分析組織公民行為現況分析組織公民行為現況分析    

    國中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現況是指受試教師在「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量表」問卷上的得分，得分愈高就代表教師所知覺到的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程度愈強。 

    各層面的得分情形統計分析如表 4-3 所示。在整體層面的平均分數為

3.94，顯示國中教師的組織公民行為之現況為中上程度。其中以「不爭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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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私」（M =4.16）最高，其次依序為「協助同事」（M =3.99）、「敬業精神」

（M =3.87）與「認同組織」（M =3.75），可見教師對於在校園團體中是否

爭利營私以及是否願意協助同事最為重視。 

 

表 4-3 國民中學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現況統計摘要表 

變項 每題平均得分 標準差 排序 

認同組織 3.75 0.69 4 

協助同事 3.99 0.59 2 

不爭利營私 4.16 0.54 1 

敬業精神 3.87 0.59 3 

組織公民行為整體 3.94 0.52  

    

參參參參、、、、國國國國民民民民中中中中學學學學學校效能現況分析學校效能現況分析學校效能現況分析學校效能現況分析    

    國民中學「學校效能」現況是指受試教師在「學校效能問卷」上的得

分，得分愈高就代表教師所知覺到的學校效能愈良好。各層面的得分情

形，統計分析如表 4-4。 

 

表 4-4國民中學教師知覺學校效能之現況統計摘要表 

變項 每題平均得分 標準差 排序 

課程教學 3.52 0.70 2 

教師專業 3.72 0.62 1 

行政績效 3.47 0.75 3 

社區認同 3.38 0.73 4 

學校效能整體 3.52 0.63  

 

    在整體層面的平均分數為 3.52，顯示國中教師認為學校效能的現況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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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上程度。從各層面而言，以「教師專業」（M =3.72）較高，其次依序

為「課程教學」（M =3.52）、「行政績效」（M =3.47）與「社區認同」（M =3.38），

可見國中教師對於教師專業品質及課程教學最為重視。此外，由國中教師

在學校效能的整體層面及各分層面得分的比較，每題平均得分介於 3.38

至 3.72 之間，可見國中教師在學校效能的認同度上，能兼顧整體及各個

不同層面。 

    

肆肆肆肆、、、、綜合討綜合討綜合討綜合討論論論論    

    本研究以平均數及標準差檢視目前新竹地區國中教師知覺學校創新

經營、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之現況，進一步分析如下： 

一、學校創新經營現況 

      本研究以「行政管理創新」、「課程教學創新」、「教師分享創新」、「外 

部環境創新」、「資訊科技創新」等五個層面來探討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 

營的情形，研究結果發現，就整體而言，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現況大 

致良好，此與濮世緯（2003）、林筱瑩（2004）、林文勝（2006）的研究 

結果相同。可見，國中教師對於學校創新經營的概念已有相當程度的知 

覺，其中對於「資訊科技創新經營」的知覺現況排序第一，對於「外部 

環境創新經營」則排序第五。 

二、組織公民行為現況 

      本研究以「認同組織」、「協助同事」、「不爭利營私」及「敬業精神」 

等四個層面來探討國中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情形，研究結果發現，就整 

體而言，國民中學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現況良好，此與鄭燿男(2002)、 

黃郁婷(2005)、謝勝宇(2006）的研究結果一致。由結果可知，整體教 

師組織公民行為的概念，已達良好程度的知覺，其中以「不爭利營私」 

與「協助同事」現況有較高的知覺，依次則為「敬業精神」與「認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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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仍有待加強。 

三、學校效能現況 

      本研究以「課程教學發展」、「教師專業成長」、「行政績效表現」、 

「社區認同支持」等四個層面來探討國民中學學校效能情形，研究結果 

發現，就整體而言，國民中學學校效能現況大致良好，此與陳香蓮 

（2003）、洪秀熒（2004）、吳佩珊（2006）的研究結果一致。由結果可 

知，整體學校效能的實施現況已具有中上程度，教師對於「教師專業成 

長」與「課程教學發展」現況有較高的知覺，對於「社區認同支持」則 

認為有待加強。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不同背景變項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不同背景變項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不同背景變項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不同背景變項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組織組織組織組織

公民行為及學校效能之差異分析公民行為及學校效能之差異分析公民行為及學校效能之差異分析公民行為及學校效能之差異分析    

 

    本研究背景變項共有學校背景變項及教師個人背景變項兩部分。以下

就不同背景變項在學校創新經營、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差異上，

分別以 t 考驗或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比較分析彼此的差異情形，如果達

到顯著水準，再以薛費法進行多重比較。 

    

壹壹壹壹、、、、不同背景變項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之差異分析不同背景變項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之差異分析不同背景變項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之差異分析不同背景變項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之差異分析    

一、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在知覺學校創新經營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將學校規模分為「12班(含)以下」、「13-48班」、「49班 

以上」等三組，並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瞭解不同學校規模的國中教師 

對學校創新經營知覺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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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不同學校規模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差異比較摘要表 

層面名稱 學校規模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行政管理 

1.12班(含)以下 135 21.52 4.15 

3.183 － 2.13-48班 244 20.61 4.80 

3.49班以上 166 21.60 3.90 

課程教學 

1.12班(含)以下 133 14.76 2.58 

5.391
**

 3>2 2.13-48班 247 14.29 2.95 

3.49班以上 165 15.18 2.40 

教師分享 

1.12班(含)以下 133 21.60 3.95 

5.457
**

 3>2 2.13-48班 244 20.59 4.55 

3.49班以上 165 21.87 3.65 

外部環境 

1.12班(含)以下 135 17.63 3.87 

10.074
***

 
1>2 

3>2 
2.13-48班 245 15.87 3.97 

3.49班以上 164 16.91 3.42 

資訊科技 

1.12班(含)以下 135 14.36 3.12 

5.185
**

 
2>1 

3>1 
2.13-48班 245 15.42 3.93 

3.49班以上 165 15.52 2.93 

學校創新

經營整體 

1.12班(含)以下 126 90.30 15.16 

3.458 － 2.13-48班 238 86.94 17.37 

3.49班以上 162 90.75 13.62 

**  p<.01  *** p<.001 
 

經統計分析由表 4-5可知： 

(一)就分層面而言 

      除「行政管理」未達顯著差異，「課程教學」、「教師分享」、「外部 

環境」、「資訊科技」均達顯著差異，其中大型學校教師在「課程教學」、 

「教師分享」、「外部環境」三層面的知覺感受均明顯較中型學校的教師 

為佳。 

(二)就整體而言 

      其 F值未達顯著水準，顯示不同學校規模的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整 

體的看法並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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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學校歷史教師在知覺學校創新經營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將學校歷史分為「10 年(含)以下」、「11-20 年」、「21-30 

年」、「31年以上」等四組，並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瞭解不同學校歷 

史的國中教師對學校創新經營知覺的差異。 

 

表 4-6不同學校歷史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各層面及整體差異比較摘要表 

層面名稱 學校歷史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行政管理 

1.10年(含)以下 56 24.00 4.95 

10.95
***

 
1>2 

1>4 

2.11-20年 53 20.58 3.61 

3.21-30年 38 22.29 4.27 

4.31年以上 398 20.70 4.27 

課程教學 

1.10年(含)以下 57 15.91 2.54 

5.63
**

 
1>2 

1>4 

2.11-20年 54 14.56 2.37 

3.21-30年 38 15.29 2.49 

4.31年以上 396 14.45 2.77 

教師分享 

1.10年(含)以下 56 22.84 3.91 

5.45
**

 
1>2 

1>4 

2.11-20年 53 20.60 3.95 

3.21-30年 38 22.68 4.22 

4.31年以上 395 20.94 4.18 

外部環境 

1.10年(含)以下 56 18.27 3.57 

7.27
***

 

1>2 

1>4 

4>2 

2.11-20年 53 14.89 3.60 

3.21-30年 38 16.71 3.83 

4.31年以上 397 16.61 3.85 

資訊科技 

1.10年(含)以下 56 15.50 2.94 

3.07
*

 2>4 
2.11-20年 52 16.48 5.87 

3.21-30年 37 15.14 2.88 

4.31年以上 400 14.98 3.15 

學校創新 

經營整體 

1.10年(含)以下 53 97.60 14.42 

6.79
***

 
1>2 

1>4 

2.11-20年 50 88.16 13.86 

3.21-30年 37 91.43 14.54 

4.31年以上 386 87.58 16.04 

*  p<.05  ** p<.01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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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統計分析由表 4-6可知： 

(一)就分層面而言 

      「行政管理」、「課程教學」、「教師分享」、「外部環境」、「資訊科技」 

均達顯著差異。進行事後比較，顯示在「行政管理」、「課程教學」、「教 

師分享」三層面上，10 年以下的學校較 11-20 年及 31年以上的學校現 

況佳。「外部環境」分層面則顯示 10 年以下學校優於 11-20 年及 31年 

以上的學校，且 31年以上的學校又優於 11-20 年的學校。「資訊科技」 

分層面則顯示 11-20 年的學校優於 31年以上的學校。 

(二)就整體層面而言 

      其 F值達顯著水準，顯示不同學校歷史的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整體 

的看法有顯著差異，且 10 年以下學校優於 11-20 年及 31年以上的學校。 

    

三、不同性別教師在知覺學校創新經營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以國中教師「性別」為自變項，以「學校創新經營」各層面 

及整體所得分數為依變項，進行獨立樣本 t 考驗，統計分析結果說明如 

表 4-7： 

(一)就分層面而言 

      不同性別之教師在「行政管理」、「課程教學」、「外部環境」、「資訊 

科技」等四個層面均達 0.5顯著水準，且男性對各層面的知覺均高於女 

性。 

(二)就整體層面而言 

      t值達 0.5顯著水準，顯示不同性別之教師對整體學校創新經營的 

看法有顯著差異，且男性對學校創新經營的知覺高於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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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不同性別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各層面及整體之差異比較摘要表 

層面名稱 性別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值 

行政管理 
男 152 22.03 4.36 

2.96
**

 
女 393 20.79 4.37 

課程教學 
男 152 14.99 2.88 

1.71
*

 
女 393 14.55 2.65 

教師分享 
男 151 21.42 4.51 

0.68 
女 391 21.15 4.05 

外部環境 
男 150 17.17 3.87 

2.07
*

 
女 394 16.41 3.82 

資訊科技 
男 152 15.70 2.97 

2.18
*

 
女 393 14.98 3.65 

學校創新經營 

整體 

男 146 91.34 16.54 
2.18

*

 
女 380 87.99 15.49 

* p<.05  ** p<.01 
 

 

四、不同年齡教師在知覺學校創新經營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原先設定將教師的年齡分為 30歲以下、31-40歲、41-50歲、 

51歲以上等四組，但統計實際填答的人數後，由於 51歲以上組別的人 

數較少，因此將其結果併入 41-50歲組，成為 41歲以上組。統計分析 

係以教師年齡 30歲以下、31-40歲、41歲以上等三組，以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來瞭解不同年齡的國中教師對「學校創新經營」知覺的差異。 

 

統計分析結果如表 4-8所示： 

(一)就分層面而言 

      「行政管理」、「課程教學」、「教師分享」、「外部環境」及「資 

訊科技」等五個層面均未達顯著差異。 

(二)就整體層面而言 

      F值也未達顯著水準，顯示不同年齡之教師在整體學校創新經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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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看法並無顯著差異。 

 

表 4-8不同年齡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之差異比較摘要表 

層面名稱 年齡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行政管理 

1.30歲以下 89 21.93 4.76 

2.186 － 2.31-40歲 308 20.85 4.33 

3.41歲以上 148 21.26 4.28 

課程教學 

1.30歲以下 90 14.91 2.83 

0.440 － 2.31-40歲 307 14.65 2.65 

3.41歲以上 148 14.58 2.81 

教師分享 

1.30歲以下 90 21.60 4.38 

0.429 － 2.31-40歲 304 21.15 4.13 

3.41歲以上 148 21.16 4.17 

外部環境 

1.30歲以下 88 16.76 4.08 

0.125 － 2.31-40歲 307 16.55 3.63 

3.41歲以上 149 16.68 4.14 

資訊科技 

1.30歲以下 90 15.61 5.03 

1.215 － 2.31-40歲 306 15.00 3.02 

3.41歲以上 149 15.31 3.23 

學校創新 

經營整體 

1.30歲以下 85 90.94 16.57 

0.871 － 2.31-40歲 297 88.37 15.34 

3.41歲以上 144 88.85 16.44 

 

五、不同年資教師在知覺學校創新經營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預先將服務年資分為「5年(含)以下」、「6-15年」、「16-25 

年」、「26年以上」等四組，但回收問卷統計實際填答的人數後，由於 

「26年以上」組別的人數較少，推測可能原因是教師服務滿 25年以上 

的教師，陸續辦理退休，致人數減少所致。因此將其結果併入「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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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組，成為「16年以上」組。統計分析係以教師服務年資分為「5年 

(含)以下」、「6-15年」、「16年以上」等三組，並以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來瞭解不同年資的國中教師對「學校創新經營」知覺的差異。 

統計分析結果如表 4-9所示： 

 

表 4-9不同年資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之差異比較摘要表 

層面名稱 服務年資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行政管理 

1.5年(含)以下 143 22.15 5.16 

5.209
*

 1>2 2.6-15年 271 20.72 3.96 

3.16年以上 122 20.93 4.26 

課程教學 

1.5年(含)以下 144 15.32 3.12 

5.339
*

 
1>2 

1>3 
2.6-15年 269 14.45 2.42 

3.16年以上 123 14.48 2.80 

教師分享 

1.5年(含)以下 142 22.08 4.78 

4.244
*

 
1>2 

1>3 
2.6-15年 270 21.00 3.86 

3.16年以上 122 20.72 4.13 

外部環境 

1.5年(含)以下 143 17.20 4.41 

2.122 － 2.6-15年 268 16.56 3.35 

3.16年以上 124 16.28 4.13 

資訊科技 

1.5年(含)以下 143 15.78 4.53 

2.816 － 2.6-15年 271 14.97 2.95 

3.16年以上 123 14.98 3.15 

學校創新 

經營整體 

1.5年(含)以下 137 92.81 18.60 

5.568
**

 
1>2 

1>3 
2.6-15年 262 87.72 13.93 

3.16年以上 119 82.27 16.11 

*  p<.05  ** p<.01 

 

(一)就分層面而言 

    不同服務年資的國中教師在「行政管理」、「課程教學」、「教師 

分享」及「資訊科技」等四個層面均達.05顯著水準。 



 94 

(二)就整體層面而言 

      F值達.0１顯著水準，顯示不同年齡之教師在整體學校創新經營的 

感受看法存在顯著差異，進行事後比較得知，服務年資5年(含)以下的 

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的知覺，較服務年資6-15年、及服務年資16年以上 

的教師良好。 

 

六、不同學歷教師在知覺學校創新經營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將教師的最高學歷分為師範院校、一般大學、研究所等三 

類，並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瞭解不同學歷的國中教師對學校創新經營 

知覺的差異。 

表 4-10 不同學歷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之差異比較摘要表 

層面名稱 最高學歷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行政管理 

1.師範院校 153 20.42 3.89 

2.705 － 2.一般大學 205 21.40 4.56 

3.研究所 186 21.40 4.55 

課程教學 

1.師範院校 154 13.95 2.57 

7.556
**

 
2>1 

3>1 
2.一般大學 206 14.91 2.63 

3.研究所 184 14.98 2.85 

教師分享 

1.師範院校 153 20.33 3.95 

4.899
*

 2>1 2.一般大學 202 21.59 4.21 

3.研究所 186 21.54 4.23 

外部環境 

1.師範院校 152 16.05 3.54 

2.613 － 2.一般大學 206 16.99 3.89 

3.研究所 185 16.66 4.00 

資訊科技 

1.師範院校 152 15.25 4.21 

.378 － 2.一般大學 206 15.01 3.20 

3.研究所 186 15.30 3.12 

學校創新 

經營整體 

1.師範院校 145 86.10 14.11 

3.099
*

 
2>1 

3>1 
2.一般大學 199 89.87 16.17 

3.研究所 181 89.98 16.53 

*  p<.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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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統計分析由表 4-10得知： 

(一)就分層面而言 

      不同學歷的教師在「課程教學」、「教師分享」二個層面達.05顯 

著水準，顯示不同學歷的教師在此二層面的看法有顯著差異，事後比較 

則顯示一般大學畢業的教師的知覺與師範院校畢業的教師有顯著差異。 

(二)就整體層面而言 

      不同學歷的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整體層面上達.05顯著水準，事後 

比較得知，一般大學、研究所畢業的教師與師範院校畢業的教師有顯著 

差異。 

 

七、不同職務教師在知覺學校創新經營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將教師擔任的職務分為兼任行政教師、兼任導師職務、專任 

教師等三組，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瞭解擔任不同職務教師對學校創新 

經營知覺的差異。 

經統計分析由表 4-11說明如下： 

(一)就分層面而言 

      擔任不同職務的國中教師在「行政管理」、「外部環境」二個層面 

達顯著水準，顯示擔任不同職務的教師在此二層面的看法有顯著差異， 

事後比較顯示兼任行政教師顯著高於擔任專任教師者。 

(二)就整體層面而言 

      擔任不同職務的教師其 F值未達顯著水準，顯示不同職務的教師在 

知覺整體的學校創新經營並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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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不同職務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之差異比較摘要表 

層面名稱 職務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行政管理 

1.兼任行政 166 21.84 3.97 

4.336
*

 1>3 2.兼任導師 244 21.09 4.20 

3.專任教師 135 20.35 5.09 

課程教學 

1.兼任行政 164 14.80 2.55 

1.131 － 2.兼任導師 246 14.75 2.57 

3.專任教師 135 14.37 3.16 

教師分享 

1.兼任行政 163 21.46 4.09 

1.514 － 2.兼任導師 245 21.37 3.83 

3.專任教師 134 20.69 4.85 

外部環境 

1.兼任行政 165 17.38 3.53 

6.030
**

 1>3 2.兼任導師 245 16.54 3.83 

3.專任教師 134 15.85 4.10 

資訊科技 

1.兼任行政 165 15.35 3.02 

.267 － 2.兼任導師 247 15.13 3.98 

3.專任教師 133 15.08 3.03 

學校創新 

經營整體 

1.兼任行政 160 90.74 14.68 

2.650 － 2.兼任導師 236 89.04 15.23 

3.專任教師 130 86.45 18.00 

* p<.05  ** p<.01 

 

 

貳貳貳貳、、、、不同背景變項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差異分析不同背景變項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差異分析不同背景變項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差異分析不同背景變項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差異分析    

一、不同學校規模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將學校規模分為 12班(含)以下、13-48班、49班以上等三 

組，並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瞭解不同學校規模的國中教師對組織公民 

行為知覺的差異，經統計分析由表 4-5可知： 

(一)就分層面而言 

      除「行政管理」未達顯著差異，「課程教學」、「教師分享」、「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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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資訊科技」均達顯著差異。 

(二)就整體層面而言 

      其 F值未達顯著水準，顯示不同學校規模的教師在組織公民行為整 

體的看法並無顯著差異。 

 

表 4-12 不同學校規模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差異比較摘要表 

層面名稱 學校規模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組織認同 

1.12班(含)以下 136 30.63 5.86 

3.198
*

 1>2 2.13-48班 247 29.37 5.53 

3.49班以上 166 30.51 5.20 

協助同事 

1.12班(含)以下 136 24.29 3.66 

2.097 － 2.13-48班 246 23.60 3.46 

3.49班以上 166 24.16 3.58 

不爭利營私 

1.12班(含)以下 136 29.18 3.90 

.636 － 2.13-48班 247 28.90 3.87 

3.49班以上 166 29.31 3.64 

敬業精神 

1.12班(含)以下 136 23.32 3.58 

3.147
*

 2>3 2.13-48班 248 22.83 3.66 

3.49班以上 166 23.71 3.34 

組織公民 

行為整體 

1.12班(含)以下 136 107.43 14.80 

2.847 － 2.13-48班 244 104.72 13.83 

3.49班以上 166 107.70 13.42 

* p<.05 

 

二、不同學校歷史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將學校歷史分為 10 年(含)以下、11-20 年、21-30 年、31年 

以上等四組，並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瞭解不同學校歷史的國中教師組 

織公民行為的差異，經統計分析由表 4-13可知： 

(一)就分層面而言 

      除「敬業精神」分層面未達顯著水準，「組織認同」、「協助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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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爭利營私」三個層面均達顯著差異。進行事後比較則顯示在「組織 

認同」、「協助同事」二層面上，10 年以下的學校較 11-20 年及 31年以 

上的學校現況佳。 

(二)就整體層面而言 

      其 F值達顯著水準，顯示不同學校歷史的教師在組織公民行為的看 

法有顯著差異，且 10 年以下學校優於 31年以上的學校。 

 

表 4-13 不同學校歷史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差異比較摘要表 

層面名稱 學校歷史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組織認同 

1.10年(含)以下 57 32.12 5.32 

3.902
*

 
1>2 

1>4 

2.11-20年 54 29.04 5.86 

3.21-30年 38 30.87 5.61 

4.31年以上 400 29.79 5.54 

協助同事 

1.10年(含)以下 57 25.47 3.28 

5.526
**

 
1>2 

1>4 

2.11-20年 54 23.33 3.42 

3.21-30年 38 24.84 3.37 

4.31年以上 399 23.72 3.57 

不爭利營私 

1.10年(含)以下 57 29.88 3.75 

3.622
*

 － 
2.11-20年 55 30.05 3.82 

3.21-30年 38 29.95 3.67 

4.31年以上 399 28.77 3.79 

敬業精神 

1.10年(含)以下 57 24.12 3.23 

1.751 － 
2.11-20年 55 22.67 3.61 

3.21-30年 38 23.39 3.54 

4.31年以上 400 23.15 3.59 

組織公民 

行為整體 

1.10年(含)以下 57 111.60 13.25 

3.900
*

 1>4 
2.11-20年 53 105.19 13.74 

3.21-30年 38 109.05 13.36 

4.31年以上 398 105.42 14.05 

*  p<.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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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性別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以國中教師「性別」為自變項，以「組織公民行為」各層面 

及整體所得分數為依變項，進行獨立樣本 t 考驗，統計分析結果說明如 

表 4-14： 

(一)就分層面而言，不同性別之教師在「組織認同」、「敬業精神」等二 

個層面均達 0.5顯著水準，且男性對各層面的知覺均高於女性。 

(二)就整體層面而言，t值達 0.5顯著水準，且男性對組織公民行為的 

看法高於女性，顯示不同性別之教師對整體組織公民行為知覺有顯著差 

異。 

 

表 4-14不同性別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差異比較摘要表 

層面名稱 性別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值 

組織認同 
男 152 31.45 5.51 

3.774
***

 
女 397 29.48 5.46 

協助同事 
男 153 24.39 3.66 

1.824 
女 395 23.77 3.50 

不爭利營私 
男 152 29.52 3.85 

1.620 
女 397 28.93 3.78 

敬業精神 
男 153 23.86 3.45 

2.652
*

 
女 397 22.97 3.57 

組織公民行為 

整體 

男 151 109.25 14.35 
3.064

*

 
女 395 105.17 13.72 

*  p<.05  ***  p<.001 

 

四、不同年齡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原先設定將教師的年齡分為「30歲以下」、「31-40歲」、 

「41-50歲」、「51歲以上」等四組，但統計實際填答的人數後，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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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歲以上組別的人數較少，因此將其結果併入「41-50歲組」，成為「41 

歲以上」組。統計分析係以教師年齡「30歲以下」、「31-40歲」、「41 

歲以上」等三組，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瞭解不同年齡的國中教師對「組 

織公民行為」知覺的差異，統計分析結果如表 4-15所示： 

(一)就分層面而言 

      只有「敬業精神」層面的 F值未達.05顯著水準。另外的「組織認 

同」、「協助同事」、「不爭利營私」等三個層面則均達顯著差異。 

(二)就整體層面而言 

      F值達顯著水準，顯示不同年齡之教師在整體組織公民行為感受看 

法有顯著差異，且年紀長者較年紀輕者更重視組織公民行為。 

表 4-15不同年齡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差異比較摘要表 

層面名稱 年齡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組織認同 

1.30歲以下 91 30.29 5.57 

3.693
*

 3>2 2.31-40歲 307 29.50 5.47 

3.41歲以上 151 30.96 5.57 

協助同事 

1.30歲以下 91 24.68 3.54 

3.365
*

 1>2 2.31-40歲 308 23.63 3.45 

3.41歲以上 149 24.13 3.71 

不爭利營私 

1.30歲以下 91 29.73 3.81 

4.536
*

 3>2 2.31-40歲 307 28.66 3.82 

3.41歲以上 151 29.59 3.70 

敬業精神 

1.30歲以下 91 23.56 3.61 

2.335 － 2.31-40歲 308 22.93 3.46 

3.41歲以上 151 23.60 3.69 

組織公民 

行為整體 

1.30歲以下 91 108.25 14.52 

4.527
*

 3>2 2.31-40歲 306 104.71 13.57 

3.41歲以上 149 108.36 14.22 

*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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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同年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預先將服務年資分為「5年(含)以下」、「6-15年」、「16-25 

年」、「26年以上」等四組，但統計實際填答的人數後，由於「26年 

以上」組別的人數較少，因此將其結果併入「16-25年」組，成為「16 

年以上」組。統計分析係以教師服務年資分為「5年(含)以下」、「6-15 

年」、「16年以上」等三組，並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瞭解不同年資的 

國中教師對「組織公民行為」知覺的差異。 

 

表 4-16不同年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差異比較摘要表 

層面名稱 服務年資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組織認同 

1.5年(含)以下 145 30.58 6.33 

2.633 － 2.6-15年 270 29.50 4.93 

3.16年以上 125 30.61 5.77 

協助同事 

1.5年(含)以下 145 24.75 3.81 

6.131
*

 1>2 2.6-15年 271 23.48 3.25 

3.16年以上 123 24.02 3.78 

不爭利營私 

1.5年(含)以下 145 29.71 4.12 

5.679
*

 
1>2 

3>2 
2.6-15年 270 28.56 3.58 

3.16年以上 125 29.58 3.79 

敬業精神 

1.5年(含)以下 145 23.75 3.87 

2.203 － 2.6-15年 271 22.99 3.24 

3.16年以上 125 23.30 3.77 

組織公民

行為整體 

1.5年(含)以下 145 108.79 15.84 

5.051
*

 1>2 2.6-15年 269 104.52 12.51 

3.16年以上 123 107.60 14.44 

*  p<.05  

 

統計分析結果如表 4-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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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分層面而言 

      不同服務年資的國中教師在「行政管理」、「課程教學」、「教師 

分享」及「資訊科技」等四個層面均達.05顯著水準。 

(二)就整體層面而言 

      F值達顯著水準，顯示不同年資之教師在整體組織公民行為的感受 

看法存在顯著差異。 

 

六、不同學歷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將教師的最高學歷分為「師範院校」、「一般大學」、「研 

究所」等三類，並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瞭解不同學歷的國中教師對組 

織公民行為知覺的差異。 

 

表 4-17不同學歷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差異比較摘要表 

層面名稱 最高學歷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組織認同 

1.師範院校 155 28.75 5.39 

5.863
**

 
2>1 

3>1 
2.一般大學 208 30.41 5.47 

3.研究所 185 30.64 5.60 

協助同事 

1.師範院校 155 23.37 3.38 

3.891
*

 3>1 2.一般大學 207 23.90 3.58 

3.研究所 185 24.44 3.60 

不爭利營私 

1.師範院校 155 28.65 3.88 

3.650
**

 3>1 2.一般大學 207 28.87 3.93 

3.研究所 186 29.68 3.54 

敬業精神 

1.師範院校 155 22.42 3.28 

8.018
***

 
3>1 

3>2 
2.一般大學 208 23.14 3.75 

3.研究所 186 23.94 3.41 

組織公民 

行為整體 

1.師範院校 155 103.19 13.21 

6.809
***

 
2>1 

3>1 
2.一般大學 206 106.34 14.52 

3.研究所 184 108.75 13.55 

*  p<.05  ** p<.01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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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統計分析由表 4-17得知： 

(一)就分層面而言，不同學歷的教師在「組織認同」、「不爭利營私」、 

「敬業精神」三個層面達顯著水準，顯示不同學歷的教師在此三層面的 

看法有顯著差異，進行事後比較顯示一般大學畢業或研究所畢業的教師 

對此三層面的知覺與師範院校畢業的教師有顯著差異。 

(二)就整體層面而言，不同學歷的教師在組織公民行為整體層面上達顯 

著水準，事後比較得知，「一般大學」、「研究所」畢業的教師與「師 

範院校」畢業的教師有顯著差異。 

 

七、不同職務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將教師擔任的職務分為「兼任行政」職務、「兼任導師」職 

務、「專任教師」等三組，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瞭解擔任不同職務教 

師對組織公民行為知覺的差異。統計分析如表 4-18： 

(一)就分層面而言 

      擔任不同職務的國中教師在「組織認同」、「協助同事」、「敬業 

精神」三個層面達顯著水準，顯示擔任不同職務的教師在此三層面的看 

法有顯著差異，事後比較顯示兼任行政教師顯著高於擔任導師及專任教 

師者。 

(二)就整體層面而言 

      擔任不同職務的教師其F值也達顯著水準，顯示不同職務的教師在 

知覺整體的組織公民行為有顯著差異，事後比較顯示兼任行政教師顯著 

高於擔任導師及專任教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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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不同職務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差異比較摘要表 

層面名稱 職務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組織認同 

1.兼任行政 166 31.90 4.89 

15.998
***

 
1>2 

1>3 
2.兼任導師 248 29.60 5.31 

3.專任教師 135 28.53 6.12 

協助同事 

1.兼任行政 167 24.56 3.52 

3.707
*

 
1>2 

2>3 
2.兼任導師 246 23.67 3.41 

3.專任教師 135 23.67 3.78 

不爭利營私 

1.兼任行政 166 29.19 3.78 

0.111 － 2.兼任導師 248 29.09 3.70 

3.專任教師 15 28.99 4.06 

敬業精神 

1.兼任行政 167 23.82 3.54 

3.670
*

 1>2 2.兼任導師 248 22.87 3.49 

3.專任教師 135 23.11 3.63 

組織公民 

行為整體 

1.兼任行政 165 109.50 13.86 

6.075
**

 
1>2 

1>3 
2.兼任導師 246 105.26 13.33 

3.專任教師 135 104.29 14.78 

*  p<.05  ** p<.01  ***  p<.001 
 

參參參參、、、、不同背不同背不同背不同背景變項教師知覺學校效能之差異分析景變項教師知覺學校效能之差異分析景變項教師知覺學校效能之差異分析景變項教師知覺學校效能之差異分析    

一、不同學校規模教師知覺學校效能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將學校規模分為「12班(含)以下」、「13-48班」、「49班 

以上」等三組，並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瞭解不同學校規模的國中教師 

對學校效能知覺的差異，經統計分析由表 4-19 可知： 

(一)就分層面而言 

      只有「社區認同」達顯著差異，而「課程教學」，「教師專業」、「行 

政績效」則均未達顯著差異。 

(二)就整體層面而言 

      其 F值雖達顯著水準，但事後比較則顯示不同學校規模的教師在學 

校效能整體的看法並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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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不同學校規模教師知覺學校效能之差異比較摘要表 

層面名稱 學校規模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課程教學 

1.12班(含)以下 134 14.46 2.68 

4.273 － 2.13-48班 245 13.71 2.93 

3.49班以上 162 14.35 2.61 

教師專業 

1.12班(含)以下 135 22.58 3.72 

3.709 － 2.13-48班 244 21.82 3.88 

3.49班以上 165 22.76 3.45 

行政績效 

1.12班(含)以下 136 14.56 2.76 

6.384
**

 1>2 2.13-48班 245 13.43 3.11 

3.49班以上 165 13.97 2.94 

社區認同 

1.12班(含)以下 136 20.29 4.79 

7.339
**

 3>2 2.13-48班 244 19.58 4.32 

3.49班以上 165 21.26 3.99 

學校效能 

整體 

1.12班(含)以下 134 71.78 12.67 

5.087
*

 － 2.13-48班 242 68.57 13.25 

3.49班以上 162 72.23 11.41 

*  p<.05  ** p<.01  

 

二、不同學校歷史教師知覺學校效能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將學校歷史分為「10 年(含)以下」、「11-20 年」、「21-30 

年」、「31年以上」等四組，並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瞭解不同學校歷 

史的國中教師知覺學校效能的差異，經統計分析由表 4-20可知： 

(一)就分層面而言 

      「課程教學」、「教師專業」、「行政績效」、「社區認同」四個層面均 

達顯著差異。進行事後比較則顯示在「課程教學」、「教師專業」二層面 

上，10 年以下的學校較 11-20 年及 31年以上的學校現況佳。「行政績效」 

層面則顯示 10 以下的學校優於其他三組。「社區認同」層面 10 年以下 

的學校優於 11-20 年及 31年以上的學校，且 21-30 年的學校優於 11-20 

年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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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整體層面而言 

      其 F值達顯著水準，顯示不同學校歷史的教師在學校效能的看法有 

顯著差異，且 10 年以下學校優於 11-20 年及 31年以上的學校。 

 

表 4-20 不同學校歷史教師知覺學校效能之差異比較摘要表 

層面名稱 學校歷史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課程教學 

1.10年(含)以下 57 15.47 2.93 

6.003
**

 
1>2 

1>4 

2.11-20年 55 13.45 2.44 

3.21-30年 37 14.08 2.65 

4.31年以上 392 13.97 2.78 

教師專業 

1.10年(含)以下 56 24.38 3.94 

7.298
***

 
1>2 

1>4 

2.11-20年 55 21.65 3.13 

3.21-30年 37 22.68 3.47 

4.31年以上 396 22.05 3.71 

行政績效 

1.10年(含)以下 57 15.33 3.01 

7.043
***

 

1>2 

1>3 

1>4 

2.11-20年 55 12.84 2.73 

3.21-30年 37 13.57 2.71 

4.31年以上 397 13.84 3.00 

社區認同 

1.10年(含)以下 57 22.42 3.68 

9.169
***

 

1>2 

1>4 

3>2 

2.11-20年 54 18.67 3.60 

3.21-30年 37 21.78 3.68 

4.31年以上 397 20.04 4.52 

學校效能 

整體 

1.10年(含)以下 56 77.73 12.53 

8.650
***

 
1>2 

1>4 

2.11-20年 54 66.70 10.41 

3.21-30年 37 72.11 11.66 

4.31年以上 391 69.80 12.71 

** p<.01  ***  p<.001 

 

三、不同性別教師知覺學校效能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以國中教師「性別」為自變項，以「學校效能」各層面及整 

體所得分數為依變項，進行獨立樣本 t考驗，統計分析結果說明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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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表 4-21不同性別教師知覺學校效能之差異比較摘要表 

層面名稱 性別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值 

課程教學 
男 150 14.59 2.77 

2.593
*

 
女 391 13.90 2.78 

教師專業 
男 151 22.74 3.83 

1.727 
女 393 22.12 3.68 

行政績效 
男 152 14.43 2.87 

2.682
**

 
女 394 13.66 3.03 

社區認同 
男 152 21.11 4.43 

2.781
**

 
女 393 19.94 4.35 

學校效能 

整體 

男 149 72.64 12.81 
2.474

*

 
女 389 69.64 12.54 

*  p<.05  ** p<.01  
 

(一)就分層面而言 

      不同性別之教師在「課程教學」、「行政績效」、「社區認同」等三個 

層面均達 0.5顯著水準，且男性對各層面的知覺均高於女性。 

(二)就整體層面而言 

      t值達 0.5顯著水準，顯示不同性別之教師對整體學校效能的看法 

有顯著差異，且男性對學校效能的知覺高於女性。 

 

四、不同年齡教師知覺學校效能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原先設定將教師的年齡分為「30歲以下」、「31-40歲」、 

「41-50歲」、「51歲以上」等四組，但統計實際填答的人數後，由於 

51歲以上組別的人數較少，因此將其結果併入 41-50歲組，成為 41歲 

以上組。統計分析係以教師年齡 30歲以下、31-40歲、41歲以上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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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瞭解不同年齡的國中教師對「學校效能」知 

覺的差異，統計分析結果如表 4-22 所示： 

(一)就分層面而言 

      不同年齡的教師四個分層面的 F值均未達顯著水準，顯示不同年齡 

教師在學校效能的四個分層面的看法沒有顯著差異。 

(二)就整體層面而言 

      F值未達顯著水準，顯示不同年齡之教師在整體學校效能的感受看 

法並無顯著差異。 

 

表 4-22 不同年齡教師知覺學校效能之差異比較摘要表 

層面名稱 年齡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課程教學 

1.30歲以下 89 14.35 3.14 

0.593 － 2.31-40歲 308 13.99 2.63 

3.41歲以上 144 14.13 2.91 

教師專業 

1.30歲以下 90 22.94 4.05 

1.785 － 2.31-40歲 309 22.22 3.52 

3.41歲以上 145 22.03 3.95 

行政績效 

1.30歲以下 91 14.35 3.23 

1.499 － 2.31-40歲 309 13.83 2.94 

3.41歲以上 146 13.68 2.98 

社區認同 

1.30歲以下 91 20.84 4.28 

1.499 － 2.31-40歲 309 20.31 4.39 

3.41歲以上 145 19.83 4.47 

學校效能 

整體 

1.30歲以下 88 72.27 13.68 

1.135 － 2.31-40歲 308 70.27 12.22 

3.41歲以上 142 67.79 12.98 

 

五、不同年資教師知覺學校效能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預先將服務年資分為「5年(含)以下」、「6-15年」、「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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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6年以上」等四組，但統計實際填答的人數後，由於「26年 

以上」組別的人數較少，因此將其結果併入「16-25年」組，成為「16 

年以上」組。統計分析係以教師服務年資分為「5年(含)以下」、「6-15 

年」、「16年以上」等三組，並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瞭解不同年資的 

國中教師對「學校效能」知覺的差異。 

 

表 4-23 不同年資教師知覺學校效能各層面及整體之差異比較摘要表 

層面名稱 服務年資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課程教學 

1.5年(含)以下 143 14.59 3.15 

3.081
*

 － 2.6-15年 270 13.98 2.55 

3.16年以上 119 13.82 2.85 

教師專業 

1.5年(含)以下 144 23.17 4.22 

6.162
*

 
1>2 

1>3 
2.6-15年 270 22.18 3.34 

3.16年以上 121 21.62 3.84 

行政績效 

1.5年(含)以下 145 14.52 3.37 

5.362
**

 1>3 2.6-15年 271 13.80 2.74 

3.16年以上 121 13.34 3.07 

社區認同 

1.5年(含)以下 145 21.01 4.87 

3.764
*

 1>3 2.6-15年 271 20.23 4.16 

3.16年以上 120 19.53 4.32 

學校效能 

整體 

1.5年(含)以下 142 73.18 14.54 

4.933
**

 1>3 2.6-15年 269 70.11 11.53 

3.16年以上 118 68.40 12.62 

*  p<.05  ** p<.01   

 

統計分析結果如表 4-23 所示： 

(一)就分層面而言 

      不同服務年資的教師在四個分層面的 F值均達顯著水準，顯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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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年資的教師在學校效能的四個分層面的看法呈現顯著差異，而且服 

務年資較短者感受學校效能較佳。 

(二)就整體層面而言 

      F值達顯著水準，顯示不同服務年資之教師在整體學校效能的感受 

看法呈現顯著差異，服務 5年以下教師較服務 16年以上教師學校效能 

較佳。 

 

六、不同學歷教師知覺學校效能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將教師的最高學歷分為「師範院校」、「一般大學」、「研 

究所」等三類，並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瞭解不同學歷的國中教師對學 

校效能知覺的差異。 

 

表 4-24不同學歷教師知覺學校效能之差異比較摘要表 

層面名稱 最高學歷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課程教學 

1.師範院校 151 13.52 2.53 

4.305
*

 
2>1 

3>1 
2.一般大學 204 14.32 2.78 

3.研究所 185 14.26 2.93 

教師專業 

1.師範院校 154 21.45 3.53 

5.475
**

 
2>1 

3>1 
2.一般大學 203 22.52 3.77 

3.研究所 186 22.70 3.74 

行政績效 

1.師範院校 154 13.42 2.71 

2.645 － 2.一般大學 205 14.14 2.85 

3.研究所 186 13.94 3.34 

社區認同 

1.師範院校 154 19.66 3.91 

2.093 － 2.一般大學 205 20.59 4.57 

3.研究所 185 20.39 4.56 

學校效能 

整體 

1.師範院校 151 67.96 11.31 

4.084
*

 2>1 2.一般大學 203 71.55 12.88 

3.研究所 183 71.23 13.22 

*  p<.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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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統計分析由表 4-24得知： 

(一)就分層面而言 

      不同學歷的教師在「課程教學」、「教師專業」二個層面達.05顯 

著水準，顯示不同學歷的教師在此二層面的看法有顯著差異，進行事後 

比較顯示一般大學、研究所畢業的教師對此二層面的知覺與師範院校畢 

業的教師有顯著差異。 

(二)就整體層面而言 

      不同學歷的教師在學校效能整體層面上達.05顯著水準，事後比較 

得知，一般大學畢業的教師與師範院校畢業的教師有顯著差異。 

 

七、不同職務教師知覺學校效能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將教師擔任的職務分為「教師兼行政」職務、「教師兼導師」 

職務、「專任教師」等三組，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瞭解擔任不同職務 

教師對學校效能知覺的差異，經統計分析由表 4-25說明： 

(一)就分層面而言 

      擔任不同職務的國中教師在「課程教學」、「行政績效」、「社區 

認同」三個層面達顯著水準，顯示擔任不同職務的教師在此三層面的看 

法有顯著差異，事後比較顯示兼任行政教師高於擔任導師及專任教師 

者。 

(二)就整體層面而言 

      擔任不同職務的教師其 F值也達顯著水準，顯示不同職務的教師在 

知覺整體的學校效能有顯著差異，事後比較顯示兼任行政教師顯著高於 

擔任導師及專任教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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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不同職務教師知覺學校效能之差異比較摘要表 

層面名稱 職務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課程教學 

1.兼任行政 164 14.57 2.56 

3.750
*

 
1>2 

1>3 
2.兼任導師 243 13.95 2.69 

3.專任教師 134 13.75 3.16 

教師專業 

1.兼任行政 165 22.57 3.51 

0.936 － 2.兼任導師 245 22.27 3.42 

3.專任教師 134 21.98 4.48 

行政績效 

1.兼任行政 165 14.63 2.50 

7.928
***

 
1>2 

1>3 
2.兼任導師 245 13.63 3.06 

3.專任教師 136 13.40 3.29 

社區認同 

1.兼任行政 165 21.16 4.31 

5.434
**

 
1>2 

1>3 
2.兼任導師 244 20.04 4.22 

3.專任教師 136 19.60 4.67 

學校效能 

整體 

1.兼任行政 164 72.80 11.54 

4.319
*

 
1>2 

1>3 
2.兼任導師 242 69.81 12.22 

3.專任教師 132 68.78 14.41 

*  p<.05  ** p<.01  ***  p<.001 

 

 

肆肆肆肆、、、、綜合討論綜合討論綜合討論綜合討論    

  一、不同背景變項在學校創新經營上的差異情形 

      以下針對背景變項在學校創新經營上之知覺差異進行探討。 

    （一）學校規模與學校創新經營 

          經過統計分析後發現，不同學校規模的教師在知覺學校創新經 

      營上，整體而言未達顯著差異，分層面而言，除「行政管理」未達 

      顯著差異，「課程教學」、「教師分享」、「外部環境」、「資訊科技」 

      均達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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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以上分析可知，假設假設假設假設 1111----1111「「「「不同學校規模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分層面不同學校規模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分層面不同學校規模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分層面不同學校規模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分層面

或整體有顯著差異或整體有顯著差異或整體有顯著差異或整體有顯著差異」」」」獲得部分支持獲得部分支持獲得部分支持獲得部分支持。 

 

    （二）學校歷史與學校創新經營 

          經過統計分析後發現，不同學校歷史的教師在知覺整體及分層 

      面學校創新經營上，均達到顯著差異。進行事後比較，顯示「行政 

      管理」、「課程教學」、「教師分享」三層面上，10 年以下的學校較 

      11-20 年及 31年以上的學校現況佳。「外部環境」分層面則顯示 10 

      年以下學校優於 11-20 年及 31年以上的學校，且 31年以上的學校 

      又優於 11-20 年的學校。「資訊科技」分層面則顯示 11-20 年的學 

      校優於 31年以上的學校。 

    由以上分析可知，假設假設假設假設 1111----2222「「「「不同學校歷史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分層面不同學校歷史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分層面不同學校歷史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分層面不同學校歷史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分層面

或整體有顯著差異或整體有顯著差異或整體有顯著差異或整體有顯著差異」」」」獲得支持獲得支持獲得支持獲得支持。 

 

    （三）性別與學校創新經營 

          經過統計分析後發現，不同性別的教師在知覺學校創新經營 

      上，整體層面及分層面「行政管理」、「課程教學」、「外部環境」、「資 

      訊科技」均達到顯著差異。進行事後比較發現，男性教師對學校創 

      新經營的知覺程度高於女性教師。其原因可能和男性教師擔任行政 

      工作機會較多，因此對學校創新經營的感受較高。 

    由以上分析可知，假設假設假設假設 1111----3333「「「「不同不同不同不同性別性別性別性別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分層面或整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分層面或整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分層面或整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分層面或整

體有顯著差異體有顯著差異體有顯著差異體有顯著差異」」」」獲得獲得獲得獲得部分部分部分部分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四）年齡與學校創新經營 

          經過統計分析後，發現不同年齡的教師在知覺學校創新經營 

      上，其「行政管理」、「課程教學」、「教師分享」、「外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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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資訊科技」等五個層面均未達顯著差異。就整體層面而言，F 

      值也未達顯著水準，顯示不同年齡之教師在整體學校創新經營的感 

      受看法並無顯著差異。 

    由以上分析可知，假設假設假設假設1111----4444「「「「不同不同不同不同年齡年齡年齡年齡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分層面或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分層面或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分層面或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分層面或整整整整

體有顯著差異體有顯著差異體有顯著差異體有顯著差異」」」」未未未未獲得支持獲得支持獲得支持獲得支持。 

 

    （五）年資與學校創新經營 

          經過統計分析後，發現不同年資的教師在知覺學校創新經營 

      上，就整體層面而言，F值也達顯著水準，顯示不同年資之教師在 

      整體學校創新經營的感受看法存在顯著差異。在分層面上則在「行 

      政管理」、「課程教學」、「教師分享」等三個層面達顯著差異， 

      進行事後比較發現，年資淺的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的知覺度高於年 

      資深的教師。 

    由以上分析可知，假設假設假設假設1111----5555「「「「不同不同不同不同年年年年資資資資在學校創新經營在學校創新經營在學校創新經營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分層面或整各分層面或整各分層面或整各分層面或整

體有顯著差異體有顯著差異體有顯著差異體有顯著差異」」」」獲得獲得獲得獲得部分部分部分部分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六）學歷與學校創新經營 

          經過統計分析後，發現不同學歷的教師在知覺學校創新經營 

      上，就整體層面而言，F值達.05顯著水準，顯示不同學歷之教師 

      在整體學校創新經營的感受看法存在顯著差異，事後比較發現，一 

      般大學、研究所畢業的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的程度高於師範院校 

      畢業的教師。在各分層面則在「課程教學」、「教師分享」等二個 

      層面達顯著差異，進行事後比較發現，一般大學畢業的教師知覺學    

      校創新經營的程度高於師範院校畢業的教師。 

    由以上分析可知，假設假設假設假設1111----6666「「「「不同不同不同不同學歷學歷學歷學歷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分層面或整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分層面或整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分層面或整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分層面或整

體有顯著差異體有顯著差異體有顯著差異體有顯著差異」」」」獲得獲得獲得獲得部分部分部分部分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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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職務與學校創新經營 

          經過統計分析後，發現不同職務的教師在知覺學校創新經營 

      上，就整體層面而言，F值未達顯著水準，顯示不同職務之教師在 

      整體學校創新經營的感受看法並無顯著差異。在各分層面則在「行 

      政管理」、「外部環境」二個層面達顯著水準，顯示擔任不同職務 

      的教師在此二層面的看法有顯著差異，事後比較顯示兼任行政教師 

      顯著高於擔任專任教師者。 

    由以上分析可知，假設假設假設假設1111----7777「「「「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職務職務職務職務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分層面或整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分層面或整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分層面或整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分層面或整

體有顯著差異體有顯著差異體有顯著差異體有顯著差異」」」」獲得部分支持獲得部分支持獲得部分支持獲得部分支持。 

 

表4-26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差異比較綜合摘要表 

背景 

變項 
研究背景 

學校創新經營 

行政管理 課程教學 教師分享 外部環境 資訊科技 整體 

學校 

規模 

1.12班(含)以下 

－ 3>2 3>2 
1>2 

3>2 

2>1 

3>1 
－ 2.13-48班 

3.49班以上 

學校 

歷史 

1.10年(含)以下 

1>2 

1>4 

1>2 

1>4 

1>2 

1>4 

1>2 

1>4 

4>2 

2>4 
1>2 

1>4 

2.11-20年 

3.21-30年 

4.31年以上 

性別 
1.男 

1>2 1>2 1>2 1>2 1>2 1>2 
2.女 

年齡 

1.30歲以下 

－ － － － － － 2.31-40歲 

3.41歲以上 

年資 

1.5年(含)以下 

1>2 
1>2 

1>3 

1>2 

1>3 
－ － 

1>2 

1>3 
2.6-15年 

3.16年以上 

學歷 

1.師範院校 

－ 
2>1 

3>1 
2>1 － － 

2>1 

3>1 
2.一般大學 

3.研究所 

職務 

1.兼任行政 

1>3 － － 1>3 － － 2.兼任導師 

3.專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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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將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差異比較綜合摘要

表整理如表4-26，綜上所述，分析的結果可知假設一假設一假設一假設一：：：：「「「「不同背景變項的不同背景變項的不同背景變項的不同背景變項的

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分層面或整體有顯著差異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分層面或整體有顯著差異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分層面或整體有顯著差異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分層面或整體有顯著差異」」」」得到部分支持得到部分支持得到部分支持得到部分支持。在「學

校歷史」及「性別」獲得支持；在「學校規模」、「年資」、「學歷」及「職

務」上獲得部分支持；而「年齡」則沒有獲得支持。 

 

  二、不同背景變項在組織公民行為上的差異情形 

      以下針對背景變項在組織公民行為上之知覺差異進行探討。 

    （一）學校規模與組織公民行為 

          經過統計分析後發現，不同學校規模的教師在知覺組織公民行 

      為上，整體而言未達顯著差異。就分層面而言，「組織認同」、「敬 

      業精神」二者均達顯著差異，進行事後比較發現，小型學校較大型 

      學校表現佳。 

    由以上分析可知，假設假設假設假設 2222----1111「「「「不同學校規模在不同學校規模在不同學校規模在不同學校規模在組織公民行為組織公民行為組織公民行為組織公民行為各分層面各分層面各分層面各分層面

或整體有顯著差異或整體有顯著差異或整體有顯著差異或整體有顯著差異」」」」獲得部分支持獲得部分支持獲得部分支持獲得部分支持。 

 

    （二）學校歷史與組織公民行為 

          經過統計分析後發現，不同學校歷史的教師在知覺整體組織公 

      民行為達到顯著差異，在分層面則除了「敬業精神」之外，均達到 

      顯著差異。進行事後比較，顯示學校成立時間較短者比成立時間較 

      久者情況良好。在「組織認同」、「協助同事」層面上，10 年以下的 

      學校較 11-20 年及 31年以上的學校現況佳。整體層面則顯示 10 年 

      以下學校優於 31年以上的學校。 

    由以上分析可知，假設假設假設假設 2222----2222「「「「不同學校歷史在不同學校歷史在不同學校歷史在不同學校歷史在組織公民行為組織公民行為組織公民行為組織公民行為各分層面各分層面各分層面各分層面

或整體有顯著差異或整體有顯著差異或整體有顯著差異或整體有顯著差異」」」」獲得獲得獲得獲得部分部分部分部分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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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性別與組織公民行為 

          經過統計分析後發現，不同性別的教師在知覺組織公民行為 

      上，整體層面及分層面「組織認同」、「敬業精神」均達到顯著差異。 

      進行事後比較發現，男性教師的知覺程度高於女性教師。其原因可 

      能和男性教師一向要符合傳統社會期待，需要較主動積極，並且熱 

      心公共事務，因而有較佳的組織公民行為表現。 

    由以上分析可知，假設假設假設假設 2222----3333「「「「不同不同不同不同性別性別性別性別在在在在組織公民行為組織公民行為組織公民行為組織公民行為各分層面或整各分層面或整各分層面或整各分層面或整

體有顯著差異體有顯著差異體有顯著差異體有顯著差異」」」」獲得獲得獲得獲得部分部分部分部分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四）年齡與組織公民行為 

          經過統計分析後，發現不同年齡的教師在知覺組織公民行為 

      上，整體層面及分層面「組織認同」、「協助同事」、「不爭利營 

      私」達顯著差異。經事後比較發現，年紀較長的教師所知覺到的程 

      度較高於年輕的教師，推測年長者可能比較會願意維護學校，或樂 

      於照顧他人而表現出較佳的組織公民行為。 

    由以上分析可知，假設假設假設假設2222----4444「「「「不同不同不同不同年齡年齡年齡年齡在在在在組織公民行為組織公民行為組織公民行為組織公民行為各分層面或整各分層面或整各分層面或整各分層面或整

體有顯著差異體有顯著差異體有顯著差異體有顯著差異」」」」獲得獲得獲得獲得部分部分部分部分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五）年資與組織公民行為 

          經過統計分析後，發現不同年資的教師在知覺組織公民行為 

      上，就整體層面而言，F值達顯著水準，顯示不同年資之教師在整 

      體組織公民行為的感受看法存在顯著差異。在分層面上則在「協助 

      同事」、「不爭利營私」達顯著差異，進行事後比較發現，年資淺 

      的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的知覺度高於年資深的教師。 

    由以上分析可知，假設假設假設假設2222----5555「「「「不同不同不同不同年資年資年資年資在在在在組織公民行為組織公民行為組織公民行為組織公民行為各分層面或整各分層面或整各分層面或整各分層面或整

體有顯著差異體有顯著差異體有顯著差異體有顯著差異」」」」獲得獲得獲得獲得部分部分部分部分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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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學歷與組織公民行為 

          經過統計分析後，發現不同學歷的教師在知覺組織公民行為 

      上，就整體及各分層面而言，皆達顯著水準，顯示不同學歷之教師 

      在整體組織公民行為的感受看法存在顯著差異，事後比較發現，一 

      般大學、研究所畢業的教師知覺組織公民行為的程度高於師範院校 

      畢業的教師。 

    由以上分析可知，假設假設假設假設2222----6666「「「「不同不同不同不同學歷學歷學歷學歷在在在在組織公民行為組織公民行為組織公民行為組織公民行為各分層面或整各分層面或整各分層面或整各分層面或整

體有顯著差異體有顯著差異體有顯著差異體有顯著差異」」」」獲得支持獲得支持獲得支持獲得支持。 

 

    （七）職務與組織公民行為 

          經過統計分析後，發現不同職務的教師在知覺上，就整體層面 

      而言，F值達.01顯著水準，顯示不同職務之教師在整體組織公民 

      行為的感受看法存在顯著差異。在各分層面則在「組織認同」、「協 

      助同事」及「敬業精神」三個層面達顯著水準，顯示擔任不同職務 

      的教師在此三層面的看法有顯著差異，事後比較顯示兼任行政教師 

      顯著高於擔任專任教師者。 

    由以上分析可知，假設假設假設假設2222----7777「「「「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職務職務職務職務在在在在組織公民行組織公民行組織公民行組織公民行為為為為各分層面或整各分層面或整各分層面或整各分層面或整

體有顯著差異體有顯著差異體有顯著差異體有顯著差異」」」」獲得部分支持獲得部分支持獲得部分支持獲得部分支持。 

 

    以下將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知覺組織公民行為差異比較綜合摘要表

整理如表 4-27。綜上所述，分析的結果可知假設假設假設假設二二二二：：：：「「「「不同背景變項的教不同背景變項的教不同背景變項的教不同背景變項的教

師師師師在組織公民行為各分層面或整體有顯著差異各分層面或整體有顯著差異各分層面或整體有顯著差異各分層面或整體有顯著差異」」」」得到部分支持得到部分支持得到部分支持得到部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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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7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知覺組織公民行為差異比較綜合摘要表 

背景變項 研究背景 
組織公民行為 

組織認同 協助同事 不爭利營私 敬業精神 整體 

學校規模 

1.12班(含)以下 

1>2 － － 2>3 － 2.13-48班 

3.49班以上 

學校歷史 

1.10年(含)以下 

1>2 

1>4 

1>2 

1>4 
－ － 1>4 

2.11-20年 

3.21-30年 

4.31年以上 

性別 
1.男 

1>2 － － 1>2 1>2 
2.女 

年齡 

1.30歲以下 

3>2 1>2 3>2 － 3>2 2.31-40歲 

3.41歲以上 

年資 

1.5年(含)以下 

－ 1>2 
1>2 

3>2 
－ 1>2 2.6-15年 

3.16年以上 

學歷 

1.師範院校 

－ 3>1 3>1 
3>1 

3>2 

2>1 

3>1 
2.一般大學 

3.研究所 

職務 

1.兼任行政 
1>2 

1>3 

1>2 

2>3 
－ 1>2 

1>2 

1>3 
2.兼任導師 

3.專任教師 

 

  三、不同背景變項在學校效能上的差異情形 

      以下針對背景變項在學校效能上之知覺差異進行探討。 

    （一）學校規模與學校效能 

          經過統計分析後發現，不同學校規模的教師在知覺學校效能 

      上，整體而言達.05顯著差異，事後比較則無差異；分層面而言， 

      在「行政績效」及「社區認同」二個層面達顯著差異，進行事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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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較發現，12班以下的小型學校「行政績效」較佳，而社區認同則 

      49班以上的大型學校較佳。可能在小型學校中對於校務的推動與溝 

      通較容易而致，而大型學校可因學生數而使社區、家長也更有機會 

      與學校交流， 

    由以上分析可知，假設假設假設假設 3333----1111「「「「不同學校規模在學校不同學校規模在學校不同學校規模在學校不同學校規模在學校效能效能效能效能各分層面或整各分層面或整各分層面或整各分層面或整

體有顯著差異體有顯著差異體有顯著差異體有顯著差異」」」」獲得部分支持獲得部分支持獲得部分支持獲得部分支持。 

 

    （二）學校歷史與學校效能 

          經過統計分析後發現，不同學校歷史的教師在知覺整體及分層 

      面學校效能上，均達到顯著差異。進行事後比較，顯示 10 年以下 

      的學校在整體層面、「課程教學」、「教師專業」現況均較 31年以上 

      的學校佳。「行政績效」分層面則顯示 10 年以下學校優於其他三組 

      學校；「社區認同」層面 10 年以下學校優於 11-20 年及 31年以上 

      的學校，21-30 年又優於 11-20 年的學校。 

    由以上分析可知，假設假設假設假設 3333----2222「「「「不同學校歷史在學不同學校歷史在學不同學校歷史在學不同學校歷史在學校校校校效能效能效能效能各分層面或整各分層面或整各分層面或整各分層面或整

體有顯著差異體有顯著差異體有顯著差異體有顯著差異」」」」獲得支持獲得支持獲得支持獲得支持。 

 

    （三）性別與學校效能 

          經過統計分析後發現，不同性別的教師在知覺學校效能上，整 

      體層面及分層面「課程教學」、「行政績效」、「社區認同」均達到顯 

      著差異。男性教師對學校效能的知覺程度高於女性教師。其原因可 

      能和男性教師擔任行政工作機會較多，因此對學校效能的感受較 

      高。 

    由以上分析可知，假設假設假設假設 3333----3333「「「「不同不同不同不同性別性別性別性別在學校在學校在學校在學校效能效能效能效能各分層面或整體有各分層面或整體有各分層面或整體有各分層面或整體有

顯著差異顯著差異顯著差異顯著差異」」」」獲得獲得獲得獲得部分部分部分部分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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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齡與學校效能 

          經過統計分析後，發現不同年齡的教師在知覺學校效能上，其 

      五個分層面均未達顯著差異。就整體層面而言，F值也未達顯著水 

      準，顯示不同年齡之教師在整體學校效能的感受看法並無顯著差 

      異。 

    由以上分析可知，假設假設假設假設3333----4444「「「「不同不同不同不同年齡年齡年齡年齡在學校在學校在學校在學校效能效能效能效能各分層面或整體有各分層面或整體有各分層面或整體有各分層面或整體有

顯著差異顯著差異顯著差異顯著差異」」」」未未未未獲得支持獲得支持獲得支持獲得支持。 

 

    （五）年資與學校效能 

          經過統計分析後，發現不同年資的教師在知覺學校效能上，就 

      整體層面而言，F值達.01顯著水準，顯示不同年資之教師在整體 

      學校效能的感受看法存在顯著差異。在四個分層面上也均達顯著差 

      異，進行事後比較發現，「課程教學」各組間沒有差異，「教師專 

      業」、「行政績效」及「社區認同」等三個層面，年資淺的教師在 

      學校效能的知覺度高於年資深的教師。 

    由以上分析可知，假設假設假設假設3333----5555「「「「不同不同不同不同年資年資年資年資在學校在學校在學校在學校效能效能效能效能各分層面或整體有各分層面或整體有各分層面或整體有各分層面或整體有

顯著差異顯著差異顯著差異顯著差異」」」」獲得獲得獲得獲得部分部分部分部分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六）學歷與學校效能 

          經過統計分析後，發現不同學歷的教師在知覺學校效能上，就 

      整體層面而言，F值達.05顯著水準，顯示不同學歷之教師在整體 

      學校效能的感受看法存在顯著差異，事後比較發現，一般大學畢業 

      的教師知覺學校效能的程度高於師大或師院畢業的教師。在各分層 

      面則在「課程教學」、「教師專業」等二個層面達顯著差異，進行 

      事後比較發現，一般大學畢業、研究所畢業的教師知覺學校效能的 

      程度高於師範院校畢業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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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以上分析可知，假設假設假設假設3333----6666「「「「不同不同不同不同學歷學歷學歷學歷在學校在學校在學校在學校效能效能效能效能各分層面或整體有各分層面或整體有各分層面或整體有各分層面或整體有

顯著差異顯著差異顯著差異顯著差異」」」」獲得獲得獲得獲得部分部分部分部分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七）職務與學校效能 

          經過統計分析後，發現不同職務的教師在知覺學校效能上，就 

      整體層面而言，F值達顯著水準，顯示不同職務之教師在整體學校 

      效能的感受看法存在顯著差異。在各分層面則在「課程教學」、「行 

      政績效」、「社區認同」三個層面達顯著水準，顯示擔任不同職務 

      的教師在此三層面的看法有顯著差異。進行事後比較發現，兼任行 

      政教師顯著高於擔任導師及專任教師者。 

    由以上分析可知，假設假設假設假設3333----7777「「「「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職務職務職務職務在學校在學校在學校在學校效能效能效能效能各分層面或整各分層面或整各分層面或整各分層面或整體有體有體有體有

顯著差異顯著差異顯著差異顯著差異」」」」獲得部分支持獲得部分支持獲得部分支持獲得部分支持。 

 

    以下將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知覺學校效能差異比較綜合摘要表整理

如表4-28。 

    分析的結果可知假設假設假設假設三三三三：：：：「「「「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在學校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在學校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在學校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在學校效能效能效能效能各分層面各分層面各分層面各分層面

或整體有顯著差異或整體有顯著差異或整體有顯著差異或整體有顯著差異」」」」得到部分支持得到部分支持得到部分支持得到部分支持。在「學校歷史」獲得支持；在「學校

規模」、「性別」、「年資」、「學歷」及「職務」獲得部分支持；而「年齡」

則沒有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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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8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知覺學校效能差異比較綜合摘要表 

背景變項 研究背景 
學校效能 

課程教學 教師專業 行政績效 社區認同 整體 

學校規模 

1.12班(含)以下 

－ － 1>2 3>2 － 2.13-48班 

3.49班以上 

學校歷史 

1.10年(含)以下 

1>2 

1>4 

1>2 

1>4 

1>2 

1>3 

1>4 

1>2 

1>4 

3>2 

1>2 

1>4 

2.11-20年 

3.21-30年 

4.31年以上 

性別 
1.男 

1>2 － 1>2 1>2 1>2 
2.女 

年齡 

1.30歲以下 

－ － － － － 2.31-40歲 

3.41歲以上 

年資 

1.5年(含)以下 

－ 
1>2 

1>3 
1>3 1>3 1>3 2.6-15年 

3.16年以上 

學歷 

1.師範院校 
2>1 

3>1 

2>1 

3>1 
－ － 2>1 2.一般大學 

3.研究所 

職務 

1.兼任行政 
1>2 

1>3 
－ 

1>2 

1>3 

1>2 

1>3 

1>2 

1>3 
2.兼任導師 

3.專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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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組織公民行為及學組織公民行為及學組織公民行為及學組織公民行為及學

校效能之相關分析校效能之相關分析校效能之相關分析校效能之相關分析    

 

    本節旨在探討學校創新經營、組織公民行為、學校效能之相關分析，

分別就學校創新經營整體層面及五個分層面、組織公民行為整體層面及四

個分層面、學校效能整體層面及四個分層面以積差相關法進行相關分析。

再進一步了解學校創新經營與組織公民行為、學校創新經營與學校效能、

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兩兩變項各層面的關聯程度，期能從分析統計結

果中，對國中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之相關有

所瞭解。 

 

壹壹壹壹、、、、學校創新經營學校創新經營學校創新經營學校創新經營、、、、組織公民行為組織公民行為組織公民行為組織公民行為、、、、學校效能整體及各層面相關分析學校效能整體及各層面相關分析學校效能整體及各層面相關分析學校效能整體及各層面相關分析    

    本研究就「學校創新經營」、「組織公民行為」、「學校效能」三變項的

整體及各層面之間的相關情形進行分析如下。 

  一、學校創新經營整體與各分層面的相關 

 

表 4-29學校創新經營整體與各分層面的相關分析摘要表 

變項名稱 
行政 

管理 

課程 

教學 

教師 

分享 

外部 

環境 

資訊 

科技 

學校創新

經營整體 

行政管理 1      

課程教學 .784
**

 1     

教師分享 .780
**

 .810
**

 1    

外部環境 .756
**

 .697
**

 .757
**

 1   

資訊科技 .501
**

 .500
**

 .491
**

 .427
**

 1  

學校創新經

營整體 
.908

**

 .880
**

 .910
**

 .865
**

 .676
**

 1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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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29為學校創新經營整體與各分層面的積差相關分析摘要表， 

  從結果可以得知，學校創新經營整體與各分層面具有顯著正相關，兩兩 

  之間均達.01顯著水準（r=.427~910，p<.01），其中以「教師分享」層 

  面與學校創新經營整體 r=.910最高。 

 

  二、組織公民行為整體與各分層面的相關 

      表 4-30 為組織公民行為整體與各分層面的積差相關分析摘要表。 

      從結果可以得知，組織公民行為整體與各分層面具有顯著正相關， 

  兩兩之間均達.01顯著水準（r=.554~885，p<.01），其中以「認同組織」 

  層面與組織公民行為整體 r=.885最高。 

 

表 4-30 組織公民行為整體與各分層面的相關分析摘要表 

變項名稱 認同組織 協助同事 不爭利營私 敬業精神 
組織公民行

為整體 

認同組織 1     

協助同事 .727
**

 1    

不爭利營私 .554
**

 .630
**

 1   

敬業精神 .594
**

 .610
**

 .617
**

 1  

組織公民行
為整體 

.885
**

 .870
**

 .810
**

 .815
**

 1 

** p<.01 

 

  三、學校效能整體與各分層面的相關 

      表 4-31為學校效能整體與各分層面的積差相關分析摘要表，從結 

  果可以得知，學校效能整體與各分層面具有顯著正相關，兩兩之間均 

  達.01顯著水準（r=.740~922，p<.01），其中以「教師專業」層面與學 

  校效能整體 r=.922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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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學校效能整體與各分層面的相關分析摘要表 

變項名稱 課程教學 教師專業 行政績效 社區認同 學校效能整體 

課程教學 1     

教師專業 .833
**

 1    

行政績效 .822
**

 .810
**

 1   

社區認同 .755
**

 .740
**

 .744
**

 1  

學校效能 

整體 
.921

**

 .922
**

 .911
**

 .902
**

 1 

**  p<.01 

 

貳貳貳貳、、、、學校創新經營學校創新經營學校創新經營學校創新經營、、、、組織公民行為組織公民行為組織公民行為組織公民行為、、、、學校效能相關分析學校效能相關分析學校效能相關分析學校效能相關分析    

  一、學校創新經營與組織公民行為的相關分析 

      為瞭解學校創新經營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是否有顯著的相關，以積 

  差相關之統計方式處理及分析資料。由表 4-32可知，整體學校創新經 

  營與組織公民行為的相關係數達顯著水準（r=.679，p<.01），二者呈高 

  度正相關。 

 

表 4-32 學校創新經營與組織公民行為整體及各層面相關分析摘要表 

變項名稱 認同組織 協助同事 不爭利營私 敬業精神 
組織公民行為

整體 

行政管理 .702
**

 .546
**

 .459
**

 .439
**

 .654
**

 

課程教學 .668
**

 .553
**

 .440
**

 .435
**

 .638
**

 

教師分享 .663
**

 .518
**

 .392
**

 .402
**

 .605
**

 

外部環境 .590
**

 .444
**

 .348
**

 .448
**

 .557
**

 

資訊科技 .459
**

 .401
**

 .374
**

 .284
**

 .460
**

 

學校創新經

營整體 
.722

**

 .576
**

 .466
**

 .472
**

 .679
**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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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創新經營各分層面與整體組織公民行為的相關係數分別為「行 

  政管理」.654、「課程教學」.638、「教師分享」.605、「外部環境」.557、 

  「資訊科技」.460，均達.01顯著水準，呈現正相關。組織公民行為各 

  分層面與整體學校創新經營的相關係數分別為「認同組織」.722、「協 

  助同事」.576、「不爭利營私」.466、「敬業精神」.472，均達.01顯著 

  水準，呈現正相關。由此可知，整體學校創新經營及各分層面的知覺分 

  數愈高，則整體組織公民行為及各分層面的知覺分數也會愈高。換言 

  之，學校創新經營的整體及分層面與組織公民行為的整體及分層面皆具 

  有正相關。其中以「行政管理」與「認同組織」的相關性最高，相關係 

  數為.702，表示行政管理與認同組織最為密切，顯示只要教師認同組 

  織，對於行政管理創新經營的支持與投入也將更多。 

 

  二、學校創新經營與學校效能的相關分析 

      由表 4-33可知，整體學校創新經營與學校效能的相關達顯著水準 

  （r=.844，p<.01），二者呈高度正相關。 

 

表 4-33 學校創新經營與學校效能整體及各層面相關分析摘要表 

變項名稱 課程教學 教師專業 行政績效 社區認同 學校效能整體 

行政管理 .752
**

 .747
**

 .739
**

 .679
**

 .792
**

 

課程教學 .726
**

 .755
**

 .678
**

 .629
**

 .758
**

 

教師分享 .727
**

 .758
**

 .707
**

 .652
**

 .775
**

 

外部環境 .740
**

 .697
**

 .709
**

 .688
**

 .771
**

 

資訊科技 .465
**

 .486
**

 .437
**

 .375
**

 .478
**

 

學校創新經

營整體 
.804

**

 .810
**

 .772
**

 .725
**

 .844
**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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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創新經營各分層面與整體學校效能的相關係數分別為「行政管 

理」.792、「課程教學」.758、「教師分享」.775、「外部環境」.771、「資 

訊科技」.478，均達.01顯著水準，呈現正相關。學校效能各分層面與

整體學校創新經營的相關係數分別為「課程教學」.804、「教師專業」

0.810、「行政績效」.772、「社區認同」.725，均達.01顯著水準，呈現

正相關。 

 

      由此可知，整體學校創新經營及各分層面的知覺分數愈高，則整體   

  學校效能及各分層面的知覺分數也會愈高。換言之，學校創新經營的整 

  體及分層面與學校效能的整體及分層面皆具有正相關。其中以「教師分 

  享」與「教師專業」的相關性最高，相關係數為.758，表示教師分享與 

  教師專業最為密切，顯示只要教師願意相互支援且相互分享，必能促使 

  教師專業的更成長。 

 

  三、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的相關分析 

      由表 4-34可知，整體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的相關係數達顯著 

  水準（r=.701，p<.01），二者呈高度正相關。 

組織公民行為各分層面與整體學校效能的相關係數分別為「認同組 

織」.731、「協助同事」.591、「不爭利營私」.477、「敬業精神」.513， 

均達.01顯著水準，呈現正相關。組織公民行為各分層面與整體學校效 

能的相關係數分別為「課程教學」.652、「教師專業」.711、「行政績 

效」.638、「社區認同」.589，均達.01顯著水準，呈現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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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整體及各層面相關分析摘要表 

變項名稱 課程教學 教師專業 行政績效 社區認同 
學校效能 

整體 

認同組織 .665
**

 .710
**

 .696
**

 .630
**

 .731
**

 

協助同事 .554
**

 .608
**

 .522
**

 .495
**

 .591
**

 

不爭利營私 .458
**

 .510
**

 .420
**

 .365
**

 .477
**

 

敬業精神 .473
**

 .529
**

 .443
**

 .448
**

 .513
**

 

組織公民行

為整體 
.652

**

 .711
**

 .638
**

 .589
**

 .701
**

 

** p<.01 

 

      由此可知，整體組織公民行為及各分層面的知覺分數愈高，則整體 

  學校效能及各分層面的知覺分數也會愈高。換言之，組織公民行為的整 

  體及分層面與學校效能的整體及分層面皆具有正相關。其中以「認同組 

  織」與「教師專業」的相關性最高，相關係數為.710，表示認同組織與 

  教師專業最為密切，顯示只要教師認同組織，願意主動提出有益建言， 

  積極參與校務，必將能促動使教師專業的更成長。 

 

參參參參、、、、綜合討論綜合討論綜合討論綜合討論    

由前述可知，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三者，

彼此間具有密切的正向相關。 

一、學校創新經營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關係 

      從積差相關分析得知，就學校創新經營與組織公民行為而言，其相 

關係數為.679，呈現正相關，此外，學校創新經營的五個分層面與組織 

公民行為的四個分層面之間均為顯著的正相關。顯示學校創新經營情況 

愈好，則組織公民行為的情況也愈佳。由此可知，一所學校只有教師與 

學校行政人員的角色內行為，將難以有效地達成學校創新經營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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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鼓勵表現角色以外的組織公民行為，將可補正角色定義的不足，並 

促進學校校務目標的達成。由於過去此二者的關係研究較少，因此，此 

結果將可提供學校領導者及行政人員參考。 

      由上述分析結果，假設假設假設假設四四四四：「：「：「：「學校創新經營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有學校創新經營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有學校創新經營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有學校創新經營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有    

顯著的相關顯著的相關顯著的相關顯著的相關」」」」獲得支持。 

 

二、學校創新經營與學校效能之關係 

      從結果得知，學校創新經營與學校效能二者，其相關係數為.844， 

呈現高度正相關，而學校創新經營的五個分層面與學校效能的四個分層 

面之間也呈顯著的正相關。顯示學校創新經營愈好，則學校效能的情況 

也愈佳，此結果與李瑞娥(2003)、黃麗美(2004)、劉春芳(2006)、吳育 

綺(2006)、柯嚴賀(2007)、黃建翔(2007)等人的研究一致。由此可知， 

一所學校在行政、教學、教師、社區家長及資訊設備各方面努力創新經 

營，都將促動學校在教學、專業、行政的效能並獲致社區家長的認同。 

    由上述分析結果，假設假設假設假設五五五五：「：「：「：「學校創新經營與學校創新經營與學校創新經營與學校創新經營與學校效能學校效能學校效能學校效能之間有顯著之間有顯著之間有顯著之間有顯著    

的相關的相關的相關的相關」」」」獲得支持。 

 

三、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之關係 

      從積差相關分析得知，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之間亦呈現高度正 

相關，其相關係數為.701，而組織公民行為的四個分層面與學校效能的 

四個分層面之間有顯著的正相關。顯示組織公民行為程度愈好，則學校 

效能的情況愈佳，此結果與郭怡君(2004)、賴秀珠(2006)、謝勝宇 

(2007)的研究也相一致。由此可知，學校人員對於校務能自動自發的付 

出，表現超出學校正式角色規範的行為，將有助於學校效能的提昇。 

    由上述分析結果，假設假設假設假設六六六六：「：「：「：「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與與與學校效能學校效能學校效能學校效能之間有之間有之間有之間有    

顯著的相關顯著的相關顯著的相關顯著的相關」」」」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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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組織公民行為對學組織公民行為對學組織公民行為對學組織公民行為對學

校效能之預測分析校效能之預測分析校效能之預測分析校效能之預測分析    

     

    本節旨在探討學校創新經營、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之預測作

用。本研究以學校創新經營的五個層面（行政管理、課程教學、教師分享、

外部環境、資訊科技）、組織公民行為的四個層面（認同組織、協助同事、

不爭利營私、敬業精神）為預測變項，以學校效能整體及四個層面（課程

教學、教師專業、行政績效、社區認同）為依變項，進行迴歸分析，以考

驗各變項對學校效能之預測力。 

 

壹壹壹壹、、、、學校創新經營對學校效能之預測學校創新經營對學校效能之預測學校創新經營對學校效能之預測學校創新經營對學校效能之預測    

  一、學校創新經營各層面對整體學校效能之預測分析 

      為瞭解學校創新經營對「整體學校效能」之預測力，本研究以「整 

  體學校效能」為依變項，學校創新經營各層面為自變項，以迴歸分析法 

  進行分析。 

  由表 4-35可知： 

  （一）學校創新經營五個層面中，預測整體學校效能的顯著變項為「行 

    政管理」、「教師分享」、「外部環境」、「課程教學」等四項，多元相關  

    係數為.853，其聯合解釋變異量為.728，顯示此四個層面能聯合 

    預測「整體學校效能」72.8%的變異量。 

  （二）就個別變項的解釋量而言，以「行政管理」層面的預測力最佳， 

    其解釋量為 62.3%，其次依序為「教師分享」層面，解釋變異量為 7.0%， 

   「外部環境」層面，解釋變異量為 2.8%，「課程教學」層面，解釋變異 

    量為 0.7%。這四個變項的聯合預測力達 72.8%。 

  （三）在 β 係數方面皆為正值，可見「行政管理」、「教師分享」、「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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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課程教學」等四項層面的學校創新經營程度越高，整體學校 

    效能的程度也相對越高。 

 

表 4-35國中教師學校創新經營各層面對整體學校效能之多元迴歸分析摘

要表 

模式 選出變項順序 R R2 
  

R2 
  

改變量 

β F值 

1 行政管理 .789 .623 .623 .286 845.288
***

 

2 教師分享 .833 .693 .070 .222 577.182
***

 

3 外部環境 .849 .721 .028 .272 439.933
***

 

4 課程教學 .853 .728 .007 .160 341.234
***

 

***  p<.001 
 

  二、學校創新經營各層面對課程教學發展之預測分析 

      為瞭解學校創新經營對學校效能「課程教學發展」層面之預測力， 

  本研究以「課程教學發展」為依變項，學校創新經營各層面為自變項， 

  以迴歸分析法進行分析。 

  由表 4-36可知： 

  （一）學校創新經營五個層面中，預測學校效能之「課程教學發展」層 

面的顯著變項為「行政管理」、「外部環境」、「課程教學」、「教師分享」 

等四項，多元相關係數為.812，其聯合解釋變異量為.659，顯示此四 

個層面能聯合預測學校效能之「課程教學發展」層面 65.9%的變異量。 

  （二）就個別變項的解釋量而言，以「行政管理」層面的預測力最佳， 

    其解釋量為 56.1%，其次依序為「外部環境」層面，解釋變異量為 7.0%， 

    「課程教學」層面，解釋變異量為 2.4%，「教師分享」層面，解釋變 

    異量為 0.4%。這四個變項的聯合預測力達 65.9%。 

  （三）在 β 係數方面皆為正值，可見「行政管理」、「外部環境」、「課程 



 133

    教學」、「教師分享」等四項層面的學校創新經營程度越高，學校效能 

中「課程教學發展」的程度也相對越高。 

 

表 4-36國中教師學校創新經營各層面對學校效能「課程教學發展」層面

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模式 選出變項順序 R R2 
  

R2 
  

改變量 

β F值 

1 行政管理 .749 .561 .561 .266 657.291
***

 

2 外部環境 .794 .631 .070 .300 439.027
***

 

3 課程教學 .809 .655 .024 .202 324.950
***

 

4 教師分享 .812 .659 .004 .127 247.615
***

 

***  p<.001 

 

  三、學校創新經營各層面對教師專業發展之預測分析 

      為瞭解學校創新經營對學校效能的「教師專業發展」層面之預測 

  力，本研究以「教師專業發展」為依變項，學校創新經營各層面為自變 

  項，以迴歸分析法進行分析。 

  由表 4-37可知： 

  （一）學校創新經營的五個層面，在預測學校效能的「教師專業發展」 

層面均為顯著的變項。其多元相關係數為.818，聯合解釋變異量為 

0.669，此五個層面能聯合預測學校效能的「教師專業發展」66.9%的 

變異量。 

  （二）就個別變項的解釋量而言，以「教師分享」層面的預測力最佳， 

    其解釋量為 58.5%，其次依序為「行政管理」層面，解釋變異量為 5.2%， 

    「課程教學」層面，解釋變異量為 2.1%，「外部環境」層面，解釋變 

    異量為 0.7%，「資訊科技」層面，解釋變異量為 0.4%。這五個變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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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預測力達 66.9%。 

  （三）在 β 係數方面皆為正值，可見「教師分享」、「行政管理」、「課程 

    教學」、「外部環境」及、「資訊科技」等五項層面的學校創新經營程 

    度越高，學校效能中「教師專業發展」的程度也相對越高。 

 

表 4-37國中教師學校創新經營各層面對學校效能「教師專業發展」層面

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模式 選出變項順序 R R2 
  

R2 
  

改變量 

β F值 

1 教師分享 .765 .585 .585 .269 729.592
***

 

2 行政管理 .798 .638 .052 .199 453.740
***

 

3 課程教學 .811 .658 .021 .247 330.581
***

 

4 外部環境 .815 .665 .007 .134 254.909
***

 

5 資訊科技 .818 .669 .004 .075 207.256
***

 

***  p<.001 

 

四、學校創新經營各層面對行政績效表現之預測分析 

      本研究以「行政績效表現」為依變項，學校創新經營各層面為自變 

項，以迴歸分析法進行分析。 

由表 4-38 可知： 

（一）學校創新經營的五個層面中，預測學校效能「行政績效表現」層 

面的顯著變項為「行政管理」、「外部環境」、「資訊科技」等三項，多元 

相關係數為.783，其聯合解釋變異量為.614，顯示此三個層面能聯合預 

測「整體學校效能」61.4%的變異量。 

（二）就個別變項的解釋量而言，以「行政管理」層面的預測力最佳， 

其解釋量為 54.0%，其次依序為「外部環境」層面，解釋變異量為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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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層面，解釋變異量為 1.9%。這三個變項的聯合預測力達 

61.4%。 

（三）在 β 係數方面皆為正值，可見「行政管理」、「外部環境」及、「資 

訊科技」等三個層面的學校創新經營程度越高，學校效能中「行政績效 

表現」的程度也相對越高。 

 

表 4-38國中教師學校創新經營各層面對學校效能「行政績效表現」層面

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模式 選出變項順序 R R2 
  

R2 
  

改變量 

β F值 

1 行政管理 .735 .540 .540 .351 609.807
***

 

2 外部環境 .771 .595 .054 .258 379.988
***

 

3 資訊科技 .783 .614 .019 .244 273.977
***

 

***  p<.001 
 

五、學校創新經營各層面對社區認同支持之預測分析 

      本研究以「社區認同支持」為依變項，學校創新經營各層面為自變 

項，以迴歸分析法進行分析。結果如表 4-39： 

（一）學校創新經營的五個層面中，預測學校效能「社區認同支持」層 

面的顯著變項為「外部環境」、「行政管理」、「教師分享」等三項，多元 

相關係數為.735，其聯合解釋變異量為.540，顯示此三個層面能聯合預 

測「社區認同支持」54.0%的變異量。 

（二）就個別變項的解釋量而言，以「外部環境」層面的預測力最佳， 

其解釋量為 47.2%，其次依序為「行政管理」層面，解釋變異量為 5.4%， 

「教師分享」層面，解釋變異量為 1.4%。這三個變項的聯合預測力達 

54.0%。 

（三）在 β 係數方面皆為正值，可見「外部環境」、「行政管理」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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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分享」等三個層面的學校創新經營程度越高，學校效能中「社區認同

支持」的程度也相對越高。 

 

表 4-39國中教師學校創新經營各層面對學校效能「社區認同支持」層面

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模式 選出變項順序 R R2 
  

R2 
  

改變量 

β F值 

1 外部環境 .687 .472 .472 .340 462.930
***

 

2 行政管理 .725 .526 .054 .253 286.720
***

 

3 教師分享 .735 .540 .014 .207 201.675
***

 

***  p<.001 

 

貳貳貳貳、、、、組織公民行為對學校效能之預測組織公民行為對學校效能之預測組織公民行為對學校效能之預測組織公民行為對學校效能之預測    

一、組織公民行為各層面對整體學校效能之預測分析 

      為瞭解組織公民行為對「整體學校效能」之預測力，本研究以「整 

體學校效能」為依變項，組織公民行為各層面為自變項，以迴歸分析法 

進行分析。 

由表 4-40可知： 

（一）組織公民行為五個層面中，預測整體學校效能的顯著變項為「認 

同組織」、「敬業精神」二項，多元相關係數為.738，其聯合解釋變異量 

為.545，顯示此二層面能聯合預測「整體學校效能」54.5%的變異量。 

（二）就個別變項的解釋量而言，以「認同組織」層面的預測力最佳， 

其解釋量為 53.5%，其次依序為「敬業精神」層面，解釋變異量為 1.1%。 

這二個變項的聯合預測力達 54.5%。 

（三）在 β 係數方面皆為正值，可見「認同組織」、「敬業精神」等二個 

層面的組織公民行為程度越高，整體學校效能的程度也相對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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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0 國中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各層面對整體學校效能之多元迴歸分析摘

要表 

模式 選出變項順序 R R2 
  

R2 
  

改變量 

β F值 

1 認同組織 .731 .535 .535 .655 610.935
***

 

2 敬業精神 .738 .545 .011 .128 318.126
***

 

***  p<.001 
 

二、組織公民行為各層面對課程教學發展之預測分析 

      為瞭解組織公民行為對學校效能「課程教學發展」之預測力，本研 

究以「課程教學發展」為依變項，組織公民行為各層面為自變項，以迴 

歸分析法進行分析。 

 

表 4-41國中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各層面對學校效能「課程教學」之多元迴

歸分析摘要表 

模式 選出變項順序 R R2 
  

R2 
  

改變量 

β F值 

1 認同組織 .665 .443 .443 .536 424.456
***

 

2 不爭利營私 .674 .455 .012 .096 222.070
***

 

3 協助同事 .678 .459 .004 .106 150.463
***

 

***  p<.001 
 

由表 4-41 可知： 

（一）組織公民行為五個層面中，預測課程教學發展的顯著變項為「認 

同組織」、「不爭利營私」、「協助同事」等三項，多元相關係數為.678， 

其聯合解釋變異量為.459，顯示此三個層面能聯合預測「課程教學發 

展」45.9%的變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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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個別變項的解釋量而言，以「認同組織」層面的預測力最佳， 

其解釋量為 44.3%，其次依序為「不爭利營私」，解釋變異量為 1.2%、「協 

助同事」層面，解釋變異量為 0.4%。這三個變項的聯合預測力達 45.9%。 

（三）在 β 係數方面皆為正值，可見「認同組織」、「不爭利營私」、「協 

助同事」等三個層面的組織公民行為程度越高，課程教學發展的程度也 

相對越高。 

 

三、組織公民行為各層面對教師專業發展之預測分析 

      為瞭解組織公民行為對學校效能「教師專業發展」之預測力，本研 

究以「教師專業發展」為依變項，組織公民行為各層面為自變項，以迴 

歸分析法進行分析。 

 

表 4-42 國中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各層面對學校效能「教師專業發展」之多

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模式 選出變項順序 R R2 
  

R2 
  

改變量 

β F值 

1 認同組織 .710 .504 .504 .517 546.220
***

 

2 不爭利營私 .724 .524 .020 .088 294.760
***

 

3 敬業精神 .729 .531 .008 .102 202.263
***

 

4 協助同事 .732 .537 .005 .115 154.542
***

 

***  p<.001 

 

由表 4-42可知： 

（一）組織公民行為四個層面中，「認同組織」、「不爭利營私」、「敬業 

精神」、「協助同事」等四項均為預測教師專業發展的顯著變項，多元相 

關係數為.732，其聯合解釋變異量為.537，顯示此四個層面能聯合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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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53.7%的變異量。 

（二）就個別變項的解釋量而言，以「認同組織」層面的預測力最佳， 

其解釋量為 50.4%，其次依序為「不爭利營私」解釋變異量為 2.0%，「敬 

業精神」解釋變異量為 0.8%、「協助同事」解釋變異量為 0.5%。這四個 

變項的聯合預測力達 53.7%。 

（三）在 β 係數方面皆為正值，可見「認同組織」、「不爭利營私」、「敬 

業精神」、「協助同事」等四個層面的組織公民行為程度越高，教師專業 

發展的程度也相對越高。 

 

四、組織公民行為各層面對行政績效表現之預測分析 

      為瞭解組織公民行為對學校效能「行政績效表現」之預測力，本研 

究以「行政績效表現」為依變項，組織公民行為各層面為自變項，以迴 

歸分析法進行線性迴歸分析。 

由表 4-43可知： 

（一）組織公民行為四個層面中，預測行政績效表現的顯著變項僅有「認 

同組織」此一層面，多元相關係數為.697，其解釋變異量為.486，顯示 

此層面能預測「行政績效表現」69.7%的變異量。 

（二）在 β 係數方面皆為正值，可見「認同組織」層面的組織公民行為 

程度越高，行政績效表現的程度也相對越高。 

 

表 4-43 國中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各層面對學校效能「行政績效表現」之多

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模式 選出變項順序 R R2 
  

R2 
  

改變量 

β F值 

1 認同組織 .697 .486 .486 .697 508.846
***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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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組織公民行為各層面對社區認同支持之預測分析 

      為瞭解組織公民行為對學校效能「社區認同支持」之預測力，本研 

究以「社區認同支持」為依變項，組織公民行為各層面為自變項，以迴 

歸分析法進行線性迴歸分析。 

由表 4-44可知： 

（一）組織公民行為四個層面中，「認同組織」、「敬業精神」等二項為 

測社區認同支持的顯著變項，多元相關係數為.636，其聯合解釋變異量 

為.405，顯示此二個層面能聯合預測「社區認同支持」40.5%的變異量。 

（二）就個別變項的解釋量而言，以「認同組織」層面的預測力最佳， 

其解釋量為 39.7%，其次依序為「敬業精神」解釋變異量為 0.8%。這二 

個變項的聯合預測力達 40.5%。 

（三）在 β 係數方面皆為正值，可見「認同組織」、「敬業精神」等二個 

層面的組織公民行為程度越高，社區認同支持的程度也相對越高。 

 

表 4-44國中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各層面對學校效能「社區認同支持」之多

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模式 選出變項順序 R R2 
  

R2 
  

改變量 

β F值 

1 認同組織 .630 .397 .397 .564 355.008
***

 

2 敬業精神 .636 .405 .008 .111 183.118
***

 

***  p<.001 

 

參參參參、、、、學校創新經營與組織公民行為對學校效能之預測學校創新經營與組織公民行為對學校效能之預測學校創新經營與組織公民行為對學校效能之預測學校創新經營與組織公民行為對學校效能之預測    

一、整體學校創新經營與整體組織公民行為對學校效能之預測 

      為瞭解學校創新經營與組織公民行為對學校效能之預測力，本研究 

以整體學校效能為依變項，學校創新經營與組織公民行為的整體為自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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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以迴歸分析法進行線性迴歸分析。 

由表 4-45可知： 

（一）學校創新經營與組織公民行為在預測學校效能上呈現顯著，多元 

相關係數為.861，其聯合解釋變異量為.741，顯示此二個變項能聯合預 

測整體學校效能 74.1%的變異量。 

（二）就個別變項的解釋量而言，以學校創新經營的預測力最佳，其解 

釋量為 71.4%，其次依序為組織公民行為解釋變異量為 2.7%。這二個變 

項的聯合預測力達 74.1%。 

（三）在 β 係數方面皆為正值，可見「學校創新經營」、「組織公民行為」 

表現的程度越高，學校效能的程度也越高。 

 

表 4-45國中教師整體學校創新經營與整體組織公民行為對學校效能之多

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模式 選出變項順序 R R2 
  

R2 
  

改變量 

β F值 

1 學校創新經營 .845 .714 .714 .693 1266.158
***

 

2 組織公民行為 .861 .741 .027 .224 724.358
***

 

***  p<.001 
 

二、學校創新經營與組織公民行為各層面對學校效能之預測 

      為瞭解學校創新經營與組織公民行為各層面對學校效能之預測 

力，本研究以整體學校效能為依變項，學校創新經營與組織公民行為的 

各層面為自變項，以迴歸分析法進行分析。 

由表 4-46可知： 

（一）在學校創新經營與組織公民行為的各層面中，學校創新經營的「行 

政管理」、「教師分享」、「外部環境」、「課程教學」，及組織公民行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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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組織」、「敬業精神」在預測學校效能上呈現顯著。多元相關係數 

為.873，其聯合解釋變異量為.762，顯示此六個變項能聯合預測整體學 

校效能 76.2%的變異量。 

（二）就個別變項的解釋量而言，以學校創新經營的「行政管理」預測 

力最佳，其解釋量為 62.3%，其次依序為學校創新經營的「教師分享」， 

解釋變異量為 7.0%。再其次為組織公民行為的「認同組織」，解釋變異 

量為 3.5%，學校創新經營的「外部環境」，解釋變異量為 2.8%，組織公 

民行為的「敬業精神」，解釋變異量為 0.3%，學校創新經營的「課程教 

學」，解釋變異量為 0.3%，這六個變項的聯合預測力達 76.2%。 

（三）在 β 係數方面皆為正值，可見學校創新經營的「行政管理」、「教 

師分享」、「外部環境」、「課程教學」，及組織公民行為的「認同組織」、 

「敬業精神」表現的程度越高，學校效能的程度也越高。 

 

表 4-46國中教師學校創新經營與組織公民行為各層面對學校效能之多元

迴歸分析摘要表 

模式 選出變項順序 R R2 
  

R2 
  

改變量 
β F值 

1 行政管理 .789 .623 .623 .187 840.297
***

 

2 教師分享 .833 .694 .070 .185 573.763
***

 

3 認同組織 .853 .728 .035 .212 452.206
***

 

4 外部環境 .869 .756 .028 .260 390.935
***

 

5 敬業精神 .871 .759 .003 .071 317.941
***

 

6 課程教學 .873 .762 .003 .104 268.718
***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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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綜合討論綜合討論綜合討論綜合討論    

一、學校創新經營對學校效能之預測情形 

（一）整體層面之預測 

    學校創新經營在預測整體學校效能上達到顯著，其中行政管理、

教師分享、外部環境、課程教學等四項之聯合解釋變異量為.728，而

以行政管理層面的預測力最佳。 

（二）對各分層面之預測 

        學校創新經營對學校效能之「課程教學發展」層面最具預測力者 

為行政管理，其次依序為外部環境、課程教學、教師分享。 

        學校創新經營對學校效能之「教師專業發展」層面最具預測力者

為教師分享，其次依序為行政管理、課程教學、外部環境及資訊科技。 

        學校創新經營對學校效能之「行政績效表現」層面最具預測力者 

為行政管理，其次依序為外部環境、資訊科技。 

        學校創新經營對學校效能之「社區認同支持」層面最具預測力者

為外部環境，其次依序為行政管理、教師分享。 

 

    此項預測結果顯示行政管理是學校創新經營的最重要因素，行政

管理落實且能感動教師，則學校效能無論在課程教學、行政績效、教

師專業發展及社區認同都將有好的效能展現。 

 

二、組織公民行為對學校效能之預測情形 

（一）整體層面之預測 

    組織公民行為在預測整體學校效能上達到顯著，其中認同組織、

敬業精神等二項之聯合解釋變異量為.545，而以認同組織層面的預測

力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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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各分層面之預測 

       組織公民行為對學校效能之「課程教學發展」層面最具預測力者 

   為認同組織，其次依序為不爭利營私、協助同事。 

     組織公民行為對學校效能之「教師專業發展」層面最具預測力 

者為認同組織，其次依序為不爭利營私、敬業精神、協助同事。 

     組織公民行為對學校效能之「行政績效表現」層面最具預測力者 

僅有認同組織此一層面。 

       組織公民行為對學校效能之「社區認同支持」層面最具預測力者

為認同組織，其次為敬業精神。 

 

    此項預測結果與謝勝宇(2007)研究結果相同，顯示認同組織是組

織公民行為對學校效能發生影響力的最重要因素，學校領導者或行政

人員透過各種不同型式的激勵、內部行銷，使學校教師對學校有強烈

認同感及使命感，將是學校效能能否表現的重要關鍵。 

 

三、學校創新經營與組織公民行為對學校效能之預測情形 

（一）整體層面之預測 

       學校創新經營與組織公民行為在預測學校效能上達顯著，多元相 

關係數為.861，其聯合解釋變異量為.741，顯示此二個變項能聯合預 

測整體學校效能74.1%的變異量。由此可知，當學校努力於各層面的 

創新經營，而學校人員也能表現更多角色外的組織公民行為，則學校 

效能會更提昇。 

（二）各分層面之預測 

       在學校創新經營的五個層面與組織公民行為的四個層面中，以學 

校創新經營的「行政管理」、「教師分享」、「外部環境」、「課程教學」 

四個層面，及組織公民行為的「認同組織」、「敬業精神」二個層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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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學校效能上達到顯著。多元相關係數為.873，其聯合解釋變異量 

為.762，顯示此六個變項能聯合預測整體學校效能76.2%的變異量。以 

學校創新經營的「行政管理」為最主要的預測力，其解釋量為62.3%， 

此項結果說明，為使學校效能提昇，行政管理部份最重要，且最需要 

依著學校願景加以規畫詳細的步驟及流程，使大家可以有共同努力的 

目標。 

 

    綜合上述分析結果，假設假設假設假設七七七七：「：「：「：「學校創新經營學校創新經營學校創新經營學校創新經營、、、、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對

學校效能有學校效能有學校效能有學校效能有顯著顯著顯著顯著預測力預測力預測力預測力」」」」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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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五五五五章章章章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新竹縣、市公立國中教師為研究對象，主要目的在探討國民

中學學校創新經營、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現況，及兩兩變項之間的關

係。本研究依據蒐集的相關文獻，加以探討與分析，作為本研究的基本架

構，參考過去研究者研修且適合本研究的問卷進行問卷調查。取樣範圍包

括新竹縣、市之公立國中教師，依學校規模大小共計抽樣 650 位教師，收

回問卷 560 份，回收率為 86％。同時以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積

差相關、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將所得資料予以統計處理，結果已於第四

章分別加以討論。本章將結論逐項陳述如下，並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

提供教育行政機關、國民中學、教師及未來研究之參考。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研究者根據研究動機與目的，擬定研究問題與假設，經過資料統計分

析後到相關的研究發現，以下將綜合研究發現，歸納出本研究的結論。 

    

壹壹壹壹、、、、國中教師對國中教師對國中教師對國中教師對整體整體整體整體學校創新經營現況知覺程度為中上學校創新經營現況知覺程度為中上學校創新經營現況知覺程度為中上學校創新經營現況知覺程度為中上，，，，其中以其中以其中以其中以「「「「資訊科資訊科資訊科資訊科    

                技創新經營技創新經營技創新經營技創新經營」」」」感受最佳感受最佳感受最佳感受最佳，「，「，「，「外部環境創新經營外部環境創新經營外部環境創新經營外部環境創新經營」」」」則仍有待努力則仍有待努力則仍有待努力則仍有待努力    

    本研究結果發現在學校創新經營方面普遍的得分在中上（M=3.56），

表示目前國中教師知覺的學校創新經營現況尚稱良好。在各層面中，以「資

訊科技創新經營」現況最佳，而以「外部環境創新經營」較低。 

    由結果可知，在知覺學校創新經營的過程中，加強資訊科技方面的創

新經營，如，設置專屬網站並及時更新維護、能透過網站傳遞所需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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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檔案電子化並能提供學校成員查詢使用，以及各個重要場所都有可供

使用的資訊設備，由於這些資訊科技的提供是立即可見的，教師可運用於

課程設計、或使用於實際教學，因此最容易讓教師感受學校的創新經營。

在推動學校創新經營的過程中，首先著力於學校資訊科技層面的提昇，會

比較容易被教師知覺到學校的創新經營努力。 

    而對於外部環境的創新經營，則一般教師較不易知覺或感受，這可能

是因為沒有直接的接觸或對話所造成，推動學校創新經營者可主動辦理校

際交流、參與伙伴學校課程創新合作事宜、將社區需求納入課程規畫、引

導家長及社區參與課程活動、並引入社區家長人力支援及新觀念。    

    

貳貳貳貳、、、、國中教師對國中教師對國中教師對國中教師對整體整體整體整體組織公民行為之現況感受為中上程度組織公民行為之現況感受為中上程度組織公民行為之現況感受為中上程度組織公民行為之現況感受為中上程度，，，，其中以其中以其中以其中以「「「「不爭不爭不爭不爭    

                利營私利營私利營私利營私」」」」最受重視最受重視最受重視最受重視，「，「，「，「認同組織認同組織認同組織認同組織」」」」則有待加強則有待加強則有待加強則有待加強    

    本研究結果發現國中教師在組織公民行為方面的表現平均為中上

（M=3.94），表示目前國中教師知覺的組織公民行為現況尚稱良好。在各

層面中，以「不爭利營私」表現現況最佳，而以「認同組織」較低。 

    顯示新竹地區國中教師看重的組織公民行為有：在校內不會爭權奪利

或破壞學校和諧、不斤斤計較或爭功諉過、不假公濟私、不佔用上班時間

或利用學校資源處理私務、不到處投訴、以及不會為了利益不均而得過且

過。學校領導者為有利於學校效能，應鼓勵教師的良好組織公民行為，於

公開場合表揚上述行為，使更有助於學校發展。 

    至於主動對外宣導本校優點、主動維護學校形象、主動提出有益建

言、積極參與相關會議及活動、以成為一份子為榮而樂在本校退休、以及

樂於為了達成學校願而努力等有關組織認同的表現則稍為偏低。學校領導

者可善用各種機會向學校教師說明具體可見的優良成果，進行內部行銷，

提昇教師的榮譽感，促發教師的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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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國民中學整體學校效能的現況尚稱良好國民中學整體學校效能的現況尚稱良好國民中學整體學校效能的現況尚稱良好國民中學整體學校效能的現況尚稱良好，，，，其中以其中以其中以其中以「「「「教師專業成長教師專業成長教師專業成長教師專業成長」」」」最最最最    

                受重視受重視受重視受重視，「，「，「，「社區認同支持社區認同支持社區認同支持社區認同支持」」」」則有加強的空間則有加強的空間則有加強的空間則有加強的空間    

    本研究結果發現在學校效能方面，普遍的得分集中在中上（M=3.52），

表示目前國中學校效能現況良好。在各層面當中以「教師專業成長」較佳，

而「社區認同支持」較低。 

    由上可知，教師對於不斷參加校內外專業進修、主動學習專業知能、

對教學工作自我挑戰及成長、為學生創造良好學習氣氛、激發學生參與思

考學習樂趣、並隨時掌握教育發展趨勢等方面的知覺程度良好。學校領導

者針對教師上述的需求，提供足夠的進修管道及資源，以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或以精進研習、專業社群的方式鼓勵教師進修，協助營造良好的學習

環境並轉知教育新知，將可使教師對於學校效能有更佳的評價。 

    但是教師對於社區認同支持的現況評價較差，普遍認為家長對於學校

辦理的活動、經費資助、擔任義工明顯的不足。顯示學校在校務推動、社

區關係經營上，與外在環境的互動交流仍然不足，甚或成效不彰，對於學

校經營發展而言，如何提昇學校公共關係使社區與學校更能互動交流是提

昇學校效能時的重要任務。 

    

肆肆肆肆、、、、「「「「學校歷史學校歷史學校歷史學校歷史」」」」是影響學校創新經營是影響學校創新經營是影響學校創新經營是影響學校創新經營、、、、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的重要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的重要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的重要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的重要    

                背景變項背景變項背景變項背景變項，，，，創校創校創校創校 10101010 年年年年以內的學校表現較佳以內的學校表現較佳以內的學校表現較佳以內的學校表現較佳    

    本研究顯示，不同學校歷史的國中教師在知覺學校創新經營、組織公

民行為與學校效能的現況是有所差異的。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

創校「10 年以下」的學校教師在知覺整體學校創新經營、組織公民行為與

學校效能現況方面，普遍高於學校歷史「31年上」的教師。 

此結果顯示新成立不久的學校為獲得家長、學生以及社會的認同，對

於整體的學校創新經營會較勇於推動，而教師也願意投入更多的組織公民

行為以協助完成各項事務，進而提昇學校效能。相對於此，較有歷史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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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或許傳承的經驗模式已成型，對於創新經營較會受限而安於現狀，教師

也通常沿習原有的教師行為而減弱了組織公民行為的表現，對於學校效能

感受也較不好。對於擔任有歷史的學校領導者而言，如何激勵創新經營，

鼓勵教師願意表現更多的組織公民行為，使學校效能有更佳的表現是以一

個值得思考且重要的關鍵。 

 

伍伍伍伍、「、「、「、「性別性別性別性別」」」」是影響學校創新經營是影響學校創新經營是影響學校創新經營是影響學校創新經營、、、、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的重要背景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的重要背景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的重要背景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的重要背景    

                變項變項變項變項，，，，男性普遍高於女性男性普遍高於女性男性普遍高於女性男性普遍高於女性    

    本研究顯示，不同性別的國中教師在知覺學校創新經營、組織公民行

為與學校效能的現況是有所差異的。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男性

教師在知覺整體學校創新經營、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現況方面，普遍

高於女性教師。此結果可能是男性教師較有機會參與校務經營、參與研習

或資源運用，所以男性教師有較佳的知覺。但是，此結果也令人懷有隱憂，

因為目前國中教師普遍女性多於男性，如何鼓勵女性教師在傳統的角色要

求下，願意參與更多的學校事務也是值得學校領導者努力。 

    

陸陸陸陸、「、「、「、「年資年資年資年資」」」」是影響學校創新經營是影響學校創新經營是影響學校創新經營是影響學校創新經營、、、、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的重要背景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的重要背景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的重要背景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的重要背景    

                變項變項變項變項，，，，新進新進新進新進 5555 年以內的教師表現較佳年以內的教師表現較佳年以內的教師表現較佳年以內的教師表現較佳    

    本研究顯示，不同服務年資的國中教師在知覺學校創新經營、組織公

民行為與學校效能的現況是有所差異的。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

服務年資在 5年以下的教師在知覺整體學校創新經營現況上，優於服務年

資 6-15年及 16-25年的教師；在組織公民行為現況的感受上，則服務年

資在 5年以下的教師，優於服務年資 6-15年的教師；在知覺學校效能現

況方面，服務年資在 5年以下的教師，優於服務年資 16-25年的教師。 

此項結果顯示新進教師對於學校創新經營的感受較為敏銳，且較願意

表現良好的組織公民行為，對於學校效能也普遍地表現較好的知覺。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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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者可思考以有效的方式，鼓勵資深教師使永遠保有活水源頭，願意持

續地在學校創新經營過程中，或協助各項校務的推動，成為組織公民行為

表現的楷模，以有助學校效能的提昇。 

    

柒柒柒柒、「、「、「、「學歷學歷學歷學歷」」」」是影響學校創新經營是影響學校創新經營是影響學校創新經營是影響學校創新經營、、、、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的重要背景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的重要背景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的重要背景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的重要背景    

                變項變項變項變項，，，，一般大學畢業的教師普遍較高一般大學畢業的教師普遍較高一般大學畢業的教師普遍較高一般大學畢業的教師普遍較高    

    本研究顯示，不同學歷的國中教師在知覺學校創新經營、組織公民行

為與學校效能的現況是有所差異的。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一般

大學或研究所畢業的國中教師在知覺整體學校創新經營、組織公民行為與

學校效能現況方面，高於師範院校畢業的教師。 

    此項結果的可能原因，或許因不同學歷或進修歷程，使教師接觸不同

的資訊，以及不同的思維，所以不同學歷的教師知覺會有所不同。但是否

也顯示師範院校畢業的國中教師可能仍受原有的師資培育的影響，大多比

較依循原有的行事；而非師範院校畢業的教師，則因為必需更努力展現專

業能力才能獲得機會，因而更致力於參與學校創新經營，表現組織公民行

為，並知覺學校效能的表現。 

    

捌捌捌捌、「、「、「、「職務職務職務職務」」」」是影響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的重要背景變項是影響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的重要背景變項是影響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的重要背景變項是影響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的重要背景變項，，，，兼任行政兼任行政兼任行政兼任行政    

                教師普遍較高教師普遍較高教師普遍較高教師普遍較高    

    本研究結果顯示，擔任不同職務的教師在知覺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

能現況上是有所差異的。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兼任行政教師在

知覺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現況方面，高於兼任導師與專任教師。由上

可知，兼任行政教師因為擔任校務規畫、統籌學校經營以及行政運作，所

以必需不斷創新，且需表現組織公民行為，正面受到鼓勵讚賞的機會較

多，也較能感受學校效能的良好。而專任教師可能較偏重於教學工作與班

級經營，較少表現組織公民行為，或對學校整體發展結果較易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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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玖玖玖、「、「、「、「年齡年齡年齡年齡」」」」是影響組織公民行為的重要背景變項是影響組織公民行為的重要背景變項是影響組織公民行為的重要背景變項是影響組織公民行為的重要背景變項，，，，41414141 歲以上的教師表現歲以上的教師表現歲以上的教師表現歲以上的教師表現    

                普遍較佳普遍較佳普遍較佳普遍較佳    

    本研究顯示，不同年齡的國中教師在整體組織公民行為的現況上有顯

著的差異，其中 41歲以上的教師表現優於 31-40歲的教師，此外在組織

認同與不爭利營私二個層面上也同樣顯示 41歲以上的教師表現優於31-40

歲的教師。 

    此項結果顯示年齡在 41歲以上的教師雖沒有強制的外力或規定，但

卻較願意表現出自發性組織公民行為，對於學校的穩定而言，41歲以上的

教師可說達成熟階段，也是學校的中堅份子，當明顯地表現更佳的組織公

民行為時，對整個學校或教育環境而言是一件非常正向的事。 

    

拾拾拾拾、、、、國中學校創新經營的情況愈佳國中學校創新經營的情況愈佳國中學校創新經營的情況愈佳國中學校創新經營的情況愈佳，，，，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情形也愈佳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情形也愈佳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情形也愈佳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情形也愈佳    

    就整體而言，學校創新經營與組織公民行為的相關係數為.679，達.01

顯著水準，二者呈高度正相關，故學校創新經營程度愈高，組織公民行為

表現愈佳。就各層面而言，以「行政管理創新經營」與「認同組織」之相

關最高（r=.702,p<.01），其次為「課程教學創新經營」與「認同組織」

（r=.668,p<.01），最低者為「資訊科技創新經營」與「敬業精神」

（r=.284,p<.01）。 

    

拾壹拾壹拾壹拾壹、、、、國中學校創新經營的情況愈高國中學校創新經營的情況愈高國中學校創新經營的情況愈高國中學校創新經營的情況愈高，，，，則則則則學校效能學校效能學校效能學校效能愈佳愈佳愈佳愈佳    

    就整體而言，學校創新經營與學校效能相關係數為.844，達.01顯著

水準，二者呈高度正相關，故學校創新經營程度愈高，學校效能也愈佳。 

    就各層面而言，以「教師分享創新經營」與「教師專業成長」之相關

最高（r=.758,p<.01），其次為「課程教學創新經營」與「教師專業成長」

（r=.755,p<.01），最低者為「資訊科技創新經營」與「社區認同支持」

（r=.375,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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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拾貳拾貳拾貳、、、、國中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愈高國中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愈高國中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愈高國中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愈高，，，，則學校效能也愈佳則學校效能也愈佳則學校效能也愈佳則學校效能也愈佳    

    就整體而言，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相關係數為.701，達.01顯著

水準，二者呈高度正相關，故組織公民行為程度愈高，學校效能也愈佳。 

    就各層面而言，以「認同組織」與「教師專業成長」二層面之相關最

高（r=.710,p<.01），其次為「認同組織」與「行政績效表現」二層面

（r=.696,p<.01），最低者為「不爭利營私」與「社區認同支持」二層面

（r=.365,p<.01）。 

由上可知，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彼此之

間具高度正相關，因此，學校創新經營的推動，將有利於教師表現組織公

民行為，同時對於學校效能的提昇也有所裨益。 

    

拾參拾參拾參拾參、、、、學校創新經營對學校效能具有預測力學校創新經營對學校效能具有預測力學校創新經營對學校效能具有預測力學校創新經營對學校效能具有預測力，，，，而且以行政管理最具預測力而且以行政管理最具預測力而且以行政管理最具預測力而且以行政管理最具預測力    

研究結果顯示行政管理是學校創新經營對學校效能最具預測力的分

層面，相對於研究結果發現國中教師對學校創新經營的知覺，行政管理

在五層面中則卻排序第四。可見，教師一方面認為學校創新經營在行政

管理上不是非常明顯，但卻又認為行政管理對學校效能最具有預測力。

因此行政一方面應該努力作為，站在為教學服務的角度，進行具體可行

且有效的創新計畫，一方面則應該凝聚全校共識，學校效能的展現是每

一個人的共同榮耀，進而邀請教師共同為學校效能盡一份心力。 

    

拾肆拾肆拾肆拾肆、、、、組織公民行為對學校效能具有預測力組織公民行為對學校效能具有預測力組織公民行為對學校效能具有預測力組織公民行為對學校效能具有預測力，，，，而且以認同組織最具預測力而且以認同組織最具預測力而且以認同組織最具預測力而且以認同組織最具預測力    

研究結果顯示認同組織是組織公民行為對學校效能最具預測力的分

層面，相對於研究結果發現國中教師的組織公民行為現況，以認同組織

表現最低的情形下，學校領導者或行政人員可透過各種不同型式的激

勵、內部行銷等進行各項倡導，使學校教師對學校有強烈認同感，並激

發其使命感，則學校效能才能具體落實地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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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伍拾伍拾伍拾伍、、、、學校創新經營與組織公民行為對學校效能具有預測力學校創新經營與組織公民行為對學校效能具有預測力學校創新經營與組織公民行為對學校效能具有預測力學校創新經營與組織公民行為對學校效能具有預測力，，，，且以分層面且以分層面且以分層面且以分層面    

                        「「「「行政管理創新經營行政管理創新經營行政管理創新經營行政管理創新經營」」」」的預測力最佳的預測力最佳的預測力最佳的預測力最佳    

    從迴歸分析之研究結果發現，學校創新經營與組織公民行為能夠有效

的預測學校效能。其中以「行政管理創新經營」為最主要的預測變項。顯

示國中教師對行政管理創新的充滿期待，學校領導者若能配合學校特色，

推動合宜的創新措施，並透過激發學校成員的組織公民行為，相信學校效

能將可更提昇。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節節節節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本節根據文獻探討及研究結果提出以下建議，以供學校、教育行政機

關相關人員未來相關研究之參考。 

 

壹壹壹壹、、、、強化資訊網路系統強化資訊網路系統強化資訊網路系統強化資訊網路系統、、、、鼓勵知識分享鼓勵知識分享鼓勵知識分享鼓勵知識分享，，，，以提升學校效能以提升學校效能以提升學校效能以提升學校效能    

    本研究結果發現在學校創新經營方面，以「資訊科技創新經營」最令

教師感受深刻。因此，由資訊科技方面啟動學校創新，善用資訊科技工具，

將新資訊加以連結、創新，實際應用於課程設計及教材教法上，或統整教

師們開發出來的知識，成立學習平台以為學生強大的學習資料庫，以帶動

學生學習的新方式。經由彼此的知識分享，交流教學經驗與資源，實質感

受校園氛圍的改變，促進彼此合作和諧，增加學校成員認同感，進而提升

學校效能。 

貳貳貳貳、、、、營造和諧的校園氣氛營造和諧的校園氣氛營造和諧的校園氣氛營造和諧的校園氣氛，，，，公開表揚教師的組織公民行為公開表揚教師的組織公民行為公開表揚教師的組織公民行為公開表揚教師的組織公民行為 

    本研究發現，新竹地區國中教師在組織公民行為表現上以「不爭利營

私」及「協助同事」最受重視。學校領導者及行政主管機關為有利於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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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效能，應營造積極、主動、和諧、互助、公平的校園氛圍，公開表揚

以鼓勵教師的良好組織公民行為，使教師們在校內時能互相尊重、互相協

助、互相分享，不爭權奪利、不斤斤計較，對外則願意以信任支持的態度

為學校的作為宣揚，或主動為學校行銷，創造更佳的社區資源。 

 

參參參參、、、、重視教師專業成長重視教師專業成長重視教師專業成長重視教師專業成長，，，，確保學校效能的展現確保學校效能的展現確保學校效能的展現確保學校效能的展現    

    本研究結果發現在學校效能方面，各層面中以「教師專業成長」最受

教師重視。學校領導者宜持續提供教師足夠的進修管道及研習資源，例

如：支持教師在職進修、參與議題研習，鼓勵成果發表。此外，通過校務

會議決議鼓勵教師參加專業發展評鑑，配合辦理各項精進課程研習、組織

教師專業社群，使教師間的對話機會增加，互相瞭解、互相支援，使學校

效能更優。 

    

肆肆肆肆、、、、肯定女性教師肯定女性教師肯定女性教師肯定女性教師，，，，提供更多校務參與機會提供更多校務參與機會提供更多校務參與機會提供更多校務參與機會    

    本研究結果發現，男性教師在知覺整體學校創新經營、組織公民行為

與學校效能現況方面，均普遍高於女性教師。此結果可能受傳統刻板印象

影響，男性教師因此較有機會參與校務經營、主動參與或運用資源，所以

男性教師有較佳的知覺。但以目前國中校園普遍女性教師多於男性的狀

態，鼓勵女性教師的參與，宜設計適合的獎勵方案體恤女性教師，肯定其

工作表現，提供較多參與學校事務及行政工作的機會，使女性教師也願意

投入學校創新的各項事務，表現積極主動的組織公民行為，以促動更佳的

學校效能。 

    

伍伍伍伍、、、、鼓勵教師參與行政工作鼓勵教師參與行政工作鼓勵教師參與行政工作鼓勵教師參與行政工作，，，，深度認識加強認同深度認識加強認同深度認識加強認同深度認識加強認同    

    本研究發現，兼任行政職務的教師在知覺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現

況方面，高於兼任導師與專任教師。因此讓更多的教師有機會參與行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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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除了可以讓教師對於校務發展目標及方向有更明確的認識，對於行政

流程、權責畫分也能更為清楚，進而為了使校務順利推動，而積極表現出

更佳的組織公民行為。此外，經由對學校行政事務、校務決策與推動有更

多參與機會，也能對學校效能有所助益。 

    

陸陸陸陸、、、、鼓勵勇於鼓勵勇於鼓勵勇於鼓勵勇於創新創新創新創新與改變與改變與改變與改變，，，，營造正向的創新校園營造正向的創新校園營造正向的創新校園營造正向的創新校園    

    本研究發現：學校創新經營與學校效能有顯著的正相關，換言之，創

新經營程度越高，則學校效能也會提高。 

    學校領導者宜針對各校特色擬定相關的創新策略，或鼓勵敎師相互切

磋成長，發揮創新教學，或創造機會與社區交流互動塑造，或爭取經費改

善資訊科技等，以創意積極解決問題營造創新之校園氣氛與文化。 

    教育行政機關對於學校進行創新經營的相關作為，宜多給予鼓勵與支

持，以加強學校創新經營之運作，而且對於特殊創新有實際成效者，應提

供實質獎勵，以激勵教師的發揮創意，使學校效能提升。 

    

柒柒柒柒、、、、加強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加強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加強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加強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對學校的認同對學校的認同對學校的認同對學校的認同，，，，以提昇學校效能以提昇學校效能以提昇學校效能以提昇學校效能    

    本研究發現：組織公民行為以「認同組織」層面最具預測力。因此，

學校行政單位必須努力營造優質的學校環境，並落實行政服務教學，使教

師對內在教學工作上獲得成就且無後顧之憂，對外則以成為學校的一份子

為榮，願意主動提昇或維護學校形象，相信必能正向的提昇學校效能。 

    

捌捌捌捌、、、、加強與社區互動加強與社區互動加強與社區互動加強與社區互動，，，，爭取社區成員的認同支持爭取社區成員的認同支持爭取社區成員的認同支持爭取社區成員的認同支持    

    本研究發現：在學校效能方面，在各層面中以「社區認同支持」部分

仍有進步的空間。除了努力校務推動，在社區公共關係經營上，學校宜強

化學校特色，清楚呈現辦學目標與願景，主動與社區的人、事、務有更多

的交流，將學校理念傳達給社區成員與學生家長，爭取其認同與支持。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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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參與社區活動，提供相關支援，增加策略聯盟加強彼此合作關係，爭

取社區的認同與支持，在面對目前社會「少子化」的現象，學校領導者應

該正視爭取更多社區成員的認同與支持，提昇學校效能，以維持學校競爭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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