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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1.1 研究背景 

1.1.1 國民中小學教師退休年齡逐漸下降 

近年來，政府透過組織改造與員額精簡方案，解決政府財政緊縮及社會大眾對公

共服務需求持續擴張的雙環困境（孫本初，2001：2）。實行國民義務教育的國民中小

學，在各地方政府財政困難的情況下，教育主管機關亦無力回應民間「提高師生比，

降低班級人數」之訴求（林怡婷，2005，A5 版；黃以敬，2005，A10 版；陳昭玲，

2005，1 版），因而如何有效運用現有人力，致力於人力資源的開發，應為當前教育

主管單位急欲正視之課題（林威志，2004：91）。 

傳統上，退休之老年人口一向被視為是無生產力的依賴人口（劉梅君，1993：189）

1，許多人認為「退休」就是「退下來休息」。但其實退休並非退出社會，也並非工作

的結束，隨著醫療保健技術的提昇，人類平均壽命增長，越來越多的老年人口，即使

已屆退休之年，身體仍然相當健朗並具有繼續工作或投入社會活動的意願，因此，對

於退休的刻板印象也應該要有所修正(Calo, 2005: 302)，讓退休老人發揮「退而不休」、

「老有所用」之精神，視為人力資源的一部分。 

退休人力資源係指暫時或永久終止個人長期從事的職業，但仍具備工作能力（如

身體健康、具備某種工作知能）和工作意願的人口（蔡培村等，1992：36；康國瑞，

1982：2），國民中、小學之退休教師若具有某種工作知能，又願意從事該項工作，即

屬於退休人力資源的範疇。許多學者指出雖然高齡者具有體力衰退、工作效率低、對

新技術的適應力不高的缺點（翁慧敏，1992：52；劉梅君，1993：188），但他們亦具

有豐富的人生經驗和知識、社會性的技巧成熟老到、面對危機能冷靜處理、考慮事情

較廣泛深入、維護傳統規範等優點（林勝義、陸光、胡觀明，1990：2；許釗涓，1993：

4；林海清，1999：5；曾進勤，2003：262；Dennis & Thomas, 2007: 86），在敬業精

神、忠誠度上面反而還較年輕人為佳(Kart, 1994: 311)。 

                                                 
1 人口統計通常視 65 歲以上者為老年人口；而退休公教人員的退休年齡，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四條

和學校教職員退休條例第三條之規定，只要符合任職 5 年以上，年滿 60 歲者，或是任職滿 25 年

者得申請自願退休，因此退休人員的年齡可能低於 65 歲。退休公教人員與老年人口之間，存有未

重疊交織之部分，但由於兩者都屬於將屆老年而又需退休的人，遂將之一併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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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民中小學教師方面，退休人力的運用尤其重要。檢視我國國民中小學教師的

退休制度，依據學校教職員退休條例第四條的規定，教育人員命令退休的年齡，雖然

為 65 歲，但自 1995 年同法第五條增添了年滿 55 歲申請自願退休者又另有優惠措施

（五五基數）的規定之後，許多教師即基於此一誘因、以及退輔制度的不穩定，和個

人生涯規劃之改變（劉靜怡，2003：1），選擇自願退休的教師越來越多，政府只要財

政允許，便盡量使符合自願退休條件又有自願退休意願之教師如願退休。致使國中、

小教師退休年齡由以往的 60 多歲下降至 50 多歲，以 2007 年為例，全國教育人員平

均退休年齡為 53.76 歲（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2008），而同年我國國

民平均餘命為 78.25 歲（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2008），由此可知，教育人員退休後

尚有二十多年相當於一生歲月四分之一左右的時間，可資調配其退休生活。 

徐立忠（1989：133）將老人依年齡分為盛年老人（55 至 64 歲）、中年老人（65

至 74 歲）、老年老人（75 至 84 歲）及衰老老人（85 歲以上）四種，近年來國民中小

學退休教師大多在盛年老人初期或在進入盛年老人時期之前，即辦理自願退休，他們

健康狀況大都良好，也富有繼續工作的回饋社會的熱忱。我國自 2002 至 2007 年平均

每年有 7770 名教育人員退休（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2008），歷年下來

退休教師累積的人力資源不可小覷，若能將其引進志願服務工作，特別是再度踏入其

最熟悉的校園擔任學校志工，不僅可協助他們適應退休生活帶來的心理轉變，預作未

來退休生活規劃，更能發揮退休教師之所長，對弱勢學童投入更多關注和經驗典範的

傳承，達到節約政府人事成本及提昇教育品質的雙贏成果，對整體社會而言也有相當

之助益。如此退休教師不斷增加的自願退休比率，反而對社會具有正面助益，不用擔

心退休人力的流失與浪費（陳金貴，2002：46）。 

一、退休者可以解除老年危機 

工作一直是人們主要的生活重心，面對的工作角色的驟然喪失，退休者會產生社

會角色失落的壓力(Brieland, Costin & Atherton, 1985: 372)，感到失落、無用，甚至無

法適應生活（鍾國文，1998：109）。鼓勵退休人員參與志工，可提供他們參與社會活

動、維持人際關係的機會，減緩退休生活壓力，並由於「有事做」與「被需要」，使

退休人員自覺對他人有貢獻，而提昇自我價值感（曾進勤，2003：264），這種被需要

及具有生產力的感覺，有助於緩衝失去的工具性角色，使退休人員具有組織的歸屬

感，也可提供退休人員使用以前工作習得的技能和發展新技能的機會(Huttman,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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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滿足自我成長、自我實現的需求。 

二、服務機構可以節省人事成本 

在政府財政負荷之下，國中小教育尤其是輔導工作，一直以來處於人力不足的情

形（林萬億，2004：22；黃向羣，2008），輔導老師的工作相當繁重，但受限於政府

預算，無法增加正式教職員的編制，退休教師若能回到學校的參與，協助現職老師從

事課輔工作或其他工作項目，將有助於減輕現職教師的負擔（林萬億，1993：99）、

彌補現職老師之不足(Duncombe, 1986: 293; Montjoy & Brudney, 1991: 341)、達到「以

最少花費提供更高品質的教育服務」(Markwood, 1994: 8)之目標。 

三、減少社會問題 

退休人員若無妥善規劃退休生涯，產生老年危機，將可能造成社會問題（林海清，

1999：4）。由於高齡志工彼此間會創造互相支持的系統，減少對家庭成員、社會心

理的支持與依賴，因此政府或學校單位若能積極鼓勵退休人員參與志願服務工作，將

可減少退休教師們面對社會角色驟然喪失的焦慮，維持身心健康，進而減低保險、醫

療費用支出與社會福利機構的經費(Hooyman & Kiyak, 1988: 421)。我國在 1993 年老

年人口總數即達 7%以上，邁入聯合國所定義的「高齡化社會」，開發各方退休人力，

將有助於解決老年社會所帶來的問題，化危機為轉機。 

1.1.2 退休教師在原服務學校從事志願服務工作的特殊性 

劉靜怡（2003：150，151）透過問卷調查發現「學校」，尤其是其「退休前服務

過的學校」，是退休教師從事志工最想服務的地方。林銘山（2002：134）也發現擔任

志工的退休教師當中，參與「學校教育之輔導性義工」的人數最多。顯示退休教育人

員退休後參與的工作類別多與本身專長有關，也期待能回到退休前服務過的學校。 

學校老師在退休之前是全職忙碌，退休後卻又一夕之間完全空閒，退休教師重返

校園擔任志工，與從事其他退休活動不同的是，這樣的工作性質、工作環境和退休前

幾乎沒有差異，退休老師具有組織的歸屬感。在這樣的環境下擔任志工，退休教師既

可延長退休前的生活，又不用面對繁重的工作壓力，彌補退休者離開全職工作至完全

退出社會的落差。 

退休教師在原服務學校從事志願服務工作的特殊性，可從退休人員與原服務單位

兩者的角度進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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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於退休人員而言 

(一) 退休教師專才得以繼續發揮，具有被需要的感覺 

有許多退休教師基於自己的興趣或宗教信仰至醫院、美術館、宗教團體從事志

工，這些活動雖然也能夠增進退休教師的人際關係、滿足自我實現的需求，但「被他

人所需要」的感覺可能就沒有參與學校志工來得多。據本研究初步的訪談結果顯示2，

由於退休老師在退休之際，校長及學校相關處室都經常表示基於他們的教學專業，或

其他行政工作的經驗，非常需要他們再回校協助，使退休老師感到被學校所需要。再

者，退休教師基於實際的教學經驗，也深刻體會到學校人力不足的情況，覺得學校確

實需要具有教育專才的退休教師回校幫忙。因此，在原服務機關中，退休人員特別容

易產生「被需要的感覺」，肯定其自我價值。 

(二) 維繫既有人際網絡 

退休後的生活，人際關係之維繫與工作相關之社會活動參與，可能會因為工作的

結束而喪失（陳清美，2004：190），退休人員在原服務單位參與志工，同事大多是自

己所熟識的，可維繫既有的人際網絡，不致因人員的退休而漸漸結束，也較不會像到

其他機關或組織等新環境，一下子面對完全陌生環境，而需要一段心理調適期。 

(三) 原服務機關的交通便利性 

對退休教師而言，在原服務機關從事志願服務工作，大多具備地點可近性的優

勢，此乃由於大多退休老師會選擇居住在其工作環境的附近，到原單位從事志工服務

通常具有交通便利性，比較不會構成其從事志工工作的阻礙。其實教育部自 2004 年

開始推行一項有關退休人力運用方案—「退休菁英風華再現」計畫，計畫規劃之初不

僅希望退休教師能返回自己原服務單位從事志工，也辦理偏遠地區學校巡迴輔導，請

退休老師到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輔導，縮短城鄉教育落差，但實際上，退休教師到偏

遠地區服務的意願不高，還是以回到原來服務學校服務為主。台北縣 2004 年第一學

期徵召退休老師下鄉服務時，即因為退休教師的意願不高，此後偏遠地區巡迴輔導服

務就不再辦理。對退休教師而言，在之前服務過的學校擔任志工，交通問題比較不會

成為其從事志工服務的阻礙。 

                                                 
2 在本論文研究之前，本研究先與台北縣教師會承辦退休人力運用業務的負責人（受訪者 A）訪談，

得知台北縣某所國小在退休人力運用方面的成效不錯，教師參與的人數很多，服務項目也相當多

元和制度化，因此進一步針對這所國小進行個案探討，訪談對象包括該校輔導處資料組長 B01 老

師、身兼退休聯誼會總幹事與學校志工的 C01 退休老師、參與學校志工的 C02 退休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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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於原服務單位而言 

(一) 原服務機關可簡化志工組織與管理流程 

政府機關與學校單位運用志工提高其成本效益歷時已久3，但運用原單位退休人

員參與該機關內的志願服務工作，不僅可以帶來志工參與之效，還能夠簡化志工組織

在「遴選與教育訓練」方面的管理流程。由於不是每個願意做事的人就能把事情做好，

選擇適當人力是必須的，一般志工招募之前，都必須經過面試或其他方式進行「遴選」

（林勝義，2006：233）。然而志工老師過去即在該學校服務，學校單位對於老師們的

能力、專長、經驗與個性也都很瞭解，不用經過遴選的過程，就可以知道他們的能力

與專長，並依此分派適當的工作項目給退休老師。 

此外，一般機構對志工的管理，均強調志工「教育訓練」的重要性，提昇志願服

務工作的品質。退休教師參與學校志工的特殊之處，即在於退休教師對學校的各項運

作相當熟稔，豐富的工作經驗，也值得放心，因此毋須投入太多成本在退休老師志工

的教育訓練之上，簡化志工組織與管理流程。 

(二) 具承先啟後的文化傳承意義 

由於退休老師們長年教學，擁有豐富的帶班經驗或社團、競賽指導經驗，善加運

用退休教師之人力，不僅可以降低政府的人事支出費用、減輕現職教師的工作負荷，

還能將退休人員長期累積的經驗傳承下去，提供組織成本低廉、有經驗且值得依賴的

人力資源(Hooyman & Kiyak, 1988: 421)，學校單位應視退休教師為其重要的資產。 

1.1.3 我國退休教師人力運用之現況 

我國自 1994 年行政院人事行政局頒訂「輔導退休公教人員參與社會志願服務作

業要點」，鼓勵退休公教人員參與志願服務以來（李津義，1997：78）4，政府雖然已

開始重視退休之公教人員參與志願服務面向的發展，但還是有許多退休人力因無法整

合而閒置（程紹菖，1998：2 版）。劉靜怡（2003：148，150）研究發現有 61.6%的國

                                                 
3 我國警政部門於 1963 年即成立義勇消防隊、義勇警察等，是國內最早的公務機關使用志工的例子

（甘雯，1993：62）。在學校領域方面，我國自 1988 年 5 月開始推展「學校義工制度」，以彌補

學校人力及資源的不足，希冀能減輕學校教育的成本負荷，並提高教育的品質(黃丞傑，2005：2)。 
4 行政院人事行為局為鼓勵退休公教人員從事志願服務工作，於 1994 年訂頒「輔導退休公教人員參

與社會志願服務作業要點」，之後又陸續推辦多項計畫，包括：1996 年訂定「行政院暨所屬各機關

實施志願服務要點」、並依此要點於 1997 年成立「行政院人事行政局退休公教人員志願服務隊」

和辦理年度志願服務示範觀摩會（李津義，1997：78-79），以招募退休公教人員從事志願服務工作。

然而成立志願服務隊的縣市仍在少數，退休公教人力運用成效有限（程紹菖，1998：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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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退休教師具有從事志願服務工作的意願，但實際上約僅有 26.2%左右的退休老

師，真正從事志願服務工作5，林銘山（2002：134）研究結果也顯示僅有 27.2%的國

小退休教師實際參加志工活動，表示退休人力運用尚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2004 年 8 月起，教育部國教司推行的「退休菁英風華再現」計畫，結合了關懷

弱勢學童與退休教師人力運用兩大目標，鼓勵國中小退休教師重返校園輔導學生，讓

具有教學專業之退休教師發揮所長，再度投入教育現場，擔任學校志工。不過計畫實

施之後各縣市招募的情況不一，2004 年第一學期台北縣有 262 位退休教師參加（黃

天如，2004：C1 版）、苗栗縣 92 位（陳慶居，2005：C3 版）、南投縣 80 位（魏裕鑫，

2005：C2 版）、彰化縣 22 位、台北市 15 位，有的縣市甚至完全沒有辦理（沈佳蓉，

2006：7），運用退休教師人力的情形不一。 

就連退休教師參與情形頗佳的台北縣，參與的情形也很不一致。以台北縣國民中

小學教職員工數 105 人以上的大規模學校（共 123 所）為例6：本研究發現自 2004 年

退休菁英風華再現計畫開辦至 2008 年 6 月底為止，參與的退休老師大多來自於 13

所學校，這 13 所學校各有 10 至 20 位以上的退休教師返校服務，大多數大規模學校，

其實完全沒有退休老師回來服務（共 80 所）7，顯示仍有許多大型學校的退休教師人

力未充分為學校所用，實為可惜。除了政府的支持與鼓勵之外，應該還有一些因素會

影響退休教師參與學校志工的意願，本研究希望能對於這些因素有更進一步的瞭解，

作為政府機關日後修正退休教師人力運用策略，以及學校單位志工管理時的參考。 

1.2 研究動機 

近年來國民中小學教師普遍存在提前自願退休的情形，退休平均年齡僅為 53 歲

左右，由於這些退休教師年齡尚輕，健康狀況、體力也都還不錯，大多也還有從事簡

單工作的意願，如何善加運用這些退休教師人力，使其發揮更大效用？興起了本研究

                                                 
5 劉靜怡（2003：150）發現有 47.7%教師退休後曾再工作，而在退休後曾再工作的退休老師中，有

54.9%從事志願服務工作，依此比例計算，約有 26.2%的國中小教師退休後從事志願服務工作。 
6 考量學校規模因素，教職員人數少的小規模學校（班級數 6 班以下），教師流動性較高，在這些學

校終老的退休教師不多；相反的，大規模學校（班級數 61 班以上），退休教師人數較多，返回校

園服務的比例也會提高。但由於大規模學校是以班級數而非教職員工數界定，又因國中、國小學

制、學科差異，會發生班級數少但教職員多的情形，在此以教職員工數為 105 人以上，作為大規

模學校的界線，是觀察台北縣教職員工數在 105 人以下的學校，班級數皆未達 61 班標準而得。 
7 台北縣各國中小退休教師返校人數是整理自台北縣教師會（2006）、台北縣政府教育局（2007，2008）

所公布之各校退休教師返校名單，由於名單內容包含參與之退休教師姓名與服務學校，因此可以

計算 2004 年至 2008 年 6 月底為止，各國民中小學參與「退休菁英風華再現」計畫的人數。各校

教職員工人數的統計，則是從台北縣政府教育局（2009）的學校統計資料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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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動機。 

退休教師從事教育工作數十年，擁有豐富的教學經驗，將其引至學校志願服務工

作，可成為校園一股生力軍，使學校在人員編制成本有限的條件下，讓更多學童獲得

幫助，故本研究對於退休教師擔任學校志工的面向特別感興趣。然而經過初步文獻蒐

集發現，雖然「退休菁英風華再現」計畫為退休教師提供了一個返回校園從事志願服

務工作的機會，也獲得不少退休教師的支持，但嚴格來說，目前學校運用退休人力的

情形，大多集中於某些縣市或某些學校，運用退休人員返校從事志工的情形還不是那

麼普及，尚待開發。為促使更多退休教師加入學校志工的行列，並維持已參與學校志

工者持續參與的意願，本研究希望能瞭解影響退休教師參與學校志工行為意向的因

素，作為政府改善「退休菁英風華再現」計畫以及學校志工管理策略的參考建議。 

學術界有關志工參與動機的相關研究雖然豐富，但 Ajzen (1985)提出之計畫行為

理論(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包括態度(Attitude, AT)、主觀規範 

(Subjective Norm, SN)與行為控制知覺(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PBC)，對行為的

預測與解釋更具適切性，被廣泛地運用在各種行為研究中。將計畫行為理論運用在志

工參與行為的相關研究，有的是以參與某一機構的志工作為研究對象，例如：Harrison 

(1995)針對收容所志工、葉旭榮（1998）以及朱斌妤、葉旭榮、黃俊英（2002）針對

老人福利機構的志工建構志工參與行為意向模式；有的以某一特定族群為研究對象，

例如：Warburton & Terry (2000)以及 Greenslade & White (2005)針對澳洲老人、王芷嫻

（2007）針對社區大學學員參與志工服務的行為意向進行研究。 

由於不同組織、不同研究對象各有不同特性，教師退休後沒有全職的工作、空閒

時間比較多，在原來服務的學校服務，學裡的人、事、物也皆是他們所熟悉的，退休

教師參與學校志願服務行為意向的因素，可能無法以其他研究結果，作為推論依據，

因此本研究將以 Ajzen (1985)的計畫行為理論為研究架構的基礎，針對曾經或目前正

在擔任學校志工的退休老師施以問卷調查，建構一個退休教師參與學校志工行為意向

的模型；並透過與幾所退休人力運用特別成功與不佳學校的行政人員，以及目前正在

參與、曾參與又退出以及未曾參與過學校志工的退休教師進行深度訪談，期望能從更

多元的角度，瞭解退休教師參與學校志工的原因。 

本研究自志工參與行為意向的角度，切入退休教師投入志願服務工作的議題，跳

脫了以往對於退休公教人員參與志願服務的相關研究，僅止於分析當前退休公教人力

運用情形（彭錦鵬，1989；蔡培村等，1992；劉靜怡，2003；劉易晴，2003；李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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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林介士，2006；沈佳蓉，2006），或探討志願服務工作對退休公教人員生活滿

意度、生活適應的影響（彭錦鵬，1989；劉靜怡，2003；王素蘭，2006；陳佑淵，2007）

兩大研究範疇。本研究運用一個能更廣泛解釋志工參與行為的計畫行為理論作為研究

基礎，發展「學校志工參與行為意向模式」，依此研究結果提出的志工招募與管理策

略建議，應比先前相關研究更切合退休教師需求，落實學校運用退休教師人力之目標。 

1.3 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包括： 

1. 從社會老年學、志工參與動機及計畫行為理論等相關文獻，分析整理可能影

響退休教師參與學校志工的因素。 

2. 整合相關高齡志工參與行為研究，建構一個能夠預測、解釋退休教師參與學

校志工的行為意向模式。 

3. 探求影響退休教師是否參與學校志工的重要因素。 

4. 瞭解退休教師與學校單位對於「退休菁英風華再現」計畫的相關意見。 

5. 提供退休教師人力運用方案規劃的參考，以及國民中小學在退休教師志工管

理面向的具體建議。 

1.4 研究問題 

基於以上的研究目的，本研究要探討的問題有： 

1. 社會老年學、志工參與動機相關理論，以及計畫行為理論分別對於高齡者參

與志工行為的解釋因素有哪些？這些因素是否與退休教師參與學校志工的因

素相同？ 

2. 根據相關志工參與行為理論的檢閱，是否得以建構一個有效預測、解釋退休

教師參與學校志工的行為意向模式？模式中的各個變項，對於退休教師參與

學校志工的行為意向是否皆具有顯著影響？什麼因素影響最大？ 

3. 退休教師參與學校志工的主要動機為何？影響退休教師未參與或未持續參與

學校志工的因素有哪些？ 

4. 目前政府推行的退休教師人力運用方案，以及學校單位對於退休教師的志工

管理，是否尚有值得改善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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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研究範圍 

本研究將研究標的限縮在台北縣，主要是透過文獻蒐集及初步訪談的結果，瞭解

台北縣是在 2004 年第一學期「退休菁英風華再現」計畫開辦之初參與最踴躍的縣市

（沈佳蓉，2006：7），負責承辦的台北縣教師會，曾應邀到台南分享推動經驗，針對

台北縣瞭解國中小退休教師參與學校志工的議題，具有豐富的資訊，故選定台北縣國

民中小學進行探討。 

本研究自台北縣教師會（2006）以及台北縣政府教育局（2007，2008）公告的「退

休菁英風華再現」返校名單歸納整理，得到 2004 年至 2008 年 6 月底五年內台北縣參

與「退休菁英風華再現」的國中小及教師名冊，共有 68 所學校、489 位退休教師返

校擔任過學校志工。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以名單上的學校為基礎，透過電話與各校聯

繫問卷發放當時（2008 年 9 月、10 月）正在學校參與志工以及曾經參與但後來離開

的退休教師人數，據此進行問卷調查與深度訪談。詳細的抽樣方法與研究設計將留待

第三章詳細說明。 

1.6 研究流程 

  在研究流程方面，首先，確立問題意識：本研究透過資料蒐集，發現國民中小學

退休教師平均退休年齡大幅下降，同時國民中小學也因為各地方政府財政緊縮而出現

人力不足的現況，經由退休人力運用相關文獻的回顧，瞭解學校機關是退休教師最願

意擔任志工的場所，退休教師的教學專業，在學校擔任志工也能發揮更大效益，因而

將研究焦點鎖定於退休教師參與學校志工的議題。 

第二，進行初步訪談：由於有關退休教師參與學校志工相關研究，大多皆將退休

公務人員與退休教師一起探討，擔任志工的種類也不限於原服務單位的志工（彭錦

鵬，1989；蔡培村等，1992；李津義，1997；陳海安，1997；劉易晴，2003；劉靜怡，

2003；林介士，2006）。針對退休教師參與學校志工的研究不多，為了對退休教師參

與學校志工情形有一整體性的瞭解，像是與此有關的「退休菁英風華再現」計畫政府

如何推行、學校如何辦理、退休教師參與的原因、在學校協助項目等等，本研究在進

入正式研究之前先進行初步訪談。訪談結果使本研究瞭解退休教師參與學校志工的情

形，在台北縣大部分的學校還不太普遍，而且近幾年參與的人數多在 200 人以下，參

與人數不如第一年辦理時的 262 位來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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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確立研究目的：經由資料蒐集與初步訪談的結果得知退休人員返校從事志

工的情形還不是那麼普及，而且參與學校志工的退休教師人數也有所減少，為促使更

多退休教師加入學校志工的行列，並維持他們持續參與的意願，本研究希望能瞭解影

響退休教師參與學校志工行為意向的因素，以及目前政府所推行的「退休菁英風華再

現」計畫是否有設計不當之處，作為政府改善或研擬其他退休教師人力運用及學校志

工管理的策略方向。 

第四，文獻回顧：為瞭解可能影響退休教師參與學校志工行為意向的因素，本研

究的相關文獻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為社會老年學理論，旨在瞭解為何有些退休教

師樂意擔任學校志工，有些教師沒有參與的社會行為解釋；第二部分為參與志願服務

工作的動機，藉以探求退休人員參與志願服務工作之原因；第三部分為 Ajzen (1985)

計畫行為理論與應用在志工行為意向的相關研究。 

第五，建立研究架構：依初步訪談和文獻回顧結果，本研究以計畫行為理論為基

礎，結合影響志工參與動機的重要變數，發展研究架構。 

第六，資料蒐集：本研究同時兼採質化的深度訪談與量化的問卷調查法蒐集相關

資料。在問卷調查法的部分，問卷的設計主要是根據文獻探討以及初步的訪談內容，

作為問卷設計的依據，問卷發放對象分別為目前正在擔任學校志工以及曾經參與但後

來退出的退休教師，藉以瞭解影響退休教師參與志願服務工作行為意向因素，以及其

對於「退休菁英風華再現」計畫的看法。在深度訪談法的部分，本研究主要是針對幾

所退休人力運用特別成功與不佳學校的行政人員，以及目前正在參與、曾參與又退

出、未曾參與過學校志工的退休教師進行深度訪談，從多元角度瞭解退休教師參與學

校志工的原因，和對於「退休菁英風華再現」計畫的相關意見。  

第七，資料分析：包括「學校志工參與行為意向模式」的理論驗證及修正以及訪

談內容逐字稿編纂和分析，在訪談資料分析中，本研究同時將初步訪談過程符合本研

究界定條件的訪談對象納入分析。在行為意向模式部分本研究採用結構方程模型

(Structural Equal Modeling, SEM)，以線性結構關係模式(Linear Structural Relation 

Model, LISREL)軟體進行統計分析，對於本研究所建構的假設進行驗證與修正，瞭解

影響退休教師參與學校志工的「態度」、「主觀規範」、「行為控制知覺」與「行為意向」

構面間的關係，是否能夠與實際觀察資料達到合理的配適，並且將以上的發現和過去

的理論預期或實證結果做比較。 

最後，提出研究結果與政策建議：本研究將依據深度訪談與所獲得的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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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相關退休教師人力運用方案之具體建議，以促進退休教師參與學校志工，善用退

休人力資源。研究流程圖如圖 1.1.1 所示。 

 

 

圖 1.1.1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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