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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了解國民中學教師內部行銷策略、工作滿足與教師組織公行為之關聯，

依據研究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本研究以國民中學教師為研究對象，進行調查研究，

共抽取 83所公立國民中學，發出問卷 856份，共回收 772份，有效問卷為 710份，有

效回收率為 83.3％。所得資料運用獨立樣本 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相關分析、

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驗證假設。 

本研究主要發現及結論如下： 

一、國民中學教師所覺知的學校內部行銷策略屬於中上程度，其中以 

    「教育訓練」最高。 

二、國民中學教師工作滿足屬於中上程度，其中以「人際關係」最為 

    滿足。 

三、國民中學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屬於中上程度，其中以「恪守工作本  

    分」得分最高。 

四、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認知對教師工作滿足不論在整體或各構面間皆     

    具預測力。 

伍、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認知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不論在整體或各構面 

    間皆具預測力。 

陸、國中教師工作滿足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不論在整體或各構面間皆具預 

    測力。 

柒、國民中學教師內部行銷策略的認知和工作滿足感對教師組織公民  

  行為具有聯合預測力。 

捌、男性、50 歲以上、20年以上年資、研究所學歷、教師兼主任教師在 

    內部行銷策略知覺較高。  

玖、男性、 5 0 歲以上、教師兼主任以及學校規模在 4 9 班以上的教師 

    工作滿足較高。 

拾、男性、50 歲以上、20年以上年資、教師兼主任、研究所學歷的教師  

    展現的組織公民行為較高。 

本研究主要結論如下建議 

壹、給教育行政機關之建議： 

一、規劃學校行銷課程研習，提升校長內部行銷知能。 

二、將內部行銷列為校務評鑑相關細目指標。 

三、增加免試入學名額，協助小校發展學校特色。 

四、教師兼行政授課時數應再降低。 

貳、給學校行政運作實務應用之建議 

一、校長應重視內部行銷以關懷、善待教師為主。 

  二、將內部行銷策略放入新進教師研習，強化校本課程特色，以利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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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 

三、透過多元化的教育訓練提升教師專業知能。 

  四、以公開、公平的獎勵管道，激勵教師自我成長。 

  五、建立多元溝通管道，允許教師有機會參與決策。 

  六、建立教師擔任行政的輪調制度。 

  七、善用人力管理資源，創造學校優質效能。 

  八、加強教師對內部行銷認同，增加學校效能。 

參、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未來研究範圍可擴大至全國，以建立更完整的實證資料。 

  二、 未來研究可針對研究對象，可進行部分深入訪談，以獲得更詳盡、 

      更客觀的研究結果。 

  

關鍵詞：內部行銷策略、工作滿足、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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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aims at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among of Internal Marketing Strategies, 

Job Satisfaction and Teachers’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in junior high Schools. 

The studied population is public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The studied samples of 856 teachers from 83 public junior high schools They were 

acquired through random method. They were chosen 856 questionnaires were sent and 772 

were retrieved 710 among the latter were efficient. Therefore 83.3% of the questionnaire 

were valid. 

The data of the survey were analyzed by SPSS program includ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one way ANOVA,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main research findings and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The whole performance of the “ Internal Marketing Strategies of junior high schools” are 

above the middle-high value. Among the sectional scores, “the educational training” is 

the highest. 

2. The whole performance of “the Teachers’ Job Satisfaction” is middle-high level. Among 

the sectional scores, “ the dimension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lleagues” is the 

highest. 

3. The whole performance of “ the Teacher’s Organization Behavior” is middle-high level. 

Among the sectional scores “Responsibility and the law-abiding” is the highest. 

4. Internal marketing strategies in junior high schools can predicate teachers’ job 

satisfaction whether in whole or in various dimensions. 

5. Internal marketing strategies in junior high schools can predicate teachers’ organization 

behavior whether in whole or in various dimensions. 

6. Teachers’ job satisfaction in junior high schools can predicate teachers’ organization 

behavior whether in whole or in various dimen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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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Internal marketing strategies and teachers’ job satisfaction can predicate teachers’ 

organization behavior. 

8. Among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teachers who are male, high educated, over 

51-year-old, with over 20-year teaching experience, and teaching director position have 

higher awareness of internal marketing strategies. 

9. Among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teachers who are male, over 51-year-old, and 

teaching director and work in schools whose scale are over 49 classes have higher 

awareness of job satisfaction. 

10. Among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teachers who are male, high educated, over 

51-year-old, with over 20-year teaching experience, and teaching director position have 

higher awareness of teachers’ organization behavior. 

 

Findings and conclusion in this research could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gencies, and researchers to promote practice in operation and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Internal marketing strategies、teachers’ job satisfaction、teachers’ organization 

behavior. 

 

 

 

 

 

 

V 



 

  

目錄 

第一章 緒論………………………………………………………………………..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 4   

第三節 待答問題…………………………………………………… …………… 4 

第四節 名詞釋義…………………………………………………… …………… 5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 6

 第二章文獻探討……………………………………… …………………… 7 

   第一節 學校內部行銷策略之理論與相關研究……………… …………     7  

   第二節 工作滿足之理論與相關研究…………………………………………… 26 

   第三節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理論與相關研究………………………………… 41 

   第四節 學校內部行銷策略、工作滿足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之相關研究…………………………………………………………… 62 

第三章研究設計與實施 …………………………………………………………71 

第一節  研究架構……………………………………………………………….. 71 

第二節  研究假設………………………………………………………………. 72 

第三節  研究對象………………………………………………………………… 73 

第四節  研究工具………………………………………………… ……………. 81 

第五節 資料分析方法與研究步驟流程………………………  ……………… 82 

第四章研究結果與討論…………………………………………………………. 83 

第一節  國民中學內部行銷策略、工作滿足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現 

        況……………………………………………………………………… 83 

第二節 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的認知對其工作滿足有 

預測力………………………………………………………………… 86 

第三節 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的認知對其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有預測力………………………………………………………………… 91 

第四節 國中教師工作滿足對其組織公民行為有預測

力  ………………………………………………………………… …  95 

第五節 不同人口變項之教師在內部行銷策略認知、工作滿足 

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上之差異情形………………………………… 99 

第六節 不同學校規模變項與內部行銷策略、工作滿足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差

異情…………………………………………………………… ……  108 

第七節 國民中學教師內部行銷策略的認知和工作滿足對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有聯合預測力…………………………………….110 

                        VI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111 

第一節  研究發現……………………………………………………………   111 

第二節  結論…………………………………………………………………   112 

第三節  建議…………………………………………………………………   114 

參考文獻 ………………………………………………………………………    118 

中文文獻 ……………………………………………………………………     118 

英文文獻 ……………………………………………………………………     125 

附錄 

附錄   內部行銷策略、工作滿足、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問卷…………………    129 

附錄一 內部行銷策略問卷使用同意書…………………………………………    133 

附錄二 工作滿足問卷使用同意書………………………………………………    134 

 

 

 

 

 

 

 

 

 

 

 

 

 

 

 

 

 

 

 

 

 
VII 



 

  

表次 
表 2-1 內部行銷構面整理………………………………………… ……  18 

表 2-2 內部行銷成正相關的研究……………………………………   23 

表 2-3 內部行銷有差異性的背景變項………………………………   24 

表 2-4 工作滿足定義……………………………………………… ……  27  

表 2-5 工作滿足各層面整理……………………………………………  31 

表 2-6 工作滿足相關的研究  …………………………………………  38 

表 2-7 工作滿足有差異性的背景變項………………………………    39 

表 2-8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定義………………………………………    44  

表 2-9 組織公民行構面(國外學者)…………………………………    50 

表 2-10 組織公民行為(國內學者)……………………………………   51 

表 2-11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相關研究………………………………   59 

表 2-12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人口、環境變項整理比較………………   60 

表 2-13 內部行銷與工作滿足相關研…………………………………   64 

表 2-14 內部行銷與組織公民行為相關研究…………………………   67 

表 3-1 北部七縣市國民中學學校規模…………………………………  74 

表 3-2 北部七縣市國民中學學校規模抽取人數……………………    74 

表 3-3 樣本回收統計…………………………………………………    75 

表 3-4 各構面之題數及信度……………………………………………   80 

表 4-1國民中學內部行銷之現況分析摘要表…………………………   84 

表 4-2國民中學教師工作滿足之現況分析摘要表……………………   84 

表 4-3國民中學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現況分析摘要表………………   85 

表 4-4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各層面對人際關係「工作滿足-人際關 

    係」之廻歸分析摘要表……………………………………………   85 

表 4-5 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各層面對「工作滿足-工作本身」之  

      逐步廻歸分析摘要表……………………………………………   86 

表 4-6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各層面對「工作滿足-行政領導」之廻 

歸分析摘要表……………………………………………………   86 

表 4-7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各層面對「工作滿足-學校環境」之廻 

歸分析摘要表……………………………………………………   88 

表 4-8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各層面對「工作滿足-工作報酬」之逐  

      步廻歸分析摘要表………………………………………………   88 

表 4-9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知覺對「整體教師工作滿意度」之廻 

歸分析……………………………………………………………   89 

表 4-10內部行銷策略各構面對工作滿足整體及其各構面的解釋變異量 

      彙整表。…………………………………………………………… 89 

表 4-11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各層面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人際 

間公民表現」之廻歸分析摘要表………………………………  91 

表 4-12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各層面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組織 

                                    VIII 



 

  

公民表現」之廻歸分析摘要表…………………………………………   92 

表 4-13 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各層面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恪守 

本分」之廻歸分析摘要表………………………………………  92 

表 4-14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各層面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整體 

       表現」之逐步分析摘要表………………………………………  93 

表 4-15 內部行銷策略各構面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整體及其各構面的 

       解釋變異量彙整表 ………………………………………       94 

表 4-16國中教師工作滿足各層面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人際關係 

       表現」之廻歸分析摘要表………………………………………  95 

表 4-17國中教師工作滿足各層面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組織公民 

       表現」之廻歸分析摘要表…………………………………………96 

表 4-18國中教師工作滿足各層面對「教師整體組織公民行為-恪守 

       本分」之廻歸分析摘要表………………………………………  97 

表 4-19國中教師工作滿足各層面對「教師整體組織公民行行為」之 

       廻歸分析摘要表…………………………………………        97 

表 4-20國中教師工作滿足各構面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整體及其 

       各構面的解釋變異量彙整………………………………………  98 

表 4-21不同性別的教師內部行銷策略認知、工作滿足、教師組織 

公民行為，現況之差……………………………………………  99 

表 4-22不同年齡的教師內部行銷策略認知、工作滿足、教師組織 

公民行為現況之差……………………………………………   101 

表 4-23不同年資的教師內部行銷策略認知、工作滿足、教師組織    

       公民行為現……………………………………………………   102 

表 4-24不同學歷的教師內部行銷策略認知、工作滿足、教師組織 

       公民行為現況…………………………………………………… 104   

表 4-25不同職務的教師內部行銷策略認知工作滿足、教師組織公民 

       行為現…………………………………………………………… 106 

表 4-26不同人口變項之教師在內部行銷策略、工作滿足感、教師組 

       織公民行為之差異情形……………………………………     107 

表 4-27不同學校規模變項與內部行銷策略、工作滿足、教師組織公 

      民行為現況……………………………………………………    108 

表 4-28 國民中學教師內部行銷策略的認知和工作滿足感對教師 

      組織公民行為是否有聯合預測力之逐步廻歸分析摘要………… 110 

表 5-1 研究假設與驗證結果………………………………………      111 

 

 

IX 



 

  

圖次 

圖 2-1 內部行銷演進階段…………………………………………………7 

圖 2-2 服務金三角…………………………………………………………10 

圖 2-3 Herzberg 兩因素理論…………………………………………… 34 

圖 2-4 Poter-Lawler動機模式………………………………………… 35 

圖 2-5 形成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43 

圖 2-6 EAR迴圈…………………………………………………………  47 

圖 3-1研究架構………………………………………………………    71 

圖 3-2研究步驟流程……………………………………………………  81 

 

 

 

 

 

 

 

 

 

 

 

 

 

 

 

 

 

 

 

 

 

 

 

 

 

 

 

 

                                            X 



 

 1 

第一章  緒論 

    目前大多數國內外學者分別探討內部行銷策略與校長領導的關係，內部行銷策略

與工作滿足的關係，內部行銷策略與組織承諾的關係，但甚少學者研究內部行銷策略、

工作滿足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關係，本研究想探討教師對學校推動內部行銷策略的

認知、工作滿足感及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三者間的關聯，做為將來各校推動行銷策略參

考的依據。 

    本章將分為五節，第一節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研究目的，第三節待答問題，

第四節名詞釋義，第五節研究範圍與限制，茲分別說明。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研究背景 

由於少子化的影響，各縣市國民中學逐年減班中，雖公立學校教師工作受教師法

保障，但若無學生可教，也將面臨資遣的威脅。可見教育環境已逐漸的在改變，學校

經營已面臨極大困難，這也是不爭的事實。未來的教育現場將展開一連串的競爭，如

何創新經營，走出各校風格，獲得社區青睞，各校無不絞盡腦汁策畫發展學校特色。

公立學校財源大多來自政府補助，但多年以來各級學校也常因經費不足而無法伸展抱

負。除了節省開支，如何穩固學生、增加生源已是各校重大目標。因此學校如何經營、

如何運用行銷策略，顯然是刻不容緩的重要課題。目前各國民中學也多注重學校行銷，

但發現有些推行不錯的學校卻發現教師流動率高，教師普遍對學校行銷的認知持有負

面的看法，認為學校並沒有善待他們，由此可知內部行銷在整體學校行銷中的重要性。 

二、研究動機 

    面對時代變遷及全球化的影響，以及教育改革的聲浪湧起，民國83年4月「四一零

教改行動聯盟」提出制定教育基本法、落實小班小校、廣設高中大學、推動教育現代

化四大訴求。教育部為了讓每個孩子享有公平、均等的教育機會，以及弭平公私立高

中職之學費差距，推動十二年國民教育，將分年補助且逐年實施，99學年度先補助99

年8月後在學之私立高中職（含進修學校、五專）一年級學生，此後逐步擴大辦理，確

定101學年度全面實施。(引自2010教育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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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些政策並不會減輕各校的招生壓力，特別是我國加入 WTO及受少子化衝擊影

響，根據內政部於 2010年完成的人口統計顯示，台灣去年出生人數 19.1 萬，非但創

下歷年新低，並且較 10年前驟減 10 萬人。下滑的結婚率、生育率，將使台灣未來每

年出生人口還會下降，經濟也因此受到影響。此時各級學校將面臨極大的挑戰，首當

其衝為國小及國中教育人力的失衡，竟而造成減班調校壓力，以新北市為例，2010年

國小畢業生比 2009年減少近 4500 人，國中新生班級數減少約 140班，各校幾乎都面

臨減班壓力。各校需有自覺，尤其國中學校的分配款是以人數為基準，鄉下及文化不

利學校資源少、尋求補助不易，減班無疑是雪上加霜。雖然公立學校經費多來自政府，

又受學區保障，但依然有市場化競爭，學校必須打破傳統的經營方式，提昇教育競爭

力，才能在這一波少子化環境中面對挑戰，脫穎而出。 

特別是學校須用有限的經費來成就學校績效，此時各校無不卯足全力，而學校的

行政績效、教學品質、學校效能無時無刻受到社會檢驗。若各校無法經營出自己的特

色，不僅培養出來的學生大同小異，也容易被淘汰。重視學校績效及特色已是各校經

營的至終目標，學校不能再依循傳統保守的軌跡，須改變經營策略，於是開始注入學

校行銷概念。當學校教育加入商品概念時，則教育就逐漸有市場的特性，家長會選擇

效能較高的學校，少子化時代，學校供過於求，台灣教育也邁入「家長擇校世代」，家

長儼然成為「買方市場」(陳珮雯、林玉珮，2009)。於是生源隨著少子化浪潮水漲船

高，各校除了發展獨特風格與文化；更應重視學校行銷的推動。 

應用行銷的概念爭取學生來源已漸漸在中小學成為趨勢，但是，大部份公立學校

教師對行銷概念知識薄弱，認為只要專心教學即可；教師工作有保障，這也是公立學

校未積極行銷的原因。殊不知已經有很多學校為了績效表現,爭取各式各樣的計畫,教

育部及地方縣市教育局也鼓勵各校發展特色、教育卓越計畫、教學卓越、創意經營、

卓越學校認證,這幾個卓越獎項也讓各校如火如荼的較勁。自由的競爭決定了補助經費

的高低，當各校推出行銷策略時，以正面影響而言，學校能自主，上下和諧共朝願景

目標，但若忽略內部和諧；也有可能曇花一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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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部行銷是組織對內施行的行銷策略，藉由訓練方式來激勵員工，以提升高品質

的外部服務(Cooper Cronin，2000)，大部份行銷比較容易關注到外部行銷的向度，甚

少論及內部行銷的範疇，學校的外部行銷策略，應以成功的內部人員行銷為基礎，藉

以提升工作士氣並凝聚危機共識（黃義良，2005)。從文獻期刊發現，內部行銷研究大

都以商業為主，有關教育主題為數及少，郭振生(2003)、陳岳男(2006)、劉洸良(2006)、

黃翠玲(2009)研究指出，內部行銷導向直接正向影響工作滿意、工作投入、工作士氣

及組織承諾，且具解釋力。郭佳玲(2007)、吳佳玲(2007)、李進益(2009)等研究也指

出，內部行銷知覺越高，組織承諾則越高，曾嘉權(2007)、張維文(2008)、陳坤平

(2008)、張弘裕(2009)等研究則發現內部行銷與學校效能有正相關。此外在教學現場，

發現教師工作滿足容易影響教師情緒及意願，Hoppock(1935)認為工作滿足是指工作者

心理上、生理上對工作環境與工作本身的滿足感受，也就是工作者對工作情境的主觀

反應。Herzberg(1959)指出工作滿足度是指個人對工作感覺很喜歡的一種情緒。從上

述論證，可推測內部行銷確實與工作滿足有正相關。另外，Organ（1988）認為組織公

民行為，它代表個人行為是自由決定，不直接或明確地被正式制度獎勵，但卻能促進

效率和有效運作組織。Oplatka(2006)認為成功的學校根本上取決於教師是否致力於學

校目標和工作價值觀，並願意付出額外貢獻。有關內部行銷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關

聯，黃俊傑(2005)、童靖玉(2008)、王錦木(2010)等人研究指出，藉由內部行銷的推

動確能提高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兩者間存在顯著、正向相關。 

許多文獻皆指出學校行銷推展的困境，除了經費拮据、無專責編制以外，最主要

的問題在於教職員工缺乏正確的行銷觀念與共識，及全員參與的不足（彭曉瑩，2000)。

而其中最重要的即是對於內部行銷的推動不夠落實，及忽略其重要性，學校於推動學

校行銷時，應以內部行銷策略為基準，尊重、善待、信任教師，則教師會自動自發協

助學校，且不計任何酬勞共創學校願景。否則當學校經營者努力行銷學校時，因缺乏

溝通造成教師不願配合，甚至不信任，實在很可惜。而內部行銷、工作滿足以及教師

組織公民行為，目前尚無文獻佐證三者間間之關聯，但企業界劉嘉雯(2004)、林忠家

(2005)、廖婉鈞(2005)等人的研究指出，這三變項確有關聯性，組織若注重內部行銷，

會提升員工工作滿足，員工則在正式角色的義務外，會展現合互助作且對組織有利之

行為。因此本研究將探討內部行銷策略、工作滿足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三者之間的關

聯，以提供教育行政機關參考，此為本研究之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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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研究目的根據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旨在探討國民中學內部行銷策略、工作滿足

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關係，具體而言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瞭解國民中學內部行銷策、工作滿足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現況。 

二、探討國民中學內部行銷策略、工作滿足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關聯性。 

三、探討不同教師人口變項在內部行銷策略認知、工作滿足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差 

異情形。 

四、探討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在內部行銷策略認知、工作滿足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差 

異情形。 

五、國民中學教師內部行銷策略的認知對工作滿足具有預測力。    

六、國民中學內部行銷策略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具有預測力。 

七、工作滿足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具有預測力。 

八、國民中學內部行銷策略和工作滿足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具有聯合預測力。 

九、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做為國民中學及教育行政機關究之參考。 

第三節  待答問題 

一、國民中學內部行銷策略、工作滿足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現況為何? 

二、國民中學內部行銷策略、工作滿足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是否有關聯？ 

三、不同教師人口變項、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在內部行銷策略認知、工作滿足與教師組 

    織公民行為是否有差異情形？ 

四、國民中學教師內部行銷策略的認知對工作滿足之預測力為何？    

五、國民中學教師內部行銷策略認知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預測力為何? 

六、工作滿足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預測力為何？ 

七、國民中學內部行銷策略和工作滿足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聯合預測力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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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解釋 

一一一一、、、、學校內部行銷學校內部行銷學校內部行銷學校內部行銷    

    將學校成員視為內部顧客對待，運用人力資源策略激勵員工，並善用交換價值，

讓學校成員能感受正向鼓勵，透過此種策略運用，結合外部行銷，盡力達成組織目標，

使之以提昇學校效能。    

    本研究以管理支持、參與授權、溝通激勵與教育訓練等四個策略，來測量國民中

學教師對內部行鎖策略知覺的程度，使用內部行銷策略量表為調查工具，用分數來檢

測每一個構面的得分形，填答者得分越高者，表示國中教師覺知內部行銷策略越高；

填答者的得分愈低，代表整體內部行銷策略程度愈低。 

二二二二、、、、工作滿足工作滿足工作滿足工作滿足    

工作滿足指做喜歡的工作，對自己的工作有著熱情與使命感，期望學校給予適當

的獎勵，並在教學環境及升遷考核皆能得到滿意。 

本研究將工作滿足分為工作本身、學校環境、行政領導、升遷制度、及人際關係

等五個構面來測量國民中學教師的工作滿足度，用分數來檢測每一個構面的得分形，

填答者得分越高者，表示國中教師工作滿足越高；填答者的得分愈低，代表整體工作

滿足愈低。 

 （一）工作本身：教學受到肯定及賞識。 

 （二）學校環境：具有安全教學環境，充足的教學設備。 

 （三）行政領導：明確決策，知人善任，時時關心。 

 （四）升遷制度：公平對待，合理透明。 

 （五）人際關係：真心相待，互助合作。     

三三三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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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在非正式契約下，能自願幫助、關心同事，並與他人協同、合作，能主動配

合學校，即使是超工時或超出學校要求，也能正向以對。 

    本研究所指的組織公民行為依學校組織的特殊性，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區分為： 

    （一）組織公民表現：教師能依照學校的規範或程序做事、凡事以正向態度以對。 

    （二）人際公民表現：教師能主動協助他人，做有利學校同事的行為。能夠配合 

          遵循學校政策。 

    （三）工作恪守本分：教師能堅守崗位，恪盡職守，能夠配合遵循學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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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照上述的構面，用分數來檢測每一個構面的得分情形，填答者得分越高者，表

示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越高；填答者的得分愈低，代表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愈低。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以目前任職於宜蘭縣、基隆市、新北市、台北市、桃園縣、新竹縣、 新竹市之國

民中學合格教師為研究對象(不含完全中學教師)，包含教師兼任主任、教師兼任組長、

導師、專任教師，但不包括實習教師、代課教師。 

二、研究限制： 

（一）研究範圍： 

      因只針對北部七縣市為調查對象，恐無法推展至全國，其周延性、客觀性有待

商榷。故本研究之結論只適用於北部七縣市之公立國民中學教師內部行銷策略與組

織公民行為現況之初步解釋，不宜擴及推論至其他縣市。 

（二）文獻蒐集： 

      有關內部行銷理論和文獻探討，大多與商業策略相關，較少研究教育主題，資

料來源的多樣性比較受限制，其正確性、周延性、客觀性等有待後續探討修正。 

（三）研究樣本 

      以隨機抽樣方式抽取樣本學校，盡量力求樣本的代表性，但由於人力及財力問

題，無法擴及全部，因此只能對所選取學校教師背景變項、環境變項，如：探討個

人背景變項，性別、教育程度、職位、年齡、年資、學校規模等樣本的選取分布，

恐有誤差。 

（四）研究方法 

      採用問卷調查法進行研究，此方法常因個人情緒、態度或主、客觀因素影響個

人在填答問卷時的正確性及穩定性。此研究方法的缺點是施測者無法確實有效掌握

填答者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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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在界定、歸納有關內部行銷、工作滿足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相關定義及理

論，並將三者間相關的文獻做一整理研究。 

第一節  學校內部行銷策略之理論與相關研究 

一一一一、、、、行銷觀念演進行銷觀念演進行銷觀念演進行銷觀念演進    

    所謂行銷，以往認為銷售就是行銷，商品促銷、週年慶打折或是市場各種分析報

表，皆稱之為行銷。但依據美國行銷協會所下的定義:是有關創意、產品與服務的配銷、

推廣、訂價與其他具體概念的落實，並且透過規劃和執行，來創造滿足個體和組織目

標的交換活動。從此大家對行銷觀念開始有不同的見解，行銷不再是銷售，它是一種

企業經營哲學，早期組織擁有者即為管理者，缺乏專業管理人，組織無法應付各種狀

況，於是組織擁有者開始聘專業經理人員管理。後來發現企業要成長，除了謀求利益

之外，也要兼顧員工、顧客等感受。至此行銷觀念已有所改變，可分為四個演進階段。 

 

圖 2-1內部行銷演進階段 

    生產導向經營法，制式化大規模量產，減低成本，吸引消費者購買。但容易導致

行銷近視症，只看到眼前產品，忽略行銷大環境及消費者需求，產品品質也受到考驗。

於是經營理念轉為產品導向，以產品功能變化為主，認為只要有好產品，就會有購買

者，深信產品技術優良即可，不斷改善產品變化，但似乎沒有考量消費者實際的需求。

緊接著產品供需失調，產生生產過剩，經營觀念又轉向為銷售導向，此時只想把產品

銷售出去，所著重是各種促銷方法，能將產品銷售出去才是最終目標。但經營者所販

售的產品未必是消費者所需，面對日益激烈的競爭市場，業主開始重視顧客的需求與

滿意度，此時經營理念轉為行銷導向，標榜以顧客需求為考量，用心服務，藉以穩定

自身的客戶群。 

生產導向 產品導向 銷售導向 行銷導向 



 

 8 

二二二二、、、、行銷學的理論行銷學的理論行銷學的理論行銷學的理論        

現代行銷學發展於十九世紀末期，原本只是應用經濟學的一支，但經過百餘年的

演進，逐漸獨立成為一門學科。 

有關行銷理論依據余朝權（民72）的研究，由時間的先後順序介紹行銷理論的發

展，分為行銷觀念發展時期、行銷原理發展時期、行銷理論雛型期；其次依據Sheth 和

Gardner（1982）的研究，有系統地介紹較新的六個行銷思想學派的內涵，包括宏觀行

銷學派、消費者主義學派、系統學派、購買者行為學派、行為組織學派、策略規畫學

派。(引自丁學勤， 林素吟2001，)，除此之外，尚有商品學派、管理行銷學派、社會

交換學派、功能學派、服務學派。行銷學演變至今，經歷過數個學派的洗禮，僅挑選

幾派分別敘述如下：  

賣方層面 

（一）商品學派(Commodity School ) 

商品學派為最早期的行銷思想，發生於廿世紀初，認為商品消費的趨向是生產唯  

一目的。例如，當某種產品短缺時，價格會攀高，此時生產商也會獲得較高的利潤， 

由於利潤高也促使其他廠商也想跟著生產。 

（二）功能學派(Functional School))))    

主張以管理為基礎，能引用其他學科做基礎，尤其 McCarthy在 1960年代提出 4P

行銷組合後，所謂 4P 包括:產品策略 (Product strategy)、價格策略 (Price 

strategy)、配銷策略(Place strategy)、推廣策略(Promotion strategy)，另有學者

認為可加入公共關係行銷策略(Public relation strategy)與權利策略(Power 

strategy)成為 6P。至此行銷概念可謂是成熟。 

（三）系統學派(Systems Approach School) 

此學派中皆是以系統的觀點來分析問題，簡言之即是一個分析架構，以系統分析

為主，強調行銷體系中的輸入、轉換和產出的功能。例如，顧客決策模式、需求與供

給週期、競爭結構 (Haward，1983）等，特別注重生產與消費間均衝關係的互動及整

體運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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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方層面 

（一）宏觀行銷學派（Macro-marketing School） 

視行銷為社會的活動，非傳統商品服務，利用宏觀的視野關心社會需要的行銷活

動；藉以提升社會的福祉。早期強調對環境的關注，如今擴大為國家政策，例如，能

源節約、教育、醫療保健、經濟走向區勢，人口成長控制等，可利用行銷理論和實務

幫助解決。 

（二）消費者主義學派（Consumerism School） 

此派為保護消費者的始祖；肇因於當時市場上有許多消費糾紛；例如產品不實的

廣告，內容物品不符實品。此派理論傾向處理行銷實務上個別消費者意圖或特定問題。 

（三）購買者行為學派（Buyer Behavior School） 

此派不以經濟觀點切入，從心理學及人類學觀點了解消費者的購買行為。此學派

行銷理論已從商品本身變成消費者購買態度，藉此了解個人或是家庭的購買行為的決

策，做為廠商在銷售商品時的依據，例如，對品牌愛好使用程度。 

（四）行為組織學派（Behavioral Organization School） 

此學派運用組織行為理論應用到行銷通路，也深受社會心理理論的影響，購買者

導向、認知差異、以顧客導向，配銷通路被視為具體行為型態的組織。該學派的研究

很多是和權力、衝突、合作有關，因成員間彼此是合作也是競爭。 

行銷行為 

（一）策略規畫學派（Strategic Planning School） 

規畫是組織的活動之一，此觀念已被建立，同時近年來規畫的重要性已提升許多，

視規畫不只是組織的一般活動，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活動之一。策略規畫特別強調動態

的環境和動態的調適兩方面的分析，已經對加強行銷規畫這概念產生影響。策略規畫

學派的許多貢獻是來自顧問公司和其顧客，這是策略規畫學派的一個特色。(引自丁學

勤，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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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理行銷學派（Managerial School） 

管理學派在行銷理論中是最重要的，以管理經濟學為基礎，此學派從管理的角度

來做分析，例如，產品觀念、銷售觀念、行銷觀念、社會行銷觀念、生產者、消費者

等，此派認為行銷必須有一定的管理程序，也需有不同的管理策略。 

（三）社會交換學派（Social Exchange School） 

    所謂交換是指群體間價值的互換，故在買賣雙方而言；在於商品的價值交換。交

易牽涉的不只是物品及金錢，還包括時間、精力與感覺，盡量滿足雙方的需求。 

（四）服務學派（Service School） 

     行銷大師李維特說：「銷售注重的是賣方的需求，行銷則是買方的需求。」顧客

成為行銷的重心，強調要將組織改造成以顧客為導向的企業，透過產品及相關的創造、

配送及消費過程，來滿足顧客的需求。以行銷組合為例，必須考慮到對顧客的價值、

對顧客而言的成本、方便性與溝通。行銷的核心意義是指透過交換過程以滿足需要的

人類活動。 

服務業行銷學大師 Gronroos在 1984 年提出服務金三角(The service marketing 

triangle)的觀念，他認為服務策略是由公司、員工與顧客所形成，即所謂外部行銷、

內部行銷、互動行銷所組成的一個三角架構。此架構是以顧客為中心，由服務策略、

服務系統、服務人員三個因素組成。如圖 2-2 所示；即是以服務來談行銷，除了外

部的相關行銷活動(外部行銷)，服務人員以專業知識及互動技巧為顧客服務(互動行

銷)。若要員工具備顧客服務專業知識及熱誠，公司需運用用「內部行銷」來達成這個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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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服務金三角 

資料來源：修改自 Gronroos（1984）。A service quality model and its marketing 

implic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 18(4),38.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綜合以上關於行銷學思想學派的內容分析，用宏觀的視野關心教育，運用行銷策

略並尊重消費者權益。教育行銷應重視教育消費群的觀感，可將管理學派運用於教育

行銷重要理論如行銷組合、市場區隔和產品週期等理論。社會交換學派的理念以行銷

的核心觀念是「交換」，正是社會交換學派研究的重心。如今社會交換的視野早已跨

越經濟交易的範疇，行銷的目的是要充分認識和瞭解顧客，使產品或服務能適合顧客，

並能自行推銷。自1970年起，陸續有學者研究服務業行銷。提升服務品質變成重要課

題。在服務行銷的領域中，許多服務產品，是由服務人員與顧客面對面接觸時所產生

的，而服務人員對組織及工作的認同與承諾會表現在其對顧客的服務態度之熱誠上，

進而影響服務品質。 

把行銷理念加入服務運用於教育，因此行銷對象除了家長也擴及到教職員工，唯

有教職員工感到滿意才能有服務熱忱。因此學校的金三角，從內部行銷的教職員工開

始，當他們產生認同及滿意時，互動行銷隨之產生，學校因有這些教職員工優質的服

務，自然會得到外部顧客(學生、家長、社區人士)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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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內部行銷定義內部行銷定義內部行銷定義內部行銷定義    

    企業公司開始推行行銷文化時，已意識到在執行外部行銷之前，必先從內部行銷

開始，先慎選、訓練與激勵每一位員工，激發對於企業形象的認同，用最優質的態度

服務顧客。企業則教導並獎勵員工，主管以上形下效的態度引導，這些都是在執行內

部行銷。 

    從行銷的演進過程，發現對於自家產品的行銷，除了重外部及互動行銷外，實

則以內部行銷為基準，其實就是將我們一般熟知對顧客行銷的理念應用在員工身上，

以「員工滿意顧客就滿意」的概念去推行，國內外聞名行銷大師李維特曾經說過：「銷

售注重的是賣方的需求，行銷則是買方的需求。」顧客成為行銷的重心，強調要將組

織改造成以顧客為導向的企業，透過產品及相關的創造、配送及消費過程，來滿足顧

客的需求。他認為行銷的核心意義是指透過交換過程以滿足需要的人類活動。現在的

行銷策略內部行銷 (Internal Marketing)概念最早源自服務業。行銷是透過交換生產

者與消費者皆滿足其需求，是社會化與管理化的過程。 

以下就國內外學者對內部行銷定義可歸為下列幾種: 

（（（（一一一一））））視員工為內部顧視員工為內部顧視員工為內部顧視員工為內部顧客客客客    

    Sasser 和 Arbeit(1976)認為員工就是顧客，滿足消費者之前要先滿足員工。   

    Berry(1981)主張視員工為組織的內部顧客，提出組織要能滿足顧客的需求，就必

須先符合員工的需求。  

    Kolter 和 Armstrong (1991)認為內部行銷若以服務業為主，則必須有效的訓練

激勵與顧客接觸的員工，共同組成一個提供顧客滿意的工作團隊。 

    Greene (1994)認為內部行銷是運用行銷哲學方法到服務顧客的員工身上，並確使

員工能努力做好工作。  

    Cahill (1996)認為內部行銷是採哲學方法，對待員工如同顧客，實際上就是盡力

討好員工，滿足他們的需求。  

    Cooper Cronin(2000)認為內部行銷是組織藉由訓練方式來激勵員工，以提升高品

質的外部服務。 

    Amhed 與 Rafiq (2002) 內部行銷是利用行銷的方法來激勵員工，並結合組織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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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朝顧客導向邁進。 

    蕭富峰(1997)認為內部行銷，行銷對象是內部員工，經由內部行銷，企業希望能

凝聚內部共識，並透過員工滿意，達到顧客滿意，進而全面提升組戰的整體效。 

    王翠品(2001)認為內部行銷是獲得具有工作動機及顧客意識的員工，除了獲得具

有顧客意識的員工是不夠的，為了達到顧客滿足，仍須靠其他同事的共同合作，因此

必須整合其他與顧客有關的各部門人員，並且視員工為顧客，強調將組織銷售給員工

的重要性，以提出內部行銷之戰略及戰術層級作法。 

    黃俊傑(2005)認為學校內部行銷定義為學校將成員視為內部顧客，透過教育訓

練、激勵及溝通等各種策略，將學校的「內部產品」，如學校願景、學校的經營理念、

學校組織文化等，傳遞給內部成員，培養成員具備專業素養及服務意識，增進成員間

的組織承諾，使其願意為學校使命共同努力。 

    黃俊英(2006)認為內部行銷的基本精神在於重視員工，尊重員工，並以員工滿意

為其主要努立目標之一。 

    郭雅玲(2007)認為內部行銷係組織為凝聚內部向心力，提升服務外部顧客品質，

因此視員工為內部顧客，發展符合員工需求之環境，並運用行銷策略，推銷組織的願

景、使命與目標，促進員工對組織的認同感。 

    沈家瑋(2008)認為將內部行銷定義為將員工視為內部顧客，並使用行銷觀點進行

公司的人力資源管理活動，以提高員工對組織的認同與工作滿足以達成組織目標。 

    蘇靜好（2008）認為將學校視教職員工為內部顧客，透過情勢分析，訂定行銷目

標，運用行銷概念和人力資源管理策略，讓教職員工將學校組願景視為自己的使命，

進而創造組織良好的績效，以提升學校效能。 

（（（（二二二二））））培養員工具有顧客導向與作為培養員工具有顧客導向與作為培養員工具有顧客導向與作為培養員工具有顧客導向與作為    

    Johnson , Scheuing 和 Gaida (1986)認為內部行銷是服務業透過訓練、激勵讓

組織內部員工清楚瞭解組織願景和目標而共同努力。 

    Geroge 和 Gronroos(1989）認為以管理支持，內部溝通訓練讓員工瞭解顧客意識

的組織環境，讓所有員工皆受到適當的激勵且有能力表現服務導向的行為。 

    Berry和 Parasuramen(1991)認為內部行銷把員工視為顧客的一種管理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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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量符合員工需求，並以吸引、發展、激勵及留住組織所要的優秀員工。以滿足員工

工作需求之發展策略，用以建立員工忠誠。 

    Gronroos(1994)認為組織應積極主動以整合協調的方式幫助員工，對待員工如顧

客，培養員工具有顧客導向與作為。 

     廖婉鈞(2006)認為內部行銷為以組織內全體員工為對象，運用行銷的觀念與技巧

來滿足員工需求，以培養員工顧客導向的意識與作為，進而希望提高顧客滿意度、以

達成組織的日標。 

（（（（三三三三））））人力管理人力管理人力管理人力管理    

    Bak,Vogt,George 與 Greentree(1994)認為組織與員工間建立友好關係及有效互

動與交流將有助於創造滿意的外部顧客，進而成功達成組織目標。 

    Joseph(1996）認為內部行銷可運用行銷和人力資源管理理論，以激勵、動員、管

理內部所有的員工，持續改善外部顧客和內部員工的服務方式，有效的內部行銷應反

應員工的需求，並進而達成組織的宗旨和目標。 

    George 和 Gronroos(1989)認為內部行銷是採行銷的觀點以管理組織的人力資

源。強調顧客意識的組織環境，用人力管理來確保組織中每位員工都能瞭解共同學校

願景目標。 

    Ballantyne(2003)認為內部行銷是一種關係與知識管理的策略，透過組織內部跨

功能的整合、協調與合作，來達成組織學習與知識更新的目的。 

    郭振生(2003)認為內部行銷是將員工視為內部顧客，並使用行銷觀點來進行人力

資源管理活動，以提高員工對組織的認同與工作滿足，以達成組織的目標。 

    陳文宗(2003)認為內部行銷是將員工視為工作夥伴所進行一系列具行銷概念的人

力資源管理，旨在激發員工服務觀念及顧客導向之行為。 

    齊德彰（2004）認為內部行銷只是利用人力資源管理的措施與手段加 

以設計來吸引、選任、訓練、激勵、獎酬員工，以達到使員工具有服 

務意識及顧客導向的行銷目的，最終還是希望使外部行銷成功。 

    張裕弘(2009)認為內部行銷其實就是透過人力資源管理的策略，採行行銷的精

神，待員工如顧客，提升其工作滿足度、組織承諾與工作能力，最終轉為對顧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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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的提升。 

（（（（四四四四））））交換價值交換價值交換價值交換價值    

 Kotler 和 Levy（1969）認為凡是促進「價值交換」的管理過程即可視之為行銷。

將行銷視為一廣泛的社會活動，其範圍不應只限定於一般有形的商品，進而擴大到無

形的服務商品。 

    Bagozzi(1974)認為所謂交換需要參與雙方互動，以滿足自己所需。 

Kotler與 Fox George(1990)認為內部行銷即組織內部之利益交換行為，公司若想

要讓外部顧客感到滿意，必須要先有效處理公司與員工間內部交換。 

Kotler與 Fox（1995）則認為交換是一種藉由提供物品，並從對方身上獲取所需產品

或利益回報的行動。 

    巫喜瑞 (2001)認為內部行銷是採取行銷概念管理組織內的各種交換（互動）活

動，營造有效率的內部經營環境及培養且備顧客導向和服務意識的員工，以達組織目

標。 

    沈進成、張延榮(2002)運用行銷的概念，並透過訓練激勵及評價等內部溝通方式，

以管理組織內各種交換（互動）關係所涉及的活動，營造出有效率之內部經營環境，

使組織內員工清楚瞭解組織使命與目標，並進一步具備顧客導向及服務意識之員工。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從上述國內外學者給予內部行銷不同的定義，得知看法分歧，行銷關念在不同年

代有不同意義，但共同觀點行銷不再是侷限適用於服務產業，綜合上述學者看法，可

將內部行銷定義歸納為四種，分別為視員工為 內部顧客、培養員工具有顧客導向與作

為、人力管理、交換價值。若把上述四種內部行銷定義放入學校內部行銷經營觀念，

則學校需視教師為內部顧客，培養教師具有顧客導向與作為，先鞏固內部顧客(全體教

職員工)的支持，從很多企業經營所獲得的結論，發現內部行銷是一切成功的根基，它

是結合外部行銷成功的關鍵，另外運用行銷觀點及人力資源策略，建立教師人力資料

庫，例如：教師的招募，學校透過教評會選用優秀、理念相同的教師，共臻學校願景

及目標。運用交換價值激勵教師，促使教師認同學校，培養教師具專業知能。教師有

這些服務意識，自然會營造優質教育環境，學校領導者則順水推舟將辦學理念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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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透過內部顧客(教職員工)有效地傳達予外部顧客(家長、社區人士、教育單位)，

以達成共識且早日完成學校預期目標及締造良好的工作績效。因此善待教職員工，了

解它們的需求才能使學校組織文化更持久,因為有滿意的全體教職員工才能有滿意的

學生、家長及社區人士。 

四四四四、、、、內部行銷的內涵內部行銷的內涵內部行銷的內涵內部行銷的內涵    

    蕭富峰（1997）提出內部行銷的內涵及相關概念，並將之歸納為八點，將此八項

內涵分述如下： 

（（（（一一一一））））內度行銷的內涵及相關概念內度行銷的內涵及相關概念內度行銷的內涵及相關概念內度行銷的內涵及相關概念    

1.  重視員工是最基本的原動力 

    隨著服務行銷的崛起，內部行銷觀念因之應運而生，但並不意味它只適合服

務業，很多企業已經開始對員工重視，並有效落實這種肯定員工的價值想法。例

如：菲力普、微軟、IBM、惠普等大公司，並且獲得相當不錯的成果，同時也越

來越多企業家及學者專家認知到，組織中最重要的資源不再只是生產技術或產

品，而是受過良好訓練、具備服務導向的員工，如此才能提升企業的整體競爭力。 

2.  視員工為內部顧客 

    就內部行銷而言，重視員工是基本的要求，並將員工稱之為「內部顧客」並

加以善待，將外部行銷的作法運用在員工身上，員工就是內部行銷的顧客群，強

調透過各種內部管道與努力，將設計的「內部產品」行銷給內部頗客，其中「內

部產品」包含了工作、產品、服務等，透過此觀念來凝聚共識、激勵士氣，進而

提升企業整體的競爭能力。 

3.  以行銷觀點管理組織人力資源的一種哲學 

    以往遇到人力資源的問題時，大多數經理人總認為行銷是贏取外部顧客，與

爭取員工無關，把賣點點放在工作本身，而非未來的事業前程。為了避免錯誤的

認知而誤導公司用人政策，須注入以行銷觀點管理組織人力資源的哲學概念。內

部行銷無意也無法取代人力資源管理的相關運作，它所扮演的是輔助與強化功

能。唯有以行銷觀點管理人力資源，才能提升人員能力進而強化企業的整體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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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在日益激烈的競爭環境，若企業能提供訓練，激勵，關懷員工，才能有效留

住人才的重要概念。 

4. ES(員工滿意)->CS(顧客滿意) 

    迪士尼創始人華特迪士尼說過：「你不可能要求一個在前一分鐘才剛被你痛

斥一頓的員工，在後一分鐘，就馬上對顧客展現出親切的笑容，並內心提供顧客

良好的服務」。要提昇整體服務品質，要先加強員工的滿意度，有滿意的員工才

有滿意的顧客，而員工滿意的內涵包括：重視關切員工程度、工作設計、內部溝

通管道、激勵制度、及整體工作環境等員工滿意。員工滿意被視為通往顧客滿意

的重要通行證，即是員工滿意是達到顧客滿意的必要條件，而非充要條件。 

5.全員服務 

    以全體員工為目標市場，塑造出全員服務的內部共識，從高階主管到基層人

員，所有員工均是服務顧客的服務人員。讓員工瞭解行銷不再只是第一線面對顧

客的成員或主管人員，每個人都需有服務觀念與能力。 

6. 員工＝ PTM（非專職行銷人員，Part Time Marketer) 

    行銷已不再是行銷部門的專利。許多學者將行銷部門人員稱之為「專職行銷

人員(full time marketers），將非行銷部門人員稱之為「非專職行銷人員(part 

time marketers ）」，公司員工都需要瞭解自己是 PTM，並落實這個角色，其所擔

負的行銷角色與任務包括：服務的行銷尖兵；維護企業形象以及顧客滿意的擔當

者；行銷資訊的蒐集；顧客問題終結者、顧客需求滿足者；以及積極協助者等。 

7. 高階主管的重要性 

    高階主管是關鍵人物，具有提供清晰的願景、賦予員工權力、創造良好的工

作環境等功能，因此，在內部行銷所要建構的是一個「倒金字塔型」的組織結構，

金字塔的頂端是民眾（外部顧客），而接下來依次是基層員工、低階主管、中階

主管及高階主管，可見，高階主管扮演著溝通協調的角色，而非以往的指揮者角

色。 

8. 賦予員工權力信任 

    員工是企業成功的必要條件，而信任員工的具體作 法之一，就是賦予員

工權力。賦予員工權力係指在信任員工的前提之下，將自由栽量權放給服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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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使他們能夠在第一時間裡，迅速、彈性地因應各種服務狀況與顧客的要求，

以發揮員工潛能。 

（（（（二二二二））））學校內部行銷內涵學校內部行銷內涵學校內部行銷內涵學校內部行銷內涵    

    謝維齊（2005）為內部行銷應用於學校可以歸納出七方面內涵，包括： 

1.  學校內部的行銷對象重點仍是在學校成員。 

2.  學校成員行銷的重要性等同於學校的外部行銷。 

3.  內部行銷是外部行銷的關鍵。 

4.  學校人力資源的管理是學校內部行銷的重要一環。 

5.  學校願景的建立。 

6.  決策的形成都無法缺少學校教職員的聲音。 

7.  學校領導者對教職員的增權賦能、學校團隊潛能的激發。 

五五五五、、、、學校內部行銷策略學校內部行銷策略學校內部行銷策略學校內部行銷策略    

Mintzberg(1978)將策略定義為一連串決策或行動的型態，達成目標的關鍵性。

Hambrick(1983)認為策略不僅是對環境變化的因應對策，同時形成組織內部決策。策

略是一種目標導向的產物，也是一份如何面對著不斷變遷的外在環境下，順利前往目

標的地圖。換言之，目標揭櫫在前，策略擬定之後，一定要有效達成目標策略。(引自

蕭富峰 2006) 

Kotler(1983）認為策略規劃是一種管理的過程，在策略規劃的過程中，組織可以

找出最佳的機會所在，其可用來發展並且維持目標，並與因社會、資訊等所造成變動

的行銷策略相互配合。而行銷策略就是使組織能夠成功服務目標市場消費者的最佳手

段。行銷策略主要是為了確認與分析目標市場，然後發展符合市場需求與需要的行銷

組合策略(Marketing mix strategy)。策略規劃(strategic planning) 發展一套因應

環境與競爭，且能達成組織使命的行動準則不同層級必須進行該層級的策略規劃。本

研究也整理了相關學者文獻，做整理比較(如表 2-1)，做為本研究之測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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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學校內部行銷構面整理 

學 者 

年 代 

管 理

支 持 

教 育 

訓 練 

溝 通 

機 制 

關 懷 

員 工 

激 勵 

成 長 

參 與

授 權 
優 質 

環 境 

郭振生

(2003 ) 
○ ○ ○  ○   

黃義良

(2004) 
 ○ ○ ○  ○ ○ 

沈進成 

(2006) 
○ ○ ○  ○   

莊若梅

(2006) 
 ○ ○  ○ ○  

郭博安

(2006) 
○ ○ ○  ○   

陳岳男

(2006) 
○ ○ ○  ○   

吳佳玲

(2007) 
○    ○   

郭雅玲

(2007) 
○ ○ ○  ○   

曾嘉權

(2007) 
 ○ ○  ○ ○ ○ 

沈家瑋

(2008) 
 ○ ○ ○  ○ ○ 

蘇靜好

(2008) 
○ ○ ○  ○   

張維文

(2008) 
○ ○ ○  ○   

陳坤平

(2008) 
○ ○ ○  ○   

童靖玉 

(2008) 
○ ○  ○  ○  

翁靖惠

(2008) 
○   ○    

黃翠玲

(2009) 
○  ○ ○ ○  ○ 

李進益 

(2010) 
 ○ ○ ○    

總計 12 14 14 6 12 5 4 

  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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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以行銷策略定義而言，雖企業行銷策略觀念不一定能套用於學校，但也無法完全

脫離企業行銷策略本質，學校領導者可以運用基本概念規劃學校願景，採行適切行銷

規劃與策略，但這一切基礎需以教師為主軸，將教師視為內部顧客，領導者透過內部

行銷策略，將共同願景目標行銷給教師，當教師能感受到學校整體目標計畫，自然會

全力以赴。而學校行銷最有效的策略，乃是先獲得教師肯定及認同，藉由基層教師的

推動才能提升學校行象，強化學校效能和達成學校教育目標。畢竟現今的教育現場不

再是躲在象牙塔經營，透過行銷策略能協助學校檢視內外環境變化趨勢，由內部共識

完成外部行銷，成功服務消費者，既吸引學生前往就讀，亦能提升學校形象。學校領

導者推動內部行銷策略，可以從管理支持、教育訓練、溝通機制、關懷員工、激勵成

長、參與授權、優質環境等構面去了解教師需求。 

從上述文獻整理發現學校內部行銷策略，本研究也將以激勵、溝通、訓練、支持

等四個構面做為檢測國中教師對內部行銷策略的認知。以下四個構面將做為內部行銷

策略之研究工具。 

（一）激勵： 

學校領導者應建立合理且明確的獎懲制度，對於表現優異的同仁應加以讚許表

揚。對於新推動的方案，應以身作則，作為教師表率。除此以外，需重視教師應有

福利，鼓勵教師做好生涯規劃，使教師感覺被關懷尊重，讓教師願意發揮其潛能，

達到自身專業成長及內部行銷之目標。 

（二）溝通： 

  學校經營者需利用各種管道與同仁雙向溝通，使教師明白有通暢溝通管道。

讓同仁掌握到學校校務的發展，打破學校內階級化界線，掌握一切正式或非正式的

溝通通路，獲取教師信任及最深層的想法。 

（三）訓練： 

    學校需鼓勵員工參加各項研習訓練或在職進修，並考慮教師需求舉辦各種研

習，在教學設備盡量滿足教師。學校經營者需讓教師了解研習成效的重要性，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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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良好教職員工團隊學習氣氛，以激發教職員工潛能及凝聚向心力，共同朝向學

校的願景目標。 

（四）支持： 

    學校需主動了解改善或充實各項設備，並滿足教師的需求設置，讓教師工作無

後顧之憂。遇到家長不合理要求時能站在教師立場，主動協調處理。學校需主動提

供教師解決工作問題的方法指引，對於願意額外付出心力的教職員工，給予精神支

持。透過定期調查教師的工作滿足度，作為跨處室的協調與各單位間的合作的依據。 

六六六六、、、、有關有關有關有關學校學校學校學校內部行銷研究內部行銷研究內部行銷研究內部行銷研究之相關研究之相關研究之相關研究之相關研究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目前有關學校內部行銷相關研究並不多，而關於企業內部行銷策略的文獻證明，

成功的內部行銷可提升企業行象，及協助公司永續經營，本研究也將範圍縮小到教育

單位，做一整理比較，做為研究依據。 

    郭振生(2003)以國民小學教師為對象，研究結果顯示；在工作滿足構面發現不同

性別、年齡、服務年資、現任職務、學校規模、學校歷史及學校所在地之國民小學教

師，其工作滿足知覺有顯著性差異。其內部行銷導向直接正向影響工作滿足。 

    謝水乾(2004)以台南縣市國民小學教育人員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顯示；國民小

學對行銷策略認知與實際運作反應頗佳。校長、服務年資資深 者以及五十一歲以上之

國民小學教育人員，在行銷策略實際運作較為積極，研究所以上程度的國民小學教育

人員對產品策略的認知重要性最佳。 

    陳岳男(2006) 以台南縣、市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顯示；台南縣市國民

小學教職員工對校長內部行銷策略知覺及對個人之工作能力、工作動機、工作投入、

工作滿足以及組織承諾現況，均表現出中上程度的水準。學校內部行銷施行程度對員

工的工作能力有正向影響。 

    游冠蓉(2006)以高職學校教師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顯示；高職學校內部行銷作

為的實施程度仍顯不足，與教師工作滿足有相關。不同年齡、年資、兼任行政職務、

學校性質、學校類型的高職教師對學校內部行銷作為的知覺有顯著差異。但高職教師

對教職工作仍不滿意。不同性別、年齡、年資、兼任行政職務、學校性質的高職教師

工作滿足度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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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雅玲(2007）以高雄市國小教師為對象，研究結果顯示；高雄市國小教師男性、

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更能感受學校的內行銷作為。小型學校內部溝較為通暢，且教師較

能察覺學校正向管理支持的作為。教師對於學校內行銷作為知覺愈高，其組織承諾也

會愈高，且內部行銷知覺對組織承諾預測力。 

    曾嘉權(2007)以桃竹苗地區國小教師為對象，研究結果顯示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

中，男性、年齡較大、年資較深、兼任主任、學校規模 12班以下之教師，覺知學校內

部行銷萊略的程度最高。內部行銷策略與學校效能不論在整體或各構面間，均其有顯

著的正相關，學校內部行銷策略對效能具有預測力。  

    吳佳玲(2007)以桃竹苗四縣市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顯示，桃竹苗國民小學教師

知覺內部行銷作為、組織承諾屬於良好程度，內部行銷作為知覺程度愈積極之教師，

教師組織承諾愈高。 

    李春芳(2008) 桃園縣國民中學教師為對象，研究結果顯示；桃園縣國民中學學校

人員普遍肯定學校內部行銷的重要性，內部行銷的運作屬於中上程度，其中兼任行政

人員及 13-24 班之學校人員在學校內部行銷重要性認知上顯著。男性、資深、行政人

員、12班以下學校、偏遠地區學校在內部行銷實際運作符合程度上顯著較高。桃園縣

學校內部行銷最主要的困境在於全校性教職員工聯誼活動次數少、進修研習課務需自

理參加意願低落、教職員工不熱衷校內聯誼活動等問題。 

    張維文(2008)以國民小學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顯示；內部行銷對學校效能具有

正向的影響力，而內部行銷各構面對學校效能也都具有正向的影響。 

    陳坤平(2008)以嘉義縣市國民小學教師，研究結果顯示；偏遠地區學校之教師最

能知覺學校內部行銷；教師服務士氣會因任教學校成立時間長短、學校所在地的不同

而有所差異；內部行銷的溝通關係與教育訓練對於教師服務士氣有正向影響。 

    黃翠玲(2009) 以台中縣公立國小正式教師為對象，研究結果顯示；國民小學之教

師內部行銷知覺、工作士氣、工作滿足均在中上程度。不同現任職務、最高學歷、學

校規模之國民小學教師，其內部行銷知覺有顯著性差異。不同性別、年齡、服務年資、

現任職務、最高學歷、學校規模之國民小學教師，其工作滿足有顯著性差異。 

    張裕弘(2010)以苗栗縣國民小學教師為對象，研究結果顯示；苗栗縣國民小學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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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對學校內部行銷的知覺程度良好；工作投入程度頗高；教學效能程度情形佳。學校

內部行銷分別對教師教學效能、工作投入有顯著正向影響。教師工作投入對內部行銷

與教學效能兩者間的關係有部份中介效果。 

    李進益(2009)以高雄市國民中學教師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顯示；高雄市國民中

學教師知覺內部行銷、師組織承諾屬於良好程度，內部行銷對教師組織承諾具預測作

用，內部行銷知覺程度愈積極之教師，教師組織承諾愈高。男性、兼任主任在內部行

銷知覺上顯著較高。內部行銷知覺程度愈積極之教師，教師組織承諾愈高，相關研究

整理如下表 2-2。 

表 2-2學校內部行銷相關的研究 

學者       研究對象     相關主題  顯著差異  預測力   現況     

謝水乾(2004)     教育人員     內部行銷  是             中上程度   

郭雅玲(2007）    國小教師     組織承諾  是   是   中上程度   

曾嘉權(2007)    國小教師     學校效能  是   是   中上程度   

吳佳玲(2007)    國小教師     組織承諾  是       中上程度   

沈家瑋(2008)    大學教職員工     學校效能  是            中上程度   

張維文(2008)    國小教師     學校效能  是      中上程度   

陳坤平(2008)    國小教師     學校效能  是                        

李春芳(2008)    國中教師     內部行銷  是           中上程度   

張裕弘(2010)    國小教師     教學校能  是           中上程度   

李進益(2010)    國中教師     組織承諾  是    中上程度  

表 2-3 內部行銷有差異性的背景變項 

學者            對象       背景變項            顯著差異        

郭振生(2003)     國小教師       性別           是     

郭雅玲(2007）    國小教師       性別        是        

曾嘉權(2007)     國小教師       性別        是     

吳佳玲(2007)     國小教師        性別           是     

郭博安(2007)     國小教師        性別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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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坤平(2008)     國小教師       性別           是     

李春芳(2008)     高職教師       性別          是     

李進益(2010)     國小教師       性別        是     

郭振生(2003)     國小教師       年齡           是     

謝水乾(2004)     教育人員       年齡        是       

游冠蓉(2006)     高職教師        年齡            是        

曾嘉權(2007)     國小教師       年齡        是        

吳佳玲(2007)     國小教師       年齡        是     

楊証朝(2007)     高職教師       年齡        是          

郭振生(2003)     國小教師        性別         是     

謝水乾(2004)     教育人員       年資        是       

游冠蓉(2006)     高職教師       年資            是        

郭雅玲(2007）    國小教師       年資        是        

曾嘉權(2007)     國小教師       年資        是        

吳佳玲(2007)     國小教師       年資        是        

陳坤平(2008)     國小教師       年資        是        

李春芳(2008)     高職教師       年資        是        

謝水乾(2004)     教育人員       學歷        是       

楊証朝(2007)     高職教師        學歷        是          

郭博安(2007)     國小教師       職務        是           

郭雅玲(2007）    國小教師       職務         是        

楊証朝(2007)     高職教師       職務        是     

曾嘉權(2007)     國小教師       職務        是      

吳佳玲(2007)     國小教師        職務        是     

郭博安(2007)     國小教師       職務        是           

楊証朝(2007)     高職教師       職務        是     

陳坤平(2008)     國小教師       職務        是        

李春芳(2008)     高職教師       職務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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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翠玲(2009)     國小教師       職務        是        

李進益(2010)     國小教師       職務        是     

郭博安(2007)     國小教師       學校規模       是          

郭雅玲(2007）    國小教師       學校規模          是     

吳佳玲(2007)     國小教師       學校規模          是              

郭博安(2007)     國小教師       學校規模       是           

陳坤平(2008)     國小教師       學校規模        是     

李春芳(2008)     高職教師       學校規模         是     

黃翠玲(2009)     國小教師       學校規模       是        

小結： 

 從上述研究結果可以得知，發現內部行銷策略推行於學校，若內部行銷策略知覺

愈積極之教師，教師組織承諾、工作投入、及學校效能也相對提高。學校人員普遍肯

定學校內部行銷的重要性，因此上述的實證及研究報告可以得知成功的外部行銷及互

動行銷有賴於成功的內部行銷策略，推動內部行銷有助於組織發展，面對日益競爭激

烈的教育現場，若學校組織能重視內部行銷策略的推動，對於凝聚共識與共完成願景

有極大的幫助，因此有些學者皆認為內部行銷是外部行銷的先決條件。雖然上述研究

限於樣本取樣，或許不能以篇概全，但也足以佐證。就不同背景變項發現，男性、資

深、行政人員、小型學校在內部行銷策略知覺表現顯著較高，學歷則無多大差異性，

但上列的研究對象大多是國小教師，故本研究將對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知覺做相關

研究探討，以驗證是否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有不同的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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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工作滿足之理論與相關研究 

一、歷史觀點 

    工作滿足需從 Frederick Winslow Taylor(1911)，首創科學管理運動(scientific 

management movement)說起，科學的管理對工作滿足度也有重大影響，當時工業革命，

人們從熟練勞動力轉移到更現代化方式組裝生產線，工人被迫工作以更快的步伐但工

人因疲於奔命心生不滿，以往認為只要公司能夠提供員工足夠的經濟報償，員工就會

盡力完成公司交辦的工作。後來卻發現此種管理有缺失，人們除了報酬外，也重視其

他需求。從此開始有人關心員工工作滿足度，W.L.Bryan,Walter Dill Scott,和 Hugo 

Munsterberg定調為泰勒工作。因此 Hawthorne(1924) 研究工作滿足度，由 Elton Mayo 

of the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協助，試圖尋找各種條件的影響（主要是光照）對

工人的生產率，最後證實工作條件暫時提高生產力（稱為霍桑效應）。此時有人認為

馬斯洛的需要層次理論，激勵理論，奠定了理論基礎工作滿足度。這一理論解釋，人

們為了滿足生活中的五項具體需要 - 生理需要和安全需要，社會需要，自尊需要和自

我實現。早期的研究人員指出工作滿足度也可以在更廣泛的範圍，如一般福利，工作

條件。此時工作滿足的定義即不斷由學者發表，我們將整理研究各學者的定義如表 2-4 

二、定義 

    員工滿意是描述員工是否在工作中感到高興和滿足和實現他們的願望。員工滿意

度的其中一個因素是在員工的積極性，員工目標的實現，員工的士氣和積極的工作場

所。 

表 2-4 工作滿足定義 

學者 定義 

Porter 和

Lawer(1969) 

在一個工作情境中，一個人之實得與報酬差距越小，其滿足程度

越大。 

Robbins(1976) 
認為工作滿足是一般性態度，工作者的工作滿足程度高，表示對

他的工作抱著正面的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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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ke(1976) 
認為工作滿足是個人從工作中獲得的愉悅感，係為個人對過去或

現在工作經驗的情感反應。 

Yukl（1984） 工作滿足度受多種因素影響，包括個人特質和特色工作。 

Lance(1987) 工作滿足度是一種情緒反應程度。 

Steer(1994) 指出工作滿足是對工作產生愉快或積極的情緒狀態。 

Spector(1997) 
工作滿足度的定義是在個人認為在某種程度上的喜歡或不喜歡

自己的工作。 

Haward(1998) 
認為工作滿足為導致被承認，收入，晉升，以及實現其他目標帶

來的一般滿足感的主要因素。 

Lazear(2000) 工作滿足以努力程度來獲取酬勞，薪水代表努力程度。 

Weiss(2002) 認為工作滿足是一個愉快的情緒狀態。 

Buitendach和

Witte(2005) 

認為工作滿足是員工對工作的評價及認知程度，包含各構面的感

受，且員工會以滿足程度當做重要因子評價工作本身。引自戴慶

昌(2008) 

林雍智(2000) 
工作滿意是指教師對其工作所其有的一種看法及主觀情感的反

應程度。 

許瑞芳(2001) 
老師的工作滿足指教師實際從事教學工作後，考慮與工作有關的

各構面問題時，產生的一種正向積極的情意取向程度。 

潘安堂(2002） 
指出工作滿足是教師對任教職務的整體性之主觀感受或評價的

情形。 

辛俊德(2002） 

指出教師對其工作，所具有的看法及一種主觀情緒反應的程度，

程度若有積極情意傾向時稱之為滿意；若為消極意傾向時稱之為

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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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芳偉(2004) 
工作者從工作中成到滿足的程度，取決於工作者從特定的工作環

境中，實際所獲得的報酬與預期應得價值的差距。 

周昌柏(2005） 

工作滿足定義為教師在其工作中對工作環境所知覺的情意反

應，以教學工作本身、校長領導、教學環境、工作報酬及工作變

動性等五個構面為衡量標準。 

王秋發(2007) 

教師在學校的工作環境及個人角色中，對教學工作本身、學校工

作環境、校長視導行為、教學工作報酬及教學工作變動性等五大

工作構面所抱持的態度與情感取向的滿意程度。 

蘇裕祿(2008) 

將教師工作滿足定義為教師在其工作多方面的環境因素，所產生

的主觀滿意情形，以工作本身、學校主管、受賞識感、工作夥伴、

專業發展、待遇、責任、工作環境安全感等九個構面為衡量標準。 

劉家安(2009) 

教師工作滿足度定義為教師對教學環境、教學支援及教學工作所

抱持的感受，是一種主觀的價值判斷，越接近自己的理想，則滿

意度越高，反之，則滿意度越低。 

張添唐(2010) 指成員對工作評價的感覺，亦即表示自己喜歡或不喜歡的工作。 

李雯智(2010) 
個體由於生理、心理等多方面的需求獲得滿足，進而對工作產生

一種整體性的正向、愉悅之情緒感受。 

 

小結： 

從上述研究中，發現國內外學者對工作滿意界定的觀點相當分歧，因此本研究將

歸納成四類。 

（一）主觀知覺滿足定義： 

    以 Robbins(1976)，Spector(1997)，Steers和 Black(1994)，林雍智(2001)、

許瑞芳(2001)、Weiss（2002）、辛俊德(2002)、潘安堂(2002)、劉家安(2009)、張

添唐(2010)，將工作滿足作一般化定義，認為工作滿足是一個單一的概念，是對工

作感到喜歡或具有正向的整體感受，是主觀的情感性反應或感受。工作者能將不同

的工作構面上的滿意與不滿意予以平衡，而形成整體的滿意。 

（二）需求滿足定義： 

    以 Locke (1976），Lance（1987），李雯智(2010)將工作滿足視為需求的滿足，

認為工作滿足是由工作的過程或經驗的體會，總體情感性反應，是一種參考架構的定

義獲得滿足的程度。員工將會根據工作構面、個人因素、工作本身等許多因素，來對

工作特性加以解釋與比較後，獲得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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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差距滿足定義： 

    以 Porter and Law1er (1968）、陳芳偉(2004)將工作滿足視為個人價值比較的差

距，認為工作滿足是取決於個人對其付出與報酬比例，或與他人比較所得公平的成受

差距。差距越小，滿意程度越高，反之，則滿意程度越高。是一種差距性定義。 

（四）多層次滿足定義： 

    工作滿足為個人對其工作各構面的情感反應的總和可稱為多元構面概念，注重工

作滿足具有多種構面，程度是取決於各種工作相關條件的滿足成受認為工作滿足的。

Haward(1998)、Yukl(1984)、梁丁財(2002)、王秋發(2007)、蘇裕祿（2008）將教師

工作滿足定義為教師在其工作多方面的環境因素，所產生的主觀滿意情形，以工作本

身、學校主管、受賞識感、工作夥伴、專業發展、待遇、責任、工作環境及安全感等

九個構面為衡量標準。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綜合以上學者的觀點，本研究認為教師工作滿足的內涵，包含內在 

滿足、外在滿足。本研究把工作滿足定義為：做喜歡的工作，把它做好，期望組織給

予適當的獎勵，在教學環境及升遷考核皆能得到滿意。工作滿足意味著對自己的工作

有著熱情與使命感，代表個人對於學校各構面的實質感受，個人的價值觀也會顯示不

同的情感反應。例如，如果學校老師認為，他們做了很辛苦的工作，但卻收到比較少

的回報，此時他們將可能會對工作、校長、同事以消極態度對待。 

    另一方面，如果他們感受很好，對於目前的感覺是合理的，他們很可能會產生積

極的工作態度。例如：對校長的行政領導、對學校環境的知覺、對工作本身、對工作

報酬等各構面滿足與否，都可能影響工作本身的滿足度。教師的成就若能得到承認和

讚揚，努力和意見也可得到重視，甚至感受到學校對他們的支持，學校尊重對待每個

工作人員，自然能擁有工作滿足感。 

三三三三、、、、工作滿足衡量構面工作滿足衡量構面工作滿足衡量構面工作滿足衡量構面    (引自王派土，2004) 

（一）工作說明量表(Job Descriptive Index)，簡稱 JDI 

    本量表由 Smith,Kendall和 Hulin(1969)等人編制而成，是用來衡量五個

構面的工作滿足度：工作本身、上司、薪資，同事與晉升機會。JDI每一量表可

以提供單一面向的分數，只針對受測者對工作評價，而非工作感覺描述。其中

工作本身、管理方式、關係與同事，各 18 子題，晉升、薪水構面，各 9子題。 

（二）工作滿意調查量表（Job Satisfaction Suevey）簡稱 JSS 

    此表是由 Spector 在 1985年編製而成。在信度方面，對 3067 位受試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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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測，並獲得良好的內部一致性；在效度方面，此量表與常用來描述工作的量

表如工作描述指標具有高度的相關。此量表將整體視作滿意區分為九個構面，

包括薪資、升遷、視導、酬賞、溝通、同事、上作性質、工作環境等內容（引

自余景達，2002 )。 

（三）工作診斷量表（Job Descriptive Survey）簡稱 JDS 

    由 Hackman 和 Oldham在 1975年共同編製完成，此量表主要是測量整體的

工作滿足度以及工作的具體方面的滿足度。整體工作滿足度從三個項度來測

量，包括通用滿足度（5 個項目）、內在工作動機（6 個項目）、成長滿足度（4

個項目）。（四）明尼蘇達滿足量表 MSQ（Minnesota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本量表是由 Dawis, Englans, Lofquist和 Weiss等人在 1967年研發而成，

受歡迎程度僅次於 JDI。分為長式量表（20 個分量表）和短式量表（3個分量表）。

每個分量表有 5 個題目，短式量表包括內在滿意度、外在滿意度和一般滿意度

三個分量表。國內學者吳靜吉、廖素華(1977)曾對此表加以翻譯，本量表因排

列，前後距離很遠，長式量表較短式量表所獲致的資料多，因此具有較佳的信

度與效度，比較可以測出受訪者的工作滿足程度。 

（五）教師工作滿足問卷（Teacher job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 

    Lester在1987 年編製，他認為教育工作環境與其他工作環境不同，所以此

問卷是針對學校教師在工作上的期望與知覺設計，幫助學校行政人員瞭解教師

對工作的滿意情形。量表共有66題，分成9個向度探討，如：1.薪資。2.責任。

3.工作本身。4.工作環境。5.視導。6.同事。7.保障。8.升遷與進修。 9.讚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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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工作滿足各構面整理 

        作者年代            

項度 

工作 

本身 

薪資

福利 

陞遷 

制度 

行政

領導 

人際

關係 

工作

環境 

A1-Nasr，Jassim (1999) ○ ○ ○  ○ ○ 

Mancuso， Joseph F.(1999) ○ ○ ○ ○ ○  

Jaacks，Holly Sheila(1999) ○ ○ ○  ○  

Newby. JoeAnn Erquhart (1999)  ○ ○   ○ 

Morgan，Oscar Harold (2000) ○ ○ ○  ○  

林雍智(2000) ○ ○ ○  ○  

尤雪娥(2001) ○ ○ ○ ○ ○  

王本賢(2001) ○ ○ ○ ○ ○  

余景達(2001) ○ ○ ○ ○ ○  

辛俊德(2002) ○ ○ ○ ○ ○ ○ 

陳明崇(2002) ○ ○ ○ ○ ○  

王派土(2004) ○ ○ ○ ○ ○ ○ 

胡素華(2004) ○ ○  ○ ○  

許麗秋(2004) ○ ○ ○ ○   

胡素華(2004) ○ ○  ○ ○  

李貞儀(2005) ○ ○ ○ ○   

周昌柏(2005） ○ ○  ○  ○ 

林秀琴(2006) ○ ○  ○ ○  

周世傑(2006) ○ ○ ○ ○ ○  

林秀琴(2006) ○ ○  ○ ○  

陳其樑(2009) ○ ○  ○ ○  

鄭卜仁(2009) ○ ○ ○ ○ ○ ○ 

總計 20 20 16 16 17 6 

小結: 

    綜合上述工作滿足的測量工具得知，隨著研究者看法各有不同，使用的測量工具

也不同，國內外已有許多研究使用上述量表來測量工作滿足，本研究將整理相關參考

文獻，以教師工作滿意所使用次數較多的構面，挑選出適合教育織的測量工具，做為

研究參考使用工具。由上述的相關文獻整理，工作滿足大約以工作本身、薪資福利、

升遷制度、人際關係、工作環境、行政領導這幾個項度作為施測工具機率比較多，因

學校組織較為特殊，本研究將以行政領導、學校環境、工作本身、人際關係、升遷制

度作為了解現行國民中學教師工作現況，本研究將以教師是否感到工作滿足為基準，

探討內部行銷策略與工作滿足的關聯，藉此了解是否影響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32 

四、工作滿足理論 

有關探討工作滿足的理論非常多，但皆未獲許多實證支持，Muchinsky (1990)曾

提出四種理論，包含:個人內在比較過程、人際比較過程、對抗過程理論、二因論。而

本研究將參考 Hanson(1991）在其教育行政及組織行為(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一書中，將工作滿意理論可分為二類：內容理論、過

程理論，前者重在激勵，注重促進動機的因素與內容，後者注重動機產生行為的過程。

此種理論為最多人所採用，因此本文將依此理論為基礎，研究探討。 

（一）內容理論 

1.需求層次理論: 

    由 Maslow（1954）提出，他是傳統主義者，認為工作滿足度是基於他的 5 層

模型的人的需要。他的主要概念為「需要」、「驅力」、「平衡」。他認為最低層

為生理需求，維持基本生活所需，如飲水，食物和住所。第二層為安全需求，免於

恐懼。第三層社交需求，對人際關係的歸屬感和認同感。第四層尊重需求，需要被

尊重及受人肯定。第五層在金字塔頂部預留了追求完美自我實現的需要，如個人低

層次的基本需要必須得到滿足之後，才會往在較高層次邁進。然而一旦基本需求得

到滿足，這些需求不再成為激勵個人的決定。 

2.ERG理論: 

    由 Alderfer（1969）提出，他提出了一種新的人本主義需要理論。他認為，

人們共存在 3 種核心的需要。1.生存（Existence）的需要；指個人生理與安全上

的需求。2.關係（Relationship）的需要；對於有正面意義社會關係及尊重的需求。

3.成長發展(Growth)的需要；個人追求自我實現與自我創造的需求。 因而這一理

論被稱為“ERG”理論。修正 Maslow需求層次的缺點，除了用 3種需要(生存、關

係及成長需求)替代了 5 種需要以外，他認為人在同一時間可能有不止一種需要起

作用；如果較高層次需要的滿足受到抑制的話，那麼人們對較低層次的需要的渴望

會變得更加強烈。 

3.成就動機理論: 

    由 David-C.McCelland(1966）提出，認為人們的需求因時間與環境的改變產

生重大影響並與組織管理因素息息相關，而發展出三個與人的工作態度有關。他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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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出影響人類行為動機的三種需要：1.成就需要（Need for achievement），希望

能成功地把事情做得更好或者更有效率地解決問題。2.親和需要（Need for 

affiliation）希望和他人建立友好親密的人際關係。3.權力需要（Need for power）

希望控制他人，影響他人的行為但不受他人控制。Luthans（1998）認為，動機是

是一個過程，是引發及刺激人們行動的一種方法，這使得員工更滿意，並致力於自

己的工作。不只以金錢為獎賞，還可善用其他的獎勵措施作為激勵因素，以期幫助

完成所需任務。 

4.雙因素理論： 

    由 Herzberg(1966)提出，認為人類的動機與滿足感是由兩因素來控制，激勵

及保健因素。激勵因素：趨於內向，與個人有相關的有五個因素。有成就、受賞識

感、工作挑戰性、升遷、個人與專業的成長。此五因素被證明可以激勵個人，進而

促進其滿足感，此類因子能夠增加工作滿足的因素，因此存在時會增加滿足感，不

存在時亦不會造成不滿。。保健因素：趨於外向，包含上級是否正確公平，工作環

境是否良好，與上級、同僚、部屬關係，個人生活、工作地位與工作的穩定度。這

些因素若無法達到期望，就會產生不滿足，因此稱之保健因素，此類因子能夠消除

不滿的因素，因此不存在時會造成不滿，但存在時亦無法增加滿足感。但由於兩個

因素是不同面向的東西，並不代表消除保健不滿足的因素，即可代表能激勵個人滿

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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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Herzberg 兩因素理論 

資料來源：秦夢群(2004)頁 389。台北，五南。 

 

（二）過程論 

1.差距理論： 

    由 Locke（1969）提出，認為個人的工作滿意是取決於其付出與所預期應得比

例之差距，如果沒有差距存在就會滿足，若實際得到低於期望則不滿足，若達到期

望則滿足。兩者間的差距，其差距愈小，滿意程度愈高；反之，滿意程度愈低。故

此為個人主觀期望所決定。 

2.公平理論： 

    由 Stacy Smith(1963)亞當斯的公平理論又稱社會比較理論，他認為個人的

工作動機來自同事間所產生的比較，由個人的報酬(薪水、升遷制度)和投入(經歷、年

資、學歷、努力程度)的比例，以主觀的比較二者是否相當，並適度取得平衡。 該理

論是研究人的動機和知覺關係的一種激勵理論，認為公平是激勵的動力理論，認為人

能否受到激勵不但受到他們得到了什麼而定，還要受到他們所得與別人所得是否公平

而定。認為當一個人做出了成績並取得了報酬以後，他不僅關心自己所得報酬的絕對

員工盡最大 

 努力工作 

滿足 

激勵因素 

成就 

工作本身 

認同感 

無滿足 

沒有不滿足 

對工作存著厭惡之

感，希望早日脫身 

不滿足 

保健因素

工作環境 

薪水工作

隱定性 

員工存著這只是一個

工作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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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而且關心自己所得報酬的相對量。因此，他要進行種種比較來確定自己所獲報酬

是否合理，比較的結果將直接影響今後工作的積極性。人們經由比較向己努力的結果

與他人努力的結果，而產生工作滿足，也就是個人會對本身的投入與走出做比較。(引

自智庫百科) 

3.期望理論： 

    由 Vroom(1963)提出，探討個人配合著環境的限制及自身的能力所追求順序的

複雜心理歷程。主要由三個概念組成：1.吸引力：工作中所獲得的可能結果或報酬，

是決定個人動機的第一步。2.期望：員工相信付出一定的努力之後，可以達到合理

的報酬，是行動-結果的聯結。3.實用性：工作達到一定水準就能得到預期結果的

程度，是結果-結果的聯結，也是最終的結果。簡言之，Vroom 的期望理論是吸引

力-期望--實用性三者關係的聯結，個人為達目標所產生的動機及行為，必須在三

者皆強實才會繼續。 

4.修正的期望理論： 

   由 Lyman Porter & Edward Lawler(1968)提出，認為人們的工作的動機是努力

之後，想像所期望獲得的報酬。可參考圖 2-4 的循環回饋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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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Poter-Lawler動機模式。 

資料來源：秦夢群(民 87)。 

小結： 

綜合上述六種工作滿足理論得知，公平理論、期望理論及差距理論皆以工作所預

期結果與實際所獲的差距做為未來付出的目標，差距愈小代表越接近所預期結果，工

作滿足愈大；付出的努力也越多；反之，則否。而雙因子理論、ERG 理論及需求理論

強調個體的需求層次愈高時，若得到激勵及心理構面受到重視，則工作滿足越高。以

上這些皆是工作滿足度的決定性因素，是影響教師的態度和表現，學校的是否成功經

營，工作滿足佔很大因素。所以，在學校組織的運作上，校長了解教師不同程度需求

的滿足，並針對教師的期望，激勵教師的工作動機，讓教師在工作中得到愉悅的情緒

反應，共同達成學校教育目標。 

五、有關與教師工作滿足有關之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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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滿足度是個人所抱持的感覺、感受，是一種主觀的價值判斷，接近自己的期

望值，則滿意度越高，可說是多元因素所造成的結果，以下列舉相關文獻實証研究說

明如下： 

（一）校長領導與工作滿足之相關研究： 

胡素華(2004)以台東縣公立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發現；兼任行

政職務之教師、研究所及師範、師院或教育院系背景教師、學校規模 6 班以下之

教師、年資超過 5年之教師其工作滿足其所知覺校長溝通行為、學校組織效能比較

高。教師工作滿足與學校組織效能呈現正相關。 

周昌柏(2005)以桃竹苗四縣市公立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發現；國小

教師知覺校長轉型領導、交易領導，工作滿足度均為中上程度。「校長轉型領導」

各層而與「教師工作滿足」各層有顯著正相關。國民小學校長「轉型領導」、「交

易領導」行為對整體「教師工作滿足」有聯合預測力。 

李貞儀(2005)以台南縣公立國民小學兼任行政教師為對象，研究結果發現，台

南縣國民小學校長轉型領導、互易領導及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工作滿足的表現情形屬

於中上程度。校長轉型領導互易領導與兼任行政職務教師的工作滿足具有正相關，

工作滿足也具正向預測效果。 

林秀琴(2006)以高雄市國民中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教師整體工作

滿足度屬中上程度，其中以人際關係最滿意，又以男性、資深、兼主任及已婚之教

師、24 班以下、校長到任年資 5 年以上之學校工作滿足度較高。國中小校長溝通

行為與教師工作滿足度、教師組織承諾有顯著正相關。校長溝通行為對教師工作滿

足度及教師組織承諾有預測作用。 

    柯雅欽(2006)以國小教師為對象，研究結果發現；國小校長運用轉型領導屬中

上程度，以「魅力鼓舞」最佳，教師工作滿足度屬中上程度，以「社會地位」感受

最高；且校長轉型領導行為愈明顯，則教師工作滿足度愈高。 

王秋發(2007)以台中縣公立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發現；校長教

學領導行為與教師作滿工作滿足度具有顯著之典型相關水準；校長教學領導行為與

教師工作滿足度具有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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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裕祿(2008)以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發現；台灣地區國小校長

領導模式其中以「高轉型、高家長式型」領導模式類型之整體教師工作滿足度最高。

在「工作本身」和「待遇」構面以高轉型、高家長式型」領導模式教師工作滿足度

較高。在「學校主管」和「受賞識」構面則以「高交易、高威權型」領導模式教師

工作滿足度較高。 

（二）學校本位與工作滿足之相關研究： 

    Goodin (1995)，研究結果發現；實施學校本位管理的學校，教師工作滿足程

度較高，但教師認為學校本位管理並不會影響其個別滿意與整體滿意，將學校本

位管理視為教育改革的一種形式。(引自余景達，2001)。 

林雍智(2000)以台北市公立國民小學教師為對象，研究結果發現，實施學校

本位管理越高，教師工作越滿意。而教師工作滿足向度以工作伙伴及成就感最為

滿意，教師工作滿足看法，會因性別、婚姻狀況、教育程度、職稱、服務年資、

同學校規模與學校歷史而有顯著差異。 

    余景達(2001)以中部四縣市國民小學教師為對象，研究結果發現；教師工作

滿足程度以同事關係和工作本身最佳。兼任行政職務及 13-48 班的國小教師，對

學校本位管理的實施程度感受較高。國小教師對教師工作滿足程度研究所畢業的

教師較一般大專或師院畢業的教師或到滿意，兼任行政職務教師較級任教師成到

滿意。 

（三）組織文化、組織承諾與工作滿足之相關研究： 

    王派土(2004)以桃園縣公立國民小學教師為對象，研究發現；桃園縣公立國

民小學教師對整體對學校組織文化的現況知覺良好，組織文化與教師工作滿足度

關係呈現正相關。年齡大的教師，任教年資深的教師，屬學校位在偏遠（特殊偏

遠）地區教師等對工作滿足度較高。  

 

（四）參與決策、心理契約與工作滿足之相關研究 

    辛俊德(2002)以中部地區國民小學為對象，研究研究結果顯示；中部地區國

民小學教師參與決定整體情況為「良好」，在教師工作滿足方面，以「工作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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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度之工作滿足度最高。 

    陳其樑(2009)以高雄縣中等學校為對象，研究結果顯示；高雄縣中等學校教

師「學校心理契約」整體表現屬於中上程度，其中「教師工作滿足度」整體表現

屬於中上程度，學校心理契約的情況愈佳，教師工作滿足度的情形也會愈佳、同

時以工作滿足度具有預測作用。 

表 2-6與工作滿足有相關的研究 

學者      對象    相關研究主題 顯著差異  預測力   現況                                   

林雍智(2000)  國小教師   學校本位         是                   

王派土(2004)  國中教師   學校組織文化     是          中上程度    

胡素華(2004)  國小教師   校長知覺行為     是                     

周昌柏(2005)  國小教師   校長轉型領導     是     是   中上程度          

李貞儀(2005)  小學兼任   校長交易領導     是     是              

              行政教師                                中上程度           

林秀琴(2006)  國中小教師 校長溝通行為     是     是    

                             組織承諾      中上程度 

柯雅欽(2006)  國小教師    校長轉型領導     是     是      

           組織創新                 中上程度           

王秋發(2007)  國小教師    校長教學領導  是                                       

蘇裕祿(2008)  國小教師   校長領導         是          中上程度       

陳其樑(2009)  中學教師   學校心理契約     是     是   中上程度 

     本文研究整理。 

表 2-7 工作滿足背景變項 

學者         對象                背景變項     顯著差異              

林雍智(2000)  台北市公立國民小學教師    性別   是                 

林秀琴(2006)  高雄市國民中小學教師      性別     是                    

蘇裕祿(2008)  國民小學教師              性別     是                  

林雍智(2000)  台北市公立國民小學教師    年資   是                 

林秀琴(2006)  高雄市國民中小學教師      年資     是                  

蘇裕祿(2008)  國民小學教師              年資     是                  

王派土(2004)  桃園縣公立國民小學教師    年資   是                  

林雍智(2000)  台北市公立國民小學教師    年齡   是                  

辛俊德(2002)  中部地區國民小學     年齡   是                  

胡素華(2004)  台東縣公立國民小學教師    年齡   是                  

蘇裕祿(2008)  國民小學教師              年齡   是                   

林雍智(2000)  台北市公立國民小學教師    職務   是                   

辛俊德(2002)  中部地區國民小學     職務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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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派土(2004)  桃園縣公立國民小學教師   職務   是                 

胡素華(2004)  台東縣公立國民小學教師    職務   是                   

李貞儀(2005)  國民小學教師              職務   是                

林秀琴(2006)  高雄市國民中小學教師      職務     是                  

林雍智(2000)  台北市公立國民小學教師    學歷   是                  

辛俊德(2002)  中部地區國民小學     學歷   是                  

胡素華(2004)  台東縣公立國民小學教師    學歷   是                  

余景達(2001)  中部四縣市國民小學教師    規模   是                  

辛俊德(2002)  中部地區國民小學     規模   是                   

胡素華(2004)  台東縣公立國民小學教師    規模   是                  

林秀琴(2006)  高雄市國民中小學教師      規模     是                 

朱淑子(2002)   國民小學教師    學歷   否                 

鄭全利(2003） 國民小學教師      學歷   否                  

謝月香(2003） 國小行政教師    學歷    否                  

鄭全利(2003） 國民小學教師      年資   否                   

謝月香(2003） 國小行政教師    年資    否                  

本文研究整理。 

小結: 

根據上述國內學者研究顯示校長領導與工作滿足度，大都顯示在中上程度，表示

校長領導對教師有正面影響；因此不論是轉型、交易、互易、教學等領導；校長的決

策決定了校園氣氛及教師工作滿足度。校長運用領導愈明顯，相對的教師工作滿足度

就愈高；因此身為第一線的教育領導者，更需注重教師工作滿足，教師才願意配合校

長的治校理念。若校長仍用法職權辦理學校，一切依法行辦事，強勢執行，則校園氣

氛越低迷，教師工作無法滿足；自然消極以對，導致無法推動校務。學校本位管理與

教師工作滿意兩者之關係密切，實施學校本位管理越高，教師工作越滿意， 其中以工

作伙伴及成就感最為滿意。 

因此不管是校長領導、組織文化、組織承諾、學校本位、兼任行政、決策參與、

以至心理契約與工作滿足度大致上都有正相關，且有預測力。從上述文獻研究得知不

同的背景變項如婚姻狀況、年齡、性別、服務年資、兼任行政、學校規模等因素皆會

影響教師工作滿足度。其中年資較長、年齡較大、兼任行政、研究所學歷、規模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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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校對工作滿足度較高。本研究也將以不同人口背景變項做為學校推動內部行銷策

略的參考依據，雖有學者認為背景變項不足以解釋工作滿足的變異量，但以校園組織

而言，在推行不同政策時，可以參考這些背景結構，做最好的規劃。本研究將以國中

教師為研究對象，探討內部行銷策略、工作滿足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間的關聯。 

 

第三節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理論與相關研究 

一、組織公民行為概念 

    最早出現的組織公民行為概念，事實上可以追溯到 Barnard(1938)在 

「The functions of the executive」一書中所提及的(Willingness to Cooperate)

是「想要合作的意願」，此種概念打破傳統思維。以往認為在組織裡大部分成員是不會

有合作的傾向，顧偏重個人觀感。但 Barnard則認為組織是每個人主動、願意服從、

合作而形成一個團體。它不僅超越契約限制也超越了經濟交換的觀點，此時開始有組

織公民行為。組織公民行為源自於個人期望去幫助他人或組織因為它是一種義務的概

念或傾向。所以，這種個人就被描述成為是一「好公民」。而 Katz(1964)意識到組織

公民行為是為組織效力的重要性，認為作為員工，除了履行自身角色的要求；也必須

從事超越他們責任範圍自發的活動，簡單說既是角色外行為。Katz(1964)與

Kahn(1966)共提出的觀點亦是組織公民行為主要的理論起源之一。以他們二位的觀點

認為，若要組織運作須具備三種基本行為： 

（一）員工被聘用且留在該組織中。(員工出席狀況，留職意願。) 

（二）員工被要求完成約定的角色為。(泛指角色內行為，組織所規範的行為。) 

（三）員工必須有超越角色要求的創新、自發性行為存在。(泛指角色外行為，不受 

      組織規範，是種自發性行為)。 

   此時雖然有一些很好的研究，但是“組織公民行為”的理論發展進展的相當緩慢。

緊接著 Roethlisberger與 Dickson(1964)在「Management and the worker」指出，

組織公民行為可區分正式組織與非正式組織。組織要完成目標，並不能完全依賴正式

組織，因為非正式組織所發揮的效用更勝於正式組織，它存在於各階層，更適合推動

政策來完成目標，所以合作為組織公民行為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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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 Katz (1964)以角色理論為出發點，認為組織公民行為區分為「角色內行為」

(internal-role behavior)與「角色外行為」(external-role behavior)。角色內行

為是指員工在正式合約內的工作範圍，角色外行為則是除了正式合約之外，員工為組

織自願超時工作而不計酬勞、並且自動協助同事完成任務。而組織公民行為是屬於角

色外的行為。 

    在 1983，Bateman 與 Organ合寫了一篇探討工作滿足和個人自發性工作意願關係

的文章「工作滿足感與好士兵」，正式將這些自發性行為定名為「公民行為」。1988 年

Organ 認為此概念主要是以組織為研究焦點，因此將其改稱「組織公民行為」並發表

同名專書，自此，稱之為組織公民行為。 

發展至此，Somech 與 Drach-Zahavy（2000）則認為角色外行為（extra-role 

behavior）有三項特色：1.非角色內行為亦非正規工作應該做的。2.角色外行為應該

具有多面向的本質。3.角色外行為應該有利於組織。(引自李雯智，2008) 

   因此，組織公民行為無需由正式機制的組織提供額外資源，但卻是改革進程的成功

至要關鍵。 

二、定義 

（一）一般的組織公民行為意涵 

    Graham（1991）認為組織公民行為乃一切員工角色內與角色外有利組織的正面行

為，其中包括組織成員正面的角色內行為與角色外行為。 

     林鉦棽（2000）指員工分內所應該負起之任務，稱之為「工作本份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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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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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公民行為是一種特殊類型工作行為被定義為個人行為，其行為是有利於該組

織，自由裁量行為，能有效提升組織效能。組織公民行為不直接或在正式明確的獎勵

制度範疇，這些行為是個人自願且不計酬勞的選擇，組織公民行為被認為對組織及工

作團隊是有重要影響，有它是有助於整體組織的生產力。組織公民行為通常定義為自

由裁量行為，促進有效運作的組織。 

二、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定義 

(一) 形成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引自黃柏勳，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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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形成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資料來源:黃柏勳(2003)。 

階段一： 

    教師知覺到需要，不管是組織需要獲自身需要，有感受到需要，然後才會接著作

下一個步驟，進行認知的判斷。 

階段二: 

    教師作認知判斷影響教師判別是否表現組織公民行為的因素經驗的歸納。 

階段三： 

    教師從教師知覺到需要，需經過個人、情境、求助者和文化等因素的交互作用後，

教師在組織才有判斷的依據，進而形成決定與策略，此時可判別是否表現組織公民行

為。 

階段四： 

    教師表現組織公民行為最後，教師的認知思維若是肯定的，而採以外顯的方式，

產出組織公民行為，有益的行為則教師將不再侷限於內在的心理歷程，表現出利人利

己或者是增進學校組織效能。 

 (二)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定義 

表 2-8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定義 

國內外學者 定義 

Robbins(2001) 組織公民行為係指員工在正式工作要求之外，所從事的自願的、無

條件的行為。因此它是超越正式角色行為之外。 

Williams and 

Diefendorff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影響了學校的核心，因為它涉及到額外的角色行

為，教師自願幫助同事任務，並與他人協同工作。 

教師知覺到 

需要 

教師認知 

判斷 

教師形成

決定 

教師表現組

織公民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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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02） 

黃柏動（2004） 教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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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行為非但有益於特殊他人，更有助於學校效能與效

率的提升。 

曾進發(2004) 組織成員在組織未明文繩定且未給予獎勵與報酬的情形下，自發性

的表現出對整個組織或其他成員有貢獻的行為，而此行為有助於組

織績效的提升。 

周怡君(2006) 組織成員在組織契約外，主動表現出有利組織的創新行為。 

謝勝宇(2007) 組織公民行為可以定義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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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自發性行為。 

蔡家媛(2007) 成員在非正式的規定章程下，自發性地表現出創新、合作與利他的

社會行為，有助於組織有關的直接、問接關係人之具體行為。 

陳慧穎（2007） 學校教師在非基本工作要求條件下所表現的自發性行為，此行為非

但超越學校要求標準、有益於特殊他人，更有助於學校效能與效率

的提升。 

李雯智（2008） 是超越責任、規範或契約外之角色外行為或是行為結果有利於他

人、團體或整體組織的效能。 

李佳穎(2010)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可定義為：教師在組織未明文規定、非原本工作

的要求及未涉及薪酬獎勵之下，為了組織與他人利益，除完成本身

工作外，亦能自動表現出超越組織要求標準且有利於組織運作與績

效的各種行為。 

李玉美(2010) 組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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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種自發行為。 

本研究整理。 

小結： 

綜合上述學者之定義及歸納出的四個要點： 

1.非正式組織行為：不假規範與外力的強迫，這種行為超越本職的要求，而且不在組

織正式獎賞規範之內，乃是個人自由抉擇。 

2.超越正式及角色內的行為：是自發性的組織公民行為不被正式契約所規範的行為，

它是自動自發性，員工是否願意做，取決於自身。所以，此種行為不在組織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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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未記載於僱傭雙方簽訂契約之中。 

3.互助行為組織：它是主動協助他人的行為，在未被要求的情形下，組織成員仍然在    

  下班後為了工作繼續留在組織；或是在非工作要求的情況下，協助同事處理困難的   

  事務。所表現的行為主動、積極、溫暖、正向。 

4.個人自我要求：表現出超越組織要求標準且利於組織的行為，所表現的行為為自 

  主、自我管理、自我要求，非正式組織所要求，而且無正式酬勞，也非角色內行為。 

     因此，綜合以上論點發現組織公民行為運用於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定義並無顯著

的不同，因此融合專家學者對組織公民行為定義的看法，本研究就將教師組織公民

行為定義為：是一種甘心做，歡喜受的行為，因為學校是不會獎給予獎勵，一切是

自動自發別無所求，並且主動協助同事完成任務，提升學校效能。 

三、組織公民行為理論基礎 

    Bateman 與 Organ (1983）在建立組織公民行為的概念時，就指出組織公民行為

的理論基礎來自社會交換理論（social exchange theory)，隨著後續不斷的研究發展，

陸續又有學者提出不的看法，如 Morrison 與 Robinson (1995）提出心理契約 

( psychological contract）觀點，Stacy Adams (1963)的公平理論(Equity Theory),

本研究將以此做為教師組織公民行為理論依據，相關內容簡述如下： 

（一）社會理論基礎(Social exchange theory) 

由 Homans(1958)提出，社會交換理論源自於 1950 年代，主要假設「人是理性」

的，在與其他人互動之前，每個人會盤算利害得失。另外 Blau(1964)他認為社會交換

只是人類行為的一部分，大部分人是以社會交換為考慮，但並不是所有的人類行為都

是如此。他認為許多事物及行為模式應該依互惠且均有代價，只有透過與他人互動才

能達到，因此產生了付出和回報的平衡交換行為。在人際關係中，人們會謹慎衡量進

行交換的代價和後果，進而理性選擇最具吸引力的事物。 

Organ（1990）則認為社會交換理論已不同於經濟交換，信任是發展社會交換關係

最重要的關鍵，它是激發成員展現出非角色內的行為的動力。因此，若員工察覺到自

己和組織的關係是社會交換，此時成員期待社會報酬互相交換。因為從彼此可從相互

交往中，通過交換得到了某些需要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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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pp與 Cropanzano（2002）認為社會交換，也是指人際間的互動行為，它是一種

交互過程，在此過程中雙方皆參與並交換有價值的資源，而人們只有在覺得交換關係

具吸引力時，才會繼續與對方互動。 

（二）心理契約(Psychological contract) 

1.起源與定義： 

一般的契約是指雇主與原工雙方所定立的工作內容，勞雇皆依據內容規範、

約束雙方的行為，一切依契約所規定，它是勞資雙方不可欠缺的依據。 

Schein (1965）認為心理契約泛指個人與組織的相互期待，個人在默默在自

己心理訂了一個契約，以此貢獻給組織，希冀組織能針對個人期望而能及時提供

配合。雖然這不是有形的契約，但卻發揮著有形契約的作用。他認為員工的期望

雖然無法在任何正式合約中顯現，但卻是一股強而有力的影響因素。例如:雇主

希望工人能維護組織的形象且愛護組織，員工則期望能工作穩定而不被資遣。 

 

Van Dyne 等人（1994）認為契約關係泛指當個體與組織有共同承諾、價值觀

及擁有互信基礎，此時彼此關係會更緊密、更信任，此層關係促使互惠的形成。 

   在此契約關係中，個體需服從、正向積極而且忠誠地參與組織的活動。組織則以關 

   懷體貼，包容支持為回報。 

    Robbins 與 Morrision(1995)以從心裡契約的角度出發，認為組織公民行為

係指超越員工與雇主契約協議的所有行為。 

    許道然(2001)指出心理契約和商業契約不同，心理契約不以文字呈現，而且

也沒有經過具體的協商。它純粹是一種心理狀態，尤其是指成員的期望和信念。 

2.EAR迴圈 

    所謂 EAR迴圈，是指心理契約建立（Establishing，E階段）、調整(Adjusting，

A階段）和實現（Realization，R階段）的過程。 

    在 E階段：建立，企業應瞭解員工的期望，建立一個合理預期，促使其趨同

預期而努力工作。 

    在 A階段，心理契約建立在對企業未來預測的基礎上，企業與員工溝通，高

層的及時溝通能降低員工的心理負擔，降低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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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R階段，企業應及時考察實現程度，瞭解員工的合理預期是否實現。 

尚未實現的是源自員工的能力問題，還是企業方面的原因。這樣一系列問題找到

答案以後，企業就將隨著員工進入下一個階段的 EAR迴圈。 

簡而言之，雖然“心理契約”只存在於員工的心中，但它的無形規約，能使企業

與員工在動態的條件下保持良好、穩定的關係，使員工視自己為人力資源開發的

主體，將個體的發展充分整合到企業的發展之中。所以，只有充分把握心理契約，

參與員工 EAR迴圈過程的始終，企業才能創造出永遠充滿活力的組織。(引自 MBA

智庫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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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研究者自編。 

 

 

圖:2-6 EAR迴圈。研究者自編。 

（資料來源： MBA智庫百科） 

民 99年 9月 20日，取自： http://wiki.mbalib.com/zh-tw/ 

 

 (三) 平等理論(Equity Theory) 

Stacy Smith(1963)亞當斯的公平理論又稱社會比較理論，他認為個人的工作動機

來自同事間所產生的比較，由個人的報酬(薪水、升遷制度)和投入(經歷、年資、學歷、

努力程度)的比例，以主觀的比較二者是否相當，並適度取得平衡。該理論是研究人的

動機和知覺關係的一種激勵理論，認為公平是激勵的動力理論。 

此理論說明了員工不僅關心自己的利益得失，同時也在意它人的得失。因此，除

了水平比較(同事)也包括和（上級）垂直比較。他們是以相對付出和相對報酬全面衡

量自己的得失，若差異太小無法激勵部屬動機，太大則會引起抱怨。因此分配合理性

常是激發人在組織中工作動機的因素和動力。 

小結： 

綜合以上所述，以社會交換理論觀點來看，運用人與人互動，人類的來往原本一

種相互交換的過程，它展現個體社會或經濟交換。若學校校長以真誠相待，教師與行

政又能和諧相處，教師則自願交換時間、體力、智力，這種相互交換的過程，會引發

教師表現其組織公民行為，因為校長、主任和教師建立了社會交換關係的緣故。既然

建立建立建立建立    

EEEE    

調整調整調整調整    

AAAA    

實現實現實現實現    

RRRR    
企業應瞭解員工的期望， 

建立一個合理預期，促使其

趨同預期而努力工作。 

企業與員工溝通，高層的及

時溝通能降低員工的心理

負擔，降低負面影響。 

 

企業應及時考察實現程

度，瞭解員工的合理預期是

否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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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交換關係，學校若能從心理契約的角度切入，滿足教師的需求與期望，此時教師與

學校建立了信任與承諾關係，自然會為學校願景目標全力以赴，這也另一種組織公民

行為。若以協同關係切入學校機構，當教師對學校有情感基礎，且產生對學校的價值

承諾與互信關係，此時教師會心甘情願的為學校、學生犧牲奉獻，此時對於學校政策

的改變，也能正向看待，更樂於參與學校活動。因此，協同協同關係概念亦可視為另

一種教師組織公民行    

四、組織公民行為構面 

從過去的文獻發現國內外學者對於組織公民行為的構面，各提出各 

自不同的觀點，從文獻中亦可發現，學者們雖因其研究對象及需求不同，但內涵及核

心概念確相似，現就依學者們對組織公民行為構面的區分方式，分別介紹如下，並於

列表 2-9，2-10整理於后，以利對照。由上述構面說明及構面彙整表可知，組織公民

行為乃是由多構面共同衡量而成，歸結上述學者的看法，綜合以上整理可知，在過去

的研究文獻中，有關一般組織公民行為構面的分類，看法不一。 

（一）單構面的學者及其包含的構面內容有，Bateman 和 Organ（1983）、DiPaola和

Tschannen-Moran (2001)、Feather 和 Rauter(2004)等人以組織公民行為為主。 

（二）雙構面的學者及其包含的構面內容有，Posdakoff and Machen 和 Hui(1990)以

利他行為、服從行為為主。Willams 和 Anderson(1991)，則以利於組織內個人

的公民行為、利於組織的公民行為。Posdakoff和 Mackenize(1993)以公民道德、

運動家精神為主。Smith, Near 和 Organ（1983）以利他助人、一般順從為主。

Nguni, Sleegers,和 Denessen( 2006)則以利他、順從為構面內容。 

（三）三構面的學者及其包含的構面內容有 Van Dyne（1994）以服從、忠誠、參與。

Walz和 Niehoff (1996)，以公民道德、運動家精神、利他主義。Colemand and 

Borman(2000)以人際間公民行為、組織公民表現、恪守本分為其構面內容。陳

啟東(2005)、陳慧穎(2007)以認同組織、協助同事、堅守本分為主。蔡家媛(2006)

以敬業守法、認同組織、堅守本分為構面內容。 

（四）四構面的學者及其包含的構面內容有 Graham（1991）以人際互助、個人主動力、

個人勤奮、忠誠支持。周怡君(2006)以關懷學校、敬業守法、尊重體制、自我

充實。謝勝宇(2007)、李玉美(2010)以敬業守法、認同組織、協助同事、不生



 

 50 

事爭為主。 

（五）五構面的學者及其包含的構面內容有資源。Organ（1988）以利他助人、恪守本

分、禮貌、運動家精神、公民美德。Farh,Earley 和 Lin(1997）以認同公司、

協助同事、人際和諧、勤勉審慎、保護公司。Somech 和 Ron(2007)以利他、刻

苦精神、禮貌、公民美德、恪守本分。胡雅棠(2008)以敬業守法、尊重體制、

認同組織、協助同事、自我充實。呂旺澤(2009)以關懷學校、敬業守法、尊重

體制、協助同事、自我充實。 

（六）六構面的學者及其包含的構面內容有曾進發(2004)敬業守法、工作標準、認同

組織、協助同事、不生事爭、自我充實。許道然(2006)以敬業、樂群、守分、

忠誠、參與、熱心。 

（七）多構面的學者及其包含的構面內容有 Podaskoff 和 Mackezie(2000)以助人行

為、運動家精神、組織忠誠、組織服從、個人動性、公民道德、自我發展。鄭

燿男(2002）以關懷學校、公私分明、敬業守法、工作標準、尊重體制、認同組

織、協助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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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組織公民行為(國外學者) 

學 者 

構 面 內 容 

組

織 

公

民 

公

民

美

德 

利

他

助

人 

禮

貌 

運

動

精

神 

堅

守

本

分 

忠

誠 

服

從 

參

與 

人

際

公

民 

Bateman 和 Organ

（1983） 
○          

Smith, Near 和

Organ（1983） 
  ○     ○   

Posdakoff, 

Machenize,和 

Hui(1998) 

  ○    ○ ○   

Williams 和 

Anderson(1991) 
○        ○ ○ 

Walz & Niehoff 

(1996) 
 ○ ○  ○      

Farh,Earley 和 

Lin（1997） 
  ○       ○ 

Netemeyer, 

Boles, Mckee 和 

McMurrian(1997) 

 ○ ○ ○ ○      

Organ(1988) ○ ○ ○ ○ ○      

Coleman 和 

Borman（2000） 
○     ○    ○ 

DiPaola & 

Tschannen-Moran 

(2001) 

○          

Feather 和 

Rauter(2004) 
○          

Nguni,Sleegers, 

Denessen( 2006) 
 ○      ○   

總計 6 4 6 2 3 1 1 3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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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組織公民行為(國內學者) 

學 者          

構 面   

關

懷

學

校 

公

私

分

明 

敬

業 

守

法 

工

作

標

準 

尊

重

體

制 

認

同

組

織 

協

助

同

事 

不

生

事

爭 

自

我

充

實 

堅

守

本

分 

人

際

利

他 

鄭燿男

(2002） 
○ ○ ○ ○ ○ ○ ○     

曾進發

(2004) 
  ○ ○  ○ ○ ○ ○   

朱鴻薇

(2004) 
○  ○ ○ ○  ○     

黃柏勳

(2004) 
○  ○  ○  ○  ○   

陳啟東

(2005) 
     ○ ○   ○  

田怡甄

(2005) 
○  ○ ○   ○    ○ 

周怡君

(2006) 
○  ○  ○    ○   

蔡家媛

(2007) 
  ○   ○    ○  

謝勝宇

(2007) 
  ○   ○ ○ ○    

陳慧穎

(2007) 
     ○ ○  ○   

周宛蓉

(2008) 
           

呂旺澤

(2009) 
○  ○  ○  ○  ○   

胡雅棠

(2009) 
  ○  ○ ○ ○  ○   

呂旺澤

(2009) 
○  ○  ○  ○  ○   

李玉美

(2010) 
  ○   ○ ○ ○    

總計 6 1 11 4 6 8 11 3 6 2 1 

本文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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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由上述構面說明及構面彙整表可知，在過去的研究文獻中，有關一般組織公民行

為構面的分類，看法不一。這些可以做為衡量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理論依據，就教師

組織公民行為構面，看法也分歧，有的仍沿用一般性組織公民行為評量工具，針對教

師為施測對象，再經因素分析所得，而非專門針對教師實際工作發展建構出來的，因

此，就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而言，本研究將上述構面做一統整，發現以吳政達(2005)參

考 Colemand and Borman所發展的研究工具最合適，分別為公民表現、人際利他行為

及恪守個人本分三個構面。將以共同衡量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一）組織公民表現： 

    指教師能支持維護、捍衛學校形象，積極參與學校活動及會議，且能依照學

校的規範或程序作事、凡事以正向態度以對。即使學校處於劣勢，仍然沒有調往

他校的想法。主除此之外，還能主動提出建設性方案等對整體學校有利之行為。 

（二）人際公民表現： 

    指教師能主動協助他人，能致力於有利學校同事的行為及提供適當幫助給需

要的同事。對於學校的規範或政策能夠配合遵循。為使學校進步，能在程序上、

行政上、或學校經營上提出建議。並且在工作上付出比別人較多的心力。 

（三）工作恪守本分： 

    指教師能主動表現出超過學校要求標準的行為，並能盡早規劃，及善用時間

充實自我。並可以協助同事處理個人的事務，也能和學校同事合作無間地完成工

作。對於會議及活動能盡職參與、自願參與非分內的工作或任務，也會用額外的

努力來安排工作計畫。 

五、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相關研究 

（一）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校長領導相關織研究 

1.校長領導風格、行為、特質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相關織研究 

    王鳳美(2005)以國民中學校教師為研究對象，其研究結果顯示；高雄市校長「高

關懷高倡導」領導風格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呈顯著正相關。教師所表現的公民組織

行為，會因教師的性別、服務年資、職務及學校規模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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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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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光炤(2007)以高雄市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其研究結果顯示；高雄市國小教

師對校長領導特質知覺、知覺組織效能、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屬中上程度；校長越能

展現領導特質，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組織效能則越佳。年長、資深及兼任主任或組

長的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知覺較高。校長領導特質、組織公民行為對組織效能有顯

著的預測力。 

    王娜玲(2008)以台北市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其研究結果顯示；臺北市國小教

師高度表現組織公民行為，校長領導行為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有正相關；可高度解

釋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不同學校規模教師沒有顯著的差異，不同教師服務年資、學

校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表現有差，但是，不同教師性別的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沒有差

異。 

    黃馨儀(2007)，北部五縣市國中教師為對象，其研究結果顯示；北部五縣市國

民中學教師對校長轉型領導及組織公民行為之覺知皆為中上度。不同年齡、服務年

資、教育程度、擔任職務在組織公民行為表現上有所差異，而教師之不同性別、身

份、學校規模在組織公民行為表現上則無差異。 

    朱嘉芳(2008)以高雄縣國民中學教師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顯示；對校長轉型

領導有良好的評價，學校效能整體表現屬於中上程度，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整體表現

情形良好。男性、年長、兼任行政職務、鄉 鎮地區與偏遠地區的國民中學教師對

校長轉型領導有高度知覺。年長、資深與兼任行政職務的教師知覺到較佳的組織公

民行為。校長轉型領導、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對學校效能具有預測作用。  

    呂旺澤(2009)，以國小教師為對象，研究結果顯示教師性別與年長的教師、兼

任行政職務的教師在相關變項有正向的顯著差異存在組織公民行為與轉型領導、組

織承諾呈正相關。 

    羅淑慧(2009)以桃園縣國小公立國小教師為對象，研究結果顯示；校長轉型領

導行為表現、互動表現、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表現，居於中上的程度。校長轉型領導

程度越高，則教師互動及組織公民行為表現程度越高；教師互動程度越高，則教師

組織公民行為表現程度越高。校長轉型領導與教師互動能有效的預測教師組織公民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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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雅棠(2009)以台南市國中教師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顯示；在校長服務領導

量表的知覺、教師的組織公民行屬中上程度，並呈現不同年齡、教育程度、現任職

務之台南市國中教師在教師組織公民行為量表的知覺有顯著差異，其中以「51 歲

以上」、「研究所以上畢業（含四十學分班）」、「教師兼行政」的教師知覺較高。但

不同性別、服務年資、學校規模之台南市國中教師在教師組織公民行為量表的知覺

則無顯著差異。 

    劉春成(2009)以彰化縣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顯示：彰化縣國

民小學校長轉型領導、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行為表現為中上程度。不同背景變項之國

民小學教師在國民小學校長 整體轉型領導行為與各構面之知覺上約半數有差異存

在。不同背景變項之國民小學教師在整體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各構面之表現約半數

有差異存在。國民小學校長轉型領導可激發教師展現組織公民行為。 

    吳育新(2010)以雲林縣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顯示；雲林縣國民

小學教師對校長轉型領導、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知覺程度屬中上程度，教師所知覺

校長轉型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間具有顯著正相關，校長轉型領導程越高，教師

組織公民行為越高。在不同 個人變項之年齡、服務年資及擔任職務在教師組織公

民行為上具有差異；性別及學歷在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上則無差異，不同學校背景變

項之學校規模與學校地區在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上均無差異。 

2.校長分佈式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相關織研究 

    王瓊滿(2010)以竹苗地區教育人員為對象，研究結果顯示；以竹苗地區教育人

員所知覺校長分佈式領導、學生學習表現、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為中高程度。年齡

51 歲以上與擔任校長的教育人員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知覺程度較高。校長分佈

式領導透過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對學生學習表現有高解釋力。 

    劉瑞珠(2010)以新竹縣、市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顯示：國民小

學教育人員能中高程度知覺分布式領導，知覺分布式領導越高，則對教師組織公民

行為之知覺也越高。國民小學分布式領導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預測力不高。不同年

齡與職務教師所表現的組織公民行為達顯著差異。其中主任所知覺到的分布式領導

顯著高於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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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校長道德、仁慈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相關織研究 

    周怡君(2006)，以台南縣市高雄縣市國民小學教師為對，研究結果顯示；校長

仁慈領導、德行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各構面和整體皆呈顯著正相關，教師多能

表現組織公民行為。學校規模以 13-24 班表現最高。另兼行政工作及男性教師在組

織公民行為表現上較其他老師為佳。 

    林加惠(2008)以花蓮縣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顯示；花蓮縣國民

小學校長道德領導、學校建設性文化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整體現況良好。教師組

織公民行為會因教師背景變項及學 校規模之不同而有差異。校長道德領導與教師

組織公民行為有顯著正相關存在。 

    錢偉慈(2010)以新竹市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顯示；教師對校長仁慈

領導知覺程度最高，對校長威權領導知覺程度最低。教師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知覺

程度會因最高學歷、服務年 資、擔任職務及學校地區不同而有差異。教師對校長

威權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知覺程度呈現負相關，對校長仁慈領導及德行領導與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知覺程度呈現正相關。 

4.校長魅力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相關織研究 

    高俊卿(2009)以台北縣市國中教師為對象，研究結果顯示；教師對校長魅力領

導的知覺及組織公民行為的自覺表現因為教師的性別、年資、職務、年齡、學校規

模的不同而有所差異。男性教師、私立國民中學、規模 24 班以下的國民中學教師

對校長魅力領導知覺感受及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表現最高。校長魅 力領導表現越高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越高。 

5.校長服務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相關織研究 

    簡世川(2009)以高雄縣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顯示；國小教師知覺校

長整體服務領導、組織公民行為現況良好，其中以民主開放表現最佳。男性、年齡

51 歲以上、服務年資 21 年以上、兼任主任職務、學校規模 12 班以下的國小教師

組織公民行為較高。國小校長服務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呈現顯著正相關，也具

有預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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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如明(2010)以屏東縣國小教師為對象，研究結果顯示；國民小學校長服務領

導、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學校效能屬中上程度。年長、資深、擔任主任職務的教師，

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學校效能感受程度較高。校長服務領導、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對學校效能有顯著的預測力。  

6.校長多元策略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相關織研究 

    李佳穎(2010)以新竹市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顯示：新竹市國民

小學校長多元領導策略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整體表現良好，教師對組織公民行為的

自覺表現會因為教師的服務年資、職務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各構

面與校長多元領導策略皆呈顯著正相關。 

7.校長第五級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相關織研究 

    張婉君(2009)以桃園縣教師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顯示；校長第五級領導」、「學

校效能」、「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間，呈顯著正相關。教學年資較長、學歷較高、

教師兼主任、任教學校規模較小及學校地點在鄉、鎮者，其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較高。

校長及教師在校長第五級領導、學校效能之整體及各分構面上達顯著差異，且校長

對於校長第五級領導及學校效能之知覺均高於教師。 

8.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相關織研究。 

    鐘晨芳(2007)以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研究結果顯示；國民小學教師大部分能

高度知覺校長教學領導行為，且在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上有高度表現。不同性別、教

育程度、服務年資與學校規模之教師所展現的組織公民行為達顯著差異。師知覺校

長教學領導越低，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表現就越低。 

（二）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組織承諾、組織信任、組織學習、組織公平、組織

溝通相關之研究 

    羅國誠(2006)以台北縣國中教師為調查對象，研究結果顯示：台北縣國民中學

組織學習情況尚稱良好，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良好，年輕教師、擔任行政職務教師，

在組織學習的知覺情形較佳。國民中學組織學習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有密切關係存

在，即組織學習越好，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也越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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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國隆(2007)以新竹縣、市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顯示；新竹縣、

市國民小學教師有高度的組織承諾、組織公民行為表現，組織公民行為表現會因年

齡、婚姻狀況、職務及學校地區而有差異。學校組織氣候、織承諾愈高愈開放，教

師組織公民行為表現愈佳，而且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有顯著預測效果。 

    謝勝宇(2007)以高雄縣國民中學教師為對象，研究結果顯示；高雄縣國民中學

組織文化、學校效能整體表屬於中上程度，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整體表現屬於情形良

好。男性、年長、高學歷、資深、兼任行政職務知覺到較佳的組織公民行為。 

    張英儒(2009)以嘉義縣國民中學教師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嘉義縣國民中學

教師組織信任與組織公民行為具有正相關，且組織信任對組織公民行為具有預測

力，兩者之間具有因果關係，整體表現均屬中等程度。 

    謝為任(2009)以雲嘉地區公立國民小學教師為調查對象，研究結果顯示；雲嘉

地區公立國民小學教師知覺「組織溝通」「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展現，整體而言

皆屬中上程度。 

    孫行易(2010)以臺北縣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結果顯示；臺北縣國民小學

組織結構、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現況均屬於良好等級。不同學校規模與學校地區之

教師在知覺國民小學組織結構，並無顯著差異存在。不同學校規模、學校地區、性

別、年齡、教育程度、服務年資、擔任職務之教師在知覺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均達

顯著差異。 

（三）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角色認同之相關研究 

    游韻靜(2006)以台北市立國民中學教師為對象，研究結果顯示國民中學教師對

其教師角色認同與組織公民行為表現均不高；教師年齡、服務年資、擔任職務在教

師角色認同與組織公民行為表現上有顯著差異。教師角色認同與組織公民行為有顯

著正相關。 

（四）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之相關研究 

    高仕杰(2008)以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結果顯示；桃園縣國民小學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屬於高度表現，年長、資深、兼任行政職務，研究所畢業教師的

組織公民行為表現顯著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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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俊昇(2010)以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為對象，研究結果顯示；桃園縣國民小學

教師參與行政決定、學校效能之知覺屬於良好程度，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知覺屬優

良程度。「20年以上年資」、「研究所學歷」、「教師兼主任」之教師其教師組織公民

行為的知覺較高。 

    江淑瑰(2010)以宜蘭縣國小教師為對象，研究結果顯示；宜蘭縣國小教師對於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屬中上程度的認同，教師學校效能整體表現屬於中上程度認同。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中介效果顯著，校長領導風格，透過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影

響，提升學校效能。 

    李玉美(2010)新竹地區國民中教師為研究對象，結果顯示；以新竹地區國中教

師對組織公民行為、學校效能、整體學校創新經營現況知覺程度為中上。教師組織

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創校 10以內的學校表現較佳。組織公民行為，男性高於女性，

年資 5年以內的教師表現較佳，學歷以一般大學畢業的教師表現普遍較高，職務以

兼任行政最佳，年齡以 41歲以上的教師表現最佳。國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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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創新經營對組織公民行為、學校效能具

有預測力。 

（五）國外期刊論文之相關文獻 

1.國外期刊論文之相關研究 

 （1）Nguoi、Sleegers 與 Denessen (2006） 

   以坦尚尼亞公立小學 545 位教師為研究對象。 

   結果發現：轉型領導對於教師的工作滿足、組織承諾與組織公民行  

   為有顯著的影響，轉型領導是透過教師工作滿足去影響組織承諾與組 

   織公民行為。 

 （2）Oplatka (2006）針對 50 位教師、10 位校長及 50位行政長官為對象。 

   研究結果，指出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展現有利於學生、同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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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相關研究 

學者           對象      相關主題    顯著  預測力       現況              

黃馨儀(2005) 國中教師 校長領導  是              中上程度            

游韻靜(2006) 國中教師 角色認同  是        劣等程度            

周怡君(2006) 國小教師 校長領導  是          良好程度             

蔡家媛(2007)   國小教師 工作價值  是            良好程度             

鍾晨芳(2007) 國小教師 教學領導  是         優等程度             

錢偉慈(2007) 國小教師 威權領導  否                                 

謝勝宇(2007) 國中教師 組織文化  是    是   中上程度               

朱嘉芳(2008) 國中教師 校長領導  是    是                           

高仕杰(2008) 國小教師 學校效能  是              優等程度                

高俊卿(2009) 國中教師 魅力領導  是           中上程度             

張婉君(2009) 國中教師 第五級領導  是                                    

胡雅棠(2009)   國中教師 校長領導  是      中上程度                    

張英儒(2009) 國中教師 組織信任  是   是      中等程度             

吳育新(2010)   國小教師 校長領導  是         中上程度                                              

王瓊滿(2010) 教育人員 分佈式領導  是   是    中上程度                           

李佳穎(2010) 國小教師 多元領導  是             良好程度               

李玉美(2010) 國中教師 學校效能  是      中上程度               

江俊昇(2010) 國小教師 學校效能  是          良好程度               

吳育新(2010)   國小教師 校長領導  是         中上程度                   

陳如明(2010) 國小教師 服務領導  是    是     中上程度                  

劉瑞珠(2010) 國小教師 分佈式領導  否      否                           

藍光劭(2010)   國小教師 校長領導  是      是    中上程度                  

謝為任(2010) 國中教師 組織文化  是         中上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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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人口、環境變項整理比較 

學者      性別   年齡     年資    職務    學歷   規模              

黃馨儀(2005)              是   是             是                      

游韻靜(2006)    是   是    是                               

周怡君(2006) 是         是     是              

蔡家媛(2007) 是         是     是              

鍾晨芳(2007) 是   是       是                      

錢偉慈(2007)    是      是     是                                                                 

謝勝宇(2010)   是   是      是  是   是                 

丁英哲(2008)    是   是    是        是                

朱嘉芳(2008)    是   是    是                             

高仕杰(2008)              是   是    是  是                     

高俊卿(2009) 是         是    是    是     是               

張婉君(2009)       是    是  是   是                        

胡雅棠(2009) 否   是   否    是  是    否                     

王瓊滿(2010)    是                                            

李玉美(2010)  是          是   是                             

李佳穎(2010)       是        是                 

江俊昇(2010)       是    是  是                     

吳育新(2010) 否                 是    是  否                     

藍光劭(2010) 是   是      是     是              

謝為任(2010)                      是    是                              

陳如明(2010)    是      是                           

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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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從上述文獻整理，發現校長領導能力越高則組織公民行為越高，亦呈正相關。領

導者風格與組織成員的組織公民行為有相關，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組織承諾、組織信

任、組織學習、組織公平相關之研究亦是正相關，並且有顯著差異，教師人格特質與

心理契約實現的交互作用對組織公民行為也有顯著影響。領導者服務領導行為會因為

交換關係、需求滿足、影響組織成員的組織公民行為。組織公民行為對學校效能、組

織承諾、校長領導有預測力。 

    從上述文獻探討發現性別、年齡、年資、職務會影響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教師的

年齡越大，服務年資較久之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表現也越高，男性比女性更展現組織

公民行為，擔任行政職務之教師有較高的組織公民行為，其中以主任為最。黃馨儀(2007)

以北部五縣市國中教師為研究對象，結果顯示，教師之不同性別、身份、學校規模在

組織公民行為表現上則無差異。劉瑞珠(2010)研究結果，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對分佈式

領導沒有預測力，也需再做進一步探討研究。由此可知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大都會影響

到學校組織整體運作，而校長的作為確實會影響一所學校經營的成敗，所以教師對領

導者的內部行銷策略的覺知，是否會影響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也需再做進一步探討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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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學校內部行銷策略、工作滿足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相關研究 

    目前國內有關內部行銷之相關研究，仍以服務業(例如:航空業、量販店、娛樂業、

銀行業、保險業)等為最。研究結果顯示內部行銷與顧客導向行為兩者之間確實存在顯

著的關係，本研究整理內部行銷、工作滿足、組織公民行為之間的關係。 

壹、內部行銷與工作滿足間之關聯性 

    Arnett，Laverie and McLane(2002)實證研究得知，內部行銷工對作滿足有正向

影響，顯示企業透過內部行銷的作為可提昇員工的工作滿足程度，進而使得員工展現

出額客導向行為。Hwang and Chi (2005）以台灣境內 359 位員工為研究對象，探討

內部行銷、工作滿足，發現企業多從事內部行銷的行為對提昇員工之工作滿足有正向

影響。(引自戴昌慶(2008)。) 

    康譽瓊(2001)，以證券營業員為對象，研究結果顯示；員工對公司內部行銷作為

知覺與其工作滿足有正向因果關係，具預測力。證券營業人員工作滿足呈現高度正相

關。 

    王翠品(2002)以連鎖娛樂事業為對象，研究結果顯示；內部行銷作為中「教育訓

練」、「管理支持」、「內部溝通」、「人力資源-管理指導」的滿意度愈高，工作滿足愈高，

且離職傾向愈低。內部行銷作為中「外部溝通」的滿意度愈高，工作滿足愈高，且離

職傾向愈低。 

    郭振生(2003)以國民小學教師為對象，研究結果顯示；內部行銷導向直接正向影

響工作滿足。 

    簡竹屏(2004)以台灣電力公司、中華電信及台彎大哥大等公司為對象，研究結果

顯示；內部行銷會正向影響員工之顧客導向及員工之工作滿足。 

    葉世明(2004)。以玉山商業銀行為例，研究結果顯示；員工對對企業內部行銷滿

意度愈高，其工作滿足程度愈高內部行銷可提高員工工作滿足。員工對對企業內部行

銷滿意度愈高，其顧客導向行為表現愈高具有顯著正相關。 

    齊德彰 (2004)。以臺灣國際觀光旅館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顯示；驗證了內部顧

客導向、工作滿足與工作績效等變數間的正向影響關係，亦驗證了內部市場導向、工

作滿足與工作績效等變數間的正向影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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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皓(2005)以東森電視台員工為對象，研究結果顯示；內部行銷對工作滿足與組

織承諾具有顯著影響工作滿足對組織承諾正相關，而無顯著影響。 

    林忠家(2005)以壽險業為對象，研究結果顯示；薪資、福利、推廣活動或是無形

的關懷、溝通等方面推動內部行銷活動時，若員工內部行銷知覺的認同程度高，則對

於員工之工作滿足程度越高。 

    劉洸良(2006)以彰化縣國民小學教師為對象，研究結果顯示；內部行銷、工作投

入與工作滿足呈顯著相關，亦有正向顯著性的影響，內部行銷、工作滿足與工作投入

三變數間皆呈顯著相關。 

    張世平(2006)以國泰世華銀行台中地區員工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顯示；員工對

於銀行實行內部行銷作為的認知程度會對員工工作滿足度造成顯著性的影響。 

    游冠蓉(2006)以高職學校教師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顯示；高職學校內部行銷作

為的實施程度仍顯不足，與教師工作滿足有相關。 

    吳俊明(2007)以國防部所屬員工為對象，研究結果顯示；顯示內部行銷策略的推

動對員工工作滿足確實有高度正向影響，員工的工作滿足之成就越高，將會高度正面

影響國防自主政策的成效。 

    楊証朝(2007)以台中地區高中職學校為對象，，，，研究結果顯示；內部行銷、工作滿

足與組織承諾之相關性中，各變項之間均呈現出正向之關係性。內部行銷對於組織承

諾具有其解釋力。 

    黃瑞昌(2008)以台北市日本工商會法人會員為對象，研究結果顯示；內部行銷對

工作滿足具有關係與影響。工作滿足對組織承諾具有關係與影響。工作滿足對顧客導

向具有關係與影響。內部行銷對顧客導向具有關係與影響。 

    黃翠玲(2009)以台中縣公立國小正式教師為對象，研究結果顯示：結果顯示國民

小學之教師內部行銷知覺、工作士氣、工作滿足均在中上程度，內部行銷知覺與工作

滿足有顯著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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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內部行銷與工作滿足相關研究 

 學者   對象           正向相關      預測力                        

康譽瓊(2001)   證券營業員   是   是                   

王翠品(2002)   連鎖娛樂事業  是                                 

王銘傑(2004)   警察    是                                       

郭振生(2004)   國民小學教師  是                                       

葉世明(2004)   玉山商銀行員  是                                        

齊德彰(2004)   觀光旅館人員  是                         

薛皓  (2005)   東森電視台員工  是                                      

劉洸良(2006)   國民小學教師  是                         

張世平(2006)   銀行行員   是                                       

游冠蓉(2006)   高職學校教師  否                                       

陳岳男(2006)   國小教師   是                                       

吳俊明(2007)   國防部所屬員工  是                         

楊証朝(2007)   高中職學校教師  是                         

黃瑞昌(2008)   工商會法人會員  是                                        

黃翠玲(2009)   國小教師   是                            

本研究整理 

小結： 

    從研究文獻中可以得知工作滿足感係指人們透過工作經驗所傳遞的情緒反應。一

般企業如證券營、連鎖娛樂事業、銀行業、台灣電力公司、中華電信及台彎大哥大、

國防工業等研究報告發現內部行銷策略與工作滿足有顯著正相關。內部行銷與不同年

齡、年資、性別、兼任行政職務、學校性質、學校類型的教師對學校內部行銷作為的

知覺有顯著差異，其內部行銷導向直接正向影響工作滿足。內部行銷對於組織承諾具

有其解釋力，由研究結果驗證了內部行銷、工作滿足有正向影響關係，組織推動內部

行銷的策略越落實，越能高度正面影響工作滿足的執行成效。貳、工作滿足與組織

公民行為之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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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liams 和 Anderson(1991)以117位碩士學分班成員為研究對象， 

研究顯示；工作滿足與組織公民行為呈顯著正相關，工作滿足是預測組織公民行為的

重要因子。 

    Pamell and Crandall(2003）以埃及 114位企業經理為樣本，探討國家文化對組

織因素的影響，結果也證實工作滿意度會正向影響組織公民行為。 

   林信雄（2003）以國營企業為對象，研究結果顯示；工作滿足感將不會影響到組織

公平性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的關聯性。 

胡正孝(2005)以國中小教師為調查對象，研究結果顯示；工作滿足度與組織公民

行為之間具有中等程度正相關。教師工作滿足中的教學環境構面 滿意程度越高 教師

的組織公民行為則越高 

    黃瓊玉(2005)以台中地區高中職學校為對象，，，，研究結果顯示；工作滿足與組織公

民行為有顯著正相關，表示當員工的工作滿足愈高時，其展現組織公民行為愈多。 

    陳威揚(2006)以漢揚公司內部派遣人員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顯示；轉換型領導、

工作滿足與組織公民行為，彼此均具有顯著正相關性。 

    游明益(2007)以彰化縣國小教師為對象，研究結果顯示；工作滿足對組織公民行

為有直接正向預測力。 

    邱嘉品(2009)以台灣國民中學教師為對象，研究結果顯示；國中教師之工作滿足、

組織公民行為與組織承諾現況均屬「中上程度」。不同背景變項之國民中學教師在工作

滿足、組織公民行為與組織承諾上有顯著性差異存在。國中教師之工作滿足、組織公

民行為與組織承諾間均有顯著正相關。 

    張添唐(2009)以台北市高中教師為調查對象，研究結果顯示；臺北市高中教師組

織公民行為屬於中上程度，工作滿足度屬中上程度。不同性別、學歷之臺北市高中教

師在知覺校長服務領導、組織公民行為上無顯著差異。不同性別、職務之高中教師在

教師工作滿足度上無顯著差異。臺北市高中教師知覺校長服務領導、教師工作滿足度

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有顯著相關；並且有預測力。 

小結： 

    從研究文獻中可以得知不同背景變項之國民中學教師在工作滿足、組織公民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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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顯著性差異存在。不同年齡、年資與收人將會與工作滿足感有顯著的相關性。工作

滿足與組織公民行為有顯著正相關，表示當員工的工作滿足愈高時，其展現組織公民

行為愈多。透過工作滿足的部份中介效果，對組織公民行為產生影響。工作滿足對組

織公民行為有直接正向預測力，員工在安全愉悅的情緒下比較容出現利他行為，傳遞

組織公民行為。過去針對工作滿足與組織公民行為間的研究，已有多數的實證發現兩

者間存在顯著的關聯性，但林信雄（2003）以國營企業為對象，卻有不一樣的驗證，

工作滿足感將不會影響到組織公平性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的相關性，因此本研究想加

以深入了解工作滿足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是否有正相關極顯著差異，並加以驗證做為

學校行政單位參考。 

參、內部行銷與組織公民行為間之關聯性 

    李宜珍(2002)以半導體員工為調查對象，研究結果顯示；內部行銷、員工工作滿

足分別與員工顧客導向的大多數構面呈顯著正相關。 

    朱玉敏(2004)以台南捐血中心員工為受測對象，研究結果顯示；不同職類別的員

工對內部行銷作為認知有差異。內部行銷作為確實能對組織公民行為產生影響。 

    賴燕美(2005)以嘉義市警員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顯示；組織公平、內部行銷面

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心理契約及專業承諾對組織公民行為皆有正面影響。 

    黃俊傑(2005)以屏東縣縣立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顯示；屏東縣縣

立國民小學教師內部行銷、師組織公民行為屬中上程度。內部行銷愈積極，組織公民

行為的展現愈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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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構面最能預測組織公民行為。 

    王志翔(2006)以天下雜誌 2006年公佈五百大服務業與一千大製造業為主要抽樣

的對象，研究結果顯示；內部行銷會透過知覺組織支持對組織公民行為產生影響。內

部行銷會對組織公民行為產生直接與間接影響。 

    陳榮松(2007)以國內具有合併經驗及組織改造經驗的金融為對象，研究結果顯

示；內部行銷對組織公民行為具有正向的顯著影響，另在主管之領導風格對於內部行

銷與組織公民行為具有正向的效果。 

    戴昌慶(2008)以銀行行員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顯示；工作滿足會正向影響組織

公民行為。 

    童靖玉(2008)以台中縣國民中學教師為對象，研究結果顯示；內部行銷對組織公

民行為具有顯著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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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宜真(2009)以基隆市國中小行政人員為對象，研究結果顯示；員工之內部行銷

知覺對心理賦能有顯著的影響。表示員工在內部行銷知覺訴求認同度越高時，其對心

理賦能之影響程度也會隨之提高。內部行銷對服務導向組織公民行為有正向影響。 

    黃雯菁(2009)以北部地區護理人員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顯示；內部行銷正向影

響工作滿足。但內部行銷對於組織公民行為影響並不顯著，工作滿足對於組織公民行

為影響並不顯著。 

王錦木(2010)以台中縣國民小學為例，研究結果顯示；台中縣國民小學教師之內

部行銷、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效能均在中上程度。不同現任職務之國民小學教師

所知覺的內部行銷有顯著性 差異。不同年齡、現任職務之國民小學教師所知覺的教

師組織公民行為有顯著性差異。內部行銷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有顯著正向影響。 

    黃麗蓉(2010)以新竹科學園區高科技產業研發人員為對象，研究結果顯示；員工

之工作價值觀對關係內部行銷策略有正向且顯著之影響，內部行銷策略對人格特質、

工作價值觀與組織公民間有正向且顯著之效果。 

表 2-14 內部行銷與組織公民行為相關研究 

學者            對象          正向相關     預測力                

李宜珍(2002)      半導體員工       是                

朱玉敏(2004)      捐血中心員工      是                

劉嘉雯(2004)      高科技研發人員      是   是                

林忠家(2005)      壽險業員工       是                   

廖婉鈞(2005)      銀行員工    是                               

賴燕美(2005)      嘉義市警員       是                               

黃俊傑(2005)      國民小學教師      是                               

陳榮松(2007)      金融機構    是                 

戴昌慶(2008)      銀行行員    是                               

童靖玉(2008)      國民中學教師      是       是                   

林宜真(2009)      國中小行政人員      是                               

黃雯菁(2009)      護理人員    否                               

王錦木(2010)      國小教師    是                             

本文研究整理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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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內外研究報告比較少有研究探討內部行銷策略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間的關

係，整理國內相關文獻發現內部行銷策略與組織公民行為間存在顯著的影響關係，藉

由內部行銷推動，使員工對於顧客表現出自發性且有利於組織的公民行為，因此本研

究欲針對內部行銷策略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間做相關的研究探討。從各相關背景因素

與組織公民行為的研究結論顯示：年齡越高、已婚、學歷較高、職位較高者，小型學

校、偏遠地區組織公民行為的表現較高，而且內部行銷策略與組織公民行為也呈現正

相關及預測力，但是部分研究結果並未支持，黃雯菁(2009)以北部地區護理人員維研

究對象，結果顯示內部行銷對於組織公民行為影響並不顯著，因此仍待繼續研究驗證。 

由此可知，若希望教師們能在正式角色的義務之外，互助合作、自動自發地從事

對組織有利的行為，可透過內部行銷的方法達成，希望學校能在重視學生、家長之餘，

也不要忘了學校的基本要素「教師」，同樣將教師視為內部顧客，傾聽其需求且善待之，

以共創三贏的局面。可見組織若希望員工能在正式角色的義務之外，自動自發地從事

對組織有利的行為，藉由提升工作滿足、推動內部行銷策略達成主動協助的教師組織

公民行為。 

肆、 內部行銷、工作滿足與組織公民行為間之關聯性 

    劉嘉雯(2004)以某一高科技公司之研發人員為對象，研究結果顯示； 人力資源部

門內部顧客滿意、員工工作滿足與組織公民行為有正向影響；內部顧客滿意對組織公

民行為與工作滿足三者間皆有關聯性。 

    林忠家(2005)以壽險業為對象，研究結果顯示；內部行銷知覺對服務導向組織公

民行為會正向影響，工作滿足對內部行鎖知覺與服務導向組織公民行為具有正向影

響，因此這三者間具有關聯性。 

    廖婉鈞(2005) 以職工為對象，研究結果顯示；內部行銷對工作滿足與組織承諾有

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工作滿足與組織承諾也對組織公民行為有顯著正向關係。可見組

織若希望員工  能在正式角色的義務之外，自動自發地從事對組織有利的行為，可透

過能提升工作滿足與組織承諾的內部行銷方法達成。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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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內外研究報告比較少有研究探討內部行銷策略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間的關

係，整理國內相關文獻發現內部行銷策略與組織公民行為間存在顯著的影響關係，藉

由內部行銷推動，使員工對於顧客表現出自發性且有利於組織的公民行為，因此本研

究欲針對內部行銷策略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間做相關的研究探討。內部行銷策略與組

織公民行為呈現正相關及預測力，但是部分研究結果並未支持，黃雯菁(2009)以北部

地區護理人員維研究對象，結果顯示內部行銷對於組織公民行為影響並不顯著，因此

仍待繼續研究驗證。 

從研究文獻中發現，劉嘉雯(2004)、林忠家(2005)、廖婉鈞(2005)的研究結果顯

示內部行銷、工作滿足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確實有關聯性，由此可知，若希望教師們

能在正式角色的義務之外，互助合作、自動自發地從事對組織有利的行為，可透過內

部行銷的方法達成，希望學校能在重視學生、家長之餘，也不要忘了學校的基本要素

「教師」，同樣將教師視為內部顧客，傾聽其需求且善待之，以共創三贏的局面。可見

組織若希望員工能在正式角色的義務之外，自動自發地從事對組織有利的行為，藉由

提升工作滿足、推動內部行銷策略達成主動協助的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因此學校於行銷過程中，莫忽略內部行銷的重要性，若希望教職員工能在正式角

色的義務之外，自動自發地從事對學校有利的行為，此時內部行銷知覺越高，工作滿

足則越高，進而提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而本研究也將以此為依據，探討國民中學內

部行銷策略、工作滿足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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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章將分以下各個節加以說明之：第一節研究架構；第二節研究假設；第三節研

究對象；第四節為測量工具；第五節研究步驟流程與資料分析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故本研究以內部行銷策略為自變項、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依變項，並以工作滿足度

為可能中介變項，另加入人口及環境變項為控制變項，再根據研究架構圖，首先瞭解

不同背景變項（教師的性別、年齡、服務年資、擔任職務、教育程度，以及學校規模

等六項）的國民中學教師對內部行銷策略的認知以及工作滿足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

現況與差異情形。其次，分析以內部行銷策略、工作滿足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三者之

間整體與各構面的相關情形後，並探討內部行銷策略、工作滿足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整體與各構面的解釋力。 

  

圖:3-1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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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變項 

    （一）性別：分為男、女。 

    （二）年齡：分為 30歲（含）以下、31-40 歲、41-50 歲、51 歲（含）以上。 

      (三）最高學歷：分為研究所（含研究所 40 學分班結業）、師大或師院（大學 

           部）、 一般大學、其他。 

      (四）服務年資：分為 5 年（含）以下、 6-10 年、11-15 年、16-20 年、21 年 

          （含）以上。 

      (五）擔任職務：分為教師兼主任、教師兼組長、導師、專任教師。 

      (六）學校規模：分為 12 班（含）以下、 13-48 班、49 班(含）以上。 

二、內部行策略 

     (一)教育訓練 (二)管理者的支持 (三)建立溝通機制 (四)激勵與成長。 

三、工作滿足 

     (一)工作本身 (二)學校環境 (三)行政領導 (四)升遷制度 (五)人際關係。 

四、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一)人際間公民表現 (二)組織公民表現 (三)恪守工作本分。    

第二節  研究假設 

    根據上述研究架構，以及從文獻中歸納進而作出的假設命題如下： 

假設假設假設假設 llll：：：：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的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的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的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的認知認知認知認知對對對對其其其其工作滿足工作滿足工作滿足工作滿足具有具有具有具有預測力預測力預測力預測力。。。。    

    假設 l-1：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認知之各構面對工作滿足各構面具有預測力。 

假設 l-2：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認知之各構面對整體工作滿足具有預測力。 

假設假設假設假設 2222：：：：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的認知對其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的認知對其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的認知對其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的認知對其教師教師教師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具有預測力組織公民行為具有預測力組織公民行為具有預測力組織公民行為具有預測力。。。。    

假設 2-1：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認知之各構面對組織公民行為各構面具有預測

力。 

假設 2-2：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認知之各構面對整體組織公民行為具有預測力。 

假設假設假設假設 3333：：：：國中教師工作滿足對其組織公民行為具有預測力國中教師工作滿足對其組織公民行為具有預測力國中教師工作滿足對其組織公民行為具有預測力國中教師工作滿足對其組織公民行為具有預測力。。。。    

假設 3-1：國中教師之工作滿足各構面對組織公民行為各構面具有預測力。 

假設 3-2：國中教師工作滿足之各構面對整體組織公民行為具有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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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假設假設假設 4444：：：：不同不同不同不同人口變項人口變項人口變項人口變項之教師在之教師在之教師在之教師在內部行銷策略內部行銷策略內部行銷策略內部行銷策略認知認知認知認知、、、、工作滿足工作滿足工作滿足工作滿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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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上上上    

                            有顯著差異有顯著差異有顯著差異有顯著差異。。。。    

假設 4-1：不同人口變項之教師在內部行銷策略認知上有顯著差異。 

假設 4-2：不人口變項與工作滿足有顯著差異。 

假設 4-3：不同人口變項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有顯著差異。    

假設假設假設假設 5555：：：：不同不同不同不同學校規模變項與內部行銷策略學校規模變項與內部行銷策略學校規模變項與內部行銷策略學校規模變項與內部行銷策略、、、、工作滿足工作滿足工作滿足工作滿足、、、、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有顯著差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有顯著差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有顯著差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有顯著差    

                            異異異異。。。。    

假設 5-1：不同學校規模變項與內部行銷策略有顯著差異。 

假設 5-2：不同學校規模變項與工作滿足有顯著差異。 

假設 5-3：不同學校規模變項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有顯著差異。 

假設假設假設假設 6666：：：：國民中學教師內部行銷策略和工作滿足感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有聯合預測力國民中學教師內部行銷策略和工作滿足感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有聯合預測力國民中學教師內部行銷策略和工作滿足感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有聯合預測力國民中學教師內部行銷策略和工作滿足感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有聯合預測力。。。。    

第三節  研究對象 

一一一一、、、、抽樣學校的抽取抽樣學校的抽取抽樣學校的抽取抽樣學校的抽取    

 本研究是以北部學校，包含宜蘭縣、基隆市、新北市、台北市、桃園縣、新竹縣、

新竹市之公立國民中學合格教師為研究之母群體(不含完全中學國中部)，依據教育部

99學年度的資料顯示宜蘭縣、基隆市、新北市、台北市、桃園縣、新竹縣、新竹市，

共有 254所國民中學。 

二二二二、、、、抽取校數及人數分配抽取校數及人數分配抽取校數及人數分配抽取校數及人數分配    

    依據學校規模以分層比例叢集抽樣，依學校規模大小加以分類並隨機取樣。根據

國民教育法第三條規定，大型學校規模以不超過 48 為主。再參考國中輔導活動設備標

準組距：分為 12班以下、13～24 班、25～36班、37～48 班、49班以上。再依固定的

比例從各校規模抽取適當數量的樣本學校以作為調查的對象。12 班以下之學校有 49

所，佔學校總數的 19％ ,13-24 班之學校數有 41所，佔學校總數的 17% ,25-36班以

上的學校有 50 所，佔學校總數的 19%，37-48 班以上的學校有 38 所，佔學校總數的

15%，49 班以上的學校有 76 所，佔學校總數的 30%，共抽取 83 所，抽取校數如下表

3-1。 

 



 

 74 

表 3-1 北部七縣市國民中學學校規模 

 12 班以下 13～24 班 25～36 班 37～48 班 49 班以上  

 校 

數 

抽 

取 

校 

數 

抽 

取 

校 

數 

抽 

取 

校

數 

抽 

取 

校

數 

抽 

取 

總

數 

抽

取 

宜蘭縣 7 2 6 2 6 2 1 1 3 1 23 8 

基隆市 2 1 4 1 4 1 2 1 1 1 13 5 

新北市 8 2 6 2 10 3 13 4 27 9 64 20 

台北市 8 2 12 4 11 3 8 2 21 7 60 18 

桃園縣 6 1 8 2 11 3 10 3 20 7 55 19 

新竹縣 14 4 4 1 5 1 3 1 1 1 27 8 

新竹市 4 1 1 1 3 1 1 1 3 1 12 5 

總校數 49 13 41 13 50 14 38 13 76 27 254 83 

三三三三、、、、研究樣本的選取研究樣本的選取研究樣本的選取研究樣本的選取    

研究樣本的選取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包含導師、教師兼組長及教師兼主任等。依據 

1976 年 Sudmal 的建議，一般以人為對象的調查研究，如果是全國性研究，其平均樣

本人數約在 1500 人至 2500 人之間為適宜；地區性研究，則平均樣本人數約在 500 

人至 1000 人之間較為適合（引自吳明隆、徐金堂，2005，吳佳玲 2007）。 

在問卷的發放上，以比例抽取適當的受訪人數，12班以下每校發出問卷 6份，填

答者包括（兼任）主任 l 名、（兼任）組長 2名和教師 3 名；13-24 班每校發出問卷

8份，填答者包括（兼任）主任 1名、（兼任）組長 2名和教師 5 名；25～36班每校

發出問卷 10 份，填答者包括（兼任）主任 l名、（兼任）組長 2名和教師 7名；37～

48 班每校發出問卷 12 份，填答者包括（兼任）主任 l 名、（兼任）組長 2名和教師 9

名；49班以上每校發出問卷 12 份，填答者包括（兼任）主任 2 名、（兼任）組長 3

名和教師 9名，共發出問卷 856份各校教師抽樣比例如表 3-2所示。 

表 3-2依學校規模抽取問卷人數 

    抽取樣數      12 班以下、13～24 班、25～36 班、37～48 班 、49 班以上        

    主任          1   1   1   1    2      

    組長          2   2   2   2    3           

    教師          3   5   7   9    9             

    每校人數         6   8  10     12    14             

    總抽校數          13     13  14     13    27            

                 78     104  140    156   378            

           共抽取 85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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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回收樣本分析回收樣本分析回收樣本分析回收樣本分析    

本研究以北部七縣市之公立國民中學教師為研究對象，共發出問卷 856 份，回收

772 份，去除無效問卷 62 份，總共有效回收問卷數 710 份，有效回收率為 83.3％。將

有效樣本之回收情形整理如表 3-3所示。 

表 3-3樣本回收統計 
學校規模 

縣市別 樣本回收 
12 以下 13-24 25-36 37-48 49 以上 小計 

發 出 份 12 16 20 12 14 74 

回 收 份 數 12 14 18 12 12 68 

有 效 份 數 11 12 16 12 12 63 
宜蘭縣 

有效回收率 91% 75% 80% 100% 85% 85% 

發 出 份 數 6 8 10 12 14 50 

回 收 份 數 6 8 10 11 12 47 

有 效 份 數 6 8 9 9 12 44 
基隆市 

有效回收率 100% 100% 90% 75% 85% 88% 

發 出 份 數 12 32 30 24 98 196 

回 收 份 數 12 24 27 22 84 169 

有 效 份 數 12 23 25 22 80 162 
臺北市 

有效回收率 100% 71% 83% 91% 81% 83% 

發 出 份 數 12 16 30 48 126 230 

回 收 份 數 12 16 30 43 112 213 

有 效 份 數 12 14 27 41 105 201 
新北市 

有效回收率 100% 88% 90% 85% 87% 87% 

發 出 份 數 6 16 30 36 98 186 

回 收 份 數 6 14 20 36 84 160 

有 效 份 數 6 10 20 33 82 151 
桃園縣 

有效回收率 100% 65% 67% 92% 84% 81% 

發 出 份 數 24 8 10 12 14 68 

回 收 份 數 24 6 10 12 14 66 

有 效 份 數 21 6 10 12 12 61 
新竹縣 

有效回收率 88% 75% 100% 100% 86% 88% 

發 出 份 數 6 8 10 12 14 60 

回 收 份 數 6 8 10 12 14 60 

有 效 份 數 6 7 10 12 12 57 
新竹市 

有效回收率 100% 88% 100% 100% 86% 95% 

總 共 發 出 78 104 140 156 378 856 

總回收分數 78 91 130 146 327 772 

有 效 份 數 74 80 120 127 309 710 
合計 

有效回收率 95% 77% 86% 81% 83%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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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3-3 回收統計情形可得知，以學校所屬縣市來看，以新竹市 95%為最高，有

效問卷平均回收率大約是 83%，若以學校規模來看，整體而言，規模在 12班以下的學

校，其有效問卷回收率 95 %最佳，而規模在 13-24 班的學校，其有效問卷回收率 77%

最低。 

第四節  測量工具 

本節用所的測量工具，以內部行銷策略、工作滿足、教師組織公民為做為依據共

分為操作型定義、衡量工具、填答及計分方式。 

一一一一、、、、內部行銷策略變數操作性定義內部行銷策略變數操作性定義內部行銷策略變數操作性定義內部行銷策略變數操作性定義    

（一）本研究關於內部行銷策略之操作性定義 

參照整理之文獻，可歸納為：組織視員工為內部顧客，誠心對待，並透過

訓練、激勵、支持、 溝通等行銷概念來影響員工，使其認同組織目標、願景。 

（二）內部行銷策略衡量工具 

    由於目前尚未有一完整有效衡量內部行銷之問卷量表，因此本研於內部行

銷策略所採用之問卷，將以陳岳男(2006)所編製「國小校長內部行銷策略量表」

為依據。 

陳岳男(2006)主要參考李是惠（2002）修訂 Conduit、Mavondo而所編製之「內部  

行銷作為量表」為參考依據，並參酌沈洸洋（2002）所編製之「非營利組織內部行銷

問卷」、康譽瓊（2002）所編製之「內部行銷作為量表」及郭振生（2003）所編製之內

部行銷導向量表，內部行銷策略區分為：訓練、支持、溝通、激勵四個構面。藉以分

別了解教師對認知內部行銷策略每一構面之得分情形。 

1.信度： 

由陳岳男(2006)所編制量表證明本問卷在信度方面，支持構面.896、激勵構面

為 0.891、溝通構面為.891、訓練構面為.897，整體構面為.910，各構面之 Cronbach    

αααα    均高於 0.8，整體表現 Cronbach    αααα亦高達 0.9，若以 0.5≦Cronbach α係數＜

0.7很可信（最常見），Q > 0.7屬於高信度值；則此量表內部一致性相當高，具有

很高的信度。以此做為正式問卷，期望藉此研究瞭解國民中學內部行銷策略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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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效度： 

    由陳岳男(2006)所編制量表經因素分析後發現，各構面之因素變異量及總變異

量，支持構面 33.778%、激勵構面 17.348%、溝通構面 9.495%、訓練構面 5.874%，

累積總變異量 74.98%，因此得知在問卷效度方面，所有題項之因素負荷量皆大於

0.5，且其各構面之特徵值皆大於 l，表示本問卷有良好之建構效度。 

(三)填答與計分方式 

問卷之計分方式採用 Likert式五點量表計分方式。受試者依個人知覺與感

受，針對本問卷之各問題，擇一選填。其選項分「非常符合」、「大多符合」、「有

點符合」、「大多不符合、「非常不符合」等五個選項。計分方式從「非常符合」

到「非常不符合」五個評點連續量，分別給 5 分、 4 分、 3 分、 2 分、 l 分。

各構面分別計分，最後計算各構面及總量表的平均數越高，表示教師所覺知內部

行銷策略程度越高。 

二二二二、、、、工作滿足變數操作性定義工作滿足變數操作性定義工作滿足變數操作性定義工作滿足變數操作性定義    

（一）工作滿足操作性定義： 

    是指工作者對工作本身工作與環境及整體工作認為應得與實際獲得的報酬

差距，所產生的情感知覺之反應，包括內在滿意：滿意度的原因與工作本身有

密切的關係，即個人是由工作本身所得到的滿意程度。外在滿意：與工作本身

並無直接的關係，包含薪資福利、高層的領導風格、及與同事間的和諧關係、

良好的工作環境。 

（二）工作滿足衡量工具 

    本研究配合上述定義，將採用林秀琴(2006)所編製「教師工作滿足量表」，

其量表係依據國內外學者對工作滿足之觀點，將其分為「行政領導」、「工作報

酬」、「工作本身」、「人際關係」及「學校環境」五個構面。林秀琴(2006)參考

黃裕敏（2003）的「國民小學教師工作滿足度調查問卷」、胡素華（2004）的「國

民小學教師工作滿足度量表」及其自身的教學行政經驗編製而成。期望藉此研

究瞭解國民中學教師的工作滿足度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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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度 

    林秀琴(2006)所編製「教師工作滿足度量表」證明本問卷在信度度方面，行政

構面為 0.95、學校環境為 0.89、工作本身 0.90、人際關係為 0.86、工作本身為.82，

由此可證明本問卷在信度方面，各構面之 Cronbach    αααα    均高於 0.8，整體表現

Cronbach    αααα亦高達 0.9，Q > 0.7屬於高信度值；因此此量表內部一致性相當高，

具有很高的信度。以此做為正式問卷，期望藉此研究瞭解國民中學教師工作滿足之

現況。 

2.效度 

    林秀琴(2006) 所編製「教師工作滿足度量表」經因素分析後發現各構面之因

素變異量及總變異量，行政領導 21.78%、學校環境 17.05%、工作本身 15.06%、人

際關係 9.55%、工作報酬 9.54等五個因素作為分析，累積解釋總變異量為 72.98%。

表示本問卷有良好的建構效度。 

(三)填答與計分方式 

    預試問卷之計分方式採用 Likert 式五點量表計分方式。而量表中題目皆為

正向題，受試者譯一填答，受試者依個人知覺與感受，針對本問卷之各問題，擇

一選填。其選項分「非常符合」、「大多符合」、「有點符合」、「大多不符合、「非

常不符合」等五個選項。計分方式從「非常符合」到「非常不符合」五個評點連

續量，分別給 5 分、4 分、3 分、2 分、l 分。各構面分別計分，最後計算總

一量表的平均數，各構面及總量表的平均數越高，表示教師滿足程度越高。 

三三三三、、、、組織公民行為操作性定義組織公民行為操作性定義組織公民行為操作性定義組織公民行為操作性定義    

（一）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操作性定義 

    黃柏勳（2004）教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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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行為非但有益於特殊他人，更有助於學校效能與效

率的提升，而此行為對組織目標其有正面積極的貢獻或負面之影響。 

（二）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衡量工具 

    本研究配合上述定義，以及整理出相關文獻之組織公民行為構面。發現大

部份的研究構面以關懷學校效益、公私分明、敬業守法、工作要求高標準、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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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組織、協助同事、協助同事、堅守本分、組織公益、人際利他為研究方向。

綜合上述統計，選擇比較適切的研究工具，將採用吳政達(2005)於國科會研究

「心理契約、組織公平、組織信任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關聯研究」：「以台灣地

區國民中小學學校組織為例」，翻譯 Coleman 和 Borman(2000)的組織公民行為

問卷，以人際間公民表現、組織公民表現、恪守工作本分為基準。透過問卷瞭

解教師在學校生活中，雖沒有明文規定及獎勵酬勞的情況下，依然能自發性的

做出對學校或其他成員有正面貢獻的社會行為的知覺程度。 

1.信度： 

    本研究工具 Cronbachαααα為 0.966，各分構面的信度，組織公民表現 0.947、人

際公民表現 0.945、工作恪守本分 0.932，各構面之αααα值介於.932~.947，顯示各構

面之信度非常良好。整體表現 Cronbach    αααα亦高達 0.9， Q > 0.7屬於高信度值；

因此此量表內部一致性相當高，具有很高的信度。以此做為正式問卷，期望藉此研

究瞭解國民中學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現況。 

2.效度 

    另外本測量工具採因素分析考驗其效度，正式問卷之題項分配與因素分析結

果，顯示「組織公民行為量表可得到三個因素，各因素之變異量及總變異量分別為

組織公民表現 31.29%、人際公民表現 22.32%、工作恪守本分 21.37%，累積解釋總

變異量為 74.98%，表示本問卷有良好的建構效度。 

3.填答與計分方式 

    預試問卷之計分方式採用 Likert 式五點量表計分方式。而量表中題皆為正向

題，受試者譯一填答，受試者依個人知覺與感受，針對本問卷之各問題，擇一選填。

其選項分「非常符合」、「大多符合」、「有點符合」、「大多不符合、「非常不符合」

等五個選項。計分方式從「非常符合」到「非常不符合」五個評點連續量，分別給

5 分、 4 分、 3 分、 2 分、 l 分。各構面分別計分，最後計算總一量表的平均

數，各構面及總量表的平均數越高，表示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程度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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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有效樣本問卷之信度分析有效樣本問卷之信度分析有效樣本問卷之信度分析有效樣本問卷之信度分析    

    將回收之有效問卷編碼及刪除無效問卷後建檔，運用 SPSS for Windows 14.0 統

計套裝軟體，進行分析處理。以 L.J.Cronbach 所創的α信度係數，Cronbach(1951)

提出判斷信度之準則為：α係數＜0.7很可信（最常見），Q > 0.7 表高信度，以此進

行問卷量表信度考驗。本研究採用陳岳男(2006)所建立的內部行銷策略量表、林秀琴

(2006)教師工作滿意度量表及吳政達(2005)教師組織公民行為量表，其量表信度考驗

為下表最右側，再對照此次問卷信度分析。 

表 3-4  各構面之題數及信度 

研究變項與量表構面 量表題項 本研究Cronbach α 原作Cronbach α 

內部行銷內部行銷內部行銷內部行銷    1111----25252525    .96.96.96.96    .9.9.9.9    

管理支持 1-8 .959 .896 

激勵成長 9-14 .960 .891 

凝聚溝通 15-20 .960 .891 

教育訓練 21-25 .960 .897 

工作滿足工作滿足工作滿足工作滿足    1111----26262626    .94.94.94.94    .9.9.9.9    

行政領導 1-7 .945 .95 

學校環境 8-14 .945 .89 

工作本身 15-19 .947 .90 

人際關係 20-22 .947 .86 

工作報酬 23-26 .947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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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7272727    .947.947.947.947    .96.96.96.96    

際間公民表現 1.2.3.18.20.24. 

25.27 

.937 .945 

組織公民表現    6.7.9.10.11.13.14

.15.16.19.21.26 

.938 .947 

恪守工作本分 4.5.8.12.17.22.23 .938 .932 

小結： 

    在經過信度分析後，原標準化問卷Cronbach 'α值分別為內部行銷策略量表為

0.9、工作滿足量表為0.9、教師組織公民行為量表為0.96，經過本次研究所呈現

Cronbach 'α值分別為內部行銷策略量表為0.96、工作滿足量表為0.94、教師組織公

民行為量表為0.94，都有極高的信度，表示本研究量表與標準化問卷的Cronbach α值

一致性及穩定性相當高。 



 

 81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節節節節        研究步驟流程與研究步驟流程與研究步驟流程與研究步驟流程與資料分析方法資料分析方法資料分析方法資料分析方法    

一一一一、、、、研究步驟流程研究步驟流程研究步驟流程研究步驟流程    

    本研究流程架構如圖 3-2，先確定研究主題、方向、目的與對象，再整理國內外

相關文獻。接著建立研究架構，提出研究假設；蒐集文獻整理出各研究變項的操作性

定義，選擇適合的問卷進行資料分析；最後撰寫研究報告並且提出具體的結論與建議。 

 

    

    

    

    

   

 

 

 

 

 

圖 3-2研究步驟流程 

    

確定研究目的與對象 

文獻收集探討 

提出研究架構 

建立研究假設 

確定主題及研究方向 

研究變項定義 

確定研究工具 

資料分析及假說驗證 

結論建議撰寫 

正式施測 



 

 82 

二二二二、、、、資料分析方法資料分析方法資料分析方法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主要探討內部行銷策略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的關聯性，以問卷調查法，將

回收問卷整理，篩檢無效問卷後，將有效問卷進行編碼、建檔，並以 SPSS17 for windows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分析與處理。並依研究目的、研究假設、變項量測尺度等採行適切

之統計方法，進行資料分析以驗證各項假設。 

（（（（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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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ve Statistics)(Descriptive Statistics)(Descriptive Statistics)(Descriptive Statistics)    

以平均數，標準差，最大值，最小值，亦描述變項關係的強度與方向。    

（（（（二二二二））））信度分析信度分析信度分析信度分析（（（（ Reliability A Reliability A Reliability A Reliability Annnnalysis )alysis )alysis )alysis )    

    所謂信度是可靠度、一致性與穩定性。本研究中將以((((Cronbach    αααα))))係數來

檢定各量表的信度。Cronbach (1951）提出判斷信度之準則為：α係數＜0.7

很可信（最常見），Q > 0.7 表高信度。 

（（（（三三三三））））相關分析相關分析相關分析相關分析    

用以初步分析研究各變項之間檢驗兩個變項間線性關係與正負關係。 

（（（（四四四四））））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OOOnenenene----way away away away analysis nalysis nalysis nalysis oooof f f f vvvvarianceariancearianceariance，，，，ANANANANOOOOVA )VA )VA )VA )    

    分析檢定不同的教師人口變項、學校規模在內部行銷策略、工作滿足、教

師組織公民行為是否有顯著差異。若差異達到顯著，則以 Scheffe Method進行

事後多重比較，來檢定各變數細項並了解群組之間的差異是否有顯著性。 

（（（（五五五五））））獨立樣本獨立樣本獨立樣本獨立樣本 tttt 檢定檢定檢定檢定（（（（IndependentIndependentIndependentIndependent----Sample t TestSample t TestSample t TestSample t Test))))    

    檢定性別在內部行銷策略、工作滿足度及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是否存在顯

著性差異。   

（（（（六六六六））））迴歸分析迴歸分析迴歸分析迴歸分析（（（（RegressiRegressiRegressiRegressioooon Analysis)n Analysis)n Analysis)n Analysis)    

    利用逐步迥歸分析來檢驗內部行銷策略及工作滿足度對之教師組織公民行

為的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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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研究結果與第四章研究結果與第四章研究結果與第四章研究結果與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本章旨在依據問卷調查所得資料，利用適當統計方法進行分析，驗證前述之研究

假設，以求對結果現象的具體瞭解。本章共分七節，第一節為內部行銷策略、工作滿

足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現況分析；第二節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的認知對其工作滿

足有預測力；第三節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的認知對其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有預測力；

第四節國中教師工作滿足對其組織公民行為有預測力；第五節不同人口變項之教師在

內部行銷策略認知、工作滿足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上之差異情形；第六節不同學校規

模變項與內部行銷策略、工作滿足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差異情形；第七節國民中學

教師內部行銷策略的認知和工作滿足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有聯合預測力。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內部行銷策略內部行銷策略內部行銷策略內部行銷策略、、、、工作滿足與教師組織民行為的現況分析工作滿足與教師組織民行為的現況分析工作滿足與教師組織民行為的現況分析工作滿足與教師組織民行為的現況分析    

    本研究將以平均數、標準差等描述統計方法，進行國民中學教師內部行銷策略認

知、工作滿足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現況瞭解，並以教師填答之問卷做為依據。根據

填答結果，進行描述統計與分析，採用平均數和標準差呈現。依五等量表的記分 5分

為滿分,3 分為平均數。因此，分析時依以下標準討論：題平均得分 2 分以下劣等; 

2.01-3 分屬中下等；3.01-4 分屬中上等；4.01 分以上屬優等。學校內部行銷策略問

卷構面共分為：管理支持、激勵成長、凝聚溝通、教育訓練等四個構面；工作滿足問

卷共分：行政領導、學校環境、工作本身、人際關係、工作報酬等五個構面，教師組

織公民行為問卷則分為人際間公民表現、組織公民表現、恪守工作本分等三個構面。 

壹、 國民中學內部行銷策略之現況分析  

    由下表 4-1資料呈現可得知，國民中學教師內部行銷策略認知的各分構面上，在

「管理支持」構面每題平均得分為 3.54；在「激勵成長」構面每題平均得分為 3.45；

在「凝聚溝通」構面每題平均得分為 3.63；在「教育訓練」每題平均得分為 3.65，顯

示國民中學內部行銷策略在「教育訓練」構面表現最好。在「激勵成長」構面得分最

低，不過仍處於中等程度之內。就整體而言，平均得分為 3.57，以五點量表來看，是

屬於中上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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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國民中學內部行銷之現況分析摘要表 

構面名稱       人數  構面平均數   標準差     題數   題平均得分 

管理支持       710    28.34         5.59       8   3.54 

激勵成長         710      20.73    4.54    6      3.45 

凝聚溝通       710    21.87    4.14    6   3.63 

教育訓練       710    18.26    3.34    5   3.65 

整體內部行銷     710      89.20      13.87   25   3.57 

貳、國民中學教師工作滿足之現況分析 

    由下表4-2資料呈現可得知，國民中學教師工作滿足各分構面上，在「行政領導」

構面每題平均得分為3.39；在「學校環境」構面得分為3.55；在「工作本身」構面，

每題平均得分為3.79；在「人際關係」構面為3.90；在「工作報酬」構面，每題平均

得分為3.34。顯示國中教師工作滿足在「人際關係」構面表現最好，在「工作報酬」、

「行政領導」構面得分最低，不過就整體而言，以五點量表來看，是屬於中上程度。 

表4-2  國民中學教師工作滿足之現況分析摘要表 

構面名稱        人數    構面平均數  標準差     題數  題平均得分 

行政領導          710   23.80    5.84   7     3.39 

學校環境        710   24.86    4.82   7     3.55 

工作本身        710   18.95    3.21   5     3.79 

人際關係        710   11.70    2.02   3     3.90 

工作報酬        710   13.39    3.04   4     3.34 

工作滿足整體      710   92.70   18.93     26     3.56 

參、國民中學教師組之公民行為之現況分析 

由下表4-3資料呈現可知，國民中學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各分構面上，在「人際間公

民表現」構面每題平均得分為3.39，在「組織公民表現」構面得分為3.55，在「恪守

工作本分」構面，每題平均得分為3.79。顯示國中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在「恪守工作本

分」構面表現最好。在「組織公民表現」構面得分最低，不過就整體評均得分3.56，

以五點量表來看，是屬於中上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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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國民中學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現況分析摘要表 

構面名稱           人數  構面平均數     標準差    題數   題平均得分 

人際間公民表現      710     30.08        3.97        8    3.39 

組織公民表現        710     44.96        6.44       12     3.55 

恪守工作本分        710     26.37        3.60        7     3.79 

整體組織          710    101.41       13.74       27     3.56 

討論： 

    國民中學教師內部行銷認知平均得分為3.57屬中上程度，此研究結果與郭振生

(2003)、陳岳男(2006)、莊若梅(2006)、郭雅玲(2007)、曾嘉權(2007)、吳佳玲(2007)、

郭博安(2007)、陳坤平(2008)、李春芳(2008)、李進益(2010)等研究文獻相符。整體

工作滿意度為3.56，屬於中上程度，此研究結果與郭振生(2003)、周昌柏(2005)、周

世傑(2006)、林秀琴(2006)、鄭卜仁(2009)、陳其樑(2009)相似。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為3.56皆在中上程度，此結果與曾進發(2004)、廖大偉(2005)、周怡君(2006)、羅國

誠(2006)、黃馨儀(2006)、藍光劭(2007)、胡雅棠(2009)、羅淑慧(2009)、李玉美

(2010)、江淑瑰(2010)、吳育新(2010)ㄧ致。 

    由上所述研究結果得知，以內部行銷策略而言，大部分的教師對於學校研習活動

的規劃與舉辦都能配合，現在的研習訊息皆藉由網路及策略聯盟公告；教師更能攝取

多元進修。但教師比較無法感受到激勵與成長；其中以「校長主動關心並瞭解我的困

難」得分最低3.16；顯見校長更需以和諧關懷為治校基礎，因此校長可藉由各種教職

員集會場合溝通其辦學理念以達成內部共識；並利用獎勵制度激勵部屬；以期提昇教

職員內在成長動機，進而提昇學校競爭力。 

    教師在工作上大致滿意，尤其注重人際關係；顯示國民中學教師很重視互動。因

此，教師能在工作上能得到協助；能與同事分享新知；就能獲得滿足。但對「工作報

酬」較不滿足；其中以「我對工作的升遷管道感到滿意」得分3.28最低；因此學校應

更秉持公開、公平、合理之原則晉用行政人員，方能提高教師之工作滿意度。 

    另一方面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是一種特殊類型工作行為，本研究顯示教師大都能恪

守工本份，但人際間公民表現得分較低。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屬於個人行為，在ㄧ片教

改聲浪中，教師承受很大的工作壓力，本研究結果以「不論學校的狀況有多艱難，我

總是沒想要調往他校」得分最低3.49。因此，學校領導者若能善待教師，教師自然能

展現組織公民行為，不僅有利於學校，還能增進工作效率，增加學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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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的認知對其工作滿足有預測力 

    為瞭解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認知對於教師工作滿足是否具有預測力，本節以國

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的四個構面(管理支持、激勵成長、凝聚溝通、教育訓練)為預測

變項，而以整體教師工作滿意度及其五個構面(行政領導、學校環境、工作本身、人際

關係、工作報酬)為效標變項，進行單變項逐步廻歸分析，以瞭解其預測力。     

壹、驗證假設 l-1：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之各構面對工作滿足各構面具有預測力 

一、內部行銷策略各構面對「工作滿足-人際關係」的預測分析 

    依據下表4-4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各構面對「工作滿足-人際關係」具有預測力

的變項有二，依序為「凝聚溝通」、「教育訓練」。這兩個變項的預測力都達顯著水

準，可解釋12.6%的變異量；其中以內部行銷策略中的「凝聚溝通」，解釋變異量最大，

達11.6%。從表中β係數可知「凝聚溝通」、「教育訓練」均為正值，因此對「工作滿

足-人際關係」有正向預測功能。 

表4-4 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各構面對「工作滿足-人際關係」之逐步廻歸分析摘要表 

投入變項順序   R 決定係數R
2

 R
2

改變量 F值改變量 β係數 

凝聚溝通 .340 .116 .116 92.612*** .221 

教育訓練 .356 .126 .010 8.752**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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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內部行銷策略各構面對「工作滿足-工作本身」的預測分析 

依據下表4-5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各構面對「工作滿足-工作本身」具有預測力

的變項有二，依序為「凝聚溝通」、「教育訓練」。這兩個變項的預測力都達顯著水

準，可解釋26.6%的變異量；其中以內部行銷策略中的「凝聚溝通」，解釋變異量最大，

達24.5%。從表中β係數可知「凝聚溝通」、「教育訓練」均為正值，因此對「工作滿

足-工作本身」具有正向預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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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 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各構面對「工作滿足-工作本身」之逐步廻歸分析摘要表。 

投入變項順序   R 決定係數R
2

 R
2

改變量 F值改變量 β係數 

凝聚溝通 .494 .245 .245 228.834*** .327 

教育訓練 .516 .266 .021 20.53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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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內部行銷策略各構面對「工作滿足-行政領導」的預測分析 

依據下表4-6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各構面對「工作滿足-行政領導」具有預測力

的變項有四，依序為「管理支持」、「凝聚溝通」、「激勵成長」、「教育訓練」。

這四個變項的預測力都達顯著水準，可解釋72.2%的變異量；其中以內部行銷策略中的

「管理支持」，解釋變異量最大，達65.3%。從表中β係數可知「管理支持」、「凝聚

溝通」、「激勵成長」、「教育訓練」均為正值，因此對「工作滿足-人際關係」 具

有正向預測功能。 

表4-6  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各構面對「工作滿足-行政領導」之廻歸分析摘要表 

投入變項順序    R 決定係數R
2

 R
2

改變量 F值改變量 β係數 

管理支持 .808 .653 .653 1333.285*** .374 

凝聚溝通 .838 .702 .049 115.211*** .206 

激勵成長 .847 .717 .015 38.700*** .235 

教育訓練 .850 .722 .005 11.717**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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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內部行銷策略各構面對「工作滿足-學校環境」的預測分析 

依據下表4-7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各構面對「工作滿足-學校環境」具有預測力

的變項有三，依序為「教育訓練」、「激勵成長」、「凝聚溝通」。這三個變項的預

測力都達顯著水準，可解釋33.8%的變異量；其中以內部行銷策略中的「教育訓練」，

解釋變異量最大，達30%。從表中β係數可知均為「教育訓練」、「激勵成長」、「凝

聚溝通」正值，因此對「工作滿足-學校環境」 具有正向預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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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  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各構面對「工作滿足-學校環境」之廻歸分析摘要表 

投入變項順序   R 決定係數R
2

 R
2

改變量 F值改變量 β係數 

教育訓練 .548 .300 .300 303.086*** .309 

激勵成長 .575 .330 .030 31.876*** .161 

凝聚溝通 .581 .338 .008 8.301**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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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內部行銷策略各構面對「工作滿足-工作報酬」的預測分析 

依據下表4-8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各構面對「工作滿足-工作報酬」具有預測力

的變項有二，依序為「激勵成長」、「教育訓練」。這二個變項的預測力都達顯著水

準，可解釋27.9%的變異量；其中以內部行銷策略中的「激勵成長」，解釋變異量最大，

達26.9%。從表中β係數可知均為「激勵成長」、「教育訓練」正值，因此對「工作滿

足-工作報酬」具有正向預測功能。 

表4-8 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各構面對「工作滿足-工作報酬」之逐步廻歸分析摘要表 

投入變項順序   R 決定係數R
2

 R
2

改變量 F值改變量 β係數 

激勵成長 .519 .269 .269 261.168*** .419 

教育訓練 .528 .279 .010 9.288**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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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驗證假設l-2：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之各構面對整體工作滿足具有預測力 

一、內部行銷策略各構面對「整體教師工作滿足度」的預測分析 

    依據下表4-9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各構面對「整體教師工作滿足度」具有預測力

的變項有四，依序為「凝聚溝通」、「激勵成長」、「教育訓練」、「管理支持」。

這四個變項的預測力都達顯著水準，可解釋60.7%的變異量；其中以內部行銷策略中的

「凝聚溝通」，解釋變異量最大，達52%。從表中「凝聚溝通」、「激勵成長」、「教

育訓練」、「管理支持」β係數可知均為正值，因此對「整體教師工作滿足度」具有

正向預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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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9  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知覺對「整體教師工作滿足度」之廻歸分析 

投入變項順序   R 決定係數R
2

 R
2

改變量 F值改變量 β係數 

凝聚溝通 .721 .520 .520 763.341*** .238 

激勵成長 .757 .574 .054 89.670*** .206 

教育訓練 .774 .599 .025 44.580*** .241 

管理支持 .779 .607 .008 13.563***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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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內部行銷策略各構面對工作滿足整體及其各構面的解釋變異量彙整表 

    從下表 4-10的回歸分析驗證內部行銷策略的認知對工作滿足具有預測力。其中

內部行銷策略的「凝聚溝通」可以解釋比較多的工作滿足，而且除了對「學校環境」

的預測力較低外，對「工作報酬」無預測力，其餘皆具預測力。 

    內部行銷策略的「管理支持」對工作滿足之各構面的「行政領導」的統計解釋

力達65.3%，是所有數值中最高的。但對「學校環境」、「工作本身」、「人際關係」及

「工作報酬」則無明顯預測力。 

表4-10  內部行銷策略各構面對工作滿足整體及其各構面的解釋變異量彙整表 

    工作滿足     整體工作滿足 行政領導 學校環境 工作本身 人際關係 工作報酬 

    內部行銷策略   

    凝聚溝通      52.0%   4.9%   0.8%  24.5%   11.6%   — 

    激勵成長       5.4%   1.5%    3.0%    —    —    26.9% 

    教育訓練       2.5%   0.5%  30.0%   2.1%   1.0%    1.0% 

    管理支持       0.8%  65.3%   —     —   —    — 

    合計解釋力      60.7%  72.2%  33.8%  26.6%  12.6%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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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此研究結果與康譽瓊(2001)、郭振生(2003)、劉洸良(2006)、黃翠玲(2008)雷同，

驗證內部行銷對工作滿足整體構面具預測力。本研究另外呈現內部行銷各構面對工作

滿足亦是有預測力，以教育訓練最能預測工作滿足各構面，但激勵成長在工作滿足各

構面有較低的預測力。 

由研究結果得知，教師希望校長能主動關心，支持、支援、鼓勵教師，並適時幫

教師解決問題，表示教師重視校長的治校理念，也希望跟校長表達想法時並不困難；

更其待校長安排職務時也能考量教師的能力和意願；更希冀學校透過各種管道讓教師

掌握到學校校務的重要資訊。 

另外教師對於學校激發教師工作熱忱與成就感的知覺相對較低，因此，校長的決

策決定了校園氣氛及教師工作滿足度，第一線領導更需注重教師工作滿足，若得到教

師信任與支持，自然會提升教師對行政領導的滿足度。唯有良性的溝通及融洽的學校

氣教師才願意配合校長的治校理念。若校長仍用法職權辦理學校，不懂激勵與溝通，

一切依法行辦事，強勢執行，則校園氣氛越低迷，教師工作無法滿足；自然消極以對，

導致無法推動校務。因此，內部行銷與教師工作滿意兩者之關係密切，內部行銷策略

越高，教師工作越滿意，兩者間大致上都有正相關，且有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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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的認知對其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有預測力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的認知對其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有預測力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的認知對其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有預測力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的認知對其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有預測力    

驗證假設 2-1： 

    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認知之各構面，對組織公民行為各構面具有預測力。 

驗證假設 2-2： 

    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認知之各構面，對整體組織公民行為具有預測力。 

為瞭解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的認知及教師組織公民行為預測力，本節以國中教

師內部行銷策略的四個構面(管理支持、激勵成長、凝聚溝通、教育訓練)為預測變項，

而以整體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及其三個構面(人際間公民表現、組織公民表現、恪守工作

本分)為效標變項，進行逐步廻歸分析，以瞭解其預測力。  

壹、 驗證假設 2-1： 

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之各構面對組織公民行為各構面具有預測力。 

一、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各構面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人際間公民表現」的預測 

    分析 

依據下表4-11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各構面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人際間公民表

現」具有預測力的變項有三，依序為「凝聚溝通」、「管理支持」、「教育訓練」。

這三個變項的預測力都達顯著水準，可解釋24.4%的變異量；其中以內部行銷策略中的

「凝聚溝通」，解釋變異量最大，達21.5%。從表中β係數可知「凝聚溝通」、「管理

支持」、「教育訓練」均為正值，因此對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各構面對「教師組織

公民行為-人際間公民表現」具有正向預測功能。 

表4-11  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各構面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人際間公民表現」之廻 

        歸分析摘要表。 

投入變項順序 R 決定係數R
2

 R
2

改變量 F值改變量 β係數 

凝聚溝通 .464 .215 .215 193.763*** .209 

管理支持 .490 .240 .025 23.160*** .226 

教育訓練 .494 .244 .004 4.117* .104 

     *p <.05  ** p <.01  ***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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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各構面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組織公民表現」預測分析 

    依據下表4-12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各構面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組織公民表

現」具有預測力的變項有三，依序為「凝聚溝通」、「管理支持」、「教育訓練」。

這三個變項的預測力都達顯著水準，可解釋32.6%的變異量；其中以內部行銷策略中的

「凝聚溝通」，解釋變異量最大，達28.7%。從表中β係數可知「凝聚溝通」、「管理

支持」、「教育訓練」均為正值，因此對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各構面對「教師組織

公民行為-組織公民表現」具有正向預測功能。 

表4-12  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各構面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組織公民表現」逐步回 

        歸分析摘要表 

投入變項順序 R 決定係數R
2

 R
2

改變量 F值改變量 β係數 

凝聚溝通 .536 .287 .287 284.911*** .238 

管理支持 .560 .314 .027 27.059*** .215 

教育訓練 .571 .326 .012 12.560***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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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各構面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恪守本分」預測分析 

依據下表4-13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各構面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恪守本分」具

有預測力的變項有三，依序為「凝聚溝通」、「管理支持」、「教育訓練」。這三個

變項的預測力都達顯著水準，可解釋27.5%的變異量；其中以內部行銷策略中的「凝聚

溝通」，解釋變異量最大，達24.3%。從表中β係數可知「凝聚溝通」、「管理支持」、

「教育訓練」均為正值，因此對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各構面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恪守本分」具有正向預測功能。 

表4-13  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各構面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恪守本分」之逐步廻歸  

        分析摘要表。 

投入變項順序 R 決定係數R
2

 R
2

改變量 F值改變量 β係數 

凝聚溝通 .493 .243 .243 227.133*** .219 

管理支持 .515 .266 .023 21.772*** .201 

教育訓練 .525 .275 .009 9.553** .155 

*p <.05  ** p <.01  ***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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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驗證假設 2-2： 

        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之各構面對整體組織公民行為具有預測力。 

 一、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各構面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整體表現」預測分析 

    依據下表4-14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各構面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整體表現」具

有預測力的變項有三，依序為「凝聚溝通」、「管理支持」、「教育訓練」。這三個

變項的預測力都達顯著水準，可解釋32.3%的變異量；其中以內部行銷策略中的「凝聚

溝通」，解釋變異量最大，達28.5%。從表中β係數可知「凝聚溝通」、「管理支持」、

「教育訓練」均為正值，因此對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各構面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整體表現」具有正向預測功能。 

表4-14  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各構面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整體表現」之逐步分析 

        摘要表 

投入變項順序 R 決定係數R
2

 R
2

改變量 F值改變量 β係數 

凝聚溝通 .533 .285 .285 280.804*** .239 

管理支持 .559 .312 .028 28.478*** .226 

教育訓練 .568 .323 .010 10.439**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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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內部行銷策略各構面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整體及其各構面的解釋變異量彙整表 

由下表4-15內部行銷策略各構面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整體及其各構面的解釋變異

量彙整得知。整體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以內部行銷策略的「凝聚溝通」可以解釋比較多

的教師組織公民行為，除了對教育訓練的預測力較低外，在整體表 現及各分構面的預

測力都是最高。 

    「教育訓練」策略在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預測力比較低，可能是部分教師對於參

加研習活動並不樂衷。因此可知，提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因素大部分來自凝聚溝通

策略，只有少部分來自教育訓練策略。內部行銷各構面以「凝聚溝通」策略對於「織

公民表現」的統計解釋力達28.7%，是所有數值中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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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5內部行銷策略各構面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整體及其各構面的解釋變異量彙整表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整體表現 人際公民表現 組織公民表現 恪守本分 

    內部行銷策略   

    凝聚溝通    28.5%  21.5%   28.7%   24.3% 

    激勵成長      —   —     —      —  

    教育訓練          1.0%    0.4%    1.2%    0.9% 

    管理支持        2.8%    2.5%    2.7%    2.3% 

    合計解釋力    32.3%  24.4%   32.6%   27.5% 

討論： 

    內部行銷概念來自於服務業，因此業界已有相關文獻支持內部行銷對組織公民行

為有正向相關的影響，例如：劉嘉雯(2004)、朱玉敏 (2004)、 林忠家(2006)、廖婉

鈞(2006)、陳榮松(2007)、戴昌慶(2008)等人。若與教育議題有相關，則本研究結果

與黃俊傑(2005)、童靖玉(2008)、王錦木(2010)雷同，驗証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之

各構面對組織公民行為整體構面具有預測力。 

    學校若能先將教師視為內部顧客經營、善待教師，營造優質校園氣氛，教師與學

校自然能拉近距離。根據國內學者蕭富峰(1997)之論點，高階主管在內部行銷的推動

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可見行政主管的言行具有指標性。本研究也驗證了內部行銷

的「凝聚溝通」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組織公民表現」最具預測力。意即教師希望

學校要提出新措施時，能事先與教師溝通以得到瞭解與支持。因此，行政主管應對教

師重視與尊重，在各種正式與非正式的溝通管道，適時將教師意見反應給校長。教師

感受到善意，則會配合學校政策，凡事正向以對，這將使得內部行銷更能順利推動，

並能有效提升學校形象。推動內部行銷策略時，學校除了重視學生、家長之餘，也不

要忘了學校的基本要素「教師」，學校行政若能凝聚共識，校長不斷鼓勵及關心同仁，

讓溝通管道暢，教師則會自願無私的付出，做出有利學校的行為。並回報非正式角色

義務，自動自發地從事對組織有利的行為。由此可知內部行銷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兩

者之關係密切，且呈現正相關，並且具預測力。若教師內部行銷認知越高，則所產生

的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也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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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國中教師工作滿足對其組織公民行為預測力 

    為瞭解國中教師工作滿足及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預測力，本節以國中教師工作滿

足的五個構面(行政領導、學校環境、工作本身、人際關係、工作報酬)為預測變項，

而以整體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及其三個構面(人際間公民表現、組織公民表現、恪守工作

本分)為效標變項，進行逐步廻歸分析，以瞭解其預測力。  

驗證假設 3-1： 

    國中教師之工作滿足各構面對組織公民行為各構面具有預測力 

驗證假設3-2： 

    國中教師工作滿足之各構面對整體組織公民行為具有測力 

壹、 驗證假設 3-1：國中教師之工作滿足各構面對組織公民行為各構面具有預測力 

 一、國中教師工作滿足各構面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人際間公民表現」預測分析 

    依據下表4-16國中教師工作滿足各構面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人際間公民表現」

具有預測力的變項有四，依序為「工作本身」、「行政領導」、「人際關係」、「工

作報酬」。這四個變項的預測力都達顯著水準，可解釋30.6%的變異量；其中以工作滿

足的「工作本身」，解釋變異量最大，達21.9%。從表中β係數可知、「工作本身」「行

政領導」、「人際關係」、「工作報酬」均為正值，因此國中教師工作滿足各構面對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人際間公民表現」具有正向預測功能。 

表 4-16  國中教師工作滿足各構面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人際間公民表現」之廻歸 

        分析摘要表。 

投入變項順序 R 決定係數R
2

 R
2

改變量 F值改變量 β係數 

工作本身 .468 .219 .219 197.655*** .234 

行政領導 .525 .276 .057 55.183*** .209 

人際關係 .546 .298 .022 21.992*** .152 

工作報酬 .553 .306 .009 8.699** .118 

     * p <.05  ** p <.01  ***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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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中教師工作滿足各構面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組織公民表現」預測分析 

    依據下表4-17國中教師工作滿足各構面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組織公民表現」具

有預測力的變項有四，依序為「工作本身」、「行政領導」、「工作報酬」「人際關

係」。這四個變項的預測力都達顯著水準，可解釋39.5%的變異量；其中以工作滿足的

「工作本身」，解釋變異量最大，達27.7%。從表中β係數可知、「工作本身」「行政

領導」、「工作報酬」、「人際關係」均為正值，因此國中教師工作滿足各構面對「教

師組織公民行為-組織公民表現」具有正向預測功能。 

表4-17  國中教師工作滿足各構面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組織公民表現」之廻歸分析 

        摘要表 

投入變項順序 R 決定係數R
2

 R
2

改變量 F值改變量 β係數 

工作本身 .526 .277 .277 269.655*** .288 

行政領導 .609 .371 .094 105.690*** .277 

工作報酬 .626 .391 .020 23.430*** .155 

人際關係 .628 .395 .004 4.207*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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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國中教師工作滿足各構面對「教師整體組織公民行為-恪守本分」預測分析 

    依據下表4-18國中教師工作滿足各構面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恪守本分」具有預

測力的變項有四，依序為「工作本身」、「行政領導」、「人際關係」、「工作報酬」。

這四個變項的預測力都達顯著水準，可解釋34.5%的變異量；其中以工作滿足的「工作

本身」，解釋變異量最大，達25.2%。從表中β係數可知、「工作本身」「行政領導」、

「工作報酬」、「人際關係」均為正值，因此國中教師工作滿足各構面對「教師組織

公民行為-恪守本分」具有正向預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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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8  國中教師工作滿足各構面對「教師整體組織公民行為-恪守本分」之廻歸分析 

        摘要表 

投入變項順序 R 決定係數R
2

 R
2

改變量 F值改變量 β係數 

工作本身 .502 .252 .252 238.246*** .266 

行政領導 .563 .317 .065 66.317*** .228 

人際關係 .580 .337 .020 21.201*** .144 

工作報酬 .587 .345 .008 8.667**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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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驗證假設 3-2：國中教師工作滿足之各構面對整體組織公民行為具有測力 

一、國中教師工作滿足各構面對「教師整體組織公民行為」預測分析 

    依據下表4-19國中教師工作滿足各構面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整體組織公民行

為」具有預測力的變項有四，依序為「工作本身」、「行政領導」、「工作報酬」「人

際關係」。這四個變項的預測力都達顯著水準，可解釋39.7%的變異量；其中以工作滿

足的「工作本身」，解釋變異量最大，達28.4%。從表中β係數可知、「工作本身」「行

政領導」、「工作報酬」、「人際關係」均為正值，因此國中教師工作滿足各構面對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整體組織公民行為」具有正向預測功能。 

表4-19  國中教師工作滿足各構面對「教師整體組織公民行為」之廻歸分析摘要表 

投入變項順序 R 決定係數R
2

 R
2

改變量 F值改變量 β係數 

工作本身 .533 .284 .284 278.819*** .283 

行政領導 .606 .367 .083 93.043*** .259 

工作報酬 .622 .387 .020 22.723*** .142 

人際關係 .630 .397 .010 10.777** .122 

     * p <.05  ** p <.01  ***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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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中教師工作滿足各構面對「教師整體組織公民行為」整體及其各構面的解釋 

      變異量。 

    依據下表 4-20國中教師工作滿足各構面對「教師整體組織公民行為」整體及其各

構面的解釋變異量。工作滿足各構面以「工作本身」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各構面最具

預測力「學校環境」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各構面不具預測力。 

表4-20  國中教師工作滿足各構面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整體及其各構面的解釋變異量 

        彙整表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整體表現  人際公民表現 組織公民表現 恪守本分 

    工作滿足   

    工作本身    28.4%   21.9%   27.9%   25.2% 

    行政領導     8.3%    5.7%    9.4    6.5% 

    工作報酬     2.0%    0.9%    2.0%    0.8% 

    人際關係     1.0    2.2    0.4%    2.0% 

    學校環境      —    —     —     — 

    合計解釋力    39.7%   24.4%   39.5%   34.5%% 

討論： 

本研究結果與黃瓊玉(2005)、游明益(2007)、蔡家媛(2007)、邱嘉品(2009)、張

添唐(2010 )雷同。其中工作滿足各構面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組織公民表現」構面，

最具預測力。教師對自己工作自主、自我成長及可發揮自己的專長所學感到滿意時，

將促使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產生，例如：自動自發關心及協助同事、不抱怨、保護學

校不受傷害。工作滿足與組織公民行為間的研究已有多數的實證發現兩者間存在顯著

的關聯性，由此可知，工作滿足與組織公民行為間確實有顯著正向關聯性，且具預測

力。表示當教師的工作滿足愈高時，其展現組織公民行為愈多，教師在工作上得到滿

足後，會自動回饋學校。教師在愉快的情緒下會產生正向積極的工作態度及利他行為，

也會自發性的協助他人，並做出有利組織及捍衛學校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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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不同人口變項之教師在內部行銷策略認知、工作滿足、教師組織公民 

        行為上之差異情形 

本節旨在探討教師於不同背景變項下（性別、年齡、工作職掌、教育程度、服務

年資），其內部行銷策略認知、工作滿足、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得分的差異情形。 

驗證假設假設 4： 

    不同人口變項之教師在內部行銷策略認知、工作滿足、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上有顯 

    著差異。 

假設 4-1：不同人口變項之教師在內部行銷策略認知上有顯著差異。 

假設 4-2：不同人口變項之教師在工作滿足有顯著差異。 

假設 4-3：不同人口變項之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有顯著差異。 

壹、 不同性別的教師在內部行銷策略認知、工作滿足、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現況之差

異。 

    藉由不同性別的教師內部行銷策略認知、工作滿足、教師組織公民行為，進

行 t考驗，其結果整理如下表 4-21所示。綜合下表 4-21所述整體不同性別的教

師對於內部行銷策略認知上， 其 t 值為 8.969，已達顯著水準(p<.001)，對於工

作滿足，其 t 值為 3.148，亦達顯著水準(p<.044)，而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其 t 值

為 5.717，亦達顯著水準(p<.003)。顯示不同性別之國中教師對於內部行銷策略的

認知、工作滿足、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有顯著差異。 

表 4-21  不同性別的教師內部行銷策略認知、工作滿足、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現況之 

        差異 

    變項名稱      性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顯著性 差異結果 

    內部行銷策略  1.男性  237   92.76   15.069  8.969  .000***  1＞2 

                  2.女性  473   87.47   16.258    

    工作滿足      1.男性  237   94.61   15.008  3.148  .044*   1＞2 

                  2.女性  473   91.76   14.640             

    組織公民行為  1.男性  237   103.67      13.490  5.717  .003**    1＞2 

                  2.女性  473   100.26      13.026   

                總和 710    101.38      13.270 

*p<.05 **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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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本研究結果就內部行行銷認知而言與郭振生(2004)、莊若梅(2006)、郭雅玲

(2007)、曾嘉權(2007)、吳佳玲(2007)、郭博安(2007)、陳坤平(2008)、李春芳

(2008)、李進益(2009)相符。工作滿足則與林雍智(2000)、林秀琴(2006)、蘇裕祿

(2008)研究結果相同，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研究結果與黃柏勳(2004)、王鳳美

(2004)、陳啟東(2005)、周怡君(2006)、蔡家媛(2007)、鍾晨芳(2007)、高俊卿

(2009)、藍光劭(2010)、李玉美(2010)等相似。 

綜合上述結論，推究原因，男性教師大都兼任行政職務，不論在家庭或學校獲

得較多的支持與肯定，常參與學校各項重要決策，在學校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也

比較能全心及無後顧之憂投入學校，男性個性較大而化之，重視公共關係、人際互

動也較積極，而女性教師則花費較多精神於家庭及班級經營，相較之下顯現男性對

於全校之整體發展與行銷較為關注，也更能感受到學校對管理的支持、因此在「整

體內部行銷」的知覺上、「工作滿足」、「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也就呈現男性教師高

於女性教師。 

貳、不同年齡的教師在內部行銷策略認知、工作滿足、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現況之差異 

    綜合下表 4-22 所述整體不同年齡的教師對於內部行銷策略認知上，F 值為

5.66，已達顯著水準(p<.001)，對於工作滿足，其 F 值為 4.145，達顯著水準

(p<.006)，而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其 F 值為 10.354，亦達顯著水準(p<.001))。此

經雪費法事後考驗比較，顯示不同年齡之國中教師對於內部行銷策略的認知、工作

滿足、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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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2  不同年齡教師內部行銷策略認知、工作滿足、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現況之差異 

變項名稱   年齡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顯著性 事後比較 

    內部行銷  1.30歲(含)以下  133   88.76   13.388 5.660  .001**  4＞1 

              2. 31-40歲      368   88.42   15.963        4＞2  

              3. 41-50歲      180   89.29   17.516               4＞3   

              4.51歲(含)以上  29   101.00   14.895 

          總和            710   89.22   16.048 

工作滿足   年齡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顯著性 事後比較 

          1. 30歲(含)以下    133   93.08  14.447  4.145  .006*    4＞1 

          2. 31-40歲         368   92.10  14.029                   

          3. 41-50歲         180   92.17  15.600                

          4. 51歲(含)以上     29  101.97  18.333  

          總和               710   89.22  16.048 

組織公民行為   年齡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顯著性 事後比較 

          1. 30歲(含)以下    133   97.65  12.455  10.354  .000***  4 ＞1 

          2. 31-40歲         368  101.00  12.699                 

          3. 41-50歲         180  103.40  13.702            

          4. 51歲(含)以上     29  110.90  15.015 

          總和               710  101.38  13.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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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 

本研究結果就內部行銷策略而言與郭振生(2003)、謝水乾(2004)、游冠蓉(2005)、

郭雅玲(2007)、曾嘉權(2007)、吳佳玲(2007)、楊証朝(2007 )等人相似。工作滿足則

與林雍智(2000)、辛俊德(2002)、王派土(2004)、胡素華(2004)、蘇裕祿(2008)雷同。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鄭燿男（2002）、曾進發(2004)、陳啟東(2005)、廖大偉(2005)、

游韻靜(2006)、周怡君(2006)、蔡家媛(2007)、謝勝宇(2007)丁英哲(2008)、高仕杰

(2008)、朱嘉芳(2008)、高俊卿(2009)、張婉君(2009)、胡雅棠(2009)、江俊昇(2010)、

吳育新(2010)、陳如明(2010)、藍光劭(2010)、謝為任(2010)等人的研究結果相似。 

    究其原因，不同年齡的教師在內部行銷、工作滿足、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有顯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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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尤其以51歲以上的教師表現最為突出，或許年齡較長之教師擔任教職的時間較

久，比較了解學校文化及所推動的政策，對於教育責任及使命感多了ㄧ份認同，在工

作中也能充分表現敬業精神，遵守教育法令，配合上級推動各項活動與業務，因此其

內部行銷認知知覺比其他年齡層的教師高。 

參、不同年資的教師在內部行銷策略認知、工作滿足、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現況之差異 

    藉由教師服務年資，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事後比較，其結果整理如下表4-23

所述整體不同年資的教師對於內部行銷策略認知上，其F值5.66，達顯著水準

(p<.001)，對於工作滿足，其F值為2.228，未達顯著水準(p<.065)，而教師組織公民

行為的其F值為4.527，已達顯著水準(p<.002)。此經雪費法事後考驗比較，顯示不同

年齡之國中教師對於內部行銷策略的認知、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有顯著差異，但工作滿

足則無顯著差異。 

 

4-23  不同年資的教師內部行銷策略認知、工作滿足、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現況 

內部行銷      年資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顯著性 事後比較 

          1. 5年(含)以下      148   88.26   14.682  5.660 .001**   5＞1 

          2. 6-10年           243   88.21   15.668                   

          3. 11-15年          137   88.79   16.247                

          4. 16-20年          106   90.42   17.007 

          5. 21年(含)以上      76   93.43   17.586  

           總和               710   89.22   16.048 

工作滿足      年資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顯著性 事後比較 

          1. 5年(含)以下      148   93.88  14.308   2.228  .065  

          2. 6-10年           243   91.70  13.719                   

          3. 11-15年          137   91.60  14.362                

          4. 16-20年          106   91.88  15.976 

          5. 21年(含)以上      76   96.76  17.515 

              總和        710   89.22  14.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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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公民      年資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顯著性 事後比較 

          1. 5年(含)以下      148    98.76  12.747  4.527 .002*  5＞1 

          2. 6-10年           243   101.12  12.021                 

          3. 11-15年          137   102.21  13.024                 

          4. 16-20            106   101.08  16.143 

          5. 21年(含)以上      76   106.29  12.957 

                 總和         710   101.38  14.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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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不同服務年資的國中教師在內部行銷策略認知表現，具有差異

性，亦即會因服務年資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此結果與郭振生(2003)、謝水乾(2004)、

游冠蓉(2005)、郭雅玲(2007）、曾嘉權(2007)、吳佳玲(2007)、陳坤平(2008)、李春

芳(2008)的研究結果一致。工作滿足則與鄭全利(2003)、謝月香(2003)相似，教師組

織公民行為則與王鳳美(2005)、陳啟東(2005)、廖大偉(2005)、黃馨儀(2005)、游韻

靜(2006)、周怡君(2006)、蔡家媛(2007)、丁英哲(2008)、朱嘉芳(2008)、高仕杰

(2008)、高俊卿(2009)、張婉君(2009)、江俊昇(2010)，李佳穎(2010)、李玉美 (2010)

吳育新(2010)、謝為任(2010)等人的研究結果相似。 

針對本研究結果，21年(含)以上在內部行銷上知覺、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較高，其

可能解釋為資深教師可能因教學經驗豐富，以及德高望重，熟捻學校行政運作程序，

負面情緒較少，常扮溝通角色，做事皆比較圓融、積極。而年資淺的教師因對教學經

驗不足，忽略對外溝通，較少與他人互動，對於學校的校務，通常是消極接受，因此

對內部行銷策略知覺、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較低。本研究結果顯示工作滿足在年資方面

無顯著差異，表示年資較長的教師有可能感受到目前工作環境不如從前，工作報酬沒

有明顯提升，又逐年延長教師退休年限，導致與其它年資教師相較，並無差異。 

 

 



 

 104 

肆、不同學歷的教師在內部行銷策略認知、工作滿足、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現況之差異 

藉由不同教師學歷，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事後比較，其結果整理如下表4-24

所述不同學歷的教師對於內部行銷策略認知上整體知覺上，其F值為3.224，達顯著水

準（p＞.021)，工作滿足其F值為0.526，未達顯著水準(P＜0.591)，教師組織公民行

為其F值為5.762，達顯著水準(P＞0.03)，此經雪費法事後考驗比較，顯示不同教育背

景之國中教師在內部行銷、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具有顯著差異。 

4-24  不同學歷的教師內部行銷策略認知、工作滿足、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現況 

內部行銷       學歷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顯著性  事後比較 

    1.研究所        326   90.37   16.602  3.224  .021*    1＞2 

(含40學分結業班) 

2.師大或師院    189   89.25   14.973 

(大學部) 

3.ㄧ般大學      192   86.71   15.903 

               總和         707   89.15   16.042 

工作滿足       學歷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顯著性  事後比較 

           1.研究所         326   93.23   15.333  .526   .591   

           (含40學分結業班)        

          2.師大或師院      189   91.98   14.770  

           (大學部)                   

          3.ㄧ般大學        192   92.21   13.836               

             總和           707   92.62   14.779 

組織公民       學歷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顯著性  事後比較 

          1.研究所          326   103.12  13.336  5.762  .003 **   1＞2 

          (含40學分結業班)        

          2.師大或師院      189    99.44  12.742 

          (大學部)                   

          3.ㄧ般大學        192   100.11  13.286               

              總和          707   101.31  13.255 

*p<.05 **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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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不同教育背景在內部行銷所呈現的結果與揚証朝(2007)、黃翠玲(2007)、吳佳玲

(2007)的研究結果一致，具有顯著差。工作滿足則未達顯著差異，與朱淑子(2002)、

鄭全利(2003)、謝月香(2003)、林秀琴(2006)的研究結果一致。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

廖大偉(2005)、黃馨儀(2005)、游韻靜（2006）、黃柏勳（2004）、高仕杰(2008)、鐘

晨芳(2008）、張婉君(2009)、胡雅棠(2009)、江俊昇(2010)、謝勝宇(2010)等人研究

結果符合。 

本研究結果顯示教育背景在內部行銷策略認知、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有顯著差異，

究其原因可能因教師通常對於知識的追求是很積極，因此不論是留職停薪或在職進

修，學校均給予鼓勵協助，所以比較認同學校行的政策推動。工作滿足究無顯著的差

異，可解釋為學問的高低與能力並不等於意願，教師若無意願，沒有熱誠於教學，因

此擁有高學歷，若無法樂在工作中，凡事計較，又如何對工作有滿足感。 

伍、不同職務的教師在內部行銷策略認知、工作滿足、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現況之差異 

    綜合下表4-25所陳述，不同職務教師在內部行銷策略知覺上，其F值為37.21，達

顯著水準(p<.001)，工作滿足其F值為19.92，達顯著水準(p<.001)，教師組公民行為

其F值為30.15，達顯著水準(p<.001)，顯示擔任不同職務之教師在這三變項中具有顯

著差異。經雪費法事後考驗比較，其結果「教師兼主任」組的國中教師的得分高於其

它組。 

表4-25  不同職務的教師內部行銷策略認知工作滿足、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現況    

內部行銷      職務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顯著性  事後比較 

         1. 教師兼主任       85   102.64   13.886  37.218  .000***  1＞2 

         2. 教師兼組長      164    92.09   13.269                 1＞3 

         3. 導師            289    83.87   16.252                  1＞4 

         4. 專任教師        172    88.84   11.650 

             總和           710    89.22   16.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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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滿足      職務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顯著性  事後比較 

         1. 教師兼主任        85  100.44   15.179  19.921  .000*** 1＞2     

         2. 教師兼組長       164   95.25   13.151                   1＞3 

         3. 導師             289   88.25   14.712     1＞4               

         4. 專任教師         172   93.96   13.976 

            總和             710   92.70   14.089 

組織公民    職務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顯著性  事後比較 

        1. 教師兼主任       85    112.02  12.901  30.150  .000***  1＞2 

         2. 教師兼組長      164    103.36  12.423                 1＞3 

         3. 導師            289     97.80  12.795                1＞4 

         4. 專任教師        172    100.24  11.935 

             總和           710    101.38  13.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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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內部行銷研究結果與郭振生(2004)、謝水乾(2004)、游冠蓉(2005)、郭雅玲

(2007）、曾嘉權(2007)、吳佳玲(2007)、陳坤平(2008)、李春芳(2008)的研究結果相

同。工作滿足的研究結果與林雍智(2000)、辛俊德(2002)、王派土(2004)、胡素華

(2004)、李貞儀(2005)、林秀琴(2006)、蘇裕祿(2008)雷同。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研究

結果與鄭燿男(2002)、曾進發(2004）、陳啟東(2005)、廖大偉(2005)、周怡君(2006）、

游韻靜（2006）、蔡家媛（2007）、錢偉慈(2007)、丁英哲(2008)、高仕杰(2008)、朱

嘉芳(2008)、高俊卿(2009)、張婉君(2009)、胡雅棠(2009)、吳育新(2010)、謝勝宇

(2010）等人的研究結果一致，顯示不同職務的教師確實有差異性。 

研究結果顯示，教師兼主任不管是內部行銷策略的認知、工作滿足度、教師組織

公民行為的表現皆高於其它教師。歸究其原因為兼主任職務教師係校務的執行推動

者，校長的左、右手，在思維信念上是以服務教師為目的，滿足同仁在教學上的需求，

再者推動相關業務或活動時，是以學校整體利益的大格局來思量，因此自我要求的程

度也比一般教師來的高，所以造成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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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同人口變項之教師在內部行銷策略認知、工作滿足、教師組織公民 行為

上有顯著差異之情形，如下表 4-26，驗證結果得知，以內部行銷策略認知，不同的教

師人口變項，教師的性別、年齡、年資、學歷、職務皆有顯著差異，因此不同人口變

項之教師在內部行銷策略認知上有顯著差異，獲得支持。而工作滿足部份在年資、學

歷上無顯著差異，其餘性別、年齡、職務皆有差異，因此不同人口變項之教師在工作

滿足上有顯著差異，獲得部份支持。以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不同的教師人口變項，教

師的性別、年齡、學歷、職務有顯著差異，僅年資則無顯著差異，因此不同人口變項

之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有顯著差異，獲得大部份支持。究其原因，可能是男性教師通常

大都為行政主管，不論在家庭或學校獲得較多的支持與肯定，比較能全心及無後顧之

憂投入學校；至於年長、資深之教師，因在校時間較久，教學經驗豐富，對於學校比

較認同。對於學校的各項規定及校本精神因長期深入而瞭解；主任則為校長的左右手，

常與校長運籌帷幄，推動校務，也比較能感受校長的做為。女性、年資較淺之教師，

比較無經驗，不同學校規模僅工作滿足有差異，探究其因，減班調校依然是不同規模

學校教師所關注，教師們皆有危機意識，因此無法顯現明顯的差異性。 

表 4-26  不同人口變項之教師在內部行銷策略、工作滿足感、教師組之公民行為之差 

         異情形。 

        構面     性別     年齡  年資  學歷    職務 

內部行銷    是    是      是    是     是 

工作滿足    是   是     否    否     是 

組織公民行為     是   是     否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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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不同學校規模變項與內部行銷策略、工作滿足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 

        差異情行。 

本節旨在探討教師於不同學校規模與其內部行銷策略認知、工作滿足、教師組織

公民行為得分的差異情形。 

驗證假設 5： 

    不同學校規模變項與內部行銷策略、工作滿足、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有顯著差異。 

假設 5-1：不同學校規模變項與內部行銷策略有顯著差異。 

假設 5-2：不同學校規模變項與工作滿足有顯著差異。 

假設 5-3：不同學校規模變項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有顯著差異。 

    不同學校規模變項與內部行銷策略、工作滿足、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有顯著差

異。藉由不同學校規模的教師，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事後比較，其結果整理

如下表4-27所示，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在內部行銷策略知覺上，其F值為1.129，未

達顯著水準(p＞.342)，工作滿足其F值為3.251，達顯著水準(p<.012)，教師組公

民行為其F值為1.594，未達顯著水準(p<.174)，顯示不同規模較師在這三變項中

僅有工作滿足有顯著差異。經雪費法事後考驗比較，其結果工作滿足在不同規模

學校有顯著差異。 

4-27不同學校規模變項與內部行銷策略、工作滿足、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現況    

 內部行銷  學校規模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顯著性 事後比較 

          1. 12班(含)以下  74    92.76  14.518  1.129  .342   

          2. 13-24班       80    88.33  17.382               

          3. 25-36班      120    88.09  12.884             

          4. 37-48班      127    88.81  18.211 

          5.49班(含)以上  309    89.21  16.164 

               總和       710    89.22  16.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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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滿足  學校規模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顯著性 事後比較 

          1. 12班(含)以下  74   93.30  12.956    3.251  .012*     5＞1 

          2. 13-24班       80   89.21  14.769              

          3. 25-36班      120   89.79  12.689                

          4. 37-48班      127   94.41  17.829 

          5. 49班(含)以上 309   93.89  14.809 

               總和       710   89.22  16.048 

組織公民  學校規模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顯著性 事後比較 

         1. 12班(含)以下   74   101.24  11.370    1.594  .174 

         2. 13-24班        80    99.22  12.195               

         3. 25-36班       120   100.13  12.959               

         4. 37-48班       127   103.45  13.680 

         5. 49班(含)以上 309   101.60  13.835 

               總和      710    89.22  16.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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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 

    本研究結果呈現學校規模大小在內部行銷認知，無明顯差異。工作滿足有差異，

結果與余景達(2001)、辛俊德(2002)、郭振生(2003)、胡素華(2004)、林秀琴(2006)、

李逸嫻(2007)相似。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研究結果支持黃馨儀(2006)、王娜玲(2008）、

胡雅棠(2009)、吳育新(2010)、等人的研究，認為學校規模的大小不影響教師組織公

民行為的展現。 

    綜上研究結果，顯示國中小教師的工作滿意度會因學校規模大小而有差異。經雪

費法事後考証，大型學校的國中小教師的工作滿意度最高，有可能因小型學校，不論

行政或教師所承受的壓力較大，有的老師可能需跨領域教學，在大校有較完善的輪調

制度，小校則不是行政就是導師，再加上有很多小型學校承攬了相當多的活動，讓老

師疲於奔命，因此教師工作滿意度自然不高。本研究結果指出，內部行銷策略認知、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其F值皆未達顯著水準，沒有顯著差異。究其原因，或許因少子化的

影響下；不論學校規模大小；皆能意識工作危機感；因此無形中提高其內部行銷策略

認知及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動機，因此不同不會因學校規模大小而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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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國民中學教師內部行銷策略的認知和工作滿足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有 

        聯合預測力。 

藉由不同教師擔任的職務，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事後比較，其結果整理如下

表4-28所示。內部行銷策略的認知和工作滿足感對教師組織公民行具有聯合預測力的

變項有二，依序為「工作滿足」、「內部行銷策略」。這二個變項的預測力都達顯著

水準，可解釋39.3%的變異量；其中以工作滿足的解釋變異量最大，達37.0%。從表中

β係數可知「工作滿足」、「內部行銷策略」均為正值，具有正向預測功能。 

表4-28  國民中學教師內部行銷策略的認知和工作滿足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是否有聯 

        合預測力之逐步廻歸分析摘要表 

    投入變項                R    決定係數R
2      

R
2

改變量     F值     β係數 

    工作滿足         .608     .370     .370      413.847***   .422 

    內部行銷策略    .627  .393     .023       26.656***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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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 

本研究內部行銷、工作滿足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間之關聯性，其結果與劉嘉雯

(2004)、林忠家(2005)、廖婉鈞(2005)等相似。但此三人針對科技、壽險業為研究對

象，其結果呈現內部行銷、工作滿足會對組織公民行為有正向影響，內部行銷策略覺

知越高，則會提升工作滿足，兩者同時可促進組織公民行為。因此，當學校當局想要

有效提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及創造學校更高的績效，可以藉由教師對於學校內部行

銷推動的認同，從研究結果得知，教師注重人際關係，及學校是否公開、公平、真誠

以待，若能促進同事關係和諧，及提升工作滿足，教師認同及配合學校的意願也會較

高，一旦意願提高則組織公民行為也將跟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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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究國民中學教師內部行銷策略、工作滿足與教師組織公行為之關

聯。本章係根據研究結果，找到出主要發現，再歸納給予結論，並提出建議，共分為

三節，第一節為研究發現，依據待答問題，研究結果、整理出研究發現。第二節為結

論，乃研究目的與主要研究發現後歸納研究的結果。第三節為建議，乃依據研究結論

就當前教育現場情形做檢視，俾利教育行政機關、學校校長及後續相關研究之參考。 

第一節 主要發現 

    對於內部行銷知覺、工作滿足及教師組織公民行為間關係之研究，主要是以相關

分析、回歸分析探討各變項間之相關程度，如表 5-1。 

表 5-1研究假設與驗證結果 

假設 內容 驗證結果 

l-1 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之各構面對工作滿足各構面具有預測力。 支持 

1-2 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之各構面對整體工作滿足具有預測力。    支持 

2-1 
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之各構面對組織公民行為各構面具有預

測力。 

支持 

2-2 
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之各構面對整體組織公民行為具有預測

力。    

支持 

3-1 國中教師之工作滿足各構面對組織公民行為各構面具有預測力。 支持 

3-2 國中教師工作滿足之各構面對整體組織公民行為具有測力。    支持 

4-1 不同人口變項與內部行銷策略認知上有顯著差異。 支持 

4-2 不同人口變項之教師在工作滿足有顯著差異。 部份支持 

4-3 不同人口變項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有顯著差異。 大致支持 

5-1 不同學校規模變項與內部行銷策略有顯著差異。 不支持 

5-2 不同學校規模變項與工作滿足有顯著差異。 支持 

5-3 不同學校規模變項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有顯著差異。 不支持 

6 
國民中學教師內部行銷策略的認知和工作滿足感對教 師組織公

民行為否有聯合預測力。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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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結論 

一、國民中學教師所覺知的學校內部行銷策略屬於中上程度，並且以「教育訓練」覺

知最高。 

    內部行銷變項及其四個子構面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各構面之現況平均

數皆介於 3.45~3.3.65 之間，屬中間偏上的程度，顯示國中教師對內部行銷策略

知覺良好，偏向正向積極，其中 以「教育訓練」表現得分最高。 

二、國民中學教師工作滿足屬於中上程度，以「人際關係」最滿足。 

    工作滿足及其五個子構面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各構面之現況平均數皆

介於 3.39~3.90 之間，屬中間偏上的程度，偏向正向積極，並以「人際關係」最

滿足。 

三、國民中學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屬於中上程度，以「恪守工作本份」得分最高。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及其三個子構面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各構面之現況

平均數皆介於 3.39~3.79 之間，屬中間偏上的程度，偏向正向積極，以「恪守工

作本份」最能展現組織公民行為。 

四、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認知對教師工作滿足不論在整體或各構面間皆具預測力。 

    內部行銷策略的「教育訓練」對工作滿足各構面皆具預測力，內部行銷策略

的「凝聚溝通」對工作滿足的「工作報酬」無預測力。內部行銷策略「激勵成長」

對工作滿足「工作本身」、「人際關係」無預測力，其餘構面對工作滿足各層面皆

有預測力。內部行銷策略的「管理支持」只對工作滿足「行政領導」有預測力，

其餘皆無。 

    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認知之各構面對工作滿足整體構面具有預測力，其中

以「凝聚溝通」最具預測力，總共能解釋「整體工作滿足」60.7％的變異量。 

五、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認知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不論在整體或各構面間皆具預測 

    力。 

    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的「凝聚溝通」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組織公民表

現」最具預測力。內部行銷策略認知的「凝聚溝通」、「管理支持」、「教育訓練」

三個構面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各構面具有預測力。其中「激勵成長」則對教師組

織公民行為無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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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教師內部行銷策略認知之各構面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整體構面具有預

測力，以「凝聚溝通」最具預測力。內部行銷策略各層面共能解釋「整體教師組

織公民行為」32.3％的變異量。 

六、國中教師工作滿足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不論在整體或各構面間皆具預測力。 

    國中教師工作滿足之各構面對組織公民行為各構面具有預測力，其中以「組

織公民表現」預測力最高。教師工作滿足表現上，除了「學校環境」無預測力，

其餘工作滿足變項皆可預測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情形。國中教師工作滿足之各構面

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整體構面具有預測力，共能解釋「整體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39.7％的變異量。其中以「工作本身」最具預測力，可預測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七、國民中學教師內部行銷策略的認知和工作滿足感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具有聯合預 

    測力。 

    內部行銷策略對教師工作滿足具有預測力及顯著正相關，共可解釋 39.3%，

其中以工作滿足的解釋變異量最大，達 30%。亦即當教師內部行銷認知越高時，

其所表現出的工作滿足也越高，亦即當教師的工作滿足愈高時，其所展現出對於

學校有利的組織公民行為也愈高，因此這三者間關聯性密切。 

八、男性、50歲以上、20年以上年資、研究所學歷、教師兼主任在內部行銷策略知覺 

    較高。 

九、男性、50歲以上、教師兼主任以及學校規模在 49班以上的教師工作滿足較高。 

十、男性、50歲以上、20年以上年資、、、、研究所學歷、、、、教師兼主任展現的組織公民行為 

    較高。 

    究其原因，可能是男性教師通常大都為行政主管，不論在家庭或學校獲得較

多的支持與肯定，比較能全心及無後顧之憂投入學校；至於年長、資深之教師，

因在校時間較久，教學經驗豐富，對於學校比較認同。對於學校的各項規定及校

本精神因長期深入而瞭解；主任則為校長的左右手，常與校長運籌帷幄，推動校

務，也比較能感受校長的做為。女性、年資較淺之教師，比較無經驗，不同學校

規模僅工作滿足有差異，探究其因，減班調校依然是不同規模學校教師所關注，

教師們皆有危機意識，因此無法顯現明顯的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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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建議 

    本節根據文獻探討及實證研究結果，提出以下建議，俾供教育行政機關及未來相

關研究之參考。內部行銷策略相關研究雖為數不少，但有關學校教育的議題，比較少

有人研究，因而造成相關文獻的匱乏。因此，本研究之結果，除了有助於改善目前文

獻不足的情況，且提供給相關領域參考。 

壹、給教育行政機關之建議： 

 一、規劃內部行銷課程研習，提升校長領導溝通能力。 

    教師需專業成長，校長抑是如此，培養ㄧ位校長，實屬不易，但若校長空

有行銷規劃能力，缺乏內部行銷為核心概念，易樧羽而歸，失去動力。本研究

驗證了善用內部行銷管理能有效提升教師工作滿足，並進而增進教師組之公民

行為。學校經營成功與否，教師表現佔了很大因素，藉由本研究及相關文獻發

現，學校行銷固然重要，但鞏固校內和諧及教師感受則為首要課題。因此教育

主管應在推動學校行銷時應更積極運用內部行銷策略，尤其學校校長須改變傳

統的經營思想，有效的加入內部行銷策略，從文獻中證明了積極規劃並落實內

部行銷策略才能改善教師工作態度，並使教師做出對學校有助益之行為。 

二、將內部行銷列為校務評鑑相關細目指標。 

    本研究結果發現，學校推行內部行銷策略不但提升教師工作滿意度，且對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有聯合預測力。因此教育行政機關應正視內部行銷策略的重

要性，將它列入校務評鑑指標。藉此提高教師對學校之認同與參與，方能有效

行銷學校。當內部行銷策略入評鑑，校長會積極推行及落實，才能真正減少校

內內耗，因此建議將內部行銷策略加入校務評鑑的指標中，尋求對學校最大的

利益。 

三、增加免試入學名額，協助小校發展學校特色。 

    本研究結果顯示，小型規模學校的內部行銷策略、工作滿足、教師組織公

民行為，其表現低於大型規模之學校，可見小型學校教師負擔遠比大型學校還

多。而國民中學所面臨的升學問題卻是非常棘手，很多有特色的小型學校，及

辦學經營認真的校長常因升學率的牽絆，又走回智育教育的框臼。因此，建議

教育行政機關應再多釋放免試入學名額，尤其是明星高中可逐年加多名額，以

學生在校學習成效為篩選基準，縮小城鄉差距，讓中小型學校更有機會競爭。

藉此，教育行政機關可更積極輔導發展各校特色，以發揮學校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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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師兼行政授課時數應再降低。  

    本研究結果呈現，兼任行政教師內部行銷策略認知、工作滿足與教師組織

公民行為，所表現的都比一般教師高。但實際教學現場，很多教師不願意兼任

行政，未來實施課稅後，教師可減 2 節課，而行政人員卻無相關的配套措施，

將更導致中小型學校找不到行政人員，尤其是小型 17班以下的學校；因為教師

兼行政與一般教師授課時數幾乎相同；將使行政人員更疲於奔命。學校則因此

無法執行行政輪替制；甚至無人願意出任的窘境。若能降低行政人員授課時數

將有助於教師兼行政的意願，更有利於學校發展。 

貳、給學校行政運作實務應用之建議 

一、校長應重視內部行銷以關懷、善待教師為主。 

    從描述性統計之結果得知，受試教師在對於校長內部行銷策略中的支持與

激勵等兩個構面中，「校長常主動關心我的身心或家庭狀況」、「校長常主動關心

並了解我工作上的困難」及「對於比較困難或陌生的工作，校長常身先士卒，

帶員工一起做」等三個題項上之得分有偏低的情形，可見學校教師並沒有感受

到校長對教師支持與激勵，因此主動關懷教師；尊重個別差異，切勿以上對下

交代事務，建議校長可定期到各辦公室與教師閒話家常，甚至可在教師生日或

有婚喪喜慶寫卡片給予關懷，增加感情聯絡，減少疏離感。 

二、將內部行銷策略放入新進教師研習，強化校本課程特色，以利校務推動。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低年齡層或是年資較淺的教師，在內部行銷策略認知、

工作滿足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表現明顯偏低，表示對於新教師的教育是學校

行政需重視的ㄧ環。尤其是小型學校及流動率大的學校，只要是新進，不論是

初任或由他校轉調，都需凝聚共識，藉由研習課程說明學校特色課程，以利學

校校務發展。 

三、透過多元化的教育訓練提升教師專業知能。 

    本研究結果顯示教育訓練最能提升教師對內部行銷策略的認知，可見教師

皆能重視專業成長進修，重視自身之專業。教師不斷追求相關專業知能之成長，

以提昇個人知識及符合教育改革新思維。並從教學工作中體驗學習，建立自身

專業形象並樂觀積極參與各式成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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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公開、公平的獎勵管道，激勵教師自我成長。 

    根據研究結果，國民中學教師對於內部行銷中的「激勵成長」策略知覺最

低、工作滿足則以「工作報酬」最低，表示學校組織普遍缺乏激勵教師之制度。

目前教師的薪資制度，有一定的升遷準則，易造成教師沒有動力。因此，學校

應建立獎勵機制，激勵教師自我成長，如此教師不論於教學或行政事務上，都

能對學校有所助益。 

五、建立多元溝通管道，允許教師有機會參與決策。 

    本研究結論證實工作滿足、內部行銷、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間的正向關聯

性。其中以凝聚溝通最能預測教師工作滿足及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因此校長可

以利用各種正式及非正式的場合與教師溝通，彼此交換意見想法。甚至可邀請

教師會代表參與行政主管會報，讓教師知道計畫始末，尋求認同感。校長及學

校行政應誠懇傾聽，接納不同意見，並藉由共同決策及共識決凝聚共識，不可

ㄧ意孤行。校長需知人善任，充分賦權增能，如此將有助於學校效能的提昇，

在多元社會價值觀下，只有不斷溝通及凝聚向心力，才能創造雙贏。 

六、建立教師擔任行政的輪調制度。 

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兼任主任、組長之行政人員，在內部行銷知覺、工

作滿意、及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有較高的知覺程度。因此學校應建立一套合情合

理的職務輪調制度，讓每位教師有機會參與行政工作，提高教師對學校的認同

感，增進其溝通協調能力，唯有對學校的行政措施更深入的瞭解，才能共體時

艱。 

七、善用人力管理資源，創造學校優質效能。 

    本研究結果發現，資深及年長的教師在內部行銷策略認知、工作滿足及教

師組織公民行為；不論是整體及各層面的表現都是最佳。因此推動內部行銷策

略，學校行政更應重視年長資深教師的寶貴經驗與貢獻。藉由經驗傳承與師傅

教師的教導，將其內在價值與精神延續。此時學校可透過資深教師所建立的良

好關係及有效的互動帶領教師，將此精神延伸於外部行銷，來創造學校更優質

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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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推動內部行銷認同，增加學校效能。 

    本研究結果顯示內部行銷與工作滿足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具有聯和預測

力。一個學校辦學效能好，績效相對也高，因此植入正確行銷概念於教師心中，

也相形重要。行銷三角架構中，學校應以於內部行銷為基準，先滿足內部顧客

（全校教職員工生）的需求，達成共識。本研究也驗証教師內部行銷知覺越高，

工作滿足也跟著提升，兩者可同時影響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當教師產生認同及

滿意時，互動行銷隨之產生，學校因有這些教職員工優質的服務，此時自然會

得到外部顧客的肯定(家長暨社區)。因而學校校長的首要工作需積極推動學校

內部行銷，讓整學校發揮最大效益，達到學校教育目的。 

參、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本研究係以北部七縣市為研究範圍，並以公立國民中學教師為研究對象，研究結

果之推論無法擴展至全國，因此結論上需持保留態度。未來研究範圍可擴大至

全國，以建立更完整的實證資料。 

二、本研究除文獻探討外，僅採用問卷調查法蒐集研究資料進行實證研究。問卷填答

易偏於主觀，而且量化研究結果為整體趨向，只能了解填答者對問題的態度，

無法探知其內在意涵，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可針對研究對象，可進行部分深入訪

談，以獲得更詳盡、更客觀的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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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中學內部行銷策略國民中學內部行銷策略國民中學內部行銷策略國民中學內部行銷策略、、、、工作滿足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調查問卷工作滿足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調查問卷工作滿足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調查問卷工作滿足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調查問卷    

指導教授指導教授指導教授指導教授：：：：林邦傑博士林邦傑博士林邦傑博士林邦傑博士    

敬愛的教育先進：您好！ 

首先感謝您的協助，於教學繁忙之餘撥冗填寫本問卷，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國民中學內部行

銷策略、工作滿足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關聯，懇請．惠賜卓見。您的意見彌足珍貴！您所

填答的資料僅供學術研究及未來學校經營參考之用，絕不對外公開。問卷不需具名，請您依

個人實際成受及看法放心填答，懇請不要遺漏任何的題目，並惠請於 1 月 10 日前擲回。 

您的協助使本研究得以順利進行，再次感謝您的支持與協助。謝謝！ 

敬祝 

         教安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 

研究生：曾貴珍敬上 

中華民國 99 年 12 月 

 

填答說明填答說明填答說明填答說明：：：：    

本問卷共分四部份，第一部份為「基本資料」，第二部份為「內部行銷策略量表」第三部分為

「工作滿足量表」，第四部份為「教師組公民行為量表」。 

請您依據實際情形，在適當的口內打「v 」，每一題只能勾選一個格子，每題均請均作答，不

要遺漏。 

壹壹壹壹、、、、個人基本資料個人基本資料個人基本資料個人基本資料    

一、性別：1.□男 2. □女 

二、年齡：1.□ 30 歲（含）以下 2.□ 31-40 歲 3.□ 41-50 歲 

          4.□ 51 歲(含）以上 

三、最高學歷：1.□ 研究所（含研究所 40 學分班結業） 

              2.□ 師大或師院（大學部）3.□ 一般大學 4.□ 其他 

四、服務年資：1.□ 5 年（含）以下 2.□ 6-10 年 3.□ 11 -15 年  

              4.□ 16-20 年 5.□ 21 年（含）以上 

五、擔任職務：1.□ 教師兼主任 2.□ 教師兼組長 3.□導師  

              4.□ 專任教師 

六、學校規模：1.□ 12 班(含）以下 2.□ 13-24 班 3.□ 25-36 班  

              4.□ 36-48 班 5.□ 49 班（含）以上 

 

貳貳貳貳、、、、教師內部行銷策略知覺問卷教師內部行銷策略知覺問卷教師內部行銷策略知覺問卷教師內部行銷策略知覺問卷    

下列陳述句主要在描述教師對學校推動內部行銷策略知覺。請您在閱讀後依照您的感受，在

適當的 □ 內「 v 」。 

 

【 辛苦了！請繼續下一頁填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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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大   有   大   非 

                                                          常   多   點   多   常 

                                                                         不   不 

                                                          符   符   符   符   符 

                                                          合   合   合   合   合 

1. 在經費許可下校長會考量我們的需求，改善或 

   充實各項設備。…………………………………………  □   □   □   □   □ 

2. 校長鼓勵我們創新的作為，並接受可能的失敗。… □   □   □   □   □ 

3. 校長常提供我們解決工作問題的方法指引。……… □   □   □   □   □ 

4. 校長常主動關心並了解我工作上的困難。………… □   □   □   □   □ 

5. 面對家長不合理的要求，校長會站在我們的立場， 

   加以協調處理。……………………………………… □   □   □   □   □ 

6. 校長常主動關心我的身心或家庭狀況。…………… □   □   □   □   □ 

7. 對於不常發生的小錯誤，如遲到，校長會給予 

   我們改過的機會。…………………………………… □   □   □   □   □ 

8. 對於願意額外付出心力的員工，校長會提供 

所需的支援。………………………………………… □   □   □   □   □ 

9. 學校對於員工的獎懲制度合理公問且明確。……… □   □   □   □   □ 

10.對於員工優異的工作表現，校長會在公開場合加以 

表揚。………………………………………………… □   □   □   □   □ 

11.校長很重視員工應有的福利。……………………… □   □   □   □   □ 

12.校長讓我有應該為學校「全力以赴」的感覺。…… □   □   □   □   □ 

13.對於比較困難或陌生的工作，校長常身先士卒， 

   帶領員工一起做。…………………………………… □   □   □   □   □ 

14.校長常鼓勵我們做好生涯的規劃。………………… □   □   □   □   □  

15.校長常利用機會宣達他的治校理念。……………… □   □   □   □   □  

16.我可以透過學校的集會，掌握到學校校務的 

重要資訊。…………………………………………… □   □   □   □   □  

17.對校務的推動有任何疑問時，我知道應該 

找誰解決問題。…………………………………….  □   □   □   □   □  

18.我覺得向校長表達我的想法，並不困難。………… □   □   □   □   □  

19.學校常有彼此溝通意見的場合和機會。…………… □   □   □   □   □  

20.安排職務時，校長會盡量參考我的能力和意願。… □   □   □   □   □  

21.校長會鼓勵員工參加各項研習訓練或在職進修活動 □   □   □   □   □  

22.校長認為合乎需求的研習訓練或在職進修，  

  是非常有價值的。……………………………………  □   □   □   □   □ 

23.學校舉辦各種研習訓練，多能考量員工的需求。… □   □   □   □   □ 

【 辛苦了！請繼續下一頁填答 】 

24.校長很重視學校各項研習的品質及成效。………… □   □   □   □   □ 

25.學校會在學期初，便規劃好整學期的 

研習訓練活動。……………………………………..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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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工作滿足問卷 

                                                        非   大   有   大   非 

                                                        常   多   點   多   常 

                                                                       不   不 

                                                        符   符   符   符   符 

                                                        合   合   合   合   合 

1.  我對校長解決問題的能力感到滿意。…………… □   □   □   □   □ 

2.  我對校長做決策的能力感到滿意。……………… □   □   □   □   □ 

3.  我對校長處理校務的方式感到滿意。…………… □   □   □   □   □ 

4.  我對校長能耐心傾聽教師的心聲感到滿意。…… □   □   □   □   □ 

5.  我對校長能主動關懷與鼓勵教師感到滿意。…… □   □   □   □   □ 

6.  我對校長教學視導的方式感到滿意。…………… □   □   □   □   □ 

7.  我對校長協助教師解決困難的情形感到滿意。… □   □   □   □   □ 

8.  我對教師辦公室的環境感到滿意。……………… □   □   □   □   □ 

9.  我對學校校會的規劃與配置感到滿意。………… □   □   □   □   □ 

10. 我對學校提供充實的教學設備感到滿意。……… □   □   □   □   □ 

11. 我對校園環境的整潔感到滿意。………………… □   □   □   □   □ 

12. 我對工作環境的安全性成到滿意。……………… □   □   □   □   □ 

13. 我對學校所處的社區環境成到滿意。…………… □   □   □   □   □ 

14. 我對學校綠美化環境結果感到滿意。…………… □   □   □   □   □ 

15. 我對工作的專業自主性感到滿意。……………… □   □   □   □   □ 

16. 我對教學工作能自我成長感到滿意。…………… □   □   □   □   □ 

17. 在教學上能得到成就感讓我感到滿意。………… □   □   □   □   □ 

18. 我對教師工作與自己的興趣相符合感到滿意。… □   □   □   □   □ 

19. 我對工作可以發揮自己所學專長感到滿意。…… □   □   □   □   □ 

20. 我對同事在工作上的協助感到滿意。…………… □   □   □   □   □ 

21. 我對同事之間的相處情形感到滿意。…………… □   □   □   □   □ 

22. 我對同事之間能共同學習與分享新知感到滿意。 □   □   □   □   □ 

23. 我對目前教師的薪資感到滿意。………………… □   □   □   □   □  

24. 我對目前教師的獎懲辦法或方式感到滿意。…… □   □   □   □   □  

25. 我對學校提供的各項福利感到滿意。…………… □   □   □   □   □ 

26. 我對工作的升遷管道感到滿意。………………… □   □   □   □   □  

 【 辛苦了！請繼續下一頁填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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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師組織工行為問卷教師組織工行為問卷教師組織工行為問卷教師組織工行為問卷    

                                                         非    大   有    大   非 

                                                         常    多   點    多   常 

                                                                          不   不 

                                                         符    符   符    符   符 

                                                         合    合   合    合   合 

1. 我總是能夠幫助學校同事。……………………….. □   □   □   □   □  

2. 我總是無私地幫助學校同事。……………………… □   □   □   □   □  

3. 我總是致力於有利學校同事的行為。……………… □   □   □   □   □  

4. 我總是可以協助同事處理個人的事務。…………… □   □   □   □   □  

5. 我總是能和學校同事合作無間地完成工作。……… □   □   □   □   □  

6. 我總是會提醒學校同事，校內即將發生的事件 

   或即將舉辦的活動。………………………………… □   □   □   □   □  

7. 我總是透過參與學校事務來提升學校同事的 

工作效能。………………………………………….  □   □   □   □   □  

8. 我總是能盡責參與學校會議及團體活動。………… □   □   □   □   □  

9. 我總是能支持或捍衛學校的組織目標。…………… □   □   □   □   □  

10.我總是對學校抱持正面的態度。…………………… □   □   □   □   □  

11.我不會抱怨學校的工作環境。……………………… □   □   □   □   □  

12.我總能展現對學校的忠誠。………………………… □   □   □   □   □  

13.我總是能協助學校發展或保護學校使其免受傷害。 □   □   □   □   □  

14.不論學校的狀況多麼艱難，我總是沒想要調往他校 □   □   □   □   □  

15.我總是能依照學校的規範或程序作事。…………… □   □   □   □   □  

16.我總是能透過負責盡職的行為表現，來展現對 

學校的支持。……………………………………….  □   □   □   □   □  

17.我總是能負責地參與學校活動。…………………… □   □   □   □   □  

18.我總是能尊重學校的規範或政策。………………… □   □   □   □   □  

19.我總是能致力於對學校有利的行為。……………… □   □   □   □   □ 

20.為使學校進步，我總是能在程序上、行政上、 

  或學校經營上提出建議。………………………………□   □   □   □   □         

21.我總是能對自己的工作保有持續的熱忱。………… □   □   □   □   □   

22.我總是能投入額外的努力來安排工作計畫。……… □   □   □   □   □  

23.我總是能自願參與非分內的工作或任務。………… □   □   □   □   □                

24.我總是在工作上付出比別人較多的心力。………… □   □   □   □   □     

25.我總是積極地自我成長，以便提升個人的工作效能 □   □   □   □   □              

26.我總是能對學生輔導、教學等工作，有著比別人 

   更多的用心。………………………………………… □   □   □   □   □                        

27.我總是能為工作犧牲奉獻。………………………… □   □   □   □   □    

【【【【問卷到此全部結束問卷到此全部結束問卷到此全部結束問卷到此全部結束，，，，謝謝您的協助謝謝您的協助謝謝您的協助謝謝您的協助，，，，並請您再次巡視本問卷有無漏答之處並請您再次巡視本問卷有無漏答之處並請您再次巡視本問卷有無漏答之處並請您再次巡視本問卷有無漏答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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