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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 

行為關係之研究 

摘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臺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

行為之現況，並分析不同背景變相之教師在知覺校長空間領導與教師

組織公民行為之差異情形，並探究二者之關係，最後藉由校長空間領

導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進行預測。 

    本研究採取調查研究法，共計抽樣 39 所，發放 700 份問卷，回

收 621 份有效問卷，問卷有效率達 88.71%。資料處理分別以描述性

統計、獨立樣本 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遜積差相關及多元

逐步迴歸分析等統計方式進行分析。 

    本研究結果摘要如下： 

一、 臺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表現為中高程度，其中以「校

長以空間規劃營造文化願景」程度最高，而「校長以空間規劃拓

展社區關係」程度最低。 

二、 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表現為中高程度，其中以

「利他人行為」程度最高，而「工作投入與奉獻」程度最低。 

三、 臺北市國民小學以「41-50歲」、「師專畢業」的教師知覺校長

空間領導程度較高。 



 
 

四、 臺北市國民小學以女性、「41-50 歲」與「51 歲(含)以上」、

服務年資為「16-20 年」的「級任教師」與「科任教師」表現出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程度較高 

五、 臺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有顯著正

相關，校長空間領導情形越佳，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程度亦越高。 

六、 臺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具有預測

作用，並以「校長以空間規劃營造文化願景」之預測力為最佳。 

 

 

關鍵字：國民小學、空間領導、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ncipal’s space  

leadership and Teachers’ Organization Citizenship  

Behaviors of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ipei City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s  space  leadership  and  

teacher’s  organization  citizenship  behaviors  in  Taipei  

City ,and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in  teachers  of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are  conscious  of  the  principal’s  space  

leadership  and  teacher’s  organization  citizenship  behaviors  

an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variables.  

Finally  through  the  principal’s  space  leadership  predicts  the  

teacher’s  organization  citizenship  behaviors.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was  adopted.  The  samples  

include  39  schools  and  700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There  were  621  vaild  questionnaires  used  finally  in  the  

statistic  analysis  and  the  usable  rate  is  88.71%.  All  data  

collected  were  analyzed  by  the  mothods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ndependent  t-test,  one-way  ANOVA,  Pearson  

correlation,  Multiple  regression . 

    The  conclusion  are  as  follows： 

1.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perceptions  of  principals’  

space  leadership  in  Taipei  city  is  above  average.  The  

score  is  the  highest  in  the  dimension  of  “spatial  



 
 

planning  to  improve  education”  and  the  lowest  in  the  

dimension  of  “spatial  planning  to  expand  the  relations  

with  the  neighboring  communities”. 

2.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perceptions  of  teacher’s  

organization  citizenship  behaviors  in  Taipei  city  is  

above  average.  The  score  is  the  highest  in  the  

dimension  of  “directed  to  individuals”  and  the  lowest  

in  the  dimension  of  “job-task  citizenship  perfromsnce”. 

3.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perception  of  principals’  space  leadership  

in  terms  of  the  age  of  41 to  50  and  the  highest  

educational  level  of  normal  training  college  in  Taipei  

city. 

4.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perception  of  teacher’s  organization  

citizenship  behaviors  in  terms  of  the  age  of  41 to  50  

and  above 51 and  the  years  of  service  is  16-20  years  

and  the  duty  of  main  classroom  teacher  and  acadamic 

teacher  in  Taipei  city. 

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ncipals’  space  leadership  and  

teachers’  organization  citizenship  behaviors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in  Taipei  City.  The  higher  the  principals’  

space  leadership  is,  the  higher  teacher’s  organization  

citizenship  behaviors. 

 



 
 

6. The  principals’  space  leadership  have  a  predictive  effect  

on  teacher’s  organization  citizenship  behaviors  in  Taipei  

City,  particularly  in  the  dimension  of  “spatial  planning  

to  improve  education”  with  highest  predictability  on  

principals’  space  leadership. 

 

 

 

Keywords：elementary  school 、 principal’s space leadership ， 

teachers’  organization  citizenship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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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旨在針對本篇論文研究主題，說明其研究的動機與目的，以

及研究的基本架構。本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為研究動機與目的；第

二節提出研究問題；第三節解釋重要名詞；第四節提出研究方法與步

驟；最後，第五節說明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動機 

    領導理論一向為專家學者研究的主力，從特質論、行為論與權變

論一直到如今新興型領導理論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均試圖有效詮釋不

同組織間的領導圖像，並關注於各種不同的領導理論是如何影響學校

組織；其中以空間營造進行領導，進而期待學校組織有所正向改變亦

屬近年來的新興議題。Tanner及Lackney認為教育設施的規劃工作可

劃歸為「領導」(leadership)之一部份，而有績效的空間領導者，須有

效地將校務目標轉化為有利於教師教學研究、學生學習、行政管理及

社區營造之物質校園環境(引自李慶裕，2011)。 

    學校是提供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的主要場域，而校長領導學校所

帶給師生們的影響包括言教、身教、制教及境教四大方面；就境教而

言，校園空間本乃師生互動及教學發生場域，其在經年累月的延續與

傳遞中，成就了學校教化學習的功能，更忠實地記錄了學校傳承的歷

史 (引自曹音鵬，2005)。而本研究欲探討之「空間領導（ space 



 

２ 

 

leadership）」係指透過校園領導者透過規劃、設計、運用及檢核學校

範圍內之室內外物質環境，包括校舍、校園、運動場及附屬設施設備

等，並將學校發展目標融入教師教學研究、學生學習、行政管理及社

區參與等層面，藉以引領教育空間的永續發展及教育目標有效達成，

進而使校園相關利害關係人感受到校園成為一個友善、舒適、美觀並

具有實質影響力的教學生活環境。 

    而教育行政主管機關近年亦體認到空間營造對校務發展的影響，

紛紛推展「友善校園」、「校園無障礙空間」、「校園空間活化」、

「閒置空間再利用」及「特色學校」等政策，足見空間領導對學校效

能提升及創新經營的重要性。而且，空間營造對於一般教學或行政人

員來說，較屬陌生的領域，如須教育人員共同協助發展校園規劃與空

間營造，須有付出多餘心力的誘因。因此，欲瞭解當前國小校長空間

領導的實施現況、校長空間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差異情形及校長

空間領導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預測力，此乃本研究動機之一。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展現，係基於教師於正式契約規範及獎懲制

度之外所表現出利組織行為，故多數研究認為可對學校效能提升及

創新經營成效帶來正面影響。Katz (1964)認為一個具有優良效能的

組織，其組織成員須展現維持行為、順從行為及主動行為。Organ 

(1988)提出組織公民行為係指未規定於員工正式角色義務中，或未經



 

３ 

 

由工作契約的約束，且組織正式報酬制度未直接承認的員工行為，

但整體而言確有利於組織績效的提升，是員工在工作表現上的正向

行為。Fork, L. Y., Hartman, S. J., Patti, A. L., & Razek, J. R. (2000)認

為組織公民行為係角色外行為，既未被要求亦未於工作契約中進行

規範，而由組織成員自發性的產生，且對組織具有正面性的影響。

謝佩鴛(2000)將組織公民行為定義為組織成員為達成組織目標，除完

成自身工作外，尚能主動付出心力與他人合作、協助同仁，並表現

出超越組織要求標準且有利組織的行為。鄭燿男(2002)提出組織公民

行為係為組織成員為達成組織目標，除完成自身工作外，非基於工

作上的正式要求，而主動表現出有利組織、個人或團體且兼顧組織

創新的正向行為。黃柏勳(2004)認為組織成員在非基本工作條件的要

求下，而表現出主動、積極、正面、盡職及利他行為，且此行為有

利於特定人，更有助於組織效率及效能的提升，此可稱為組織公民

行為。吳清山、林天祐(2006)認為組織公民行為係組織成員自發性的

表現出超越組織規範，有利於組織福祉的行為，且這種行為不為組

織正式獎賞或懲罰的制度所左右，但對組織效率及效能的提升具有

極大的助益。許聰顯(2014)認為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教師主動自發表現

出超越組織規範且有利組織績效表現的行為，且這種行為無須經由

培訓，亦無視於正式獎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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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教師表現出越多的組織公民行為，對學校組織效能提

升及校務之有效推展具有正向影響，且其之形成受到校長領導行為與

教師行為的互動影響，所以在二者進行配合研究時，始能有效一窺教

師組織公民行為的全貌。爰此欲瞭解當前國小學校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之現況及表現情形，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Organ(1988) 、 Fork et.al(2000) 、 黃 柏 勳 (2004) 、 Piccolo & 

Colquitt(2006)、吳清山、林天祐(2006)、胡雅棠(2008)、高俊卿(2008)、

王娜玲(2008)、崔念祖(2011)、謝傳崇及王瓊滿(2011)研究結果均發現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校長領導行為具有顯著相關，且認為有效的校長

領導有助於提高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展現頻率，進而有利於提昇學校

效能及創新經營成效等。 

    而不同的空間規劃設計方式，即展現校長不同之空間領導風格，

亦直接影響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展現頻率及時機；爰校長空間領導對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具有何種程度預測力，係教育實踐層面值得探究之

處，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三。 

    國內目前有關空間領導的研究雖仍於起步階段，然業有Buckley、

Schneider 與 Shang（2004）、OECD（2006）、Tanner（2009）、Horng

（2009）、湯志民、劉侑承、劉冠廷和曾雅慧（2010）、李冠霖（2010）、

曾雅慧(2011)、莊明達(2012)、陳炫佑(2012)、劉侑承(2013)及鄭文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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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等人就不同縣市、不同教育階段及不同變項進行探討；而教師

組織公民行為部分，Organ(1988)、Fork et.al(2000)、黃柏勳(2004)、

Piccolo & Colquitt(2006)、吳清山、林天祐(2006)、胡雅棠(2008)、高

俊卿(2008)、王娜玲(2008)、崔念祖(2011)、謝傳崇、王瓊滿(2011)、

洪碩伶(2012)、陳浩(2013)、黃雅楓(2013)、林楷莉(2013)、彭聲聞

(2013)、李芳茹(2013)及許聰顯(2014)等人就不同教育領導方式與其

關係及影響進行探討。 

    在眾多新興領導理論中，目前國內外相關文獻尚未就「校長空間

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此兩變項之關係進行直接探討，爰本

研究特以「校長空間領導」為自變項，「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為依變

項，以瞭解臺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影響 

。因此，欲探討空間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關係，為本研究動機

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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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壹、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的說明，本研究目的有以下五項： 

一、 瞭解校長空間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現況。 

二、 探討不同背景變項教育人員知覺校長空間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

行為差異情形。 

三、 探討校長空間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間的關係。 

四、 探析校長空間領導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預測力。 

五、 根據研究結論提出具體建議，供學校作為領導與管理之參考。 

貳、待答問題 

本研究係探討臺北市公立國小校長空間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

為關係之研究，就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擬待答問題，作為研究依據： 

一、 臺北市國民小學教育人員知覺校長空間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 

行為之現況如何？ 

二、 不同背景變項（性別、年齡、學歷、服務年資、職務）下，臺 

     北市國民小學教育人員知覺校長空間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之差異情形為何？ 

三、 校長空間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間之關係及是否顯著相關? 

四、 校長空間領導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是否具有顯著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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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壹、國民小學 

    根據國民教育法第三條規定：「國民教育分兩階段，前六年為國

民小學教育，後三年為國民中學教育。」，本研究之國民小學係指臺

北市之公立國民小學。 

貳、空間領導 

    空間領導(space leadership)係指透過校園領導者透過規劃、設計、

運用及檢核學校範圍內之室內外物質環境，包括校舍、校園、運動場

及附屬設施設備等，並將學校發展目標融入校園文化願景、教師教學

研究、學生學習及社區參與等層面，藉以引領教育空間的永續發展及

教育目標的有效達成，進而使校園相關利害關係人感受到校園成為一

個友善、舒適、美觀並具有實質影響力的教學生活環境。 

    本研究之校長空間領導係以臺北市國民小學教育人員在「校長空

間領導與學校組織氣氛調查問卷」第貳部分「校長空間領導量表」的

填答得分為依據，內容分為「以空間規劃營造文化願景」、「以空間

規劃帶領課程發展」、「以空間規劃促進教學創新」及「以空間規劃

拓展社區關係」等四大構面，受試者在問卷上得分愈高，代表校長空

間領導程度愈高，反之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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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of teacher）

係指教師於約聘契約中所訂定之基本工作要求外，且未涉學校正式

獎懲制度的目的，而主動自發地表現出自我充實提高工作能力、協

助同仁解決工作問題及主動協助新進人員等利他行為、認同組織、

盡責守法、保護組織資源及主動宣傳組織優點等利組織行為，且有

利組織整體績效提升及創新經營之發展的各種正向行為。 

    本研究之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係綜合參酌許聰顯(2014)以國民小

學教育人員在「國民小學校長分布式領導、學校組織公平與教師組織

公民行為調查問卷」第參部分「教師組織公民行為量表」的填答得依

分為據，內容分為「利他人行為」、「利組織行為」以及「工作投入

與奉獻」三大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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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進行研究，目的以系統性的量化數據

去解讀臺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二者之關

係，以臺北市國小校長、主任、組長、教師為取樣對象，蒐集相關研

究資料，並進行分析與討論。茲就研究方法與步驟分述如下： 

壹、研究方法 

    為達成本研究目的，本研究除進行文獻分析外，主要採用問卷調

查法，茲說明如下： 

一、問卷調查法 

    問卷調查臺北市國小校長、主任、組長和教師，將所蒐集的資料

來進行分析，以探究臺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對教師組織公民行

為的影響力。 

貳、研究步驟 

一、準備階段 

（一）擬定研究主題 

    依照研究者個人之興趣進行初步的探討分析，並與指導教授討論

研究可行性與研究方向、目的後，以確定研究主題，進行本研究計畫。 

（二）文獻探討與分析 

    研究者於確定研究題目後，運用ERIC、ProQuest 及EBSCO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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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網路檢索、國家圖書館及各校圖書館等管道蒐集國內外相關文獻資

料，以作為研究的立論基礎。 

（三）建立研究架構 

    將所蒐集之文獻資料加以分析、整理歸納，並依據研究動機、研

究目的及研究問題，建立研究架構。 

二、實施階段 

（一）編製研究工具 

    研究者在分析比較各學者專家所編製或修訂的相關問卷，將其問

卷年代、問卷信效度以及符合本論文研究方向為依據，確定本研究問

卷內容。 

（二）實施問卷調查 

    本研究預試問卷及正式問卷發放均以校為單位，分別選取18間及

39間學校，依照學校規模按比例發放不同數量問卷；問卷份數依照各

校校長、主任、組長及教師比例分配填答。在問卷發放前，研究者會

先以電話徵求各校校長同意轉交填答後，於三天內郵寄至各校，並請

受試者於兩週內以回郵信件的方式寄回。 

（三）分析問卷資料 

    問卷回收後，先篩選出無效問卷，再進行編碼、登錄等作業，以

IBM SPSS23.0版統計軟體進行統計分析。應用t考驗、單因子變異數



 

１１ 

 

分析（One-way ANOVA）、皮爾森積差相關（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多元迴歸（Multiple Regression）分析

原始資料，回答研究問題。 

三、完成階段 

（一）綜合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依據問卷調查及統計分析的結果，綜合出本研究之研究結果，並

與文獻探討之內涵進行更進一步之分析。 

（二）提出結論與建議 

根據本研究結果提出結論，以回應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後，並據以

提出建議以供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學校人員以及後續相關研究參考。 

（三）論文撰寫與印製 

將研究結果依據論文格式撰寫後印製，以完成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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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研究步驟，建構出本研究之流程圖，如圖1-1 所示 

 

 

 

圖1-1 研究步驟 

準 
備 
階 
段 

擬定研究主題 
依據研究者個人之興
趣並與指導教授商討
後，確立研究主題 

蒐集相關文獻 蒐集空間領導及教師
組織公民行為之文獻 

建立研究架構 
根據研究動機及目的
建立研究架構 

實 
施 
階 
段 

編製研究工具 

參酌具良好信效度、
施測對象相近且符合
研究方向之問卷後，
重新進行編製 

實施問卷初試後 
正式施測 

針對臺北市國民小學
教育人員實施問卷預
試後進行正式施測。 

分析問卷資料 
運用電腦統計系統軟
體SPSS23.0，進行統
計分析 

完 
成 
階 
段 

研究結果分析討論 
依據問卷調查及統計
分析結果，綜合本研
究之結果 

提出結論與建議 
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結
論，以回應研究目的
並提出適當建議。 

論文撰寫與印製 
將研究結果依據論文
格式撰寫後付印，以
完成本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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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旨在瞭解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

研究，雖力求完美嚴謹，惟受限於時間、人力及物力等主客觀因素，

仍有其研究限制，分述如下： 

壹、研究範圍 

一、研究地區  

    本研究係以臺北市公立國民小學（39間），分為大（37班以上）、

中（19-36班）、小（18班以下）規模作為抽樣範圍。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抽樣，以臺北市國民小學學校教育人員為研究對象，包

括主任、組長及未兼任行政之現職級任、科任教師。 

三、研究內容 

    本研究旨在調查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

現況及兩者之關係。其中，在校長空間領導方面包含：「以空間規劃

營造文化願景」、「以空間規劃帶領課程發展」、「以空間規劃促進

教學創新」及「以空間規劃拓展社區關係」四大層面；在教師組織公

民行為構面包含：「利他人行為」、「利組織行為」及「工作投入及

奉獻」三大構面。而在背景變項方面，探討不同性別、年齡、學歷、

服務年資、職務為探討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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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限制 

一、研究地區的限制 

    本研究對象僅以臺北市公立國民小學教育人員為範圍，並未包括

臺灣地區其他縣市。因此，在研究結果之解釋與推論時，僅限於臺北

市公立國民小學。研究結果之應用，不宜作過度推論。 

二、研究方法上的限制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問卷內容包括「校長空間領導量表」及「教

師組織公民行為量表」二部分，因此需考量到進行施測時之可能限制。

問卷調查法之優點在於統計上的客觀性，藉由獲得實際現象的數據，

排除研究者的主觀感受，且統計結果可適當推論。但其受限於研究者

設計的題目，受試者的回答有所限制，受試教師在填答問卷時可能會

受個人認知、價值觀、情緒、態度好惡等因素之影響，或為符合社會

期許影響填答結果，導致問卷填答有所保留或對問卷題目認知有偏差

產生，以致與實際狀況有誤差存在。 

    研究者無法對填答者的心態或情境加以掌握，因此，問卷調查法

僅能呈現受試者對校長空間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表面意見，依

問卷填答資料，進行研究分析並進一步推論，此為研究方法上限制。 

    在實際進行問卷調查時，研究者擬請學校主任協助轉交問卷及協

助回收，並強調研究結果僅作為學術研究之用，提高填答者意願及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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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回收率。 

三、研究推論的限制 

    本研究的抽樣雖兼顧學校規模等特性，在各校受試者之性別、年

齡、職務與學歷等無法平均抽取，因此，在研究結果解釋與推論上，

有所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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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係就本研究之概念及相關文獻進行逐項析論，以為本研究之

基底。本章第一節先就「空間領導」之概念、發展脈絡、模式及實施

方式進行探究；第二節中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概念意涵、理論

基礎、行為構面及測量方式進行研析；第三節則就學校校長空間領導

與學校教師組織公民行為間之相關研究進行探討。茲就各節內容析述

如下： 

第一節  空間領導理論與相關研究 

    本節旨在探討學校領導者進行空間領導之理論及相關研究。首先

就空間領導之概念進行界定；其次針對空間領導之發展脈絡、模式及

實施方式進行探析。 

壹、 空間領導之概念 

    空間領導係「校園空間」及「校長領導行為」之集合概念；此名

詞國外最早係出現於美國芝加哥「學校建築行政人員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Physical Plant Administrators, APPA）所建立的「教育設

施領導」“Leadership in Educational Facilities”網站中（The Association 

of Physical Plant Administrators, 2011）。此外，由Tanner及Lackney(2006)

所撰之《教育設施規劃：領導、建築及管理》(Educational Facilities 

Planning: Leadership, Architecture, and Management)一書，其認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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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的規劃工作可劃歸為「領導」(leadership)之一部分，而有績效的

空間領導者，須有效地將校務目標轉化為有利於教師教學研究、學生

學習、行政管理及社區營造之物質校園環境(李慶裕，2012)，該書係

以專書形式將空間領導之概念進行統整，其與本研究所指涉之「空間

領導」概念亦較為貼近。 

    在國內部分，曾雅慧(2011)提到空間領導一詞及其理論則由湯志

民率先於2008年自教育研究月刊中提出；其認為空間領導係領導者透

過規劃與運用校舍、校園、運動場和附屬設施，以建構對學校課程、

教師教學、學生學習、行政管理和社區公關，具有實質影響力的「點、

線、面、體」環境，以引領學校空間和教育發展之歷程(引自李冠霖，

2011)。析言之：  

(1) 就空間領導本質而言，是引領學校空間和教育發展的方向。  

(2) 就空間領導對象而言，係指組織中的成員，包括領導者(如校長、

主任或學科召集人等居於領導職者)與被領導者(如教職員生) 

(3) 就空間領導行為而言，是朝向學校組織與成員的共同目標的各

項策略與行動，這些策略與行動就是透過規劃與運用校舍、校

園、運動場和附屬設施，以建構對學校課程、教師教學、學生

學習、行政管理和社區公關，具有實質影響力的「點、線、面、

體」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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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清山(2008) 認為空間係有形的物質環境，而領導具有無形的影

響力，所以空間與領導二者的結合真諦，即學校領導者應積極營造一

個優質學校環境及相關所屬設施設備，以激發學校利害關係人，包括

學生、教師、行政人員、家長及社區居民等之正向動能，進而達到學

校設立之教育目標。易言之，善用校園內的有形環境及設施設備，並

透過無形的領導來發揮管理者的影響力，進而使學校永續發展，係空

間領導落實之鵠的。 

    馮朝霖(2008)則從哲學觀點對空間領導的內涵進行剖析，認為空

間領導實質上的關鍵在於「美學領導」，同時並提出氣氛新美學的「氣

氛經營」理念做為空間領導與美學領導之中介因子，其亦是同時回應

古今中外專家學者及普羅大眾對於校園境教的重視與忽視。 

    另外，陳木金和溫子欣（2008）則是分別從科學管理學派、人群

關係學派、權變情境學派、轉型領導學派以及混沌理論等不同學派觀

點來剖析空間與領導關係及其脈絡，摘述如下： 

一、科學管理學派 

     此時期的校園空間設計重點在表彰核心位置(如領導者)的

建築，並隨處可見充滿象徵性之權利符號，並多透過全場域及階

層化的環境設計以達到監督管理功能，進而提升領導正當性。 

二、人群關係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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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學派一改科學管理學派之作風，轉向關注人的需求，反

映在學校建築上則是以親切溫和之設計(例如：無障礙坡道、哺育

室等)，去強調個人空間及隱私的尊重，提供方便成員間雙向溝通

的友善環境，降低工作壓力因子，而達到民主式參與管理真諦。 

三、權變情境學派 

     至於權變情境學派反映在空間規劃上則是，除了依據空間

本身的特性去決定最適宜的配置方式外，並透過空間的彈性設計，

可隨不同事件及參與成員進行調整，以落實人是空間使用者，彈

性形塑合宜空間的目標。 

四、轉型領導學派 

     此學派著重校園空間環境應彰顯其組織價值與願景，讓組織

成員清楚認知自己對於組織的道德責任以及所肩負的使命，藉以

增加對於組織的一體感及認同（楊瑪利，2005）。此外，校園空間

設計應以鼓勵個殊性為宗旨，採參與式決策模式請校園利害關係

人進行討論後商定，以促進組織健康。 

五、混沌理論 

     此學派反映在校園空間規劃上則強調應保持對學校心理及

物理環境的敏銳度，透過檢核溝通系統、鼓勵參與變革、發展變

革的成功範例、尋找變革推動者的吸力系統、從對有關變革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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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力量敏銳感、從解除目前的平衡狀態準備冒險等方式來活化校

園建築創造空間領導。 

    陳建志（2010）將空間領導定義為校長透過規劃與運用校舍、校

園、運動場及其附屬設施，以建構對學校課程、教師教學、學生學習、

行政管理和社區發展等具有實質影響力的情境，引導教育空間的發展

以及教育目標的促進。 

    李冠霖（2010）認為空間領導即為領導者運用有形校園建築環境，

透過無形領導影響力，使教師、學生、行政人員、家長及社區均能於

校園空間內發揮最大效益，以達到實現教育目標之方式。  

    曾雅慧(2011)認為空間領導係校長透過規劃、設計校園環境設施，

以提供給學校教師、行政人員、學生、家長及社區一個優質的學校環

境，來帶動學校發展，以達到教育目標。 

    李慶裕(2012)將空間領導界定為領導者以「空間」為媒介，基於

校園規劃設計及發展學校設施設備的前提下，善用有形物理環境，採

用適當程序模式及實施策略，以引領教育空間革新，進而營造出一個

對學校課程、教師教學、學生學習、行政管理及社區公關等具有實質

影響力的教育功能，並讓學校利害關係人真實感受到校園係一個友善、

舒適、美觀甚至感動的教學生活環境。 

    吳珮青(2013)將教育空間界定為學校範圍內的室內及室外物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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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包括校舍、校園、運動場及附屬設施，以提供教職員生活、教學

及學習等活動之場所；亦即教育空間包含正式與非正式的教育系統，

學校學習不僅發生於室內，亦發生於室外(OECD,2009)，爰校長等學

校領導者進行領導行為時，應將空間所發揮之影響納入決策考量。 

    綜上所述，空間領導係透過校園領導者透過規劃、設計、運用及

檢核學校範圍內之室內外物質環境，包括校舍、校園、運動場及附屬

設施設備等，並將學校發展目標融入教師教學研究、學生學習、行政

管理及社區參與等層面，藉以引領教育空間的永續發展及教育目標的

有效達成，進而使校園相關利害關係人感受到校園成為一個友善、舒

適、美觀並具有實質影響力的教學生活環境。 

貳、 空間領導之發展脈絡及政策處遇 

學校是提供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的主要場域，而校長領導學校 

所帶給師生們的影響包括言教、身教、制教及境教四大方面；就境教

而言，校園空間本乃師生互動及教學發生場域，其在經年累月的延續

與傳遞中，成就了學校教化學習的功能，更忠實地記錄了學校傳承的

歷史(引自曹音鵬，2005)。 

    美國州際學校領導者證照聯合會 (Interstate School Leaders 

Licensure Consortium，ISLLC)強調身為學校領導者除了必須專注於打

造一個具有良好願景的優職學校環境，同時並須有效地進行高水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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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研究及行政管理及保持與家長社區間的良善互動關係（Hilliard & 

Jackson,2011）。鄭漢文(2005)亦指出校園空間係學生學習重要的場域，

蘊含深奧的哲學意識及文化傳統，其透過物質環境語言忠實地傳達校

園的教育理念及目標。 

    此外，廖文靜(2011)另就臺灣地區74所公立普通高中進行有關教

育設施設備之研究發現，當學校設施品質越高時，教師組織承諾越高、

學生對學校認同程度越強、學生學習動機越高、學生偏差行為越少、

學生學業成就越高。 

    自1996年起，臺北市及新北市首開全國之先，因體認到教育領導

典範及教學形式的轉變，開始試辦規劃班群式空間，成效頗豐；自2000

年起，因921大地震對本島學校建築的重創，教育部透過「新校園運

動」進行學校修整建的任務，同時也藉由上開運動的成果喚醒教育相

關人員對於校園物質環境的重視；自2001 年起，校園綠建築、永續

校園逐漸成為學校建築的顯學。 

    2002年教育部《創造力教育白皮書》提出「創意學校總體營造」

行動方案，其核心理念在建構有利於培育師生創造力之生活空間、學

校經營及校園文化，並鼓勵各校尋求學校本位特色，打破以升學為導

向之迷思，轉型為多元主題特色學校（引自湯志民，2008）。 

    2002年教育部規劃並推動「永續校園推廣計畫」，此計畫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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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硬體和軟體兩方面。在硬體方面含括「生態環境恢復與維護」以

及「永續建築」兩大項目；在軟體部分，配合九年一貫課程，各校對

應校園環境改造創造特色的教學教材，更可配合鄰近不同教育特色的

學校，形成緊密的環境教育聯絡網；另外，透過校園公共空間作為示

範，以居民參與之方式獲致鄰里社區認同、凝聚社區意識，創造出社

區與校園緊密結合之永續發展教育示範社區（教育部，2007a）。 

    另外，行政院為達成永續發展之目標，建立一個安全、衛生、健

康、人性化的學校環境，亦規劃「挑戰2008-六年國家重點發展計畫」，

由教育部執行的「永續校園推廣計畫」，從而落實永續校園的教育目

標(教育部，2007a)。 

     教育部及各地方教育主管機關繼而開始推展「友善校園」、「校

園無障礙空間」、「校園空間活化」、「閒置空間再利用」及「特色

學校」等校園空間營造相關政策(曾雅慧，2011)，分述如下： 

(一) 2003 年教育部依特殊教育法第二十四條，訂定校園無障礙環

境改善計畫，並由教育部部分補助申請學校的所需經費進行分

年逐步改善，以加速實現校園無障礙校園環境，並激勵各級學

校整體性規畫整體環境（教育部，2005；曾雅慧 2011）。 

(二) 2007 年教育部為因應國內少子女化所造成之校舍空間閒置現

象，提出了為期 3 年（2007~2010 年）的活化校園空間總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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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方案，期望能從校園永續、健康活力、數位科技以及提供

特色遊學活動等不同面向，營造一個學習、健康、數位、永續

且具特色的新時代國中小校園，希冀以永續校園計畫推廣及其

他環境改造之成功經驗為基礎，將現行校園內閒置空間加以改

造，並經由鄰近地區技術支援夥伴之團隊合作，共同打造一座

具備教學及展示功能之「能（資）源教育中心」，以達成校園

環境教育之目標（引自曾雅慧，2011）。 

    此外，第八次全國教育會議更首見將「學校設施與規劃」列入子

議題進行討論(教育部，2010a)，學校建築及設施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綜上所述，中央及各地方教育行政主管機關逐漸體認到「境教」，

亦即空間規劃運用做為領導行為的一部分的重要性與必要性，故紛紛

將校園營造納入教育施政主軸之一，本研究分就中央及各地方教育行

政主管機關對於校園空間營造的政策，摘述如下： 

一、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國民中小學營造空間美學及發 

    展特色學校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為營造國民中小學具有多元獨特

的學校風貌、發揮空間領導與空間美感教育，進而融入學校議題

和社區特性，形塑以美學為導向的特色學校，爰特依據補助推動

精緻國教基礎設施建設計畫作業要點辦理本計畫(教育部國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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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教育署，2014)。 

    其計畫具有七大計畫原則及八大實施指標，分述如下： 

(一) 本計畫七大原則 

1. 持續效益－鼓勵各校繼續發展特色學校，營造美感教育，

延展本計畫效益。 

2. 擴大參與－鼓勵全國各縣市國民中小學提報計畫方案爭

取補助。 

3. 深化課程－將空間美學和特色資源導入課程模組和教學

人力群組，並深化課程之美學意涵。 

4. 優質教學－運用空間環境平台，將地方特色文化導入教學

系統，連結有趣、有意義的學習活動。 

5. 永續經營－珍視在地自然環境和特色藝術文化之永續教

育概念，打造活力新校園，實踐學校本位之理念願景。 

6. 遊學教育－整合特色學校遊學課程，運用社教場館、學術

單位、其他場域平臺、結合在地產業文化民間業者夥伴關

係，建構並分享特色遊學的知識系統。 

7. 建立品牌－運用前兩階段之特色成果為基礎和案例，擴及

其他學校之特色課程品牌化。 

(二) 本計畫八大實施指標 

1. 建構論述與課程實踐－建構特色學校本土論述與理念實踐。 

2. 教育領導與共同學習－透過空間領導策略建構學習共同體。 

3. 社區資源整合與運用－結合運用社區特色與資源發揮功能。 

4. 課程美學與空間規劃－活用校園空間規劃與課程美學資源。 

5. 優質學習與學生表現－創造優質學習環境與學生特色表現。 

6. 創新教學與分享遊學－創新學校經營模式與分享特色遊學。 

7. 特色效益與延續發展－延續地方特色文化與營造品牌行銷。 

8. 經費概算執行效益性－強化學校經費運用與提升執行效益。 

二、 教育部「InnoSchool-KDP 全國學校經營創新 KDP 國際認證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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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現科技部)與教育部為執行「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特由

教育部委託中華創意發展協會於 2003 年舉辦 「InnoSchool-KDP

全國學校經營創新 KDP 國際認證獎」，將學校創新經營內涵分為

以下五組：行政管理革新、課程與教學領導、學生多元展能、校

園環境美化及社會與環境資源應用，期透過上開認證獎項的輔佐

以提升各校創新經營的意願，進而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強化教師

專業知能、策勵行政管理效率，建立校內外利害關係人的良好夥

伴關係。 

    其中校園環境美化組下設有三項指標：(一)規劃學校空間與

軟硬體設備符合經濟性，並達成境教功能。(二)建置有品質的校

園空間，以提升教學環境的美感。(三)具體規劃符合人性化發展，

提升使用的安全性(吳珮青，2013)。該獎項特將校園營造類別列

為學校創新經營的評比項目之一，且全國各地的參加學校亦不在

少數，重視程度可見一斑(曾雅慧，2011)。 

三、 教育部國民中小學整併後校園活化再利用輔導計畫 

    教育部 2011 年為因應少子化及城鄉人口結構變遷，各縣市針

對偏遠地區學生人數遞減之學校進行整併等措施，為有效執行閒

置校舍再利用，特訂定上開輔導計畫，透過多元化之再利用模式，



 

２８ 

 

結合地方資源需求，擴展空間使用效益，營造學校與社區的良善

互動關係，以落實教育永續經營的願景(教育部，2011)，進而彰顯

空間領導之成效。 

四、 臺北市優質學校校園空間營造政策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為導引臺北市建構優質學校環境，實踐精

緻教育理念，特於 93 年頒發優質學校指標，作為經營優質學校的

方向及內容，為表揚及彰顯各校推動優質學校經營的成效，依據

所修正的「臺北市優質學校評選及獎勵要點」規定，接受臺北市

行政轄區內之國立及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不含獨立幼稚園）主動申請參加單項優質獎或整體金質獎

之評選(臺北市政府教育局，2014)。 

    臺北市優質學校評鑑指標之輸入、過程、輸出項目如下： 

1. 輸入項目：領導。 

2. 過程項目：行政管理、課程發展、教師教學、學生學習、 

     專業發展、資源統整、校園營造、學校文化。 

3. 輸出項目：優質學校。過程項目其中之一即為校園營造， 

     此向度又可分為安全校園、人文校園、自然校園、科技校 

     園、藝術校園、健康校園等六項指標（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2004；曾雅慧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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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期望透過優質學校評鑑中之校園營造部分，

鼓勵各級學校透過整體性的校園規劃，促進學校學習成效、增進

教師教學效能、策勵行政管理效率及增進社區公共關係，進而打

造學生、教師、行政及社區四位一體的校園友善空間。 

五、 臺北市優質化校舍工程補助政策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為保障學生安全受教權，提升學校空間使

用效能，特由該局工程及財產科主政辦理優質化校舍工程補助，

該市所屬各級學校可就老舊校舍或缺乏整體性規劃的校園建築，

主動向市府教育局提出旨揭統籌補助款之申請，透過視導督學、

主政科室人員實地訪評後，召開正式會議進行評審，於 2005 至

2010 年間業提供所屬三級學校經費共 69 校進行校舍修整建工程

(康宗虎，2009)。 

六、 臺北市中小學環境教育中程計畫 

    臺北市政府依據環境教育法及「智慧成長、循環共生、進步

共享」之市府願景，透過各局處之整體運作，提出 2013 至 2016

年的「臺北市永續發展環境教育中程計畫」，藉以規劃執行未來

環境教育發展方向。 

    永續校園環境應該透過教育行政、學校教師與學生、家長與

社區、學者專家的團隊力量共同打造，使校園的綠美化邁向自然



 

３０ 

 

化、景觀化、本土化、生態化，宣導節能減碳的觀念深化人心，

人人做環保，時時護環境，維護生活環境品質，以達成教育之永

續發展化，進而打造永續發展的世界級首都城市(臺北市政府教育

局，2013)。 

七、 新北市卓越學校認證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亦於2010年推展卓越學校的認證評選工作，

其係依不同教育階段分層審查，經初審、複審及決選後，由新北

市政府教育局核定為卓越學校，其認證效期為 4 年；其中卓越學

校認證中「環境營造」向度指標計有下列六項，安全的校園環境、

創新的空間規劃、藝文的環境形塑、健康的環境需求、科技的教

學設備及永續的校園經營，期許學校環境營造可達到學校與社區

的學習中心、教學與體驗的探索園地、品德與藝術的人文校園以

及環保與生態的永續校園四大願景(吳珮青，2013；曾雅慧，2011；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2010)。 

八、 高雄市(原高雄縣)國中小推展「新校園空間美學」活動 

    為培養學校教學行政人員多元創新之校園空間規劃素養及校

園環境設施維護技能，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原高雄縣政府教育處)

特辦理旨揭活動，成立校園空間美學推動小組，提供各校興建校

舍、規劃校園、營造空間諮詢服務，打破校園規劃傳統制式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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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更由感人的的校園故事，激發校園凝聚力，孕育教育

新視野、打造校園新樣貌(高雄市，2008)。 

    此外，宜蘭縣戮力於中小學校園建築轉型，南投縣及臺中縣

因九二一地震進行校園重建推動新校園運動，嘉義縣政府(2009)

透過推展空間美學、高雄市政府教育局(2011)辦理為校園寫詩活動，

均彰顯了對學校空間營造的重視，基隆市政府教育處推展創意空

間和優質校園等政策，均使校園環境品質和教育效能大幅提升，

亦樹立起臺灣學校建築十年來的重要里程碑(湯志民，2011)。 

參、 空間領導之程序模式 

    發展教育設施的程序模式首先由Tanner和Lackney於2006年提出，

後經湯志民(2012)集結多家之言後提出「教育設施與規劃流程」，茲

就上開「發展教育設施程序模式」及「教師設施與規劃流程」進行說

明，並以新北市淡水區新市國小進行實例闡述(湯志民、曾雅慧、劉

侑承、劉冠廷，2011)。 

一、 Tanner 和 Lackney 的發展教育設施的程序模式 

    Tanner及Lackney首先在《教育設施規劃：領導、建築和管理》

(Educational Facilities Planning: Leadership, Architecture, and 

Management)一書中，提出「發展教育設施的程序模式」(A procedure 

for developing educational facilities)，並以六個假設說明發展教育設施

時應確保的相關基本條件(引自李慶裕，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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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整個學區教育設施方案的規劃和管理強調教學與學習，以增進

學校的任務。 

(二) 所有學生可在適切地學習環境中學習。 

(三) 學校的發展，通常發生於當地、州和聯邦管理政策的脈絡中，

包括基金方法和提供學校學習環境的所有法定觀念。 

(四) 教育設施發展是一個持續的歷程，因此學校會形成資料和資訊，

以適於此一複雜歷程的所有概念。 

(五) 模式的結果是發展安全、舒適和適切的學習環境，以利多元文

化社會中的教學與學習。 

(六) 大量提供適切的資訊和資源，以利規劃和可用的決定。 

另該書中並提出八個前提做為支持發展模式的結構，其前提及程序模

式如圖2-1： 

(一) 強有力的領導是必要的。 

(二) 學校系統有明確界定的方向—任務和願景。 

(三) 建立長期目的與目標。 

(四) 將目的和目標轉化為物質的教學場所和空間。 

(五) 將規劃和設計活動加以統整。 

(六) 管理是系統化的：資料導向和目標導向。 

(七) 資源的需求大於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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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學校和社區之間的協力和合作是必須的。 

 

圖2-1 發展教育設施的程序模式 

資料來源：Educational facilities planning: Leadership, architecture, and  

management (p.52), by C. K Tanner and J. A. Lackney, 2006, New York:  

Pearson Education,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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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下就新北市淡水區新市國小新建規畫案進行發展教育設施程

序模式的實例闡述(新市國小，2014)： 

  該校於民國97年開始發包興建時，為響應節能減碳及校園永續經

營等理念，特於校園規畫階段融入公民關鍵能力及新時代校園建築理

念，並以「人文、美學、健康、創新、永續」為主軸。 

  在方案階段，校內業務相關人員及建築團隊則依據「國民中小學

設備基準」等相關法令規定，逐步將辦學理念、核心價值等抽象概念

討論型塑，並將校園規劃關鍵程序與建築物型態應達成之目標，明確

納入建築設計方案中。 

  在設計階段時，建築團隊依據「校園整體規劃書」進行校舍工程

基本設計（包括整體建築配置、建築出入口、樓梯位置、地下開挖範

圍、建築外觀與屋頂形式、樓層層數與高度、植栽計畫、人車動線等）

及細部設計（包括室內外空間與校園景觀細部配置、植栽種類、教室

配置、各建築部位材料、外牆色彩、施工工法、機電設計、結構設計

等），此外該校並遴聘具備多元專業理論與實務經驗的學者專家，從

不同面向提出建言，使得整個設計更增周延。 

  在建造施工階段，該校除透過現場監造專業人員，相互分工檢核

施工進度、施工方式、材料審查、產品送驗、施工介面協調、主持工

程協調會議等，發揮二級品管功能外，並依據教育局設校規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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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督導小組，外聘建築與水電專家學者擔任督導委員，每個月定期

到校督導，以確保設校工程品質。 

  在管理及評鑑階段，該校則透過加強學校建築用後評估

（(post-occupancy evaluation, POE）、編寫學校建築與設備使用手冊

及落實專業分工與合作機制，使學校建築與設施設備得以永續經營。 

    學校建築，從規劃、方案、設計、建造、管理及評鑑階段，是一

項高度複雜、跨領域的專業技術整合，每個環節需緊緊相扣、循序漸

進，無法輕易省略任何步驟，期待可以有效提升學校建築品質和機能。 

 

圖2-2 新北市淡水區新市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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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志民(2010)揉合Tanner和Lackney於2006年提出之「發展學

校設施的前提」與「發展教育設施的程序模式」，創立適用於我

國各級學校之教育設施與規劃流程圖；其流程包括：計畫、規劃、

設計、施工、營運，並以「用後評估」(post-occupancy evaluation,POE)

來檢視、改善和提升教育設施的品質和機能，以興建具有優良建

築品、建築機能和使用維護的優質校園(湯志民，2011)，如圖2-2。 

    臺灣學校建築興建系統化流程，包括：計畫、規劃、設計、

施工和營運五階段，其中與籌備學校關連較為密切的部分為規劃、

設計和營運三個階段；1980年左右，於1年內完成，無整體規劃、

徵圖和都審議過程；1990年之後，學校建築或教育設施的「規劃」

與「設計」，逐漸明顯的分為二階段。「規劃」有請學者專家或

建築師為之，「設計」則由建築師為之；至於2000年後，尤其是

校園營造的「營運」，從簡單的專人管理和定期維護，提升至強

調行政管理、課程設計、教師教學、學生學習、社區使用與學校

空間營運模式作一結合，並強化「用後評估」(POE)，以發揮校

園的教育與境教功能，整個教育設施與規劃的流程，經過30年的

發展逐漸建置完成(湯志民，2011)。 

    透隨著教育設施規劃的系統化流程建置，學校規劃發展設備

標準時應透過寬裕的規劃設計時間，配合整體且前瞻性的校園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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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政策，進行空間營造，並透過強化營運及用後評估等方式(湯志

民，2011)，提昇學校空間的使用效能，進而開展學校建築及空間

營造未來的發展。 

 

圖2-3 教育設施與規劃流程圖 

資料來源：學校建築的新紀元（第90頁），湯志民，2010。載於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等主辦，2010新紀元的

教育行政發展學術研討會會議手冊暨論文集。臺北市：臺北市立

教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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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空間領導之實施方式 

Chan, T.C., Patterson, J., Tubbs, J.E., Terry, D., Holiday E. &Rowe R.  

(2007)依據教育領導委員會（ Educational Leadership Constituent 

Council，簡稱ELCC）所頒佈的標準，提出以下七項準則，藉以作為

學校領導者在規劃設計學校空間及設施的施行參據，分別是學校願景、

教學領導（專業發展）、資源運用、社區關係、教育倫理、符合政治、

社會、合法且經濟及實習等。 

    湯志民(2008，2009）則根據學校教學行政的運作實況，提出空

間領導的六大方式，分別為：以空間規劃提升教育意境、以空間規劃

帶動課程發展、以空間規劃引領教學創新、以空間規劃豐富學習資源、

以空間規劃促進行政革新、以空間規劃拓展社區關係等，期望透過上

開運作方式，提升學生學習效能、加強教師教學成效、策勵行政管理

效率及友善學校公共關係。 

    此外，為因應時代的趨勢與發展，使得學校建築的新觀念轉化為

政府推動的發展策略，湯志民(2011)復就未來學校建築與規劃提出三

項新策略，分別是：整體更新各級學校設備標準、提升學校建築整體

規劃效能及因勢推展優質校園環境政策。 

本研究主要係探究學校領導者進行空間營造時對教師組之公民 

行為的影響，故主要參酌湯志民(2008，2009)及湯志民、劉侑承、劉

冠廷和曾雅慧（2010）提出之空間領導方式為主要研究及闡述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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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參酌相關文獻，整理摘要如下： 

一、 以空間規劃提升教育意境 

    學校教育意境揉合了領導者的教育理念、校內發展願景及組

織文化等因素，而上開這些因素均須透過校園空間的規劃設計與

營造逐步實現，以整體且系統化的提升學校教育意境。也就是說，

校長身為學校的最高領導者，應該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考量變遷

的教育趨勢，不斷審視現在及未來的教育環境(湯志民，2011)，

再考量校內外的獨特文化，進行學校建築風格、空間配置與設備

建置(曾雅慧，2011)。如此一來，始符合校長透過空間營造展現

潛移默化的空間領導影響力；例如，103 年度全國中小學特色標

竿獲獎學校嘉義縣北回國小，即透過營造兼具在地風貌與美感的

特色校園，落實培育學生成為「對人文關懷、對事物敏察、對自

然珍惜、對大地尊敬」的教育願景。 

二、 以空間規劃帶動課程發展 

    學校空間應跟隨教學課程進行與時俱進的調整，亦即學校設

施設備標準之相關規定將隨學校課程及教學內容進行調整。例如

曾雅慧(2011)提及普通高級中學設施設備標準先於 2005 年修正發

布後，隨即為因應 98 課綱之實施，於 2009 年再度配合進行修正，

即為以空間規劃帶動課程發展之明例；例如，103 年度全國中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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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標竿獲獎學校新北市雲海國小，即結合學校特有地理位置，

發展天空觀星賞雲、翡翠水漾、藍染創作、校園生態等「戶外教

育三五」特色課程，加上螺旋式課程的規劃，配合遠距或國際交

流遊學，希望雲海的學生走出戶外學習的一片天空。 

三、 以空間規劃引領教學創新 

    學校提供的多項功能中，教學是其主要任務。吳珮青(2013)

提及「教育空間品質(educational space quality)」須符合教學者現

在及未來的需求，並達到一定程度的水準。Schneider (2003)之研

究亦發現，學校設施對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具有直接的影響，不

良的教學環境除不利於教師的健康外，亦將大大提升教師離職率

及降低教學專業程度。Brendle-Corum (2010)研究中指出，教師希

望在安全且具有足夠教學資源的環境下工作，進而對提升教師教

學效能具有一定程度的正面影響。 

    此外，錢永淵(2012)研究亦指出優質校園營造與教師教學校

能具有正向關係，亦即校園營造程度之高低，可作為預測教師教

學效能的指標之一。 

    例如以微軟未來學校融入學校運作的中崙高中，除了透過全

校無線網路的鋪設，並提供電子白板、平板電腦等教學輔助器材，

進行無線教學，使更多師生家長得於不限空間不限時間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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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教學資源的汲取；此外，該校並使校內圖書館、資料中心、

電腦教室、博物館都變成學生的學習場所，提供給學生蒐集資料、

獨立學習的機會。 

    綜上可知，校園空間營造及校長空間領導的成效對教師對組

織忠誠度、教學專業度具有正向關係，也就是說學校教學空間配

置與設備的安排會對教學品質造成影響，因此，校長空間領導對

提升學校教師教學品質應具有實質的影響力。  

四、 以空間規劃豐富學習資源 

    學生應是學校空間及資源的最主要使用者，也是提供優質教

育空間的核心價值。Baker 與 Bernstein (2012)研究結果指出校舍

空間品質對學生健康及學習成效有巨大影響，當校園空間營造出

適合學生學習的環境時，可使學生學習更加專注。 

    林韋秀(2006)以政大附中為主的研究中亦發現，透過良好規

劃的學科行教學空間除可增進師生溝通互動機會外，學生對於學

習資源的滿意度亦攀升，進而提升學生學習自我效能度。另外，

陳淑君(2011)以開放空間學校為主的研究中也提到，其校學童在

相較於傳統校園建築規劃的學生在整體學習行為、學習壓力及參

與行為之表現均較優越。 

   例如 103 年度全國中小學特色標竿獲獎學校新北市有木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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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透過角落空間藝術化，將校園每一個角落，透過藝術作品的呈

現，成為學生的展覽藝廊及學習空間，使學生樂於接近，享受空

間帶來的學習樂趣。包含藝術櫥窗、藝術廊道、大型畫作布置、

展覽教室、英語學習階梯等，創造每一個學生豐富逸文學習空間。 

    綜上，一個透過長期規劃設計的教學空間，其對於學生學習

態度、學業成就、學習效能、偏差行為及健康狀況均具有正面的

影響；是以，校長透過嫻熟的空間營造及領導技巧，對學生整體

發展具有重大意義的影響。 

五、 以空間規劃促進行政革新 

       教學與行政的關係應屬相輔相成，行政支持教學而教學以行

政為基礎，故透過行政管理的革新，可以整體提升校內外的學校經營

成效。例如建構校務行政管理系統，學校行政業務全面數位化，設計

易學安全的檢索與彙整系統，實施電子公文交換與批閱系統，提供優

質行政服務；校舍建築設置自動化系統，如自動排煙窗、電捲門裝置

障礙感知器、自動照明系統等，裝置保全、水電、照明、空調自動監

控，發展學校智慧卡，提供門禁讀取及回傳機制，以提升行政效能(湯

志民、劉侑承、劉冠廷、曾雅慧，2011) ；例如自1998年開始籌建，

2005年正式啟用招生的國立政大附中，即透過校務全面數位化(包括

校務行政電腦化、網路數位典藏校史資料及電子公文交換及批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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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辦公空間的調整、學校活動中心及游泳池委外經營等方式，引

領學校組織改造，提升行政效能之提升、發展與革新，爰以空間規促

進行政革新，亦屬空間領導方式之一。 

六、 以空間規劃拓展社區關係 

       學校社區化的概念，強化了學校與社區一體的關聯性、重要

性與價值性，學校與社區結合更是學校建築規畫發展的必然趨勢(湯

志民，2006a)。近年來，新建的學校建築多透過無圍牆設計，拉近學

校與社區間的完美距離；學校與社區良好的空間規劃，會引領學校和

社區有良性的互動與發展，彼此共生共榮；例如健康國小為臺北市第

一所透過無圍牆學校的概念，透過綠色植栽環繞成的綠籬取代冷硬的

高牆，拉進校園和社區之間的距離；因此，以空間規劃拓展社區關係，

是空間領導的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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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理論與相關研究 

    本節主要探究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理論及相關研究進行討論，共

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係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發展及概念意涵，第

二部分係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理論基礎，第三部分為教師組公民行為的

構面分析，第四部份為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測量方式；茲分述如下： 

壹、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發展及概念 

組織公民行為一詞之提出，最早可追溯至 B a r n a r d 於 

《經理人員的職能》( The Function of the Executive)一書中以合作努力

的觀點而提出的「願意合作」概念；其認為個人自願與他人合作、為

組織進心力，對組織效能的提升具有正向影響(引自吳政達、湯家偉、

羅清水，2007)。 

    Katz在《組織行為的動機基礎》 (The Motivational Basis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一書中以角色外行為的觀點對組織公民行

為進行剖析後認為，一個具有優良效能的組織，其組織成員須展現

維持行為、順從行為及主動行為(引自謝豐宇，2012)。 

    Katz與Kahn共同發表的《組織心理學》（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Organizations）一書中則以創新與自發性行為的觀點，認為組織公民

行為雖然常被人所忽略，惟其對組織目標之實踐具有重要的助益(引

自崔念祖，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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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teman與Organ共同發表一篇名為《工作滿足感與優秀戰士：情

感與員工公民行為之關係》(Job satisfaction and good soldier：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ffect employee citizenship)的文章，正式將組織

成員自發的主動利他行為命名為「公民行為」(Citizenship Behavior)；

並於1988年時衡酌公民行為主要研究範圍在於組織層面，爰重新定

名為「組織公民行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OCB)(引

自謝豐宇，2012)。 

    此外，Podsakoff與Mackenzie透過角色行為及組織導向將員工行

為劃分為四象限的不同類型，如表2-1所示(引自許聰顯，2012) 

表2-1：員工行為類型 

 
公司導向 

(Company-Directed) 

顧客導向 

(Customer-Directed) 

角色內 

(In-role) 

工作導向行為 

（work-Oriented Behavior） 

服務導向行為 

（service-Oriented Behavior） 

角色外 

(extra-role) 

組織公民行為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OCB) 

反公民行為 

(Anti-Citizenship Behavior；ACB) 

顧客導向行為 

（Customer-Oriented Behavior；

COB） 

資料來源： 

“Impact of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on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A review an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by P. M. 

Podsakoff & S. B MacKenzie, 1997,Human Performance, 10(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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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組織公民行為源起於Barnard (1938)的合作努力觀點，

到 K a t a 以角色外行為的觀點對組織公民行為進行剖析， 

後經Katz與Kahn以創新與自發性行為的觀點，認為組織公民行為對組

織目標之實踐有重要助益，最後由Organ及Podsakoff與Mackenzie以

系統化方式提出組織公民行為的觀點，其詞性意涵之演進到此也告

一個階段(引自謝豐宇，2012)。 

    接著，對於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意涵的國內外相關研究界定，臚列

摘要如下： 

    Katz與Kahn(1966)認為組織公民行為織概念包括自我充實提高

工作能力、協助同仁解決工作問題、主動協助新進人員、保護組織

資源及主動宣傳組織優點等。 

    Organ(1988)提出組織公民行為係指未規定於員工正式角色義務

中，或未經由工作契約的約束，且組織正式報酬制度未直接承認的

員工行為，但整體而言確有利於組織績效的提升，是員工在工作表

現上的正向行為，例如：盡職及利他均屬之。 

    Konovsky和Pugh(1994)認為組織公民行為是一種員工行為，而這

種行為超越了原本職責的需求，不在組織正式酬賞結構之中，是屬

於一種員工自主裁量的行為。 

    Fork等(2000)認為組織公民行為係角色外行為，既未被要求亦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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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工作契約中進行規範，而由組織成員自發性的產生，且對組織具

有正面性的影響。 

    謝佩鴛(2000)將組織公民行為定義為組織成員為達成組織目標，

除完成自身工作外，尚能主動付出心力與他人合作、協助同仁，並

表現出超越組織要求標準且有利組織的行為。 

    鄭燿男(2002)提出組織公民行為係為組織成員為達成組織目標，

除完成自身工作外，非基於工作上的正式要求，而主動表現出有利

組織、個人或團體且兼顧組織創新的正向行為。 

    Tjosvold, Hui, Ding和Hu (2003)認為組織公民行為除表現出服從

組織規範行為外，無條件幫人排解與組織攸關的任務與預防工作。 

    黃柏勳(2004)認為組織成員在非基本工作條件的要求下，而表現

出主動、積極、正面、盡職及利他行為，且此行為有利於特定人，

更有助於組織效率及效能的提升，此可稱為組織公民行為。 

    Piccolo和Colquitt(2006)提出組織公民行為係部屬為組織目標，放

棄個人利益，變得願意與組織成員合作、勇於投入工作，並為組織

提供正向的貢獻。 

    Bowler(2006)將組織公民行為簡易定位為對組織產生影響的的組

織成員非正式及非義務行為。 

    吳清山和林天祐(2006)認為組織公民行為係組織成員自發性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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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出超越組織規範，有利於組織福祉的行為，且這種行為不為組織正

式獎賞或懲罰的制度所左右，但對組織效率及效能的提升具有極大的

助益。 

    吳政達、湯家偉和羅清水(2007)則將組織公民行為分為對特定個

人有所助益、對組織有利及對工作的投入及奉獻三種面向。 

   胡雅棠(2008)認為組織公民行為係成員在組織基本工作要求外，雖

未給予額外的任何報酬，卻仍表現出超越職責上的要求，展現出主動

自發、盡責守法、與人合作及協助他人的行為。而上開行為有助於組

織創新及績效的提升。 

    高俊卿(2008)提出組織公民行為係成員遵守自律、恪守工作本分，

自發地表現出有利於組織或成員人際群體的主動、積極和正向的行為，

並為組織工作及事務的推展效能有正向提升。 

    王娜玲(2008)將組織公民行為界定為員工服從組織，且自主地表

現出合作性行為，而此種行為超越了職責的要求，亦不在組織正式酬

賞制度內，卻能有助於組織效能的提升。 

    薛承祐(2010)亦認為組織公民行為係組織成員自主行地表現出有

利組織的行為，該行為超越職責要求，且未於組織正式酬賞制度中

進行規範，而上開行為包括了認同組織、利他行為、認真盡責、人

際和諧及保護組織資源等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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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念祖(2011)亦將組織公民行為定義為組織成員在基本工作要求

外，未給予任何報酬，而表現出超越職責上的要求，展現出主動自

發、盡責守法、與人合作及協助他人等行為，而這些行為均有助於

組織創新程度及效能的提升。 

    謝傳崇和王瓊滿(2011)認為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係學校教師除約聘

明文規定及基本工作要求外，主動、自發表現出學校肯定、符合學

校目標，並且有助於學校績效及創新經營的利教育行為。 

    李佳穎和鄭淵全(2012)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定義為教師在未有明

文規定、非基本工作要求及未涉及薪酬獎勵的情形下，為了組織及

特定他人利益，除完成自身工作外，亦能主動表現出超越組織要求

標準，且有利於學校組織運作及績效的各種行為。 

    許聰顯(2014)認為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教師主動自發表現出超越組

織規範且有利組織績效表現的行為，且這種行為無須經由培訓，亦

無視於正式獎懲制度。惟教師所表現出組織公民行為之目的純為利

組織行為而無涉於其他私人目標，則成為近年研究關注重點。 

    綜合上述相關研究成果，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應定義為教師於約聘

契約中所訂定之基本工作要求外，且未涉學校正式獎懲制度的目的，

而主動自發地表現出自我充實提高工作能力、協助同仁解決工作問

題及主動協助新進人員等利他行為、認同組織、盡責守法、保護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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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資源及主動宣傳組織優點等利組織行為，且有利組織整體績效提

升及創新經營之發展的各種正向行為。 

貳、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理論基礎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係由組織公民行為應用於學校組織衍生而 

來，而其理論的形成基礎則多元而複雜，有著許多不同的看法及實證

研究。 

    Bateman和Organ提出組織公民行為概念時便指出組織公民行為

的理論基礎為社會交換理論(Social Exchange Theory)和個體的正面情

感(positive affective)(引自許毓真，2012)，並經後續許多學者接受且

認同(Konovsky & Pugh,1994;Organ,1990)。 

    隨著理論性及實證性研究的堆疊，Robinson與Morrison(1995)及

吳政達(2007)等人則提出心理契約(Psychology Contract)的觀點，認為

組織公民行為是超越員工與雇主間契約認定的心理表現。 

Van Dyne、Graham 與 Dinenesch(1994)另外提出協同關係 

(covenantal relationship)的觀點，認為組織公民行為係基於開放性承諾、

相互信任、價值觀共享等建立之一種交換關係。 

此外，國內外亦有學者專家將公平理論(田議中，2008；邱麗蓉， 

2002；劉至剛，2004；鄭燿男，2004)、個人與組織適配理論(鄭燿男,2004)

納入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研究變項中進行探討，惟數量上仍不較上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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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為多且與前開所提理論基礎較有重疊之處，爰本研究將以社會交

換理論(social exchange theory)、心理契約(psychology contract)及協同

關係(covenantal relationship)三者為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理論基礎進

行探討。 

一、 社會交換理論(social exchange theory) 

    社會交換理論最早係由George C.Homans在1958年於「交換的社

會行為」一文中提出，認為社會是個人行動和行為交換的結果，利己

主義和趨利避害是人類基本動力(Homans,1961)。接著由Peter Blau基

於上開理論基礎，系統性地廣泛應用於實證研究上，其主要內涵如下

(引自許毓真，2012)： 

(一) 每個人的需求與動機雖然具有不同程度的差異，但基本上 

均屬以自我為中心且為獲取快樂與滿足為最大目的(陳慧穎，

2007)。 

(二) 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係在進行交換行為，交換之對象可為

具體有形亦可為無形狀態；此外，消極移除痛苦及積極獲

取快樂均可屬於交換行為之一環(陳慧穎，2007；許毓真，

2012；黃耀進，2011；黃雅楓，2013)。 

(三) 在人我交換的過程中，每個不同的個體均假設有追求最大

利潤的動機，且對付出的成本與獲得的利益斤斤計較；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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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以最小成本獲致最大利益，亦須為公平的對價關係(林

光明，2003；陳慧穎，2007；許毓真，2012；黃耀進，2011；

黃旭鈞，2013)。 

(四) 在社會交換理論中，外在酬賞常有得失計算，而內在酬賞

對於交換雙方來說較無實用價值，雙方可視自身需求及共

識達成與否進行交換；然而多數的交換行為均來自於外在

酬賞，交換雙方多採理性計算，倘回報不符期待，且回報

不利的原因並非能力不足，則給予的一方將有極大可能退

出交換關係(蔡文輝，2007)。 

(五) 此外，Blau(1964)將人類交換行為分成經濟交換及社會交換

二種；經濟交換建立在明列交換物數量的契約之上，而社

會交換則建立於成員的信任感之上，惟其在短期之內將換

雙方易有暫時性知覺不對稱的感覺，但就長期整體而言，

其係廣放而開放行的公正概念(許毓真，2012)。 

    綜上所述，以社會交換理論角度切入的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是種

社會交換的意願性行為；且社會交換不強調立即性回饋，唯有組織成

員相互信任，此種非即時性的回饋交換關係才會發生，也才能成就學

校組織內的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洪碩伶，2012)。學校內的組織公民行

為強調非即時性的獎懲，在成員間的信任基礎下，教師相信付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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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組織領導管理者會給予對等的付出或回饋，也才能提高教師從事 

組織公民行為的意願(林鉦琴，2005；鄭筱錡，2009)。 

二、 心理契約(psychology contract) 

心理契約(psychology contract)一詞起源於Aryris於1960年所著 

之《理解組織行為》一書，係指雇主與雇員間達成一種未成文的默契，

亦是彼此相互尊重協議所達成的規範。 

    Smith、Near及Organ(1983)認為心理契約是個人與組織彼此交換

權利義務的主客觀認知與想法，屬自發性表現，較難量化測量，也難

歸入正式獎懲制度中。Rousseau (1989)則將心理契約定義為個體相信

自身與組織間的互惠義務。 

    Robinson和Morrison所提出的心理契約觀點係綜合上述學者觀點，

認為組織公民行為係超越員工與雇主間契約認定的行為表現。心理契

約係員工與雇主間彼此抱持的相互期望，其不同於商業契約，未經具

體協商，當員工與組織訂有心理契約後，便對組織抱持必須提供某些

誘因或事物且負有履行義務的觀念，當組織履行義務，成員亦必須有

相對的回報，亦即員工對組織抱持著正面認同與情感，並反映在組織

公民行為之上，反之，當員工意識到組織違反心理契約後，則會減少

組織公民行為之出現，減少對組織的貢獻(引自許毓真，2012)。 

    根據Weick(1978)提出的教育組織鬆散結合系統理論中指出，學



 

５５ 

 

校不同於一般商業機構，在此系統中，各成員之間彼此相關，但卻保

持自己一定的身分與獨立性。例如學校中的輔導中心，雖在編制上屬

於學校且受命於校長，但是此種與校長的關係常是微弱且鬆散的。固

教師與學校間的關係並非正式聘雇契約或正式獎懲制度可以完整規

範，更需要的是學校領導管理人員與教師成員間具有心理契約關係。 

三、 協同關係(covenantal relationship) 

協同關係是由雙方互動，基於開放性承諾、相互信任和共享價 

值觀等特性建立的一種交換關係，此概念最早源自於Inkeles(1969)「主

動公民行動模式」(Active citizenship syndrome)，該行動模式的三大要

素為服從(obedience)、忠誠(loyalty)及參與(participation)(林詩穎，2005)，

也就是說偕同關係所引發的正向行為是屬於內部激勵性質而發物質

上的錙銖必較；當個人因參與組織而更加認同組織信念，則越不傾向

於以法治手段處理紛爭，對組織所展現的忠誠及貢獻度則越高；當成

員與組織建立起協同關係後，會影響成員滿足感和組織承諾，組織成

員也認為應該對組織負起服從、忠誠及積極參與的公民行為；此種以

共同價值信念為基礎的協同關係，對組織成員具有激勵效果，使其願

意對組織利益做出正向貢獻，誘發更多成員表現出有利於組織績效的

公民行為，且這些公民行為並非為了獲取短期績效薪資，而是著眼於

長期的社會交換關係(引自許毓真，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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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同關係與社會交換理論的最大不同之處是，其除了具有社會交

換理論所依賴的一般性公正觀念外，還具有規範性與情感性的基礎。 

而協同關係與心理契約雖然都以互惠信念為基礎，但協同關係極度重

視成員對組織價值的接受及內化，而心理契約則較未涉足價值觀念方

面的探討(引自許毓真，2012)。 

    綜合言之，社會交換理論著重於教師行為表現及回饋組織的程度，

心理契約理論代表教師與學校間一種彼此信任與期望的心理狀態，而

協同關係則建立於各方對於福祉的承諾與價值觀念(陳怡涓,2011)。 

不論係從社會交換理論、心理契約論或協同關係論來看待教師組織公

民行為的展現，其必須基於滿足教師的基本期望後，而這些「期望」

可能是物質或心理上的利益(Yukl, 2006)；其次，教師與組織間的交換

關係，必須建立於彼此信任的基礎上，情緒感覺歸屬於組織者，將表

現出較高的組織公民行為；最後，組織認同的建構對工作滿意具有正

向影響，亦即工作滿意度對組織公民行為具有顯著正向影響(Organ & 

Ryan，1995) (引自許毓真，2012)。 

參、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行為構面 

組織公民行為的實質內涵可由行為構面進行具體說明，而有關 

組織公民行為之構面，國內外專家學者透過為數眾多的實證研究提出

不同的論述，而構面內涵亦有所不同(周怡君，2006)；雖然各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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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有關組織公民行為的構面數不一，惟均圍繞著其概念及理論基礎

進行剖析，茲就國內外專家學者對組織公民行為構面的區分方式，摘

要說明如下(引自謝豐宇，2012)： 

一、 單構面 

Bateman 和 Organ(1983)及 DiPaola & Tschannen-Moran(2001) 

均提出整體性的組織公民行為，亦即只要表現出超越角色且有利組織

的行為即屬之。 

二、 雙構面 

(一) Smith、Near 和 Organ(1983)提出二個構面，摘要如下： 

1. 利他行為：指組織成員主動協助他人完成工作，並能自願

負起應負的責任。 

2. 一般順從：指組織成員除自身角色外，並能廣泛而普遍地

配合組織要求。 

(二) William 和 Anderson(1991)提出之二個構面，分別是： 

1. 朝向組織的公民行為(OCBO)：指組織成員考量組織利益所

表現出的行為。 

2. 朝向個人的公民行為(OCBI)：指組織成員藉由提供有利他

人而使組織直接間接受益的行為。 

(三) 鄭伯壎（1995）提出的二個構面，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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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利他行為：組織成員在面臨組織任務時，可主動協助其他

成員的行為。 

2. 良心行為：組織成員在某些角色行為上，主動超越組織正

式契約或獎懲制度所要求的標準。 

(四) Vergt、Vliert 和 Oosterhof(2003)提出二個構面，分別為: 

1. 助人行為：在組織任務或面臨的問題上，給予組織其他成

員即時有利的協助。 

2. 忠誠行為：指成員為了團隊的成功目標，額外願意付出的

時間與努力。 

三、 三構面 

(一) Katz 和 Kahn(1978)將組織公民行為分成角色內行為與角色

外行為，而角色外行為可再細分成朝向組織的組織公益行

為及朝向個人的人際利他行為。 

(二) Graham(1991)將組織公民行為分成以下三個構面： 

1. 服從：指成員表現出尊重既有體制及規章的行為。 

2. 忠誠：指成員認同組織及其領導人員，而表現出保護所屬

組織並願意額外貢獻心力的行為。 

3. 參與：指成員樂於參加組織活動，並鼓勵其他成員依同相

互交流，為組織的發展負起應有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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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Bogler 和 Somech(2002)在教師增權賦能的研究中，為探討

教師組織承諾、專業承諾及組織公民行為的關係時，將組

織公民行為分成以下三個構面進行探究： 

1. 組織公民行為有助於學生。 

2. 組織公民行為有助於同事。 

3. 組織公民行為有助於學校。 

(四) 陳曉天(2000)、張孟惠(2002)、賴明政(2003)、陳怡蓉和黃

芳銘 ( 2 0 0 6 )及周宛蓉 ( 2 0 0 8 )等人依據 Wi l l i a m s 與

Anderson(1991)的研究將組織公民行為分成以下三個構面: 

1. 堅守本分：指組織成員可堅守崗位已完成角色內主要工作

的行為表現。 

2. 人際利他：指個體與組織內其他成員互動時，所表現出的

利他行為。 

3. 組織利益：指組織成員能積極從事有助組織成長的行為。 

(五) 王瓊滿(2010)提出透過組織、他人及個體本身三種層面，始

能完全涵蓋學校組織公民行為之內涵，分述如下： 

1. 利學校行為：教師能關心校務，並主動從事對學校有意、

超越學校正式要求，且能有效提升學校組織績效及創新表

現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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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他人行為：教師能與校內其他教職員工進行有效溝通協

調，促進學校成員的團結合作，進而有助於學校創新經營

與效能提升的行為。 

3. 工作投入與奉獻：指教師本身充滿教育熱忱，對教學工作

認真積極、表現出專業投入的教師意象，且能夠為教育工

作表現出犧牲奉獻的行為。 

四、 四構面 

(一) Moorman 和 Blakely(1995)以 Graham(1989)所提出的組織公

民行為構面為基礎，發展出四個構面組織公民行為量表： 

1. 互助行為：在工作上當同事需要幫助時給予協助。 

2. 提出創見：在工作場合中與同事交換意見與溝通，以利個

人與組織的績效。 

3. 個人奉獻：成員表現出超出工作義務的行為。 

4. 忠誠：成員願意推廣宣揚組織良好的形象。 

(二) Kidder 和 Parks(2001)採用 Organ(1988)對組織公民行為的四

個層面，提出以下構面： 

1. 利他行為。 

2. 運動家精神。 

3. 殷勤有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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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民德行。 

(三) LePine、Erez 及 Johnson(2002)亦以 Organ(1988)對組織公民

行為的分析為基底，提出以下四個構面： 

1. 社會參與的利他行為與殷勤有禮的行為。 

2. 成員表現出忠誠的運動家精神及部分的公民德行。 

3. 順從：亦即公民德性與盡責行為。 

4. 公民參與：意近於工作任務公民績效的概念。 

(四) 李佳穎(2010)集結各家之言，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分成以下

四個構面： 

1. 認同組織：係指教師努力維護學校形象、積極參與學校活

動與獲益，主動提出有利學校發展的建設性方案。 

2. 協助同仁：係指教師在工作中能就自己能力主動協助他人，

提供適當幫助給需要的同事。 

3. 不爭利營私：指教師不因謀取個人利益，而從事破壞學校

發展或與學校共同目標利益衝突的行為。 

4. 敬業精神：指教師工作認真、出勤表現良好，嚴守學校規

範等組織基本要求標準的行為。 

(五) 孫行易(2010)參酌 Organ(1988)等人及林淑姬(1992)等人將

組織公民行為分成以下四個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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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助人：指教師在學校工作中，樂於協助同仁，願意對他人

伸出援手，並與其做業務上的經驗交流與分享。 

2. 敬業：指教師專心致力於學校的教學行政工作，並藉由參

與各類研習進行與同儕專業對話，與同事不斷的切磋討論，

提升教學技能與專業程度。 

3. 認同：指教師認同學校願景與教育目標，願意為學校付出

自己的心力，讓學校口碑更好，對於學校安排的各項工作，

樂於接受並勇於挑戰。 

4. 和諧：指教師不會為了謀取個人利益，而從事破壞組織和

諧的政治行為。 

五、 五構面 

(一) Organ(1988)於其著作中對組織公民行為提出以下五種構面，

摘要如下： 

1. 利他行為：指組織成員會主動協助他人，使其完成應有的

角色任務。 

2. 禮貌周到：指組織成員會針對可能問題預先知會他人。 

3. 運動家精神：指組織成員不抱怨所處工作環境，並以正向

思維面對問題。 

4. 職業道德：指組織成員會主動表現出超越組織正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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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 

5. 公民道德：指組織成員會主動關心並參與組織辦理的各項

活動。 

(二) Farth、Earley 和 Lin(1997)提出的組織公民行為五項構面，

分別是： 

1. 認同組織：指組織成員會主動維護組織形象，並提出具有

建設性的改善方案。 

2. 協助同事：指組織成員樂於協助同仁解決角色內問題。 

3. 勤勉審慎：指組織成員會自發性超越組織要求標準，並遵

守正式工作規範。 

4. 人際和諧：指組織成員不會為了謀取個人私利，而破壞組

織和諧。 

5. 維護組織資源：指組織成員不會為了個人私利，而濫用組

織資源。 

(三) 鄭燿男(2002)將 Organ 針對組織公民行為提出的五個構面，

改成較貼近於學校組織的五種層面，以適應學校情境： 

1. 關懷學校利益：關心學校發展，改善教育品質，創新教學

活動。 

2. 主動助人行為：主動提供其他教職員工有力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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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要求高標準：指教師盡早規畫工作計畫，並表現出超

過基本要求。 

4. 尊重學校體制：指教師在行動或進行決策言會徵詢利害關

係人意見，倘有重大改變前亦須知會主管。 

5. 敬業行為：教師恪守職責，即便環境不佳亦不輕易離職。 

(四) 胡雅棠(2008)亦參考 organ 的五個構面分法為主要研究架構，

並彙整其他研究構面，提出主動助人、尊重體制、敬業守

法、自我要求及認同組織等五項有關組織公民行為的構

面。 

(五) 崔念祖(2011)則參考鄭燿男(2002)對組織公民行為的分法，

提出助人行為、尊重學校體制、敬業行為、工作自我要求

及關懷學校利益等五種有關組資公民行為的構面。 

六、 六構面 

(一) 林淑姬(1992)、邱麗蓉(2003)、李政翰(2004)、林永欽(2004)

及蔡秀琴(2006)等，發展一套本土化之組織公民行為量表，

其六大構面，摘要如下： 

1. 認同組織：指員工努力維護公司形象，積極參與有關活動

及公司會議並主動提出有建設性的改善方案。 

2. 協助同事：指員工在工作上樂意協助同事，主動與同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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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溝通協調等行為。 

3. 不生事爭利：指員工不會為了個人私利，而從事可能破壞

組織和諧的行為。 

4. 公私分明：指員工不會利用上班時間或公司資源處理私人

事務的行為。 

5. 敬業守法：指員工工作認真，出勤表現良好、恪守公司規

定等超越組織基本要求標準的行為。 

6. 自我充實：指員工為提升工作品質，而努力進行自我充實

的行為。 

(二) 許道然(2002)則認為西方學者所提出之組織公民行為構面

未能完全適用於我國國情，除因公私部門組織運作有所差

異外，對於成員的角色界定亦有所不同，爰特以公務人員

為研究對象進行，重新編製符合我國公部門的組織公民行

為量表，並將其構面分為以下六部分： 

1. 敬業：指公務人員能主動積極從事所擔任的業務，並盡忠

職守。 

2. 樂群：指公務人員能與組織其他成員和睦共處，並不與人

發生無謂齟齬。 

3. 守分：指公務人員可扮演好自身角色，展現利組織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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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真誠： 指公務人員對於所屬組織單位具有高度的組織認

同與承諾。 

5. 參與：指公務人員能主動參與組織事務，並提供有效意見

促進組織革新與發展。 

6. 熱心：指公務人員能主動自發地表現出利他行為，並幫助

組織同仁或民眾進行問題解決。 

七、 七構面 

Podsakoff、Mackenzie、Paine與Bacharach(2002)則就組織公 

民行為提出以下七個構面： 

(一) 助人行為：自我性協助他人或解決與工作任務相關的問題。 

(二) 刻苦精神：員工會忍受工作上的不便，而不會浪費時間在抱怨

工作相關事宜。 

(三) 組織忠誠：員工會保護捍衛組織利益，並抵抗外來威脅。 

(四) 組織順從：員工還無懷疑地接受組織規則、規矩和程序，即使

在未被觀察及監督下亦然。 

(五) 個人創新：指員工表現出超乎每日例行表現之外的創意表現或

改變。 

(六) 盡責守規：員工將組織視為一個整體，而將自己視為其中一份

子，並接受所應擔負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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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自我發展：個人發展是基於可以協助其他人發展的目的而來。 

肆、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測量 

國內外有關組織公民行為的評量工作日益變多，惟特別針對學 

校組織的研究主題及測驗工具卻較為少見(引自周怡君，2006)。爰以

下特就國內外首創及貼近本研究宗旨的組織公民行為測量工具進行

介紹，茲分述如下： 

一、 Organ 之組織公民行為問卷 

    Organ 於《組織公民行為》一書中，依據文獻探討結果

具體提出組織公民行為的五個構面，包括利他行為、謙恭

有禮、運動家精神、自主意識與公民道德等；其雖未自行

發展組織公民行為指標，然其研究架構及相關評量工具對

組織公民行為研究發展而言，仍深具參考價值(引自周怡君，

2006)。 

二、 Podsakoff 等人的組織公民行為問卷 

    Podsakoff、Mackenzie、Moorman 和 Fetter 發展「企業

組織公民行為問卷」，用以設量企業員工組織公民行為的表

現程度，該問卷係以李克特式七點量表進行計分，共包括

利他行為、謙恭有禮、運動家精神、職業道德及公民道德

五個構面；此問卷的 Cronbachα 值介於 0.78-0.92 間，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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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於適用範圍內(引自周怡君，2006)。 

三、 林淑姬的組織公民行為問卷 

    林淑姬首先將組織公民行為的概念引進我國，並自行

發展組織公民行為問卷，問卷將組織公民行為分為認同組

織、自我充實、協助同事、敬業守法、公私分明及不生事

爭利等六個構面；其中問卷信度值為 0.95，各構面信度值

皆在 0.80 以上，爰問卷信效度皆於適用範圍之內(引自周怡

君，2006)。 

四、 鄭燿男的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問卷 

    鄭燿男(2002)以Podsakoff、Mackenzie及Bommer (1996)

的組織公民行為問卷為基底，發展出以學校教師為主要對

象的「組織公民行為量表」，以貼近學校的組織特性。 

    上開問卷經主成分分析後，共得出關懷學校效益、敬

業行為、尊重學校體制、主動助人行為及工作要求高標準

五個因素。其信度值在 0.81-0.91 間，顯示該量表信效度均

於水準之上(引自周怡君，2006)。 

五、 黃柏勳的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問卷 

    黃柏勳參酌 Organ (1988)、Podsakoff (1990)、林淑姬

(1992)及鄭燿男(2002)的組織公民行為指標，經由另外改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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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綜合歸納後，編製為「國民中小學組織公民行為問卷」，

該問卷內分主動助人、敬業守法、尊重體制、自我要求及

重視學校效益等五個構面，其 cronbach’s α 值介於 0.84-0.91

間，信效度於適用範圍內(引自周怡君，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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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校長空間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相關研究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

相關研究，為切實達到本研究之目的，本節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

先就空間領導相關研究進行闡述，第二部分在就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相

關研究進行說明，第三部分則就校長空間領導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影

響之研究現況進行說明，茲分述如下： 

壹、 空間領導之相關研究 

我國空間領導研究係由湯志民、劉侑承、劉冠廷和曾雅慧（2010） 

國科會《學校創新經營-空間領導之研究》專題計畫為首，帶起國內

進行空間領導實證性研究的潮流。有關近年來國內有關空間領導之研

究成果，摘要如下： 

一、 湯志民、劉侑承、劉冠廷和曾雅慧（2010）國科會《學校

創新經營-空間領導之研究》專題計畫 

    本專題計畫率先探討臺北縣市國民中小學創新經營學

校空間領導實施情況與成效，並分析不同背景變項下其空

間領導方式和策略運作與實施成效之差異情形，進而瞭解

推動學校空間領導之方式與策略，另並透過訪談法深入瞭 

解學校運用空間領導推展學校創新經營之歷程、成效與困

難，以進行綜合分析。研究結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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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臺北縣市國民中小學創新經營學校六項空間領導方

式之實施，整體達到「高符合度」。其中三項「高符

合度」依序為：「以空間規劃提升教育意境」、「以空

間規劃引領教學創新」與「以空間規劃促進行政革新」，

其餘三項為「中符合度」。 

(二)   臺北縣市國民中小學創新經營學校六項空間領導

方式實施之符合度，在環境變項上，「國小」高於「國

中」，「中規模學校」高於「大規模學校」與「小規模

學校」，「臺北市」與「臺北縣」間則無明顯不同。  

(三) 臺北縣市國民中小學創新經營學校六項空間領導方

式實施之符合度，在人口變項上，「男性」高於「女

性」，「校長」高於「主任」、「組長」與「教師」；不

同學歷、年齡與服務年資則無明顯不同。  

(四) 臺北縣市國民中小學創新經營學校認為最有效的空

間領導方式之排序，最高為「以空間規劃豐富學習資

源」，其次為「以空間規劃提升教育意境」，第三為「以

空間規劃引領教學創新」；而餘三項為「以空間規劃

帶動課程發展」、「以空間規劃拓展社區關係」、「以空

間規劃促進行政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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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臺北縣市國民中小學創新經營學校之「空間領導策

略」，整體認為以「建置空間情境」為最重要，其次

為「發展空間特色」與「推展空間政策」，第三為「辦

理空間比賽」，最後則為「主導空間規劃」、「規劃空

間標準」與「推廣空間理論」。  

(六) 臺北縣市國民中小學空間領導應用於創新經營，主要

採用「成員共同參與」、「經費申請」、「校園空間活化」

與「以使用者中心之思考」等之方法與策略。 

(七) 臺北縣市國民中小學創新經營學校，在空間領導推動

困難上，主要為「經費不足」、「成員意見不同」、「設

施維護問題」與「學校使用空間不足」等。  

(八) 臺北縣市國民中小學創新經營學校，「發展教育設施

程序模式」之符應程度，在「領導」、「規劃」、「方案」、

「設計」上屬於高符合度，在「建造」、「管理」上屬

於中符合度，在「評鑑」上則屬於低符合度。 

二、 黃國庭(2013)在《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學校創新經營與

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論文中，研究結果如下： 

(一) 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學校創新經營與學校校能的實

施現況呈現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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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同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服務年資、現任職務之教

師在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學校創新經營與學校效能

具有顯著差異。 

(三) 不同學校規模、學校地區、學校歷史之教師在國民小學

校長空間領導、學校創新經營與學校效能具有顯著差

異。 

(四) 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學校創新經營與學校效能三者

之間均存在中高度正相關。 

(五) 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學校創新經營能有效預測學校

效能。 

(六) 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學校創新經營與學校效能的關

係結構模式得到驗證支持。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對學

校創新經營及學校效能，以及學校創新經營對學校效能

的影響有直接效果。 

(七) 學校創新經營具有校長空間領導對學校效能的中介效

果。 

三、 陳儀玫(2014) 在《新北市國民中學校長空間領導與學校效

能關係之研究》論文中，研究結果如下： 

(一) 新北市公立國民中學校長空間領導整體的現況屬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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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程度，其中以「以空間規劃促進行政效能提升」的層

面表現最佳。 

(二) 新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學校效能整體的現況屬於中上程

度，其中以「教師教學效能」的層面表現最佳。 

(三) 新北市公立國民中學教師以男性、教師兼主任、學校規

模 23 班以下、學校歷史 31〜40 年的教師所知覺的「校

長空間領導」程度最高。 

(四) 新北市公立國民中學教師以男性、教師兼主任、學校規

模 73 班以上、一般地區、學校歷史 31〜40 年的教師所

知覺的「學校效能」程度最高。 

(五) 新北市國民中學校長空間領導與學校效能呈現高度正

相關。 

(六) 新北市國民中學校長空間領導對學校效能具有顯著預

測力，以「以空間規劃促進行政效能提升」預測力最佳。 

四、 鄭文淵(2013)在《國民中學校長空間領導、學校組織文化與

學校創新經營效能關係之研究》論文中，研究結果如下： 

(一) 國民中學校長空間領導現況尚有精進的空間，且以營造優質

校園情境層面認同度較高。 

(二) 國民中學學校組織文化目前趨向以科層型組織文化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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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民中學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在科技應用上表現較佳。 

(四) 校長空間領導、學校組織文化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上，學校

規模學校歷史、校長學歷，以及校長該校服務年資達顯著差

異。 

(五) 國民中學校長空間領導、學校組織文化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

之間具有正向關聯。 

(六) 國民中學校長空間領導、學校組織文化對學校創新經營效能

具有高度預測力。 

(七) 國民中學校長空間領導可透過學校組織文化的中介效果，正

向影響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其中以創新型文化中介效果最顯

著。 

五、 劉侑承(2013)在《桃園縣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與學校效能

相關之研究》論文中，研究成果摘要如下： 

(一) 桃園縣國民小學教職人員知覺校長空間領導為中高程度，以

「以空間領導體現教育意境」之知覺程度為最高，依序為、

「以空間領導提升行政效能」、「以空間領導帶動課程發展」、

「以空間領導激發教學創新」、「以空間領導拓展社區關係」

與「以空間領導豐富學習資源」。 

(二) 桃園縣國民小學教職人員知覺學校效能為中高程度，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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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認同」之知覺 程度為最高，依序為「教師教學」、「行政

品質」、「學生表現」與「環境營造」。 

(三) 桃園縣國民小學教職人員以男性、擔任校長職務、年齡在

41 至 50 歲、學歷在研究所以上、服務年資在 21 年以上、

學校規模在 19 至 36 班、獲獎學校之教職人員知覺「校長空

間領導」的程度較高。 

(四) 桃園縣國民小學教職人員以男性、擔任校長職務、年齡在

41 至 50 歲、學歷在研究所以上、服務年資在 21 年以上之

教職人員知覺「學校效能」的程度較高。 

(五) 桃園縣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與學校效能有顯著正相關，校

長空間領導越高，學校效能也越佳。 

(六) 桃園縣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對學校效能有顯著的預測力，

以「以空間領導豐富學習資源」對學校效能最有預測力。 

六、 陳炫佑(2012) 《臺中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與教師工作

滿意度關係之研究》論文中，研究成果摘要如下： 

(一) 臺中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為中高程度，以「校長以空間

規劃營造教育情境」之程度最高，「校長以空間規劃建立社

區關係」之程度最低。 

(二) 臺中市國民小學教師對教師工作滿意度為中高程度，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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僚關係」之程度最高，「校長領導」之程度最低。 

(三) 臺中市國民小學教師，因其性別及服務年資之不同，而有不

同的校長空間領導感受，以男性與服務年資 11-15 年及 21 

年(含)以上之教師程度較高。 

(四) 臺中市國民小學教師，因其性別、擔任職務及學校規模之不

同，而有不同的教師工作滿意度感受，以男性、擔任主任之

教師及學校規模 13-30 班之教師程度較高。 

(五) 臺中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與教師工作滿意度有顯著正

相關，校長空間領導的情形愈佳，教師工作滿意度也愈高。 

(六) 臺中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對教師工作滿意度具有預測

作用，以「校長以空間規劃提升學習效能」的預測力最佳。 

七、 李慶裕(2012)在《國民中學空間領導指標建構之研究》論文

中，研究結果摘要如下： 

    研究旨在建構「國民中學空間領導」之指標，而建構的

方法，是採「模糊德懷術」進行之。模糊德懷術，是一種整

合模糊理論與德懷術，並利用團體的偏好關係進行一次問卷

往返之最佳方案選擇的方法論。「國民中學」是我國正式教

育環節中重要的階段，而「空間領導」已是學校教育領導中

不可或缺的要角，其歷程是領導者透過空間妥適的規劃與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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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正確引領學校的發展，其目的在營造一個友善、和諧、

舒適、易近與便利的學習與生活空間而完成學校教育目標。 

八、 莊明達(2012)在《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品牌管理與創新

經營關係之研究》論文中，研究結果摘要如下： 

(一) 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品牌管理與創新經營的實施現況呈

現良好。 

(二) 不同背景變項在校長空間領導、品牌管理與創新經營之差異

情形： 

1. 不同教師性別、年齡、最高學歷、服務年資、現任職

務，在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有顯著差異。 

2. 不同教師性別、年齡、最高學歷、服務年資、現任職

務，學校規模在國民小學品牌管理有顯著差異。 

3. 不同教師年齡、最高學歷、服務年資、現任職務、學

校區域，在國民小學創新經營有顯著差異。 

(三)  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品牌管理與創新經營三者，兩兩  

間均存在中高度正相關。 

(四) 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品牌管理與創新經營預測情形： 

1. 校長空間領導六個向度中，以豐富學習資源、拓展社

區關係、促進行政革新、引發教學創新、提升教育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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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等五向度對整體學校創新經營的聯合預測力最佳，

其中以「豐富學習資源」最具有預測力。 

2. 在學校品牌管理三個向度中以品牌認同、品牌知覺、

品牌資產等三個變項之聯合預測力最佳，其中以品牌

知覺最具有預測力。 

(五) 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學校品牌管理和創新經營之測量模

式與結構模式適配度良好。 

(六) 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學校品牌管理對於創新經營具有顯

著直接影響效果，亦即透過校長空間領導、學校品牌管理，

可以正向影響學校創新經營。 

九、 曾雅慧(2011)在《臺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與學校組織

氣氛關係之研究》論文中，研究結果摘要如下： 

(一) 臺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表現為中上程度，以「以空間

規劃提升教育意境」程度為最高，「以空間規劃拓展社區關

係」程度為最低。 

(二) 臺北市國民小學教育人員知覺學校組織氣氛為中上程度，以

「校長支持行為」之知覺程度為最高，「教師疏離行為」之

知覺程度最低。 

(三) 臺北市國民小學教育人員知覺學校組織氣氛以開放型與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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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型氣氛約各佔三分之一。 

(四) 臺北市國民小學以擔任主任職務、與得獎學校之教育人員知

覺「校長空間領導」的程度較高。 

(五) 臺北市國民小學以 51 歲（含）以上、任教 21 年（含）以上、

擔任校長及主任職務、學校規模在 19-36 班與得獎學校之教

育人員知覺「學校組織氣氛」的程度較高。 

(六) 校長空間領導與學校組織氣氛有顯著正相關，校長空間領導

越高，校長與教師開放行為指數也越高，學校也越傾向開放

型氣氛。 

(七) 校長空間領導對學校組織氣氛有顯著的預測力，以「以空間

規劃帶動課程發展」對校長行為開放指數最有預測力；以「以

空間規劃豐富學習資源」對教師行為開放指數最有預測力。 

(八) 校長空間領導與學校組織氣氛結構方程模式之適配度與影

響力良好。 

十、 李冠霖（2010）在《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與學校效能關

係之研究》論文中，研究結果摘要如下： 

(一) 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空間領導情況良好，其中以協助教師

教學、行政效率提升之知覺度最佳。 

(二) 國民小學教師知覺學校效能情況良好，其中以學生成就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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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程度最高。 

(三) 男性教師知覺校長空間領導、學校效能情形優於女教師。 

(四) 都會區教師在校長空間領導以及學校效能的知覺程度優於

一般鄉鎮學校教師。 

(五) 校長空間領導行為能有效影響學校效能。 

    而在國外文獻部分，多集中於學校教育設施方面的研究上，其分

述如下： 

    Buckley、Schneider 與 Shang（2004）的研究抽樣調查華盛頓特

區的國中小教師，得到結果發現他們認為學校設施的品質是影響老師

留任的關鍵因素。 

    OECD（2006）研究的學校建築計畫（Program on Educational 

Building） 並針對教育設施品質評鑑建構架構，界定了五個關於學校

設施品質的原則：  

一、 符合使用者的目的：易達的、足以容納學生的、彈性的學習空

間、舒適的空間、支持新科技，並能考慮到社會性空間、教職

員的空間及社區人士之使用。  

二、 具象徵性、對視覺愉悅的、有教育意義的：象徵學校特色的設

計、美觀的外表、能做為教材使用的設施。  

三、 符合不同的陳設的需求：符合成本效益的、重視管理和操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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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與回饋圈、設計的選擇。  

四、 提供安全和健康的環境：衛生的飲用水、衛生整潔的設施、消

防安全、緊急照明、安全的設計、安全的建材、行車與行人之

安全。  

五、 符合永續環境的理念：地點選擇避免對環境的傷害、永續的能

源系統、永續的施工方式和建材。 

    Tanner（2009）研究抽樣調查 71 所學校學生的學業成就，針對

三項學校設施：流通、採光和視野，用十點李克特量表讓學生填答，

其研究結果顯示此三項設施對學生的學業成就有顯著相關。  

    Horng（2009）調查了加州 531 所的小學教師在選擇學校時會優

先考慮學生人口條件、薪水、行政支持還是學校設施條件，所得到的

研究顯示，教師在選擇學校時，最優先考量的是學校設施條件。 

     綜上所述，目前多數學校空間領導的實證研究集中於對學校創

新經營、學校效能、學校創新經營效能、組織氣氛及學生學業成就等

層面，而對教師面向之研究則唯擇校因素、留任因素及工作滿意度等

微觀研究，而未就教師對組織正向貢獻度有所著墨，爰特以本研究探

討空間領導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現況、關聯度及相關影響，以作為

爾後學術研究及教育行政推展之參據。 

    國內外近年重要空間領導相關研究論文，計有11篇；單就研究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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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及研究對象而言，摘要說明如下： 

(一) 主要研究變項集中於學校創新經營、學校效能、各式組織

現象(包括組織文化及組織氣氛)、教師身心理及工作狀態

（包括教師工作滿意度、教師留任因素及教師擇校因素等）、

學生學習成就及品牌管理等，且對於上開研究變項均具有

顯著正相關及預測力。 

(二) 主要研究對象部分，單以國小為研究對象者，計有 7 篇；

單以國中為研究對象者，計有 2 篇；以國中小為研究對象

者，計有 3 篇；另有 1 篇進行空間領導之指標建構研究，

詳如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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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空間領導近年研究變項及研究對象(研究者自行整理) 

 

          研究 

          變項 

研究 

人員/ 

研究 

對象 

學校 

創新 

經營 

效能 

學校

組織

文化 

學

校

效

能 

教師

工作

滿意

度 

品

牌

管

理 

學校 

創新 

經營 

學校

組織

氣氛 

空間

領導

指標

建構 

學生

學習

成就 

教師

留任

因素 

教師 

擇校 

因素 

陳儀玫(2014) 

新北市國中 
  ●         

鄭文淵(2013)/ 

全臺公立國中 
● ●          

黃國庭(2013) 

全臺公立國小 
  ●   ●      

劉侑承(2013)/ 

桃園縣國小 
  ●         

陳炫佑(2012)/ 

臺中市國小 
   ●        

莊明達(2012)/ 

北北基桃國小 
    ● ●      

李慶裕(2012)/ 

指標建構 
       ●    

曾雅慧(2011)/ 

臺北市國小 
      ●     

李冠霖(2010)/ 

高高屏國小 
  ●         

湯志民等(2010)/ 

雙北國中小 
     ●      

Tanner(2009)/ 

美國71所國中小 
        ●   

Horng(2009)/ 

加州531所小學 
          ● 

Buckley、Schneider 

與Shang（2004）/華

盛頓特區 

國中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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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相關研究 

近年來，教育組織體現到教師倘越能展現出組織正式規範之正 

向行為，對學校效能提升或創新經營各方面均有正向幫助，爰近年來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研究如雨後春筍般產出，相關研究摘要如下： 

一、 許聰顯(2014)在《國民小學校長分布式領導、學校組織公平與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關係》論文中，研究成果摘要如下： 

(一) 目前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學校組織公平與教

師組織公民行為的程度良好。 

(二) 教師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與學校組織公平的程度，在性別、

年齡、服務年資等背景變項，具有顯著差異。 

(三) 教師知覺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程度，在服務年資、學校所在

地、學校規模、校長性別以及校長服務年資等背景變項，具

有顯著差異。 

(四) 校長分布式領導、學校組織公平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三者之

間，具有正向的關聯。 

(五) 學校組織公平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預測力，高於校長分布

式領導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預測力。 

(六) 校長分布式領導透過學校組織公平的中介效果，正向影響教

師組織公民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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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姚蔚欣(2015)在《公立國民中學教師知覺組織支持、組織認同

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關係之研究》論文中，研究成果摘要如下： 

(一)  公立國中教師知覺組織支持、組織認同與教師組織公民行

為兩兩之間有顯著正相關。 

(二) 公立國中教師知覺組織支持與組織認同對教師組織公民行

為有顯著解釋力。 

(三) 年齡在知覺組織支持、組織認同和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表現

無顯著差異。 

(四) 擔任不同的職務於知覺組織支持、組織認同和教師組織公

民行為表現上均有顯著差異。 

(五) 擔任正式教師年資在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中的敬業行為上顯

著有差異。 

三、 蔡嘉閔(2015) 在《國民中學校長道德領導、學校組織信任與教

師組織公民行為關係之研究》論文中，研究成果摘要如下： 

(一) 國民中學教師知覺校長道德領導之現況達中高程度。 

(二) 國民中學教師知覺學校組織信任之現況達中高程度。 

(三) 國民中學教師知覺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現況達中高程度。 

(四) 教師的校長道德領導知覺對學校組織信任具有正向影響。 

(五) 教師的校長道德領導知覺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具有正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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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六) 教師的學校組織信任知覺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具有正向的

影響。 

(七) 國民中學校長道德領導透過學校組織信任影響教師組織公

民行為，學校組織信任具有完全中介效果。 

四、 許凱威(2014) 在《國中校長正向領導、教師正向心理資本與教

師組織公民行為關係之研究》論文中，研究成果摘要如下： 

(一) 新竹市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知識領導為高程度，以「充

實領導知能」之知覺程度為最高，「展現創新行動」之知覺

程度相對較低。 

(二) 新竹市國民小學教師知覺學校組織學習為中高程度，以「系

統思考」之知覺程度為最高，「溝通對話」之知覺程度相對

較低。 

(三) 新竹市國民小學教師有中高程度之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表現，

以「利他人行為」之表現為最高，「利組織行為」之表現相

對較低。 

(四) 新竹市國民小學教師，因其年齡、服務年資、學校規模與

學校歷史之不同，而有不同的校長知識領導知覺感受，以 

30 歲以下、服務年資 10 年（含）以下、學校規模 15 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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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與學校歷史 40 年以下、61 年以上之教師知覺程度較高。 

(五) 新竹市國民小學教師，因其年齡、服務年資、教育程度與

擔任職務之不同，而有不同的學校組織學習感受，以 31 至 

40 歲、服務年資 10 年（含）以下、研究所以上學歷與擔

任主任之教師知覺程度較高。新竹市國民小學教師，因其

年齡、服務年資、教育程度與擔任職務之不同，而表現出

不同程度的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以 30 歲（含）以下、服

務年資 10 年（含）以下、研究所以上學歷與擔任級任教

師之教師表現程度較高。 

(六) 新竹市國民小學校長知識領導、學校組織學習與教師組織

公民行為的知覺及各分層面，彼此之間具有正相關。 

(七) 新竹市國民小學校長知識領導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具有預

測作用，以「展現創新行動」的預測力最佳。 

(八) 新竹市國民小學學校組織學習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具有預

測作用，以「團隊學習」的預測力最佳。 

(九) 新竹市國民小學校長知識領導、學校組織學習對教師組織

公民行為具有預測作用，以「團隊學習」的預測力最佳。 

五、 管意凱(2013)在《國中校長正向領導、教師正向心理資本與教

師組織公民行為關係之研究》論文中，研究成果摘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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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前臺北市、新北市和桃園縣之國中教師知覺校長正向領

導、教師正向心理資本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現況呈中上

程度。 

(二) 不同背景變項之國中教師知覺校長正向領導、教師正向心

理資本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有顯著差異。 

1. 男性、年齡 51 歲以上、服務年資 5 年以下、兼任行政職 

務、服務於 24 班以下學校之國中教師知覺校長正向領導

的程度較高。 

2. 年齡 51 歲以上、兼任行政職務之國中教師表現出較高的

教師正向心理資本。 

3. 男性、年齡 51 歲以上、兼任行政職務之國中教師表現出

較佳的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三) 國中教師知覺校長正向領導、教師正向心理資本與教師組

織公民行為兩兩之間具有正相關。 

(四) 國中校長正向領導透過教師正向心理資本影響教師組織公

民行為，其中教師正向心理資本具中介效果。 

六、 陳浩(2013)在《新北市國民小學校長道德領導、教師組織承諾

與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關係之研究》論文中，研究成果摘要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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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北市國小教師知覺校長道德領導現況屬中上程度。 

(二) 新北市國小教師知覺教師組織承諾現況屬中等程度。 

(三) 新北市國小教師表現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現況屬中上程度。 

(四) 新北市國小教師，因現任職務與學校規模的不同，對校長道

德領導的知覺有顯著差異，以兼任主任之教師知覺程度較高，

而學校規模在 49 班以上之教師知覺程度較低。 

(五) 新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因年齡、本校服務年資與學校規模的

不同，在教師組織承諾上有顯著差異，以 41 至 50 歲、本校

服務年資 21 年以上與學校歷史 30 至 60 年以上之教師表現

程度較高。 

(六) 新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因現任職務與學校規模不同，在教師

組織公民上有顯著差異，以兼任主任與學校規模 30 至 60 年

以上之教師表現程度較高。 

(七) 新北市國民小學校長道德領導、教師組織承諾與教師組織公

民行為，彼此之間呈現正向關係。 

(八) 新北市國民小學校長道德領導、教師組織承諾對教師組織公

民行為具有預測作用，以「持續性承諾」的預測力最佳。 

七、 黃雅楓(2013)在《教師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關係之研究-以

臺北市國中小初任校長學校為例》論文中，研究結果摘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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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臺北市初任校長學校之教師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屬良

好程度。 

(二) 初任校長學校之教師領導會因為其背景變項不同(性別、現

任職務及服務年資)而有顯著差異。 

(三) 初任校長學校之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會因其背景變項不同(現

任職務、服務年資及學校規模)而有顯著差異。 

(四) 初任校長學校之教師領導能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有正向預

測力，其中尤以「團隊合作」最有預測力。 

八、 林楷莉(2013)在《國民小學校長正向領導、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與學校組織創新關係之研究》論文中，研究結果摘要如下： 

(一) 校長正向領導現況知覺程度高。 

(二)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現況知覺程度高。 

(三) 學校組織創新現況知覺程度高。 

(四) 校長正向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呈現中等正相關。 

(五) 校長正向領導與學校組織創新呈現中等至高正相關存在。 

(六)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學校組織創新間具有高相關存在。 

(七) 利學校行為、正向意義對學校組織創新最具預測效果。 

(八) 國民小學校長正向領導、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對學校組織創新

具有相互影響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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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具有中介效果。 

九、 彭聲聞(2013)在《高雄市國民小學校長服務領導、教師組織公

民行為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論文中，研究結果摘要如下： 

(一) 高雄市國民小學教師對校長服務領導的知覺屬良好程度，其

中以「建立社群」知覺程度較高。 

(二) 高雄市國民小學教師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知覺屬良好程

度，其中以「敬業守法」知覺程度較高。 

(三) 高雄市國民小學教師對學校效能的知覺屬中上程度，其中以

「教師專業素質」知覺程度較高。 

(四) 高雄市男性、年長、資深、學校規模 12 班以下與 49 班以上

又女性校長之國小教師，對校長服務領導知覺程度較高。 

(五) 高雄市男性、年長、資深、教師兼主任又校長性別為女性之

國小教師，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知覺程度較高。 

(六) 高雄市男性、年長、資深、教師兼主任、學校位置偏遠又校

長性別為女性之國小教師，對學校效能知覺程度較高。 

(七) 校長服務領導程度愈高，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愈高。 

(八) 校長服務領導程度愈好，則學校效能愈佳。 

(九) 教師之組織公民行為愈高，在學校效能上亦愈高。 

(十) 校長服務領導、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對學校效能有顯著的預



 

９３ 

 

測力，以「認同組織」最能預測學校效能。 

十、 李芳茹(2013)在《國民小學校長尊重領導、組織認定及教師組

織公民行為關係之研究》論文中，研究結果摘要如下： 

(一) 國小教育人員知覺校長尊重領導之現況達到高程度。 

(二) 國小教育人員知覺組織認定之現況達到高程度。 

(三) 國小教育人員知覺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現況達到高程度。 

(四) 擔任主任職務、任教年資 10 年以下及 6 班以下規模學校的

教師對校長尊重領導的知覺程度較高。 

(五) 擔任主任職務男性教師對組織認定的知覺程度較高。 

(六) 研究所以上、任教年資 21 年以上、擔任主任職務對教師組

織公民行為的知覺程度較高。 

(七) 國小校長尊重領導與組織認定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 

(八) 國小組織認定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 

(九) 國小校長尊重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間具有顯著正相

關。 

(十) 「品德導向」、「績效導向」與「接納包容」對整體教師組織

公民行為具有預測效果 

(十一) 國小校長尊重領導、組織認定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具有相

互影響的關係，組織認定是校長尊重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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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的中介變項。 

十一、 張雅婷(2012)在《國民中學教師心理擁有感、教師工作滿意度

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影響之研究》論文中，研究結果摘要如下： 

(一) 國中教師對學校的心理擁有感現況中上。 

(二) 國中教師工作滿意程度屬中上，並以「工作環境」滿意度

最高。 

(三) 當前國中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表現屬中上，以「對學生之

公民行為」最佳。 

(四) 年齡、服務總年資兩個背景變項在教師心理擁有感上有顯

著差異。 

(五) 年齡、擔任職務兩個背景變項在教師工作滿意度上有顯著

差異。 

(六) 服務總年資、教育程度及擔任職務等三個背景變項在組織

公民行為上有顯著差異。 

(七) 心理擁有感與工作滿意度對組織公民行為具顯著正相關及

預測效果。 

(八) 工作滿意度在教師心理擁有感與組織公民行為間具有部份

中介效果。 

十二、 陳心瑩(2012)在《基隆市國民小學學校組織公平、教師組織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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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行為與教師工作投入關係之研究》論文中，研究結果摘要如

下： 

(一) 國小教師對學校組織公平、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教師工作投

入知覺程度皆屬中上程度。 

(二) 國小教師職務、學校規模在學校組織公平方面有差異。 

(三) 國小教師性別、學歷、行政年資在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方面有

差異。 

(四) 國小教師性別、婚姻、職務、行政年資在教師工作投入方面

有差異。 

(五) 學校組織公平、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教師工作投入之間有顯

著正相關。 

(六) 學校組織公平、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對教師工作投入具有顯

著預測力，並以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對教師工作投入最具預

測力。 

十三、 王芝翔(2012)在《校長轉型領導及交易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

為關係之後設分析》論文中，研究結果摘要如下： 

(一) 校長轉型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具有正向關聯性。 

(二) 研究地區、學校層級、受試者男性所占比率、研究發表類型

與問卷回收率，對校長轉型領導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具有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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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效果。 

(三) 校長交易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存有正向關聯性。 

(四) 學校層級、研究年代與問卷回收率，對校長交易領導對教師

組織公民行為具有調節效果。 

(五) 校長轉型領導相較於交易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相關

聯程度更強。 

十四、 洪碩伶(2012)在《臺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知識領導與教師組織公

民行為關係之研究》論文中，研究結果摘要如下： 

(一) 臺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知識領導現況屬「良好」程度，其中以

「充實領導專業知能」最佳。 

(二) 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現況屬「良好」程度，且

較偏向「敬業守法」。 

(三) 不同性別、年齡、學歷、年資、職務之教師及不同學校規模、

學校歷史之臺北市國民小學於整體校長知識領導表現無差

異存在。 

(四) 職務為兼任行政之教師於整體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知覺優

於職務為科任（未兼行政）與級任（未兼行政）之教師。 

(五) 不同性別、年齡、學歷、年資之教師及不同學校規模、學校

歷史之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知覺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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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臺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知識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具有顯

著正相關。 

(七) 臺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知識領導能高度預測整體教師組織公

民行為及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尊重體制」、「認同組織」之

層面。 

(八) 臺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知識領導能中度預測學校教師組織公

民行為之「主動助人」、「敬業守法」及「自我要求」層面。 

    綜合上述有關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研究成果，可歸納出以下結論： 

一、 多數研究結果指出，校長領導行為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間具有

密切相關性。 

二、 多數研究指出，校長領導行為對於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展現，

具有顯著影響力及預測力。 

三、 校長領導行為會隨不同之背景變項，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而有

顯著差異。 

四、 國內近三年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相關研究論文，計有 11 篇；單就

研究變項及研究對象而言，摘要說明如下： 

(三) 主要研究變項集中於學校經營與效能、各式領導行為、各

式組織現象、教師身心理及工作狀態（包括教師心理擁有

感、教師工作投入、教師心理資本及教師工作滿意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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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且對於上開研究變項均具有顯著正相關及預測力。 

(四) 主要研究對象部分，單以國小為研究對象者，計有 7 篇；

單以國中為研究對象者，計有 5 篇；以國中小為研究對象

者，計有 1 篇；另有 1 篇以後設分析方式進行研究，詳如

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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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蔚欣(2015) 

全臺國中 
         

 
 ● 

 
●      

 

蔡嘉閔(2015) 

全臺國中 
  ●       

 
  ● 

 
     

 

許凱威(2014) 

全臺國中 
         ●   

  
     ● 

許聰顯(2014)/ 

全臺國小 
● ●        

 
  

  
     

 

管意楷(2013)/ 

北北桃國中 
      ●   

 
  

  
     ● 

陳浩(2013)/ 

新北市國小 
  ● ●      

 
  

  
     

 

黃雅楓(2013)/ 

北市國中小 
    ●     

 
  

  
     

 

林楷莉(2013)/ 

全臺國小 
     ● ●   

 
  

  
     

 

彭聲聞(2013)/ 

高雄市國小 
       ● ● 

 
  

  
     

 

李芳茹(2013)/ 

全臺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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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國中 
         

 
  

  
● ●    

 

陳心瑩(2012)/ 

基隆市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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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設分析 
         

 
  

  
   ●  

 

洪碩伶(2012)/ 

臺北市國小 
         

 
  

  
    ● 

 

表2-3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近年研究變項及研究對象(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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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空間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關係之研究現況 

由於現今社會的劇烈變遷，學校組織結構型態的急速轉型，除 

領導理論從單一關注領導者特質取向、行為取向、權變取向，演進發

展至整合取向及功能取向外，校長領導行為與權能亦從法定的、職務

上的主導權力轉向為專家權及參照權，以帶領學校組織運作；而空間

領導係校園領導者透過規劃、設計、運用及檢核學校範圍內之室內外

物質環境，並將學校發展目標融入教師教學研究、學生學習、行政管

理及社區參與等構面，爰亦屬領導行為之一環。 

雖然透過學校建築或空間營造的方式進行領導係屬新興領導議 

題之一，惟國內目前有關空間領導的研究雖仍於起步階段，然業就不 

同縣市、不同教育階段及不同變項進行探討；而教師組織公民行為部

分，業就多種不同的教育領導方式進行探討。 

    惟目前國內外相關文獻尚未就「校長空間領導」與「教師組織公

民行為」此兩變項之關係進行探討，爰本研究特以「校長空間領導」

為自變項，「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為依變項，以瞭解臺北市國民小學

校長空間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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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旨在探討臺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

行為之現況，剖析不同背景變項在校長空間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之差異情形、校長空間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相關情形，以及探

尋校長空間領導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預測力。最後根據研究結果，

提出建議，供教育行政機關、學校教育人員與未來相關研究之參考。

爰本章共分五個節次：第一節為研究架構，第二節為研究對象，第三

節為研究工具，第四節為實施程序，第五節為資料處理與統計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根據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本研究架構主要包括：（一）背景變

項；（二）校長空間領導；（三）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其中背景變項

包括「性別」、「年齡」、「學歷」、「服務年資」、「職務」等；

「校長空間領導」包括「以空間規劃營造文化願景」、「以空間規劃

帶領課程發展」、「以空間規劃促進教學創新」以及「以空間規劃拓

展公共關係」四個向度；「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包括「利組織行為」、

「利他人行為」及「工作投入與貢獻」三個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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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架構如圖3-1 

 

 

  背景變項 

 

1. 性別 

2. 年齡 

3. 學歷 

4. 服務年資 

5. 職務 

 

校長空間領導四大向度 

1. 以空間規畫營造文化願景 

2. 以空間規劃帶領課程發展 

3. 以空間規劃促進教學創新 

4. 以空間規劃拓展公共關係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三大構面 

1. 利他人行為 

2. 利組織行為 

3. 工作投入與貢獻 

 

 

 

 

 

 

 

 

圖3-1 研究架構圖 



 

１０３ 

 

第二節  研究對象 

壹、研究對象 

本研究調查對象為臺北市國民小學學校教育人員，包括主任、組

長及未兼任行政之現職級任、科任教師。 

臺北市公立國民小學共計140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2015），

「18班以下」學校計有32所（佔23％）；「18至36班」有63所（佔45

％）；「37班以上」則有45所（佔32％）。爰擬依學校規模分為大(37

班以上)、中(19-36班)、小(18班以下)規模；「18班以下」學校共抽

16所，每校10份問卷；「19至36班」學校共抽15所，每校20份問卷；

「37班以上」學校共抽8所，每校30份問卷，共計寄發700份問卷。 

貳、問卷調查之正式樣本 

透過分層隨機抽樣方式，依據學校規模大小及教師數進行隨機抽

樣，共發出700份問卷調查，共回收621份問卷，回收率88.71％，有

效問卷為621份，可用問卷88.71％。 

參、樣本基本資料分配情形 

    依據本研究需要，將樣本之背景變項設定為教師之「性別」、「年

齡」、「服務年資」、「教育程度」、「職務」等人口變項，進行抽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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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蒐集臺北市國民小學教育人員意見作為實證資料。所使用

之研究工具係根據研究目的及研究架構並參考國內外相關文獻編製

「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調查問卷」，內容除了

填答說明外，主要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為「個人基本資料」；第二

部分為「校長空間領導行為量表」；第三部分是「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量表」；其研究發展過程，茲分別說明如下： 

壹、背景變項 

一、性別：（1）男、（2）女  

二、年齡：（1）30 歲(含)以下、（2）31-40 歲、（3）41-50 歲以

上、（4）51 歲(含)以上  

三、最高學歷： 

(1)師專畢業          

(2)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師資班)畢業 

(3)師範學院、教育大學、師範大學或一般大學畢業          

(4)研究所(含)以上畢業 

四、服務年資： （1）5 年(含)以下、（2）6〜10年、（3）11〜20 年  

              （4）21 年(含)以上  

五、擔任職務：（1）主任（2）組長(副組長)（3）級任教師  

              （4）科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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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校長空間領導量表 

    本問卷內容共有18題，並分為四大構面，包括以空間規劃營造文

化願景、以空間規劃帶領課程發展、以空間規劃促進教學創新及以空

間規劃拓展公共關係。  

    本量表採Likert四點尺度計分，衡量校長空間領導的程度。分數

由4分、3分、2分、1分，由高到低排列，對應為「非常符合」、「符

合」、「不符合」、「非常不符合」，根據受試者的實際知覺與現況

進行填答，得分越高，表示校長空間領導程度越高；得分越低，表示

校長空間領導程度越低。  

一、 編製問卷初稿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及研究架構並參考國內外相關文獻後，依據 

湯志民、劉侑承、劉冠廷及曾雅慧(2010)所編製之「學校創新經營-

空間領導量表」，擬定問卷大綱與基本架構，並與指導教授討論後，

加以修正與增刪，以初步編製「校長空間領導量表」調查問卷(如附

錄一)。 

二、 進行專家書面審查 

為增加本調查問卷的信效度，特將問卷委請於空間領導、學校建 

築及空間規劃等領域學有專精之專家學者或實際校務經營者進行問

卷書面審查，藉以提供研究者寶貴之研修意見，詳細名單如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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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家內容效度問卷回收後，根據專家學者所提供之增修意見，進

行內容效度統計分析。依據統計分析結果，可分為「適合」及「修正

後適合」二個選項，二者百分比值在80%以上者予以保留，否則予以

刪除。本研究者參酌專家學者所提供之意見，先就部分題意不清之題

目進行增修後，並請指導教授審核，據以編製成「國民小學校長空間

領導調查問卷(預試問卷)」。有關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問卷之專家

內容審查意見，彙整如表3-2。 

表3-1 專家學者審題名單(依姓氏筆劃排列) 

姓名 服務單位與職稱 

井敏珠 退休教授 

林明地 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教授 

林梅琴 輔仁大學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所長 

邱錦昌 退休教授 

高翠霞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陳琦媛 中國文化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專任助理教授 

陳榮政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廖文靜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主任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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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校長空間領導量表專家內容審查意見表 

題

號 

原擬初試題目 

專家意見 

適合 ○ 

修正 △ 

刪除 Ⅹ 

依專家學者意見修正後 

之初試問卷題目 

預試

題號 

1 

本校校長透過學校標誌或符號，呈現學

校教育理念與發展願景，並清楚傳達給

校內所有成員知曉。(例如：設置學校理

念或願景的LOGO、校徽、地景、牆飾、

庭園布置及公共藝術等)。 

△ 

本校校長透過學校標誌或符號，呈現學

校教育理念與發展願景，以清楚傳達給

師生、家長及社區有有關人員。(例如：

設置學校理念或願景LOGO、校徽、地

景、牆飾、庭園布置及公共藝術等)。 

S1 

2 

本校校長透過學校建築空間規劃及校園

多樣化休憩活動設施規劃，提供教職員

生「人-境」互動的生活空間，進而形塑

具有文化氣氛的「人文校園」環境。 

○ 

本校校長透過學校建築空間規劃及校

園多樣化休憩活動設施規劃，提供教職

員生「人-境」互動的生活空間，進而

形塑具有文化氣氛的「人文校園」環

境。 

S2 

3 

本校校長透過開放式人性空間之規劃設

計，建置無障礙和安全環境，以形塑「友

善校園」的教育意境。(例如：開放式校

園、人車分道及電梯坡道無障礙設施

等）。 

○ 

本校校長透過開放式人性空間之規劃

設計，建置無障礙和安全環境，以形塑

「友善校園」的教育意境。(例如：開

放式校園、人車分道及電梯坡道無障礙

設施等）。 

S3 

4 

本校校長透過數位資訊網路教學平台、

學習資源中心和無線網路之規劃，以建

構隨時隨地可學習的「學習型學校」。(例

如：建置延伸學習區、建置校園無線網

路系統、學校本位課程教室等）。 

○ 

本校校長透過數位資訊網路教學平

台、學習資源中心和無線網路之規劃，

以建構隨時隨地可學習的「學習型學

校」。(例如：建置延伸學習區、建置

校園無線網路系統、學校本位課程教室

等）。 

S4 

5 

本校校長透過規劃設置綠建築、節能設

施或將田園城市概念融入校園規劃中，

以營造「永續校園」之教育意境。(例如：

節能環保設施、環保步道、環境教育、

資源回收或配合辦理市府小田園計劃） 

○ 

本校校長透過規劃設置綠建築、節能設

施或將田園城市概念融入校園規劃

中，以營造「永續校園」之教育意境。

(例如：節能環保設施、環保步道、環

境教育、資源回收或配合辦理市府小田

園計劃） 

S5 

6 

本校校長透過規劃整合教學空間、行政

處室、運動場館及附屬設施之位置配置

及動線規劃，以提升校務行政效率，進

而達到教學及行政革新之整合。(例如：

學校各空間配置具有關聯或連續性、行

△ 

本校校長透過整合教學空間、行政處

室、運動場館及附屬設施之位置配置及

動線規劃，以提升校務行政效率。(例

如：學校各空間配置具有關聯或連續

性、行政處室配置位置適切、辦公室座

S6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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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處室配置位置適切、辦公室座位規劃

便利洽公等） 

位規劃便利洽公等） 

 

7 

本校校長透過各辦公處室空間的適當規

劃與情境佈置，並設置「利於利用的」

多樣化會議空間，俾校務會議等各項會

議之運用，進而激發校內人員從事行政

工作之創意。(如：辦公空間舒適、空間

美化布置、依不同會議行政設置10~15

人、30~50人及100人以上會議室可兼視

聽教室或研討室「使用」等） 

△ 

本校校長透過各辦公處室空間的適當

規劃與情境佈置，並設置利於利用的多

樣化會議空間，激發校內人員從事行政

工作之創意。(如：辦公空間舒適、空

間美化布置、依不同會議行政設置

10~15人、30~50人及100人以上會議室

可兼視聽教室或研討室使用等） 

S7 

8 

本校校長透過建置或運用學校行政資訊

管理系統，提供教職員生即時資訊，以

提升行政效率。(例如：建置運用學生成

績作業系統、教職員生出勤管理系統、

無紙化作業等雲端數位化系統等） 

○ 

本校校長透過建置或運用學校行政資

訊管理系統，提供教職員生即時資訊，

以提升行政效率。(例如：建置運用學

生成績作業系統、教職員生出勤管理系

統、無紙化作業等雲端數位化系統等） 

S8 

9 

本校校長透過建置或運用學校自動化管

理系統，以提升人力整合運用成效，進

而提升學校行政效能。(例如：數位化監

視保全系統、自動化電力及消防監控系

統等。） 

△ 

本校校長透過建置或運用學校自動化

管理系統，以提升人力整合運用成效，

進而提升學校行政效能。(例如：建置

校園安全防護系統、數位化監視保全系

統、自動化電力及消防監控系統等。） 

S9 

10 

本校校長透過相關法令辦理文教設施或

運動「學校」場館委託民間營運管理，

以提高運動設施「學校場館及設施」使

用管理效能，進而促進行政效能之發展

與革新。(例如：室內多功能球場、游泳

池或地下停車場委外營運等）。 

△ 

本校校長透過「學校」場館委託民間營

運管理，以提高「學校場館及設施」使

用管理效能，進而促進行政效能之發展

與革新。(例如：室內多功能球場、游

泳池或地下停車場委外營運等）。 

S10 

11 

本校校長透過學校空間規劃設計，使自

然科學及人文社會等「正式課程」的實

施內涵更具有豐富度。(例如：教室教學

情境佈置、設置英語情境教室、理科實

驗室、數學步道及多功能綜合球場等） 

○ 

本校校長透過學校空間規劃設計，使自

然科學及人文社會等「正式課程」的實

施內涵更具有豐富度(例如：教室教學

情境佈置、設置英語情境教室、理科實

驗室、數學步道及多功能綜合球場

等）。 

S11 

12 

本校校長透過學校空間規劃設計，以提

升慶典儀式、專題演講、學生課後社團

等「非正式課程」的多元性。(例如：設

置展演場地、視聽教室、師生社團辦公

室及多功能運動場地等） 

○ 

本校校長透過學校空間規劃設計，以提

升慶典儀式、專題演講、學生課後社團

等「非正式課程」的多元性(例如：設

置展演場地、視聽教室、師生社團辦公

室及多功能運動場地等）。 

S12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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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本校校長透過第三空間之規劃與情境佈

置，以提升教職員生與同儕課後互動與

休憩等「空白課程」之豐富度。(例如：

設置交誼廳、園景設施及多功能運動空

間等） 

△ 

本校校長透過正式教學與行政以外空

間之規劃與情境佈置，以提升教職員生

與同儕課後互動與休憩等「空白課程」

之豐富度(例如：設置交誼廳、園景設

施及多功能運動空間等）。 

S13 

14 

本校校長透過空間規劃，以提升學生品

格教育、性別教育及人權教育之境教影

響力，進而促進「潛在課程」的推動(例

如：設置開放式失物招領架、增加女廁

數量及無障礙設施等） 

△ 

本校校長透過空間規劃，以提升學生品

格教育、性別平等教育及人權教育之境

教影響力，進而促進「潛在課程」的推

動(例如：設置開放式失物招領架、增

加女廁數量及無障礙設施等） 

S14 

15 

本校校長透過空間規劃設計及情境佈

置，以建立「學校本位課程」之特色(例

如：設置鄉土童玩或方言教室、潔牙室、

天文星象館等） 

○ 

本校校長透過空間規劃設計及情境佈

置，以建立「學校本位課程」之特色(例

如：設置鄉土童玩或方言教室、潔牙

室、天文星象館等）。 

S15 

16 

本校校長透過在教學空間裝置E化「教

學」設備，以促進E化教學，進而達到推

動雲端教育之成效（例如：裝置電腦及

其週邊設備、視聽設備、電子白板、網

路節點及無線網路等） 

△ 

本校校長透過裝置E化教學設備，促進E

化教學，進而達到推動雲端教育之成效

（例如：裝置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視聽

設備、電子白板、網路節點及無線網路

等）。 

 

S16 

17 

本校校長透過規劃設置教學彈性空間，

「以支援教學創新實驗」，以提供教師

協同教學之可能，進而激發教師教學創

意及學生學習動機。（例如:運用彈性隔

板、設計大型教室及視聽教室等) 

△ 

本校校長透過規劃教學彈性空間，以支

援教學創新實驗，進而激發教師教學創

意及學生學習動機。（例如:運用彈性

隔板、設計大型教室及視聽教室等) 

S17 

18 

本校校長透過設置豐富多樣的教學空間

及設備，以滿足教師教學活動基本需求

(例如：設置教室「內設置教材展示或儲

藏」置物空間、教師辦公空間、建置教

學圖書角、電腦角等學習角落） 

△ 

本校校長透過設置豐富的教學空間及

設備，以滿足教師教學活動需求(例

如：教室內設置教材展示或儲藏空間、

建置教學圖書角、電腦角等學習角落） 

S18 

19 

本校校長透過學校空間與教學空間與資

訊設備之規劃，使師生可以彼此分享教

學資源及成果，進而提升教師教學創新

及學生學習動機（例如：建置網路教學

平臺、教學研究室、遠距教學、學生學

習成果展示空間等） 

△ 

本校校長透過教學空間與資訊設備之

規劃，使師生可以彼此分享教學資源及

成果，進而提升教師教學創新及學生學

習動機（例如：建置網路教學平臺、教

學研究室、遠距教學、學生學習成果展

示空間等） 

S19 

20 
本校校長透過多樣的教室空間與設備的

建置，以豐富教學情境與資源，以進而
△ 

本校校長透過多樣的教室空間與設備

的建置，以豐富教學情境與資源，進而
S20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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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教學效能及創新能量(例如：規劃學

習步道、主題情境教室佈置、田園生態

區等) 

提升教學效能及創新能量(例如：規劃

學習步道、主題式情境教室佈置、田園

生態區等) 

21 

本校校長透過提供學生適用的空間與設

備，以提升學習效果。(例如：可依學生

體型調整的課桌椅、學生適用的遊憩及

置物空間、購置學生適用的圖書與教學

設備等) 

△ 

本校校長透過提供學生適用的空間與

設備，以提升學習效果。(例如：可依

學生體型調整的課桌椅、學生適用的遊

憩及置物空間、購置學生適用的各類課

外讀物與教學設備等) 

S21 

22 

本校校長透過建置學生就近可操作的學

習資源與環境，使學生可以有豐富多樣

與具體操作的學習機會，以提升學生學

習效能。(例如：設置充足專科教室與實

驗器材、設置學習資源中心、教學空間

或圖書館走廊設置查詢電腦等） 

△ 

本校校長透過建置學生就近可操作的

學習資源與環境，使學生可以有豐富多

樣與具體操作的學習機會，以提升學生

學習效能。(例如：設置充足專科教室

與實驗器材、設置學習資源中心、教學

空間或圖書館走廊等周邊地方設置查

詢電腦等） 

S22 

23 

本校校長透過提供學生多樣化體育運動

設施設備，以滿足學生不同之體能與活

動需求，進而提升學生肢體智能之表

現。（例如：設置多功能球場或體育場

館、風雨球場、跑道、遊戲場等）。 

△ 

本校校長透過提供學生多樣化體育運

動設施設備，以滿足學生不同之體能與

活動需求，進而提升學生肢體動覺智能

之表現。（例如：設置多功能球場或體

育場館、風雨球場、跑道、遊戲場等）。 

S23 

24 

本校校長透過建置或運用完善的網路學

習平台，豐富網路學習空間，使學生得

以無所不在的學習。（例如：建置學生

課業學習資料網站、升學富島資料網路

檢索平臺等） 

△ 

本校校長透過建置或運用完善的網路

學習平台，豐富網路學習資源，使學生

得以無所不在的學習。（例如：建置學

生課業學習資料網站、升學富島資料網

路檢索平臺等） 

S24 

25 

本校校長透過設置優質休憩環境，以增

進師生及同儕間之互動，豐富學生的生

活休憩及活動。(例如：設置學生餐廳、

室內外就近簡便之用餐桌椅） 

△ 

本校校長透過設置優質休憩環境，以增

進師生及同儕間之互動，豐富學生的生

活休憩及活動。(例如：設置學生餐廳、

室內外就近簡便之用餐桌椅、教師休息

室、學生社團等聯誼空間） 

S25 

26 

本校校長透過開放式校園之設計，便於

社區居民於校園場地開放時段使用校園

相關設施設備，藉由校園資源與社區共

享，提升社區居民對學校之認同感。(例

如：無圍牆設計、便捷的校園出入通道、

校園場地開放與租借等） 

○ 

本校校長透過開放式校園之設計，便於

社區居民於校園場地開放時段使用校

園相關設施設備，藉由校園資源與社區

共享，提升社區居民對學校之認同感。

(例如：無圍牆設計、便捷的校園出入

通道、校園場地開放與租借等） 

S26 

27 
本校校長透過提供校園與社區間之便捷

步道，使校園得做為社區居民移動的中
△ 

本校校長於建置完善教學及行政之安

全防護措施的前提下，透過提供校園與
S27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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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空間。（例如：併人行道、車道或消

防步道規劃社區穿梭動線等） 

社區間之便捷步道，使校園得做為社區

居民移動的中介空間。（例如：併人行

道、車道或消防步道規劃社區穿梭動線

等） 

28 

本校校長透過建構綠色建築環境與融入

田園城市願景，以營造與社區居民共存

共榮的永續校園環境。（例如：配合實

施小田園計畫、設置生態綠網或生態

池、使用環保建材與結構輕量化等） 

○ 

本校校長透過建構綠色建築環境與融

入田園城市願景，以營造與社區居民共

存共榮的永續校園環境。（例如：配合

實施小田園計畫、設置生態綠網或生態

池、使用環保建材與結構輕量化等） 

S28 

29 

本校校長透過運用社區文化資源，建置

校園藝術文化共享空間，使學校成為社

區藝文據點之一。（例如：設置社區藝

術中心、規劃藝文人士進駐校園活動等) 

△ 

本校校長透過運用或配合社區文化特

色或資源，建置校園藝術文化共享空

間，使學校成為社區藝文據點之一，進

而增進學校與社區民眾之交流管道。

（例如：設置社區藝術中心、辦理相關

展演活動、規劃藝文人士進駐校園活動

等) 

S29 

30 

本校校長透過運用社區特色文化或當地

居民耆老等資源，將社區文化資源與學

校教育結合。(例如：進行社區遊學、與

社區為師等)。 

○ 

本校校長透過運用社區特色文化或當

地居民耆老等資源，將社區文化資源與

學校教育結合。(例如：進行社區遊學、

與社區為師等)。 

S30 

三、 發展預試問卷 

本研究者將上開專家學者提供之修正意見彙整歸納後，將語句不 

通，語意含糊之部分進行增修後，再經由指導教授審閱，以完成預試

調查問卷。 

四、 進行問卷預試 

依據專家學者意見修正後之預試問卷編製完成後，即開始進行問 

卷之預試，透過蒐集資料，檢定問卷之可用程度，進而作為編訂正式

問卷之依據。 

    預試樣本平均選取臺北市公立國民小學，抽樣方式採分層隨機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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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並以學校規模(班級數)為分層依據。 

    自班級數為「18班以下」之學校中共抽6所，每校發放6份問卷；

班級數為「19至36班以下」之學校共抽8所，每校發放8份問卷；班級

數為「37班以上」之學校共抽7所，每校發放7份問卷；總計發放149

份問卷，回收149份，無效問卷0份，回收率為100%，可用率為100%。 

五、 正式問卷之題目篩選及訂定 

回收預試問卷後，將有效問卷進行資料彙整及統計分析，以項目 

分析、因素分析建構問卷之效度，信度分析的結果作為題目篩選依據，

最後據以擬定「校長空間領導量表」之正式問卷。 

(一) 項目分析 

本項目以決斷值(critical ratio)檢定採用獨立樣本 t 考驗 

求出每個題目的鑑別度。計算方法係先求出分量表的總分，再依高低

排列。本研究分別以27％及73％作為高低分組的臨界點，將樣本分為

高、中、低三組，以獨立樣本t考驗求出高低二組在每個題項的差異。 

    本研究採各題項顯著性p＜.050，決斷值(critical ratio)＞3.5

作為題項鑑別度之依據，CR值＞3.5者予以保留，反之則須刪除。 

「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調查量表」資料分析結果如表3-3。各題項

之CR值除題項標號為S10者為2.32須進行刪除外，其餘均大於3.5，須

予以保留，顯示本量表尚稱具有良好鑑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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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調查量表」項目分析摘要表 

題號 決斷值(CR) 處理方式 

S1 11.78 保留 

S2 11.14 保留 

S3 11.35 保留 

S4 8.82 保留 

S5 8.36 保留 

S6 11.56 保留 

S7 11.73 保留 

S8 9.59 保留 

S9 10.38 保留 

S10 2.32 刪除 

S11 10.26 保留 

S12 16.50 保留 

S13 10.27 保留 

S14 12.74 保留 

S15 8.55 保留 

S16 11.74 保留 

S17 11.30 保留 

S18 12.32 保留 

S19 13.22 保留 

S20 12.59 保留 

S21 16.02 保留 

S22 11.84 保留 

S23 12.13 保留 

S24 7.66 保留 

S25 10.46 保留 

S26 11.47 保留 

S27 9.18 保留 

S28 14.23 保留 

S29 11.83 保留 

S30 9.10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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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效度分析 

    為考驗本研究量表的建構效度(construct validity)，應進行因 

素分析。所謂建構效度係指態度量表能測量理論的概念或特質的程度。

而因素分析的目標則是找出量表潛在的結構，減少題項的數量，使其

成為一組較少而彼此相關較大的變項。 

    研究者常採用kaiser所提出的「取向適切性量數」，簡稱KMO值。

在因素分析時，量表KMO值介於0至1之間，KMO值愈接近1，代表變項

的相關程度愈高，愈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倘KMO值在.60以下，則量表

不適合進行因素分析。 

    在「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調查量表」部分，其KMO值為.932，

大於.60且趨近於1，係良好標準，表示題目間具有共同因素存在；

Bartlett的球型檢驗的近似卡方值為2842.845，P=.0000<.001，達顯

著水準，代表母群體相關矩陣間有共同因素存在，適合因素分析。 

    本研究將「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調查量表」進行因素分析，採

取主成分因素分析法，使用kaiser正規化最大變異數進行直交轉軸，

在因素萃取的方式上，則依據各層面的理論架構進行因素個數設定，

並刪除因素負荷量較低、題意敏感及因素分析後向度不符的題目。結

果萃取出四個特徵值大於1的因素，並刪除因素負荷量小於.40的題目，

因此，「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調查量表」經因素分析後萃取出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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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共計保留18題，說明摘要如表3-4： 

表3-4  

「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調查量表」預試問卷之因素分析摘要表 

預試題號 
正式 

題號 

營造 

文化 

願景 

帶領 

課程 

發展 

促進 

教學 

創新 

拓展 

公共 

關係 

共同性 

S1 1 .482    .539 

S2 2 .514    .599 

S3 3 .511    .616 

S4 4 .432    .427 

S5 5 .587    .657 

S11 6  .619   .563 

S12 7  .643   .624 

S15 8  .400   .411 

S16 9   .547  .621 

S17 10   .694  .697 

S18 11   .512  .628 

S19 12   .604  .689 

S20 13   .425  .560 

S25 14    .650 .755 

S26 15    .606 .658 

S27 16    .645 .638 

S29 17    .658 .672 

S30 18    .777 .777 

特徵值 13.885 1.644 1.162 1.082  

解釋變異量(%) 47.881 5.668 4.007 3.730  

累積解釋變異量(%) 47.881 53.548 57.555 61.286  

(三) 信度分析 

進行因素分析後，為進一步了解問卷的可靠性與有效性，必須建 

立問卷的信度。信度分析主要是在了解試題的一致性考驗，一個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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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度越高，代表該量表越穩定。 

    本研究預試問卷量表之信度分析，是採用cronbach’s α係數考

驗「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調查量表」總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以此考

驗問卷的信度，本量表整體信度為.939，顯示題目間的內部一致性相

當高，該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而「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調查量表」

各構面的題號、題目與信度，如表3-5： 

表3-5 

「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各構面內容因素負荷量與信度一覽表 

面向與題目內容 因素負荷量 α係數 

校長以空間規劃營造文化願景 

本校校長透過學校標誌或符號，呈現學校教育理念與發展願景，以清

楚傳達給師生、家長及社區有有關人員。(例如：設置學校理念或願景

的LOGO、校徽、地景、牆飾、庭園布置及公共藝術等)。 

.482 

.838 

本校校長透過學校建築空間規劃及校園多樣化休憩活動設施規劃，提

供教職員生「人-境」互動的生活空間，進而形塑具有文化氣氛的「人

文校園」環境。 

.514 

本校校長透過開放式人性空間之規劃設計，建置無障礙和安全環境，

以形塑「友善校園」的教育意境。(例如：開放式校園、人車分道及電

梯坡道無障礙設施等）。 

.511 

本校校長透過數位資訊網路教學平台、學習資源中心和無線網路之規

劃，以建構隨時隨地可學習的「學習型學校」。(例如：建置延伸學習

區、建置校園無線網路系統、學校本位課程教室等）。 

.432 

本校校長透過規劃設置綠建築、節能設施或將田園城市概念融入校園

規劃中，以營造「永續校園」之教育意境。(例如：節能環保設施、環

保步道、環境教育、資源回收或配合辦理市府小田園計劃）。 

 

 

.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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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以空間規劃帶領課程發展 

本校校長透過學校空間規劃設計，使自然科學及人文社會等「正式課

程」的實施內涵更具有豐富度。(例如：教室教學情境佈置、設置英語

情境教室、理科實驗室、數學步道及多功能綜合球場等） 

.619 

.759 

本校校長透過學校空間規劃設計，以提升慶典儀式、專題演講、學生

課後社團等「非正式課程」的多元性。(例如：設置展演場地、視聽教

室、師生社團辦公室及多功能運動場地等） 

.643 

本校校長透過空間規劃設計及情境佈置，以建立「學校本位課程」之

特色(例如：設置鄉土童玩或方言教室、潔牙室、天文星象館等） 

  

.400 

校長以空間規劃促進教學創新 

本校校長透過裝置E化教學設備，促進E化教學，進而達到推動雲端教

育之成效（例如：裝置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視聽設備、電子白板、網

路節點及無線網路等） 

.547 

.859 

本校校長透過規劃教學彈性空間，以支援教學創新實驗，進而激發教

師教學創意及學生學習動機。（例如:運用彈性隔板、設計大型教室及

視聽教室等) 

.694 

本校校長透過設置豐富的教學空間及設備，以滿足教師教學活動需求

(例如：教室內設置教材展示或儲藏空間、建置教學圖書角、電腦角等

學習角落） 

.512 

本校校長透過教學空間與資訊設備之規劃，使師生可以彼此分享教學

資源及成果，進而提升教師教學創新及學生學習動機（例如：建置網

路教學平臺、教學研究室、遠距教學、學生學習成果展示空間等） 

.604 

本校校長透過多樣的教室空間與設備的建置，以豐富教學情境與資

源，進而提升教學效能及創新能量(例如：規劃學習步道、主題式情境

教室佈置、田園生態園區等) 

.425 

校長以空間規劃拓展公共關係 

本校校長透過設置優質休憩環境，以增進師生及同儕間之互動，豐富

學生的生活休憩及活動。(例如：設置學生餐廳、室內外就近簡便之用

餐桌椅、教師休息室、學生社團等聯誼空間） 
.650 

.870 
本校校長透過開放式校園之設計，便於社區居民於校園場地開放時段

使用校園相關設施設備，藉由校園資源與社區共享，提升社區居民對

學校之認同感。(例如：無圍牆設計、便捷的校園出入通道、校園場地

開放與租借等） 

 

.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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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校長於建置完善教學及行政之安全防護措施的前提下，透過提供

校園與社區間之便捷步道，使校園得做為社區居民移動的中介空間。

（例如：併人行道、車道或消防步道規劃社區穿梭動線等） 

.645 

本校校長透過運用或配合社區文化特色或資源，建置校園藝術文化共

享空間，使學校成為社區藝文據點之一，進而增進學校與社區民眾之

交流管道。（例如：設置社區藝術中心、辦理相關展演活動、規劃藝

文人士進駐校園活動等) 

.658 

本校校長透過運用社區特色文化或當地居民耆老等資源，將社區文化

資源與學校教育結合。(例如：進行社區遊學、與社區為師等)。 
.777 

總調查表之Cronbach’s α信度係數                              .939 

參、教師組織公民行為量表 

    衡酌許聰顯(2014)編製之「教師組織公民行為量表」，本量表

之總量表Cronbach’s α信度係數為介於0.874至0.911，整體信度達0.944，

顯示內部一致性高，信度佳，足以支持本研究結果，且該篇論文以北

北基公立國民小學為研究對象除與本研究對象相符外，並擴及新北市

及基隆市，具有實證基礎，爰採用其問卷為本研究之工具。 

    本問卷內容共19題，分為三大層面，分別是工作投入與奉獻、利

他人行為、利組織行為。本問卷採Likert 5點尺度計分，衡量教師表

現組織公民行為的程度，分數由5分、4分、3分、2分、1分，由高至

低排列對應為「完全符合」、「大部分符合」、「還算符合」、「大

部分不符合」及「完全不符合」，根據受制者的實際知覺與現況進行

填答，得分愈高，表示教師所表現出的組織公民行為程度愈高；得分

愈低，表示教師所表現出的組織公民行為程度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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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量表各面向與題目內容、因素負荷量及信度，如表3-6所示。 

表3-6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各面向與題目內容、因素負荷量及信度一覽表 

題號 面向與題目內容 因素負荷量 α係數 

利他人行為 

1 本校成員如果發現同事工作有困難，會立刻給予協助。 .788 

.895 

2 本校成員樂於協助新進同仁熟悉學校環境 .807 

3 本校成員常彼此分享自己設計的學習單 .705 

4 本校成員樂於付出時間，協助其他同事處理學校事務 ,764 

5 本校成員願意分擔同事的工作 .676 

6 本校成員樂於傾聽同事的煩憂 .679 

利組織行為 

7 本校成員會主動對外介紹或宣傳學校的優點 .668 

.874 

8 本校成員會努力維護學校的形象及聲譽 .662 

9 本校成員會主動提出改善的建議提供行政單位參考 .654 

10 本校成員不會惡意批評學校的行政作為 .670 

11 本校成員樂於擔任學校各項委員會的委員 .677 

12 本校成員樂意接受各種學校交辦任務 .663 

工作投入與奉獻 

13 本校成員以高標準來完成學校工作 .601 

.911 

14 本校成員經常提早到校上班 .754 

15 本校成員經常在下班後預定好明天的工作事項 .765 

16 本校成員會提早處理規劃學校交辦事項 .775 

17 本校成員樂於提升個人的專業 .716 

18 本校成員會利用非上班時間到學校處理工作事務 .798 

19 本校成員樂於參與研習活動(含學位進修) .629 

總調查表之Cronbach’s α信度係數                                       .944 

資料來源：許聰顯(2014)。國民小學校長分布式領導、學校組織公平

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關係。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博士論文，未出

版，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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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實施程序 

    本問卷調查研究實施程序分為問卷寄發、問卷回收、問卷催覆與

整理資料四個階段進行，茲說明如下： 

壹、問卷寄發階段 

    本研究針對臺北市國民小學教育人員，依分層隨機抽樣，選定研

究學校及樣本進行施測。問卷係以郵寄方式附上回郵信封，寄給抽樣

學校之校長及教師，實施意見調查。 

貳、問卷回收階段 

    問卷寄發後，針對陸續回收的問卷進行註記及分類。 

参、問卷催覆階段 

    在問卷寄發二週之後，針對未寄回部分以電話或親訪進行催覆。 

肆、整理資料階段  

    問卷回收後，開始進行資料的整理與建檔。先檢視剔除填答未完

全之無效問卷，將可用之問卷進行編碼、填答資料的建檔，再以統計

軟體進行資料校正，確定無誤後進行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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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統計方法 

    依據研究目的、研究問題與文獻探討之結果，本研究於正式問卷

回收之後，以IBM SPSS for Windows 23.0 統計軟體進行統計分析。

各項考驗之顯著水準以p＜.05 為達到顯著水準；p＜.01 為達到非常

顯著水準；p＜.001 為達到極顯著水準。相關統計處理，分述如下：  

壹、描述統計分析 

    本研究將依照填答資料進行描述性統計，以平均數、標準差兩統

計數值，藉以回答待答問題一「臺北市國民小學教育人員知覺校長空

間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現況如何?」 

貳、t考驗與變異數分析 

    本研究應用t考驗與變異數分析來瞭解不同背景變項是否具有顯

著差異，進行變異數分析，若F值達顯著水準，則進一步以薛費法

（Scheffé Method）進行事後比較，以瞭解待答問題二「不同背景變

項下，臺北市國民小學教育人員知覺校長空間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

為之差異情形為何？」 

參、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本研究應用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探討空間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

行為間是否有顯著相關，分析臺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與教師組

織公民行為各層面及整體之相關情形，以回答待答問題三「校長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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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間之關係及是否具有顯著相關？」 

肆、多元逐步迴歸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本研究以多元逐步迴歸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探討校長空間領導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預測力，藉以回答待答問題

四「校長空間領導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是否具有顯著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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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根據研究目的及待答問題，本研究於第二章探討校長空間領導與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相關研究，並以本研究之統計研究成果進行綜整

討論及比較。 

    本章共分三節，第一節以描述性統計就臺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

領導及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現況進行分析；第二節是瞭解不同背景變

項之教師在知覺校長空間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現況之差異；第三

節則是就校長空間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間的相關程度進行探

討，並探討校長空間領導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預測力；茲將研究結

果綜合摘要分述如下： 

第一節  臺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及教師組織公民行 

        為現況之分析 

    本節透過描述性統計方式，針對臺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及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現況進行分析。 

    本研究工具中「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調查量表」採用Likert 4

點尺度，由「非常符合」、「符合」、「不符合」、「非常不符合」，

分別對應分數為4分、3分、2分、1分，並以每一題2.5分作為同意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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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之分界點。歸類程度的原則是：平均數小於1.75分者，屬於「低

程度」，平均數大等於1.75分小於2.5分，屬於「中低程度」，平均數

大於2.5分且小於3.25分者，屬於「中高程度」，平均數大於3.25分者，

屬於「高程度」。 

    另外本研究工具中「教師組織公民行為量表」採用Likert 5點尺

度，由「非常符合」、「符合」、「還算符合」、「不符合」、「非

常不符合」，分別對應分數為5分、4分、3分、2分、1分，並以每一

題3分作為同意與不同意之分界點。歸類程度的原則是：平均數小於

2.0分者，屬於「低程度」，平均數大等於2.0分小於3.0分，屬於「中

低程度」，平均數大於3.0分且小於4.0分者，屬於「中高程度」，平

均數大於4.0分者，屬於「高程度」。以下分就研究結果說明分析之。 

壹、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空間領導之現況分析 

  依據本研究「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調查量表」之得分情形，以

統計軟體SPSS23.0求出問卷整體及各構面的平均數、標準差，得知臺

北市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空間領導行為之現況，校長空間領導各層

面及各題項之平均數、標準差及排序，如表4-1及4-2所示，茲下就「空

間領導各層面」及「空間領導各題項」分述如下： 

一、以臺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各層面而言 

(一) 臺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整體得分為 3.3095，屬高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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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各層面平均得分之平均得分分別為：「校長以空間規劃營造文

化願景」為 3.4155分，「校長以空間規劃帶領課程發展」為 3.3113

分，「校長以空間規劃促進教學創新」為 3.3295 分，「校長以空

間規劃拓展社區關係」為 3.1826 分，此研究結果顯示，臺北市

國民小學校長普遍均能表現出空間領導的行為。 

(二) 依據上開研究成果，臺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各層面中

「校長以空間規劃營造文化願景」、「校長以空間規劃帶領課程發

展」及「校長以空間規劃促進教學創新」之平均得分均高於整體

的平均得分，初步顯示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知覺自校校長運用此

三層面的空間領導策略是較高的；而「校長以空間規劃拓展社區

關係」之平均得分略低於其他三個層面及總體得分，顯示臺北市

國民小學教師知覺自校校長運用此層面的空間領導策略，可在多

所著墨。 

二、以臺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各題項而言 

(一) 臺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各題項之平均得分中，分數最高前

三名之題項內容，依序為「校長以空間規劃營造文化願景」層面

中之「本校校長透過開放式人性空間之規劃設計，建置無障礙和

安全環境，以形塑「友善校園」的教育意境。(例如：開放式校

園、人車分道及電梯坡道無障礙設施等）。」、「校長以空間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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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教學創新」層面中之「本校校長透過裝置 E化教學設備，促

進 E化教學，進而達到推動雲端教育之成效（例如：裝置電腦及

其週邊設備、視聽設備、電子白板、網路節點及無線網路等）」、

「校長以空間規劃營造文化願景」層面中之「本校校長透過學校

標誌或符號，呈現學校教育理念與發展願景，以清楚傳達給師生、

家長及社區有有關人員(例如：設置學校理念或願景的 LOGO、校

徽、地景、牆飾、庭園布置及公共藝術等)。」及「校長以空間

規劃帶領課程發展」層面中之「本校校長透過學校空間規劃設計，

以提升慶典儀式、專題演講、學生課後社團「非正式課程」的多

元性。(例：設置展演場地、視聽教室、師生社團辦公室及多功

能運動場地等）」。 

(二) 而臺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各題項之平均得分中，分數最低

者為「校長以空間規劃拓展社區關係」層面中之「本校校長透過

設置優質休憩環境，以增進師生及同儕間之互動，豐富學生的生

活休憩及活動。(例如：設置學生餐廳、室內外就近簡便之用餐

桌椅、教師休息室、學生社團等聯誼空間）」、「本校校長透過運

用社區特色文化或當地居民耆老等資源，將社區文化資源與學校

教育結合。(例如：進行社區遊學、與社區為師等)。」以及「校

長以空間帶領課程發展」層面中之「本校校長透過空間規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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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情境佈置，以建立「學校本位課程」之特色(例如：設置鄉土

童玩或方言教室、潔牙室、天文星象館等）」，第二低者為「校長

以空間規劃拓展社區關係」層面中之「本校校長於建置完善教學

及行政之安全防護措施的前提下，透過提供校園與社區間之便捷

步道，使校園得做為社區居民移動的中介空間。（例如：併人行

道、車道或消防步道規劃社區穿梭動線等）」，第三低者為「校長

以空間規劃促進教學創新」層面中之「本校校長透過規劃教學彈

性空間，以支援教學創新實驗，進而激發教師教學創意及學生學

習動機。（例如:運用彈性隔板、設計大型教室及視聽教室等)」。 

(三) 本量表研究成果顯示，各題項平均得分介於 3.50分至 3.14分之

間，其中屬於「高程度」(平均得分在 3.25 以上)之題項有 12 題

餘 6題均屬於「中高程度」(平均得分在 2.5以上，未滿 3.25分)。 

表4-1 臺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各層面描述性統計摘要表 

層面 題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校長以空間規劃營造文化願景 5 3.4155 0.44521 1 

校長以空間規劃帶領課程發展 3 3.3113 0.51714 3 

校長以空間規劃促進教學創新 5 3.3295 0.51480 2 

校長以空間規劃拓展社區關係 5 3.1826 0.58538 4 

校長空間領導整體成果 18 3.3095 0.468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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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臺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各題項描述性統計摘要表 

層面 

題

號 

題目 

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層面 

排序 

總

排

序 

 

 

 

 

 

 

 

 

 

 

 

 

 

校長以 

空間規劃營

造文化願景 

 

 

 

 

 

 

 

 

 

 

 

 

 

 

1 

本校校長透過學校標誌或符號，呈現

學校教育理念與發展願景，以清楚傳

達給師生、家長及社區有有關人員。

(例如：設置學校理念或願景的

LOGO、校徽、地景、牆飾、庭園布

置及公共藝術等)。 

 

3.43 0.549 2 3 

2 

本校校長透過學校建築空間規劃及

校園多樣化休憩活動設施規劃，提供

教職員生「人-境」互動的生活空間，

進而形塑具有文化氣氛的「人文校

園」環境。 

 

3.38 0.583 4 6 

3 

本校校長透過開放式人性空間之規

劃設計，建置無障礙和安全環境，以

形塑「友善校園」的教育意境。(例

如：開放式校園、人車分道及電梯坡

道無障礙設施等）。 

 

3.50 0.541 1 1 

4 

本校校長透過數位資訊網路教學平

台、學習資源中心和無線網路之規

劃，以建構隨時隨地可學習的「學習

型學校」。(例如：建置延伸學習區、

建置校園無線網路系統、學校本位課

程教室等）。 

 

3.35 0.602 5 8 

5 

本校校長透過規劃設置綠建築、節能

設施或將田園城市概念融入校園規

劃中，以營造「永續校園」之教育意

境。(例如：節能環保設施、環保步

3.42 0.653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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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以 

空間規劃營

造文化願景 

道、環境教育、資源回收或配合辦理

市府小田園計劃） 

校長以 

空間規劃帶

領課程發展 

6 

本校校長透過學校空間規劃設計，使

自然科學及人文社會等「正式課程」

的實施內涵更具有豐富度。(例如：

教室教學情境佈置、設置英語情境教

室、理科實驗室、數學步道及多功能

綜合球場等） 

3.37 0.623 2 7 

7 

本校校長透過學校空間規劃設計，以

提升慶典儀式、專題演講、學生課後

社團「非正式課程」的多元性。(例：

設置展演場地、視聽教室、師生社團

辦公室及多功能運動場地等） 

3.43 0.574 1 3 

8 

本校校長透過空間規劃設計及情境

佈置，以建立「學校本位課程」之特

色(例如：設置鄉土童玩或方言教

室、潔牙室、天文星象館等） 

3.14 0.655 3 16 

 

 

 

 

 

 

校長以 

空間規劃促

進教學創新 

 

 

 

 

 

 

 

 

 

 

 

9 

本校校長透過裝置E化教學設備，促

進E化教學，進而達到推動雲端教育

之成效（例如：裝置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視聽設備、電子白板、網路節點

及無線網路等） 

3.47 0.563 1 2 

10 

本校校長透過規劃教學彈性空間，以

支援教學創新實驗，進而激發教師教

學創意及學生學習動機。（例如:運

用彈性隔板、設計大型教室及視聽教

室等) 

 

3.21 0.675 5 14 

11 

本校校長透過設置豐富的教學空間

及設備，以滿足教師教學活動需求

(例如：教室內設置教材展示或儲藏

空間、建置教學圖書角、電腦角等學

習角落） 

3.32 0.621 3 10 

12 

本校校長透過教學空間與資訊設備

之規劃，使師生可以彼此分享教學資

源及成果，進而提升教師教學創新及

學生學習動機（例：建置網路教學平

3.30 0.634 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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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以 

空間規劃促

進教學創新 

臺、教學研究室、遠距教學、學生學

習成果展示空間等） 

13 

本校校長透過多樣的教室空間與設

備的建置，以豐富教學情境與資源，

進而提升教學效能及創新能量 (例

如：規劃學習步道、主題式情境教室

佈置、田園生態園區等) 

3.34 0.625 2 9 

 

 

 

 

 

 

 

 

 

 

 

 

 

 

校長以 

空間規劃拓

展社區關係 

 

 

 

 

 

 

 

 

 

 

 

 

 

 

14 

本校校長透過設置優質休憩環境，以

增進師生及同儕間之互動，豐富學生

的生活休憩及活動。(例如：設置學

生餐廳、室內外就近簡便之用餐桌

椅、教師休息室、學生社團等聯誼空

間） 

3.14 0.731 4 16 

15 

本校校長透過開放式校園之設計，便

於社區居民於校園場地開放時段使

用校園相關設施設備，藉由校園資源

與社區共享，提升社區居民對學校之

認同感。(例如：無圍牆設計、便捷

的校園出入通道、校園場地開放與租

借等） 

3.28 0.658 1 12 

16 

本校校長於建置完善教學及行政之

安全防護措施的前提下，透過提供校

園與社區間之便捷步道，使校園得做

為社區居民移動的中介空間。（例

如：併人行道、車道或消防步道規劃

社區穿梭動線等） 

3.15 0.749 3 15 

17 

本校校長透過運用或配合社區文化

特色或資源，建置校園藝術文化共享

空間，使學校成為社區藝文據點之

一，進而增進學校與社區民眾之交流

管道。（例如：設置社區藝術中心、

辦理相關展演活動、規劃藝文人士進

駐校園活動等) 

3.22 0.747 2 13 

18 

本校校長透過運用社區特色文化或

當地居民耆老等資源，將社區文化資

源與學校教育結合。(例如：進行社

區遊學、與社區為師等)。 

3.14 0.715 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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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由上述研究結果得知，臺北市國民小學校長在表現「空間領導行

為」上，具有中高程度至高程度的水準，此與湯志民(2008)、曾雅慧

(2011)、陳炫佑(2012)及劉侑承(2013)之研究結果大致相符，顯示臺

北市國民小學校長均有將「空間領導」之概念及策略普遍運用學校經

營上，且教師均能知覺校長空間領導之行為表現，惟臺北市國民小學

校長在「校長以空間規劃拓展社區關係」之層面略低於其他層面。 

貳、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現況分析 

    依據本研究「教師組織公民行為量表」之得分情形，以統計軟體

SPSS23.0求出問卷整體及各構面之平均數、標準差，以得知臺北市國

民小學教師對於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表現之現況，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各

層面及各題項之平均數、標準差及排序情形，如表4-3、表4-4所示，

茲下就「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各層面」及「教師組織公民行為量表各題

項」摘要分述如下： 

一、以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各層面而言 

(一) 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整體得分為 4.1562 分，屬

於高程度。而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中「利他人

行為」為 4.2644 分，「利組織行為」為 4.128 分，「工作投入與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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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為 4.0876 分。由此研究顯示，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普遍均能

表現出高程度之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二) 依據上述研究結果顯示，「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中「利他人行為」

之平均得分高於整體得分，顯示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對於此層面

的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表現程度最高；而「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中

「工作投入與奉獻」之平均得分低於整體得分且低於其他二層面，

顯示出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在此層面中所表現出的教師組織公

民行為是較低的。 

二、以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各題項而言 

(一) 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各題項之平均得分，分數最高

前三名之題目內容，依序為「利他人行為」層面中之「本校成員

樂於協助新進同仁熟悉學校環境。」、「利組織行為」層面中之「本

校成員會努力維護學校的形象及聲譽」、「利他人行為」層面中之

「本校成員如果發現同事工作有困難，會立刻給予協助」「利他

人行為」層面中之「本校成員樂於傾聽同事的煩憂」。 

(二) 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各題項之平均得分最低者為

「利組織行為」層面中之「本校成員樂於擔任學校各項委員會的

委員」及「利組織行為」層面中之「本校成員樂意接受各種學校

交辦任務」，第二低者為「工作投入與奉獻」層面中之「本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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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利用非上班時間到學校處理工作事務」，第三低者為「本校

成員以高標準來完成學校工作」。 

(三) 臺北市國小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各題項平均得分介於 4.41分至 3.91

分之間，其中屬於「高程度」(平均得分在 4 分以上)之題項有 15

題，餘 4 題則屬於「中高程度」(平均得分在 3 分以上未滿 4 分)。 

表4-3 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各層面描述性統計摘要表 

層面 題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利他人行為 6 4.2644 0.55603 1 

利組織行為 6 4.1280 0.60407 2 

工作投入與奉獻 7 4.0876 0.62563 3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總體 19 4.1562 0.551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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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 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各題項之描述統計摘要表 

層 

面 

題

號 

題目內容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層面 

排序 

總 

排

序 

利他人 

行為 

1 
本校成員如果發現同事工作有困難，會立刻給予協

助。 
4.33 0.629 2 3 

2 本校成員樂於協助新進同仁熟悉學校環境。 4.41 0.612 1 1 

3 本校成員常彼此分享自己設計的學習單 4.18 0.700 5 7 

4 
本校成員樂於付出時間，協助其他同事處理學校事

務 
4.22 0.681 4 6 

5 本校成員願意分擔同事的工作 4.11 0.715 6 14 

6 本校成員樂於傾聽同事的煩憂 4.33 0.637 2 3 

利組織 

行為 

7 本校成員會主動對外介紹或宣傳學校的優點 4.16 0.733 4 11 

8 本校成員會努力維護學校的形象及聲譽 4.37 0.639 1 2 

9 
本校成員會主動提出改善的建議提供行政單位參

考 
4.24 0.672 2 5 

10 本校成員不會惡意批評學校的行政作為 4.18 0.743 3 7 

11 本校成員樂於擔任學校各項委員會的委員 3.91 0.798 5 18 

12 本校成員樂意接受各種學校交辦任務 3.91 0.782 5 18 

工作 

投入 

與奉獻 

13 本校成員以高標準來完成學校工作 3.98 0.779 6 16 

14 本校成員經常提早到校上班 4.04 0.800 5 15 

15 本校成員經常在下班後預定好明天的工作事項 4.18 0.681 1 7 

16 本校成員會提早處理規劃學校交辦事項 4.16 0.712 3 11 

17 本校成員樂於提升個人的專業 4.17 0.697 2 10 

18 本校成員會利用非上班時間到學校處理工作事務 3.96 0.852 7 17 

19 本校成員樂於參與研習活動(含學位進修) 4.12 0.721 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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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由上述研究結果得知，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能表現出中高程度至

高程度之組織公民行為，此與許聰顯(2014)、管意凱(2013)及陳浩(2013)

等人之研究結果大致相符。雖然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普遍表現出中高

程度至高程度之組織公民行為，惟在「工作投入與奉獻」層面中稍低

於其他二層面。 

參、綜合討論 

    本節係以描述性統計方式進行分析，以了解目前臺北市國民小學

校長空間領導及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現況表現，研究結果茲分析論述

如下： 

一、就校長空間領導而言 

  臺北市公立各級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程度屬於中高程度到高

程度，充分顯示出上述學校校長在運用空間領導概念及策略進行學校

經營之行為表現上，已有一定水準。 

    就校長空間領導各層面進行探討而言，教師對於「校長以空間規

劃營造文化願景」具有最高的知覺程度，其次分別是「校長以空間規

劃促進教學創新」、「校長以空間規劃引領課程發展」，而「校長以

空間規劃拓展社區關係」之層面則低於上述三者。 

    由此可見，臺北市公立各級國民小學校長多能充分運用學校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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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空間規劃設計營造整體教育意境，藉以展現學校教育理念及文化願

景，俾學校能永續經營；此外，校長仍需透過結合運動社區文化特色

或資源、建置校園文化藝術等空間及提供學校資源與社區共享，以提

升社區對學校的認同感，進而達到與社區共榮共存之鵠的。 

二、就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而言 

    臺北市公立各級國民小學教師均能表現出中高程度至高程度之

組織公民行為，惟於「工作投入與奉獻」層面中稍低於其他二層面。 

    倘以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各層面來探討，教師於「利他人行為」中

表現程度最佳，其次則是「利組織行為」，而「工作投入與奉獻」之

表現程度最低。 

    由此可推得在現今學校環境中，上對下的制式關係不再是工作任

務的達成度唯一解答，當教師表現出越多的組織公民行為時，相對的

對於工作績效之達成應有一定程度的助益；而校長的空間領導如何使

教師能表現出更高程度的組織公民行為，日趨成為一門重要的課題。 

因此，校長經營學校應試著透過空間領導形塑學校願景、促進教學創

新、引領課程發展及營造社區關係等方式，進而提升學校經營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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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不同背景變項教師知覺校長空間領導及教師組織  

        公民行為現況之差異分析 

    本節旨在瞭解不同背景變項之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在知覺校長

空間領導行為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整體與各層面上得分的差異情

形；其中背景變項包括：「性別」、「年齡」、「服務年資」、「最

高學歷」及「擔任現職」。調查結果利用t考驗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以呈現其差異情形。 

壹、不同背景變項教師知覺校長空間領導行為現況之差異分析 

一、不同性別教師知覺校長空間領導現況之差異分析 

    為了解不同性別教師知覺校長空間領導是否有所差異，本研究以

「男性」及「女性」兩組進行t考驗予以分析後顯示，不同性別教師在

「校長空間領導整體」、「校長以空間規劃營造文化願景」、「校長以

空間規劃帶領課程發展」、「校長以空間規劃促進教學創新」及「校長

以空間規劃拓展社區關係」等層面的得分上，並無顯著差異；詳如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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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 不同性別教師知覺校長空間領導行為之差異分析摘要表 

層面名稱 
教師 

性別 

樣本數 

(N) 

平均數 

(M) 

標準差 

(SD) 
t值 顯著性 

校長以空間規劃 

營造文化願景 

(1)男性 189 3.4287 0.47191 
0.461 .645 

(2)女性 432 3.4102 0.43393 

校長以空間規劃 

帶領課程發展 

(1)男性 189 3.3741 0.52743 
1.958 .051 

(2)女性 432 3.2847 0.51123 

校長以空間規劃 

促進教學創新 

(1)男性 189 3.3830 0.50508 
1.709 .088 

(2)女性 432 3.3069 0.51820 

校長以空間規劃 

拓展社區關係 

(1)男性 189 3.2213 0.58022 
1.082 .280 

(2)女性 432 3.1662 0.58810 

校長空間領導 

整體表現 

(1)男性 189 3.3493 0.48355 
1.355 .176 

(2)女性 432 3.2928 0.46117 

 

二、不同年齡教師知覺校長空間領導現況之差異分析 

    為瞭解不同年齡教師知覺校長空間領導現況是否有所差異，本研究

將受試者年齡分為四組，分別為「30歲(含)以下」、「31至40歲」、「41

至50歲」及「50歲以上」，並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探討，如表4-6。 

(一) 不同年齡教師在「校長空間領導整體」、「校長以空間規劃營造文化

願景」、「校長以空間規劃促進教學創新」及「校長以空間規劃拓展

社區關係」等層面的得分上，並無顯著差異。 

(二) 僅在「校長以空間規劃帶領課程發展」層面上，不同年齡教師對於

知覺校長空間領導中產生差異，其中「41-50歲」的教師對「校長

以空間規劃帶領課程發展」層面的看法較「31-40歲」的教師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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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 不同年齡教師知覺校長空間領導行為之差異分析摘要表 

層面 

名稱 
年齡 

樣 

本 

數 

(N) 

平 

均 

數 

(M) 

標 

準 

差 

(SD) 

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 

來源 

平 

方 

和 

(SS) 

自 

由 

度 

(df) 

均 

方 

和

(MS) 

F值 
事後 

比較 

校 長 以 空

間 規 劃 營

造 文 化 願

景 

(1)30歲(含)以下 53 3.3547 .41997 組間 1.078 3 .359 1.820  

(2)31-40歲 210 3.3705 .45093 組內 121.814 617 .197    

(3)41-50歲 306 3.4529 .44642 總和 122.892 620     

(4)51歲(含)以上 52 3.4385 .42847        

校 長 以 空

間 規 劃 帶

領 課 程 發

展 

(1)30歲(含)以下 53 3.2327 .56457 組間 2.636 3 .879 3.323* (3)>(2) 

(2)31-40歲 210 3.2397 .52092 組內 163.174 617 .264    

(3)41-50歲 306 3.3747 .50038 總和 165.810 620     

(4)51歲(含)以上 52 3.3077 .51490        

校 長 以 空

間 規 劃 促

進 教 學 創

新 

(1)30歲(含)以下 53 3.3094 .50773 組間 1.215 3 .405 1.533  

(2)31-40歲 210 3.2724 .51920 組內 163.095 617 .264    

(3)41-50歲 306 3.3699 .49590 總和 164.311 620     

(4)51歲(含)以上 52 3.3423 .59979        

校 長 以 空

間 規 劃 拓

展 社 區 關

係 

(1)30歲(含)以下 53 3.1208 .59270 組間 1.130 3 .377 1.100  

(2)31-40歲 210 3.1362 .57734 組內 211.322 617 .342    

(3)41-50歲 306 3.2183 .58320 總和 212.452 620     

(4)51歲(含)以上 52 3.2231 .62076        

校長空間 

領導整體 

(1)30歲(含)以下 53 3.2568 .46395 組間 1.307 3 .436 1.997  

(2)31-40歲 210 3.2563 .46538 組內 134.564 617 .218    

(3)41-50歲 306 3.3517 .46346 總和 135.871 620     

(4)51歲(含)以上 52 3.3301 .49695        

*ρ<.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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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服務年資教師知覺校長空間領導現況之差異分析 

    為瞭解不同服務年資教師知覺校長空間領導是否具有顯著差異，本

研究將受試者服務年資分為五組，分別為「5年以下」、「6-10年」、

「11-15年」、「16-20年」及「21年(含)以上」，並以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進行探討後結果顯示，不同服務年資受試者在「校長空間領導」整體

及各層面之得分上，均無顯著差異，如表4-7。 

表4-7 不同服務年資教師知覺校長空間領導行為之差異分析摘要表 

層面 

名稱 
服務年資 

樣 平 標 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本 

數 

(N) 

均 

數 

(M) 

準 

差 

(SD) 

變異 

來源 

平 

方 

和 

(SS) 

自 

由 

度 

(df) 

均 

方 

和

(MS) 

F值 

校 長 以 空

間 規 劃 營

造 文 化 願

景 

(1)5年以下 70 3.3171 .42460 組間 1.687 4 .422 2.143 

(2)6-10年 67 3.3612 .42957 組內 121.205 616 .197   

(3)11-15年 165 3.4000 .45425 總和 122.892 620    

(4)16-20年 125 3.4224 .43716       

 (5)21年(含)以上 194 3.4784 .44981       

           

校 長 以 空

間 規 劃 帶

領 課 程 發

展 

(1)5年以下 70 3.2286 .49974 組間 2.185 4 .546 2.056 

(2)6-10年 67 3.2935 .55208 組內 163.626 616 .266   

(3)11-15年 165 3.2465 .53076 總和 165.810 620    

(4)16-20年 125 3.3600 .49658       

 (5)21年(含)以上 194 3.3711 .50644       

           

校 長 以 空

間 規 劃 促

進 教 學 創

新 

(1)5年以下 70 3.2314 .47869 組間 2.332 4 .583 2.217 

(2)6-10年 67 3.3313 .51938 組內 161.979 616 .263   

(3)11-15年 165 3.2727 .52223 總和 164.311 620    

(4)16-20年 125 3.3408 .49710       

 (5)21年(含)以上 194 3.4052 .52401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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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長 以 空

間 規 劃 拓

展 社 區 關

係 

(1)5年以下 70 3.1229 .55565 組間 2.107 4 .527 1.542 

(2)6-10年 67 3.1433 .64929 組內 210.346 616 .341   

(3)11-15年 165 3.1200 .56040 總和 212.452 620    

(4)16-20年 125 3.2064 .55413       

 (5)21年(含)以上 194 3.2557 .60925       

校長空間 

領導整體 

(1)5年以下 70 3.2246 .44328 組間 1.910 4 .477 2.195 

(2)6-10年 67 3.2811 .48315 組內 133.961 616 .217   

(3)11-15年 165 3.2613 .46267 總和 135.871 620    

(4)16-20年 125 3.3293 .45470       

 (5)21年(含)以上 194 3.3783 .47884       

 

四、不同教育程度教師知覺校長空間領導現況之差異分析 

    為瞭解不同教育程度教師知覺校長空間領導是否具有顯著差異，本

研究將受試者教育程度分為五組，分別為「師專畢業」、「學士後教育

學分班(師資班)畢業」、「師範學院、教育大學、師範大學或一般大學

畢業」及「研究所(含)以上畢業」，並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探討，

如表4-8。 

(一) 不同教育程度教師在「校長空間領導整體」、「校長以空間規劃營造

文化願景」、「校長以空間規劃促進教學創新」及「校長以空間規劃

帶領課程發展」等層面的得分上，並無顯著差異。 

(二) 僅在「校長以空間規劃拓展社區關係」層面上，不同教育程度教師

對於知覺校長空間領導中產生差異，其中「師專畢業」的教師對「校

長以空間規劃帶領課程發展」層面的看法較「學士後教育學非班(師

資班)畢業」的教師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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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8 不同教育程度教師知覺校長空間領導行為之差異分析摘要表 

層面 

名稱 
教育程度 

樣 

本 

數 

(N) 

平 

均 

數 

(M) 

標 

準 

差 

(SD) 

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 

來源 

平 

方 

和 

(SS) 

自 

由 

度 

(df) 

均 

方 

和

(MS) 

F值 
事後 

比較 

校長以空

間規劃營

造文化願

景 

(1)師專畢業 9 3.6000 .50990 組間 .392 3 .131 .658  

(2)學士後教育學分

班(師資班)畢業 
71 3.3887 .45089 組內 122.500 617 .199    

(3) 師範學院、教育

大學、師範大學或一

般大學 

249 3.4072 .43155 總和 122.892 620     

(4) 研究所(含)以

上畢業 
292 3.4233 .45408        

校長以空

間規劃帶

領課程發

展 

(1)師專畢業 9 3.5926 .57198 組間 .960 3 .320 1.198  

(2)學士後教育學分

班(師資班)畢業 
71 3.3615 .50942 組內 164.850 617 .267    

(3) 師範學院、教育

大學、師範大學或一

般大學 

249 3.2985 .48697 總和 165.810 620     

(4) 研究所(含)以

上畢業 
292 3.3014 .54128       

 

 

 

校長以空

間規劃促

進教學創

新 

(1)師專畢業 9 3.6000 .46904 組間 1.266 3 .422 1.597  

(2)學士後教育學分

班(師資班)畢業 
71 3.2394 .54471 組內 163.044 617 .264    

(3) 師範學院、教育

大學、師範大學或一

般大學 

249 3.3341 .51572 總和 164.311 620     

(4)研究所(含)以上畢業 292 3.3390 .50616        

校長以空

間規劃拓

展社區關

係 

(1)師專畢業 9 3.6222 .41767 組間 2.767 3 .922 2.714* (1)>(2) 

(2)學士後教育學分

班(師資班)畢業 
71 3.0648 .61947 組內 209.685 617 .340    

(3) 師範學院、教育

大學、師範大學或一

般大學 

249 3.1871 .55750 總和 212.452 620     

(4)研究所(含)以上畢業 292 3.1938 .59882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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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空間

領導整體 

(1)師專畢業 9 3.6049 .47095 組間 1.027 3 .342 1.566  

(2)學士後教育學分

班(師資班)畢業 
71 3.2527 .47138 組內 134.844 617 .219    

(3) 師範學院、教育

大學、師範大學或一

般大學 

249 3.3077 .45521 總和 135.871 620     

(4) 研究所(含)以

上畢業 
292 3.3158 .47670        

*ρ<.05 

五、擔任不同職務教師知覺校長空間領導現況之差異分析 

    為瞭解擔任不同教師知覺校長空間領導是否具有顯著差異，本研

究將受試者所擔任之職務分為四組，分別為「主任」、「組長(副組長)」、

「級任教師」及「科任教師」，並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探討，擔任

不同職務受試者在「校長空間領導」整體及各層面之得分上，均無顯著

差異，如表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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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9 擔任不同職務教師知覺校長空間領導行為之差異分析摘要表 

層面 

名稱 
擔任職務 

樣 

本 

數 

(N) 

平 

均 

數 

(M) 

標 

準 

差 

(SD) 

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 

來源 

平 

方 

和 

(SS) 

自 

由 

度 

(df) 

均 

方 

和

(MS) 

F值 

校長以空間

規劃營造文

化願景 

(1)主任 105 3.4419 .44436 組間 1.330 3 .443 2.250 

(2)組長(副組長) 172 3.3419 .45971 組內 121.561 617 .197   

(3)級任教師 252 3.4508 .42581 總和 122.892 620    

(4)科任教師 92 3.4261 .46145       

校長以空間

規劃帶領課

程發展 

(1)主任 105 3.4127 .49034 組間 1.799 3 .600 2.256 

(2)組長(副組長) 172 3.2655 .52728 組內 164.011 617 .266   

(3)級任教師 252 3.2844 .53375 總和 165.810 620    

(4)科任教師 92 3.3551 .46830       

校長以空間

規劃促進教

學創新 

(1)主任 105 3.3829 .48446 組間 .832 3 .277 1.047 

(2)組長(副組長) 172 3.2767 .52996 組內 163.478 617 .265   

(3)級任教師 252 3.3349 .51454 總和 164.311 620    

(4)科任教師 92 3.3522 .51982       

校長以空間

規劃拓展社

區關係 

(1)主任 105 3.3048 .50161 組間 2.513 3 .838 2.462 

(2)組長(副組長) 172 3.1407 .60017 組內 209.939 617 .340   

(3)級任教師 252 3.1421 .59665 總和 212.452 620    

(4)科任教師 92 3.2326 .60057       

校長空間領

導整體 

(1)主任 105 3.3825 .44366 組間 1.158 3 .386 1.768 

(2)組長(副組長) 172 3.2552 .49189 組內 134.712 617 .218   

(3)級任教師 252 3.3051 .45485 總和 135.871 620    

(4)科任教師 92 3.3400 .47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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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不同背景變項教師知覺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現況之差異分析 

一、不同性別教師知覺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現況之差異分析 

    為了解不同性別教師知覺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現況是否有所差異，

本研究以「男性」及「女性」兩組進行t考驗予以分析，如表4-10。 

(一) 不同性別教師在「利他人行為」、「利組織行為」及「教師組織公民

行為整體」等層面的得分上，並無顯著差異。 

(二) 而在「工作投入與奉獻」這個層面上，不同性別教師對於知覺教師

組織公民行為的現況上具有顯著差異，其中女性教師對於「工作投

入與奉獻」的看法比男性教師較為正面。 

表4-10 不同性別教師知覺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差異分析摘要表 

層面名稱 
教師 

性別 

樣本

數 

(N) 

平均數 

(M) 

標準差 

(SD) 
t值 顯著性 

差異 

情形 

利他人行為 
(1)男性 189 4.2057 .58116 

-1.703 .089  
(2)女性 432 4.2905 .54393 

利組織行為 
(1)男性 189 4.0975 .61686 

-0.825 .410  
(2)女性 432 4.1416 .59933 

工作投入與奉獻 
(1)男性 189 4.0091 .62726 

-2.064 .040* (2)>(1) 
(2)女性 432 4.1220 .62326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整體 

(1)男性 189 4.0991 .56442 
-1.686 .093  

(2)女性 432 4.1814 .54498 

*ρ<.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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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年齡教師知覺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現況之差異分析 

    為瞭解不同年齡教師知覺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現況是否有所差異，本

研究將受試者年齡分為四組，分別為「30歲(含)以下」、「31至40歲」、

「41至50歲」及「50歲以上」，並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探討，如表

4-11。 

(一) 不同年齡教師在「利他人行為」、「利組織行為」、「工作投入與奉獻」

及「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整體」等層面的得分上，均具有顯著差異。 

(二) 在「利他人行為」層面上，不同年齡教師對於知覺教師組織公民行

為中產生差異，其中「41-50歲」的教師對「利他人行為」層面的

看法較「31-40歲」的教師正面。 

(三) 在「利組織行為」層面上，不同年齡教師對於知覺教師組織公民行

為中產生差異，其中「51 歲(含)以上」的教師對「利組織行為」

層面的看法較「31-40歲」的教師正面。 

(四) 在「工作投入與奉獻」層面上，不同年齡教師對於知覺教師組織公

民行為中產生差異，其中「51 歲(含)以上」的教師對「工作投入

與奉獻」層面的看法較「31-40歲」的教師正面。 

(五) 在「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整體」層面上，不同年齡教師對於知覺教師

組織公民行為中產生差異，其中「51 歲(含)以上」的教師對「教

師組織公民行為整體」層面的看法較「31-40歲」的教師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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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 不同年齡教師知覺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差異分析摘要表 

層面 

名稱 
年齡 

樣 

本 

數 

(N) 

平 

均 

數 

(M) 

標 

準 

差 

(SD) 

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 

來源 

平 

方 

和 

(SS) 

自 

由 

度 

(df) 

均 

方 

和

(MS) 

F值 
事後 

比較 

利他人 

行為 

(1)30歲(含)以下 53 4.2579 .48433 組間 2.997 3 .999 3.267* (3)>(2) 

(2)31-40歲 210 4.1722 .55009 組內 188.687 617 .306    

(3)41-50歲 306 4.3115 .56739 總和 191.684 620     

(4)51歲(含)以上 52 4.3654 .54337        

利組織 

行為 

(1)30歲(含)以下 53 4.0472 .55217 組間 3.230 3 1.077 2.978* (4)>(2) 

(2)31-40歲 210 4.0611 .61294 組內 223.010 617 .361    

(3)41-50歲 306 4.1574 .60403 總和 226.239 620     

(4)51歲(含)以上 52 4.3077 .58334        

工作投入 

與奉獻 

(1)30歲(含)以下 53 4.1024 .60374 組間 3.561 3 1.187 3.063* (4)>(2) 

(2)31-40歲 210 4.0116 .61534 組內 239.118 617 .388    

(3)41-50歲 306 4.1018 .63429 總和 242.678 620     

(4)51歲(含)以上 52 4.2967 .59935        

教師組織

公民行為

整體 

(1)30歲(含)以下 53 4.1341 .48255 組間 3.003 3 1.001 3.330* (4)>(2) 

(2)31-40歲 210 4.0779 .54823 組內 185.488 617 .301    

(3)41-50歲 306 4.1856 .56001 總和 188.491 620     

(4)51歲(含)以上 52 4.3219 .54074        

*ρ<.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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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服務年資教師知覺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現況之差異分析 

    為瞭解不同服務年資教師知覺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表現是否具有顯

著差異，本研究將受試者服務年資分為五組，分別為「5年以下」、「6-10

年」、「11-15年」、「16-20年」及「21年(含)以上」，並以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進行探討後結果顯示，如表4-12。 

(一) 不同服務年資教師在「利他人行為」層面的得分上，並無顯著差異。 

(二) 在「利組織行為」層面上，不同服務年資教師對於知覺教師組織公

民行為中產生差異，其中服務年資為「16-20年」的教師對「利組

織行為」層面的看法較服務年資為「6-10年」的教師正面。 

(三) 在「工作投入與奉獻」層面上，不同服務年資教師對於知覺教師組

織公民行為中產生差異，其中服務年資為「16-20年」的教師對「工

作投入與奉獻」層面的看法較服務年資為「6-10年」的教師正面。 

(四) 在「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整體」層面上，不同服務年資教師對於知覺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中產生差異，其中服務年資為「16-20年」的教

師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整體」層面的看法較服務年資為「6-10

年」的教師正面。 

 

 

 

 

 

 



 

１４９ 

 

表4-12 不同服務年資教師知覺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差異分析摘要表 

層面 

名稱 
服務年資 

樣 

本 

數 

(N) 

平 

均 

數 

(M) 

標 

準 

差 

(SD) 

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 

來源 

平 

方 

和 

(SS) 

自 

由 

度 

(df) 

均 

方 

和

(MS) 

F值 
事後 

比較 

利他人行為 

(1)5年以下 70 4.2595 .47619 組間 2.710 4 .677 2.208  

(2)6-10年 67 4.1020 .58095 組內 188.975 616 .307    

(3)11-15年 165 4.2374 .54074 總和 191.684 620     

(4)16-20年 125 4.3293 .54480        

 (5)21年(含)以上 194 4.3033 .58609        

利組織行為 

(1)5年以下 70 4.0857 .54043 組間 4.712 4 1.178 3.276* (4)>(2) 

(2)6-10年 67 3.9428 .62600 組內 221.527 616 .360    

(3)11-15年 165 4.1030 .61801 總和 226.239 620     

(4)16-20年 125 4.2587 .59473        

 (5)21年(含)以上 194 4.1443 .59799        

工作投入 

與奉獻 

(1)5年以下 70 4.1041 .62951 組間 4.590 4 1.148 2.969* (4)>(2) 

(2)6-10年 67 3.9424 .63697 組內 238.088 616 .387    

(3)11-15年 165 4.0623 .61390 總和 242.678 620     

(4)16-20年 125 4.2389 .59535        

 (5)21年(含)以上 194 4.0560 .63657        

教師組織公

民行為整體 

(1)5年以下 70 4.1474 .50136 組間 3.633 4 .908 3.026* (4)>(2) 

(2)6-10年 67 3.9929 .56358 組內 184.859 616 .300    

(3)11-15年 165 4.1305 .54565 總和 188.491 620     

(4)16-20年 125 4.2737 .54929        

 (5)21年(含)以上 194 4.1620 .55900        

*ρ<.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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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同教育程度教師知覺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現況之差異分析 

    瞭解不同教育程度教師知覺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是否具有顯著差異，

本研究將受試者教育程度分為五組，分別為「師專畢業」、「學士後教

育學分班(師資班)畢業」、「師範學院、教育大學、師範大學或一般大

學畢業」及「研究所(含)以上畢業」，並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探討

後顯示，不同教育程度教師在「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整體及各層面，均

無顯著差異，如表4-13。 

表4-13 不同教育程度教師知覺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差異分析摘要表 

層面 

名稱 
教育程度 

樣 

本 

數 

(N) 

平 

均 

數 

(M) 

標 

準 

差 

(SD) 

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 

來源 

平 

方 

和 

(SS) 

自 

由 

度 

(df) 

均 

方 

和

(MS) 

F值 

利他人 

行為 

(1)師專畢業 9 4.2407 .61864 組間 2.357 3 .786 2.561 

(2)學士後教育學分

班(師資班)畢業 
71 4.3850 .44507 組內 189.327 617 .307   

(3) 師範學院、教育

大學、師範大學或一

般大學 

249 4.1981 .59117 總和 191.684 620    

(4) 研究所(含)以

上畢業 
292 4.2922 .54277       

利組織 

行為 

(1)師專畢業 9 4.3148 .62608 組間 1.651 3 .550 1.512 

(2)學士後教育學分

班(師資班)畢業 
71 4.1995 .55393 組內 224.588 617 .364   

(3) 師範學院、教育

大學、師範大學或一

般大學 

249 4.0716 .61447 總和 226.239 620    

(4) 研究所(含)以

上畢業 

 

292 4.1530 .60449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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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投入

與奉獻 

(1)師專畢業 9 4.0476 .85117 組間 2.880 3 .960 2.470 

(2)學士後教育學分

班(師資班)畢業 
71 4.2696 .55934 組內 239.799 617 .389   

(3) 師範學院、教育

大學、師範大學或一

般大學 

249 4.0425 .61952 總和 242.678 620    

(4)研究所(含)以上畢業 292 4.0832 .63386       

教師組織

公民行為

整體 

(1)師專畢業 9 4.1930 .66989 組間 2.000 3 .667 2.205 

(2)學士後教育學分

班(師資班)畢業 
71 4.2839 .47970 組內 186.492 617 .302   

(3) 師範學院、教育

大學、師範大學或一

般大學 

249 4.1008 .56228 總和 188.491 620    

(4)研究所(含)以上畢業 292 4.1712 .5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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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擔任不同職務教師知覺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現況之差異分析 

    瞭解擔任不同教師知覺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是否具有顯著差異，

本研究將受試者所擔任之職務分為四組，分別為「主任」、「組長(副

組長)」、「級任教師」及「科任教師」，並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

行探討，如表4-14。 

(一) 擔任不同職務受試者在「利他人行為」層面上，並無顯著差異。 

(二) 在「利組織行為」層面上，擔任不同職務教師對知覺教師組織公

民行為中產生差異，其中擔任「級任教師」與「科任教師」者對

「利組織行為」層面的看法較擔任「組長(副組長)」的教師正面。 

(三) 在「工作投入與奉獻」層面上，擔任不同職務教師對知覺教師組

織公民行為中產生差異，其中擔任「級任教師」與「科任教師」

者對「利組織行為」層面的看法較擔任「組長(副組長)」的教師

正面。 

(四) 在「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整體」層面上，擔任不同職務教師對知覺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中產生差異，其中擔任「級任教師」與「科任

教師」者對「利組織行為」層面的看法較擔任「組長(副組長)」

的教師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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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4 擔任不同職務教師知覺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差異分析摘要表 

層面 

名稱 
擔任職務 

樣 

本 

數 

(N) 

平 

均 

數 

(M) 

標 

準 

差 

(SD) 

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 

來源 

平 

方 

和 

(SS) 

自 

由 

度 

(df) 

均 

方 

和

(MS) 

F值 
事後 

比較 

利他人 

行為 

(1)主任 105 4.2635 .50836 組間 1.678 3 .559 1.817  

(2)組長(副組長) 172 4.1841 .58352 組內 190.006 617 .308    

(3)級任教師 252 4.3016 .55376 總和 191.684 620     

(4)科任教師 92 4.3134 .55406        

利組織 

行為 

(1)主任 105 4.1397 .54012 組間 4.585 3 1.528 4.254** (3)>(2) 

(2)組長(副組長) 172 3.9971 .62685 組內 221.654 617 .359   (4)>(2) 

(3)級任教師 252 4.1720 .59544 總和 226.239 620     

(4)科任教師 92 4.2391 .62131        

工作投入 

與奉獻 

(1)主任 105 4.0204 .54952 組間 6.527 3 2.176 5.684*** (3)>(2) 

(2)組長(副組長) 172 3.9543 .62293 組內 236.152 617 .383   (4)>(2) 

(3)級任教師 252 4.1548 .63102 總和 242.678 620     

(4)科任教師 92 4.2298 .65000        

教師組織

公民行為

整體 

(1)主任 105 4.1348 .49308 組間 3.969 3 1.323 4.424** (3)>(2) 

(2)組長(副組長) 172 4.0404 .56449 組內 184.522 617 .299   (4)>(2) 

(3)級任教師 252 4.2066 .54461 總和 188.491 620     

(4)科任教師 92 4.2592 .57704        

**ρ<.01  ***ρ<.001 

 

 

 

 

 

 

 



 

１５４ 

 

參、小結 

    本研究根據不同背景變項，以瞭解臺北市公立各級國民小學教師

對於校長空間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知覺之差異情形，摘要如表

4-15： 

一、就校長空間領導而言，年齡及教育程度係重要影響因素 

    不同年齡及不同教育程度之教師，在知覺校長空間領導行為上具

有顯著差異。簡而言之，「41-50歲」的教師知覺程度較「31-40歲」

的教師為高；「師專畢業」的教師知覺程度較「學士後教育學非班(師

資班)畢業」的教師為高。 

    根據上述研究成果可以初步推論其原因為，「41-50歲」的教師

比「31-40歲」的教師在整體人生閱歷上較為豐富，也具有較佳的觀

察及理解能力，能善體校長實施空間領導的實際作為。 

二、就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而言，性別、年齡、服務年資及擔任職務係 

    重要影響因素 

    不同性別、年齡、服務年資及擔任不同職務之教師，在知覺教

師組織公民行為上具有顯著差異，簡而言之，女性教師知覺教師組織

公民行為表現程度較男性教師為高；年齡為「41-50歲」及「51歲(含)

以上」的教師知覺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表現程度較「31-40歲」的教師

為高；服務年資為「16-20年」的教師知覺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表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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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較服務年資為「6-10年」的教師為高；另外，擔任「級任教師」與

「科任教師」者知覺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表現程度較擔任「組長(副組

長)」的教師為高。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可以初步推論其原因係年齡為「41-50歲」及

「51歲(含)以上」且服務年資為「16-20年」的女性「級任教師」與「科

任教師」比起「31-40歲」服務年資為「6-10年」的教師更熟悉學校整

體環境且在教職生涯中可能任職不同學校或單位，因此會更願意表現

出更高程度的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此外，擔任「級任教師」與「科任

教師」比起擔任「組長(副組長)」的教師習慣於處理教學課程及班級

事務並配合各項教育政策所衍生之各項行政業務，相對於擔任行政工

作的教師，較為團結並願意付出額外心力協助同仁，維護學校聲譽等，

因此表現出更高的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１５６ 

 

表4-15 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研究結果摘要表 

背景變項 

類別 

背景變項 

內容 

研究變項顯著情形 

校長空間領導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性別 
(1) 男性 

 (2)>(1) 
(2) 女性 

年齡 

(1) 30 歲(含)以下 

(3)>(2) 
(3)>(2) (2) 31-40 歲 

(3) 41-50 歲 (4)>(2) 

(4) 51 歲(含)以上 

服務年資 

(1) 5 年以下 

 (4)>(2) 

(2) 6-10 年 

(3) 11-15 年 

(4) 16-20 年 

(5) 21 年(含)以上 

教育程度 

(1) 師專畢業 

(1)>(2)  

(2) 學士後教育學

分班 (師資班 )

畢業 

(3) 師範學院、教

育大學、師範

大學或一般大

學 

(4) 研究所 (含 )以

上畢業 

擔任職務 

(1) 主任 

 
(3)>(2) (2) 組長(副組長) 

(3) 級任教師 (4)>(2) 

(4) 科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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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校長空間領導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預測分析 

    本節旨在先分析臺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

行為之相關情形，透過皮爾遜積差相關來探究兩者間之相關情形，並

依據朱經明(2010)提出之判別標準進行探討，積差相關係數在.80以上

為非常高相關，在.60至.80為高相關，在.40至.60為中等相關，在.20

至.40為低相關，在.20以下為非常低相關。 

    另外再以「校長空間領導」為預測變項，以「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為效標變項，透過逐步多元迴歸分析進行考驗，藉以瞭解其對「教師

組織公民行為」之整體及各層面的預測效果。 

壹、校長空間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相關分析 

    本分析旨在瞭解「校長空間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之整體與各層面間之相關情形，茲以「校長空間領導」各層面及整體

平均數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各層面及整體平均數，進行皮爾遜積

差相關分析並考驗其顯著性，相關摘要如表4-16： 

一、 「校長空間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整體相關係數

為.540，為顯著相關，屬於中等偏高程度相關。顯示臺北市國民

小學校長空間領導程度越高，其教師表現出組織公民行為的程度

亦越高。 

二、 就校長空間領導各層面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間，均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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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相關，其相關顯著程度由高至低依序為「校長以空間規劃營

造文化願景」相關係數.531 為最高，其次為「校長以空間規劃帶

領課程發展」相關係數.503 為次高，再者以「校長以空間規劃促

進教學創新」相關係數.483 為第三高，最後則以「校長以空間規

劃拓展社區關係」相關係數.459 為最低。 

三、 就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各層面與「校長空間領導」之間，均達

顯著相關，其相關顯著程度由高至低依序為「利組織行為」相關

係數.571 為最高，其次為「利他人行為」相關係數.536 為次高，

而以「工作投入與奉獻」相關係數.410 為最低。 

四、 就各向度而言，「校長空間領導整體」與「利組織行為」相關

係數為.571 為最高；而「校長以空間規劃營造文化願景」與「利

組織行為」相關係數為.561 為次高；另外，「校長以空間規劃拓

展社區關係」與「工作投入與奉獻」相關係數.350 為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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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6 「校長空間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相關摘要表 

變項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利他人 

行為 

利組織 

行為 

工作投入 

與奉獻 

整體 

校 

長 

空 

間 

領 

導 

校長以空間規劃營造文化願景 .538** .561** .396** .531** 

校長以空間規劃帶領課程發展 .480** .514** .413** .503** 

校長以空間規劃促進教學創新 .493** .514** .354** .483** 

校長以空間規劃拓展社區關係 .447** .493** .350** .459** 

整體 .536** .571** .410** .540** 

**ρ<.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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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校長空間領導各層面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整體預測分析 

    本項分析以「校長空間領導」為預測變項，以「教師組織公民行

為整體」為效標變項，藉由逐步多元迴歸分析進行考驗，以瞭解校長

空間領導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整體之預測效果。 

    由表4-17顯示，能夠預測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整體之變項依序有

「校長以空間領導營造文化願景」、「校長以空間領導帶領課程發展」

及「校長以空間領導拓展社區關係」，共計3項，其整體預測力達.308，

表示其可解釋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整體30.8%的變異量，其中以「校長

以空間領導營造文化願景」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整體」有較高預測

力，其可解釋「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整體」28.2%之變異量。 

    再者，在模式一中選入「校長以空間領導營造文化願景」之變項

可單獨預測「教師工作滿意度整體」效果，其β值為.531，因為僅有

一個變項選入模式中，因此無共線性的問題，即「校長以空間領導營

造文化願景」之表現並無受到其他變項所干擾。 

    最後，從模式二至模式三中逐步選入其他變項後，「校長以空間

領導營造文化願景」之影響力亦隨之降低，惟從模式三中可知，「校

長以空間領導營造文化願景」的β值.319為最大，顯示「校長以空間

領導營造文化願景」的預測效果因為排除了「校長以空間領導帶領課

程發展」及「校長以空間領導拓展社區關係」這二個變項，降低了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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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性。 

表4-17 校長空間領導各層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整體之逐步多元迴歸 

       分析摘要表 

模式 選入變項 R R
2
 

R
2 

改變量 

標準化

係數β 

F值 

1 
校長以空間規劃 

營造文化願景 
.531 .282 .282 .531 243.066

***
 

2 

校長以空間規劃 

營造文化願景 
.552 .304 .022 .352 135.227

***
 

校長以空間規劃 

帶領課程發展 
   .233  

3 

校長以空間規劃 

營造文化願景 
.555 .308 .004 .319 91.667

***
 

校長以空間規劃 

帶領課程發展 
   .188  

校長以空間規劃 

拓展社區關係 
   .097  

***ρ<.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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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校長空間領導各層面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利他人行 

為」預測分析 

    本項分析以「校長空間領導」為預測變項，以「教師組織公民行

為」中「利他人行為」層面為效標變項，藉由逐步多元迴歸分析進行

考驗，以瞭解校長空間領導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中「利他人行為」層

面預測效果。 

    由表4-18顯示，能夠預測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中「利他人行為」層

面之變項依序有「校長以空間領導營造文化願景」、「校長以空間領

導促進教學創新」及「校長以空間領導帶領課程發展」，共計3項，

其整體預測力達.307，表示其可解釋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中「利他人行

為」層面30.7%的變異量，其中以「校長以空間領導營造文化願景」

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中「利他人行為」層面有較高預測力，其可

解釋「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中「利他人行為」層面29%之變異量。 

    再者，在模式一中選入「校長以空間領導營造文化願景」之變項

可單獨預測「教師工作滿意度」中「利他人行為」層面效果，其β值

為.538，因為僅有一個變項選入模式中，因此無共線性的問題，即「校

長以空間領導營造文化願景」之表現並無受到其他變項所干擾。 

    最後，從模式二至模式三中逐步選入其他變項後，「校長以空間

領導營造文化願景」之影響力亦隨之降低，惟從模式三中可知，「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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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以空間領導營造文化願景」的β值.319為最大，顯示「校長以空間

領導營造文化願景」的預測效果因為排除了「校長以空間領導促進教

學創新」及「校長以空間領導帶領課程發展」這二個變項，降低了影

響性。 

表4-18 校長空間領導各層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中「利他人行為」層 

       面整體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模式 選入變項 R R
2
 

R
2 

改變量 

標準化

係數β 

F值 

1 
校長以空間規劃 

營造文化願景 
.538 .290 .290 .538 252.344

***
 

2 

校長以空間規劃 

營造文化願景 
.551 .303 .013 .392 134.540

***
 

校長以空間規劃 

促進教學創新 
   .187  

3 

校長以空間規劃 

營造文化願景 
.554 .307 .004 .319 91.667

***
 

校長以空間規劃 

促進教學創新 
   .188  

校長以空間規劃 

帶領課程發展 
   .097  

***ρ<.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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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校長空間領導各層面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利組織行

為」預測分析 

    本項分析以「校長空間領導」為預測變項，以「教師組織公民

行為」中「利組織行為」層面為效標變項，藉由逐步多元迴歸分析進

行考驗，以瞭解校長空間領導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中「利組織行為」

層面預測效果。 

    由表4-19顯示，能夠預測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中「利組織行為」層

面之變項依序有「校長以空間領導營造文化願景」、「校長以空間領

導帶領課程發展」及「校長以空間領導拓展社區關係」，共計3項，

其整體預測力達.340，表示其可解釋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中「利組織行

為」層面34.0%的變異量，其中以「校長以空間領導營造文化願景」

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中「利組織行為」層面有較高預測力，其可

解釋「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中「利組織行為」層面31.4%之變異量。 

    再者，在模式一中選入「校長以空間領導營造文化願景」之變項

可單獨預測「教師工作滿意度」中「利他人行為」層面效果，其β值

為.561，因為僅有一個變項選入模式中，因此無共線性的問題，即「校

長以空間領導營造文化願景」之表現並無受到其他變項所干擾。 

    最後，從模式二至模式三中逐步選入其他變項後，「校長以空間

領導營造文化願景」之影響力亦隨之降低，惟從模式三中可知，「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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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以空間領導營造文化願景」的β值.355為最大，顯示「校長以空間

領導營造文化願景」的預測效果因為排除了「校長以空間領導帶領課

程發展」及「校長以空間領導拓展社區關係」這二個變項，降低了影

響性。 

表4-19 校長空間領導各層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中「利組織行為」層 

       面整體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模式 選入變項 R R
2
 

R
2 

改變量 

標準化

係數β 

F值 

1 
校長以空間規劃 

營造文化願景 
.561 .314 .314 .561 283.651

***
 

2 

校長以空間規劃 

營造文化願景 
.576 .331 .017 .404 153.209

***
 

校長以空間規劃 

帶領課程發展 
   .205  

3 

校長以空間規劃 

營造文化願景 
.583 .340 .009 .355 105.898

***
 

校長以空間規劃 

帶領課程發展 
   .138  

校長以空間規劃 

拓展社區關係 
   .143  

***ρ<.001 

 

 

 

 



 

１６６ 

 

伍、 校長空間領導各層面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工作投入

與奉獻」預測分析 

    本項分析以「校長空間領導」為預測變項，以「教師組織公民行

為」中「工作投入與奉獻」層面為效標變項，藉由逐步多元迴歸分析

進行考驗，以瞭解校長空間領導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中「工作投入與

奉獻」層面預測效果。 

    由表4-20顯示，能夠預測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中「工作投入與奉獻」

層面之變項依序有「校長以空間領導帶領課程發展」、「校長以空間

領導營造文化願景」及「校長以空間領導拓展社區關係」，共計3項，

其整體預測力達.187，表示其可解釋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中「工作投入

與奉獻」層面18.7%的變異量，其中以「校長以空間領導帶領課程發

展」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中「工作投入與奉獻」層面有較高預測

力，其可解釋「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中「工作投入與奉獻」層面17.1%

之變異量。 

    再者，在模式一中選入「校長以空間領導帶領課程發展」之變項

可單獨預測「教師工作滿意度」中「工作投入與奉獻」層面效果，其

β值為.413，因為僅有一個變項選入模式中，因此無共線性的問題，

即「校長以空間領導營造文化願景」之表現並無受到其他變項所干

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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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從模式二至模式三中逐步選入其他變項後，「校長以空間

領導帶領課程發展」之影響力亦隨之降低，惟從模式三中可知，「校

長以空間領導帶領課程發展」的β值.243為最大，顯示「校長以空間

領導帶領課程發展」的預測效果因為排除了「校長以空間領導營造文

化願景」及「校長以空間領導拓展社區關係」這二個變項，降低了影

響性。 

表4-20 校長空間領導各層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中「工作投入與奉獻」 

       層面整體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模式 選入變項 R R
2
 

R
2 

改變量 

標準化

係數β 

F值 

1 
校長以空間規劃 

帶領課程發展 
.413 .171 .171 .413 127.363

***
 

2 

校長以空間規劃 

帶領課程發展 
.431 .186 .015 .265 70.706

***
 

校長以空間規劃 

營造文化願景 
   .193  

3 

校長以空間規劃 

帶領課程發展 
.432 .187 .001 .243 47.280

***
 

校長以空間規劃 

營造文化願景 
   .177  

校長以空間規劃 

拓展社區關係 
   .047  

***ρ<.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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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 小結 

    「校長空間領導」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整體及各層面之預測

力整理摘要如表4-21後顯示： 

一、 「校長空間領導」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具有預測力，可解

釋 30.8%的變異量，其中以「校長以空間領導營造文化願景」

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整體」有較高預測力，其可解釋「教師

組織公民行為整體」28.2%之變異量。 

二、 「校長空間領導」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中「利他人行為」

層面具有預測力，可解釋 30.7%的變異量，其中以「校長以空

間領導營造文化願景」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中「利他人行

為」層面有較高預測力，其可解釋「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中「利

他人行為」層面 29%之變異量。 

三、 「校長空間領導」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中「利組織行為」

層面具有預測力，可解釋 34.0%的變異量，其中以「校長以空

間領導營造文化願景」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中「利組織行

為」層面有較高預測力，其可解釋「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中「利

組織行為」層面 31.4%之變異量。 

四、 「校長空間領導」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中「工作投入與奉

獻」層面具有預測力，可解釋 18.7%的變異量，其中以「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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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空間領導帶領課程發展」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中「工作

投入與奉獻」層面有較高預測力，其可解釋「教師組織公民行

為」中「工作投入與奉獻」層面 17.1%之變異量。 

綜上分析顯示，「校長空間領導」中「校長以空間領導營造文

化願景」係主要影響「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最重要的因素，另

外「校長以空間領導帶領課程發展」係次要影響「教師組織公

民行為」的重要因素；爰此，校園適當的空間規劃的確會對於

學校文化願景及課程發展產生重要影響，因此身為學校領導者

的校長應該透過各種方式進行空間規劃，並運用相關策略加強

營造屬於學校的個殊優質文化及願景，並帶領課程發展，以有

效增進教師表現出更多的組織公民行為。 

 

 

 

 

 

 

 

 



 

１７０ 

 

表4-21 校長空間領導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預測摘要表 

效標變項 

預測變項 

解釋總變異量 

校長空間領導 

教師組織 

公民行為 

整體 

校長以空間規劃營造文化願景(28.2%) 

30.8% 校長以空間規劃帶領課程發展 

校長以空間規劃拓展社區關係 

利他人行為 

校長以空間規劃營造文化願景(29%) 

30.7% 校長以空間規劃促進教學創新 

校長以空間規劃帶領課程發展 

利組織行為 

校長以空間規劃營造文化願景(31.4%) 

34% 校長以空間規劃帶領課程發展 

校長以空間規劃拓展社區關係 

工作投入 

與奉獻 

校長以空間規劃帶領課程發展(17.1%) 

18.7% 校長以空間規劃營造文化願景 

校長以空間規劃拓展社區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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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之目的主要在探討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空間領

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實際情形，並瞭解校長空間領導與教師組織

公民行為間的關係。 

    為達到研究目的，研究者首先透過校長空間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

行為相關文獻的分析與探討，以提出本研究架構，進而編製「國民小

學校長空間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調查量表」作為研究工具，並透

過統計分析程序獲致分析結果，冀能提供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學校行

政單位、學術研究及相關單位參酌。 

    本章共分二節，首先依據研究結果提出結論，其次根據研究結論、

相關文獻及個人意見歸納成具體建議，提供未來進一步研究之參考。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研究架構、文獻探討及研究結果分析與討

論，歸納結論如后，並以結論一及結論二回應待答問題一；以結論三

與結論四回應待答問題二；以結論五回應待答問題三；以結論六回應

待答問題四，茲摘要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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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臺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表現為中高程度，其

中以「校長以空間規劃營造文化願景」程度最高，

而「校長以空間規劃拓展社區關係」程度最低 

一、 臺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表現為中高程度，顯示臺北市

國民小學教師對於校長空間領導的行政作為具有正面程度

的知覺。 

二、 在校長空間領導的四個層面中，以「校長以空間規劃營造文

化願景」程度最高，其次依序為「校長以空間規劃促進教學

創新」及「校長以空間規劃帶領課程發展」，而「校長以空

間規劃拓展社區關係」程度最低；研究結果顯示出，校長仍

須透過空間領導的有效作為，與社區及居民保有良好互動，

進而得以使學校永續經營。 

貳、 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表現為中高程度，

其中以「利他人行為」程度最高，而「工作投入與

奉獻」程度最低 

一、 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係中高程度之，顯示臺北

市國民小學教師普遍表現出中高程度之組織公民行為。 

二、 在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三個層面中，以「利他人行為」程度最

高，其次為「利組織行為」，而以「工作投入與奉獻」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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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研究結果顯示出，校長應透過更有效且適切的空間領

導方式進行文化營造、課程發展、教學創新及社區關係來整

體催發教師在「工作投入與奉獻」這個部分，表現出更高的

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參、 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因年齡及教育程度之不同，而

有不同的校長空間領導感受，其中以「41-50 歲」

及「師專畢業」的教師知覺校長空間領導程度較高 

一、 臺北市國民小學不同性別、服務年資及擔任不同職務之教師

在知覺校長空間領導的程度上並無顯著差異。 

二、 臺北市不同年齡教師對於知覺校長空間領導上，具有顯著差

異，其中「41-50歲」的教師在知覺校長空間領導的程度上

較「31-40歲」的教師為高。 

三、 臺北市不同教育程度教師對於知覺校長空間領導上，具有顯

著差異，其中「師專畢業」的教師在知覺校長空間領導的程

度上較「學士後教育學非班(師資班)畢業」的教師為高。 

肆、 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因性別、年齡、服務年資及擔

任職務之不同，而表現出不同程度之教師組織公民

行為，其中以女性、「41-50 歲」與「51 歲(含)以上」、

服務年資為「16-20 年」、擔任「級任教師」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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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教師」表現出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程度較高 

一、 臺北市國民小學不同教育程度之教師在表現教師組織公民

行為的程度上並無顯著差異。 

二、 臺北市國民小學不同性別教師在表現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

程度上具有顯著差異，其中女性在表現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

程度上較男性為高。 

三、 臺北市國民小學不同年齡教師在表現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

程度上具有顯著差異，其中年齡為「41-50歲」與「51歲(含)

以上」的教師，在表現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程度上較年齡為

「31-40歲」的教師為高。 

四、 臺北市國民小學不同服務年資教師在表現教師組織公民行

為的程度上具有顯著差異，其中服務年資為「16-20年」的

教師在表現教師表現組織公民行為的程度較服務年資為

「6-10年」的教師為高。 

五、 臺北市國民小學擔任不同職務教師在表現教師組織公民行

為的程度上具有顯著差異，其中擔任「級任教師」與「科任

教師」在表現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程度上較擔任「組長(副

組長)」的教師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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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臺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有顯著正相關，校長空間領導情形越佳，教師組織公

民行為程度亦越高 

    臺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

為」之整體相關係數為.540，為顯著相關，屬於中等偏高程

度相關。顯示出臺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程度越高，其

教師所表現出的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程度也越高。 

六、 臺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具有預測作用，並以「校長以空間規劃營造文化願景」

之預測力為最佳 

    根據逐步多元迴歸的分析結果顯示，臺北市國民小學校

長空間領導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具有預測作用，「校長空間

領導」中「校長以空間領導營造文化願景」、「校長以空間

規劃帶領課程發展」及「校長以空間規劃拓展社區關係」共

可解釋30.8%變異量，而以「校長空間領導」中「校長以空間

領導營造文化願景」層面的預測力為28.2%為最高。 

 

 

 



 

１７６ 

 

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透過上述結論提供相關利害關係人相關建議，茲下分別就

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學校校長及教師敘述之，以提供後續研究參考。 

壹、 對教育行政主管機關之建議 

一、 持續辦理相關研習課程及說明會，宣導空間領導理念 

    根據本研究結果發現，臺北市國民小學空間領導及教師組織公民

行為表現均屬中高程度，意即臺北市國小校長應透過規劃、設計、運

用及檢核學校範圍內之室內外物質環境，包括校舍、校園、運動場及

附屬設施設備等，並將學校發展目標融入教師教學研究、學生學習及

社區參與等層面，藉以引領教育空間的永續發展及教育目標的有效達

成，進而使校園相關利害關係人感受到校園成為一個友善、舒適、美

觀並具有實質影響力的教學生活環境，進而誘發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因此，地方教育主管機關處應體認到校長空間規劃對於文化願景、

課程教學及社區關係的重要性，可透過年度性各級學校校長及處室主

任會議、研習課程或是說明會進行宣導，以降低因推行空間領導所產

生的內外部阻力。 

二、 賡續辦理空間營造相關計畫賽事，促使校長實施空間領導，

進而提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根據本研究結果發現，臺北市國民小學空間領導及教師組織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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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具有顯著正相關，且臺北市國民小學空間領導對於教師組織公民

行為具有預測力。 

    因此，地方教育主管機關處應持續透過辦理校園空間規劃與營造

的相關賽事，鼓勵校長帶領學校踴躍參加，使學校除因參與本賽事可

就校園空間規劃與營造部分進行充分討論凝聚共識外，進而誘發教師

展現出更多的組織公民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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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對學校校長之建議 

一、 營造優質校園文化願景，以提升空間領導成效 

    根據本研究成果發現，臺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表現為中高

程度，而其中以「校長以空間規劃營造文化願景」程度最高。校長空

間領導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具有預測作用，並以「校長以空間規劃營

造文化願景」之預測力為最佳。 

    因此，校長應透過透過學校標誌或符號，規劃校園多樣化活動設

施呈現學校教育理念與發展願景，以促進教師表現高程度之教師組織

公民行為，以提升校長實施空間領導之成效。 

二、 以空間規劃拓展社區關係，促進校園永續發展 

    根據本研究成果發現，臺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表現為中高

程度，惟其中以「校長以空間規劃拓展社區關係」程度最低。 

    因此，學校校長應於於建置完善教學及行政之安全防護措施的前

提下，透過將社區特色與資源融入校園空間規劃設計中，使得校園資

源與社區共享，提升社區居民對學校認同感，進而使校園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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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對學校教師之建議 

一、 主動提供校內同仁協助，並樂於接受學校交辦任務 

    根據本研究成果發現，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表現為

中高程度，其中以「利他人行為」程度最高，而「工作投入與奉獻」

程度最低。 

    因此，教師透過校內教學行政之溝通平台，建立良好工作情誼，

藉由校內教師成員間的互相支援及合作，並主動提供校內成員必要性

協助，將有助於分享教學行政經驗，進而誘發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二、 重視資深教師經驗及意見，引領資淺教師專業成長 

    根據本研究成果發現，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因性別、年齡、服務

年資及擔任職務之不同，而表顯出不同程度之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其

中以女性、「41-50歲」與「51歲(含)以上」、服務年資為「16-20

年」、擔任「級任教師」與「科任教師」表現出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

程度較高 

    因為資深教師對於教育現場之運作情形具有一定程度之了解及

經驗，學校應透過資深教師身為意見領袖之特性，帶領資淺教師表現

出有利學校的組織公民行為，使其校長在推展空間領導政策時之助力，

進而成為引領學校發展之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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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臺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

行為間的關聯，以作為促進校長空間領導與提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

參考；惟本研究仍在研究對象及方法等方面有所不足，冀後續研究者

進行深入探討。 

一、 就研究對象而言 

本研究係以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為主要研究對象，僅能推論至臺

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之國民小學教師，未來仍可就臺灣其他地區或其

他級別學校做整體性研究，以進一步瞭解國內教師對於校長實施空間

領導及教師表現組織公民行為的現況與看法。 

二、 就研究方法而言 

本研究係以文獻探討及問卷調查法進行研究，在問卷發放過程中

獲致各方意見，量化研究所能推得普遍看法，惟未能就個別差異部分

進行細微解釋；因此，未來在進行後續研究時，可針對校長空間領導

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等相關問題，進行質性訪談，以彌補量化研究之

不足，進而瞭解教師知覺差異情形之深層原因。 

三、 就研究變項而言 

本研究將校長空間領導列為影響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主要且直

接因素，並未就其他因素進行探討；而校長空間領導仍是個新興的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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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研究議題，因此未來研究者可透過其他變項做其研究，以進一步瞭

解校長空間領導的相關影響層面為何，進而能提供教育行政主管機關、

學校校長等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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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校長空間領導調查問卷(專家效度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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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調查問卷(預試問卷) 

 

 

 

 



 

２１０ 

 

 

 

 

 

 

 

 

 

 



 

２１１ 

 

 

 
 

 

 

 

 

 

 

 

 

 

 



 

２１２ 

 

 

 

 

 

 

 

 

 

 

 

 

 

 



 

２１３ 

 

 

 
 

 

 

 

 

 

 

 

 

 

 

 

 



 

２１４ 

 

 

 

 

 

 

 

 

 

 

 

 



 

２１５ 

 

 

 

 

 

 

 

 

 

 

 

 

 

 



 

２１６ 

 

附錄三、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調查量表(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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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教師組織公民行為量表使用同意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