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目的在了解國民中小學校長工作選擇的影響因子，以作為

未來推動校長培育、校長甄選與建立校長延攬機制之參考。同時為兼

顧質與量資料之蒐集，本研究採取問卷調查及訪談法。茲分節說明如

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工作價值觀、重要他人支持和自我效能對於校長工作

選擇的影響關係」為主題研究，並依文獻探討的結果，所擬定之研究

架構，包括：(一)背景變項；(二)工作價值觀；(三)重要他人的支持；

(四)自我效能感；(五)工作選擇，其向度及內容詳如圖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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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價值觀 
1. 成就聲望 
2. 成長發展 

 

 
第二節 研究對象與抽樣方法 

   本研究對象為國民中學、國民小學現職校長，為使研究能獲得

真切的結果

查研究對象與抽樣方法。 

 

，本研究相當注重研究對象的選取。調查研究對象與抽樣

方法將分為兩部分：一為問卷調查研究對象與取樣方法；二為訪談調

重要他人的支持 
1. 家人支持 
2. 職場支持 

自我效能感 
1. 一般自我效能 
2. 領導自我效能 

工作選擇 
1. 內在滿足 
2. 外在滿足 
3. 工作投入 
4. 留職承諾 

背景變項 
1. 性別 
2. 學校類別 
3. 學歷 
4. 總服務年資 
5. 校長年資 
6. 學校地區 

圖 3-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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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問卷調查研究對象與抽樣方法 

    為兼顧研究便利性及樣本的代表性，本研究將以分層隨機抽樣的

方式，就全台灣地區二十五縣市（含台北、高雄兩市，及連江、金門

兩縣），分為北、中、南、東四個區域進行抽樣，有關本研究之預試

問卷、正式問卷抽樣方式詳細如下： 

一、 預試問卷研究對象與抽樣方法 

雖然結構方程式中已有測量模式，可以直接處理問卷的誤差，但

是由本研究工具係針對現有量表進行修改，為避免問卷誤差影響模式

的建構，研究者以便利抽樣的方式，向桃園縣國民中小學校長發放預

試問卷，抽取所需的預試樣本一百人，透過預試分析的結果刪改問

卷。本研究在問卷回收之後，首先經人工方式初步檢查其資料內容。

未依規定填答之問卷，即當以廢卷處理；而若缺答題數在六題以下者

（含六題），則以 missing value 處理；若超過七題以上，則予以刪除，

列為廢卷。 

 

二、 正式問卷研究對象與抽樣方法 

根據教育部（2006）之資料顯示，全國共有 2,655 所國民小學與

732 所國民中學，亦即有國民中小學校長總數達 3,387 名，如採用個

人為單位的隨機抽樣法，恐將因區域差異之故，造成所建構的理論失

真。耑此本研究依教育部之資料，以學校區位、學校類別作為分層的

依據，學校區位則以學校所處縣市區分為北、中、南、東(含離島)；

學校類型則是依國民中學、國民小學方式區分。為提高樣本的代表

性，每個層次儘可能按母群體的比例分配來抽取樣本。其學校規模分

布情形及抽取的樣本數如表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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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依據教育部統計處網站上所公布各級學校名錄中之編號

順序，再以 SPSS for Windows 12.0 版隨機亂數功能產生亂數，按不

同規模既定比例隨機抽取施測學校，各分層細格之施測學校，亦儘量

符合母群之分配，僅作小幅度之調整。共計對 404 位校長寄發問卷。

回收問卷數 296 份，刪除缺答七題以上 4 份，可用問卷為 292 份，回

收率為 72.3%，應屬於可接受之範圍。回收可用問卷調查樣本基本資

料詳如表 3-2。 

    依據 A. Boomsma 之建議，以最大概似法估計結構方程式模型中

的參數，至少需要 200 名受試者為最小樣本數，若樣本數少於 100 時

將會導致錯誤的推論結果(轉引自余民寧，2006，78 頁)；而樣本數超

過 400，則最大概似估計法會過度敏感，致使適合度指標變質（黃芳

銘，2004）。同時在考量到問卷回收率的問題之後，本研究所抽樣四

百名左右的樣本數應屬合理的範圍之內。 

而在問卷回收之後，首先經人工方式初步檢查其資料內容，未依

規定填答之問卷，即當以廢卷處理：若缺答題數在六題以下者（含六

題），以 missing value 處理；若超過七題以上，則予以刪除，列為廢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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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母群與樣本分配表 

 
 縣市別 國民小學

校數 

國民中學

校數 
應抽樣本數 

台北市 153 63

基隆市 42 13

台北縣 212 64

桃園縣 187 55

 
 
 

國小：96 

 

新竹縣 82 27

新竹市 31 12

苗栗縣 120 30

北

部

地

區 合計校數 827(24%) 264(8%)

 
 
 
 

國中：32  
 

台中市 66 23

台中縣 165 46

彰化縣 174 40

國小：84 

南投縣 152 31

雲林縣 158 32

中

部

地

區 合計校數 715(21%) 172(5%)

國中：20 

嘉義市 18 8

台南市 46 18

嘉義縣 131 22

台南縣 169 43

國小：92 

高雄縣 154 44

  高雄市 88 35

屏東縣 165 36

南

部

地

區 合計校數 771(23%) 206(6%)

國中：24 

宜蘭縣 76 22

台東縣 91 21

花蓮縣 107 23

澎湖縣 41 14

國小：44 

金門縣 19 5
連江縣 8 5

東
部
地
區(

含
離
島) 合計校數 342(11%) 90(3%)

國中：12 

總計 國小：316 所  國中：88 所，合計 404 所 

 
 
 
 
 
 
 
 
 
 
 
 
 
 
 
 
 
 
 
 
 
 
 
 

 

資料來源：國民中小學概況統計，教育部，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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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正式問卷調查樣本基本資料表 

人口變項 人數 所占百分比(%) 累積百分比(%) 
國中 90 31.0 30.0學校類別 
國小 200 69.0 100.0
0~12 年 17 5.9 5.9
13~20 年 42 14.6 20.5
21~28 年 63 21.9 42.4

總服務

年資 

29 年以上 166 57.6 100.0
1~4 年 115 39.7 39.7
5~8 年 78 26.9 66.6
9~12 年 61 21.0 87.6

擔任校

長年資 

13 年以上 36 12.4 100.0
男 206 71.0 71.0性別 
女 84 29.0 100.0
學士 89 30.8 30.8
四十學分班 4 1.4 32.2
碩士 196 66.9 100.0

學歷 

博士 0 0 100.0
北部 117 40.5 40.5
中部 39 13.5 54.0
南部 96 33.2 87.2

學校所

在地 

東部(離島) 37 12.8 100.0

 

貳、訪談調查研究對象與抽樣方法 

結合問卷結果分析及文獻探討的內容整理出訪談大綱，據以進行

訪談。為充分搜集研究對象之意見，本研究採立意抽樣方式抽取現職

中小學校長共十名，先以電話或電子郵件聯絡，告知訪談的內容與目

的，獲得同意始進行訪談，如表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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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受訪者基本資料及訪談時間一覽表 

代號 學校類別 性別 校長年資 任教總年資 訪談時間 
E1 國小校長 女 18 41 11/22/06 
E2 國小校長 男 16 34 11/22/06 
E3 國小校長 男 9 23 11/28/06 
E4 國小校長 男 9 25 11/28/06 
E5 國小校長 男 3 30 11/30/06 
E6 國小校長 男 10 30 12/05/06 
J1 國中校長 男 3 20 11/21/06 
J2 國中校長 女 9 34 11/29/06 
J3 國中校長 男 5 24 11/30/06 
J4 國中校長 女 4 24 12/06/06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調查問卷係修改自現有各項量表而成，編制成國民中小

學校長工作選擇問卷；而訪談部分則採用半結構式訪談，旨在蒐集質

的資料，以探討問卷結果分析與現有文獻歧異之處，提供更進一步建

構理論的基礎。茲將兩種工具之說明如下： 

壹、  問卷調查研究工具 

一、問卷編製 

本研究問卷係由分別由校長工作價值觀量表、重要他人支持量

表、自我效能感量表、工作選擇量表等四個子量表所組成。工作價值

觀量表旨在瞭解校長工作價值觀，量表修改自吳鐵雄等人（1996）所

編之工作價值觀量表，唯該量表題數較多，故本研究僅採用與校長工

作選擇關聯性較強的成就聲望、成長發展等二個層面代表工作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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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略加修改後成為校長工作價值觀量表，詳如表3-4所示。 

表 3-4  工作價值觀量表問卷內容及其相關因素 
因素一   成長發展 

1、 在工作中能擁有充分的自主性 

2、 在工作中能展現自己的專長 

3、 在工作中能充分實現自我的理想 

4、 在工作中有充裕的進修機會 

5、 在工作中能使自己學以致用 

6、 在工作中能充分發揮自我的創造力 

7、 在工作中能充分開創自己的生涯規劃 

因素二   成就聲望 

工
作
價
值
觀
量
表
各
因
素
及
其
內
容 8、 能經由工作獲得自我的肯定與信心 

9、 能在工作中獲得成就感 

10、 能在工作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11、 工作結果能受到他人的肯定 

12、 在工作中能獲得主管的充分授權與信任 

13、 在工作中能獲得主管的重視與肯定 

14、 工作中贏得他人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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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他人支持量表旨在瞭解重要他人對於校長的影響情形。量表

係修改自謝菊英(2002)所編之國小校長工作壓力與社會支持問卷而

來，修訂後問卷包含家人的支持和職場的支持，詳如表3-5所示。 

表 3-5  重要他人支持量表問卷內容及其相關因素 
因素一   家人支持 重

要
他
人
支
持
量
表
各
因
素
及
其
內
容 

2、家人願意傾聽我訴說苦水 

6、我的另一半能體諒校長的工作的辛苦 

7、配偶能容忍我下班後仍忙於公事 

12、當我心情沮喪時家人會不斷鼓勵我  

13、配偶當年曾多次鼓勵我去考校長 

14、配偶會主動負起照顧好子女的責任 

15、家人會同意我到離家很遠的學校服務 

16、家人會主動分擔家事 

17、家人會以我擔任校長為榮 

18、很早就有人建議我應該去考校長 

19、從小父母就認為我有領導能力 

因素二   職場支持      

1、學校同仁關心我的身心狀況 

3、社區家長肯定我的工作表現和努力 

4、教育局長官和地方民意代表能夠信任我 

5、在我困難時其他學校的校長常提供建議 

8、學校家長會很少干預校務 

9、我能從外界爭取到經費，掖助校務 

10、學校教師都會配合我的領導 

11、我常被其他校長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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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效能量表旨在瞭解校長領導方面的自我效能情形。量表修改

自Dimmock與Hattie（1996）所編之校長自我效能量表而來，並參酌

Gibson和Dembo（1984）的觀點將自我效能擴充至成效預測部分，故

其內容向度包括個人領導自我效能和一般領導自我效能。前者為對自

身領導能力的評估；後者為校長預期領導對學生、教師和學校的影響

程度，詳如表3-6所示。 

表 3-6  自我效能感量表問卷內容及其相關因素 
因素一  個人領導自我效能 

6、校長要滿足每個家長的個別要求是不太可能的事 

7、當學校有偶發事件時，我能妥善應付八卦媒體的採訪 

8、我能與學校教師會溝通，共同解決學校的問題 

9、我能有效處理家長對於教師教學狀況的不滿 

10、我能公平且有效地分配學校經費 

11、我能帶領學校革新，激勵教師面對挑戰 

12、我能快速回應教師對於學校行政措施的不滿 

13、我能瞭解每個教師的教學狀況，並且能適當地調整職務 

14、我對學校未來的發展有整體性的考量 

15、我能堅持拒絕外界不合理的要求 

17、我有足夠的專業能力處理所面對的問題 

因素二   一般領導自我效能 

自

我

效

能

感

量

表

各

因

素

及

其

內

容 

1、只要全校教師盡力而為，不同能力的學生都能有所進步 

2、只要校長時時用心要求，大部分學生都能表現良好 

3、如果校長對教師不斷鼓勵與支持，就可以提昇教師的教學成效 

4、學校教育可以導正學生得自社會的不當觀念 

5、校長領導能力之間的差異，是導致學生學習結果差異的主因之一 

16、校長應該對學校教育成敗負完全責負任 

18、有什麼樣的校長，就會有什麼樣的學校 

19、天下沒有不可教的學生，只要盡力去做一定會產生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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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工作選擇量表在瞭解現職校長的工作選擇，量表可分為四

個部分，工作滿足部分係修改自Stemple（2004）所編之中學校長工

作滿足問卷而來，該問卷係參酌著名的明尼蘇達工作滿足問卷

（Minnesota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編修而來，可再細分為內在滿

足及外在滿足；校長工作投入部分，修改自Poppenhagen (1977)針對

校長工作投入所設計的問卷而來，而留職承諾部分則修改自林秋風

（2003）台灣地區國民小學校長組織承諾現況調查問卷中有關留職承

諾的部分而來，詳如表3-7所示。 

各量表皆採李克特（Likert-type）五點式量表，根據受試者的實

際觀察與感受的符合程度填答，受試者從非常符合至很不符合的

5-4-3-2-1 中，在適當的□中打“v“，除工作選擇子量表之第 38、41、

42、45 題為採反向計分之外，其餘計分分式係按 5 分、4 分、3 分、

2 分、1 分，各項分別計分。 

 

表 3-7  工作選擇量表問卷內容及其相關因素 
因素一  內在滿足 

1、有服務他人的機會 

2、工作的變化性 

4、有機會做不同的事 

5、能主動作自己想做的事 

6、有機會與同仁發展親密的關係 

7、能做不違背自己良心的事 

11、有機會把自己的想法告訴別人 

14、工作中允許我嘗試新的創意 

15、工作受到保障 

18、永遠都會有新的挑戰 

工

作

選

擇

表

量

表 

因素二  外在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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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3-7 

3、上級機關的監督方式 

8、上級對我的賞識程度 

9、上級對於我的授權情況 

10、能隨時保持忙碌 

12、我的得到的與付出成正比 

13、能獲得他人適當而且善意的回饋 

16、具有升遷調動的機會 

17、工作完成後可以獲得相當的獎勵 

19、上級不僅會告訴我做什麼，還會指導我如何做 

20、有機會參與各項決策 

因素三  工作投入 

工

作

選

擇

表

量

表 

21、如果有機會重新選擇，我仍然會選擇當校長 

22、對我而言，生活中大部分的樂趣來自於工作 

23、我主要的生活興趣與工作有密切的關係 

24、我覺得我的個性適合當校長 

25、很多時候，我會留在學校而不願意留在家裏 

32、即使在校外，我也喜歡別人稱呼我校長 

33、當有人講學校的壞話，我會感到自責 

35、我常跟家人說，這是一個理想的工作 

37、我目前沒有提早退休的打算 

39、我會鼓勵學校同仁去考校長 

40、我認為校長是一輩子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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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3-7 

因素四  留職承諾 

30、我覺得在學校時間過很快 

工

作

選

擇

表

量

表 

31、我喜歡與學生、教師、家長相處在一起 

34、當學生獲獎時，我會由衷感到高興 

36、我很珍惜目前的工作 

38、如果有別的工作機會，我會考慮離開 

41、我認為自已不適合目前的工作 

42、心中常會有不如歸去的想法 

43、我雖然人在家中，但是卻時常想到工作 

44、對於工作，我要求完美 

45、我不當校長之後，生活會變得更好 

 

二、預試結果分析 

預試問卷共計抽取 100 人，整理收回問卷填答有效情形後，合

計有效樣本為 88 份，回收率為 88% ，預試問卷回收後，隨即進行以

下分析以考驗量表的信度與效度。預試分析結果如下：  

(一) 工作價值觀量表 

1、決斷值及各題與量表總分之相關分析 

考驗工作價值觀量表各題之決斷值（CR）及各題與量表總分之

相關分析，以瞭解預試問卷各題之鑑別度，本量表各題皆高於習慣上

常用的 3.5 的標準（王保進，2006）以上，如表 3-8，故皆應保留。 

 

2、因素分析與信度分析 

考驗工作價值觀量表的因素分析是為了探討本量表各因素的因

素解釋量及各題之因素負荷量大小，以作為選題之參考及了解其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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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度是否良好。本量表先通過決斷值分析之後，再以主成份分析法，

抽出兩個因素，如表 3-9 所示。因素一包括第 1~7 題，因素負荷量

從.810~.597，分析題目內容後命名為「成長發展」，其特徵值為 4.26，

可以解釋工作價值觀量表達 30.39%；因素二包括第 8~14 題，因素負

荷量從.848~.608，分析題目內容後命名為「成就聲望」，其特徵值為

4.69，可以解釋工作價值觀量表達 33.48%。 

考驗工作價值觀量表的信度分析是為了探討本量表的信度及單

題刪減後 Cronbach α 係數減損大小，以作為選題之參考。在成長發

展變項之 Cronbach α 係數為.892、在成就聲望變項之 Cronbach α 係

數為.903，總量表之 Cronbach α 係數為.931，屬於信度良好之量表，

如表 3-9 所示，且並無單題刪減後 Cronbach α 係數增加的情形。 

表 3-8  工作價值觀量表決斷值及各題與總分相關表 

題號及題目內容 決斷值 

（CR） 

各題與總分

相關 

備註 

1、在工作中能擁有充分的自主性 8.17 .72***  

2、在工作中能展現自己的專長 9.87 .75***  

3、在工作中能充分實現自我的理想 10.84 .74***  

4、在工作中有充裕的進修機會 6.29 .58***  

5、在工作中能使自己學以致用 8.46 .74***  

6、在工作中能充分發揮自我的創造力 8.67 .77***  

7、在工作中能充分開創自己的生涯規劃 9.67 .75***  

8、能經由工作獲得自我的肯定與信心 8.61 .74***  

9、能在工作中獲得成就感 8.61 .74***  

10、能在工作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7.52 .72***  

11、工作結果能受到他人的肯定 7.58 .67***  

12、在工作中能獲得主管的充分授權與信任 11.33 .80***  

13、在工作中能獲得主管的重視與肯定 11.24 .79***  

14、工作中贏得他人的尊敬 9.35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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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工作價值觀量表因素內容、各題負荷量及信度分析表 

因素內容及各題負荷量 題號及題目內容 
因素一 
成長發展 

因素二 
成就聲望 

項目刪

除時的

α值 

1、在工作中能擁有充分的自主性 .607  .927 

2、在工作中能展現自己的專長 .627  .926 

3、在工作中能充分實現自我的理想 .703  .926 

4、在工作中有充裕的進修機會 .796  .932 

5、在工作中能使自己學以致用 .810  .926 

6、在工作中能充分發揮自我的創造力 .802  .925 

7、在工作中能充分開創自己的生涯規劃 .597  .926 

8、能經由工作獲得自我的肯定與信心  .648 .926 

9、能在工作中獲得成就感  .608 .926 

10、能在工作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670 .928 

11、工作結果能受到他人的肯定  .821 929 

12、在工作中能獲得主管的充分授權與信任  .718 .924 

13、在工作中能獲得主管的重視與肯定  .820 .924 

14、工作中贏得他人的尊敬  .848 .926 

特徵值（Eigenvalue） 4.26 4.69  

解釋變異量 30.39% 33.48%  

分量表 Cronbach α 值 .892 .903  

總量表 Cronbach α 值 .931 

 

(二) 重要他人支持量表 

1、決斷值及各題與量表總分之相關分析 

考驗重要他人支持量表各題之決斷值及各題與量表總分之相關

分析，以瞭解預試問卷各題之鑑別度，本量表各題皆高於 3.5 以上，

如表 3-10，故皆應保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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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重要他人支持量表決斷值及各題與總分相關表 

題號及題目內容 決斷值 
（CR） 

各題與總分

相關 
備註 

1、學校同仁關心我的身心狀況  4.71 .55***  

2、家人願意傾聽我訴說苦水 4.60 .62***  

3、社區家長肯定我的工作表現和努力 4.83 .56***  

4、教育局長官和地方民意代表能夠信任我 4.28 .54***  

5、在我困難時其他學校的校長常提供建議 3.69 .53***  

6、我的另一半能體諒校長的工作的辛苦 8.05 .71***  

7、配偶能容忍我下班後仍忙於公事 7.62 .73***  

8、學校家長會很少干預校務 4.02 .47***  

9、我能從外界爭取到經費，掖助校務 4.52 .59***  

10、學校教師都會配合我的領導 4.23 .47***  

11、我常被其他校長肯定 7.09 .68***  

12、當我心情沮喪時家人會不斷鼓勵我 6.64 .72***  

13、配偶當年曾多次鼓勵我去考校長 7.72 .68***  

14、配偶會主動負起照顧好子女的責任 6.81 .69***  

15、家人會同意我到離家很遠的學校服務 6.80 .65***  

16、家人會主動分擔家事 6.30 .67***  

17、家人會以我擔任校長為榮 10.85 .70***  

18、很早就有人建議我應該去考校長 7.42 .64***  

19、從小父母就認為我有領導能力 5.42 .53***  

 

2、因素分析與信度分析 

考驗重要他人支持量表的因素分析是為了探討本量表各因素的

因素解釋量及各題之因素負荷量大小，以作為選題之參考及了解其建

構效度是否良好。本量表先通過決斷值分析之後，再以主成份分析

法，抽出兩個因素，如表 3-11 所示。因素一包括第 2、6、7，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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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因素負荷量從.845~.480，其中第 19 題因素負荷量小於.50，予以

刪除。分析題目內容後命名為「家人支持」，其特徵值為 5.65，可以

解釋重要他人支持量表達 29.74%；因素二包括第 1、3~5，8~11 題，

因素負荷量從.775~.535，分析題目內容後命名為「職場支持」，其特

徵值為 4.13，可以解釋重要他人支持量表達 21.74%。 

考驗重要他人支持量表的信度分析是為了探討本量表的信度及

單題刪減後 Cronbach α 係數減損大小，以作為選題之參考。在家人

支持變項之 Cronbach α 係數為.900、在職場支持變項之 Cronbach α 

係數為.844，總量表之 Cronbach α 係數為.907，屬於信度良好之量

表，如表 3-11 所示，且並無單題刪減後 Cronbach α 係數增加的情形。 

 

表 3-11 重要他人支持量表因素內容、各題負荷量及信度分析表 

因素內容及各題負荷量 題號及題目內容 
因素一 
家人支持

因素二 
職場支持 

項目刪

除時的

α值 
1、學校同仁關心我的身心狀況   .542 .904 

2、家人願意傾聽我訴說苦水 .565  .902 

3、社區家長肯定我的工作表現和努力  .746 .904 

4、教育局長官和地方民意代表能夠信任我  .775 .904 

5、在我困難時其他學校的校長常提供建議  .574 .904 

6、我的另一半能體諒校長的工作的辛苦 .789  .899 

7、配偶能容忍我下班後仍忙於公事 .845  .899 

8、學校家長會很少干預校務  .535 .907 

9、我能從外界爭取到經費，掖助校務  .673 .903 

10、學校教師都會配合我的領導  .730 .906 

11、我常被其他校長肯定  .752 .900 

12、當我心情沮喪時家人會不斷鼓勵我 .757  .899 

13、配偶當年曾多次鼓勵我去考校長 .720  .902 

14、配偶會主動負起照顧好子女的責任 .731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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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家人會同意我到離家很遠的學校服務 .628  .902 

16、家人會主動分擔家事 .772  .901 

17、家人會以我擔任校長為榮 .646  .900 

18、很早就有人建議我應該去考校長 .598  .902 

19、從小父母就認為我有領導能力 .480  刪除 

特徵值（Eigenvalue） 5.65 4.13  

解釋變異量 29.74% 21.74%  

分量表 Cronbach α 值 .900 .844  

總量表 Cronbach α 值 .907 

 

(三) 自我效能感量表 

1、決斷值及各題與量表總分之相關分析 

考驗自我效能感量表各題之決斷值及各題與量表總分之相關分

析，以瞭解預試問卷各題之鑑別度，本量表各題皆高於 3.5 以上，如

表 3-12 所示，故皆應保留。 

 

表 3-12  自我效能感量表決斷值及各題與總分相關表 

題號及題目內容 決斷值 

（CR） 

各題與總分

相關 

備註 

1、只要全校教師盡力而為，不同能力的學

生都能有所進步 
4.81 .58***  

2、只要校長時時用心要求，大部分學生都

能表現良好 
8.93 .75***  

3、如果校長對教師不斷鼓勵與支持，就可

以提昇教師的教學成效 
8.82 .72***  

4、學校教育可以導正學生得自社會的不當

觀念 
7.36 .68***  

5、校長領導能力之間的差異，是導致學生

學習結果差異的主因之一 
7.24 .70***  

6、校長要滿足每個家長的個別要求是不太

可能的事 
4.76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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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當學校有偶發事件時，我能妥善應付八

卦媒體的採訪 
8.72 .78***  

8、我能與學校教師會溝通，共同解決學校

的問題 
8.08 .73***  

9、我能有效處理家長對於教師教學狀況的

不滿 
9.49 .80***  

10、我能公平且有效地分配學校經費 7.19 .71***  

11、我能帶領學校革新，激勵教師面對挑

戰 
7.19 .70***  

12、我能快速回應教師對於學校行政措施

的不滿 
7.62 .73***  

13、我能瞭解每個教師的教學狀況，並且

能適當地調整職務 
7.56 .74***  

14、我對學校未來的發展有整體性的考量 7.35 .66***  

15、我能堅持拒絕外界不合理的要求 8.02 .78***  

16、校長應該對學校教育成敗負完全責負

任 
10.13 .75***  

17、我有足夠的專業能力處理所面對的問

題 
8.90 .72***  

18、有什麼樣的校長，就會有什麼樣的學

校 
7.68 .68***  

19、天下沒有不可教的學生，只要盡力去

做一定會產生改變 
8.70 .74***  

 

2、因素分析與信度分析 

考驗自我效能感量表的因素分析是為了探討本量表各因素的因

素解釋量及各題之因素負荷量大小，以作為選題之參考及了解其建構

效度是否良好。本量表先通過決斷值分析之後，再以主成份分析法，

抽出兩個因素，如表 3-13 所示。因素一包括第 6~15、17 題，因素負

荷量從.827~.480，其中第 6 題因素負荷量小於.50，予以刪除。分析

題目內容後命名為「個人領導」，其特徵值為 6.24，可以解釋自我效

能感量表達 32.84%；因素二包括第 1~5、16、18、19 題，因素負荷

量從.828~.504，分析題目內容後命名為「一般領導」，其特徵值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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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可以解釋自我效能感量表達 25.32%。 

考驗自我效能感量表的信度分析是為了探討本量表的信度及單

題刪減後 Cronbach α 係數減損大小，以作為選題之參考。在個人領 

導自我效能變項之 Cronbach α 係數為.923、在一般領導自我效能變項

之 Cronbach α 係數為.893，總量表之 Cronbach α 係數為.945，屬於

信度良好之量表，如表 3-13 所示，且並無單題刪減後 Cronbach α 係

數增加的情形。 

 

表 3-13 自我效能感量表因素內容、各題負荷量及信度分析表 

因素內容及各題負荷量 題號及題目內容 
因素一 
個人領導 

因素二 
一般領導 

項目刪

除時的

α值 
1、只要全校教師盡力而為，不同能力的學

生都能有所進步 
 .679 .944 

2、只要校長時時用心要求，大部分學生都

能表現良好 
 .828 .941 

3、如果校長對教師不斷鼓勵與支持，就可

以提昇教師的教學成效 
 .793 .941 

4、學校教育可以導正學生得自社會的不當

觀念 
 .644 .942 

5、校長領導能力之間的差異，是導致學生

學習結果差異的主因之一 
 .740 .943 

6、校長要滿足每個家長的個別要求是不太

可能的事 
.480  刪除 

7、當學校有偶發事件時，我能妥善應付八

卦媒體的採訪 
.709  .940 

8、我能與學校教師會溝通，共同解決學校

的問題 
.709  .941 

9、我能有效處理家長對於教師教學狀況的

不滿 
.827  .940 

10、我能公平且有效地分配學校經費 .714  .941 

11、我能帶領學校革新，激勵教師面對挑戰 .716  .942 

12、我能快速回應教師對於學校行政措施的

不滿 
.762  .941 

13、我能瞭解每個教師的教學狀況，並且能

適當地調整職務 
.675  .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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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我對學校未來的發展有整體性的考量 .638  .942 

15、我能堅持拒絕外界不合理的要求 .621  .940 

16、校長應該對學校教育成敗負完全責負任  .609 .941 

17、我有足夠的專業能力處理所面對的問題 .708  .941 

18、有什麼樣的校長，就會有什麼樣的學校  .504 .942 

19、天下沒有不可教的學生，只要盡力去做

一定會產生改變 
 .633 .941 

特徵值（Eigenvalue） 6.24 4.81  

解釋變異量 32.84% 25.32%  

分量表 Cronbach α 值 .923 .893  

總量表 Cronbach α 值 .945 

 

(四) 工作選擇量表 

1、決斷值及各題與量表總分之相關分析 

考驗工作選擇各題之決斷值及各題與量表總分之相關分析，以瞭

解預試問卷各題之鑑別度，如表 3-14 所示。而第 13、43、44、45 題

的決斷值低於 3.5 予以刪除之外，其餘皆保留。 

表 3-14  工作選擇分量表決斷值及各題與總分相關表 

題號及題目內容 決斷值 

（CR） 

各題與總分

相關 

備註 

1、有服務他人的機會 5.87 .57***  

2、工作的變化性 5.97 .66***  

3、上級機關的監督方式 5.21 .55***  

4、有機會做不同的事 5.49 .68***  

5、能主動作自己想做的事 8.78 .70***  

6、有機會與同仁發展親密的關係 5.79 .47***  

7、能做不違背自己良心的事 6.90 .57***  

8、上級對我的賞識程度 6.09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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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上級對於我的授權情況 6.24 .70***  

10、能隨時保持忙碌 6.56 .71***  

11、有機會把自己的想法告訴別人 6.34 .62***  

12、我的得到的與付出成正比 8.75 .70***  

13、能獲得他人適當而且善意的回饋 1.76 .44*** 刪除 

14、工作中允許我嘗試新的創意 7.13 .67***  

15、工作受到保障 6.87 .63***  

16、具有升遷調動的機會 6.09 .63***  

17、工作完成後可以獲得相當的獎勵 6.62 .62***  

18、永遠都會有新的挑戰 6.71 .70***  

19、上級不僅會告訴我做什麼，還會指導我

如何做 
4.84 .54***  

20、有機會參與各項決策 5.48 .55***  

21、如果有機會重新選擇，我仍然會選擇當

校長 
7.47 .64***  

22、對我而言，生活中大部分的樂趣來自於

工作 
7.02 .60***  

23、我主要的生活興趣與工作有密切的關係 7.10 .61***  

24、我覺得我的個性適合當校長 8.46 .74***  

25、很多時候，我會留在學校而不願意留在

家裏 
4.28 .49***  

26、我在學校有機會發揮所長 8.59 .73***  

27、我以身為校長為榮 8.24 .73***  

28、我平常會關心有教育有關的新聞 5.42 .66***  

29、我會樂於參加學校所舉辦的各項活動 4.96 .65***  

30、我覺得在學校時間過很快 4.85 .63***  

31、我喜歡與學生、教師、家長相處在一起 6.72 .67***  

32、即使在校外，我也喜歡別人稱呼我校長 5.51 .48***  

33、當有人講學校的壞話，我會感到自責 4.23 .52***  

34、當學生獲獎時，我會由衷感到高興 5.44 .63***  

35、我常跟家人說，這是一個理想的工作 7.67 .69***  

36、我很珍惜目前的工作 9.71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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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我目前沒有提早退休的打算 5.95 .59***  

38、如果有別的工作機會，我會考慮離開 4.95 .48***  

39、我會鼓勵學校同仁去考校長 4.47 .55***  

40、我認為校長是一輩子的工作 5.98 .58***  

41、我認為自已不適合目前的工作 6.65 .57***  

42、心中常會有不如歸去的想法 7.24 .58***  

43、我雖然人在家中，但是卻時常想到工作 1.97 .25* 刪除 

44、對於工作，我要求完美 1.49 .34* 刪除 

45、我不當校長之後，生活會變得更好 3.34 .33* 刪除 

 

2、因素分析與信度分析 

考驗工作選擇分量表的因素分析是為了探討本量表各因素的因

素解釋量及各題之因素負荷量大小，以作為選題之參考及了解其建構

效度是否良好。本量表先通過決斷值分析之後，再以主成份分析法，

抽出四個因素，如表 3-15 所示。因素一包括第 1、2、4~7、11、14、

15、18 題，因素負荷量從.688~.465，其中第 6、15 題因素負荷量小

於.50，予以刪除。分析題目內容後命名為「內在滿足」，其特徵值為

8.91，可以解釋工作滿足量表達 30.33%；因素二包括第 3、8~10、12、

16、17、19、20 題，因素負荷量從.773~.484，其中第 8 題因素負荷

量小於.50，予以刪除分析題目內容後命名為「外在滿足」，其特徵值

為 6.86，可以解釋工作滿足量表達 16.72%；因素三包括第 21~25、32、

33、35、37、39、40 題，因素負荷量從.657~.436，其中第 25、32、

39 題因素負荷量小於.50，予以刪除。分析題目內容後命名為「工作

投入」，其特徵值為 4.49，可以解釋工作選擇量表達 10.95%；因素四

包括第 26~31、34、36、38、41、42 題，因素負荷量從.770~.453，其

中第 38、41、42 題因素負荷量小於.50，予以刪除。分析題目內容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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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為「留職承諾」，其特徵值為 2.77，可以解釋工作滿足量表達

6.76%。 

考驗工作滿足量表的信度分析是為了探討本量表的信度及單題

刪減後 Cronbach α 係數減損大小，以作為選題之參考。在內在滿足

變項之 Cronbach α 係數為.898；在外在滿足變項之 Cronbach α 係數

為.897；在工作投入變項之 Cronbach α 係數為.863；在留職承諾變項

之 Cronbach α 係數為.881，總量表之 Cronbach α 係數為.879，屬於

信度良好之量表，如表 3-15 所示。  

 

表 3-15 工作選擇分量表因素內容、各題負荷量及信度分析表 

因素內容及各題負荷量 題號及題目內容 
因素

一 
內在

滿足 

因素

二外

在滿

足 

因素

三 工
作投

入 

因素

四留

職承

諾 

項目刪除

時的 α值

1、有服務他人的機會 .507    .875 

2、工作的變化性 .581    .874 

3、上級機關的監督方式  .672   .875 

4、有機會做不同的事 .686    .874 

5、能主動作自己想做的事 .688    .873 

6、有機會與同仁發展親密的關係 .465    刪除 

7、能做不違背自己良心的事 .664    .874 

8、上級對我的賞識程度  .484   刪除 

9、上級對於我的授權情況  .646   .874 

10、能隨時保持忙碌  .577   .873 

11、有機會把自己的想法告訴別

人 
.660    .875 

12、我的得到的與付出成正比  .518   .873 

14、工作中允許我嘗試新的創意 .686    .874 

15、工作受到保障 .466    刪除 

16、具有升遷調動的機會  .733   .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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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3-15 

17、工作完成後可以獲得相當的

獎勵 
 .763   .873 

18、永遠都會有新的挑戰 .559    .873 

19、上級不僅會告訴我做什麼，

還會指導我如何做 
 .773   ..874 

20、有機會參與各項決策  .611   .874 

21、如果有機會重新選擇，我仍

然會選擇當校長 
  .508  .875 

22、對我而言，生活中大部分的

樂趣來自於工作 
  .544  .874 

23、我主要的生活興趣與工作有

密切的關係 
  .515  .873 

24、我覺得我的個性適合當校長   .588  .872 

25、很多時候，我會留在學校而

不願意留在家裏 
  .444  刪除 

26、我在學校有機會發揮所長    .744 .872 

27、我以身為校長為榮    .654 .873 

28、我平常會關心有教育有關的

新聞 
   .749 .875 

29、我會樂於參加學校所舉辦的

各項活動 
   .723 .874 

30、我覺得在學校時間過很快    .770 .873 

31、我喜歡與學生、教師、家長

相處在一起 
   .710 .874 

32、即使在校外，我也喜歡別人

稱呼我校長 
  .436  刪除 

33、當有人講學校的壞話，我會

感到自責 
  .646  .876 

34、當學生獲獎時，我會由衷感

到高興 
   .591 .875 

35、我常跟家人說，這是一個理

想的工作 
  .657  .873 

36、我很珍惜目前的工作    .543 .873 

37、我目前沒有提早退休的打算   .636  .876 

38、如果有別的工作機會，我會

考慮離開 
   .497 刪除 

39、我會鼓勵學校同仁去考校長   .435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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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3-15 

40、我認為校長是一輩子的工作   .611  .874 

41、我認為自已不適合目前的工

作 
   .453 刪除 

42、心中常會有不如歸去的想法    .486 刪除 

特徵值（Eigenvalue） 8.91 6.86 4.49 2.77.  

解釋變異量 21.74% 16.72 10.95 6.76  

分量表 Cronbach α 值 .898 .897 .863 .881  

總量表 Cronbach α 值 .879 

 

 

(六)問卷之內在相關分析 

考驗本研究各因素之間的相關是為了探討本量表的內在結構是

否良好。本研究預試問卷分析發現，各因素內在相關皆達0.01的顯著

水準，其與總量表相關程度詳見於表3-16，可見本問卷之內在結構良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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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6 問卷內在相關分析 

項目 成長

發展 

成就

聲望 

家人

支持 

職場

支持 

個人

效能 

一般

效能 

內在

滿足 

外在

滿足 

工作

投入 

留職

承諾 

成長

發展 
1          

成就

聲望 
.701** 1         

家人

支持 
.348** .343** 1        

職場

支持 
.535** .495** .521** 1       

個人

效能 
.491** .433** .911** .754** 1      

一般

效能 
.397** .410** .800** .782** .779** 1     

內在

滿足 
.633** .633** .496** .689** .619** .640** 1    

外在

滿足 

.386** .335** .584** .482** .630** .520** .659** 1   

工作

投入 
.411** .374** .620** .539** .621** .669** .575** .590** 1  

留職

承諾 
.396** .387** .436** .549** .517** .541** .747** .502** .645** 1 

註 *** p <.001 
 

貳、 訪談調查工具 

    本研究之訪談採半結構性，亦即依據訪談題綱逐條提問，受談者

則採開放性的回答方式。訪談題綱係研究者依據問卷分析結果所擬

定，並經指導教授討論而成，希望能瞭解造成受試者反應差異的原

因。質化研究關注的焦點並非普遍法則，或是因果關係的否證和統計

推論，而是社會事實的建構過程，以及當事人對事務的詮釋意義，因

此質化研究的信、效度與量化研究所界定的概念有所差異。本訪談資

料在信度處理上，為提高研究的真實性，同時避免誤解受訪對象的語

意，除訪談時間將全程錄音之外，更將訪談轉錄之紀要送回原訪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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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無誤後，始進行後續分析工作。而在分析過程採取核心概念的重

複性與穩定性，亦即某一核心概念並非單一受訪者在談話中的投射，

而是許多受訪者的談話中具有重複出現的現象，亦即核心概念具有共

同認定的特性，此種共同性將可避免研究者主觀篩選所產生的偏見。

此外，訪談法具有加深資料的深度，探討複雜問題的獨特功能，所以

本研究的訪談係作為解釋問卷結果差異的由來，特別強調校長對於工

作選擇問題的主觀感受，以彌補問卷調查分析之不足。 

 

第四節    實施程序 
 

本研究之實施過程包含問卷調查工具的蒐集與編製、抽樣設計與

資料蒐集、資料檢核與分析及訪談題綱設計與實施等四個階段，茲分

述如下： 

 

壹、問卷調查工具的蒐集與編製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工具有工作價值觀量表、重要他人支持量表、

校長自我效能感量表、工作選擇量表。工作價值觀量表係抽取自吳鐵

雄等人（1996）的工作價值觀量表中成就聲望、成長發展等二個層面

而來；重要他人支持量表係修改自謝菊英（2002）國小校長工作壓力

與社會支持問卷而來；校長自我效能感量表則修改自 Dimmock 與

Hattie（1996）所編之校長自我效能感量表而來，並參酌 Gibson 與

Dembo（1984）的觀點擴充自一般領導效能；工作選擇量表係由

Stemple（2004）中學校長工作滿足問卷、Poppenhagen（1977）校長

工作投入問卷及林秋風（2003）台灣地區國民小學校長組織承諾現況

調查問卷中組織承諾部分而來。為免因問卷的修改影響原本問卷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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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效度，上述問卷皆經過預試分析，經過鑑別度分析、信度分析及

因素分析，屬於信度、效度良好之問卷。 

 

貳、抽樣設計與資料蒐集 

為提高樣本的代表性與估計的準確性，並使本研究所挑選的樣本

能更符合母群體的特性，以提高估計變數的精確度，因此本研究以學

校區位（北、中、南、東及離島）、學校類別（國中、國小），採用

「分層隨機抽樣」進行取樣，並為提高樣本的代表性，每層次儘可能

按母群體的比例來抽取樣本，所回收之有效問卷的基本資料，如表

3-2 所示，亦與母群體相近，同時問卷回收率已達 70%以上，應屬於

可接受之範圍。 

 

參、 資料檢核與分析 

在蒐集相關實證資料後，研究者立即進行資料的登錄、檢核、分

析及詮釋等工作。由於原始資料的良莠對於問卷分析將產生重大的影

響，為避免統計分析因為問卷填答不佳而產生影響，因此研究者在進

行資料分析之前，即針對原始資料進行檢視與調整，並將問卷缺答七

題以上者逕予刪除，以確保原始資料的品質。 

 

肆、 訪談題綱的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的訪談題綱係針對調問卷調查分析結果而來，特別強調校

長對於工作選擇問題的主觀感受。訪談題綱係採半結構性的設計，亦

即研究者依據訪談題綱逐條提問，受談者則採開放性的回答方式，希

望能瞭解造成受試者反應差異的原因。 

本訪談資料在信度處理上，為提高研究的真實性，同時避免誤解

受訪對象的語意，除訪談時間將全程錄音之外，更將訪談轉錄之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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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回原訪談者確認無誤後，始進行後續分析工作。而在分析過程採取

核心概念的重複性與穩定性，亦即某一核心概念並非單一受訪者在談

話中的投射，而是許多受訪者的談話中具有重複出現的現象，亦即核

心概念具有共同認定的特性，此種共同性將可避免研究者主觀篩選所

產生的偏見。 

 

 

第五節 資料處理 

本節主要說明研究資料的處理與分析，包括資料處理的步驟與統

計處理的方法。 

壹、資料處理 

本研究於問卷回收之後，即以編碼處理，並在淘汰無效問卷之

後，利用統計套裝軟體SPSS 12.0 版、LISREL8.71 版本進行統計分

析，以瞭解本研究的待答問題。本研究預試及正式問卷調查後，均採

下列步驟整理資料： 

一、 資料檢核：當預試及正式問卷調查資料回收後，逐一檢視每份

問卷的填答情形，凡資料有填寫不全者，即予以剔除。 

二、 資料編碼：資料檢核後，對於每份有效問卷依序予以編碼，並

在電腦建檔儲存每筆資料，提供資料分析的參考依據。 

三、 資料確認：當問卷調查資料完成編碼後，將每筆資料列印予以

核對，修正繕打錯誤資料，俾使資料能避免人為錯誤。 

貳、統計分析 

一、預試問卷階段 

1、 項目分析：項目分析主要目的在求出預試問卷各題項之決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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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刪除未達顯著水準之各題項。 

2、 因素分析：因素分析主要目的為求出量表之建構效度，並嘗試以

較少的重要因素解釋大部分的原始變項變異量。 

3、 信度分析：可使預試問卷能更具有可靠性及穩定性，了解本研究

各量表之內部一致性的Cronbach α係數。 

4、 相關分析：運用積差相關分析分量表與總量表之間的相關情形。 

 

二、正式問卷階段 

1、 描述統計分析：以平均數、標準差，瞭解校長工作價值、重要他

人支持、自我效能及工作選擇的現況。 

2、 t 考驗：以受試者的性別為自變項，以各量表的得分為依變項，

使用t 考驗瞭解不同性別校長之間的差異情況。 

3、 單因子變異數分析與薛費法事後比較：以校長的人口變項為自變

項，以各量表為依變項，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考驗不同之校

長在各量表的差異情形。若F 值達到顯著水準，則再以薛費法進

行事後比較，以瞭解各組平均數之間的差異。 

4、 積差相關分析：運用相關分析，分析校長工作價值觀、重要他人

支持、自我效能感及工作選擇及其分向度之相關情形。 

5、 迴歸分析並以工作價值觀、重要他人支持、自我效能感及其分向

度為預測變項，以工作選擇為效標變項，進行多元逐步廻歸分

析，分析各變項對於校長工作選擇的預測力。 

6、 結構方程模式模型分析：各以校長工作價值總量表及分向度（成

長發展、成就聲望）、重要他人支持總量表及分向度（家人支持、

職場支持）及自我效能感總量表及分向度（個人領導自我效能、

一般領導自我效能）前因變項，以校長工作選擇總量表及各向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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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滿足、外在滿足、工作投入、留職承諾）為後果變項，以

LISREL8.71版統計套裝軟體進行SEM 線性結構關係模式探

討，分析前因變項「工作價值觀」、「重要他人支持」及「自我

效能感」三大變項，對於後果變項「校長工作選擇」的影響情形。 

參、訪談調查資料處理 

先將錄音帶資料以逐字稿呈現，並對逐字稿內容進行十次的反

覆閱讀，以抽離出核心概念(core concept)，並依核心概念屬性進行

分析，同時為避免因個人解讀的不同，扭曲受訪者原意，並檢附訪

談紀要於附錄。為達成資料的保密性，以下分析所涉及的姓名皆以

代號處理，代號順序為表 3-3 所示。 

 

肆、研究倫理 

本研究採取問卷調查及訪談等方法進行研究，特別注意研究倫

理，凡涉及個人資料及隱私的部分皆嚴格保密，因此問卷採無記名、

訪談採匿名方式，以保護受訪者的權益。 

在訪談時特別尊重受訪者，在受訪者的同意之下才進行全程錄

音。在訪談過程中採取傾聽的技巧，注意受訪者的情緒反應，並隨手

記錄。訪談過程中適時覆述受訪者的回答重點，取得受訪者的確認，

以免誤解受訪者的意思。在訪談後特別注意資料的保密，不論是問卷

或訪談資料均由研究者親自進行分析，完全不假他人之手，嚴格做到

原始資料的不外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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