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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隨近年來校長領導角色的改變，科技在學校的應用成為校長領導不可忽視

的議題。為了提升行政與教學的效能，校長應積極扮演科技領導者的角色。本研究

旨在檢測校長科技領導之相關層面，以及調查臺灣臺中市國小教師對於校長科技領

導現況的知覺。本研究採用結構方程模式，檢測科技領導的五項層面，包括：(1)

評鑑與研究；(2)願景、計畫與管理；(3)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4)科技與基本設施

支持；以及(5)成員發展與訓練。亦透過問卷調查和校長訪談，以了解教師對校長

科技領導的知覺和實施科技領導所面臨的問題。本研究結果發現，目前臺中市國小

校長科技領導的現況大致良好，而上述五項層面可提供校長在科技領導上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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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incipals’ role as an educational leader has changed dramatically, while 

principals have quickly become leaders who promote and support new educational 

technologies. The intent of this study is to measure the dimensions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incipals’ technology leadership in Taiwan. The SEM was employed for 

measurement of the five dimensions including: (1)evaluation and research; (2)vision,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3)interpersonal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4)technology 

and infrastructure; and (5)staff development and training. As shown in this study, the five 

dimensions of technology leadership provide possible alternatives to assist principals in 

developing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necessary to use technology and enhance their 

effectiveness as leaders in their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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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近年來，為提升校長科技專業能

力，進而提升學校科技領導效能，美國

各州的相關科技領導學院正蓬勃發展

中。在國內，資訊融入教學的倡導已行

之有年，而各項資訊教育補助計畫與經

費也陸續執行，惟未能有一套適切的評

鑑方式，以了解資訊教育執行的成效。

同時，校長的領導角色應如何適切轉變

為科技領導者，以面對資訊時代，進而

提升學校的辦學效能，也成為極重要的

議題。 

Reeves（2004）在其「全美領導評

鑑研究」中針對21州的510名教育局

長、行政人員和校長調查發現，領導評

鑑面向應包括科技等十項層面。其中在

科技層面的評鑑內容包括：(1)使用科

技以改善教與學；(2)教育人員在電子

溝通上的熟練；以及(3)科技資源、科

技人員和資訊的管理，質言之，校長在

領導上必須面對科技方面的評鑑課題。

自1980年代開始，校長所扮演的角色涵

蓋了學校管理者（ Sharp & Walter, 

1994）、教學與課程領導者（蔡政明，

2003 ； Checkley, 2000; Glatthorn, 

2000）、僕人式領導者（蔡進雄，

2003a，2003b），以及科技領導者（張

奕華，2003；Bailey & Lumley, 1994; 

Chang, 2002; Ford, 2000; Inkster, 1998; 

Ross & Bailey, 1996; Stegall, 1998），其

他角色尚包括願景領導、催化領導（吳

清山、林天祐， 2002）、精神領導

（ Thompson, 2004）等。在《 2001-

2002 年 的 美 國 校 長 指 南 》（ The 

Principal’s Handbook 2001-2002）中指

出，現代的校長面臨許多課題與挑戰，

而執行科技已成為科技領導者的必要能

力（ERA, 2001；引自廖春文、張奕

華，2002）。根據「美國各州教育協會」

（Education Commission of the States, 

ECS）的調查，當時已約有二十五個州

設立領導學院、領導聯盟或領導講座，

並由州教育廳贊助課程方案提供校長和

學區教育局長進修，以發展校長、學區

教育局長和教育行政人員的科技專業

（Education Commission of the States, 

2001）。 

綜上所述，校長作為教育領導者

的角色與功能已有了重大改變，而伴隨

著資訊科技的蓬勃發展及其對學校行政

的衝擊，美國各州的教育廳紛紛設立了

科技領導學院，以提供課程方案給予校

長和學區教育局長進修。而科技領導學

院最重要的目標，在於協助校長和學校

行政人員使用科技工具，以求更有效能

的學校領導，並提升教師的教學效能和

學生的課業績效。 

自1990年以來，國內外有關科技

融入學校革新和教學之論述陸續提出

（尹玫君，2003；李新民，2000；徐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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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 2003；Alexander, 1997; Bauder, 

1993; CMP Information, 2001; Forrest, 

1993; Mandinach & Cline, 1994; 

Marcovitz, 1996; Saye, 1994; Sheppard, 

Boone, & Stevens, 1999; Suen, 1998; 

Wesley, 1996; White, 1992），同時，國

外關於科技領導的研究，也受到學術界

重視（Aten, 1996; Battle, 2004; Ford, 

2000; Hudanich, 2002; Inkster, 1998; 

Kadela, 2002; Matthews, 2002; Mirra, 

2004; Nash, 2002; Rogers, 2000; Seay, 

2004）。因此，了解校長科技領導的內

涵層面，不僅將有助於發展該研究領

域，也能讓校長在科技領導角色之扮演

上有所依循，此為研究動機之一。 

國內九年一貫課程「基本能力」

中指出，科技與資訊的發展和應用，已

成為衡量國力強弱盛衰的重要指標；因

此，培養學童具備運用科技與資訊的能

力，更是教育的重要目的（教育部國民

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2003）。以臺北

市教育局為例，為能建立優良的資訊教

學環境、推動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建立

教學資源庫及培養學生現代化的資訊能

力，於1997年6月訂定《臺北市資訊教

育白皮書》（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2002）。此外，臺北市國民小學校務評

鑑實施計畫項目之一，即是校長與各處

室行政人員參與「訂定與落實完善的資

訊教育發展計畫」；臺中市教育局則自

1989年起，陸續提出市政資訊化政策，

以推動中小學行政電腦化及推展學校資

訊教育，並於2004年1月起陸續推廣

「臺中市中小學校長資訊基礎能力教育

訓練」和「資訊種子學校培訓及審查」

（臺中市教育局網路中心，2004）；高

雄市政府的「教育局資訊教育中心」於

2001年運作以來，也分別於2003年和

2004年分別舉辦過「各級學校校長資訊

知能及應用研習」和「校長資訊知能及

應用研習」（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2004）。綜合上述美國科技領導學院的

發展與國內校長資訊能力的提升要求，

皆顯示出校長在科技領導能力、科技專

業能力，以及訂定科技發展計畫上的需

求，已為時勢所趨。由於國內關於校長

科技領導實施現況的研究並不多見，因

此，本研究透過臺中市國小的實證研

究，了解教師對校長科技領導的知覺，

進而提供國內學校領導者參考，希冀能

以更有效的管理模式處理科技相關議

題，成功地執行相關資訊科技的教育政

策，此為研究動機之二。 

在眾多角色中，校長在科技領導

的角色逐漸受到重視，係由於近年來電

腦和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電腦、網路

和應用軟體等資訊科技被廣泛引入學

校，對學校行政、教學、課程、人際關

係等方面產生重大的影響。學者觀察到

科技對於學校教育和行政變革的重大影

響和良好成效，乃提出科技領導的概

念，主張校長應該扮演科技領導者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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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亦即校長不僅需具備科技素養，也

要進行科技方面的領導，使得教師和學

校行政人員能善用資訊科技，增進教學

和行政的成效（葉連祺，2003）。綜上

所述，從美國科技領導學院的發展、國

內校長資訊基礎能力的提升，以及校長

領導角色的改變，可了解到科技領導角

色的重要性，其目的係在提升校長的科

技專業能力，以因應資訊社會的來臨。

同時，伴隨著校長領導角色的改變，科

技的議題是校長在領導上所不可忽視

的，因此，為了提升行政與教學的效

能，校長應積極扮演科技領導者的角

色。然而，實施校長科技領導所面臨到

的實務問題為何，值得進一步探究，此

為研究動機之三。 

二、待答問題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待答

問題如下： 

(一 )校長科技領導的內涵層面為

何？ 

(二)國內國小教師對校長實施科技

領導現況的知覺為何？ 

(三)國內實務上實施校長科技領導

所面臨的問題為何？ 

三、國外科技領導的研究現況 

美國有關科技領導之研究，自

1990年代以來陸續受到重視，如Ray

（1992）在〈教育科技領導的再造時

代〉（ Educational Technology Leader-

shop for the Age of Restructuring）研究

中指出，優質的教育科技領導需要精鍊

的人際關係、溝通能力及科技能力。

Bailey（1997）在〈科技領導者在科技

整合的二十一世紀所必須了解的十項基

本概念〉（What Technology Leaders 

Need to Know: The Essential Top 10 

Concepts for Technology Integ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之研究中發現，相較

於過去，科技內容正快速的改變，行政

人員需了解他們本身在科技上的領導角

色如下：(1)變革；(2)科技計畫；(3)倫

理；(4)教導與學習；(5)安全與保障；

(6)課程；(7)成員發展；(8)基本設施；

(9)科技的支持及 (10)科技領導。

Anderson與Dexter（2000）在〈學校科

技領導：影響與衝擊〉（School Tech-

nology Leadership: Incidence and Im-

pact）之研究中提出，科技領導變項為

以下八個指標的總合：(1)預算；(2)學

區支持科技；(3)補助金；(4)智慧財產

權政策；(5)校長奉獻於科技的時間；

(6)校長使用電子郵件；(7)人員發展政

策及(8)科技委員會。而科技領導的議

題可區分為五個領域：(1)發展願景；

(2)計畫與評鑑；(3)確定科技應用於所

有內容領域；(4)確保所有學生群（例

如危機邊緣學生、特殊教育學生）能參

與使用科技及(5)評量外部因素的衝擊

（例如軟硬體工業的趨勢）（C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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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Aten（1996）在其〈加州學校再造

的教育領導本質分析〉（An Analysis of 

the Nature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Leadership in California’s SB 1274 

Restructuring School）博士論文中發

現，學校中的科技領導本質包括：(1)

共同領導（如合作式決策、不同的人為

不同的工作提供領導）；(2)額外補償；

(3)科技整合（如課程整合、支持再

造、支持學校運作、支持教師使用、了

解未來趨勢）及 (4)人際關係技巧。

Aten進一步發現，教育科技領導者必備

的行為特徵包括： (1)良好的溝通技

巧；(2)幽默感；(3)根據需要以優先順

位排列工作；(4)良好組織；(5)促進其

他方式的領導；(6)說明科技如何支持

學校變革； (7)應用科技解決學校需

求；(8)妥善管理時間；(9)妥善處理模

糊性及(10)追求專業發展。 

英國有關科技領導研究的現況，

以Robinson（1994）為代表，Robinson

指出，學校行政人員必須協助教師了解

科技的潛能，辨認出可用的軟硬體設

備；讓學校成員透過工作坊、團隊教學

（team teaching）、工作學習單和其他

資源等方式，交換使用資訊科技的想

法；行政人員也要確認出需要在職訓練

的學校成員，並審閱所有學校成員在使

用資訊科技上的成效。而在香港方面，

教育統籌局則提供實務訓練給國小校

長，例如教育統籌局專為國小校長設立

了資訊科技領導培訓課程，目的是協助

校長建立知識與技能，以及了解使用資

訊科技對於學習與教導的影響。該培訓

課程提供電子領導（e-leadership）網上

學習平臺實作、建立電子信心（ e-

confidence）與願景等工作坊，讓國小

校長在課程結束時，能有以下的學習成

果：(1)會建立一個實踐資訊科技教育

的網絡；(2)對嶄新資訊科技之各重要

層面有更深入的了解；(3)會擬定一個

新學年的資訊科技行動計畫；(4)會探

索應用資訊科技於學習與教導的不同模

式；(5)透過親身觀察和辯論，會認識

如何運用本課程的學習經驗，融合資訊

科技於學校課堂上，藉以達到課程改革

的目標，以及(6)會了解教育上嶄新的

資訊科技（Center for Information Tech-

nology in Education, 2005）。 

綜上所述，美國的研究現況如同

雨後春筍般地展現，英國則處於起步的

階段，而香港也提供了國小校長資訊科

技領導培訓課程。反觀國內關於科技領

導研究的資料，顯得相當有限，研究者

以「科技領導」（ technology leader-

ship）為關鍵字在國內「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的「遠距圖

書服務系統」搜尋下，共計出現四篇相

關論述；而在國外的「ProQuest數位化

博士論文資料庫」（ UMI ProQuest 

Digital Dissertations）下搜尋，共計出



校長科技領導層面與實施現況之研究 7 

 

現二十筆相關的博士論文；在「教育資

源資訊中心資料庫」（Education Re-

sources Information Center Database）下

搜尋，共計出現二百三十四筆相關的論

述。相較於國外備受重視的研究現況，

國內對科技領導的研究尚處於起步階

段，因此該領域仍有相當大的研究空

間。 

四、科技領導的內涵層面 

綜 合 文 獻 探 討 （ Anderson & 

Dexter, 2000; Aten, 1996; Bailey, 1997; 

Bailey & Lumley, 1994; Chang, 2002; 

Cory, 1990; Ford, 2000; Inkster, 1998; 

ISTE, 1998, 2001; Jewell, 1998; Kearsley 

& Lynch, 1994; Kline, 1993; Moursund, 

1992; Ray, 1992），本研究歸納出五項

科技領導的內涵層面，亦即(1)願景、

計畫與管理；(2)成員發展與訓練；(3)

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 (4)評鑑與研

究，以及(5)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茲

就各層面內容分述如下： 

(一) 願景、計畫和管理 

願景、計畫和管理一直被視為是

科技領導非常重要的層面（Bailey, 

1997; Chang, 2002; Cory, 1990; Inkster, 

1998; ISTE, 2001; Jewell, 1998; Ray, 

1992），有效的科技領導者必須具備科

技如何產生學校變革的願景（Cory, 

1990），而發展上述願景，需要校長了

解新興科技發展的動向和趨勢。Inkster 

（1998）指出，開創一個「如何讓教師

與學生使用科技」的願景，在評鑑校長

的科技領導效能上非常重要；校長必須

有一個非常清楚的科技願景，並了解科

技在教室中的功能。學校缺少了科技願

景，教職員將缺少方向與引導（Ross & 

Bailey, 1996）。而學校的利益關係人

（stakeholders），如教師、學生、家長

和社區成員等，必須要能參與學校科技

願景的規劃；最重要的是學校和利益關

係人的共識愈大，科技的願景與計畫愈

可能實現（Jewell, 1998）。 

Inkster（1998）在其校長科技領導

的研究中指出，校長對分享式決定

（shared decision-making）的承諾，最

重要的是科技管理技巧。國際教育科技

協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echno-

logy in Education）（ISTE, 1998）在推

薦給科技領導者的十一項任務中，「設

備和資源管理」的任務包括各式各樣的

管理技巧和知識，亦即科技領導者要有

能力籌備預算、協助電腦相關設備的計

畫，以及規劃有關科技的設備維護方

案。此外，Kline（1993）認定的資源

管理（resource management）能力，類

似於國際教育科技協會所列舉的任務；

而Kline所列的其他能力，包括使用行

政軟體程式以維護學生的學習紀錄和設

備的財產目錄（引自Ford, 2000）。在

Kline（1993）的研究中，將資源管理

列為十項科技領導技巧之一（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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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d, 2000）；相同地，Ford（2000）也

將設備和資源管理列為十項科技領導能

力之一。 

(二) 成員發展與訓練 

成員發展與訓練是科技領導的重

要層面（ Anderson & Dexter, 2000; 

Aten, 1996; Bailey, 1997; Chang, 2002; 

Ford, 2000; Inkster, 1998; Kearsley & 

Lynch, 1994），Ford（2000）之研究發

現，描述和確定成員發展的資源，是科

技領導者最重要的責任。在Ford的調查

問卷中，「成員發展」向度是由下列三

種能力組成，亦即描述和確定成員發展

資源、設計成員發展課程，以及能制訂

不同的成員發展計畫。根據國際教育科

技協會（ISTE, 1998）課程綱要指出，

成員發展活動的計畫與設計是非常重要

的，在成員發展的領導上，維持最新式

的議題與模式，是科技領導者需具備的

角色。同樣地，Moursund（1992）認

為，學校的在職訓練與成員發展計畫應

確認出主要資源，並能提供指導給每個

學科和年級教師，以幫助其完成教學科

技計畫；同時，建立資源中心是促進成

員有效專業發展的關鍵步驟。Collis

（1988）更指出，校長科技領導技巧之

一是提供自由時間（released time）作

為科技訓練之用（引自Kearsley & 

Lynch, 1994）。 

(三) 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 

科技的支持（Anderson & Dexter, 

2000; Aten, 1996; Bailey, 1997; Chang, 

2002; Ford, 2000; Inkster, 1998; Kearsley 

& Lynch, 1994; Kline, 1993） 和基本設

施（ Aten, 1996; Bailey, 1997; Ford, 

2000; Inkster, 1998; Kearsley & Lynch, 

1994）是科技領導的重要層面，當教師

和職員們需要協助時，科技領導者需提

供技術的支持（Bailey, 1997）。Collis

（1988）亦指出，確保公平取得科技資

源的機會和適當的科技使用設備，是校

長所應具有的科技領導技巧。在Aten

（1996）的研究中指出，支持各式各樣

的軟體應用程式、維護和修理設備，是

教育科技領導者必備的技巧。在Inkster

（1998）的研究中指出，確保科技的取

得與增加科技的支持，是校長必須具備

的作為。同樣地，在Ford（2000）的研

究中發現，科技領導能力亦包括操作系

統、軟硬體選擇、安裝、維護、設備和

資源管理等。 

(四) 評鑑與研究 

評鑑與研究是科技領導的另一個

重要層面（Aten, 1996; Chang, 2002; 

Cory, 1990; Ford, 2000; Inkster, 1998; 

ISTE, 1998, 2001; Kline, 1993; 

Moursund, 1992），有效能的校長會執

行對教師的評鑑程序，此係作為評鑑教

師個人成長，以建立科技標準，並引導

專業發展計畫。有效能的校長會根據教

師在教學過程中使用科技的效能，作為

評估教師績效的指標；同時，校長要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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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學生的學業成績資料加以研究，並鼓

勵師生善用科技，以改善學生的學習效

能（ISTE, 2001）。而Cory（1990）指

出，由於教學軟體程式的迅速更新，每

年應針對校內的教學軟體程式進行評

鑑。在Aten（1996）的研究中指出，科

技領導所必須具有的技巧，包括從成本

效益和對教育衝擊的觀點來評鑑科技，

並需評鑑學校中既存的科技；在Inkster

（1998）的研究中亦指出，科技領導技

巧包含監督的能力，如評鑑課程和教學

表現。更重要的是科技領導者要能評鑑

學校的科技計畫，並進一步改進計畫。 

(五)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人際關係對於校長的科技領導效

能會產生影響，也是重要的科技領導層

面（Aten, 1996; Bailey & Lumley, 1994; 

Chang, 2002; Jewell, 1998; Moursund, 

1992）。在Aten（1996）的研究中發

現，人際關係技巧是重要的科技領導成

分，其重要性更是凌駕於科技專門技

術；Bailey與Lumley（1994）指出，當

校內成員們學習使用新科技時，領導者

必須能提供支持；Moursund（1992）

的科技領導研究中指出，人際關係技巧

被列為是最重要的；而技術上的技巧則

是被列為最不重要的。在Moursund所

列的十四項任務中，計畫、執行及管理

的人際關係技巧，其重要性遠勝於個人

職位上有關技術方面的責任（引自

Ford, 2000）。 

溝通技巧亦是科技領導的重要層

面（Aten, 1996; Inkster, 1998; Kline, 

1993），在Aten（1996）的研究中指

出，好的溝通技巧是教育科技領導者最

首要的行為特徵。在Inkster（1998）的

研究中，校長的溝通技巧與個人的科技

領導技巧緊密相連；Ray（1992）亦指

出，優質的教育科技領導者，需要精鍊

的人際與溝通能力和適度的科技能力。 

上述文獻中所整理出來的五項重

要特徵，是科技領導的內涵層面，每一

項特徵有其理論和實證研究上的支持，

而各層面深深影響了學校內師生教學活

動的進行。綜觀以上論述可知，並非要

求學校領導者成為科技的專家，而是要

學校領導者成為科技的規劃者（規劃科

技願景）、提供者（提供發展與在職訓

練）、支持者（支持軟硬體設備的取

得）、評鑑者（評鑑教師科技專業與既

有設備），以及協調者（協調人際關係

與強化溝通技巧）。質言之，學校領導

者要成為校內科技使用的促進者，進而

成為學校的科技領導者，以提升學校的

行政和教學效能。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檢測校長科技領導之

相關層面，並探討目前校長科技領導之

實施現況。以下就研究對象、研究工

具、實施程序、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等

四方面分別加以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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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以臺灣臺中市國民小

學教師為施測對象，採取隨機抽樣方

式，共計抽取35所學校之教師。本研究

共計寄出700份問卷，去除無效回收問

卷之後，有效問卷為434份，回收率為

62%。在有效樣本的基本資料分析中，

性別部分男性占129位，女性占296位

（缺失值為9位）；年齡部分以35歲至未

滿45歲居多（占有183位）；學校規模部

分以36-62班居多（占267位）；服務年

資以11-20年居多（占145位）；學歷部

分以師範大學和師範學院居多（占215

位）；擔任職務以教師居多（占 205

位）。 

二、研究工具 

為檢測校長科技領導之相關層

面，本研究使用的工具為「國民小學校

長科技領導現況調查問卷」。該問卷係

由研究者修正自「科技領導問卷」

（Technology Leadership Questionnaire）

（Chang, 2002）而來，原英文問卷計

有五個層面，題目數共計有39題，本研

究直接將原問卷翻譯成中文並修正部分

用語之外，題目數仍維持原來的39題，

另外新增一題開放式問題。 

原問卷之各分量表的Alpha係數分

別如下：願景、計畫與管理（ .94）、

成員發展與訓練（ .90）、科技與基本

設施支持（  .91）、評鑑與研究

（  .95）、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 .92）。本研究之「國民小學校長科

技領導現況調查問卷」共計有39題，採

用Likert五點量表，其選項分為「非常

符合」、「大致符合」、「有點符合」、「大

致不符合」、「非常不符合」等五個選

項，問卷依據受試者的察覺與感受加以

填答。計分時，非常符合5分，大致符

合4分，有點符合3分，大致不符合2

分，非常不符合1分。另外，在問卷中

最後所提供的開放式問題（校長在促進

科技使用之角色有何建議或看法）係作

為質化資料蒐集的來源，以了解受試者

對校長在校內促進科技使用的看法。 

三、實施程序 

本研究自2004年8月上旬開始至

2005年6月下旬結束；2004年10月對臺

中市國小教師進行問卷預試（ pilot 

study），問卷的正式施測是在2005年3

月實施。預試和正式問卷的施測，係以

限時專送方式寄出，並配以郵寄兩次明

信片催收問卷，以提高回收率；另外，

訪談2位國小校長則是在6月中旬進行，

並根據訪談內容做成逐字稿，透過資料

分析以解釋校長在實施科技領導上所面

臨到的問題。 

四、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 

預試問卷回收後將資料輸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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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以SPSS 12.01 for Windows（以下

簡稱SPSS）進行信度和效度分析，並

根據因素負荷量的結果，調整問卷中各

因素所屬題目。正式問卷回收後，利用

SPSS進行校長科技領導實施現況之分

析，所採用的統計方法包括：次數分配

及百分比、平均數與標準差、信度分

析、因素分析，以及變異數分析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為了

檢測校長科技領導之相關層面，以

Mplus 3.11進行結構方程模式分析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實務上實施校長科技領導所面臨的問

題，則透過開放式編碼（open coding）

等步驟，用以分析訪談逐字稿；教師根

據問卷中開放式問題所提供的意見，也

作為資料分析的來源。 

參、結果與討論 

晚近科技領導之研究，如雨後春

筍般的展現，也強化了校長扮演科技領

導者的角色，進而重視科技與學校教育

和改革的關係。基於此，本研究之主要

目的，乃在檢測科技領導的內涵層面與

實施現況，其主要發現如下。 

一、科技領導的內涵層面 

(一) 校長科技領導相關層面之檢測 

1.信度分析與驗證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將回收後的有效問卷，經

過信度分析之後發現，全量表的內部一

致性係數為 .985，該係數顯示出整體

量表具有相當的同質性。而各分量表的

Alpha係數分別為 .954（願景、計畫與

管理）、.945（成員發展與訓練）、.945

（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955（評鑑

與研究）、 .966（人際關係與溝通技

巧）。「國民小學校長科技領導現況調查

問卷」的驗證性因素分析發現（經由主

成分分析法），39題測量題目可抽離出

五個因素：第一個因素（評鑑與研究）

可解釋64.652%的變異量；第二個因素

（願景、計畫與管理）可解釋3.543%

的變異量；第三個因素（人際關係與溝

通技巧）可解釋3.341%的變異量；第

四個因素（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可解

釋2.859%的變異量；第五個因素（成

員發展與訓練）可解釋2.637%的變異

量，合計為77.032%。校長科技領導經

因素分析轉軸後的成分矩陣詳見表1；

校長科技領導各層面解說總變異量詳見

表2。 

(二) 結構方程模式之分析 

結構方程模式能提供一種同時定

義與測量多元向度構念（如校長的科技

領導）的能力，本研究的結構方程模式

適配度可透過下列五種評估指標衡量：

卡方統計值（chi square）、比較適合度

指標（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

Tucker-Lewis指標（亦稱為非基準的配

合指標）、標準化假設模型整體殘差

（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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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校長科技領導經因素分析轉軸後的成分矩陣 

層面 題號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因素四 因素五 
 30 .738     
 27 .700     
 26 .679     
 25 .671     

評鑑與研究 31 .670     
 28 .644     
 29 .635     
 24 .618     
 4  .720    
 3  .670    
 7  .661    
 8  .650    
 2  .638    

願景、計畫與管理 5  .631    
 9  .624    
 1  .594    
 6  .587    
 10  .545    
 36   .728   
 35   .719   
 34   .706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38   .702   
 37   .694   
 33   .661   
 39   .624   
 32   .542   
 20    .677  
 17    .671  

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 21    .658  
 18    .658  
 19    .651  
 22    .643  
 23    .440  
 15     .757 
 14     .739 

成員發展與訓練 12     .701 
 13     .692 
 16     .677 
 11     .474 

表 2 校長科技領導各層面解說總變異量 

初始特徵植 平方和負荷量萃取 轉軸平方和負荷量 
成分 

總和 變異數的% 累積% 總和 變異數的% 累積% 總和 變異數的% 累積% 
1 25.214 64.652 64.652 25.214 64.652 64.652 6.732 17.262 17.262 
2 1.382 3.543 68.195 1.382 3.543 68.195 6.680 17.128 34.391 
3 1.303 3.341 71.536 1.303 3.341 71.536 6.406 16.427 50.818 
4 1.115 2.859 74.395 1.115 2.859 74.395 5.263 13.494 64.312 
5 1.028 2.637 77.032 1.028 2.637 77.032 4.961 12.720 77.032 

萃取法：主成分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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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dual, SRMR）、平均近似值誤差平方

根（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

mation, RMSEA）（Heck & Thomas, 

2000）。本研究透過3.11版本的Mplus

（Muthén & Muthén, 2004）軟體的最

大概似配置功能（maximum likelihood 

fitting function）分析資料，以測量單

層面（single level）結構方程模式的效

度，而本研究的模式適配度分析如表3

所示。 

表3的適配指標顯示，模式的適配

度大致良好，Heck與Thomas（2000）

認為，如果模式適配度良好，研究者已

有適當的證據支持理論模式關係。在衡

量理論模式之後，需考慮結構方程模式

的標準化參數估計（如表4所示），以了

解各層面對科技領導的貢獻度。除參數

估計之外，表4亦陳列出結構方程模式

的殘差和多元相關平方。其中參數估計

（或觀察變項的負荷量）範圍從 .871

至 .911，其t值皆大於1.96，表示所有

層面皆具有顯著水準（p < .05），亦即

這些觀察變項在反映其所形成的潛在變

項是有效的。而科技領導各層面的解釋

變異（即多元相關平方）介於  .758

與 .830之間，殘差介於 .170與 .242之

間；因此，SEM模式指出，觀察變項

（五項層面）能成為潛在變項（校長科

技領導）的有效測量指標，換言之，該

五項層面能有效地解釋校長科技領導，

其模式如圖1所示。 

綜上所述，科技領導的內涵層面

經過驗證性因素分析之後，萃取出五個

因素，分別為：(1)評鑑與研究（如執

行教師科技專業成長的評鑑程序；評鑑

在教學計畫上有關科技的使用）；(2)願

景、計畫與管理（如清楚地說明學校中

科技使用的願景；發展共同願景和長期

科技計畫；利用科技以有效地管理行政

運作）；(3)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係指

有效地與教師、職員、學生等，以及與

社區成員、家長、地方企業人士等人員

溝通的能力）；(4)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

（如提倡適當的支持科技；尋求外部的

科技基金資源）；以及(5)成員發展與訓

練（如提供在職訓練以獲得特定的科技

技巧；分配資源以作為在科技上的在職

訓練之用）。本研究之因素分析檢測了

原工具（科技領導問卷）所包含的五項

科技領導層面，而各層面可以解釋的變

異量分別為評鑑與研究（64.652%）；

願景、計畫與管理（3.543%）；人際關

係與溝通技巧（3.341%）；科技與基本

設施支持（2.859%）；以及成員發展與

訓練（2.637%），合計為77.032%。上

述五項層面也經由結構方程模式加以測

量其效度，五項層面的參數估計分別

為：評鑑與研究（.904）；願景、計畫

與管理（.911）；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 . 9 0 3）；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

（.906）和成員發展與訓練（.871）。

此發現與美國校長科技領導之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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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研究模式的適配度分析 

配適指標 建議要求標準 結果 
卡方統計值（chi square） 不顯著 10.307（p > .01） 
比較適合度指標（comparative fit index） > .90 .998 
Tucker-Lewis指標 > .90 .995 
標準化假設模型整體殘差（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d 
residual） 

介於0至 .05之間 .006 

平均近似值誤差平方根（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 .05 .050 

表 4 參數估計、殘差和多元相關平方 

科技領導層面 參數估計 殘差 多元相關平方 
願景、計畫與管理 .911* .170 .830 
成員發展與訓練 .871* .242 .758 
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 .906* .179 .821 
評鑑與研究 .904* .182 .818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903* .185 .815 

* p < .05 

 

 評鑑與研究 

願景、計畫與管理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 

成員發展與訓練 

0.18 

0.17 

0.19 

0.18 

0.24 

科

技

領

導 

0.90 

0.91 

0.90 

0.91 

0.87  

圖 1 科技領導層面之測量模式 

 

所分析產生之層面大致符合。 

二、 校長科技領導實施現況
之分析 

(一) 科技領導各層面現況 

本研究工具的校長科技領導共分

為五項層面，每項層面及其各題目之平

均數和標準差如表5所示。就各層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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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科技領導現況各層面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願景、計畫與管理 Mean SD 
1 清楚地說明學校中科技使用的願景 3.70 .87 
2 發展共同願景和長期科技計畫 3.72 .83 
3 授權一個包含不同成員的科技計畫團隊 3.63 .99 
4 執行科技豐富化的學校改善計畫 3.70 .90 
5 提倡學校的科技資源 3.92 .83 
6 運用公平和合理的判斷分配科技資源 3.78 .86 
7 有效地管理科技上的變革 3.70 .87 
8 分配資源以提高科技計畫的執行 3.73 .88 
9 利用科技以有效地管理行政運作 3.86 .83 
10 有效地管理科技設備和資源 3.86 .83 

Total   3.762 .734 
成員發展與訓練 Mean SD 

11 鼓勵在科技領域上的在職訓練 4.01 .88 
12 提供在職訓練以獲得特定的科技技巧 3.87 .87 
13 分配資源以作為在科技上的在職訓練之用 3.73 .87 
14 支持設計一個科技上的在職訓練課程 3.80 .91 
15 支持傳遞科技上的在職訓練 3.80 .89 
16 提供時間以作為科技訓練之用 3.78 .89 

Total  3.836 .783 
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 Mean SD 

17 提供適當的科技設備 3.91 .87 
18 確保科技設備的使用是適當的 3.89 .86 
19 確保相同的機會取得科技資源 3.83 .86 
20 當學校人員需要協助時，能確保科技的支持 3.92 .83 
21 確保設備的即時修理與維護 3.95 .86 
22 確保各式樣的軟體應用程式給學校人員 3.82 .88 
23 尋求外部的科技基金資源 3.63 .93 

Total   3.851 .755 
評鑑與研究 Mean SD 

24 執行教師科技專業成長的評鑑程序 3.76 .79 
25 考慮有效的使用科技是評量教職員表現的一部分 3.72 .80 
26 評鑑在教學計畫上有關科技的使用 3.71 .82 
27 評鑑學校的科技計畫 3.68 .86 
28 從成本效益的觀點評鑑科技 3.61 .86 
29 評鑑教室和實驗室中的電腦操作系統 3.59 .91 
30 利用地區的資料去評鑑教學上使用科技的情形 3.48 .89 
31 應用科技相關的研究以引導學校中科技的使用 3.63 .85 
32 鼓勵學校人員利用有關資訊資源作為科技專業的成長 3.94 .81 

Total  3.680 .724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Mean SD 

33 了解教職員和學生在科技上的需求和關心 3.96 .84 
34 公平與尊敬的對待所有學校人員有關於科技的取得與訓練 4.00 .82 
35 有關於科技上的事務，能與教職員生維持正面的關係 4.02 .79 
36 當教職員學習使用科技時，能展現出耐心 4.06 .79 
37 與學校外的科技支持團體維持正面的關係 3.95 .80 
38 有效地與教職員和學生溝通有關科技的議題 3.92 .83 
39 有效地與學校外的支持團體溝通科技的議題 3.88 .83 

Total  3.977 .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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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以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的平均數最

高（Mean = 3.977, SD = .741），其次依

序為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Mean = 

3.851, SD = .755），成員發展與訓練

（Mean = 3.836, SD = .783），願景、計

畫與管理（Mean = 3.762, SD = .734），

以及評鑑與研究（Mean = 3.680, SD 

= .724）。綜合分析結果，臺中市國民

小學教師所知覺到的校長科技領導實施

現況尚稱良好。 

(二) 變異數分析 

本研究探討之人口與環境變項包

括年齡、學校規模、服務年資、最高學

歷、擔任職務，經過t考驗與變異數分

析之後，僅「學校規模」變項和「職

務」變項有顯著，其餘皆未達 .05顯著

水準。為節省篇幅，以下僅就顯著部分

加以說明。 

「學校規模」變項在「願景、計

畫與管理」、「成員發展與訓練」、「科技

與基本設施支持」、「評鑑與研究」、「人

際關係與溝通技巧」均達顯著水準（p 

< .05）。進一步事後比較結果如表6、

表7、表8、表9與表10所示。事後比較

顯示出小型學校（17班以下）或中小型

學校（18-35班）在校長科技領導各層

面的看法上，普遍優於中大型學校

（36-62班）或大型學校（63班以上）。

分析其原因，此與小型學校或中小型學

校在溝通的效能上較佳有關，而中大型

或大型學校所需經費較多，因此在科技

相關的設備或經費上稍顯不足，影響到

科技領導效能。 

在Anderson與Dexter（2000）之研

究中指出，相較於小型學校（300名學

生以下），大型學校（600名學生以上）

除了在「學區支持科技的費用」和「成

員在科技上的發展」兩項變項之外，大

型學校較傾向於具備科技領導的指標，

如成立科技委員會、編列科技預算、校

長定期地使用電子郵件與教師、學生和

行政人員溝通、校長奉獻於科技的時

間、獲得電腦專用的補助金、制訂智慧

財產權政策等。而大小型學校在科技領

導上的差異，在於小型學校的校長較大

型學校的校長在每年能支出五天以上時

間於科技議題上，大型學校的校長卻多

半將業務委予下級行政人員。Anderson

與Dexter之發現與本研究大致符合，究

其原因，乃在大型學校的校長較有充足

人力分擔科技領導的執行；而小型學校

校長卻多半必須親自處理。此外，小型

學校規模較小，較有利於校長進行與成

員之溝通。 

「職務」變項在「科技與基本設

施支持」層面上達顯著差異（ p 

< .05），進一步事後比較結果如表11所

示。事後比較顯示出在「科技與基本設

施支持」層面上，教師兼主任的看法優

於級任教師的看法。此可能與行政人員

對學校的科技與基本設施現況較一般教

師清楚，且行政人員對於該層面較能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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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不同學校規模」對「願景、計畫與管理」的看法 

  學校規模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願景、計畫與管理 1. 17班以下 16 4.23 0.54 5.37* 1 > 3, 1 > 4 

 2. 18-35班 61 3.96 0.82  2 > 3 

 3. 36-62班 259 3.67 0.72   

 4. 63班以上 87 3.82 0.68   

 全體 423 3.76 0.73   

* p < .05 

表 7 「不同學校規模」對「成員發展與訓練」的看法 

  學校規模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成員發展與訓練 1. 17班以下 16 3.99 0.58 4.20*  

 2. 18-35班 63 4.13 0.77  2>3, 2>4 

 3. 36-62班 266 3.76 0.78   

 4. 63班以上 87 3.83 0.79   

 全體 432 3.84 0.78   

* p < .05 

表 8 「不同學校規模」對「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的看法 

  學校規模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 1. 17班以下 16 4.42 0.50 7.81* 1 > 3, 1 > 4 

 2. 18-35班 63 4.14 0.81  2 > 3, 2 > 4 

 3. 36-62班 264 3.75 0.73   

 4. 63班以上 87 3.83 0.74   

 全體 430 3.85 0.76   

* p < .05 

表 9 「不同學校規模」對「評鑑與研究」的看法 

  學校規模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評鑑與研究 1. 17班以下 16 3.94 0.52 5.85*  

 2. 18-35班 63 3.99 0.80  2 > 3, 2 > 4 

 3. 36-62班 265 3.60 0.68   

 4. 63班以上 87 3.67 0.76   

 全體 431 3.68 0.72   

*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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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不同學校規模」對「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的看法 

  學校規模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1. 17班以下 16 4.45 0.47 4.85* 1 > 3, 1 > 4 
 2. 18-35班 63 4.19 0.76  2 > 3 
 3. 36-62班 264 3.90 0.73   
 4. 63班以上 86 3.97 0.76   
 全體 429 3.98 0.74   

* p < .05 

表 11 「不同職務」對「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的看法 

  學校規模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 1.級任教師 203 3.76 0.82 2.40*  
 2.科任教師 21 3.88 0.71   
 3.教師兼組長 153 3.89 0.70   
 4.教師兼主任   46 4.11 0.61  4 > 1 
 全體 423 3.85 0.76   

* p < .05 

 

持正面的看法有關。 

三、 實施校長科技領導面臨
問題之分析 

校長在實施科技領導所遭遇之困

難，係由「科技領導問卷」中開放性問

題得知，該問題詢問受試者「對於校長

在促進科技使用之角色有何建議或看

法」。在受試者所提出的建議與看法

中，經過開放式編碼與整理之後，可分

為經費、設備、成員發展和領導等四方

面的看法，茲說明如下。 

(一) 經費方面 

校長在促進科技使用的角色上所

面臨到的經費問題，以學校面臨「經費

不足」為主；受試者建議校長爭取（籌

措）經費（資源），如有填答者反應： 

希望爭取經費設立科任教室網路

線及電腦設備；希望能爭取各項

促進科技進步的資源和設備；小

學校經費極缺，巧婦難為無米之

炊；積極經營、有效籌措相關經

費；科技使用融入教學在未來是

時勢所趨，但不知是否因經費不

足，導致周邊設備的缺乏。希望

未來校長能爭取，使能改善教學

品質，並符合時代之需求；多籌

措支持經費，促進電腦升級。 

對於上述經費不足的問題，校長

的看法如下： 

的確，小學的經費拮据，尤其在

教學設備方面有限。（2005/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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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校長訪談） 

本校為新設學校，E化設備完整，

班班有電腦、單槍投影機，又可

以上網，可說資訊融入教學齊備

投入。然一般學校設備尚缺，確

實有補足之必要。（2005/6/20，乙

校長訪談） 

受試者也建議校長編列固定預

算、尋求外部科技基金為策略，以提供

適當的設備，如： 

應每年編列固定預算；尋求外部

的支援，提供學校人員更方便的

使用電腦等科技設備；期待多尋

求外部的科技基金資源，以提升

並維護校內的科技設備；有多少

經費做多少事，巧婦難為無米之

炊，單有遠大的抱負，沒有資源

也枉然，因此要推行要先給予充

分配套措施，才好推行；在經費

允許上，提供全校師生必要的軟

硬體資源；本校因屬於大型老舊

學校，校舍建築年代較老，設備

老舊，若經費許可，希望每間教

室配置一台電腦。 

然而，對於經費預算的問題，校

長卻有不同的看法： 

每年編列固定預算，並非學校編

列就可有經費。經費完全掌控在

教育局，所以可以年年提報，等

待吧！（2005/6/18，甲校長訪談） 

關於尋求外部支援的做法，校長

所提出的策略如下： 

本校尋求大學、環保署等國立機

構報廢但尚堪用的電腦，充做各

班教室教學用，至少每班尚有一

部可用。而本校請家長會協助學

校網路線設置，現在各班都可在

教室上網搜尋資料。（2005/6/18，

甲校長訪談） 

除了尋求外部資源之外，校長也

提出校內資源整合的策略： 

每間教室置一台電腦，無單槍之

設備仍嫌不足。何不將每間教室

電腦湊合成成組的E化完整設施專

科教室，或許可發揮部分E化之需

求。（2005/6/20，乙校長訪談） 

(二) 設備方面 

校長在促進科技使用的角色上所

面臨到的設備問題，係與經費息息相

關。承上所述，經費的問題直接影響學

校設備的豐富與否，而設備的豐富與

否，更直接衝擊到師生的使用問題。受

試者認為，校長在教學設備、軟硬體的

提供、設備的使用上，宜能符合教師與

學生的需要，如： 

希望評估教室中配置單槍的需

求；希望全校都能上網；軟硬體

需時時不斷更新；能開放軟硬體

設備供師生自由使用；教學上的

設備不足，很多媒體無法完全發

揮使用，希望能多充實科技資

源；學校設備仍不足，在規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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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資源上仍須努力；請支援級

任，至少每學年有一套配備完整

的電腦使用（包括可上網、列表

機及教學相關的軟體）。 

關於設備的需求問題，校長指出

校內的狀況： 

全校都能上網，但尚未每班有單

槍配置及列表機，故在教學上發

揮有限。但是在教師休息室及圖

書室，將多餘電腦安置，讓科任

教室也可運用。（2005/6/18，校甲

長訪談） 

至少每學年一套配備完整之設

施，但仍需有完整的使用管理及

教師先備能力之進修。（2005/6/ 

20，乙校長訪談） 

受試者亦指出，能夠提供適當設

備的學校，才有助於教與學的進行。

如： 

本校因校舍老舊，資訊設備不

足，在一般教室中，較難要求教

師將資訊充分融入。全校教師亦

萬分期待，經由老舊校舍的更

新，能促進全校教師在資訊能力

方面的專業成長，造福學生；本

學期的教師學用品上貼心的多了

兩支投影專用筆、支援列表機、

墨水，讓教師更方便使用視聽媒

體器材；建議能使用液晶螢幕，

以減少螢幕對教師身體健康之傷

害；空有計畫與願景，而無適當

的設備與完善的教室空間規劃，

教師仍然處處窒礙難行。 

對上述的看法，校長也提出類似

的意見如下： 

液晶螢幕可供教師較長時間之使

用，也不傷眼力，可促進教師之

使用效率及效果。（2005/6/20，乙

校長訪談） 

而對於設備的規劃，校長指出目

前校內校舍改建的重點： 

目前在建築師設計中，我強烈要

求建築師編列每班約10萬元的視

聽教學設備，以電漿螢幕為主要

重點。另外，全校光纖網路工程

臺幣80萬元。未來新校舍，E化時

代來臨。（2005/6/18，甲校長訪

談） 

(三) 成員發展方面 

校長在促進科技使用的角色上所

面臨到的成員發展問題，與教師的科技

素養息息相關，而教師科技素養的提升

與學校提供在職進修（研習）有關。受

試者反應指出，學校應舉辦科技研習，

如： 

增加教師科技研習，提升教師科

技能力；加強教師科技素養之培

養，協助教師使用科技設備及運

用之能力；校長應扮演更積極倡

導的角色，多舉辦學校本位之促

進科技使用的研習進修。 

對於成員發展的問題，校長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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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的做法： 

校長要非常支持資訊組所規劃的

教師資訊研習課程，本校這一年

來，開辦網頁製作、簡報製作、

學籍系統、試卷編製、教學多媒

體製作發表，並請家長會提供獎

金，獎勵教師。（2005/6/18，甲校

長訪談） 

不過，校長也提出呼籲： 

有設備而無使用之能力，等於是

浪費。必須利用時間舉辦教師資

訊能力研習及學校本位課程融入

資訊之相關進修研習，確實有其

必要性。（2005/6/20，乙校長訪

談） 

受試者也指出學校提升教師科技

素養的實例，如： 

感謝校長支持資訊組培訓教師，

讓教師有資訊融入教學，製作網

頁，學務處理的能力，提升教師

的專業素養，讓教學更順手，成

效更良好；校長將學校電腦教學

列為學生的課程特色，所以在課

程上運用科技更是完全融入，設

備足夠，師資齊全，而且能完全

了解教職員、學生在科技上的需

求與關心。尊重教師取得科技訓

練，校長的支持百分之百，並鼓

勵教師進修，更精進、更專業，

學校研習提供在職訓練十分充

足。 

有關學校提升教師科技素養的做

法，校長指出自己在校內的實際做法： 

最近，本人也帶領有意願參與的

同仁組一團隊參與資訊融入教學

夥伴學校的評選，一週的研習、

上課、發表投入，全市僅17所學

校入選，可有約80萬的補助設備

經費。以這一團隊為種子，逐年

影響其他同仁，希望有一天，全

校每一位教師都能將資訊融入教

學。（2005/6/18，甲校長訪談） 

而校長也指出校內教師的表現情

形： 

資訊融入教學培訓教師，對於認

真肯上進之教師，不能成問題，

而有部分資訊落後之教師，必須

有其期程，讓教師循序漸進、漸

入佳境，而用心的教師較容易有

明顯之效果。（2005/6/20，乙校長

訪談） 

(四) 領導方面 

校長在促進科技使用的角色上所

面臨到的領導問題，在於能否落實領導

的功能和扮演支持者的角色。如受試者

指出： 

充實資訊科技之能力，發揮領導

角色功能；校長對師生在促進科

技使用上非常鼓勵與支持；校長

對科技使用的支持有助於科技使

用之推行。 

對於扮演支持者角色的問題，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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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指出： 

校長的支持，可從設備規劃上及

教師能力培養上進行。不斷鼓勵

並安排合適之時間，給予更多的

支持，解決落後教師之問題，可

提升整體成效。（2005/6/20，乙校

長訪談） 

受試者認為，校長不必然要成為

專業的科技領導者，如： 

校長仍是總理校務之人，而科技

之使用乃屬專業領域，校長只要

能知人善用，落實分層負責，而

不必每一細節如此深入去接觸，

因那不合職權之分掌，校長也不

可能人人對科技能做相當深入的

鑽研，校長只要知人善用、爭取

資源設備、提供資源（資金）、鼓

勵教師使用科技（運用科技），增

加教師學習機會即可，校長是一

校之長，而不必做一位專業科技

人員。 

對於上述是否成為專業領導者的

看法，校長認為： 

當然校長也有他（她）們自己專

長的領域，不可能每一方面都專

門。校長要能知人善任，爭取資

源，做鼓勵支持的角色。（2005/6/ 

18，甲校長訪談） 

校長如果是專業科技人員，對領

導科技之使用有加倍的效果。而

校長沒有辦法都有完整的時間，

投入專業領域的學習，但基本的

科技能力，也應有所了解，將會

有所增益。（2005/6/20，乙校長訪

談） 

受試者也認為，若校長能具備基

本科技素養，將有利於師生的互動。

如： 

領導者具專業（技能、素養等），

推動方有成效；領導帶領的風

格，帶來科技新氣象；校長有全

方位的科技學養，能正面提升和

影響全校師生共同互動；可能要

注意部分資深教師心態上不易配

合的情況，應多一些包容，使其

能夠接受；校長若大力推行科技

使用，可使教學上及資料來源更

為方便。 

對於上述科技素養的問題，校長

也指出自己的具體做法： 

校長要求每班設置網頁、校長本

人就率先示範，不要空白。行政

同仁更應以身作則，利用寒暑假

將網頁更正充實。（2005/6/18，甲

校長訪談） 

而校長也提出較可行的做法如

下： 

靠校長作專業領導，將會有所不

足，校長因處理校務，時間容易

被切割，而最好是將資訊專業理

念帶領資訊專業領域團隊，共同

提供資訊分享，較容易整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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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發揮加乘效果。（2005/6/20，

乙校長訪談） 

肆、結論 

綜合國外文獻得知，科技領導的

五項層面分別為：願景、計畫和管理，

成員發展與訓練，科技與基本設施支

持，評鑑與研究，以及人際關係與溝通

技巧。其具體意涵包括了清楚地說明學

校中科技使用的願景、利用科技有效地

管理行政運作（亦即校務行政電腦

化）、鼓勵在科技領域上的在職訓練、

提供時間以作為科技訓練之用、確保設

備的即時修理與維護、尋求外部的科技

基金資源、評鑑在教學計畫上有關科技

的使用、了解教職員和學生在科技上的

需求和關心、有效與教職員和學生溝通

有關科技的議題（如智慧財產權）等。

本研究透過因素分析檢測原量表工具所

包含的五項科技領導層面，更經結構方

程模式加以測量其效度；研究發現國民

小學校長科技領導可由以下五項層面加

以檢測：(1)評鑑與研究；(2)願景、計

畫與管理；(3)校長的人際關係與溝通

技巧；(4)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以及

(5)成員發展與訓練。 

臺中市校長在科技領導之實施現

況大致良好（各層面平均數皆在3.6以

上），依序為「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成員發展與

訓練」、「願景、計畫與管理」、「評鑑與

研究」。在「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層

面上，以「當教職員學習使用科技時，

能展現出耐心」的平均數最高；在「科

技與基本設施支持」層面上，以「確保

設備的即時修理與維護」的平均數最

高；在「成員發展與訓練」層面上，以

「鼓勵在科技領域上的在職訓練」的平

均數最高；在「願景、計畫與管理」層

面上，以「提倡學校的科技資源」的平

均數最高；在「評鑑與研究」層面上，

以「鼓勵學校人員利用有關資訊資源作

為科技專業的成長」的平均數最高。本

研究所探討之人口與環境變項，經做t 

考驗與ANOVA之後，「學校規模」變項

在「願景、計畫與管理」、「成員發展與

訓練」、「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評鑑

與研究」及「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均

達顯著水準；「職務」變項在「科技與

基本設施支持」層面上達顯著差異。 

然而，臺中市國民小學校長科技

領導實施現況調查結果發現，相較於其

他四項層面，「評鑑與研究」層面是五

項中較低者，因此，臺中市各級學校宜

加強學校內科技使用的評鑑與研究。而

評鑑科技的效用（或衝擊）必須了解科

技在教與學過程中的角色；例如以各中

小學校中大力倡導的資訊融入教學而

言，行政人員或教師需採用行動研究方

法，以了解資訊科技的融入教學，是否

真正提高了學生的學習動機和學習成

就，還是配合政令融入科技，為科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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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在進行行動研究之後，可提供教

師們採行適當的教學策略。同時，學校

在經費允許的情況下，需適時對教學軟

硬體汰舊換新，以提高教與學的效

能。 

經由開放型問題的回應進行分析

發現，校長應積極扮演在促進科技使用

上之角色，此角色包含了經費、設備、

成員發展和領導等四方面；其中在經費

方面，要以爭取經費、編列固定預算和

尋求外部科技基金等為策略，以提供師

生適當的設備。在設備方面，宜提供適

當的教學設備與軟硬體設施，以符合教

師與學生的需要，進而有助於教與學的

進行。在成員發展方面，宜透過舉辦校

內科技研習或提供教師校外的研習時

間，以提升教師的科技素養。在領導方

面，透過校長本身適切的專業素養，支

持和鼓勵教師使用科技，並落實負責的

專業分層工作，以提升教師的科技素

養。 

教育行政機關在投入經費於各校

資訊教育的推廣之後，宜適度評鑑校長

的科技領導效能，例如透過校務行政電

腦化、落實資訊融入教學、善用現代資

訊媒體和資訊規劃與實踐的推動，以達

成資訊教育的落實。此外也可透過科技

領導課程的設立，作為校長進修的管

道，以提升校長的科技領導能力；而美

英兩國和香港的經驗，值得作為國內的

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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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部有鑒於我國高等教育量已達飽和，為避免資源稀釋，並去蕪存菁，提

高品質，乃於2005年提出「進退場機制」，對大學校院未來生存與發展產生很大的

衝擊與影響。本文之所以以「退場機制」為論述重點，主要是基於：(一)歐美各

國，如英、美、加等國大學採取「退場」已行之有年，其做法及經驗，可資我國參

考與借鏡；(二)退場所採取的方法，其中無論是停辦、解散或改制，所涉及的後續

問題甚為複雜與棘手，處置不當，對學校所有當事人及社會均有很大的影響，不可

不慎。基此，本文首先對歐美大學引進「退場機制」的正當性作一分析；其次，陳

述歐美各國大學退場的做法；第三，建構我國高等教育「進退場機制」，從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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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idering the implementa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aiwan has reached to 

saturation, and in order to prevent from source dilution and maintain the best qualit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ssued the “closer mechanism” in 2005, which has great impact 

and influence on the maintenance and development of various universities in the futur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discussion of “closer mechanism” are: (1)Western countries 

have adapted “closer mechanism” for many years, such as England,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and their practices and experience could be our reference and examples. (2)The 

methods deal with dismiss or reformation, adopted by being involved very complicated 

and difficult follow-up problems, and if it is not well managed, it will result in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all people involved with schools and the societies so it shall be 

carefully operated. Therefore, the first step of this article is to analyze the 

appropriateness of the introduction of “closer mechanism” by universities in western 

countries. Second, we will state the way of “closer mechanism” by universities in 

western countries. Third, we will to establish the “closer mechanism”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aiwan, and have a survey and close study on its policy, concept and 

measurement. Finally, we will have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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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60年代，全球高等教育急速地擴

充，使得高等教育由「菁英型」（elite 

type）走向「大眾型」（mass type）甚

或「普及型」（universal type）。這種發

展趨勢，固有助於就學機會的提升，以

及人力素質的改善，但也為國家及個人

帶來一些困擾與問題。就國家而言，首

先面臨的是在80年代始，全球經濟發展

的榮景不再，導致高等教育財源緊縮，

使得高等教育的發展面臨經費不足的困

境；其次，高等教育的擴增，設若不能

嚴格管控學生的學習成效，將降低大學

的品質；其三，導致就業市場供需失

衡，造成畢業生就業的困難。就個人而

言，會造成人力低度運用現象，包括失

業率、大才小用，以及薪資報酬不合理

等問題的產生。為因應上述問題的困

擾，歐美大學適時引進了「市場機制」

（market mechanism）中「退場機制」

（closer mechanism）的做法，讓一些

經營不善的學校自行關閉。 

我國高等教育發展，過去在人口

結構未下降及政府對大學增設管控下，

問題尚不突顯，但自1990年代初期始，

高等教育政策由過去的「政府管制」走

向「放寬管制」，所採取的措施是：1.

將符合改制的專科學校升格為技術學

院；2.放寬大學的增設，特別是優先考

量四年制技術學院的申請。此一政策的

改變，使得我國高等教育機構在十年來

快速擴張，特別是四年制私立大學校

院，1990年代初期，僅有20所，至2004

年擴增至91所（教育部，2003），十年

來，成長了三倍有餘。高等教育政策的

轉變，所產生的問題較為嚴重者有三：

其一，高等教育經費之成長趕不上學校

校數的增長。以公立大學而言，學生單

位成本由86學年度的211,580元下降至

90學年度的190,988元，五年來下降了

9.73%（教育部，2003）；對私立大學

校院（非技職體系）的補助經費，雖由

同年的4,897百萬元，增加至90學年度

的5,672百萬元（教育部，2003），但卻

比不上學校增長的速度，高等教育資

源，受到稀釋。其二，大學招生壓力已

經浮現。教育部核定招生名額已由83學

年度之 56,491人擴增至 92學年度之

108,012人；錄取率則由 83學年度之

44.35%大幅提升至92學年度之83.22%

（教育部，2003）。根據預測，2007年

以後大學招生名額及錄取率將達到飽

和，部分學校及科系將出現招生不足的

現象，對於學校既有的教育資源造成浪

費。其三，高等教育品質難以管控，大

學量的擴充，讓資質經由一定學習年限

而無法達到標準的學生亦進入大學，各

大學間學生學習成效落差很大，品質難

以管控。近年來畢業生之學習成果，經

業界與以往畢業生就業表現相比較，認

為有滑落現象，確實是值得思考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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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教育部有鑑於我國高等教育量已

達飽和，為去蕪存菁，提高品質，乃於

2003年9月13日所召開之第八次全國教

育會議中，提出建立退場機制的考量，

在「進場」方面所採取的實施方案是：

(一)暫緩受理與許可私立大學校院之籌

設，並採取從嚴審核的標準；(二)輔導

與協助大學校院調整不合時宜的科系所

及發展新的科系所；(三)加強辦理大學

校院評鑑與功能分類，以建立質量管控

參考標準。至於在「退場」方面，則依

據評鑑結果參考指標，對於辦學績效不

佳，以及招生嚴重不足的學校，透過合

併、停辦、解散或改制為其他類型學校

之方式，讓學校自行考慮其廢存。 

本文之所以以「退場機制」為論

述重點，主要是基於：(一)歐美各國，

如英、美、加等國大學採取「退場」已

行之有年，其做法及經驗，可資我國參

考與借鏡；(二)退場所採取的方法，其

中無論是停辦、解散或改制，所涉及的

後續問題甚為複雜與棘手，處置不當，

對學校所有當事人及社會均有很大的影

響，不可不慎。基此，首先對歐美大學

引進「退場機制」的正當性作一分析；

其次，陳述歐美各國大學退場的做法；

第三，建構我國高等教育「退場機

制」，從政策、理念及措施上作一檢

視；最後，提出結論及建議，供作參

考。 

貳、歐美大學引進「退場

機制」的正當性 

綜觀西方各國大學教育之發展，

早期不但具有選擇性的色彩，而且也蘊

含菁英教育的特性。以歐陸國家為例，

其大學教育素以菁英之特色稱著於世，

由於學生數少，政府補助又多，所以經

營並不感到困難。逮至本世紀中期以

後，國民生活水準改善，所得提高，對

教育之需求日增，大學教育在性質上面

臨極大的挑戰，多數國家大學已由過去

菁英教育轉變為大眾化教育，甚至普及

教育，但政府財政有限，已無法支應大

學日益膨脹的需求，在財政壓力下，大

學不得不引進「市場機制」，以「退

場」方式去蕪存菁，以確保大學的品質

與競爭力，其正當性有如下述。 

一、大學與政府關係的調整 

大學與政府的關係，各國因政治

背景之不同而互異，英國早期採取放任

主義，大學享有高度的學術自主，長久

以來得以免除政府之操縱，1963年公布

之《羅賓斯報告》（Robbins Report）是

首次提出將高等教育（大學）納入整體

教育體系建議的嘗試（楊瑩，1998）；

德國早期（十八、十九世紀專制時代）

視大學為「國家之機構」受國家指示與

監督（董保城，2000）。但大學與政府

的關係，在教育「市場化」觀念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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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管理主義」學術流行，以及「新自

由主義」學說的崛起下，大學要求自

治，將政府監督及管理權限降至最低程

度。既然政府對大學的主導權降低，以

政府預算來支持大學教育的經費亦必減

少，在教育經費不敷支應下，大學嘗試

與市場相結合（Bridger & McLaughlin, 

1994; Miller, 1995），認為此舉不僅可節

省開支、增強競爭力，更可提高教育的

服務品質。 

二、 計畫經濟與市場經濟之
競逐 

自二十世紀30年代開始，世界經

濟體制大致劃分為計畫經濟與市場經濟

兩種類型，但歷經半個世紀的演變後，

西方國家採取市場經濟所呈現之事實，

讓原本採取傳統計畫經濟的國家也轉向

市場經濟，而經濟體制的轉換也帶來了

高等教育的變革，市場經濟與高等教育

的關係日趨密切，即使在共產主義社

會，市場經濟浪潮亦無法完全避免。陳

列（1998）提出，市場經濟與高等教育

的問題是世界性的問題，雖然從傳統上

來看，除美國外，其他一些市場經濟之

國家都曾努力避免教育事業的市場化，

但自80年代始，加強高等教育的市場調

節性，已是高等教育改革的一大走向。 

市場經濟所以對高等教育改革產

生衝擊與迴響，主要為市場經濟所強調

之 3E（ Economy、 Efficiency及 Effec-

tiveness）是傳統大學在經營上所欠缺

的，而這些足以影響到大學的品質與競

爭力。 

三、 啟動「進退場機制」對
大學經營困境的舒緩 

在「市場機制」中，一項主要的

操作即「進退場機制」的運作。所謂

「進退場機制」是透過「價格」與「市

場」的互動，進而讓市場中產品供需能

達到一定程度的均衡。 

「進退場機制」的建構是指，在

完全競爭市場中，生產者不受干預，有

進出市場的自由，若有利可圖，新的生

產者也可進入市場競爭，若經營不善亦

可自由退出（蓋浙生，2004）。這原本

是產業界在不受政府干預並考慮機會成

本（opportunity cost）後，用以獲取最

大利潤之主要策略，亦即在市場經濟體

制中，供應者擁有自由進出市場之機

會。 

大學在經營上的困境，主要是財

政壓力及招生不足，將一些經營績效不

佳或學術品質下降的院系加以裁撤，不

僅可以紓困，也可以確保學校研究與教

學品質能維持一個既定的標準。 

參、歐美大學「退場機

制」之建構 

大學性質的轉變與急遽擴充，導

致大學在經營與發展產生一些困境，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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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大學引進「退場機制」，讓一些招生

困難的院系關閉，不僅可抒解財務上的

困窘，更可策略性地重塑一個內部資源

重分配制度（Levine, 1997; Slaughter, 

1995）。其「退場機制」建構標準及程

序說明如下。 

一、「退場機制」建構標準 

(一) 學校財務的考量 

幾乎所有的歐美大學，學校財務

狀況為決定是否關閉某些院系的首要考

量。Eckel（2002）認為美國許多的學

院及大學，都面臨州教育經費分配減少

及聯邦政府研究經費枯竭的困境，但付

學費的民眾卻反對每年學費的增加，抵

制的唯一辦法是減少對大學教育的需

求，以作為對大學持續提高教育成本的

回應。 

相較於美國州政府預算縮減的趨

勢，英國高等教育經費則呈現緩慢成長

的趨勢。2001年至2002年，英格蘭高等

教育撥款委員會（HEFCE）增加了

6.8%的高等教育經費，其中5.7%增加

於研究經費的支出；1.1%增加於平均

每位學生的教學與補助。根據2003年1

月的《高等教育白皮書》，教育經費將

於 2005 年 至 2006 年 提 高 至 ₤1.25bn

（BBC NEWS, 2003），但即使在高等

教育經費增加的環境下，英國的大學仍

然出現了校院之間重整或科系關閉的趨

勢，探其原因為經費分配的重點改變，

政府認為齊頭式的分配經費到所有科

系，將縮減較有競爭力科系的經費，不

如裁撤部分不合時宜的學系，而經費將

可作重點分配。 

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加拿大，根

據大學教師協會（Canadi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Teachers, CAUT, 1999）提

及科系裁撤的理由，最主要的因素為大

學財政發生困難，其次是個別科系中學

術品質下滑。所謂財政困難的定義是：

學校整體財務狀況發生營運費用高於營

運收入的狀況，亦即持續兩年出現預算

赤字。 

(二) 招生困難 

除財務考量是最重要的因素外，

招生困難或學生人數不足亦是造成學校

或院系關閉的重要因素。特別是私立學

校，一些小型的學校倍感壓力而有切膚

之痛。如美國佛蒙特州三一學院

（Trinity College of Vermont）因招生人

數不及預算的一半，加上募款增加的金

額不足以彌補學費的大額缺口，於2000

年夏季宣布停止招生（Werf, 2000）。截

至2001年底，美國至少已有8所四年制

私立學校關閉（Williams, 2001），而大

型學校無論是公私立亦無法避免，如奧

立崗州立大學（Oregon State Univer-

sity）於2002年裁撤了將近四個系；馬

里蘭大學大學城分校（University of 

Maryland at College Park, UMCP）計畫

於2005年前裁撤一個學院與七個系；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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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於

1998年5月宣布2001年關閉牙醫學院，

原因是無法與伊利諾州其他兩所公立大

學競爭（Mangan, 1998）；孟斐斯大學

（University of Memphis）則於2003年4

月關閉了電子商務碩士學位的提供

（Watson, 2003）。這些學校關閉的主要

原因是學生對某些科系需求不高，招生

人數遞減所致。 

(三) 評鑑未達標準 

在美國，大學評鑑有州定的標準

及學校自訂的評鑑標準，研究發現

（Eckel, 2002）這兩類評鑑結果有助於

了解院系關閉的理由。大學自評，有些

是公開的，但有些是不公開的，如肯特

州 立 大 學 （ Kent State University, 

KSU）公布學校的評鑑程序及標準；但

奧立崗州立大學、馬里蘭大學大學城分

校及羅徹斯特大學（The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UR）則持保留的態度。不過

多數學校認為，進行交叉（cross-site）

評鑑會較為客觀公平（Yin, 1994）。 

英國大學亦採取評鑑關閉的依

據，如知名的劍橋大學（Cambridge 

University）在2001年的評鑑報告中指

出：本校建築系研究評比下降，且研究

品質上的提升不符合劍橋標準，建議加

以裁撤，將師資人員重新配置於其他相

關系所（〈劍橋建築系面臨裁撤〉，

2004）；另外，如杜爾漢大學（The 

University of Durham）東亞研究學系在

評鑑未達到學校所設之標準亦面臨裁撤

的命運（BBC News, 2004）。 

(四) 目標與功能不明顯的系所 

大學或研究所目標與功能不明

顯，可能會遭到裁撤的命運。如美國史

丹佛大學食品研究所（Food Research 

Institute, Stanford University）經該校學

術諮詢委員會（The Advisory Board of 

the Academic Council）的認可，認為該

所不能高度符合整個學校的學術核心任

務，且另一個研究機構可取代食品研究

所的功能，故建議校方於1995年加以裁

併（Nicklin, 1997）。 

另外，奧立崗州立大學於1997年

以後，陸續裁併了四個學系，以及將十

七個隸屬於農學院的科系縮減為十一

個，所持之理由，亦為這些學系的功能

不明顯，以及募款在最近幾年內均不理

想所致（Eckel, 2002）。 

(五) 不受學生青睞的系所 

Eckel（1998）認為，學生不願就

讀某些系所，可能是太過於專業，如戲

劇系在專業學校中可能是一個專業的系

所，但對一般大學而言，它的任務可能

不是重要的。由於教授及學生人數少，

無法獲得足夠的行政資源而逐漸萎縮，

如英國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

化學系及其他大學化學系也遇到同樣的

遭遇，主要原因是這一類的科系既昂貴

又不受學生歡迎，因此必須面臨裁撤的

命運（〈劍橋建築系面臨裁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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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綜上所述，歐美公私立大學及學

院之所以要建構退場機制，最主要的原

因是學校財務困窘及學生來源不足。因

此，在教育市場中必須要建立一個「適

應 機 制 」（ adaptive mechanism ）

（Dougherty, 1979），將可重新分配學

校的財務資源，以及將有限的資源配置

在具有卓越潛力的學術領域。 

二、「退場機制」建構程序 

高等教育建構「退場機制」雖於

外部環境被迫下，學校不得已所採取的

措施，但淘汰某些不適宜的科系亦可確

保組織的健全（Eckel, 2002）。Dickson

（1999）對系所的關閉提出十個評估標

準，分別為：1.系所的歷史、發展及願

景；2.外在環境對系所的要求；3.內部

對系所的要求；4.系所運作過程與品

質；5.系所產出的品質；6.系所的規模

及生產力；7.系所創收的財務資源；8.

系所的成本及其有關的支出；9.系所遭

遇到的衝擊；10.系所成本、收益的分

析。 

Gumport（1993）則認為決定系所

關閉的規則應該是：1.財務（歲入、成

本及收益）；2.品質；3.核心任務（功

能及目標）；4.社會需求。 

由於大學系所關閉對當事人（教

師、家長與學生）及社會大眾產生相當

大的衝擊。所以，在裁撤過程中均採取

審慎的態度及措施，以減少不必要的紛

爭與傷害。以美國密蘇里州立大學系統

（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System）

為例，系所裁撤的審查程序如下（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System, 2002）： 

1.教務長辦公室依據年度報告，評

估各學術單位之成本與收益、招生趨

勢、畢業率、學術單位間的互動，以及

從校外所得之學術援助，提出可能面臨

裁撤的學術單位，作為審查對象。 

2.建議裁撤名單提報給分校校長，

分校校長亦可以依其他因素之考量，增

加其他建議裁撤的學術單位。 

3.分校校長將最後的裁撤名單交與

教務長辦公室。 

4.由總校區組織委員會，審查裁撤

名單，委員會成員包括行政單位主管、

教授及教務長辦公室成員。 

5.委員會成員依據下列因素，評估

學術單位可能被裁撤的可能性：(1)教

授與學生之素質；(2)教學與研究之成

果；(3)學生需求與密蘇里州大學的需

求；(4)是否符合密蘇里州大學系統或

各分校的發展方針；(5)比較利益或科

系的獨特性；(6)學術單位財務獨立的

程度。 

6.委員會提供審查結果，建議分校

校長將可能裁撤的學術單位列為觀察名

單，被列為觀察名單之學術單位必須提

供改進計畫並禁止招生，若是這樣的狀

態延續五年，將自動裁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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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分校校長依據審查結果決定最後

的名單，並對可能造成的衝擊進行配套

措施。 

8.教務長辦公室將年度報告，可能

面臨裁撤的系所名單，以及分校校長的

最後決定送交總校長。 

另德州州立大學系統（The Univer-

sity of Texas System）啟動退場機制的

原因如下（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System, 2002）：1.並非學校優先考慮發

展的系所；2.學生拿到正式學位的比例

下降；3.師資的品質與數量下降；4.招

生的品質與數量下降；5.學生參與國家

標準化考試的成績逐年下降；6.評鑑表

現未達到既定的標準。 

在審查程序中，原則上與密蘇里

州大學之程序相同，但被告知可能裁撤

的系所必須提供審查委員會下列相關資

料：1.關閉該系所的理由；2.該系所於

五年內為了維持系所運作所採取的措

施；3.該系所在校外及校內的評鑑報

告；4.為維持該系所之運作，學校可能

需要提供的成本支出及財務支援，以及

這項支出是否可能對其他學術單位產生

排擠效果。 

在審查委員中，明白規定必須要

有可能被關閉系所的相關當事人為成員

之一。委員會也必須在審查階段告知該

系所的教師、職員及學生，並讓所有當

事人表達他們的意見，以確保程序上的

公平性。一旦做成決定，總校長有責任

詢問受影響教師的意願，並儘量設法轉

任到大學系統中其他的學術單位；若無

法轉任，總校長也會寫推薦信，協助教

師就業。 

加拿大對大學「退場機制」的建

構程序，在大學教師協會（CAUT）工

作手冊上均明白的規定。若學校財務發

生困難，校務董事會可提出四種方式讓

教師選擇：1.鼓勵教師提早退休或轉赴

他校任教；2.如獲得具有投票權的教授

同意，院內教職員將減薪；3.對財務有

缺口的系所進行合併重整計畫；4.裁撤

系所或研究單位。一旦裁撤成為定局，

校務董事會成立重整委員會（Rede-

ployment Committee）處理系所財產、

教授轉系或不續聘等相關事宜。在裁撤

過程中，大學教師協會要求學校必須確

保教師的權益不受影響，否則大學教師

協會有權提出異議，並可向校方提出申

訴。 

至於英國的情形，因為所有的大

學均為公立，故尚未出現整個大學關閉

的狀況，而屬於院系的裁撤則是在大學

內部決定，大學經費撥款委員會並未介

入，但透過評鑑結果增加或縮減補助經

費，間接地影響大學內部的科系重整，

大學對於裁撤科系的決定並沒有完整的

行政程序，以致於裁撤的過程中難免會

有抗議產生，其中大學教師協會扮演重

要的工會角色為教師爭取權益，但成效

究竟如何，是否能扭轉大學理事會的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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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則是未定之數。素有工會傳統的英

國在高等教育這塊領域中，教師工會在

科系裁撤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一個值得

深入探討的區塊。 

肆、 我國高等教育建構
「退場機制」之檢視 

教育部為提升高等教育素質，解

決高等教育經費稀釋，學校經營規模萎

縮，以及學生來源不足等問題，乃於

2003年提出「大專校院暨研究所退場機

制」之政策導向，以國內目前大專校院

內外部環境而言，時機是否適宜，應從

「政策」、「理念」及「措施」上加以檢

視。 

一、政策的檢視 

政府遷臺初期與中期（1949年至

1985年），對高等教育採取「管制」與

「重質不重量」之政策，除專科學校為

因應經濟發展所需之技術人力准允增設

外，大學及系所之設置，嚴格加以審查

並限制大學校院學生總成長率。 

自1987年，臺灣政治環境產生很

大的丕變，解嚴與開放黨禁後，已由過

去的權威政治轉變為民主政治，且在國

內經濟持續成長、國民收入及生活素質

明顯提升下，相對地增加對高等教育的

需求，在政策上增設高等教育機構以符

應整體社會需求，確有其必要，因此，

重新開放私立學校之申請與設置。1986

年高等教育機構總數為105所，其中，

專科學校77所，大學及獨立學院28所，

逮至1993年，增加為125所，專科學校

減至74所，大學及獨立學院增加至51

所。 

1994年始，除持續增設大專校院

外，並積極推動專科學校與技術學院改

制與升格，此一政策之推動，至2004

年，使得高等教育機構擴增為159所，

專科學校下降為14所，大學及獨立學院

增加至145所（教育部，2004）。 

高等教育機構快速地擴充，衍生

之問題使大專校院面臨下列的困境：1.

錄取門檻降低，造成質量失衡；2.出生

人口遞減，招生來源不足；3.教育資源

稀釋，學校經費困窘。 

教育部為舒緩上述壓力，自1999

年始，提出一連串的改革計畫，如大學

學術追求卓越發展計畫（1999年）、地

區性國立大學校院整併試辦計畫（1999

年）、國立大學校院區域資源整合發展

計畫（2001年）、輔導新設國立大學健

全發展計畫（2002年）、提升大學競爭

力重點發展計畫（2002年）、大學校院

暨研究所進退場機制專案報告（2003

年），顯現高等教育諸項改革，教育部

居於主導的地位。 

綜觀高等教育政策之演變，由

「管制」到「開放」，似乎是接受世界

潮流所謂「市場化」，以及行政院教育

改革審議委員會（1997年）在總諮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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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中的建言：「強化高等教育的市場機

能，高等教育應繼續擴充，最好的做法

是由政府掌握公立學校部分，加以規

劃，而讓私立學校自由調節，以適應社

會之需求。」值得檢視的是：其一，高

等教育政策是否應以「市場化」或「市

場機制」為導向；其二，高等教育採取

市場導向的條件是否已充足。關於這兩

項問題，蓋浙生（2004）的看法是：市

場導向的特色是「競爭」、「品質」與

「效率」，由於大學校院目前內外部環

境建構機制尚未完備，所以，高等教育

市場化的條件不足，仍有待改善。因此

只能說，目前高等教育僅能達到類似市

場（market-like）或半市場化（ semi-

market）的程度，因此，「退場機制」

的建構就要相當嚴謹與審慎，不能完全

引用歐美國家的做法。 

二、理念的檢視 

在未言及建構「退場機制」的理

念前，試先就教育部規劃「退場機制」

之做法作一分析： 

1.公立大學校院「退場機制」之建

構：(1)研修大學法，增訂公立大學校

院合併相關條文；(2)由大學主動提出

合併計畫；(3)教育部基於國立大學校

務發展或資源整合計畫之需要，提出合

併計畫。 

2.私立大學校院「退場機制」之建

構：(1)合併；(2)改制；(3)停辦；(4)解

散；(5)清算。 

3.公私立大學校院系所「退場機

制」之建構： (1)專業設所之退場機

制：專業成立碩士班或獨立研究所者，

如其研究成果低於申請設立之條件時，

應予停招，國立大學應扣減師資員額之

附帶條款；(2)不符標準之學校應限期

三年內改善教學資源，期滿仍未達標準

者，應予減招或停招；(3)經審查認定

違反相關法律者，應予減招或停招；

(4)各校得於總量內自主規劃調整系所

班組；(5)強化各校總量執行之追蹤管

控 。 

依據教育部所建構之「退場機

制」，提出下列理念的檢視： 

1.退場機制應由政府操盤或交由市

場操作 

以美國高等教育市場化之案例，

公私立大學系所的裁撤，相當尊重大學

的自主性。對公立大學而言，政府只規

範對裁撤學院或系所應成立審查委員會

（ audit committee）及訂定審查程序

（program viability audit）以求公平與

公正。在私立大學或學院關閉過程中，

沒有發現政府介入的跡象，亦不扮演任

何的角色，給予相當大的自主空間，顯

現高等教育市場化高度運作的例證。英

國對院系的裁撤則是在大學內部決定，

大學經費撥款委員會並不介入。從英、

美兩國學院或系所關閉的事實來看，多

交由市場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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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退場機制之建構，依教育部

之規劃，姑且無論公私立校院及研究

所，或「利誘」、或「主導」或「脅

迫」均由政府操盤，此一做法待釐清者

有三：其一，是否有違大學法強調尊重

大學自主的精神；其二，是否有違憲法

鼓勵私人興學，但又設限與打壓之嫌；

其三，開放高等教育所衍生的問題，是

政府政策的失誤抑或是辦學者不了解市

場的情況。 

按照我國高等教育發展之事實及

學者（蓋浙生，2004；戴曉霞，2000）

之看法，目前高等教育雖未達「市場

化」的條件，但可以說是「半市場」或

「類似市場」。在退場機制建構上，雖

不能完全採用英美國家的做法，但也不

適宜由政府操盤，特別是私立校院，應

尊重市場機能，交由市場來操作，政府

不宜主導或介入。 

2.退場機制「決定合理性」與「行

動合理性」的配合 

一所機構的關閉可能會引發受影

響之相關人員強烈的情緒反應（Dill & 

Sporn, 1995），而且會造成機構內部混

亂與緊張（Gumport, 1993）。所以，在

做出關閉機構的決定時，可能會面臨

「決定合理性」（decision rationality）

及「行動合理性」（action rationality）

的問題（Brunsson, 1982）。所謂「決定

合理性」，是關閉的決定不僅考慮機構

內部的標準，作為合理性的規範，更要

分析執行面上的外部標準，即消費者所

支持的期望與結果；而「行動合理

性」，是未能根據消費者期望來執行，

可能產生執行不力，或不合理執行之情

形發生。關閉機構之決定，兩項問題均

需考慮，以避免機構及人員的衝突。 

我國高等教育退場機制之建構，

上述兩個問題並沒有完全配合，就前者

言，退場機制是由教育部主導，並未考

慮到家長、學生對學校或系所退場的支

持態度；以後者論，學校的立場與想

法、消費者的態度與期望，並未呈現客

觀、有力的數據取信於社會大眾。 

3.退場機制與大學品質兩者關聯性

之解析 

為避免資源稀釋與未來大學校院

過剩時之資源閒置浪費，以及提升一般

大學校院之教育品質與重點大學之國際

競爭力，教育部所採行的策略之一，即

為引進「退場機制」，依下列兩種方式

規劃： 

(1)學校之調整：透過公平、公正

的學校評鑑及修訂大學法與私立學校

法，對辦學績效不佳、招生嚴重不足之

學校，透過合併、停辦、解散或改制為

其他類型學校之方式，去蕪存菁，讓不

適合繼續辦學的學校，有退場的機會。 

(2)院系所之調整：各院系所經逐

年評鑑累積各定位型態之辦學績效後，

由各校依總量管制加以控管，各校依評

鑑結果檢討後，自行減、併院系所之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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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以因應學校發展計畫。 

上述兩種方式的控管，對提升大

學校院之品質，可能會產生部分效果，

但成效是否能達到既定之目標，則有待

觀察。 

如欲提升大學品質，邁向卓越發

展，除建構「退場機制」外，並應再從

下列兩點著手： 

其一，調整大學內外在治理機

制：內在治理機制方面，應調整大學內

部運作模式，大學傳統上所採取的共治

（shared governance），強調「教授自

治」（faculty autonomy），在現今企業

化經營之趨勢下，已不能因應大學治理

的需要；外在治理機制方面，教育部應

重新定位與大學的關係，解除管制，賦

予大學更大的自主權。 

其二，挹注更多的高等教育經

費：近十年來，高等教育數量成長三倍

之多，但教育資源卻無法相對擴充，以

91學年度為例，教育投注於高等教育之

預算為531億，93學年度卻降為507億，

學生單位成本（含資本支出）由每生約

23萬元降至16萬元，嚴重影響教育品質

的提升。反觀國外對高等教育經費的投

注，美國加州政府規劃之四所跨校研究

中心，則以每年每中心1億美元（相當

每年33億臺幣），提供為期四年之補

助；歐盟自1994年開始投注經費於基礎

研究計畫，未來將再投入於奈米相關研

究13億歐元（相當於455億臺幣）；中國

大陸自1998年迄今，正式推動「建設一

流大學」所實施的「211工程」與「985

工程」，對重點高校大量投資，如清華

大學即提供三年18億人民幣（相當於每

年24億臺幣）的特別補助，推動研究計

畫。中國大陸國民平均所得不到2,000

美元，但對高等教育經費的挹注，卻大

開大闔，值得我們深思。 

我國為追求卓越發展，行政院特

別編列五年500億補助經費提供大學申

請，由於僧多粥少，爭取到的學校有

限，引起大學的反彈，行政院宣稱將以

十年1,200億的預算打造國際一流大學

與頂尖研究中心（〈高教特別預算五年

500億變十年1,200億〉，2005），希望此

一承諾政府不會跳票。 

4.退場機制與大學理念的契合 

大學從中世紀到今天，在層次、

類型、組織及專業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變

化。但是，在這些變化的背後，還有一

條主軸貫穿其中，就是大學的理念與精

神，大學仍然是探詢學術、提升文化的

場所。按歷年大學法修訂的精神來看，

大學教育的宗旨不外乎下列五點：(1)

研究學術； (2)培育人才； (3)提升文

化；(4)服務社會；(5)促進國家發展。 

教育部建構「退場機制」的另一

考量因素是招生人數不足、學校資源閒

置。有待思考者有二：其一，從大學功

能「服務社會」及「促進國家發展」兩

方面來看，高等教育市場可朝下列四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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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模式去經營：(1)市場一（market 

Ⅰ）提供18歲至22歲的青年就讀，亦即

所謂的正規教育；(2)市場二（market 

Ⅱ）提供22歲至65歲的在職工作者進

修，亦即所謂的進修教育；(3)市場三

（market Ⅲ）提供65歲以上者學習，

亦即所謂的長青族教育； (4)市場四

（market Ⅳ）提供有意願學習者學習

之機會，亦即所謂的跨領域與界限之遠

距教學。大學是否在正規教育外，辦理

上述回流教育，以解決招生人數不足問

題。其二，在「退場機制」競爭下，大

學為求生存，是否會迷失在市場的目標

與手段中，而忘卻了大學本身之教育目

的與功能。 

若退場機制與大學理念不能契

合，如何取捨，則有違大學本身與教育

主政者深思。 

三、措施的檢視 

教育部希望透過公平、客觀的評

鑑結果，輔導公立學校轉型或合併，淘

汰辦學績效不佳的私立學校。在措施上

有待釐清與改進者，有下列三點： 

(一) 市場區隔雖具雛型，但評鑑

指標仍有質疑 

如果高等教育定位為菁英教育，

旨在為社會培植少數的各類領導人才，

不一定有分類之必要。但當高等教育從

菁英教育轉變為大眾化教育或普及化教

育時，高等教育的性質及功能即應有所

轉變，除少數大學仍維持培養菁英分子

外，有一些高等教育機構應該更積極扮

演回應個人與社會多元需求的角色，此

時高等教育進行適當之分類，在實質上

發揮不同的社會功能。 

有鑒於臺灣高等教育發展的現況

及前景，行政院大學宏觀規劃委員會建

議將大學分為研究型、教學型、專業型

及社區型四類大學，每所大學按其規

模、資源、師資與系所找到自己的定

位，發展自己的特色。雖然也有學者建

議在研究型與教學型大學之間，再增加

教學研究型大學一類，但不管是四類或

五類，大學市場區隔已具雛型。 

為提升高等教育品質及競爭優

勢，教育部自1975年開始辦理學門評

鑑，1990年推動「私立大學校院四年中

程校務發展計畫」外部評鑑，公立大學

亦自1997年由臺灣大學首開自我評鑑，

目前，所有的高等教育機構均進行評鑑

以爭取教育部之獎補助經費。雖然教育

部依大學不同分類、技專校院依學校別

進行評鑑，但評鑑指標及評比多所雷

同，未能顯現市場區隔的功能，若依此

建議作為系所實施減招或停招之參考依

據，公平及公正性均應力求嚴謹客觀。

在國外退場機制的案例中，評鑑結果對

於私立學校的確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美國退場的5所私立學校中，就有3所學

校表示評鑑的結果會影響學生入學之意

願，因而造成學校招生率持續下降而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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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Eckel, 2002）。如果評鑑學校對指

標的公正性有質疑，教育部應審慎而不

宜貿然推行。 

(二) 國內外環境殊異，退場機制

未竟全功 

從國外的文獻發現，退場多屬系

所的關閉或學校均屬300、500人不及

1,000人的小型學校，師生不多，屬於

校內退場機制的運用，較容易輔導其轉

業、轉學。臺灣目前私立校院規模均達

數千人以上，啟動「停辦」、「解散」、

「清算」並非校內調整，而是整個機構

關閉，可能引發校方、師生及家長的反

彈；其次，私立學校董事會背景不一，

教育當局不受外力干擾而有此魄力讓學

校關閉，尚有待觀察。 

綜觀教育部所制訂的退場方式，

對公立大學只能做到「合併」、「改

制」，在政府保護下，「停辦」、「解

散」、「清算」的可能性不大；但私立學

校在董事會成員背景互異下，「合併」

似無可能，所以未來退場的方式，只能

朝「移轉」、「改制」兩方面進行。當初

教育部開放高等教育市場鼓勵民間興

學，在公私立大學校院競爭條件不公平

下，私立學校招生不足，教育部反歸咎

於私立大學經營不善的後果，要求退出

市場，似乎是先引君入甕，再陷人於不

義之嫌（王拓，2004）。 

(三) 「退場機制」程序未定， 

學校多持觀望心態 

到目前為止，退場機制的適法

性，教育部仍在修法階段，至於退場程

序，是由教育部規範，或由學校自訂，

學校多持觀望態度。如果私立學校退場

機制是由市場操作，則應該由學校自

訂，教育部不宜主導。國外大學不管系

所或學校之關閉，退場程序相當嚴謹，

配套措施亦力求完備，以減少相關當事

者的衝擊與反彈。 

面對退場機制，大學校院應接受

抑或排斥，正處於難以抉擇的困境。目

前的退場機制是由教育部主導，論及政

府對大學的干預時，美國哈佛大學前校

長Derek Bok（轉引自徐小州、陳軍，

2004）指出：政府至少有四種辦法可以

選擇：(1)發布命令，強迫大學停止某項

工作，或遵守一系列規定與準則；(2)

要求大學對某些決定進行重新審查，或

要求大學仔細研究某些特殊問題；(3)

通過提供津貼，鼓勵大學作出政府期望

的一些行動，諸如增加新的設施或開展

某項具體研究等；(4)通過加強市場力

量，依靠更激烈的競爭實現其目標。依

前述四種措施來看，高等教育退場機制

似乎採納了Bok上述的某些觀點，如對

評鑑不佳的私立學校減少招生人數，提

供補助款鼓勵大學整併，以及釋出訊息

對辦學不佳之學校可能有退場的可能性

等，處理大學供過於求的困境。 

伍、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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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結論 

歐美各國，甚至亞洲國家如日本

等，受到經濟不景氣及大學擴充的影

響，大學榮景不再，財政的困頓，迫使

一些經營規模不大的小型大學或系所在

辦學績效不佳與招生不足下，面臨關閉

的命運，對高等教育來說，是一項很大

的衝擊與挑戰。面對這項變革，大學的

性質與功能應重新釐清與調整，若不能

有所警惕，仍保持原有的風貌，在競爭

激烈下，難免會遭到退場的命運。 

根據本文以上之分析，對高等教

育機構建構「退場機制」的檢視結果，

提出下列五點結論：其一，教育當局適

時提出「進退場機制」具有預警的效

果。目前高等教育容納約33萬人，已趨

於飽和，根據內政部統計資料顯示，

2004年出生人口只有21萬6千人，當這

批出生人口上大學時，勢必供過於求。

目前一些處於邊緣地位的學校，已有招

生不足的現象，屆時將會更嚴重。教育

部提出「退場機制」，是讓一些辦學績

效不佳的學校，有心理準備，及早因

應；其二，藉由「進場」才能達到「退

場」的效果。如果只有「退場」而無

「進場」，對一些即將面臨退場的學校

產生保護作用，「進場」從嚴，在一定

的需求量下，才會產生擇優汰劣，去蕪

存菁的效果，以促進高等教育機構活化

與流動；其三，「退場機制」根據「政

策」、「理念」與「措施」檢視的結果，

仍有一些疑慮有待釐清，配套措施亦需

力求周嚴，否則負面影響會相當大；其

四，按照目前公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發展

的生態與條件，公立大學校院退場之建

構至多在「合併」與「改制」，以及系

所的調整，「停辦」幾無可能，但私立

大學校院，特別是處於邊緣地位的新設

小型學院，未來在招生名額不足下（包

括減招與停招），可能會面臨「退場」

的衝擊，所以需要盡早規劃「轉型」或

「移轉」；其五，退場機制之建構，教

育當局至多僅能規範公立大學校院，至

於私立學校應該尊重市場機能，教育當

局居於輔導的地位，讓學校有較大的自

主操作空間。 

二、建議 

(一) 對教育行政主管機關的建議 

1.在啟動退場機制之前，應儘速修

訂相關法令，以取得其適法性。 

2.公私立高等教育機構退場的程序

及配套措施，教育部只宜作原則性的規

範，細節由各校自訂。 

3.退場機制正式實施之前，應加強

宣導與溝通，訂定預警系統與合理緩衝

期。 

(二) 對高等教育機構的建議 

1.釐清自我定位與特色，做好品質

管理與市場區隔，增進競爭力。 

2.因應招生遞減的可能，及早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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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編縮與調整，符合最適經營規模。 

3.加強建立教師之績效責任制度，

強化教師教學品質，賦予共同提升學校

競爭力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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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家長式領導與行政人員自我效能、 
組織承諾及工作滿意度關係之研究： 

結構方程模式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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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分析行政主管於不同家長式領導取向下，行政人員自我效

能、組織承諾與工作滿意度之現況與關係結構模式。本研究以某醫學大學行政人員

為對象，共計發出347份問卷。研究工具經因素分析檢定後具良好的建構效度，各

變項分層面之Cronbach α係數介於 .83- .95間。回收後問卷採配對樣本t檢定、重複

量數變異數分析、集群分析、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和結構方程模式進行研究假

設之統計考驗。  

本研究主要結論為：「均衡取向」及「仁德並濟」的領導取向下，行政人員之

組織承諾高於「威權取向」領導取向，「仁德並濟」領導取向下的行政人員工作滿

意度最高。區辨主管之領導取向，配合適度提升行政人員的自我效能及組織承諾將

直接或間接營造出最高的工作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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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Job Satisfaction in Different Types of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An Application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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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model among 

self-efficacy,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job satisfaction through various types of 

leadership for administrative clerks.  

Subjects were sampled from a private medical university and its school hospital in 

Taiwan. 347 copies of formal questionnaires were delivered to the subjects and there 

were 308 responders. The rate of valid response data was 88.76%. Reliability tests 

showed the α value of the measurement tools, used in this study, ranged from .83 to .95, 

and factor analysis revealed each questionnaire holding good construct validity. Finally, 

valid data were analyzed with statistical tests including paried t-test, repeated measure 

ANOVA, cluster analysis, one-way MANOVA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he main findings are: (1)Administrative clerk perceived leader with balanced or 

benevolence-moral leadership style will demonstrate higher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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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 those who perceived leader with authoritarianism leadership style. 

(2)Administrative clerk perceived leader with benevolence-moral leadership style will 

demonstrate the highest job satisfaction. (3)Discriminating the style of leadership and 

promoting both self-efficacy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will have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to facilitate job satisfaction for administrative clerk. 

Keywords: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self-efficacy,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job satisfacti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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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任何組織均有其特定目標，欲達

成此目標必須依靠全體成員共同合作，

努力以赴，而領導（leadership）即居

於其中核心的地位。國內有關領導之分

析大多引用西方的領導概念來進行研

究，但是由於東西方文化差異，恐因文

化的不同而忽略了許多重要且獨特的現

象。Westwood與Chan（1992）指出家

長式領導是適用於華人組織的一種領導

方式；鄭伯壎、周麗芳與樊景立

（2000）在其有關家長式領導量表的建

構研究中，以教育組織或企業組織為受

試樣本，皆呈現不錯的建構效度。 

從文獻中發現，領導者的領導型

態會影響到成員的工作滿意度、生產力

及組織承諾（王蘭，1999；McNeese-

Smith, 1995, 1996），亦有許多研究中顯

示自我效能對個人行為有極佳的預測能

力，特別是組織中有關成員績效的預測

（Bandura, 1988; Harrison, Rainer, Hoch-

warter, & Thompson, 1997; Lindsley, 

Brass, & Thomas, 1995）。Eden與Kinner

（1991）認為一個人若經常在不同時間

和不同情境下具有特定的成功經驗，則

會形成自我效能。因此，具高度自我

效能者，較可能在不同情境中獲得成

功。 

領導的功能主要是想建立一個對

組織有高度忠誠度，以及能創造績效的

團隊，此外亦可激發成員發揮潛能、突

破極限來實踐組織的目標，達成組織的

使命。若要創造此一卓越的團隊，成員

的組織承諾（ organizational commit-

ment）則顯得格外重要。Mathieu與Zajac

（1990）認為高度組織承諾的成員，有

較高的工作滿足且傾向不會去更換其他

工作及離開組織。近年來，成員的組織

承諾已成為管理及組織學者所關注之研

究議題，也是領導者所關切的組織問

題，希望能藉由提升成員對組織的承諾

以尋求留住成員並增進其工作績效。 

工作滿意度是組織研究重要的效

能指標，因為滿意的程度會間接地影響

其對組織的行為及工作態度。許多實證

性研究發現，組織因素明顯地影響工作

滿意度，如Deal與Kennedy（1982）指

出，成員在組織中經由社會化的歷程習

得組織行為規範，浸染組織蘊含的價值

觀，久而久之便對組織產生認同感，更

用心投入工作，進而增進其工作的滿意

度與績效。 

目前國內從事領導取向、組織承

諾與工作滿意度的研究很多，但就學校

行政人員為對象的研究並不多見，以醫

學大學行政人員為主的研究則更有如鳳

毛麟角。此外，自我效能之相關研究對

象較多偏向管理人員、校長、教師、護

理人員等，而有關行政人員之自我效能

研究方面則未見著墨。所以研究者希望

以醫學大學組織下之行政人員為研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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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進行主管家長式領導取向、行政人

員自我效能、組織承諾與工作滿意度關

係之探討。 

本研究欲達成之具體研究目的

為：了解醫學大學主管家長式領導、行

政人員自我效能、組織承諾與工作滿意

度的現況；探討在不同的主管家長式領

導取向下，行政人員自我效能、組織承

諾與工作滿意度之差異性；分析在不同

的主管家長式領導取向下，行政人員自

我效能、組織承諾與工作滿意度之整體

關係結構模式的差別；最後並根據研究

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以提供組織領導者

及相關研究之參考。 

貳、文獻探討 

為能對本研究相關之理論基礎與

實證研究之脈絡有所了解，茲以研究目

的為依據以下分別就：家長式領導、自

我效能、組織承諾、工作滿意度，以及

本研究變項之相關研究等五個方面進行

討論。 

一、家長式領導方面 

領導是主管與部屬間一個相互影

響的過程，亦為影響組織效能最重要的

因素之一。對於組織的發展與創新、成

員能否認同組織的目標與價值，並全心

投入工作及享有工作滿意度，領導實扮

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由於領導研究的途徑不同，而有

不同的理論學說，雖經有關研究將領導

研究的發展與脈絡整理（鄭彩鳳，

2004；House, Wright, & Aditya, 1997; 

Peng, Peterson, & Shyi, 1994），仍未有

一致性的結論，但綜合其相近的觀點，

就歷年來以西方領導研究的發展脈絡而

言，主要可分為四個時期，分別為特質

理論、行為理論、權變（情境）領導理

論，統稱為傳統領導及新近領導理論，

如轉換型領導與交易領導理論等。 

以往有關領導的研究大多採用西

方領導理論，但相對於西方較為平權的

上下關係，華人社會上下間的權力距離

是較大的，上尊而下卑，所展現出來的

領導行為自是與西方組織有所差異。家

長式領導（paternalistic leadership）是

近年流行於華人組織的一種領導風格，

針對文化差異所帶來的研究衝擊與反

省，鄭伯壎（1995）認為從家長權威的

文化價值觀點切入，可以掌握中國人領

導悠闇未明的部分，並可以豐富領導研

究的內涵。 

家長式領導模式的探討始於Silin

（1976），以一家大型民營企業為研究

對象，探究儒家文化、法家思想及家族

觀念對組織領導與價值塑造的影響，其

後有 Redding（ 1990）、Westwood與

Chan（1992）等人之研究；而Farh與

Cheng（2000）在一系列的研究文獻回

顧後，指出家長式領導可能包含三個重

要構面：仁慈（benevolence）、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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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l）及威權（authoritarianism）。 

(一) 仁慈 

「仁慈」不僅限於工作上的寬大

為懷，也擴及部屬私人的問題，包括幫

助部屬處理家庭與私人的問題、提供急

難救助與諮詢等，文化根源來自儒家對

仁君的理想。「仁慈領導」類似於「施

恩」，是指領導人對部屬個人的福祉作

個別、全面而長久的關懷及維護面子。

相應於領導人的「仁慈領導」，部屬會

表現出「感恩」與「圖報」等兩種行

為。 

(二) 德行 

Smith（1994）指出，在儒家思想

中，領導人的基本條件，是展現與其角

色合宜（合乎禮）的行為來證明其高超

的品德。「德行領導」的重要性自有其

儒家思想的根源，傳統價值認為對握有

權力的在位者必須具有較高的品德與操

守上的標準與要求。「德行領導」就是

指領導人對部屬展現更高的個人操守或

修養、公私分明與以身作則的領導風

範；相應於領導人的「德行領導」，部

屬會表現出「認同」與「效法」領導人

的價值與行事等兩種行為。 

(三) 威權 

家長權威在中國家庭是普遍常見

的，且類推到其他組織上，當一個人具

有某一角色，面對上下關係的情境時，

就會表顯出合乎角色規範的行為。因

此，具有團體或組織特色的企業組織自

不可免於其影響，這種遷移作用，稱為

泛家族主義或擬似家族主義（葉明華、

楊國樞，2005），只要具有明顯的上下

關係情境，自然會顯現出上尊下卑的情

形。「威權領導」類似於「立威」，是指

領導人強調其權威是絕對的，不容挑戰

的，對部屬做嚴密的控制，而且要求部

屬毫不保留地服從。 

其有關家長式領導研究包括理論

模式、研究工具建構及效能等議題亦陸

續被探討（如吳慧君，2004；邱盛林，

2000；張德偉，2001；樊景立、鄭伯

壎，2000；鄭伯壎，1999；鄭伯壎、周

麗芳、樊景立，2000；謝金青，2004；

鍾昆原，1998；Cheng, Chou, Wu, Huang, 

& Farh, 2004; Cheng, Huang, & Chou, 

2002）。 

過去有關家長式領導的實證研

究，主要是以華人家族企業為研究對

象，以其他場域為範圍之研究則為數不

多。從文獻中發現，家長式領導本土化

研究的觀念已逐漸成熟發展並陸續進行

驗證，且已有一定信、效度的研究工具

（鄭伯壎等人，2000），但是不同組織

對象的認知或行為模式是否會與以往研

究結果有所不同，在華人組織行為研究

中仍深具啟發性，值得未來做深入探

討。因此，本研究採家長式領導為研究

變項來檢測主管的領導取向。 

二、自我效能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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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效能（self-efficacy）是一個

與能力（ability）有關的概念，是指個

體應付或處理環境事件的效驗或有效性

（efficiency）；亦是指個體以自身為對

象之思維（self-referent thought）的一

種形式，是個體對自己能否在一定層面

上完成某一活動所具有的能力判斷、信

念或主體自我把握與感受（Bandura, 

1986）。Bandura（1997）認為自我效能

可藉由四個主要的方式：如精熟的經驗

（enactive mastery experience）、替代的

經驗（vicarious experience）、語言說服

（verbal persuasion）及生理或情緒狀

態（psychological and affective states）

激發等知覺逐漸地增強、強化。 

自我效能是一種複雜的心理歷

程，控制人的動機與行為， Pajares

（1996）認為自我效能對個體的影響層

面有(一)影響個體的決策：當需作選擇

時，將影響人們對於抉擇的決定。人們

對於自認能力不足的工作會選擇逃避，

而從事自認為有能力掌控的任務及活

動；(二)影響個人努力的程度：高效能

者面對挑戰時，會付出較多的努力以獲

致成功的表現，而低效能者總覺得自己

能力不足，工作不易完成，因此逃避面

對工作因而導致失敗；(三)面對困難

時，影響個體堅毅的程度：自我效能具

有產生激發行為的作用，作為行為動力

的來源；(四)面對失敗挫折時，影響個

人的情緒反應：高效能者遭受挫折時較

不受失敗情緒的影響；低效能者則反

之，容易變得憂鬱、沮喪而逃避現實；

(五)影響個體的思考模式：高效能者易

產生自我協助（self-aiding）之傾向，

當面對困難時，低效能者則有自我壓抑

的傾向。 

自我效能是預測績效良好的指標

（Harrison et al., 1997）。效能—績效之

關係是一正向的循環，績效影響自我效

能，而自我效能又對績效產生影響且會

不斷地持續。低自我效能者會導致績效

低落，而差的績效會使成員喪失自信

心，自我效能提升的情形亦同（Lindsley 

et al., 1995）。Shea與Howel（2000）指

出任務回饋與工作經驗將使自我效能與

績效不斷的變動，亦即自我效能的本質

是動態的。人之所以會產生截然不同的

行為結果，個人之自我效能認知是一個

重要的因素。自我效能是可經由經驗、

語言說服，以及對生理狀態的知覺等方

式來逐漸增強（Bandura, 1997）。一個

人的自我效能會不會因外在的情境因素

（如領導風格、工作環境等）而受影

響，進而影響未來的表現或工作感受？

此乃本研究將自我效能納入探討變項之

一的理由。 

三、組織承諾方面 

1970年代左右，許多管理者與行

為學家從事於組織承諾的研究，認為組

織承諾是了解成員工作行為重要因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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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由對組織承諾的了解，可找出留

住成員及提高成員績效的辦法。由於研

究對象及依據理論架構的不同，對組織

承諾的定義，學者間的看法不一，直至

Porter 、 Steers 、 Mowday 與 Boulian

（1974）提出組織承諾概念後才開始受

到重視。 

大部分有關組織承諾的研究多在

探討其前因與後果變項，直到目前為

止，仍未見任何一種理論模式可涵蓋所

有影響組織承諾的因素，而在眾多模式

中以Steers與Porter所提的組織承諾模式

最為完整。Mowday、 Porter與 Steers

（1982）採前因與後果模式，認為組織

承諾有四個前因變項：(一)個人特徵，

如人口統計變項；(二)相關角色特徵，

包括工作範圍與挑戰性、角色混淆與角

色衝突等；(三)結構性特徵，如組織規

模、分權程度、控制幅度及參與決策程

度等；(四)工作經驗，包含組織的可依

賴性、個人重要性、期望程度、群體的

規範等。而組織承諾的後果變項則包括

工作績效、年資、缺勤、怠工、離職

等。 

Steers（1977）認為組織承諾可促

使成員更積極參與組織活動、使成員有

強烈意願和領導者一起工作、使成員願

意為組織更加努力，而有助於組織目標

的達成；Mowday等人（1982）認為提

高成員的組織承諾，能促進成員自發性

的創新行為，且高組織承諾成員，比低

組織承諾成員有較高的組織績效；

Kushman（1992）認為組織承諾和組織

績效呈正相關，低組織承諾會對組織產

生負面影響，成員會有高離職率與缺席

率，他認為組織承諾是學校強而有力的

激勵力量。從這些實證性的研究結果可

發現，此與Mowday等人（1982）所提

出的前因與後果模式是相呼應的。 

組織承諾的內涵、分類及模式會

因學者的研究觀點不同而有所差異。本

研究係以行政人員為受試對象，而行政

人員是組織基層的人力資源，他們能否

對組織產生承諾的認同感，可能會影響

其對工作投入的意願及其對工作的滿意

程度，進而將影響工作績效或組織的發

展。從組織承諾相關研究文獻回顧中發

現，Porter所提之組織承諾概念常被引

用作為研究理論依據（McNeese-Smith, 

1996）。因此，本研究亦採用Porter等人

對組織承諾的概念：(一)對組織目的與

價值的認同程度；(二)願意為組織努

力；(三)盼能繼續成為組織一分子，即

「組織認同」、「努力意願」及「留職傾

向」三個向度來作為行政人員組織承諾

的分層面。 

四、工作滿意度方面 

學者對工作滿意度所提出之論

點，有採綜合性的定義（overall satis-

faction），將工作滿意度概念做一般性

的解釋，即工作者對其工作及有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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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抱持的態度，其特徵在於將工作滿意

度視為單一概念，並不涉及工作滿意度

的面向、形成的原因與過程（陳彰儀，

1995；Kalleberg, 1977; Vroom, 1964）。

有採差距性的定義（expectation discre-

pancy），將工作滿意度視為「一個人自

工作環境中實際獲得的價值與其預期應

獲得的差距而定」（Robbins, 2001），亦

有採參考架構的定義（frame of refer-

ence），認為工作滿意度是工作者對其

工作參考構面之情感反應。因此即使在

相同的工作環境下，同工同酬的兩個人

其工作滿意度也不盡相同（白景文，

1997；Robbins, 2001）。 

雖然在不同的領域中，各相關的

工作滿意度研究所探討的變項會有些許

不同，但其研究結果有些卻是相似的，

如工作績效與工作滿意度有正相關（萬

金生，2003；Black & Gregersen, 1997）；

工作滿意度與組織效能有高度相關（鄭

彩鳳，2001）；而有些研究則發現，工

作滿意度與離職傾向呈現負相關，即工

作滿意度愈高，離職傾向則愈低（李嘉

聖、陳益世，1999）。由於工作滿意度

可用來預測成員的工作表現、去留動態

或各組織效能之良窳等，所以有關工作

滿意度之研究深受各職場的重視。 

本研究統整學者對工作滿意的層

面，採Herzberg雙因子理論（激勵因素

與保健因素）依據，將工作滿意度分為

「內在滿意」與「外在滿意」兩層面來

探討本研究機構之行政人員的工作滿意

度，希望藉由研究結果提供機構了解成

員滿意度，以謀求改善管理策略，降低

成員的異動率，進而提升服務品質，使

機構更具競爭力。 

五、本研究變項之相關研究 

國內有關探討領導取向與組織承

諾的文獻不少，但領導取向則大多偏向

西方的領導類型，如轉換型領導，其中

發現領導型態與組織承諾呈現正相關

（李元墩、林育理、陳啟光，2001；陳

忠謙，1995）。而適用於華人組織的家

長式領導，以二元領導元素施恩與立威

來看，施恩與組織承諾呈現正相關，但

立威卻與組織承諾呈現顯著負相關 

（鄭伯壎，1999）。 

在有關領導取向與工作滿意度的

研究中發現，領導取向與工作滿意度有

相關（吳明蒼， 2004）；而趙真儀

（2002）認為兩者之間沒有差異。其中

蘇國楨與陳榮德（2003）以具中國取向

「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的領導模

式研究中指出，「作之親」與「作之

師」領導對「成員滿意度」有正向直接

結果；「作之君」則達負向直接結果。

因此，從文獻得知有關領導取向與工作

滿意度之研究結果大多數仍認為兩者間

有相關性。 

有關自我效能與組織承諾的研究

甚少，陳素子（2003）在其研究中嘗試



56 教育與心理研究 29 卷 1 期 

 

探討自我效能的干擾效果，發現自我效

能會對情緒智力與組織承諾的關係產生

影響；萬金生（2003）研究發現，自我

效能與工作滿意度有相關； Judge與

Bono（2001）發現自尊（self-esteem）、

一般自我效能（ generalized self-effi-

cacy）、內控性格（locus of control）及

情緒穩定度（neuroticism）與工作滿意

度有顯著相關。 

經文獻回顧發現，有關組織承諾

與工作滿意度的研究相當多，有以工作

滿意度為前因變項而組織承諾為結果變

項之研究，研究結果顯示工作滿意度與

組織承諾有正相關（王耀德、楊千、王

桂英，2001；周鴻儒、陳淑樺、蕭世

榮、王蓉敏， 2001；McNeese-Smith, 

1995, 1996），表示工作滿意度愈高則

其組織承諾愈高；反之，有些研究則以

組織承諾為前因變項，而工作滿意度為

結果變項，研究結果亦顯示工作滿意度

與組織承諾有正相關（游淑惠，

2003），表示組織承諾愈高則其工作滿

意度愈高。 

在探討有關領導型取向組織承諾

與工作滿意度的研究中，發現組織承諾

與工作滿意度會因領導型態的不同而有

所差異（王蘭，1999；McNeese-Smith, 

1995）。但在文獻回顧中有關探討家長

式領導與自我效能、組織承諾及工作滿

意度的研究尚未發現，故仍有待進一步

的探究。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醫學大學主管

家長式領導取向、行政人員自我效能、

組織承諾、工作滿意度之現況；不同的

領導取向分別在自我效能、組織承諾、

工作滿意度上是否有差異，以及在三種

不同領導取向下，行政人員自我效能、

組織承諾與工作滿意度之間，整體關係

結構模式是否有顯著不同。本研究之架

構如圖1所示。 

二、研究假設 

茲依研究目的、相關文獻分析與

研究架構，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假設一：專任行政人員所知覺之

主管家長式領導變項各分層面有顯著差

異；假設二：專任行政人員所知覺之自

我效能變項各分層面有顯著差異；假設

三：專任行政人員所知覺之組織承諾變

項各分層面有顯著差異；假設四：專任

行政人員所知覺之工作滿意度變項各分

層面有顯著差異；假設五：不同的家長

式領導取向下，行政人員之自我效能有

顯著差異；假設六：不同的家長式領導

取向下，行政人員之組織承諾有顯著差

異；假設七：不同的家長式領導取向

下，行政人員之工作滿意度有顯著差

異；假設八：在不同的家長式領導型態

取向下，行政人員之自我效能、組織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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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本研究概念架構圖 

註： (1)分析家長式領導、自我效能、組織承諾與工作滿意度四個變項之現況。 

(2)分析在不同的家長式領導取向下，行政人員之自我效能、組織承諾與工作滿意度的差異情形。 

(3)分析在不同的家長式領導取向下，行政人員之自我效能、組織承諾與工作滿意度間整體關係結構模式。 

 

諾、工作滿意度間整體關係結構模式有

顯著差異。 

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係以某私立醫學大學及其

附屬機構中編制內之專任行政人員為研

究對象，包括組員、辦事員、雇員、技

術人員兼行政工作者。依據在研究期間

該校及其兩所附屬醫療機構之人事資料

（2003年9月）顯示，學校行政人員計

127人；附屬醫療A機構之行政人員計

305人；附屬醫療B機構之行政人員計

105人，共合計537人。為求樣本具代表

性，本研究問卷施測採分層隨機抽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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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以「機

構」為分層原則，各依約65%之比例進

行隨機取樣，分別抽取學校行政人員計

81人；附屬醫療A機構之行政人員計

201人；附屬醫療B機構之行政人員計

65人，共抽取347人為樣本。正式問卷

自2003年12月19日由研究者親自或以電

話針對所有施測樣本採無記名、個別用

信封密封方式發送與催收問卷，共計發

出347份問卷，至2003年12月31日止回

收330份，回收率為95.10%，剔除填答

不全或固定選項之問卷後，共得可用問

卷308份，可用率達88.76%。 

四、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共有四部分：「家長式

領導型態量表」、「行政人員自我效能量

表」、「行政人員組織承諾量表」及「行

政人員工作滿意度量表」。以下，茲將

問卷編製過程與內涵分述如下。 

家長式領導量表係依據鄭伯壎等

人（2000）所建構之量表為基礎，再經

研究者修訂而成，共33題，分三個層

面：「仁慈領導」11題；「德行領導」9

題；而「威權領導」13題。行政人員自

我效能量表係參考修訂自國內研究者黃

毓華與鄭英耀（1996）編製之問卷，以

及Zhang與Schwarzer（1995）所建構的

一般自我效能量表，為單一層面之量

表，共計14題。行政人員組織承諾量表

係依據Porter等人（1974）所建構的

「組織承諾問卷」（organizational com-

mitment questionnaire, OCQ）為藍本，

經參閱國內量表（施碧珍，2002；陳吳

政，2002；鄞惠君，2002）等修訂而

成，共33題，含「組織認同」分層面13

題；「努力意願」分層面10題；而「留

職傾向」分層面10題。行政人員工作滿

意度量表係參考國內量表（方代青，

2000；王蘭，1999；陳吳政，2002；鄞

惠君，2002）修訂而成，共計25題，包

括「內在滿意」13題；「外在滿意」12

題。 

以上各量表係採Likert五點量表編

製與計分，選項從「非常不同意」1

分、「不同意」2分、「普通」3分、「同

意」4分至「非常同意」5分，若為反向

題則反向計分，即「非常同意」1分、

「非常不同意」5分，依此類推；而行

政人員在本量表中所填答分數愈高者，

表示其對該變項或層面之知覺程度愈

高。 

本研究之問卷初稿先經兩位行政

人員試填，並函請十五位具教育背景與

實務經驗之學者專家協助修訂，經刪題

與修題後編訂成預試問卷。預試問卷自

研究母群體中，分層隨機抽取75人進行

預試，經項目分析刪除決斷值未達3與

量表總分未達 .5相關水準的題目後，

再經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le compo-

nent analysis）強制萃取，視各層面萃

取成分及因素分析結果，進行第二次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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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之依據。繼而進行量表之各層面與總

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信度考驗分析。本研

究工具之信度、效度分析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

工具從因素負荷量、特徵值及解釋變異

量等指標觀之，具有良好的建構效度；

各變項分層面之Cronbach α係數介

於 .8337- .9468間，亦顯見具有不錯的

內部一致性信度。 

五、資料處理 

本研究採用SPSS 12.0版及AMOS 

5.0版等統計軟體進行所有資料之統計

分析，統計分析方法有： 

(一 )配對樣本 t檢定（ paired t 

test）：考驗「家長式領導型態量表」、

「行政人員自我效能量表」、「行政人員

組織承諾量表」及「行政人員工作滿意

度量表」分層面平均數是否有顯著的不

同。 

(二 )重複量數變異數分析（ re-

peated measure ANOVA）：檢定「行政

人員組織承諾量表」中分層面之平均數

是否達統計上顯著差異。 

(三)集群分析（cluster analysis）：

進行主管在家長式領導取向上之分群。 

(四 )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

（one-way MANOVA）：不同的主管家

長式領導取向在自我效能、組織承諾與

工作滿意度之差異情形。 

(五)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

tion modeling）：在不同的主管家長式

領導取向下，行政人員自我效能、組織

承諾，以及工作滿意度之整體關係結構

模式是否有差異性。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 不同主管家長式領導、
行政人員自我效能、組

織承諾與工作滿意度之

現況分析 

(一) 不同的家長式領導之現況分析 

由統計結果（如表2）得知行政人

員知覺主管家長式領導各分層面之每題 

 

表 1 研究工具建構效度與內部一致性信度分析 

變項 分層面 因素負荷量級距 特徵值 解釋變異量 分層面α值 題數 
仁慈 .841- .877 6.970 69.696 .9440 6 
德行 .809- .901 5.272 65.901 .9361 6 家長式領導 
威權 .734- .839 5.137 57.075 .8878 6 

自我效能 （不分層面） .609- .810 5.230 47.542 .8838 11 
組織認同 .737- .798 5.465 54.646 .8782 6 
努力意願 .863- .915 6.055 75.686 .9468 6 組織承諾 
留職傾向 .663- .806 3.680 52.572 .8337 6 
內在滿意 .817- .885 6.778 67.782 .9310 6 

工作滿意 
外在滿意 .774- .886 6.668 60.615 .901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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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行政人員知覺主管家長式領導之平均數、標準差摘要表（N = 308） 

主管家長式領導 平均數 標準差 題數 每題平均得分 百分數 
仁    慈 18.16 5.20 6 3.03 50.8% 
德    行 20.53 5.19 6 3.42 60.5% 
威    權 17.78 4.43 6 2.96 49.0% 

 

平均數介於2.96-3.42之間，就「德行」

而言，其百分數為60.5%（（M − 1）/

（N − 1），M為每題平均數，N為選項

數），屬於中等程度，「仁慈」與「威

權」則分別為50.8%與49.0%，屬偏低

的程度。再以重複量數變異數分析檢定

之結果，發現三個分層面認同度有顯著

不同（F = 8.123, p < .001），經事後比

較的結果「德行」分層面顯著高於「仁

慈」與「威權」，但在「仁慈」與「威

權」間則無顯著差異。因此，本研究之

假設一「專任行政人員所知覺之主管家

長式領導變項各分層面有顯著差異」得

到部分支持。 

為能了解不同取向之主管家長式

領導現況，本研究再經K-Means集群分

析法及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如表3），

發現集群A中原命名之領導型態：「仁

慈」、「德行」與「威權」之平均數分別

為20.18、21.29及19.38，三層面之平均

值接近且均達到理論平均數（18.00）

以上，故重新命名為「均衡取向領

導」；集群B中原命名之領導型態：「仁

慈」、「德行」與「威權」之平均數分別

為21.53、24.15及13.81，而「仁慈」與

「德行」得分較為接近，「威權」分數

則明顯偏低，因此將集群B重新命名

為：「仁德並濟領導」；而集群C中原命

名之領導型態：「仁慈」、「德行」與

「威權」之平均數分別為11.76、15.36

及20.51，「威權」之值明顯高於其他兩

類領導型態，故將集群C仍維持原命

名：「威權取向領導」。 

家長式領導之理論建構是由施恩

與立威為主軸，進而發展成仁慈、德行

與威權等三元模式。依鄭伯壎等人

（2000）所述，在概念上，此三要素是

可區分的，但也不必然是完全獨立的，

三者之間可能具有某種程度的相關。本

研究所發現的主管家長式領導取向，與

鄭伯壎所提的二元模式或三元模式相

較，仍有其不同之處。家長式領導所建

構的三種領導元素，可依各元素特質呈

現的強弱不同而形成不同的領導取向，

如高德行領導之主管同時會兼具高仁慈

傾向，形成「仁德並濟領導」；另德

行、仁慈與威權特質亦可均衡揉合出

「均衡取向領導」；而「威權取向領

導」僅以威權特質為強勢導向，仁慈與

德行特質則以弱勢呈現，可見領導取向

並非可截然區隔的，因為人的行為會呈

現高度的複雜性，以適應多元的社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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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領導取向之描述性統計分析摘要表（N = 308） 

集群 領導取向 樣本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仁慈 110 16.00 25.00 20.18 2.42 
德行 110 14.00 27.00 21.29 2.84 
威權 110 15.00 30.00 19.38 2.67 

A 

有效樣本數 110     
仁慈 107 16.00 30.00 21.53 3.42 
德行 107 12.00 30.00 24.15 3.33 
威權 107 7.00 20.00 13.81 2.44 

B 

有效樣本數 107     
仁慈 91 6.00 21.00 11.76 3.40 
德行 91 6.00 25.00 15.36 5.08 
威權 91 7.00 30.00 20.51 4.67 

C 

有效樣本數 91     

 

境，所以家長式領導之層面架構仍可再

分從不同的組織中加以檢證。 

(二) 行政人員自我效能之現況分析 

依本研究在結構方程模式中各潛

在變項間整體關係結構模式驗證分析所

需，為避免產生矩陣無法鑑別（metrix 

unidentity），本研究將自我效能單一層

面量表按題意內涵分為兩個測量指標

（indicator）：「信心理念」與「能力知

覺」。由統計結果（如表4）得知行政人

員整體自我效能之平均數為44.17，每

題平均得分為4.02；就百分數而言，其

百分數達75.5%，屬偏高度自我效能程

度。兩個指標中「能力知覺」平均數為

24.31，每題平均得分為4.05（百分數

為76.3%，屬偏高度自我效能程度）；

而「信心理念」其平均數為19.87，每

題平均得分為3.97（百分數為74.3%，

屬中度偏高程度）。再經配對樣本t檢

定，發現「信心理念」和「能力知覺」

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t = -32.188, p 

< .001）。因此，本研究之假設二「專

任行政人員所知覺之自我效能變項各分

層面有顯著差異」得到支持。綜合以上

之研究結果得知，行政人員一般都具有

信心，相信自己遇到問題時，有能力去

面對問題、解決問題，以及自我完成任

務。 

(三) 行政人員組織承諾之現況分析 

由統計結果（如表5）得知：整體

的組織承諾，每題平均得分為3.75分

（百分數為68.8%，屬中等組織承諾程

度）；「組織認同」分層面之每題平均得

分為3.63（百分數為65.8%，屬中等情

況），表示行政人員對本研究機構之組

織的認同程度尚可；「努力意願」分層

面之每題平均得分為4.14（百分數為

78.5%，屬高度認同的程度）及「留職

傾向」分層面之每題平均得分為3.46

（百分數為61.5%，屬中等情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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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行政人員自我效能之平均數、標準差摘要表（N = 308） 

自我效能 平均數 標準差 題數 每題平均得分 百分數 

信心理念 19.87 2.40 5 3.97 74.3% 
能力知覺 24.31 3.00 6 4.05 76.3% 

整體自我效能 44.17 4.87 11 4.02 75.5% 

表 5 行政人員組織承諾之平均數、標準差摘要表（N = 308） 

組織承諾 平均數 標準差 題數 每題平均得分 百分數 

組織認同 21.79 3.90 6 3.63 65.8% 
努力意願 24.83 3.09 6 4.14 78.5% 
留職傾向 20.78 4.03 6 3.46 61.5% 

整體組織承諾 67.41 9.16 18 3.75 68.8% 

 

示行政人員對留職傾向的認同程度尚

可。再以重複量數變異數分析檢定之結

果，發現三個分層面認同度有顯著不同

（F = 4.294, p < .001），經事後比較之

結果「努力意願」認同度高於「組織認

同」，「組織認同」又高於「留職傾

向」。因此，本研究之假設三「專任行

政人員所知覺之組織承諾變項各分層面

有顯著差異」得到支持。 

(四) 行政人員工作滿意度之現況

分析 

行政人員對工作滿意程度，從得

分之平均數、標準差、每題平均分數，

如表6所列。經配對樣本t檢定，發現

「內在滿意」和「外在滿意」皆達統計

上的顯著差異（t = 8.472, p < .001），從

數據的呈現結果可知「內在滿意」感受

程度高於「外在滿意」。因此，本研究

之假設四「專任行政人員所知覺之工作

滿意度變項各分層面有顯著差異」得到

支持。惟此兩者的百分數分別只有

59.0%與52.5%，亦即只比平均數略高

而已。顯見行政人員在工作滿意度的感

受上並不是非常滿意，只能算是普通滿

意程度的感受，尤其於「外在滿意」中

的績效與升遷制度上的得分偏低（平均

2.27分），此為行政主管最應加以重視

的現象。 

二、 不同的家長式領導取向
之下，行政人員之自我

效能、組織承諾與工作

滿意度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採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

析分別檢定均衡取向領導、仁德並濟領

導、威權取向領導下，自我效能、組織

承諾與工作滿意度之差異情形。若檢定

結果達到顯著水準，則進一步進行

Scheffé事後比較法，確定組別間差異

的比較。研究結果（如表7）發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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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行政人員工作滿意度之平均數、標準差摘要表（N = 308） 

工作滿意 平均數 標準差 題數 每題平均得分 百分數 
內在滿意 20.14 4.28 6 3.36 59.0% 
外在滿意 18.62 4.37 6 3.10 52.5% 

整體工作滿意度 38.76 8.04 12 3.23 55.8% 

 

表 7 不同家長式領導下，行政人員之自我效能、組織承諾、工作滿意度之單因子

多變量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項 領導取向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2,305) 事後比較 
（1）均衡取向 110 43.55 4.52 1.54 
（2）仁德並濟 107 44.36 4.61  自我效能 
（3）威權取向 91 44.70 5.51  

-- 

（1）均衡取向 110 67.61 9.47 9.79* 
（2）仁德並濟 107 69.87 8.52  組織承諾 
（3）威權取向 91 64.26 8.64  

（1）>（3） 
（2）>（3） 

（1）均衡取向 110 40.01 7.05 46.63** 
（2）仁德並濟 107 42.40 6.45  工作滿意度 
（3）威權取向 91 32.96 7.75  

（1）>（3）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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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式領導取向下之行政人員在自我效

能整體層面上未達統計顯著差異

（F(2,305) = 1.54, p = .22）。因此，本研

究之假設五「不同家長式領導取向下，

行政人員之自我效能有顯著差異」未得

到支持。有關家長式領導取向與成員自

我效能關係之文獻尚無發現，本研究之

結果有待後續研究進一步予以比對。 

在組織承諾整體層面上，則有顯

著統計差異（F(2,305) = 9.79, p < .01）；

再經Scheffé事後比較法及從平均數檢

視中得知，在均衡取向領導、仁德並濟

領導取向下，行政人員的組織承諾高於

威權取向下的行政人員。因此，本研究

之假設六「不同家長式領導取向下，行

政人員之組織承諾有顯著差異」得到支

持。此結果與有些研究（李元墩等，

2001；陳忠謙，1995）相近，並與鄭伯

壎（1999）之研究發現一致，亦即仁慈

與德行之領導較易引發成員的組織承

諾，但威權之領導因較乏人性與關懷取

向，則將較不利於成員對組織之承諾

感。 

此外，在工作滿意度整體方面亦

達統計顯著差異（F(2,305) = 46.63, p 

< .001），經Scheffé事後比較法及從平

均數檢視中得知，在均衡取向領導、仁

德並濟領導取向下，行政人員的工作滿

意度高於威權取向下的行政人員。因

此，本研究之假設七「不同家長式領導

取向下，行政人員之工作滿意度有顯著

差異」得到支持。在有些研究中（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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蒼，2004）發現領導與工作滿意有顯著

相關，本研究則進一步發現均衡與仁德

取向的領導較威權取向的領導，成員會

有較高的工作滿意。蘇國楨與陳榮德

（2003）之研究亦指出「作之親」（仁

慈）與「作之師」（德行）領導對成員

滿意度有正向直接的結果，正與本研究

之結果相呼應，因為此兩類型的領導取

向與內涵均有助於「內在」或「外在」

滿意之提升。 

三、 在不同的家長式領導取
向之下，行政人員之自

我效能、組織承諾與工

作滿意度間整體關係結

構模式驗證分析 

(一) 原始模式之檢驗 

1.違犯估計之檢驗 

在評鑑模式適配度之前，先檢查

「違犯估計」，以確定估計係數是否超

出可接受的範圍，所採標準係參照

Hair 、 Anderson 、 Tatham 與 Black

（1998）等人之定義。在進行模式是否

違反估計檢定時，發現本研究起初所建

立之整體關係結構模式中，變項標準化

係數在「均衡取向」、「仁德並濟」及

「威權取向」等領導方面皆有少部分標

準化係數超過或太接近1。在標準誤方

面，太大的標準誤通常意涵著係數無法

估計，從本研究表8中可發現「均衡取

向領導」中，γ11之標準誤較大；而在

「仁德並濟領導」中，亦見γ11之標準

誤較大。 

在檢查是否有「負值誤差變異

數」項目時（如表9），除了「仁德並濟

領導」中發現觀察變項「信心理念」之

誤差變異數為負值（- .80）外，而在另

兩種領導「均衡取向」與「威權取向」

裡，則未見任何負值誤差變異數。 

2.適配度評鑑指標 

分別檢定「均衡取向」、「仁德並

濟」及「威權取向」領導下，行政人員

自我效能、組織承諾與工作滿意度整體

關係結構未修正模式時（如表10），發

現χ2分別為51.45、29.85及48.90，p均

小於 .05，表示拒絕理論上的共變數矩

陣與觀察資料的共變數矩陣相等之假

設。再參考其他適配度指標發現整體關

係結構模式未修正的適配度指數並不理

想，應對模式進行修正。 

(二) 模式修正 

利用修正指標（m o d i f i c a t i o n 

indices, MI）進行模式修正後，整體適

配度統計檢定結果顯示：行政人員自我

效能、組織承諾與工作滿意度整體適配

度（如表11），在「均衡取向領導」

下，本研究模式χ2值由原來的51.45降

為16.71；標準化卡方值（normed chi-

square, NC）由4.68降為1.86。在「仁

德並濟領導」方面，χ 2值由原來的

29.85降為9.80；標準化卡方值由原來

修正模式前的2.71降為1.09，且其p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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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在不同家長式領導下，行政人員自我效能、組織承諾與工作滿意度整體關係

結構模式變項標準化係數、係數估算及標準誤估計表 

均衡取向領導 仁德並濟領導 威權取向領導 
係數 

標準化係數 
係數估算 
及標準誤 

標準化係數 
係數估算 
及標準誤 

標準化係數 
係數估算 
及標準誤 

γ21 .16 .30（ .22） .08 .10（ .10） - .56* - .92（ .30） 
γ11 .66* 1.20（ .26） .50* .67（ .18） .50* .67（ .20） 
β21 .69* .70（ .12） .76* .71（ .10） 1.01 1.23（ .31） 
λ1 .54* .80（ .18） .63* .70（ .16） .89* 1.45（ .30） 
λ2 .91 1.00 1.07 1.00 .75 1.00 
λ3 .78* .78（ .07） .65 .73（ .10） .45* .72（ .20） 
λ4 .72 .64（ .07） .74* .62（ .07） .64* .76（ .15） 
λ5 .95 1.00 .94 1.00 .71 1.00 
λ6 .76* .75（ .08） .70* .84（ .12） .82* 1.02（ .18） 
λ7 .96 1.00 .94 1.00 .77 1.00 

*p < .05 

註：未列標準誤者為參照指標，是限制估計係數。 

表 9 在不同家長式領導下，行政人員自我效能、組織承諾與工作滿意度整體關係

結構模式負值誤差變異數估計表 

係數 均衡取向領導 仁德並濟領導 威權取向領導 

δ2  - .80  

註：、ε1、ε2、ε3、ε4、ε5均未出現負值誤差變異數。 

表 10 不同家長式領導下行政人員自我效能、組織承諾與工作滿意度之整體關係 
結構模式未修正分析結果（N = 110） 

領導型態 測驗模式 χ2 df p NC AGFI GFI NFI TLI CFI RMSEA 

本研究模式 51.45 11 .00 4.68 .71 .89 .89 .82 .91 .18 均衡取向 

虛無模式 460.68 21 .00 21.94 .16 .37 .00 .00 .00 .44 

本研究模式 29.85 11 .00 2.71 .82 .93 .92 .90 .95 .13 仁德並濟 

虛無模式 385.62 21 .00 18.36 .22 .41 .00 .00 .00 .41 

本研究模式 48.90 11 .00 4.45 .68 .87 .79 .66 .82 .20 威權取向 

虛無模式 231.29 21 .00 11.01 .41 .56 .00 .00 .00 .33 

 

大於 .05，表示接受理論上的共變數矩

陣與觀察資料的共變數矩陣相等之假

設。此外，再參考適配度指標如

AGFI、GFI、NFI、TLI及CFI等作為判

斷模式適合度的參考。一般而言，上述

指標大於  .90者即表示適配度極佳

（Schumacker & Lomax, 1996）。表11

的各種適配度指標中，皆在 .90左右，

相較於虛無模式，本研究假設之模式與

觀察資料尚稱相符。 

在「威權取向領導」下，本研究

模式χ2值由原來的48.90降為24.09；標

準化卡方值由原來修正模式前的4.45降

為2.68，雖然p < .05，表示拒絕理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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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不同家長式領導下行政人員自我效能、組織承諾與工作滿意度之整體關係 
結構模式修正後分析結果 

領導型態 測驗模式 χ2 df p NC AGFI GFI NFI TLI CFI RMSEA 

本研究模式 16.71 9 .53 1.86 .88 .96 .96 .96 .98 .09 均衡取向 

虛無模式 460.68 21 .00 21.94 .16 .37 .00 .00 .00 .44 

本研究模式 9.80 9 .37 1.09 .92 .97 .98 1.00 1.00 .03 仁德並濟 

虛無模式 385.62 21 .00 18.36 .22 .41 .00 .00 .00 .41 

本研究模式 24.09 9 .00 2.68 .80 .94 .90 .83 .93 .14 威權取向 
（第一次修正） 虛無模式 231.29 21 .00 11.01 .41 .56 .00 .00 .00 .33 

本研究模式 11.13 8 .19 1.39 .88 .97 .95 .96 .99 .07 威權取向 
（第二次修正） 虛無模式 231.29 21 .00 11.01 .41 .56 .00 .00 .00 .33 

 

的共變數矩陣與觀察資料的共變數矩陣

相等之假設，且從表10中可得知，修正

後的模式其適配度指數達可接受水準，

但其RMSEA超出 .10範圍，因此本研

究再嘗試第二次修正模式，結果其整體

適配度指數獲得顯著改善（如表11所

示），但檢視其潛在變項間整體關係結

構模式的結果，發現與第一次修正相

似，此乃表示第一次修正的研究假設模

式雖然某些適配度指標不佳，但仍可被

接受。 

(三) 修正後整體關係結構模式 

驗證結果 

本研究經模式界定（model speci-

ication）、觀察變項資料的驗證，以及

依據整體結構模式適配度指標來修正模

式後，結果顯示：在不同主管家長式領

導：「均衡取向」、「仁德並濟」與「威

權取向」下，行政人員自我效能、組織

承諾與工作滿意度各潛在變項間整體關

係結構模式有顯著差異。 

從圖2中可知，在「均衡取向領

導」下，行政人員的自我效能與工作滿

意度其標準迴歸係數值為 .23，達顯著

水準（p < .05），亦即表示行政人員的

自我效能會直接對工作滿意度產生效

果，且行政人員的自我效能對組織承諾

亦同樣有直接效果。此外，組織承諾到

工作滿意度則有直接的效果，標準迴歸

係數值為 .66，達顯著水準（p < .05），

表示行政人員在「均衡取向領導」下，

其組織承諾會對工作滿意度產生直接效

果，且自我效能可透過組織承諾到工作

滿意度產生間接的效果。在本模式中分

析對工作滿意度之顯著直接與間接效果

發現，透過自我效能及組織承諾對工作

滿意度所產生的變異性其解釋率（R2）

達 .63。 

在「仁德並濟領導」下，行政人

員的自我效能與工作滿意度沒有直接效

果，其標準迴歸係數值為 .13，未達顯

著水準（p > .05）。而行政人員的自我

效能對組織承諾則具有直接效果。此

外，行政人員的組織承諾到工作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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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滿意 

ε4 

外在滿意 

ε5 

工作滿意度 
η1 

ζ1 

組織承諾 
η2 

努力意願 

ε2 

ζ2 

組織認同 

ε3 

留職傾向 

ε1 

能力知覺 δ1 

信心理念 δ2 

自我效能 
ξ1 

.95 .77*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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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96 

.78* .96 
.70* 

 
*p < .05 

圖 2 在「均衡取向領導」下，行政人員自我效能、組織承諾與工作滿意度修正後

整體關係結構模式圖 

亦具有直接的效果。自我效能可透由組

織承諾到工作滿意度產生間接的效果，

表示行政人員在「仁德並濟取向領導」

下，其自我效能會透由組織承諾對工作

滿意度產生間接效果（如圖3）。在本模

式中，分析對工作滿意度之顯著直接與

間接效果發現，透過自我效能及組織承

諾對工作滿意度所產生的變異性其解釋

率（R2）達 .61。 

在「威權取向領導」方面，行政

人員的自我效能對工作滿意度與組織承

諾之直接效果不明顯，其標準迴歸係數

值分別為- .20與  .25，未達顯著水準

（p > .05）。此外，在威權取向型主管

領導下的行政人員，其組織承諾到工作

滿意度則有顯著的直接效果，表示行政

人員在「威權取向領導」下，其組織承

諾可能直接對工作滿意度直接產生效果

（如圖4），而自我效能對工作滿意度及

組織承諾的直接作用效果並不明顯。在

本模式中分析對工作滿意度之顯著直接

與間接效果發現，透過自我效能及組織

承諾對工作滿意度所產生的變異性其解

釋率（R2）達 .53。 

綜上所述，從「均衡取向」、「仁

德並濟」與「威權取向」三類不同領導

取向模式中，發現自我效能在不同的領

導取向下，對工作滿意度及組織承諾的

影響效果有顯著的差異。在「均衡取向

領導」下，自我效能對組織承諾與工作

滿意度均有直接的效果；在「仁德並濟

領導」下，自我效能只有對組織承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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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5 

圖 3 在「仁德並濟領導」下，行政人員自我效能、組織承諾與工作滿意度修正後

整體關係結構模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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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在「威權取向領導」下，行政人員自我效能、組織承諾與工作滿意度修正後

整體關係結構模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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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而在「威權取向領導」下，自我效

能無論對組織承諾或工作滿意度均沒有

直接效果，對工作滿意度卻沒有直接效

直接效果，但不管是任何取向的領導，

組織承諾對工作滿意度之直接作用效果

均達顯著水準。 

因此，本研究之假設八「在不同

領導型態下，行政人員的自我效能、組

織承諾、工作滿意度之間整體關係結構

模式有顯著差異」得到支持。探討行政

人員在不同領導取向（以家長式領導理

論為基礎）下，其自我效能、組織承諾

與工作滿意度關係性之研究的文獻尚未

發現，所以針對這些研究變項進行探討

與分析，對研究者而言是嘗試也是挑

戰，其研究結果更具有實務參考上的意

義。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以某醫學大學

行政人員為對象，分析行政主管不同家

長式領導取向下，行政人員自我效能、

組織承諾與工作滿意度之現況與關係結

構模式。茲依據研究目的及研究結果，

提出以下之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 單位主管呈現「均衡取向」、

「仁德並濟」與「威權取向」

三種領導取向 

從本研究中發現，行政人員評量

單位主管以德行之領導行為之表現最

多；此外仁慈、德行、威權三種家長式

領導並非完全分飾在不同主管身上，而

是有可能在同一主管身上發現具有不同

的領導取向，分別有：集合仁慈、德

行、威權特質於一身的「均衡取向領

導」與偏向仁慈與德行風格的「仁德並

濟領導」，以及採權威式管理風格的

「威權取向領導」。 

(二) 行政人員呈現高度自我效能

知覺 

本研究中發現行政人員有偏高的

「整體自我效能」，這個結果顯示本研

究之行政人員多數皆具有信心，相信自

己有能力去完成主管交辦任務，以及面

對並解決問題。 

(三) 「努力意願」是行政人員較

高的組織承諾內涵 

在「整體組織承諾」及三個分層

面「組織認同」、「努力意願」、「留職傾

向」中，行政人員皆有中等偏高的組織

承諾認同度，其中以「努力意願」有最

高的認同。 

(四) 行政人員感受到較低的外在

工作滿意度 

從本研究中得知，就整體的工作

滿意度而言，只達55.8%，尤其於外在

工作滿意度上百分數更僅有52.5%，故

行政人員並不是非常滿意現有的工作狀

況，特別是在「外在滿意」中績效與升

遷制度上之知覺分數更為顯著的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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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在「均衡取向」及「仁德並

濟」的主管家長式領導取向

下，行政人員之組織承諾高

於「威權取向」的領導 

從本研究中得知，在威權取向領

導下，行政人員的組織承諾較低，由此

顯示威權取向領導可能較不利於行政人

員對組織承諾的認同。但如果是威權取

向領導與仁德並濟領導共存，亦即是均

衡取向領導下，則有助於提高行政人員

對組織的承諾感。 

(六) 在「仁德並濟領導」下的 

行政人員工作滿意度最高 

在不同的領導取向下，以仁德並

濟領導最容易讓行政人員產生較高的工

作滿意度，在這種領導情境下，行政人

員會認真的投入工作以回饋主管，在此

良性的互動下自易產生較高的工作滿意

度。 

(七) 區辨主管之領導取向，配合

適度提升行政人員的自我效

能及組織承諾將直接或間接

營造出最高的工作滿意度 

從研究的結果得知在此三種不同

的領導取向下，行政人員自我效能、組

織承諾與工作滿意度的相互作用是有差

別的。 

1.在「均衡取向領導」下，只要提

升行政人員的自我效能就能直接對工作

滿意度產生直接效果。 

2.在「仁德並濟領導」下，提升行

政人員的自我效能就只能間接透過組織

承諾對工作滿意度產生較大的效果。 

3.「威權取向領導」下，提升行政

人員的自我效能將無法對工作滿意度產

生顯著效果，只有藉由提高行政人員的

組織承諾來對工作滿意度產生較大效

果。 

二、建議 

(一) 正視行政人員自我效能在 

工作上的重要性 

從有關自我效能之國內外研究結

果及本研究中得知，高自我效能者通常

會有較好的成就表現及工作滿意度。為

強化行政人員之自我效能，可有以下之

實施策略：1.單位主管適度以鼓勵、讚

美代替數落、指責，藉以提振所屬單位

行政人員的「信心理念」，以此來增強

他們的自我效能。因為從研究中得知，

行政人員的「信心理念」知覺略低，所

以適度地增強行政人員的信心是有必要

的；2.制訂優秀行政人員獎勵辦法。在

本研究中發現，工作上成功的經驗會使

行政人員更加努力，這也就是說，行政

人員有可能會因透過表揚的正增強效應

而形成較高的自我效能，亦即提高行政

人員信心及自我肯定，進而提高對組織

的承諾以及工作滿意度。 

(二) 透過教育訓練促進行政人員

的自我效能，以提升其對組

織的承諾感與工作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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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行政人員自我效能、組織承諾

及工作滿意度整體關係結構模式中發

現，在「均衡取向」與「仁德並濟」的

領導下，自我效能很明顯會影響行政人

員的工作滿意度或透過組織承諾與工作

滿意度產生間接的效果。因此，機構應

加強提升行政人員之自我效能，以期提

高其對組織的承諾及增進工作滿意度。 

提升行政人員自我效能具體做法

如下：1.辦理有關自我效能議題之長短

期研討會或教育課程；2.辦理有關行政

技能研習會或訓練課程；3.不定期舉辦

專題演講；4.營造並推展學習型組織。 

(三) 建立與落實合理的升遷及 

績效評估制度，用以提升 

行政人員的滿意度 

從研究中顯示，行政人員對績效

與升遷制度之「外在滿意度」偏低，為

能有效激勵士氣，必須建立一套客觀且

公平的升遷與績效評估標準，以落實獎

懲的功能。因此，機構應建立與落實合

理的升遷與績效評估制度，建議具體做

法如下：1.研擬行政人員升遷與績效考

核辦法，由人事單位、職員工代表及相

關單位主管代表共同商議訂定；2.辦理

座談會，由人事或相關單位主管說明年

度考核及升遷標準，使職員工了解並能

明確掌握努力的目標；3.暢通申訴管

道，藉由委員會或申訴電子信箱的設

立，讓職員有機會表達意見以促進與機

構間之雙向溝通。 

(四) 聘用符合「均衡取向」領

導、「仁德並濟」領導取向

之主管 

從本研究結果發現，在「均衡取

向」與「仁德並濟」的主管領導下，高

自我效能的行政人員能有較高的工作滿

意度。因此，單位主管若能適宜的運用

領導，領導部屬並建立彼此間良好的互

動關係，將能激發其工作單位內行政人

員之自我效能與組織承諾，進而產生較

高的工作滿意度及提升績效，所以依單

位特性遴選適合之主管是有其必要性。 

(五) 主管宜減少單一使用「威權

取向」之領導，以爭取所屬

成員「認同」 

「威權取向」領導無法影響成員

的自我效能對組織承諾及工作滿意度產

生效果，已獲本研究證實。為了降低成

員對威權領導的排斥現象，而影響對工

作的滿意度，主管應能慎重運用適宜的

領導取向來帶領成員，採用理性的方式

與成員進行溝通並能適當地說明嚴苛要

求成員的事由，對「事」不對「人」。

因此建議主管應以專家權威取代成員對

威權的刻板印象，使成員能樂於接受主

管的指揮並心悅誠服地做事，自然能減

低威權領導的負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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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經營績效的評估，可從兩方面來

看，其一為效率，另一則為效能。效率

是運用資源的能力，將人力、物力、財

力及時間做最妥適的分配；而效能即是

達成目標的程度，將資源運用後所產生

的結果，達成目標者，即為有效能。所

以說，效率強調資源投入與產出間的比

率；效能則注重於最終的產出，是否有

達成組織目標。 

自60年代開始，學校經營績效評

估不但已成為教育領域中一項專門的學

問，也已成為教育管理上一項不可或缺

的工具，基本上教育組織之經營績效評

估是一重要且困難的任務，但是藉由有

效且定期評估，不但可了解本身在教育

資源投入與成果產出間的合理性，進而

促使資源有效分配，以及改善整體經營

績效。但是，如何做到公平、客觀且有

效的學校經營績效評估，卻是一件困難

度極高的工作，學校單位如同一般服務

業，是一使用多項投入去生產多項產

出，當嘗試評估教育單位經營績效時，

將會發生以下一些問題，而這也是受評

單位常質疑評估客觀性及公平性之處

（王國明、顧志遠，1991）： 

(1)如何說明所使用的評估指標是

公平且具公信力。 

(2)如何說明所使用的評估模式是

合理且具理論根據。 

(3)如何對評估績效差的單位，提

供具體的改善建議。 

從以往有關學校經營績效評估指

摽中大多以測驗為主要衡量指標

（Gray, 1981），也有使用學生的社經背

景或其他環境變數，而本研究則採用國

際教育成就調查委員會（The Interna-

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Achievement, IEA）所發展之第三次國

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研究後續調查

（Third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Repeat, TIMSS-R）的調

查工具來建構投入項指標，如教師人

數、教師年資、學生之社經背景及產出

項指標，如測驗分數。 

由於一般以營利為目的之組織，

其投入產出項目較易確認與量化，而且

其投入產出間通常亦存在函數關係，可

透過參數法對組織效率予以客觀評估，

然而對非營利組織（non-for-profit orga-

nization）而言，其評估準則泰半為多

元準則且不易予以量化，且在實證上其

投入產出間之函數關係並不顯著，此時

以參數法評估組織效率即產生實質上的

困難。因此，如何建立一適合非營利組

織之效率評估模式，實為一重要且較為

困難之課題。有鑒於非營利組織之特

性，一良好的評估模式必須能滿足下列

之條件： 

(1)可導出一綜合衡量之效率指

標，並顯示其資源使用狀況，以提供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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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者從事政策擬定時之參考。 

(2)不受不同計量單位之影響。 

(3)可同時處理定性及定量之因

子。 

(4)可處理組織外之環境變數。 

(5)能同時處理多項投入及多項產

出的情形，而不需事先設定一組權數，

且在處理權數上不受人為主觀因素的影

響。 

(6)能提供各投入及產出項對相對

效率值的貢獻程度，並提供增進效率的

改善方向。 

(7)能確認所有衡量的對象中，何

者為有效率。 

(8)在衡量過程中具公平性、客觀

性。 

資料包絡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方法正符合上述性

質 ， 自 Charnes 、 Cooper 與 Rhodes

（ 1978）提出數學規劃模式之後，

DEA便廣泛地被使用於多項投入、多

項產出之效率評估上，尤其是在非營利

組織或政府部門的效率評估，此一方法

不但可對組織做整體性之考量且可提供

決策者一個改善的方向，可說是眾多績

效評估方法中（比例分析法、多目標衡

量分析法、迴歸模式分析、相關度分析

法、多變量迴歸分析法、變異數分析法

等）較佳的一種。 

因此本研究之目的為，建構一個

合理且具理論根據的效率評估模式

（DEA）及採用公平且具公信力的評

估指標（IEA），應用於學校經營效率

評估，針對分析結果加以解釋，以為教

育主管機關督導及訂立政策之參考。其

主要重點包括：(1)衡量南北區域的國

民中學之整體效率；(2)以敏感度分析

探討對總效率的影響。 

貳、研究方法 

一、學校經營效率評估 

學校經營效率評估乃是一個教育

執行成效的回饋過程，藉由定期評估的

實施，不但可提早發現教育工作上的缺

失，並予以改正。同時藉由評估結果，

可了解本身在教育資源投入與產出間的

合理性，以作為制訂新教育計畫之參

考。但是，如何做到公平且客觀的學校

經營效率評估，實屬困難，過去對於教

育績效評估問題的研究，多著重於概念

及哲學理論之研究，即根據教育理論，

研究評估在教育過程中之目的、意義及

功能，因而形成教育評估理論。部分學

者則再進一步依據所發展出的理論，給

予較詳細說明其評估方法與程序，而產

生各種概念性評估模式，如Tylerian模

式、Stake’s countenance模式和Stuffle-

beam CIPP模式等。因此在理論方面可

說已奠定了相當完整基礎，然而實際從

事學校經營效率評估的過程中，仍存在

不少待克服的問題，如評估成績計算之

技術性問題。在從事學校經營效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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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總是有些單位抱怨評估結果不客

觀，沒有理論基礎，以及評估單位既然

認為某些被評估單位效率差，卻也無法

提供具體的改善建議，因而嚴重影響到

評估的權威性，究其原因，並不是教育

評估理論受到質疑，而是評估成績計算

的公平性受到質疑，所以，使用一套客

觀且有效的學校經營效率評估模式是解

決爭論的主要關鍵。 

二、理論架構 

(一)TIMSS簡介 

第三次國際數學與科學研究

（Third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TIMSS）是目前關於國

際間學生成就的研究中規模最大、最具

雄心的研究（Martin & Kelly, 1996）。

無論就試題的編製、問卷的設計、樣本

的選擇，乃至於測驗的實施、資料的分

析與結果的解釋等，均儘量符合測驗與

統計學理上嚴謹的程序。 

TIMSS是由IEA所主導，結合了五

十多個國家有關數學與科學教育方面的

專家學者共同參與（Martin & Kelly, 

1996）。這項研究至目前共施測了三

次：於1993-1995年之施測稱為TIMSS 

1995 ； 於 1998-1999 年 之 施 測 稱 為

TIMSS-R或TIMSS 1999；於2002-2003

年之施測稱為TIMSS 2003。 

(二)TIMSS-R受測對象 

決定受測學生之年級，是依照我

國對兒童入學年齡之規定，以當年度9

月1日前滿6足歲必須就讀國小一年級者

來計算，因此我國包含最多13歲群的在

學學生，其年級為國中二年級，即相當

於其他國家所謂的八年級。國際上的所

有受測學生平均年齡為14.4歲，本研究

所有受測學生的平均年齡為14.1歲，亦

符合TIMSS-R調查對象之要求。 

TIMSS-R調查研究的對象除了學生

之外，尚有受測學生的數學和科學課程

教師，以及學校校長，他們分別需填寫

教師問卷和學校問卷，以提供了解不同

的教學安排與學生成就相關的訊息。 

(三)TIMSS-R之抽樣設計 

TIMSS-R採用三階段分層群集抽樣

設 計 （ three-stage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e design）來抽選各國的受測學

生，這三個階層包括學校、班級及班級

內的抽樣，同時在抽樣的過程中必須考

量各種必要的排除條件，使符合國際調

查抽樣的正確性和調查資料品質之要求

（Foy & Joncas, 1999）。 

(四)DEA簡介 

1.效率評估模式與DEA模式 

評估效率的方法有好多種，最常

見的是以勞動的生產力來表示，亦即每

一員工之平均產量，而實際上從事生產

之投入因子並不僅勞力一項，資本之重

要性常凌駕於勞力之上，依此算法，對

於高度資本化之廠商，其效率勢必高於

勞力密集之廠商，如此評估效率將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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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趨於資本化，增加設備之投資，減少

勞力之使用，結果是否真正有效率，很

值得懷疑，因此必須將各種投入因子一

併考慮，所得結果才有意義。 

DEA分析法是一種採確定性無母

數邊界法，此類方法是採用相對比較之

觀念，在比較的過程中，採數學規劃方

式，該法源於Farrell（1957）提出以

「非預設生產函數」代替常用的「預設

函數」來推估效率值的概念，利用數學

規劃技巧求出效率邊界，亦即效率生產

函數，此邊界是屬於一般所謂的確定性

無 參 數 邊 界 （ deterministic non-

parametric frontier），然後利用實際觀察

點與此邊界的相對位置關係，求出技術

效率（technical efficiency）。再考慮投

入要素價格比，可測得價格效率

（ price efficiency）或稱為分配效率

（ allocative efficiency ）； 總 效 率

（overall efficiency）則為此兩者的乘

積。技術效率所講求的是在現有技術

上，有效利用生產要素，以生產最大產

量之意；價格效率則為在既定的技術效

率及要素價格比率下，使投入的要素組

合之成本為最低的生產方法。 

該 觀 念 由 Charnes 、 Cooper 與

Rhodes（1978）加以擴充，對非追求利

潤單位進行評估，將受評估者各項產出

與投入因子分別加以線性組合，以兩線

性組合之比值代表接受評估者之效率，

即在各接受評估單位最有利情況下作最

佳選擇，各單位之效率值需介於0與1之

間，而最具效率的決策單元（Decision 

Making Unit, DMU）其效率值為1，亦

即DEA模式希望在所有DMU的效率值

皆小於或等於1之情況下，賦予某一

DMU最有利之要素加權值，儘量提升

該DMU之效率值，因此DEA模式可表

示為一個分數線性規劃模式。 

CCR模式之表示法如公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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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rj：第 j個DMU的第r個產出

值；xij：第 j個DMU的第 i個投入值；

ur：第 j個DMU的第r個產出項的加權

值；vi：第j個DMU的第i個投入項的加

權值；h0：第0個DMU的效率值。 

由於CCR模式是分數線性規劃模

式，為一種非線性（nonlinear）模式，

真正求解還很困難，可運用一連串的數

學技巧轉化為一個線性規劃模式，此即

CCR模式。其後 Banker、 Charnes與

Cooper（1984）基於規模效率的考慮，

又發展出BCC模式。該模式與CCR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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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差別在於BCC模式可探討規模報酬

變動的情形，而CCR模式乃以固定規模

報酬為假設，可用來計算各DMU的之

純粹技術效率。BCC模式可表示如公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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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unconstrained in sign

ε  （公式2）

 

BCC模式中較CCR模式多了一個

變數v0，v0之作用代表了規模報酬的指

標： 

v0 < 0  代表規模報酬遞增 

v0 = 0  代表規模報酬固定 

v0 > 0  代表規模報酬遞減 

2.DEA分析法之應用程序 

DEA自Charnes、Cooper與Rhodes

（1978）首度提出以來，在概念性、理

論性架構的改良及應用面上的文獻快速

增加，但大部分的應用仍以理論論證與

實證應用為主（劉春初，1998）。若要

對此一分析模式有整體之概念，則應從

使用程序著手，儘管DEA在應用上有

極高的評價，但並非一味地將資料套用

在DEA分析模式中執行即可，假使對

DEA分析模式之理論未能充分理解及

忽略使用DEA時應注意事項，則會造

成錯誤使用DEA，使得決策者做出錯

誤判斷，因此，有鑑於此，Golany與

Roll（l989）將使用DEA之程序做系統

性的整合，以提供一般化的指導原則，

並將使用程序分成三個階段： 

(1)定義及選擇進行分析的DMU。 

(2)決定攸關且適當的投入產出因

素，以評估對被選入的DMU做相對有

效性之分析。 

(3)DEA模式的選擇及結果分析。 

3.文獻回顧 

DEA評估模式之應用相當廣泛，

而將其應用於教育領域的文獻則以國外

為多，涵蓋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及國

中、國小教育，如Bessent與Bessent

（ 1980, 1983），Charnes、Cooper與

Rhodes（ 1981），Bessent、Bessent、

Kennington與Reagan（ 1981, 1982），

Jesson、 Mayston與 Smith（ 1987），

Mayston 與 Jesson （ 1988 ）， Fare 、

Geosskopf與Weber（1989），Zomorrodian

（1990），Ray（1991），Boussofiane、

Dyson與Tanassoulis（1991），Johnes與

Johnes（1993），Anderson、Weinstein、

Strykowski與Walberg（1994）、Sexton

與Sleeper（1994），Bardhan（1995），

Engert（1995），Golany與Tamir（1995），

Thanassoulis （ 1996 ）， Soterio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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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ahanna、Papanastasiou與Diakourakis

（1998），Anderson、Walberg與Weinstein

（1998），Ruggiero與Vitaliano（1999），

Avkiran（2001）等；在國內則相對集

中於對大學、高中職與國民小學之績效

評 估 為 主 ， 如 王 國 明 與 顧 志 遠

（ 1991）、陳榮方（ 1998）、顧志遠

（ 1999）、劉明超（ 2000）、黃清信

（2001）、王建正（2002）、潘治民與黃

清 信 （ 2003）、 康 龍 魁 與 許 順 發

（2004）等。然而，對國民中學之教育

績效評估則尚未出現，本研究針對臺灣

地區國民中學進行教育績效評估，實屬

首見。 

綜合以上國內外文獻，可歸納出

下列幾點： 

(1)模式：從文獻中可發現在模式

使用上，主要採用CCR模式或BCC模

式，本研究則採用此兩種模式。 

(2)投入、產出指標：投入項部

分，包括人力資源（教師、職員與學

生）、經費資源、物力資源（設備、圖

書）、空間資源（校地面積），產出項部

分，包括教學功能（在學學生人數、畢

業人數、獲取證照人數）、研究功能

（研究計畫數、獲獎數、期刊論文發表

數）、參與教育與工作機會（入學率、

升學人數、輟學人數、就業人數）、學

生行為表現（獎勵人數、處罰人數），

以及其他細項（借書次數、光碟檢索次

數等）。至於各投入項與產出項之決

定，主要採用文獻分析並配合相關分

析，再加上資料取得容易與否為取捨條

件，除少數研究兼採訪談以增加指標選

取之客觀性外，多數均未經過第三者篩

選，因此，各研究之投入項與產出項可

說是因研究而異，至於所選指標是否真

正具有代表性，仍具疑義，故本研究採

用 公 平 且 具 公 信 力 的 評 估 指 標

（IEA）。 

(3)研究對象：國外部分包含高等

教育、中等教育及國民中、小學等；而

國內則相對集中於對大學、高中職與國

民小學為主，並未對國民中學進行研

究，本研究則以國民中學為研究對象。 

(4)研究期間：可分成單期資料及

跨期資料兩種。由於本研究為國內首次

採用此一方法進行研究，故本研究只能

採單期資料，後續研究則可採跨期資

料，進行比較分析，以了解效率變動來

源。 

三、實證步驟 

(一) 投入、產出指標選取 

使用DEA分析法時，投入、產出

指標選取是非常重要的，以往運用

DEA分析法時，對於投入、產出指標

選取，不外是根據相關文獻、學者及專

家等透過問卷調查或次級資料，再輔以

統計分析求算出投入產出指標，如此選

取方法雖為透過嚴謹過程所獲得，然

而，也經常遭受所選取之指標無法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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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評估的公平、客觀性之批評，是

故，選取一客觀、公平且受評估者所接

受之投入產出指標是一重要關鍵，

TIMSS是由IEA所主導，結合了五十多

個國家有關數學與科學教育方面的專家

學者共同參與建立一評估模式，TIMSS

是目前關於國際間學生成就的研究中規

模最大、最具雄心的研究且為世界各國

所接受（Martin & Kelly, 1996），是

故，本研究不同以往的是，根據

TIMSS-R之理論架構建立本研究之產出

項（科學學習成就成績與數學學習成就

成績），而投入項則根據Thanassoulis

（1996）所使用的投入項為本研究之投

入項，包含下列數項： 

1.教師年齡：包括25歲以下、25-

29歲、30-39歲、40-49歲、50-59歲及

60歲以上等六個尺度。 

2.教師教育水準：包括學士或學士

以下、碩士與博士等三個尺度。 

3.父母教育水準：包括小學及小學

以下、中學、大學與研究所等四個尺

度。 

4.家庭社經地位：根據學生家中所

擁有之各項事物等。 

5.學校規模：根據目前學生數。 

6.家中藏書：包括10本（含）以

下、11-25本、26-100本、101-200本及

201本以上等五個尺度。 

本研究之投入產出評估模式如圖1

所示。 

(二) 資料來源 

1.研究對象 

根據TIMSS-R調查研究的對象，除

學生外，尚有受測學生的數學和科學課

程教師（包括生物與理化教師），以及

學校校長等三群，他們分別需填寫教師

問卷和學校問卷，以提供了解不同的教

學安排與學生成就相關的訊息。 

2.抽樣設計 

研究調查結果之正確程度全賴抽

樣設計的品質與抽樣實施的過程，由於 

TIMSS-R之分析焦點在於學生的累積學

習和影響學習的教學特性，因此探討的

對象層級包含了學生、班級、學校等，

而這些層級也就成了抽樣單位（sam-

pling unit）。TIMSS-R的抽樣設計要求

各階層抽樣時，都必須符合抽樣的正確

性和調查資料品質的要求（ Foy & 

Joncas, 1999）。 

調查資料的信度來自於製作可信

的學生特質評估，因此TIMSS-R希望每

個國家都能選出足夠且具有代表性的受

測學生，同時對樣本母群參數和抽樣變

數提出正確的加權評估。是故，根據

TIMSS-R調查研究之抽樣設計進行三階

分層群集抽樣設計：第一階抽樣單位是

學校；第二階抽樣單位是受測學校內的

班級；第三階抽樣單位是受測班級內的

學生，基本上被抽到的受測班級內所有

學生都應接受測驗，但是有些國家的受

測班級內人數過多，必須再從該班進行 



86 教育與心理研究 29 卷 1 期 

 

 
教師年齡 

教師教育水準 

父母教育水準 

家庭社經地位 

學校規模 

家中藏書 

科學學習成就成績 

數學學習成就成績 

過程 

投入指標 產出指標  
圖 1 投入產出評估模式 

部分抽樣，以亂數隨機選取適當的人數

參加測驗。所以本階段的抽樣並不是每

個國家都需要使用，而本研究抽樣過程

只進行了前面兩個階段，即已完成學生

受測名單。是故，本研究抽樣結果為從

受測學生母群中，進行亂數隨機抽樣選

取50所學校，南、北區域各25所，每

校一個班級接受測驗調查，共1,752

人。 

(三) 評估模式選取 

本研究透過CCR模式與BCC模式

以求得效率值，繼而以敏感度分析探討

投入項目數改變時，對效率衡量結果的

影響程度。 

參、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臺灣地區國民

中學教育績效評鑑之研究，將採用

DEA分析法進行教育評鑑，研究對象

為北部區域與南部區域，其區域範圍

為，北部區域：臺北縣、宜蘭縣、桃園

縣、新竹縣、基隆市、臺北市及新竹市

等七個縣、市之全部行政區域；南部區

域：嘉義縣、臺南縣、高雄縣、屏東

縣、嘉義市、臺南市及高雄市等七個

縣、市之全部行政區域，而投入、產出

指標則以IEA所發展的調查工具來建構

投入項指標與產出項指標，進行實證分

析。 

根據研究方法中所探討之CCR模

式及BCC模式進行南、北區域之實證分

析，所選用之投入項為教師年齡、教師

教育水準、父母教育水準及家庭社經地

位等四項，產出項為科學學習成就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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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數學學習成就成績等兩項，評估結果

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看出在不同模式下，南北

區域效率值差異並不大，且效率值頗

高，由此，可初步判定南北區域之效率

並無差異，由於該分析法為一非預設生

產函數來推估效率值，是故，不同的投

入、產出指標及對象將會對效率值有所

影響，為了確認此一結論，將進行敏感

度分析，以確保衡量結果的可靠性。處

理的方式是，在第一次投入指標中加入

一變數（學校規模），稱為修正模式；

第二次再加入另一變數（家中藏書），

稱為再修正模式，其評估結果如表2及

表3所示。 

由表2及表3所獲之評估結果與原

始模式比較，並且透過Spearman等級相

關，如表4所示，顯示出具有高度的等

級相關，本研究同時運用Kendall’s τ係

數，如表5所示，所得結果與Spearman

等級相關具有一致的結論，故可判定南

北區域之效率值並無差異，所以臺灣地

區不管是南區或北區的國民中學其經營

績效並無差異，由此可看出，在臺灣雖

許多方面有南北差異，如政治、經濟

等，但在國民中學學校表現上並無顯著

差異。 

由上述分析結果顯示，南北區域 

 

表 1 南、北區域國民中學之經營效率（CCR 模式與 BCC 模式） 

模式 CCR模式 BCC模式 
區域 北區 南區 北區 南區 
平均數 .9548 .9395 .9712 .9424 
最小值 .8712 .8525 .8956 .8879 
最大值 1 1 1 1 

表 2 南、北區域國民中學之經營效率（修正模式） 

模式 CCR模式 BCC模式 
區域 北區 南區 北區 南區 
平均數 .9668 .9405 .9689 .9478 
最小值 .8795 .8612 .8763 .8765 
最大值 1 1 1 1 

表 3 南、北區域國民中學之經營效率（再修正模式） 

模式 CCR模式 BCC模式 
區域 北區 南區 北區 南區 
平均數 .9766 .9512 .9801 .9534 
最小值 .8945 .8674 .8975 .8943 
最大值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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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原始模式、修正模式與再修正模式之 Spearman 等級相關值 

 原始模式 修正模式 再修正模式 
原始模式 1 .91* .93* 
修正模式 .91* 1 .97* 
再修正模式 .93* .97* 1 

*p < .05  

表 5 原始模式、修正模式與再修正模式之 Kendall’s τ係數 

 原始模式 修正模式 再修正模式 
原始模式 1 .89* .91* 
修正模式 .89* 1 .95* 
再修正模式 .91* .95* 1 

*p < .05 

 

之效率值並無差異，至於外部環境效果

是否影響南北效率？本研究根據

Charnes、Cooper與Rhodes（ 1981）和

Zenios、Zenios、Agathocleous與Soteriou

（1995）所提之方法進行評估環境因素

對效率的影響，進行步驟如下： 

1.根據南北不同區域之資料分別進

行DEA分析。 

2.將南北區域資料合併一起進行進

行DEA分析。 

3.比較上述1與2之差異，此一步驟

則採用Mann-Whitney無母數檢定。 

根據上述步驟，獲得結果顯示南

北區域之效率值並無差異（p < .001），

所以，任何改進效率方向應針對內部環

境而非外部環境。 

表6顯示出對於一個無效率的學校

（以X表示）提出改善之方向，若以投

入改善而言，若能達成目標值則效率將

大為提升，然而有些投入在短期下是無

法改變的，如家庭社經地位及教育水準

等項目，而相對於提升師資品質，如教

育水準的提升及年齡的年輕化，將有助

於效率的提升。 

 

表 6 X 學校改善方向 

 X學校 
 實際值 目標值 

父母社經地位 8.60 10.00 
教師年齡 4.50 3.00 

教師教育水準 5.00 6.00 
父母教育水準 3.20 4.10 
學校規模 1844 1569 

 

肆、結論與建議 

如何建立一客觀、公正且為人所

接受之教育評鑑模式是一重要且困難的

任務，目前教育評鑑已成為教育管理中

扮演重要的角色，唯有透過客觀的評鑑

工作，才能讓我們真正了解教育的實施

成效，本研究建構一個合理且具理論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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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的效率評估模式（DEA）及公平且

具公信力的評估指標（IEA）應用在教

育績效評鑑，此一結合，不但將教育評

鑑以數量化模式呈現，可提供無效率單

位改善方向，且可與國際接軌，進行國

際比較，以了解我國教育系統之績效，

並作為改善的方向。 

研究結果顯示，臺灣地區南北區

域之國民中學績效頗高，且並不因所屬

地區而有差異，也就是說，任一位學生

不管在南部或在北部受國民中學教育都

是一樣的，如果不一樣的話，其原因可

能來自內部因素（家庭及學生），此一

現象符合目前臺灣情況，亦即沒有越區

就讀的情況產生，此一研究結果可提供

教育當局制訂教育政策之參考。 

本研究由於只以南區及北區樣

本，若能深入探討區域內之市區與郊區

比較，則研究成果將更具價值，另外在

產出項的選取，只以數學及科學為衡量

指標，若能擴充投出項以充分顯示其多

元目標，如音樂及體育等納入模式中；

在投入項的選取，若能進一步取得教師

在職訓練與教師品質及學校資源等，則

研究成果將更具參考性，後續研究可進

一步探討。然而，本研究是以某一時點

進行橫斷面分析，若能考慮動態的時間

序列分析，則研究成果將更具參考性。

最後，若能與國際進行比較，則能夠進

一步了解不同教育系統下之經營成效，

以作為制訂教育政策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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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女關係與渴望父愛情結 

葉光輝* 林延叡** 王維敏*** 林倩如**** 

摘 要 

父親在孩子生命中及心理上缺席，都將造成孩子對於父愛的渴望。所謂「渴

望父愛情結」（longing for father’s love complex）是指孩子心理上對父親強烈的情感

渴求，其受限於社會文化氛圍或父親個人因素的抑制因而無法滿足，並成為積存於

內心深處相當時間的一組相關聯態度、感受及慾望。本研究指出渴求父愛的個體，

因長期處於關愛不滿足的情形下，為求與內、外環境達成最佳之適應，會逐漸形成

「強制亞型」與「防衛亞型」兩種不同行為表現型態。另外，本研究將父親與女兒

的互動關係，區分成「親慈子孝型」（簡稱慈孝型）、「中庸型」、「親嚴子恣型」（簡

稱嚴恣型）、「親嚴子孝型」及「親慈子漠型」等五種型態。當以高中職女生506人

為樣本，實施親子互動關係、渴望父愛情結、身心適應、社會自尊及社會技巧等五

種量表，本研究結果顯示：(1)高渴望父愛情結的兩類亞型女兒，於人際疏離感／

憂鬱、身體病痛抱怨，以及難與異性親近等負向的身心適應感受，皆高於一般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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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而樂觀幸福感則都低於一般女兒組；(2)強制亞型的女兒在社會技巧、社會自

尊兩方面皆高於防衛亞型的女兒；(3)不同父女互動關係品質對渴望父愛情結特徵

的發展，有顯著的作用效果；(4)其中，嚴恣型的女兒發展出高渴望父愛防衛亞型

的關聯性最高；親嚴子孝型的女兒發展出高渴望父愛強制亞型的關聯性最高；慈孝

型女兒和高渴望父愛兩種亞型的關聯性最低。 

關鍵詞：父女關係、防衛亞型、強制亞型、渴望父愛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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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and the 
Complex of Longing for Father’s Love 

Kuang-Hui Yeh*
 Yen-Jui Lin**

 Wei-Min Grace Wang***
 Chien-Ju Lin**** 

Abstract 

Either physical or psychological absence of the father in a child’s life causes the 

child to develop a desire for father’s love. The so called “longing for father’s love 

complex (abb. LFLC)” depicts a set of interconnected attitudes, feelings and desires that 

arise when a child psychologically has strong desire for father’s love but such desire has 

been suppressed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This unsatisfied complex may be developing 

due to the one’s cultural and social context or it could be solely a problem of the father’s 

personal factors. This study identifies two subtypes of behavioral pattern for individual 

who long for father’s love but cannot be satisfied for a prolonged period of time. The 

first subtype called “coercive subtype”, and the second one called “defensive subtype” 

that are formed in order to reach a comfortable position internally to best fit the 

environment under the desire for father’s love. Furthermore, this study categorizes the 

pattern of interaction between fathers and daughters into the following five subtypes: 

benevolent parent-filial child, general subtype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severe parent-

unbridled child, severe parent-filial child, and warm parent-cold child. The participants 

consist of 506 adolescent girls from senior high schools and vocational schools.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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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nts were instructed to complete five scales including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LFLC, Somatic-Psycho Symptoms Checklist, Social Self-Esteem, and Social Skill. The 

study showed: (1) Daughters who belong to the “coercive” and “defensive” subtypes of 

longing for father’s love tend to feel more alienated from others or depressed, experience 

more bodily discomfort, difficulties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with man, and feel less 

sense of well-being and happiness than normal daughters. (2) Daughters of coercive 

subtype manifest a higher level of social skills and social self-esteem than daughters of 

defensive subtype. (3) The quality of father-daughter interaction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wo subtypes of longing for father’s love complex. (4) Especially, daughters of 

severe parent-unbridled child subtype are mostly likely to develop a defensive behavioral 

pattern; daughters of severe parent-filial child subtype have the highest association with 

coercive behavioral pattern. Moreover, daughters who belong to the benevolent parent-

filial child subtype are less likely to form behavioral patterns resulted from high LFLC. 

Keywords: fa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defensive subtype, corecive subtype, 

longing for father’s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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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是一家之主、玩伴，更是

靠山，相較於母親，父親與孩子有著典

型不同的互動，理當具有不同的意義。

但是，父親和孩子的互動過程，以及在

家中可能的影響，卻長期在學術研究中

被忽略（Lamb, 1997）。 

從70年代開始，學者開始研究在

孩 子 生 命 中 缺 席 的 父 親 （ absent 

father）對孩子發展之影響（ Lamb, 

1997）。因為逝世、離婚、服役或囚禁

等因素造成父親不在孩子身邊，會對孩

子產生相當嚴重的後果，諸如造成情緒

發展及人際方面的問題等（ Beaty, 

1995; Jensen, Grogan, Xenakis, & Bain, 

1989; Vandamme & Schwartz, 1985）。

Herzog（1981）將父親缺席的孩子（因

離婚、分居或死亡）對於離去父親的渴

望感受，稱為「對父愛的渴望」（father 

hunger）；之後，有學者將此概念擴充

應用至涵蓋由於父親的冷漠、嚴厲或缺

乏正向感情，而在孩子心中缺席

（ psychologically absent ） 的 情 況

（Erickson, 1998; Secunda, 1992）。因

此，即使與父親一同生活，但不良的親

子關係也可能造成孩子對父愛的渴望。 

父親對於兒子、女兒的影響不但

有顯著差別（Wood, Rhodes, & Whelan, 

1989），其程度也同樣廣泛而深遠。眾

多研究指出，父親對女兒造成的影響層

面，包含自尊（Cummings & O’Reilly, 

1997; Fawcett, 1993; Griffin, 1998）、情

緒調節（Cummings & O’Reilly, 1997）、

同 理 心 能 力 （ Koestner, Franz, & 

Weinberger, 1990）、自我引導（ self-

direction）（Mosley & Thomson, 1995）、

性別角色特質（ Langlois & Downs, 

1980）、自我控制、人際關係、親密關

係與社會能力（Amato, 1987）等多方

面。 

對父愛渴望的現象可能比想像中

還嚴重，一項調查發現有41%的受試者

在童年時期，其情感需求未被滿足，其

中，對父親情感需求的不滿足更高於母

親（Zeidler, Nardine, Scolare, & Mich, 

1987）；另有學者發現，72%的女兒表

示能從母親處滿足其情感需求，可是對

於父親，僅有35%的女兒持相同之想法

（Youniss & Smollar, 1985）。縱使如

此，針對渴望父愛現象進行探討的相關

研究仍極少（Wineburgh, 2000）。華人

社會因特有的文化特性，使得父親與

女 兒 的 情 感 距 離 相 當 疏 遠 （ Ho, 

1987），因此可能產生更多渴望父愛的

現象。 

基於上述原因，本研究欲對渴望

父愛的現象進行細部探討，並藉由華人

關係主義的人際互動觀點，從父親與女

兒互動模式（父女關係）的角度切入，

探討其與女兒渴望父愛情結發展間之關

聯性，希冀對於渴望父愛現象及其成因

與作用能有進一步的了解，以提供臨

床、諮商實務界的應用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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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女兒之渴望父愛情結
及其負面影響 

一、渴望父愛情結特徵 

針對如何形成渴望父愛的現象，

西方學者提出了父親在孩子生活中實際

缺席（physically absent）與心理缺席

（psychologically absent）兩項主要原

因。其中父親實際缺席的原因，包括父

母親離異、父親早逝、單親養育，以及

領養等現象；而在心理缺席的原因，則

包括虐待、上癮或限於傳統規範所導致

的冷漠疏離等情況（Erickson, 1998）。

屬於後者情況的父親雖和孩子共處於同

一個空間，卻因無法善盡父親職責，不

僅使孩子無法獲得父愛的滋養，甚至霸

占了那個位置，造成孩子因渴望父愛而

出現各種偏差行為（ Leman, 2000; 

Secunda, 1992）。 

鑑於國內對父女關係發展歷程的

探討付之闕如，同時考慮到華人家庭中

「女兒地位卑微、受忽視」、「父親角色

威嚴、疏離」，以及「對性禁忌嚴格、

避諱」等因素，都是造成父女親密情感

發展的重要阻礙；因此，葉光輝與趙梅

如（2003）特將某些華人女兒心理上對

父親強烈的情感渴求，但卻受限於社會

文化氛圍或父親個人因素之抑制而無法

滿足，因而形成積存於內心深處相當時

間的一組相關聯態度、感受及慾望，稱

為「渴望父愛情結」（ longing for 

father’s love complex）。在心理學中，

「情結」概念大約有兩層含義：第一層

含義是指一組相關的態度及慾望結合在

一起，存留在心理層面超過一段相當的

時間，並對個體產生極大的情緒性影響

（Sutherland, 1995）；第二層含義，為

精神分析論者的用法，通常是指一種被

意識壓抑而在潛意識中持續活動，並以

性本能衝動為核心的心理願望（袁之

琦、游恒山，1986）。綜合而言，它是

一組彼此相互關聯而錯綜複雜的思想、

慾求或記憶，對當事人而言具有獨特的

象徵意義；這組思想、慾求或記憶有時

會被壓抑在潛意識，這是由於這些思

想、慾求或記憶，常不被個人或社會所

接受，或屬於個人的創傷性經驗，因此

一旦反映在行為層面時，會讓人產生不

舒服或強烈的情緒反應，而這些與情結

相關的行為，常遵循著固定的模式重複

出現。 

經由進一步整理相關文獻後，葉

光輝等人將「渴望父愛情結」歸納出三

項主要特徵（葉光輝、趙梅如，

2003）：「渴望父親的關愛與鼓勵」（以

下簡稱為「父愛需求」特徵）、「渴望改

變目前與父親的互動方式，卻有無力

感」（以下簡稱為「難與父親互動」特

徵）、「碰到與父親有關的事務或行為模

式，常引起個體強烈的情緒反應」（以

下簡稱為「強烈情緒反應」特徵）。首

先，「父愛需求」特徵常產生在父親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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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及心理缺席的孩子身上。在孩子成長

過程中，父母的關心、認同、讚美、鼓

勵與接納，是影響其身心發展與良好人

際關係技巧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如果

父母經常以拒絕或體罰的方式對待子

女，或以收回關愛的方式控制子女，子

女就容易變得更依賴父母的讚美及認同

來評量自己（Sharpe, 1994）。然而相對

於母親的慈愛，父親通常比較難給予讚

美及情感支持（Ho, 1987），所以對於

兒女來說，父親的愛彌足珍貴。若父親

經常不在身邊，孩子會開始對他存有許

多幻想，因為父愛難得，所以孩子更加

渴望父愛（Secunda, 1992）；Erickson

（ 1998） 甚 至 形 容 「 渴 望 父 愛 」

（longing for father’s love）會讓孩子的

心靈彷彿裂開一個洞，造成無止盡地渴

求父愛。 

其次，「難與父親互動」特徵，主

要是針對父親在孩子心理上的缺席而出

現。渴望父愛的孩子，會不自覺地為了

得到父親的注意和關愛，試圖改變和父

親之間的關係；他們可能變得特別順

從 ， 也 可 能 特 別 叛 逆 （ Secunda, 

1992）。由於父親管教類型的差異，加

上孩子本身氣質的不同，每個對於父愛

需求未能滿足的孩子，其發展出來獲取

關愛的行為模式也不盡相同。依附理論

（attachment theory）便指出，當父母

親無法提供孩子期望的關注時，孩子會

試圖消弭實際與期望獲得關注間的落差

（Bowlby, 1969）。然而，如果消彌落

差的嘗試依然沒有效果時，孩子的內心

便容易衍生出無力感，進而產生偏差行

為。 

第三項「強烈情緒反應」特徵，

則在父親實際或心理缺席的孩子身上皆

可發生。渴望父愛產生的痛苦，除了失

落感之外，還包括因自覺不夠好，不值

得被愛而帶來的折磨（Secunda, 1992），

包括憤怒、焦慮或憂鬱等情緒。如果這

份痛苦持續存在或強烈到孩子無法忍

受，他們可能會利用各種心理防衛機制

來逃避它。因此，當之後再度面對自身

無法滿足的父愛渴望，或類似的情境再

被觸發時，孩子很容易對此產生強烈的

情緒反應（Erickson, 1998），而且這樣

的情緒反應模式常會一再地重複出現。 

除了以上三項核心特徵外，葉光

輝也歸納出渴望父愛情結容易對女兒造

成的兩項影響：第一、「在與親近她的

男人之相處上會感覺到困擾」；第二、

「對人會有不信任的感受，尤其是男

人」。因為父親是女兒生命中第一個接

觸且是相當重要的男性，所以女兒對男

性概念的形成，便源自於她和父親的相

處經驗。學者認為早期親子間的互動，

是促使孩子形成自我—他人概念的重要

媒介（Bowlby, 1973）。父親的忽略會

讓女兒形成不良的自我概念，使其認為

自己不值得被愛，特別是不值得被男人

所愛；同時也易形成對人的不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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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男人。簡單地說，因為欠缺與男

性良好的互動經驗，使得她容易於男女

關係存有不切實際的想像，在男女關係

中變得不知所措，或當與男性交往時，

重 複 著 與 父 親 的 不 良 互 動 模 式

（Secunda, 1992），甚至常尋覓不到合

適的，或老是碰到不合適的配偶

（Leman, 2000）。 

此外，對父愛渴望的不滿足，還

可能影響著女性對於他人的信任感，尤

其對於男性更是如此（Leman, 2000）。

父親若長期不在身邊，或總是不守承

諾、吝嗇給予正向支持，將使得在此情

境下成長的女兒很難相信父親是愛自己

的。Secunda（1992）也認為，得不到

父愛的女兒由於不斷地自我責備，除了

造成自信心低落外，也會逐漸失去對男

人的信任。對於被父親遺棄的女孩來

說，她們常無法相信男人不會像父親一

般，莫名其妙地離開她們。因為極度缺

乏安全感，所以和一個男人維持長久的

關係，對這類女兒來說似乎是件困難的

事；其中有些則變得疑心病重，常常會

測試伴侶、預期被拋棄，或找藉口從關

係中先行離開。另外一些被父親拋棄的

女兒，則偏向另一個極端，她們非常害

怕孤單，有時只為了維持關係，甚至會

放棄一切自我，而不斷地討好對方。 

根據上述三項特徵與兩項影響後

果的內涵為架構，葉光輝依此編製出一

份包含24題題目的量表，經正式施測分

析後，發現特徵與影響內涵兩兩間皆達

顯著的正向關係（r值介於0.16-0.71，p

值皆小於0.01）（葉光輝、趙梅如，

2003）。當進一步以因素分析法進行分

析時，該量表得到最適當的三個因素結

果（見表1），分別是單獨由原屬於特徵

一題項所集結的「父愛需求」因素，特

徵二、特徵三題項所共同集結的「不知

如何與父親相處」因素，以及由兩種影

響結果題項所共同集結的「難與異性親

近」因素。葉光輝等人的研究發現這三

項因素傾向較高的青少女，具有較高的

人際疏離／憂鬱傾向、較多的身體病痛

症狀，以及較低的樂觀幸福感受等負向

心理健康指標。 

二、 渴望父愛情結女兒的 
兩種反應亞型 

長久以來，眾多研究皆顯示不安

全的依附關係（insecure attachment），

包含兩種亞型（Ainsworth & Wittig, 

1969; Finnegan, Hodges, & Perry, 1996; 

Kobak, Cole, Ferenz-Gillies, & Fleming, 

1993; Kobak, Sudler, & Gamble, 1991; 

Main, Kaplan, & Cassidy, 1985 ）。

Ainsworth 、 Blehar 、 Waters 與 Wall

（1978）認為，相對於安全依附型的孩

子，不安全依附型的孩子有逃避

（ avoidant）及焦慮／抗拒（ anxiety/ 

resistant）兩種次類型，而且兩者有著

截然不同的行為反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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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渴望父愛情結量表之因素分析 

因素名稱 內         涵 

父愛需求 特徵一：對於父愛的渴望 

特徵二：渴望能改變目前與父親的互動方式，卻有無力改變的感覺 
不知如何與父親相處 

特徵三：碰到與父親相關的一些事務或行為模式常會引起個體強烈的情緒反應 

影響一：在與親近她的男人之相處上會感覺到困擾 
難與異性親近 

影響二：對人會有不信任的感受，尤其是男人 

 

之後，一些針對成人依附關係進

行探討的學者，也發現了類似的對應。

例如Main等人（1985）提出成人的依

附心態（states of mind）概念，認為類

似於幼童時期的安全依附類型，成人對

於依附相關訊息有所謂「自由評估」

（free to evaluate）的心態；此外，他

們也指出「過度專注」（preoccupied）

與「冷漠疏離」（dismissing）兩種不同

的心態，分別可對應於幼童時期的焦慮

／抗拒與逃避兩種不安全依附型態。甚

至有學者（Kobak et al., 1993）認為

「過度專注」與「冷漠疏離」兩種傾

向，不僅存在於不安全型的依附關係

中，也會出現在安全依附型的個體上。 

在臨床方面的研究，認知治療派

學者（Young & Lindemann, 2002）認

為，個體會利用基模逃避（ schema 

avoidance ） 或 基 模 補 償 （ schema 

compensation）的模式，以避免受到不

良認知基模的傷害，因而表現出截然不

同的行為舉止。其中，基模逃避模式是

指個體利用認知逃避、情感逃避，以及

行為逃避的方式，自動地避免某些會引

發負面情緒的不良基模作用；而基模補

償模式則是指個體以表現出與不良基模

預期後果相反的反應，甚至以過度補償

（overcompensation）的方式來表現。 

從過去對渴望父愛現象相關的論

述中，同樣可發現兩種顯著不同反應型

態的渴望父愛情結亞型；這兩種反應亞

型的女兒，除對父愛之外顯渴望程度有

明顯差別外，其行為特徵也顯著不同。

第一類亞型的女兒，稱之為「強制亞

型」（coercive subtype）女兒：她們從

小就覺得自己無法討父親的歡心

（Secunda, 1992），並形成脆弱且沒安

全感的自我認同（Scull, 1992）。這除

了使她們自尊低落外（Griffin, 1998），

成長的互動經驗與因應策略，也讓她們

產生無法抑制的衝動，並想要討好每個

人（Appleton, 1981; Mearns & Thorne, 

1999; Scull, 1992）；她們習慣依賴外界

權威或他人指示，另外因為不願冒著被

他人拒絕的危險，也不善於向情境抗爭

（Appleton, 1981; Mearns & Thorne, 

1999）。因此，她們通常很難下決定或

知道自己真正的想法、感受（Leon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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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同時，雖然試圖討好每個人，

但是從過去與父親互動累積的經驗，使

她們很難相信有個男人可以完全地關愛

與接受她們（Appleton, 1981; Scull, 

1992; Secunda, 1992）。所以，雖然有時

表面上看起來不乏親密關係，但她們並

不具安全感，而且常表現出唯對方是從

的心態，或不自覺地試探對方的愛與忠

誠。如此一來，反而容易造成親密關係

的緊張，甚至破裂，並導致自我實證的

惡性循環。 

另一類亞型的女兒，稱之為「防

衛亞型」（defensive subtype）女兒。她

們從小習慣利用逃避或冷漠以對的方式

來處理不良的父女關係；她們習慣壓抑

憤怒，以致於無法健康地表現對父親的

不滿（Secunda, 1992），也同時壓抑了

期望他人給予正向支持的需求。因此，

她們並不期待別人的欣賞與了解；她們

習慣將自己視為沒有價值的人，或藉著

忽略負面情緒的方式來逃離自己的痛

苦；類似於強制亞型女兒，她們不願意

冒險，而且在面對新挑戰時會很快放棄

嘗試；對於他人，她們習慣採防衛、不

信任的態度，避免和別人建立深入的關

係，以免再度受到傷害。同樣地，她們

也可能進入惡性循環的不良關係中，而

逐 漸 從 人 群 中 退 縮 及 自 我 孤 立

（Baumeister, 1997; Cheek & Busch, 

1981; Jones, Freemon, & Goswick, 1981; 

Maroldo, 1982; Mearns & Thorne, 1999; 

Schlenker & Leary, 1982）；此外，她們

傾向用打擊自我的方式表現憤怒，並可

能將情緒反應顯現成身體的病痛或憂鬱

症狀（Leonard, 1985; Secunda, 1992）。 

貳、 形成渴望父愛情結 
兩亞型的原因 

有學者針對孩子在面對依附對象

時（通常為父母），因為情感可獲得程

度（emotional availability）的差異，而

採取不同的策略，提出了控制理論

（control theory）假說（Kobak, Cole, 

Ferenz-Gillies, & Fleming, 1993）。此假

說之應用範圍不僅涵蓋嬰幼兒的依附行

為，也包括成人對相關依附訊息的認

知。控制理論認為，當孩子實際知覺到

可獲得依附對象的情感程度和預期有明

顯落差時，孩子便會採取一些策略試圖

減少此落差。基本策略（primary stra-

tegy）是其最先採行的因應策略，如藉

著哭鬧、要求抱撫等方式，個體會主動

尋求和依附對象重新建立關係。然而若

屬於依附系統（attachment system）的

基本因應策略無法發揮效果，則由於求

生存的作用，孩子便會針對不同的情境

（如父母教養方式）發展出不同的調整

策略（ secondary strategy）來因應

（Main, 1990）。調整策略使得個體能

對照依附對象的對待模式進行調整，並

因為不同的作用機制而在行為層面產生

截然不同的效果。Kobak等人認為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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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有兩種調整策略：其一為高度激發

（hyper-activation）策略；其二為抑制

激發（deactivation）策略，高度激發策

略基本上與孩童時期焦慮／抗拒型行為

模式，以及成人時期「過度專注」依附

思考模式的關係密切；而抑制激發策略

則與逃避型行為模式及「冷漠疏離」依

附思考模式相對應。 

類似於上述的控制機制，本研究

認為渴求父愛的個體，若長期處於無法

獲得足夠關愛（即情感可獲得程度很

低）的情形下，為求與內、外環境達成

最佳之適應，則會逐漸形成「強制亞

型」與「防衛亞型」兩種渴望父愛情結

的表現型態。 

推測「強制亞型」女兒之所以自

尊低落，並且必須藉著外界標準給予引

導，是因為這些女兒老是得不到父親足

夠的正向支持與鼓勵，並在訴諸基本因

應策略無效後，傾向採取高度激發或過

度關注的調整策略來因應。基本上，這

類女兒的父親習慣採用嚴厲及高要求標

準的方式對待她們，在渴愛需求的作用

下，再加上一些情境線索及個人的特質

（如好勝心強）因素，她們始終對父愛

懷抱著希望，認為只要表現得夠好，總

有一天父親會給予足夠的愛。對她們而

言，理想的父親僅存在於虛幻的想像當

中，她們積極地用「理想中父親所期待

的行為」裝飾那個原本父親應該存在的

空位，並期待有一天父親能夠入座。在

現實生活中長期與父親缺乏良好的互

動，促使她們對父愛過度渴望，並將之

誇張化，而逐漸與現實脫節。亦即這些

女兒的渴望父愛情結始終停留在觸碰不

及之處，縱使父親的對待方式改變了，

開始提供關愛，她們那已質變的對人基

本信念與價值觀，也會促使其拒絕相信

這是她們所期待的愛，而選擇繼續追求

遙不可及的理想父愛。 

至於「防衛亞型」女兒，對人採

取不信任、防衛的態度，也是因為長久

以來她們無法獲得父親足夠的關心與照

顧。然而與「強制亞型」不同的是，在

訴諸基本因應策略無效後，她們傾向採

取抑制激發或冷漠疏離的調整策略來因

應。這些女兒和父親的互動，或許是因

為父親往往以敵意、忽視、冷漠，甚至

可能是凌虐的方式對待她們，加上這類

女兒天生的某些氣質因素（如容易害怕

或退縮），使得縱使對父愛的渴求一直

未被滿足，但她們卻寧願選擇採用壓抑

或逃避這份情感的方式來因應。對她們

而言，根本沒有所謂父親應有的位置，

始終缺席的父親讓她們選擇採用包裹、

隔絕自己的方式因應，並以拒絕、逃避

來忽視那顯得格外礙眼的父親空位，以

及那份最初的渴望。長期與父親互動不

良，她們把對父愛的渴望，深埋至心

底；對周遭環境抱持著冷漠、敵意的態

度，則為採取此種策略後最典型的防衛

機制與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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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父女互動關係及渴望
父愛情結的發展 

以往對親子依附關係的研究，絕

大多數是以母親為主要依附對象進行探

討，對於父親與子女的依附關係，直到

最近才受到重視（孫世維， 1995；

Kerns, Tomich, Aspelmeier, & Contreras, 

2000）。一些研究發現，當孩子年齡愈

來愈大，子女對父親的依附關係愈趨重

要，如孫世維（1998）發現，青少年如

果與父親有較佳的情感依附，其學業成

績、社會勝任感的表現較好，問題行為

也較少；另外，該研究也指出：青少年

男、女對父母依附關係的發展歷程可能

不同。對女生而言，與父親較強的情感

依附對她們的社會關係及支配外在環境

能力有顯著的影響。因此，她建議對親

子關係及青少年發展的了解，應考慮兩

代的性別差異。正如Steinberg（1987）

所言，依附關係對於不同性別的個體有

著不同的意義，因而應該重視不同性別

的親子關係對青少年發展之影響。這正

是本研究欲探討父女互動關係如何對女

兒渴望父愛情結發展產生影響的主要原

因。 

在心理學本土化的影響下，近來

學者多以「關係主義」討論華人的人際

互動現象及其影響，所謂「關係主義」

理論觀點的核心意涵主張：華人的人際

交往模式是以倫理為本位，從家庭人倫

關係推廣發揮出去，因而按照與互動他

人關係深、淺的不同，採用不同的交往

法則與對方互動（梁漱溟，1963；費孝

通，1948；葉光輝，2002）。 

雖然「關係主義」的觀點可有效

地解釋說明，華人面對不同互動關係對

象時，為何及如何採用不同的互動方

式。但是對於個體在同一種角色（如親

子）關係中的互動行為模式，如何發展

及為何存在著明顯的個別差異，或對原

本屬於不同角色關係的對象，卻採用相

同互動方式的現象，似乎沒有太多的討

論與著墨。 

針對關係主義觀點在單一對偶關

係研究應用上的缺失，葉光輝（2002）

曾提出修正觀點主張：任何一種人際互

動關係至少應包括分位（符合角色責任

要求的）、情感（出自自發無私善性

的）及慾欲（源自於本能衝動效益的）

三種感情成分的涉入。這三種成分組合

比例之多寡代表的是個體在該對偶關係

條件下，綜合了社會規範要求與實際交

往經驗累積下所形成的互動預期。此一

互動預期，正是決定此特定關係變化發

展，以及影響個體作出適切對應互動行

為的關鍵要素。 

本研究所關注的問題焦點，是不

同互動品質的父女關係對女兒渴望父愛

情結發展的可能影響。因此，當以上述

葉光輝的人際互動理論觀點來判斷父女

關係品質時，親子間對於互動關係的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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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基礎，也是以綜合分位、情感及慾欲

等三種感情成分的組合狀況研判出來

的。最近葉光輝、劉奕蘭與吳齊殷

（2004）以測量子女知覺父母與其互動

方式中的分位、情感及慾欲等三種感情

成分多寡，利用潛在輪廓（ latent 

profile）分析方法（Lazarsfeld & Henry, 

1968），找出父母親對待青少年子女最

常見的三種互動典型：「慈愛型」、「中

庸型」及「嚴苛型」。其中，慈愛型父

母對待子女的方式，相對於樣本中其他

受試者而言是屬採「高情感、低慾欲與

低分位」感情成分的組合者，人數比例

在父親對象方面，約占樣本群中的

53%，母親對象方面，占37%；中庸型

是屬於「情感、慾欲與分位三種感情成

分皆中等」的組合者，人數比例在父親

對象方面，約占樣本群中的34%，母親

對象方面，占40%；而嚴苛型則是屬於

採「低情感、高慾欲與高分位」的組合

者，人數比例在父親對象方面，約占樣

本群中的 13%，母親對象方面，占

22%。根據同樣的測量與分析方法，葉

光輝等人也找出青少年子女對待父母最

常見的三種互動典型：「敬愛型」、「中

庸型」及「恣意型」。其中，敬愛型子

女對待父母的方式是屬於「高情感、低

慾欲與高分位」感情成分的組合者，人

數比例對父親方面，約占樣本群中的

29%，對母親方面，占24%；中庸型是

屬於「情感、慾欲與分位三種感情成分

皆屬於中等」的組合者，人數比例對父

親方面，約占樣本群中的53%，對母親

方面，占52%；而恣意型則屬於採「低

情感、高慾欲與低分位」的組合者，人

數比例對父親方面，約占樣本群中的

29%，對母親方面，占25%。其後，葉

光輝等人將父母親對子女的三種互動典

型與子女對父母親的三種互動典型交叉

配對，組合成「親慈子孝型」（簡稱為

慈孝型）、「中庸型」、「親嚴子恣型」

（簡稱為嚴恣型）、「親嚴子孝型」及

「親慈子漠型」五種親子交互互動型態

（詳見表2）。 

這五種親子交互互動型態其各自

的特徵內涵敘述如下：1.「慈孝型」：

此類型子女知覺父母親的管教方式約略

為關愛（高情感）、非滿足私慾（低慾

欲）、慈祥而非嚴格管教的（低分位），

而子女自己除了同樣以高度正向情感

（高情感）與非滿足私慾（低慾欲）的

方式回應外，還表現出對父母親的尊敬

（高分位）；2.「嚴恣型」：恰與慈孝型

對立相反，此類型子女所知覺父母親的

管教方式是嚴苛的（高分位）、缺少正

向情感的（低情感），而且還經常將個

人的慾求強加在子女身上的自私樣貌

（高慾欲），此類型子女則是以冷漠冷

淡（低情感）、任性且恣意（高慾欲低

分位）的方式回應嚴苛父母親的對待；

3.「中庸型」：此類型子女感受到父母

親對待自己的方式，以及體察自己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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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五種親子交互互動類型的組成架構 

子代對親代 
的互動類型 

親代對子代 
的互動類型 

敬愛型 
（高情低慾高分） 

中庸型 
（中情中慾中分） 

恣意型 
（低情高慾低分） 

慈愛型 
（高情低慾低分） 

慈孝型 親慈子漠型 

中庸型 
（中情中慾中分） 

 中庸型  

嚴苛型 
（低情高慾高分） 

親嚴子孝型 嚴恣型 

註：各次類型下括弧內的文字內容，分別代表該類型在華人人際互動之情感、慾欲及分位此三感情要素比重高低

的組合情形。如慈愛型對應的是（高情低慾低分），其代表此類型是由「高情感、低慾欲、低分位」的分配

比重組合而成。其餘次類型的文字內容比照類推。 

父母親的方式，相較於其他類型子女而

言，其三種感情成分的表現大約是介於

中間或平均值附近，因此也可將此類親

子互動型態稱為社會一般型或普通型；

4.「親慈子漠型」：這一類的親子互動

型態，包含著彼此略異但相鄰近的三種

次類型（請參見表2）共同組成，因而

內涵的歧異性稍高。但綜合歸納此三種

次類型的共同特徵，可得出互動內涵大

約是父母親與子女彼此在正向情感付出

上，彼此是屬於不對稱平衡的一種互動

模式；此類型子女知覺到的親子關係，

相對而言，父母親是偏向關愛、親切、

無私，但子女自己卻是較為疏離、冷

漠、恣意以對的；5.「親嚴子孝型」：

這一類的親子互動型態，同樣也由三種

相鄰近的次類型組合而成，其共同特徵

約略為親代管教嚴厲，而子女自己仍然

孝敬以對的不對稱平衡互動模式；此類

型子女知覺到的親子關係，相對而言，

父母親是較為嚴厲、自私，但子女仍孝

敬無私的傾向對待。本研究認為採用此

五種親子互動類型作為分析父親與女兒

互動相處的典型型態，不但較符合華人

關係主義的觀點主張，同時也是較具本

土及社會脈絡意義。 

在這五種父女互動型態中，由於

嚴恣型女兒身處最糟的親子關係氛圍，

不僅父親嚴苛對待，女兒也恣意相對，

因此，預期此一父女關係類型的女兒應

該最容易發展出渴望父愛情結特徵中

「不知如何與父親相處」的感受；相反

地，慈孝型的女兒不僅感受到父親無私

的關愛，自己也回以敬愛的對待方式，

因此預期此一類型女兒產生渴望父愛情

結特徵中「不知如何與父親相處」感受

的傾向最低；至於在兩類不對稱平衡的

父女互動類型中，親嚴子孝型的女兒雖

然覺知自己較以敬愛無私的方式對待父

親，但由於感受到的父愛與關懷較少，

並不利於女兒的身心發展，因此，預期

其發展出「不知如何與父親相處」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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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度應該位居第二，僅次於嚴恣型而

高於中庸型的女兒。另外，不對稱平衡

類型中的親慈子漠型女兒，雖然覺知自

己較以自私冷漠的方式對待父親，但由

於感受到較多的父愛與關懷，因此預期

這類女兒發展出「不知如何與父親相

處」感受的程度應居於第四，即低於中

庸型而高於慈孝型的女兒。歸併而言，

本研究預測：五種父女互動類型的女

兒，若按照其渴望父愛情結特徵中「不

知如何與父親相處」感受的可能發展傾

向由高至低排列，推論依序分別為⎯⎯

「嚴恣型」、「親嚴子孝型」、「中庸

型」、「親慈子漠型」、「慈孝型」（假設

一）。 

此外，根據過去相關研究結果顯

示，有著嚴厲、疏離冷漠父親的子女比

較容易出現依賴順從或強制的行為傾向

（Secunda, 1992）。這是因為父親的對

待方式，容易促發子女以極力表現乖巧

順從的因應方式，企圖來獲取父親的關

心與注意。因此，若父親長期以此種方

式對待女兒，而女兒仍謹守著子女應該

孝敬的角色規範與父親互動應對，則這

類型女兒應該很容易發展出渴望父愛強

制亞型的情結。是故，本研究預測親嚴

子孝的父女互動關係，應與高渴望父愛

強制亞型女兒的關係密切（假設二）。

同樣的研究也發現，父親懷有敵意、侵

擾，甚至凌虐行為的子女，比較容易出

現逃避的行為傾向（Secunda, 1992），

這是因為這些子女被迫採取防衛或不在

乎父親對待方式的態度來因應；因此，

若父親長期以此種方式對待女兒，而女

兒也習慣以恣意、任性、不在乎的方式

回應，則應該很容易形成渴望父愛逃避

型情結。由是，本研究預測嚴恣型的父

女互動關係，應該與高渴望父愛防衛亞

型女兒的關係密切（假設三）。 

另外，為了區辨前述渴望父愛情

結所區分的強制與防衛兩種亞型的差

異，本研究預測：當相較於其他低（或

非）渴望父愛情結類型者而言，由於強

制亞型女兒習慣採取高度激發或過度關

注的調整策略來因應挫折或不滿足，因

此預期這類型女兒會表現出較一般女兒

還要高的「父愛需求」特徵傾向（假設

四）；而相反地，由於防衛亞型女兒習

慣採取抑制激發或冷漠疏離的調整策略

來因應挫折或不滿足，因此預期她們會

顯現較一般女兒還要低的「父愛需求」

特徵傾向（假設五）；還有，由於強制

亞型女兒習慣以過度服膺外界規範的方

式來獲取他人的關注與肯定，因此相較

於防衛亞型女兒而言，預期前者應該會

有比後者較佳的社會技巧及社會自尊表

現（假設六）。此外，由於兩亞型女兒

此一心理情結因素容易造成個體負面極

化的認知、情緒與行為反應，因此，相

較於其他低（或非）渴望父愛情結類型

者而言，預期她們會顯現較差的心理適

應表現，如持有較高的人際疏離／憂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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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較多的身體病痛症狀、較低的樂

觀幸福感受，以及較高的難與異性親近

感受（假設七）。 

肆、研究方法與程序 

一、研究樣本 

本研究以臺灣北部與中部的17所

高中職校，每校選取一至兩個班級女生

為樣本，共蒐集有效女生樣本506人；

其中，受試樣本年齡99%以上介於15歲

至19歲之間，平均年齡為17.7歲。 

在受試樣本父親的基本資料方

面，若略去缺漏值不計，年齡主要分布

於35-65歲之間，教育程度有41%受過

大專或以上的教育；35%為高中職；另

外24%則為國中或國中以下。受試樣本

父親的職業類別，以技術員及助理專業

人員所占之比例最高，占33%；其次為

非技術工及體力工，占14%；屬於民意

代表、行政主管、企業主管及經理人員

等高階管理人員者，占11%。 

二、研究工具 

(一) 親子互動關係量表 

係根據葉光輝（2002）「華人人際

互動關係」理論觀點為架構，用以測量

親子互動關係中對互動對象之「分位

性」、「情感性」及「慾欲性」等三種感

情成分多寡的測量量表，分有「親對

子」與「子對親」兩種版本，每種版本

又分有父親版與母親版兩種（因此共有

父對子、子對父、母對子及子對母四套

分量表），分別測量受試者與父親、母

親各自的三種感情連結情形。本研究因

主題考量僅使用父親版本的量表，另

外，每套分量表原包括了分別代表著親

子互動關係中分位性、情感性及慾欲性

三種成分的感情形容詞各10題（共30

題）。本研究使用的是短式分量表，每

套分量表的題數縮減成15題的版本，分

位性、情感性、慾欲性三種感情成分題

項各占5題。受試者作答時，以父親對

待自己或自己對待父親的方式，是否如

感情形容詞所描述的內容，從「非常不

同意」、「有點不同意」、「有點同意」到

「非常同意」四種不同程度的選項來做

答。樣本在此量表上的回答資料，採用

潛在輪廓分析方法，同樣找出父親對待

女兒方式上最常見的三種典型（慈愛

型、中庸型、嚴苛型），以及女兒對待

父親方式上最常見的三種典型（敬愛

型、中庸型、恣意型）；其後，本研究

參照表2的分類架構，將親對子的三種

管教典型及子對親的三種互動典型交叉

配對，組合成了五種親子互動關係型

態，作為本研究分類不同親子互動關係

品質的基準。 

(二) 渴望父愛情結量表 

此量表係葉光輝與趙梅如（2003）

根據其界定的渴望父愛情結三項特徵要

素及兩項影響後果內涵所編製的量表。

此量表經葉光輝正式施測資料，分析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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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項成分彼此的相互關係，顯示這五項

成分彼此間都達到顯著的正向關係。當

進 一 步 以 主 軸 法 （ Principal Axis 

Factoring）進行因素分析，並採用

Promax斜交轉軸法抽取因素，得到最

適的三個因素結果，由其結果發現，其

中原屬於「父愛需求」特徵要素的題

目，自己集結成一因素，因此命名為

「父愛需求」因素。而原屬於「難與父

親互動」特徵及「強烈情緒反應」特徵

的題目，彼此相互集結成第二個因素，

因此命名為「不知如何與父親相處」因

素。至於原屬「在與親近她的男人之相

處上會感覺到困擾」後果題目，以及

「對人會有不信任感」後果題目，彼此

也相互集結成第三個因素，因此命名為

「難與異性親近」因素。這三個因素兩

兩間的相關，分布在0.11至0.37之間，

皆達到p < .01以下的顯著水準。此量表

的量尺是以0、1、2、3、4分別表示從

「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的不同

程度選項，作為答題選項。 

在切合渴望父愛情結含義的基礎

下，為了有效區辨出強制亞型及防衛亞

型女兒的差異並了解其相關效果，本研

究根據前面對此兩類亞型特徵的敘述，

特別先以全體樣本在「不知如何與父親

相處」因素分數的中位數，作為區分個

體渴望父愛情結程度高、低的判別指

標；亦即當個體此一因素分數高於平均

數者，代表其渴望父愛情結傾向相對上

是屬於較高者。換言之，若樣本在「不

知如何與父親相處」因素分數偏低者，

代表著與父親的互動關係中並不會出現

有強烈的情緒反應，因此被歸類為低渴

望父愛情結傾向者或稱為一般組。接

著，本研究再以「父愛需求」因素分數

的高低來區分同屬於高渴望父愛情結傾

向的強制亞型與防衛亞型兩組女兒，其

中高「父愛需求」分數者是屬於強制亞

型組，而低「父愛需求」分數者是屬於

防衛亞型組。這是強制亞型組女兒因習

慣採用過度激發策略的作用，因而容易

表現出對父愛的高度渴望；而防衛亞型

組女兒則因為習慣採用抑制激發策略的

作用，因而傾向表現出較低的父愛渴望

需求。由是，當以「不知如何與父親相

處」及「父愛需求」兩因素的高、低得

分交叉配對，可組合成「不知如何與父

親相處」分數高且「父愛需求」分數高

的「高渴望父愛強制亞型」組，以及

「不知如何與父親相處」分數高，但

「父愛需求」分數低之「高渴望父愛防

衛亞型」組。至於剩餘的兩類可合併歸

屬為「低渴望父愛情結」或「一般」類

組，然而為了後面分析時能與高渴望父

愛兩亞型對照比較，本研究又區分她們

為「低渴望父愛情結」第Ⅰ型（「父愛

需求」分數高者）與第Ⅱ型（「父愛需

求」分數低者），請參見表3。 

(三) 身心適應量表 

係根據林南（Lin, 1989）的心理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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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高、低渴望父愛情結亞型的區分標準 

不知如何與父親相處 
父愛需求 

高分範圍（18-45） 低分範圍（0-17） 
高分範圍 
（16-45） 

高渴望父愛 
強制亞型 

低渴望父愛 
第Ⅰ型 

低分範圍 
（0-15） 

高渴望父愛 
防衛亞型 

低渴望父愛 
第Ⅱ型 

註：不知如何與父親相處分數的平均數 17.55；父愛需求分數平均為 15.77。 

 

康量表項目修改完成的心理適應量表，

加上YSR（Youth Self Report）量表

（Achenbach, 1991）中測量身體病痛

的部分編製而成，可分別測量到個體在

最近兩星期內於人際疏離感、憂鬱感、

樂觀幸福感及身體病痛等四個面向的身

心適應狀況，原共有30個題目，以0、

1、2、3、4分別表示從「沒有發生過」

到「幾乎每天都有發生」的不同程度選

項，作為答題選項。經葉光輝與趙梅如

（2003）以大學生636名與高中生998名

的樣本資料，採主軸法進行因素分析，

得到人際疏離感／憂鬱感（即原屬於第

一及第二面向的題目共同集結成一個因

素）、樂觀幸福感及身體病痛三個因

素。其中，人際疏離感／憂鬱感分量表

保留16題（刪除因素負荷量低的2題題

目），其內部一致性在高中、大學樣本

分別為 .91和 .92（全體樣本為 .92）；

而樂觀幸福感分量表共4題，其內部一

致性在高中、大學樣本分別為  .71

和 .76（全體樣本為 .73）。另外，身

體病痛分量表共7題（刪除因素負荷量

低的1題題目），其內部一致性在高中、

大學樣本分別為 .74與 .82（全體樣本

為 .77）。 

(四) 社會自尊量表 

社會自尊是對於自己在社會情境

中表現的價值感（sense of worth），也

是對自己在人際情境中的信心程度。社

會自尊概念多數是合併在個體的自我概

念當中，Lawson、Marshall與McGrath

（1979）則將社會自尊獨立出來；黃德

祥（1988）以Lawson等人對社會自尊

的理論建構為基礎，初步編擬了社會自

尊量表32題，以青少年樣本進行預試，

資料以主軸法進行因素分析，並採用極

變法（varimax）進行轉軸，抽得兩個

因素，分別為「社會自信」（ social 

confidence）與「人際勇氣」（interper-

sonal courage）。本研究衡量黃德祥所

編量表題目內容的適用度後，僅選取

「社會自信」分量表中的六個代表性題

目，作為本研究測量個體社會自尊程度

的指標。 

(五) 社會技巧量表 

此量表亦為黃德祥（1988）根據

Matson、Rotatori與Helsel（ 1983）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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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son社會技巧量表」（the Matson 

Evaluation of Social Skill with 

Youngsters, MESSY）為藍本，加以編

譯、增修而成。黃德祥選取青少年樣本

進行預試，以主軸法進行因素分析，並

採用極變法轉軸，共抽得到四個因素，

分別命名為適當的社會技巧（appropri-

ate social skills）、不適當的社會技巧

（ inappropriate social skills）、自負

（over confidence）與不合群（ social 

disability）。本研究根據研究需要，在

原適當的社會技巧因素中選取5題，並

對語句做了局部的修改後，作為測量個

體正向社會技巧程度的指標。 

伍、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 五種父女關係與女兒的
渴望父愛情結 

(一) 五種父女關係對於渴望父愛

情結特徵發展的影響 

根據親子互動關係量表資料所組

成的五種父女互動關係類型，從分析結

果顯示，本研究樣本中屬於親慈子漠型

的人數比例最多，占32.2%，其次依序

為慈孝型（28.0%）、中庸型（25.9%）

及親嚴子孝型（7.8%），而嚴恣型的人

數比例最少，僅占6.1%。 

接著，以MANOVA檢驗五組父女

關係類組對女兒渴父情結特徵發展的影

響，結果顯示五種不同父女關係對女兒

在「不知如何與父親相處」及「父愛需

求」兩項渴父情結特徵的發展上，確實

具有顯著的作用效果（Wilks’ Lambda

之F（8,938）= 27.35, p < .001）。經對

達到顯著水準的兩個個別情結特徵（對

不知如何與父親相處之ANOVA，F

（ 4,470） = 49.03, Mse = 69.38, p 

< .01；對父愛需求之 ANOVA, F

（ 4,470 ） = 4.49, Mse = 22.82, p 

< .01），進行Scheffé事後比較分析顯

示：對「不知如何與父親相處」特徵的

作用上，嚴恣型父女互動關係組的得分

最高，且與其他四組皆達到顯著差異。

其餘按平均數高低依序為親嚴子孝型、

親慈子漠型、中庸型及慈孝型；而後面

四組之間，除慈孝型與其他三組間的差

異也達顯著水準外，其餘三組兩兩間的

差異皆不顯著。至於對「父愛需求」特

徵發展的影響效果上，父女互動關係為

親嚴子孝型組之得分最高，慈孝型與嚴

恣型組的得分最低，且前者與後兩者之

差異皆達顯著水準之差異，其餘組別間

的差異並不顯著（見表4）。五種父女互

動關係在渴望父愛情結兩類特徵的發展

上確實存有差異，研究假設一得到支持

證據。 

(二) 五種父女關係類組與高渴望

父愛兩種亞型間的對應關係 

為求了解父女互動關係與高渴望

父愛兩種亞型間的對應關係，接著分析

五類父女關係在渴望父愛類型的分配比

例上是否有所差異。從表5交叉列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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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五種父女互動關係類型在兩種渴望父愛情結因素發展上的事後比較 

父女關係類型 
渴望父愛特徵 a.慈孝型 

（n = 133） 
b.親嚴子孝型 
（n = 37） 

c.中庸型 
（n = 123） 

d.親慈子漠型 
（n = 153） 

e.嚴恣型 
（n = 29） 

父愛需求因素 
14.68b 
（5.63） 

17.57ae 
（4.56） 

16.18 
（3.83） 

16.01 
（4.63） 

13.83b 
（5.35） 

不知如何 
與父親相處 

10.11bcde 
（8.04） 

21.76ae 
（9.92） 

18.83ae 
（8.15） 

19.44ae 
（8.59） 

30.48abcd 
（6.55） 

註：右上角英文字母符號代表該符號類型與所在類型間平均數達到 p < .05的顯著差異，括號內為標準差。 

表 5 五種父女互動關係在渴望父愛類型上分布比例差異之列聯表 

渴望父愛類型分組 
互動關係類型 統計量 

強制型 防衛型 
低渴望父愛

Ⅰ型 
低渴望父愛

Ⅱ型 
總計 

人數 16 7 46 64 133 
期望人數 44.2 24.1 27.4 37.2 133.0 
此類型下百分比 12.0% 5.3% 34.6% 48.1% 100.0% 

慈孝型 

校正標準殘差值 -6.1 -4.5 4.7 6.1  
人數 49 27 19 28 123 
期望人數 40.9 22.3 25.4 34.4 123.0 
此類型下百分比 39.8% 22.0% 15.4% 22.8% 100.0% 

中庸型 

校正標準殘差值 1.8 1.3 -1.7 -1.5  
人數 11 18 0 0 29 
期望人數 9.6 5.3 6.0 8.1 29.0 
此類型下百分比 37.9% 62.1% .0% .0% 100.0% 

嚴恣型 

校正標準殘差值 .6 6.3 -2.8 -3.5  
人數 62 27 30 34 153 
期望人數 50.9 27.7 31.6 42.8 153.0 
此類型下百分比 40.5% 17.6% 19.6% 22.2% 100.0% 

親慈子漠型 

校正標準殘差值 2.3 -.2 -.4 -1.9  
人數 20 7 3 7 37 
期望人數 12.3 6.7 7.6 10.4 37.0 
此類型下百分比 54.1% 18.9% 8.1% 18.9% 100.0% 

親嚴子孝型 

校正標準殘差值 2.8 .1 -2.0 -1.3  
人數 158 86 98 133 475 
期望人數 158.0 86.0 98.0 133.0 475.0 總計 
此類型下百分比 33.3% 18.1% 20.6% 28.0% 100.0% 

註：由於填答父女關係量表時部分樣本出現有遺漏值，因此最後進入分析的樣本人數僅剩 475人。 

 

的結果顯示，「父女關係類組」與「渴

望父愛亞型」對應關係的同質性卡方檢

定，χ
2（12）值為125.65，達到p < .01

的顯著水準，表示不同父女互動關係在

四類渴望父愛亞型的分配比例上具有明

顯差異。 

進一步分析每種父女關係在四類

渴望父愛亞型分配上，是否達到顯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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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本研究參考Haberman（1978）提

供之方法，即根據細格校正後標準化殘

差值（Adjusted Standardized Residual, 

AR）進行事後比較。Haberman指出：

校正後標準化殘差的機率分配接近常態

分配，因此在雙側考驗下，可以細格校

正後標準化殘差值的±2.58作為p < .01

顯著水準的臨界值，而以±1.96作為p 

< .05的臨界值。根據此分析原則，發

現分配比例達顯著差異水準的組別有：

慈孝型在「強制亞型」（標準化殘差值

AR = -6.1）；「防衛亞型」（AR = -4.5）

的分配比例偏低；而在「低渴望父愛第

Ⅰ型」（AR = 4.7）；「低渴望父愛第Ⅱ

型」（AR = 6.1）的分配比例則較高；

中庸型與親慈子孝型在四種渴望父愛亞

型的分配比例大約適中，接近一般之分

配比例；嚴恣型在「防衛亞型」（AR = 

6.3）的分配比例較高，而在「低渴望

父愛第Ⅰ型」（AR = -2.8）、「低渴望父

愛第Ⅱ型」（AR = -3.5）的分配比例則

較低；最後，親嚴子孝型在「強制亞

型」（AR = 2.8）的分配比例則較高

（請參見表5）。 

若將重點置放與兩組高渴望父愛

亞型的關聯性作討論，可發現嚴恣型的

女兒，其與發展出高渴望父愛防衛亞型

的關聯性最高；而親嚴子孝型的女兒，

則是與發展出高渴望父愛強制亞型的關

聯性最高，假設二、假設三獲得支持證

據。至於慈孝型女兒，則是與高渴望父

愛的兩種亞型的關聯性最低，而與低渴

望父愛的關聯性最高。 

二、 高渴望父愛情結兩亞型
的差異檢驗 

(一) 兩亞型在「父愛需求」特徵

程度之極化現象檢驗 

為檢驗兩組高渴望父愛亞型女

兒，是否在「父愛需求」因素得分上，

具有兩極化現象（即比同屬於高分組的

還要高，或比同屬於低分組的還要

低），本研究以t檢定比較強制亞型與低

渴望父愛第Ⅰ型在「父愛需求」因素得

分上是否有所差異，之後再以同樣的方

式比較防衛亞型與低渴望父愛第Ⅱ型的

差異顯著性。 

經t檢定的結果顯示，即便同屬於

高父愛需求的組別，但相對於低渴望父

愛第Ⅰ型，強制亞型仍然表現出較高的

父愛需求傾向， t（ 273） = 3.18, p 

< .01。這符合假設四預測強制亞型的

女兒會有類似過度補償的現象，因而顯

現出較高的父愛需求傾向。然而，防衛

亞型對於父愛需求的程度同樣也顯著高

於低渴望父愛第Ⅱ型，t（229）= 3.09, 

p < .01。這結果並不符合假設五預期防

衛亞型者因為壓抑或逃避作用，會出現

較低的父愛需求傾向。以上各組的父愛需

求分數的平均數與標準差，請參見表6。 

(二) 兩亞型之社會自尊及社會 

技巧表現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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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四組渴望父愛類型對社會技巧、社會自尊、人際疏離感／憂鬱、身體病痛、

樂觀幸福感及難與異性相處等變項的事後比較 

渴望父愛類型 

受影響變項 a.強制亞型 
（n = 167） 

b.防衛亞型 
（n = 91） 

c.低渴望父愛 
第Ⅰ型 

（n = 108） 

d.低渴望父愛 
第Ⅱ型 

（n = 140） 

不知如何 
與父親相處 

26.04cd 
（6.14） 

24.23cd 
（5.48） 

10.40ab 
（5.30） 

8.61ab 
（5.55） 

父愛需求 
19.56bcd 
（2.94） 

12.62acd 
（2.88） 

18.49abd 
（2.33） 

11.21abc 
（3.64） 

社會技巧 
18.16b 
（2.81） 

16.42acd 
（2.60） 

18.56b 
（2.88） 

17.56b 
（2.99） 

社會自尊 
19.78 
（3.84） 

18.51c 
（4.15） 

20.41b 
（3.71） 

19.24 
（4.21） 

疏離感／憂鬱 
25.77cd 

（14.15） 
24.89cd 

（14.65） 
18.71ab 
（11.17） 

18.91ab 
（12.02） 

身體病痛 
4.04d 

（4.21） 
4.41cd 

（5.24） 
2.74b 

（3.46） 
2.59ab 

（3.60） 

樂觀幸福感 
6.81b 

（3.66） 
5.45acd 

（3.33） 
7.86b 

（3.68） 
7.18b 

（4.01） 

難與異性親近 
21.88cd 
（6.71） 

22.11cd 
（6.67） 

17.67ab 
（7.22） 

17.45ab 
（8.07） 

註：右上角英文字母符號代表該符號類型與所在類型間平均數達到 p < .05的顯著差異，括號內為標準差。 

 

接著，以MANOVA檢驗四渴望父

愛類型組對個體之社會自尊及社會技巧

發展的影響效果，結果顯示不同渴望父

愛類型對這兩類指標之發展具有顯著的

影響效果（Wilks’ Lambda之F（6,1002）

= 5.63, p < .001）。當進一步以ANOVA

單獨檢驗對個體社會自尊發展的影響效

果，結果顯示不同類組間達到顯著差異

水準，F（3,502）= 4.23, Mse = 15.80, p 

< .01；而對於社會技巧發展的影響效

果上，同樣也得到顯著差異的結果，F

（3,502）= 10.98, Mse = 8.08, p < .01。

再經Scheffé事後比較分析顯示，在社

會技巧部分，強制亞型與低渴望父愛

Ⅰ、Ⅱ型均顯著高於防衛亞型；而在社

會自尊部分，強制亞型與低渴望父愛

Ⅰ、Ⅱ型也均高於防衛亞型，惟僅有低

渴望父愛Ⅰ型顯著高於防衛亞型而已。

不過，此結果大致支持高渴望父愛情結

可區分出兩種不同的亞型特徵，其中，

強制亞型的女兒因為在面對人際困境或

不滿足時，習慣採取強制順從策略，因

而反映在社會互動方面，便會顯示出比

防衛亞型女兒具有較高社會技巧及社會

自尊的現象（見表6），假設六獲得支

持。 

(三) 兩亞型與低渴望父愛情結 

類型組之身心適應指標差異 

之後，再以MANOVA檢驗高、低

渴望父愛類組對個體之四種身心適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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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影響效果，結果顯示高、低渴望父

愛類組對這四種身心指標的發展具有顯

著的影響效果（Wilks’ Lambda之 F

（12,1321）= 6.512, p < .001）。當進一

步以ANOVA單獨檢驗各組對個體之人

際疏離／憂鬱感、身體病痛抱怨、樂觀

幸福感，以及難與異性親近感受的影響

效果，結果顯示不同類組對個體這四種

身心適應指標的影響效果，確實都發揮

顯著作用，依序為：人際疏離／憂鬱感

F（3,502）= 10.50, Mse = 178.30, p 

< .01；身體病痛抱怨F（3,502）= 5.91, 

Mse = 16.96, p < .01；樂觀幸福感F

（3,502）= 7.50, Mse = 13.48, p < .01；

難與異性親近感受F（3,502）= 15.85, 

Mse = 52.00, p < .01。各經Scheffé事後

比較分析顯示（請見表6）：在人際疏離

／憂鬱感及難與異性親近感受兩部分，

都是強制亞型與防衛亞型兩者的反應感

受最高，而且這兩者皆明顯高於低渴望

父愛Ⅰ型與Ⅱ型，但前兩者彼此間及後

兩者彼此間並未達顯著差異；在身體病

痛抱怨部分，也是強制亞型與防衛亞型

兩者的反應傾向最高，其中，防衛亞型

的反應傾向顯著地高於低渴望父愛Ⅰ、

Ⅱ型，而強制亞型的反應傾向僅顯著地

高於低渴望父愛Ⅱ型，而與低渴望父愛

Ⅰ型的差異並未達顯著水準；至於在樂

觀幸福感部分，防衛亞型的反應傾向最

低，其次依序是強制亞型、低渴望父愛

Ⅱ型、Ⅰ型；其中，防衛亞型與後三者

的反應傾向均達到顯著差異。這些結果

大致支持研究假設七的主張：兩高渴望

父愛情結亞型女兒由於心理情結因素，

容易使個體面對困境時，在認知、情緒

與行為等反應上產生負面極化現象，因

此，相較於一般組而言，她們顯現出較

差的心理適應狀況。 

陸、總結與討論 

本研究區分出高渴望父愛情結的

兩類亞型女兒，她們除了再次顯示高渴

望父愛情結傾向，在人際疏離感／憂

鬱、身體病痛抱怨，以及難與異性親近

感受等負面身心適應方面皆高於一般女

兒組，且樂觀幸福感皆低於後者之外，

強制與防衛兩亞型的女兒彼此間在一些

特徵表現上，如在社會技巧、社會自尊

等方面，也顯現出可辨識的差異。這些

結果可用以支持本研究之主張，高渴望

父愛情結的女兒可區分成兩個亞型，這

兩亞型女兒因為對於人際困境採取不同

的因應策略，所以隨後所形成的行為表

現型態也不相同的主張觀點。 

至於，在研究結果中顯示：防衛

亞型女兒對於父愛需求的程度，並未如

原先預期的，會因為壓抑或逃避作用而

反映出較低的父愛需求傾向，反倒表現

出高於低渴望父愛Ⅱ型組。本研究推測

造成此一不符預期結果的原因可能是：

高渴望父愛防衛亞型的女兒，其親子關

係品質遠較強制亞型差，當依常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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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點評估，推測真正屬於防衛亞型者

應該是更接近分配極端的臨床個案，其

人數相當少，所以較無法利用以平均數

為切割點的概略區分方法，準確地捕捉

到防衛亞型女兒的典型代表。因此，當

進一步以較嚴格的標準，選取原劃分屬

於高渴望父愛防衛亞型女兒中，對於父

愛需求程度較低的1/4樣本作為探討對

象（即對於父愛需求的分數分布於0-

11；新類組M = 8.58, SD = 2.48, n = 

24），發現其「不知如何與父親相處」

得分的平均值便顯著升高為26.71，不

但顯著地高於原整體防衛亞型女兒的平

均數23.34，同時也略高於強制亞型女

兒的平均數M = 26.04。意即這群表現

出極低「父愛需求」因素得分（即對於

父愛的渴望程度）的防衛亞型女兒，其

「不知如何與父親相處」因素得分（即

渴望父愛情結的程度）反而更高，因此

可進一步視為支持典型防衛亞型女兒的

壓抑因應策略現象。未來當欲深入探討

高渴望父愛防衛亞型典型特徵及其對個

體的作用效果與機制時，應該考慮擴大

樣本來源的異質性或選取特殊樣本群

（如接受輔導或感化教育的樣本），以

獲取數量足夠的典型代表作為探究對

象。 

另外，除了觀察到父女關係明顯

地與渴望父愛情結特徵發展有連帶關係

之外，本研究結果也清楚看到不同的父

女互動關係可對應至高渴望父愛情結不

同亞型特徵的發展上。其中，父女關係

較為疏遠的，如嚴恣型及親嚴子孝型

者，其女兒發展為高渴望父愛情結的情

形較為顯著；其中，嚴恣型父女關係者

對應發展出防衛亞型的比例較高，而親

嚴子孝型者對應發展出強制亞型的比例

較高。這些結果皆進一步支持本研究主

張高渴望父愛情結應有不同亞型的主張

觀點。 

最後，本研究的探討期望能發揮

拋磚引玉的作用，吸引更多學者的關

注，投入研究渴望父愛情結的相關議

題。誠如前文所提及，長期被忽略的父

親角色，隨著時代與社會的變遷，其面

貌也已經不可同日而語，加上近來許多

研究發現父親對子女身心的發展具有相

當的影響力，是以這方面的研究頗具社

會意義與實務應用價值，值得未來更多

的研究投入與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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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小學教師面對不合理角色期望的轉化

行動：藍波（NADPO）
*
行動五要素 

郭丁熒
**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臺灣小學教師面對不合理角色期望之轉化行動。透過文獻探

討、訪談及調查等方法進行資料蒐集。先以12位小學教師之訪談資料作為編製研究

工具之依據，再使用本研究所編製之「國民小學教師角色轉化行動量表」調查

1,287位小學教師，調查資料經以SPSS for Windows 10.0套裝軟體中次數分配、單因

子多變項分析、薛費多重比較分析法來進行資料處理與分析。研究結果發現： 

1.小學教師角色的轉化行動包括命名、評估準備、定向、規劃執行及調整五要

素。 

2.小學教師所知覺之角色轉化行動都在中高度以上。 

3.小學教師在評估準備轉化行動的表現最佳，在規劃執行的表現較弱。 

4.小學教師角色轉化行動，會因教師性別、資格、職務、計畫換工作地點及教

育背景之不同而有差異。 

5.小學教師角色轉化行動，不因教師年資、是否有換工作之計畫、婚姻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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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狀況、任教地區、學校規模、班級大小之不同而有差異。 

6.職務所隱含的權力、教育背景所隱含的實踐能力、換工作地點所隱含的心態

及性別所隱含的家務分工，是影響教師轉化不合理角色之可能因素。 

最後，根據本研究結論提出「掌握並善用藍波五要素，使轉化不合理角色期

望成為可能」、「肯定教師在評估準備的表現，並透過教師權能的提升、教師對工作

的投入心態及家務的簡化，以增進教師之規劃執行力」等建議。 

關鍵詞：小學教師、不合理、角色期望、轉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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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formative Agency of Taiwanes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on Unreasonable 

Role Expectation 

Ding-Ying Guo* 

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ve agency on unreasonable role expectation in Taiwan adopted by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were studied. Twelve subjects were interviewed in order to 

develop an inventory, “The Transformation of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on 

Unreasonable Role Expectation”, for subsequent survey study in which 1287 subjects 

were surveyed. The data obtained from survey study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by 

Frequencies, and MANOVA.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 The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es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on unreasonable 

role expectation includes five elements, Naming, Appraising, Directing, Performing and 

Optimizing (NADPO). 

2. A degree of middle-high level is founded for th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to 

adopt NADPO. 

3. The highest level is the “Appraising” and the lowest level is “Performing” among 

the five elements, NADPO, adopted by subjects. 

4.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for adopting NADPO are existed among subjects with 

different genders, qualification, posts, move or not and educational training. 

5. Non-significant differences for adopting NADPO are found among subjects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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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years of service, leave job or not, marriage or not, having children or not, 

districts of school, scale of school and scale of class. 

6.The possible factors influencing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for adopting NADPO 

are power, professional ability, commitment to teaching, and loading of family affairs of 

subjects. 

Keywords: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 unreasonable, role expectation, 

transformative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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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把以「必然限制為形式」的批

判，轉變為以「可能逾越為形

式」的實踐批判，這種轉變意謂

著，批判不再是用來尋找具有普

遍價值的形式結構，而是去探究

我們如何建構並認識我們自己是

行 動 、 思 想 及 語 言 的 主 體

（Foucault, 1984: 45-46） 

Bowles 與 Gintis （ 李 錦 旭 譯 ，

1989）指出教育系統的社會關係與生產

的社會關係間有一種結構性的符應。因

此，教育體系不是獨立的，它處於一個

更大的政經生態系統中，既受執政黨的

節制、政治派系的牽制，也受到利益團

體的左右（王震武、林文瑛，1996）。

如Menter、Muschamp、Nicholls、Ozga

與Pollard（1997）指出後福特主義時代

的來臨，強調適應性、社團組織及敏感

性，此已使小學教師的工作與身分發生

改變；至於Aronowitz與Giroux（1993）

則指出教育的政治本質及各式各樣的意

識型態，層層束縛了教育應有的角色發

揮，教育宛如陷入一座圍城（siege）；

Smyth 、 Dow 、 Hattam 、 Reid 與

Shacklock（2000）更指出在全球化經

濟戲劇性轉變的環境中，學校被要求要

如同私人企業般地運作，在一個市場導

向的氣氛下來運作，要求要具有效率、

追求具體明確的結果，教師不但工作勞

動遽增，工作也變得比較例行化，而強

調服從績效責任，都讓教師感覺在社群

中沒有價值；另李奉儒（2003a）也指

出臺灣社會結構對於教師，有資本主義

的自由競爭、市場化走向對於各種教育

政策和學校實務的影響等無形限制。由

於過去二十年在社會、政治、經濟的改

變已轉化了我們的社會結構，面對未預

期的改變，「挫折」可用來描述教師之

不同感覺，如對教師責任的要求不斷增

加，而加諸在教師身上的責任卻大都是

學校外的工作，較少考慮到正式、有價

值的活動；學校讓教師增加許多的責

任，但教師並沒有接受到新資源以幫助

他們達成新義務等（Esteve, 2000）。 

根據郭丁熒（2003a）研究發現臺

灣小學教師所指的不合理意涵，包括不

合乎普遍性、不符分工公平性、不符教

師期望、不具可行性、不合乎目的性、

不合法則，而教師所知覺到社會對教師

的不合理角色期望，主要是在教學輔

導、權利義務、教育專業、親師生關

係、人格特質及教育服務等方面之角色

期望（郭丁熒，2003b）。由於教師在指

稱不合理時，實已對其所面對之事件或

問題有所覺察，因此「不合理」各向度

都可能兼具積極轉化與消極冷漠的意

涵，惟只是程度上的差異（郭丁熒，

2003a）。 

批判教學論（critical pedagogy，或

譯批判教育學）和希伯來文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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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kkun”象徵的意義產生共鳴，“tikkun”

意謂醫療、修復並進而轉化世界，它為

那些置身教育之中卻還敢於作夢的人提

供了歷史的、文化的、政治的及倫理的

指引，義無反顧地認同受壓迫者的陣

營，充滿了革命性（McLaren, 2003）。

因此，批判教學論注意到學校是一文化

的競技場，各種意識型態與社會形式在

其中競逐主宰的地位而不斷衝突，甚至

學校總是引導、預備並合法化特定的形

式。而要如何改變與轉化所處的世界，

Freire（1999）認為唯一有效的工具是

「人性化的教育學」。這是一種人的主

體性之建構，人之所以為人，係透過批

判的反省將自身與世界關聯，並能再以

行動轉化世界；簡言之，使沒有權能的

人增權益能，並轉化既有的社會不平等

和不正義，是批判教學論者共同的目標

（McLaren, 2003）。 

而在批判教學論論述中，視教師

為一轉化型知識分子（ transformative 

intellectuals），要能體認到學校教育的

複雜性與政治性，理解學校教育既是意

義鬥爭，也是權力關係鬥爭的政治性場

所，所以轉化型知識分子強調學校教育

必須重視學生的批判反省與批判行動之

重要性，以便未來的學生能批判不當的

社會假定與不正義的社會制度，並付諸

轉化行動（Giroux, 1988）。因此，雖然

教師所知覺到的不合理角色期望，兼具

積極轉化與消極冷漠的意涵，但教師對

於其遭受社會結構控制之工具化困境，

是否能有所省思與行動？則關係教師能

否突破重重教育困境的圍城而成為轉化

型知識分子。 

至於如何轉化？Wink（1997）曾

明確指出「批判教學論沒有一個藍圖、

處方或妙方，因為我們並不是在做批判

教學論，而是我們就生活在批判教學論

之中」。但她卻常面臨要求說明「該如

何做？」，故在《批判教學論》（Criti-

cal Pedagogy）書中，她列有專章來討

論究竟該怎麼執行批判教學論。換言

之，從批判教學論談轉化行動，旨在透

過個體的增權賦能以突破外在社會結構

之限制，故在轉化實踐上，實不應有

「由上而下」的規範或「外加」的實踐

方法與步驟，但由於教育學要求的，是

具處方式理論之性質（ Glaser & 

Resnick, 1972），教學思維之性質也具

較多的技術及情境特殊性（ Smyth, 

1987），致第一線的教師常問「如何

做？」。亦即雖然教師有可能已生活在

轉化行動之中，但教育論述又不得不處

理「如何做」之議題。因此，探討轉化

行動，可以Giroux（1983）可能性語言

的視野作為思考方向，即「重點並非在

於是什麼（what is），而在於它的可能

性（what could be）」。此與Foucault

（1984）「以可能逾越為形式的實踐批

判」實有相同旨趣。 

基於上述，臺灣小學教師究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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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轉化其所面對的不合理角色期望限

制？本研究之目的並不在提供一套標準

化的轉化步驟或程序，而是希望藉由文

獻探討提出轉化行動內涵，並採由下而

上的途徑，先透過訪談蒐集小學教師究

竟如何做之相關資料，再透過資料轉譯

與編碼、問卷編製之預試過程及全國性

之調查，提出臺灣小學教師面對不合理

角色期望的轉化行動之內涵與相關因

素，進而了解教師轉化實踐之可能性。 

貳、文獻探討 

一、轉化的意涵 

首先，就中文字義言，《辭海》中

記載轉化是指一化學名詞（熊鈍生主

編，1984），由此可見轉化一詞非自古

以來的慣用詞彙。故再分別就轉與化之

字義來看，轉為運也、移也、傳也、避

也、宛轉也、棄也（熊鈍生主編，

1984）；而化則有教行、變化、猶生、

猶死及丐求等意義（熊鈍生主編，

1984）。因此，轉化蘊含著迴旋傳遞而

產生變化。 

根據《韋氏字典》（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Gove, 1979），英文

“transformation”具有下列意義：「指一

行動、歷程、正在進行轉化或被轉化之

情形」、「是生理學上從一狀態至另一狀

態的改變，如化學物質的吸收或代謝、

或從年幼至年長的蛻變；是金屬或金屬

化合物中原子排列的改變」、「是措辭、

法則、聲明等在形式上的改變，但其本

質及意圖並未改變」、「指依循數學的法

則，將數學式作不同形式的改變」。 

《辭海》記載轉化是指一化學名

詞，而根據《化學大辭典》，“transfor-

mation”譯為轉變、轉換、轉化，所謂

轉化乃將具有某種性質的細菌A所抽取

之DNA，供給不具該性質的細菌B，使

細菌B獲得細菌A性質的一種現象，參

與此性質之傳播者為DNA本身（林敬

二、楊美惠、楊寶旺、廖德章、薛敬和

主編，1993）。 

在心理學上，張春興（1998）將

“transformation”譯為轉化作用及轉換。

轉化作用屬精神分析論的術語，指個體

對於自己所厭惡的，而壓抑在潛意識中

的衝動或情感，經由轉化與偽裝過程，

使之變成意識所能接受的形式，轉化後

的形式可能與原有的衝動或情感完全相

反，可能由恨轉化為愛，由嫉妒轉化為

接納。其次，在統計學上則稱為轉換，

是指根據某個公式，將數據資料予以換

算，換算後的新數值與原數值仍保持一

種對應關係，轉換之目的在使原有的分

數符合特殊量尺所要求的數學性質，如

將原始分數轉換為標準分數。 

在《牛津社會學字典》（Oxford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 Marshall, 

1998）並沒有對“transformation”一字做

解釋，但卻記載社會學中所謂的轉化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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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其可視為社會運動，而所謂的社會

運動乃指一群人藉由組織的努力來改變

（或抗拒改變）社會中一些主要的方向

或觀點。若從批判教學論所重視醫療、

修 復 ， 並 進 而 轉 化 世 界 之 意 涵

（McLaren, 2003），轉化則有將不平

等、不正義的社會，改變成為更平等、

更正義的社會之意義。雖然轉化與改變

相似，但為何不採用改變，卻採轉化一

詞，從Foucault的知識考古學有助掌握

轉化之精髓。因Foucault（1972）以

「轉化」來取代「改變」對一個推論形

構如何取代另一個推論形構的粗略指

涉，斷裂（rupture）便是給予轉化的一

個名字，雖然知識考古學喜歡談論不連

續性、斷裂、鴻溝及突然的再分配，但

這並非漠然不顧連續性，而是要畫出淵

源的時間導向地圖。 

綜觀上述，茲將本研究「教師對

不合理角色期望的轉化」之意涵說明如

下： 

(一 )轉化一詞應用於許多領域之

中，包括數學、生理學、生物學、物理

學、化學、文學、心理學、社會學等，

而本研究較屬社會學領域。 

(二)轉化是一行動或歷程，如社會

學中的轉化指社會運動，是一種行動，

也是一種歷程；在生物學中的轉化可指

從年幼至年長的蛻變，可看得出是一種

歷程。而本研究探討之教師對不合理角

色期望的轉化，看係以行動為主，但仍

具歷程性之性質，且因轉化具有行動之

本質，因此在本研究中所蒐集之文獻涵

蓋轉化行動與轉化實踐，兩者互用，並

未特別區分兩者之異同。就歷程性來

看，當教師面對不合理角色期望，能以

積極轉化取代消極冷漠，就教師本身的

教職生涯言，便有可能是Foucault所謂

的斷裂點。 

(三)轉化之對象包括人、事、物，

轉化之結果則可分外在形式（或狀態）

之改變和內在性質之轉變。就外在形式

或狀態改變言，如用在文學表達、統計

學或數學式呈現上的轉化（或轉換）；

就內在性質轉變言，如用在生理學、生

物學、心理學及社會學的轉化，如社會

運動中所努力改變或抗拒後所形成的新

觀點。而本研究應較屬內在性質之轉

變，然因當教師內在觀點改變時也有可

能反映在外在行動上。 

(四)人是轉化進行的主要關鍵，雖

然生物菌種的轉化是透過DNA來進

行，但也是人為的操縱與介入，在文學

措詞與數學式上的轉化亦同；生理學、

心理學、社會學的轉化，人更是轉化歷

程或行動中的主體。而這也是為何批判

教學論理論家之共同目標為使沒有權能

的人增權益能（McLaren, 2003），而本

研究之目的乃在了解教師如何轉化不合

理的教師角色期望之可能。 

二、轉化行動及其相關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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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沒有權能的人增權益能並轉化

既有的社會不平等和不正義，是批判教

學論者共同的目標（McLaren, 2003）。

在批判教學論思想與實踐的發展過程

中，Freire被許多人認為是最具影響力

的教育哲學家（Darder, Baltodano, & 

Torres, 2003），「總是在思索實行」是

一個描述 Freire的基本原則（Wink, 

1997）。因此，從Freire的觀點著手將有

助理解轉化的行動。 

「命名」是實踐批判教學論之

始，能說出一個真實的字詞，意謂的就

是要去改造這世界。一旦被命名之後，

這個世界就會轉以一種問題的形式出現

於命名者之前，並且要求命名者再次給

予新的命名，人類的身分不是在靜默中

確立，而是在字詞、工作、行動—反省

中確立（Freire, 1999）。據此可發現在

不真實的字詞命名中，個人無法改造現

實，因當一個字詞被剝奪了行動面，字

詞只是空談，而變成咬文嚼字；另一方

面，當只是強調行動而犧牲掉反省，字

詞就會變成一種盲動（詳圖1）。簡言

之，命名、反省、行動是改造世界的轉

化實踐要素。 

Giroux（ 1997）的邊界教育論

（border pedagogy）主張跨越邊界、質

疑和離開習以為常的文化、理論和意識

型態所形成之安全而封閉的邊界，並打

破和重新劃定不同知識和權力配置的領

域。因此，教師如何突破社會結構控制

的困境，也可由Giroux在邊界教育學中

的中心主張⎯⎯反文本、反記憶及差異

政略來進行。此外，bell hooks的越界

（transgression）觀點也有異曲同工之

處，bell hooks打破傳統上「越界」所

具「違反界線或限制、超越道德標準的

界限、去侵犯、打破或對抗」之負面意

涵，將「越界」和跨越過去界限、選擇

的權利、說真話、批判意識、認清限制

的權利、派典轉移、求知慾等相連結。

因此，越界對一個人自我肯定和自我實

現 ， 不 僅 是 正 面 也 是 很 關 鍵 的

（Florence, 1998）。 

 

 

 

 
圖 1 轉化實踐的要素 

資料來源：Freire P. (1999).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New revised 29th-Anniversary edition. New 

York: Continuum. 

 

國內許誌庭（2002）指出臺灣國

小情境脈落下的結構限制，並非短期或

個別教師可以扭轉或改善，因此教師做

為轉化型知識分子的這種實踐角色論

述，必須迂迴繞過這些限制因素，著重

於可能性的發揮。而李奉儒（2003b）

也指出教師要能發展批判意識與素養，

擺脫技術理性對專業自主與知能的壓

抑，並在日常教學實務中藉由提問與對

話的教育，揭露社會中的不正義，由下

行動 
       字詞＝工作＝實踐 
反省 
犧牲掉行動＝咬文嚼字 
犧牲掉反省＝盲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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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來推動教育改革，始能突破重重困

境。據此可發現：覺察意義、命名、提

問、對話、實踐等是教師轉化的行動。 

Wink（1997）則建議教師在採行

轉化模式時可從困境開始，而困境是指

在需要被注意的教育空間中之任何情

況。因此，Wink提出發現一個困境、

學習更多有關它的知識、可供選擇的途

徑有哪些、準備、行動計畫和評鑑、寫

一個承諾聲明、為新困境命名等步驟之

轉化歷程。 

郭丁熒（2001）在〈教師角色轉

化模式之建構〉研究中，採文獻探討建

構教師角色轉化之面向，包括學習到教

師角色與規範、具備實踐教師角色之能

力與行動，以及能調整社會對教師角色

的不合理期望等（如圖2），除具備實踐

理想教師角色規範之能力外，也具改變

不合理現狀與創新之可能。在角色轉化

辯證過程中，個體行動包含覺察、評

估、定向、策略及修正。 

郭丁熒（2002）又根據上述教師

角色轉化所具之意涵，進一步蒐集並分

析107篇教師角色轉化相關學位論文，

發現教師角色轉化之相關因素可歸納為

社會、組織及個人三大類。 

1.社會因素係指社會文化（如升學

主義、教育價值觀）、地區文化、家長

期望、社會結構、教育體制（如實習制

度、遠距教學輔導制度、教科書）、政

策法令、對教師角色的期望、意識型

態、社會需求、刻板印象等。 

2.組織因素包括校長領導或期望、

同事關係（合作式對話、觀摩、交

流）、協助人員（實習輔導教師）、任教

學校環境、學校組織規訓、學校權力運

作（任用、編制、訓練、分工）、學校

行政安排、職務、師資培育機構、進修

機會、師生關係、師生比、教師會等。 

3.個人因素包括個人特質、教育理 
 

 

角色轉化 

社會結構 

個人行動力 

覺察 評估 定向 策略 修正 

學習到教師角色與規範 

具備實踐教師角色之能力與行動 

能調整社會對教師角色的不合理期望 

 
圖 2 教師角色轉化歷程 

資料來源：引自郭丁熒（2001）。教師角色轉化模式之建構。臺南師院國民教育研究所集刊，7，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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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對教育的認同、價值觀、知識觀、

服務熱忱、素質、教育背景、學歷、經

歷、年資、經驗、自主權、批判、反

省、意識覺醒、性別、專業知能、任教

意願、進修、對生命的省察等。 

鑒於目前國內教師角色轉化之相

關研究，大部分係採質的研究取向且已

有相當的資料。因此嘗試較大樣本之研

究，找出國內教師角色轉化行動類型、

特徵或模式，是國內尚可努力之處（郭

丁熒，2002）。故本研究乃以量的研究

取向為主，透過訪談蒐集小學教師轉化

行動之資料，經轉譯編碼、問卷編製、

預試及全國性調查，提出臺灣小學教師

面對不合理角色期望的轉化行動內涵，

以了解在我國情境脈落下之教師轉化行

動的可能性。而相關因素之分析係參考

郭丁熒（2002）所歸納之個人、組織、

社會層面的相關因素，鑒於有些因素

（如價值觀、個人特質、同事關

係……）之資料需配合相關量表或其他

研究方法方能獲致，因此在考量調查研

究所能蒐集資料之特性及避免過多分量

表而影響填答意願的情形下，乃分別就

個人層面之「性別、年資、資格、婚

姻、子女狀況、是否換工作」；組織層

面之「職務、任教地區、學校規模、班

級人數」；社會層面之「是否換工作地

點、專業背景差異」，分析教師面對不

合理角色期望之轉化行動是否因這些變

項之不同而有差異。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樣本 

本研究於問卷編製前期對12位小

學教師進行半結構性訪談，訪談樣本係

採立意抽樣，徵詢有意願教師以期蒐集

較深入之資料，樣本背景儘量兼顧教師

性別、教育背景、任教年段、服務地

區、服務學校、職務、婚姻狀況與育子

經驗之差異性。 

本研究之調查樣本則採分層叢集

隨機抽樣方式，以臺灣地區2,573所小

學計，實際抽出53所，抽樣比率約為

0.02。而本研究分層抽樣之依據為地區

及學校規模；決定學校數後再依學校規

模大小決定抽樣人數，其中大型學校

（49班以上）每校隨機抽60人、中型學

校（13-48班）每校隨機抽25-40人、小

型學校（12班以下）每校隨機抽10人。

茲依據90學年度各地區公立國民小學教

師人數（教育部，2002），共抽取總樣

本1,532人，回收有效問卷1,287份，回

收率為84.01%。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之編製係根據郭丁熒

（2001）所提出之教師角色轉化歷程模

式中覺察、評估、定向、策略及修正五

項行動力之內涵為理論基礎。首先，乃

以12位國小教師為對象進行半結構訪

談；其次，將所有訪談內容轉換成逐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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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及編碼；再者，再根據這些訪談內容

編製提出量表初稿共57題；接著經林瑞

榮、黃嘉雄、李錦旭、郭明堂等教授、

黃志順、陳淑娟、徐孟宏、蔡其蓁等教

師審查修訂增為60題；最後，再以12所

小學的358位教師為對象進行預試，根

據因素分析結果篩選剩下36題。經斟酌

各層面之題意予以重新界定，依變異量

之高低分別為：評估準備（Apprais-

ing）、規劃執行（Performing）、調整

（Optimizing）、命名（Naming）、定向

（Directing），而為突顯與理論模式內

涵之對應，乃以命名（N）、評估準備

（A）、定向（D）、規劃執行（P）、調

整（O）來呈現，簡稱藍波（NADPO），

茲將各層面意涵說明如下： 

1.命名：指能對教師一字詞說出意

義，如從不同理論、觀點、立場去思索

教師角色或職責之意義。 

2.評估準備：指教師能蒐集準備各

種資料以作為研判轉化行動之參考，如

先參考別人或自己經驗、先掌握資源、

平時先打好人際關係、多尊重與溝通。 

3.定向：指教師在角色轉化中，對

於成為什麼樣的教師有願景，對自己及

角色轉化的目標有清楚定位，如清楚自

己理念、不一味迎合、立場堅定。 

4.規劃執行：指教師能對不同表徵

及實踐所建構的差異有一番了解，進而

彈性地採取合宜行動，如教師可先查閱

法令、擬定計畫、透過集體力量或多發

聲來執行。 

5.調整：指教師經由內在的自我監

控或外在回饋，能對自己所採行的行動

予以調整，如記錄過程、檢討成敗、追

蹤發展情形、邊做邊學邊調整等。 

有關該量表之信度、效度考驗。

首先，在效度考驗方面，根據因素分析

結果，本量表轉軸前五個因素之解釋變

異量為57.52%（詳表1）。 

其次，在信度考驗方面，根據內

部一致性分析之結果，NADPO各層面

之α係數分別為 .8802、 .8190、 .8994、 

.7964、  .8532，而整體之 α係數則

為 .9441，可見本量本之信度則頗佳。 

最後，本量表之填答與計分方式

乃由教師就「常常採用」、「有時採

用」、「很少採用」、「從未採用」四個選

項中，選出一個與自己知覺最相近的答

案，並依程度給4至1分。至於分數之解

釋，由於本研究目的乃在了解教師轉化

行動現況，而非進行教師在團體內之相

對位置比較，故採絕對分數區分方式，

以中位數為基準，將教師角色轉化行動

的程度，分為高、中高、中低與低（詳

表2）。 

三、資料處理 

資料處理乃以SPSS for Windows 

10.0套裝軟體中次數分配程式加以檢核

原始資料外，並採用次數分配統計教師

在轉化行動之人數、百分比、平均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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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教師角色轉化行動量表之因素分析 

因素 共同性 題幹：面對教師角色的不合理期望，我的處理方式是…… 
題目 f1 

（A） 
f2 
（P） 

f3
（O） 

f4
（N） 

f5
（D） 

（h2） 

7.先吸收別人的經驗 
8.平時打好人際關係，多尊重與溝通 
9.先充實自我，增進相關之知識技能 
10.先回想並參考自己以往的處理經驗 
11.先觀察看看別人怎麼做 
12.先掌握資源 
13.做之前，要先想一下 
14.多溝通 
15.多採正向策略（如多鼓勵） 

.760 

.731 

.731 

.720 

.681 

.679 

.664 

.582 

.531 

    .604 
.565 
.573 
.580 
.501 
.670 
.525 
.498 
.396 

22.先觀察、討論或蒐集相關的資料（含調查），以研判情形 
23.先查閱、了解相關的法令、規定、施行細則 
24.先規劃或制訂相關規則 
25.在正式會議與各項場合多發聲 
26.先擬定計畫或步驟 
27.利用組織（如教師會、家長會、……）的力量 

 .708 
.700 
.643 
.638 
.601 
.601 

   .634 
.577 
.680 
.459 
.648 
.370 

28.記取經驗，不重蹈覆轍 
29.檢討成敗原因 
30.邊做邊學邊改進 
31.累積經驗，作為未來參考 
32.採取其他替代方案 
33.從他人回饋或反應中再調整 
34.追蹤事後發展，作為未來借鏡 
35.記錄過程，不斷調整 
36.事後要做好補救工作 

  .816 
.792 
.784 
.755 
.731 
.723 
.708 
.664 
.658 

  .666 
.649 
.707 
.707 
.547 
.594 
.569 
.642 
.496 

1.面對各項教師職責，會先從不同理論或觀點去思索其意義 
2.面對社會對教師的各項角色期望，會從不同人的立場去思
索其意義 

3.面對各項教師職責，會先了解來龍去脈，思索其正反意義 
4.面對教改對教師角色的新要求，會先思考其是否是自己迫
切需要的 

5.面對各項教師工作內容，會採不同於自己以往的想法來思
考 

6.面對社會各界對教師角色的新要求，會先思考是否有教育
意義 

   .822 
.750 
 
.690 
.656 
 
.603 
 
.600 

 .685 
.576 
 
.513 
.475 
 
.442 
 
.455 

16.走自己的路 
17.清楚自己的能力，不迎合政策 
18.清楚陳述或表達自己理念，不一味迎合外界要求 
19.立場要堅定 
20.不病急亂投醫 
21.清楚自己的理念 

    .837 
.792 
.774 
.771 
.599 
.598 

.719 

.645 

.628 

.679 

.500 

.532 

特徵值 12.472 2.683 2.124 1.838 1.589  
轉軸前占總變異之百分比 34.64 7.45 5.90 5.11 4.41  
轉軸前占總變異之累積百分比 34.64 42.10 48.00 53.11 5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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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教師角色轉化行動量表分數等級表 

等級 高 中高 中低 低 

總層面 144-117.01 117-90.1 90-63.01 63-36 
N、D、P 24-19.56 19.55-15.06 15.05-10.56 10.55-6 
A、O 36-29.26 29.25-22.51 22.50-15.76 15.75-9 
各題得分間隔區分 4-3.26 3.25-2.51 2.50-1.76 1.75-1 

 

標準差；其次，採用單因子多變項分析

來探討不同背景變項教師在轉化行動上

有無顯著性差異，對達顯著水準者則進

一步以薛費多重比較分析法考驗各組間

之差異（張邵勳、林秀娟，1998）。 

肆、研究結果之分析與 
討論 

本研究設計以量化的調查研究為

主，而為了解各項統計數據之意義，乃

輔以相關文獻資料及先期編製研究工具

的訪談資料來作為調查結果之討論，本

節將分小學教師角色轉化行動之現況與

相關因素兩部分來說明。 

一、 小學教師角色轉化行動
現況之分析討論 

根據表3可知小學教師面對不合理

角色期望之轉化行動，在命名、評估準

備、調整及總層面的轉化行動之知覺

為高度；在定向、規劃執行則為中高

度。 

其次，就教師各項轉化行動來看

（如表4），前五項為：先吸收別人的經

驗；累積經驗，作為未來參考；先充實

自我，增進相關之知識技能；做之前，

要先想一下；先回想並參考自己以往的

處理經驗。而最低的五項則為：利用組

織（如教師會、家長會）的力量；在正

式會議與各項場合多發聲；先規劃或制

訂相關規則；先擬定計畫或步驟；先查

閱、了解相關的法令、規定、施行細

則。 

有關本研究在教師角色轉化行動

現況之發現，有三項值得進一步討論。 

(一) 小學教師對於角色轉化行動

各層面的知覺都在中高同意

度以上，可能與自陳量表有

關，也顯示教師角色轉化存

在的可能性 

根據本研究發現小學教師對其角

色轉化行動之知覺都在中高度以上。其

中命名、評估準備、調整及總層面為高

度；定向及規劃執行為中高度。分析其

原因：一為本研究係請教師根據其最滿

意的角色轉化行動來填答，因此，本研

究發現可能是教師在轉化行動上的較佳

表現，以致本研究所發現之轉化行動都

在中上程度以上；二為可能是本研究資

料屬教師之自陳報告，教師為減少其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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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教師角色轉化行動各層面之平均數、標準差及程度 

轉化行動 M SD 程度 
N 19.90 2.72 高 
A 31.53 3.68 高 
D 19.25 2.83 中高 
P 16.77 3.67 中高 
O 30.16 4.13 高 

總層面 117.74 12.92 高 

表 4 教師角色轉化行動各題之平均數、標準差及程度 

層面 題號 M SD 程度 排序 
1 3.26 .59 高  
2 3.33 .60 高  
3 3.30 .63 高  
4 3.36 .57 高  
5 3.22 .61 中高  

N 

6 3.43 .58 高  
7 3.57 .54 高 1 
8 3.48 .59 高  
9 3.56 .54 高 3 
10 3.54 .54 高 5 
11 3.45 .57 高  
12 3.33 .63 高  
13 3.56 .53 高 3 
14 3.50 .57 高  

A 

15 3.52 .57 高  
16 3.04 .70 中高  
17 3.00 .73 中高  
18 3.13 .65 中高  
19 3.21 .63 中高  
20 3.33 .67 高  

D 

21 3.53 .54 高  
22 3.22 .67 中高  
23 3.00 .75 中高 32 
24 2.79 .83 中高 34 
25 2.52 .81 中高 35 
26 2.80 .78 中高 33 

P 

27 2.45 .84 中低 36 
28 3.37 .58 高  
29 3.42 .57 高  
30 3.52 .55 高  
31 3.57 .53 高 1 
32 3.27 .61 高  
33 3.41 .56 高  
34 3.26 .64 高  
35 3.08 .71 中高  

O 

36 3.25 .63 中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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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失調，所陳述之行為與其真正實踐之

行為間，可能尚存有落差（Wubbles, 

Brekelmans, & Hooymayers, 1992）；三

則顯示教師是轉化型知識分子（Giroux, 

1988）的確存在臺灣基層教育環境中，

教師轉化之實踐並非全有或全無，而是

程度上有所不同（郭丁熒，2001）；四

則為隨著社會變遷，臺灣教師的自主權

較為提升（郭丁熒，2006；湯瑞雪，

2001），增進轉化落實之可能性。 

至於教師如何轉化其所面對之不

合理角色期望，茲以一位受訪教師

（T6891125）提到該校教師如何轉化

升旗時間之不合理性為例說明之： 

表 5 NADPO 事例分析 

事例概述  NADPO分析 
升旗是每所學校都有之制度，升旗時，教師的職責通常是管好

學生秩序。但○教師覺察到學校升旗時間過長，校長很囉唆，

然後又規定一堆事情，跟高年級學生講這個有用，但低年級學

生升旗一下子就站不住了。因此乃先與同年級教師溝通，由於

該年級教師相當具有向心力，故取得「縮短升旗時間，相關事

項在晨會宣布或導師時間轉達」之共識，並決定在校務會議提

案討論。但怕一講被認為曬太陽懶得出來怎麼樣，所以大家都

先蒐集相關資訊，包括各校時段的安排及紫外線指數等。而為

使此團體所提出之意見能形成共識，乃依之前經驗，決定教師

要能多發言，為確保先前已取得共識的教師都能發言，此團體

中的每位教師更預先繳一千元，藉時未發言的教師，其繳費充

公；若有發言，繳費則可領回。最後，由於多位教師在校務會

議的勇於發聲，促使學校的升旗時間，便依其建議來安排，而

不是校長說什麼就做什麼。教師職責除管理外，也有說明，甚

至注意學生吸收效果。 

 
命名 

評估準備 
 
定向 
 
評估準備 
 

規劃執行（繳錢策略是根據之

前與學校進行溝通後之改進與

調整） 

命名 

 

(二) 教師在「評估準備」轉化行

動的表現最佳，強調經驗的

行動反映教師之實務取向 

根據本研究發現教師同意程度最

高的五項轉化行動為：先吸收別人的經

驗、累積經驗作為未來參考、先充實自

我增進相關之知識技能、做之前要先想

一下。其中有四項屬評估準備，一項為

調整，且突顯了經驗之重要性。分析其

原因可能與教師之務實取向有關，如陳

寶山（1985）研究發現教師具強調實用

價值觀；又根據 Duffee與 Aikenhead

（1992）對教師知識的分析，教師過去

經驗乃為教師知識的主要層面之一；且

郭丁熒（2000）也發現在面對角色差距

時，教師係以累積並利用經驗來達成理

想的因應方式最常用。可見教師在轉化

行動，與其價值觀、知識、因應相似，

都反映出強調經驗之教師文化特徵。也

可能是因經驗容易自我回想或取得，致

使教師較容易進行評估準備，表現也較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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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師在「規劃執行」轉化行

動的表現較弱，可能與教師

個人主義、求生存、結構阻

力或沉默有關 

根據本研究發現，發現教師轉化

行動最低的五項皆屬規劃執行層面。分

析其原因，首先可能與教師個人主義有

關，Lortie（1975）指出教師的個人主

義是較防衛、小心謹慎，是躲在贊揚合

作與拒絕衝突背後，不是驕傲與自信，

而是躊躇且不安。此有助於說明教師為

何在轉化行動中要進行規劃執行時可能

較為躊躇。 

其次，則可能與教師求生存有

關，因當教師只是簡單地為生存奮鬥，

便不太關注教學內在景象，只是停留在

教室中的情報、花招與技術（Palmer, 

1998），加上受到標準化學校政策與實

務的限制，個別教師會為了「安全」目

的而採用傳統的教育模式（Florence, 

1998: 105）。另歐用生（1992）歸納有

關教師俗民誌研究後發現關注控制、生

存和因應，方是教師之主要目的或意

圖，這些會使得基層教師的抗拒實踐往

往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如T2教師提

到： 

教師為了顧飯碗，他怎麼談專

業，他想的就是說怎麼樣保住飯

碗，怎麼樣進教評會，怎麼樣營

造教評會的個人勢力，怎麼樣一

直拿到聘書嘛，他怎麼會去講究

教學效果，怎麼去講究教育良

知，怎麼去教育好小朋友。

（T2891002/p19/12-17） 

再者，教師之規劃執行較弱，可

能是因張盈堃（2000）研究發現所指出

之基層教師的當兵心態與校園中有形、

無形的電眼，以致阻力很大。 

最後，從批判教學論來看，聲音

是使用語言將一個人的真實存在、經

驗、世界彩繪出一幅畫，但傳統上這些

聲音通常不被聽見，因生活大部分已由

一個強而有力的團體所發出之聲音控制

了（Wink, 1997）。之前T6教師所舉改

變學校升旗時間的例子，雖然他們對教

師的轉化行動滿意，但也提到發出聲音

之不易： 

你覺得很不合理，要抒發意見，

你自己起來講的時候，校長就根

本就不會理你，所以還是要一個

團體，大家一開始共識，大家都

覺得很不合理，多蒐集一點，一

個人起來講一下。（T6891125/p73/ 

15-24） 

二、 小學教師角色轉化行動
相關因素之分析討論 

本部分研究之結果，從表6可知：

小學教師角色轉化行動會因教師性別、

年資、資格、職務、計畫換工作地點及

教育背景之不同而有差異，但不因教師

之是否有換工作之計畫、婚姻狀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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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不同背景教師角色轉化行動之差異性分析 

自變項（N） 依變項 多變項λ 單變項 F 事後比較 Eta2 
性別（1160）  .956***    
1男（316） N  .32 -  
2女（844） A  13.10*** 2 > 1 .011 
 D  .14 -  
 P  13.29*** 1 > 2 .011 
 O  7.72** 2 > 1 .007 
年資（1159）  .968**    
1.5以內（436） N  .93 -  
2.6-15年（372） A  2.08 -  
3.16-25年（203） D  2.60 -  
4.25以上（148） P  2.89* -  
 O  1.72 -  
資格（1161）  .979**    
1.正式（958） N  .77 -  
2.代理（110） A  5.87** 2 > 1 .010 
3.實習（93） D  .548 -  
 P  2.18 -  
 O  2.86 -  
換工作計畫（1156）  .980    
1.有（94） N  1.29 -  
2.可有可無（257） A  .61 -  
3.沒有（772） D  2.70* -  
4.其他（33） P  1.78 -  
 O  .442 -  
婚姻狀況（1161）  .997    
1.有（743） N  .05 -  
2.無（418） A  .06 -  
 D  .03 -  
 P  2.68 -  
 O  .04 -  
子女狀況（1160）  .994    
1.有（662） N  .47 -  
2.無（498） A  1.03 -  
 D  .06 -  
 P  5.76* -  
 O  1.59 -  
職務（1129）  .941***    
1.主任（84） N  1.53 -  
2.教師兼組長（183） A  1.43 -  
3.級任（727） D  1.54 -  
4.科任（135） P  16.20*** 1 > 2, 1 > 3, 1 > 4 .041 
 O  1.07 -  
任教地區（1161）  .989    
1.都市（638） N  .19 -  
2.鄉鎮（439） A  .88 -  
3.偏遠（84） D  2.41 -  
 P  .34 -  
 O  .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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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變項（N） 依變項 多變項λ 單變項 F 事後比較 Eta2 
學校規模（1161）  .987    
1.12班以下（289） N  .46 -  
2.13-48班（502） A  1.47 -  
3.48班以上（370） D  .63 -  
 P  1.63 -  
 O  1.97 -  
班級大小（1155）  .986    
1.10人以下（88） N  1.15 -  
2.11-20人（87） A  .11 -  
3.21-35人（675） D  .92 -  
4.35以上人（305） P  2.13 -  
 O  .70 -  
換工作地點計畫（1158）  .973**    
1.有（288） N  3.54* 2 > 1 .009 
2.可有可無（380） A  3.96** 3 > 1 .010 
3.沒有（460） D  1.18 -  
4.其他（30） P  1.91 -  
 O  4.40** 3 > 1 .011 
教育背景（1156）  .962*    
1.師範（35） N  2.45* -  
2.師專（318） A  1.11 -  
3.師院（409） D  1.29 -  
4.師資班（239） P  4.40*** 1 > 4, 2 > 4 .022 
5.研究所（15） O  1.00 -  
6.學程（45）      
7.其他（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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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狀況、任教地區、學校規模、班級大

小之不同而有差異；其中，年資經事後

比較，發現各組兩兩間並無顯著差異。

各變項在NADPO差異情形之分析討論

說明如下。 

(一) 不同性別教師角色轉化行動

之分析討論 

本研究發現教師角色轉化行動因

其性別不同而有差異（λ = .956, p 

< .001）（詳見表5），有差異之層面為

評估準備、規劃執行、調整。而在評定

準備、調整方面，是女教師高於男教

師；而在規劃執行則是男教師顯著高於

女教師。 

就性別而言，以往研究主題多著

重在女性教師，本部分之發現與之前研

究實有相符之處，因需要調整社會對教

師角色的不合理期望，與她們在社會中

對所處不利的邊緣地位有關（郭丁熒，

2002），因此女教師有可能在覺察後，

從事評估準備和調整會高於男教師。至

於規劃執行，則可能家務還是以女性負

擔為主（饒志堅、賴秀玲、蔡惠華、王

玉珍，2004），家庭需求明顯影響婦女

的就業狀況（劉正、陳建州，2004）等

社會結構現況，而使女教師在職業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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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化行動之規劃執行上比男教師不容

易。如T3教師提到因孩子小而無法於

週末辦親師會；T10教師提到因父親生

病而暫緩進修規劃： 

有幾個教師是跟我講，那個家長

都要求要開什麼開什麼，我說喔

我都沒有……嘿啊，因為我覺得

要考慮到那個，因為如果說你孩

子夠大的話，你還可以帶孩子一

起出去，如果孩子還在抱在手

裡，一兩歲的那個根本不能走

開。（T3891003/p3/6-14） 

目前因為我家裡，爸爸中風，所

以現在目前沒有這個打算，如果

以後，爸爸比較好的話，我就可

以（進修）。（ T10900316/p1/13-

16） 

(二) 不同年資教師角色轉化行動

之分析討論 

本研究發現教師角色轉化行動因

任教年資不同而有差異（λ = .968, p 

< .01）（詳見表6），有差異層面為規劃

執行，但根據事後比較，發現各組間並

無顯著性差異存在。 

根據本研究發現教師的角色轉化

行動並未因年資之不同而有差異，此與

黃意舒（1994）所發現教師角色實踐會

因年資之不同而有差異不同，可能與本

研究主題偏重轉化有關，因要不要轉

化？有沒有勇氣轉化？在乎的可能是心

態而非年資或年齡，Freire（1998）的

一段話便是最佳寫照： 

當我寫這時，我75歲，我仍感覺

年輕，……人們年輕或年老……

取決於他們如何思考這個世界，

他們所擁有的好奇為他們帶來知

識，……也取決於他們付諸實現

的活力和希望，特別是當他們想

要使夢想具體化。 

(三) 不同資格教師角色轉化行動

之分析討論 

本研究發現教師角色轉化行動因

教師資格不同而有差異（λ = .979, p 

< .01）（詳見表6），有差異之層面為評

定準備。又根據事後比較，發現在評估

準備上乃代理教師顯著高於正式教師。

探其原因，可能是資格乃教師所處位置

的表徵之一，且隨著國內為減輕人事經

費負擔，教育部宣布93學年起推動「國

民中小學專兼任教師並行制」，中小學

可視需要將5%專任教師員額用來轉聘

兼任教師（黃以敬，2004），故教師資

格是值得關注的問題之一。而本研究發

現說明在未取得合格教師資格前，代理

教師並無相關保障，可能使其在行動時

更需多一些評估準備。 

(四) 計畫換工作不同教師角色 

轉化行動之分析討論 

本研究發現教師角色轉化行動不

因教師是否有計畫換工作而有顯著差異

（λ = .980, p > .05）（詳見表6）。根據

文獻發現教師的意願或認同是其轉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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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相關因素之一（郭丁熒，2002），

而本研究發現卻不因教師是否有換工作

計畫之不同而有差異，探究其原因可能

與「是否換工作」之題幹有關，因國內

教師職業聲望屬中上，即使教師任教意

願低，但並無離開教職之打算（陳彥

玲，2000）。因此，教師是否計畫換工

作，可能不一定與任教意願有關，也不

一定會導致在轉化行動上有所不同。 

(五) 不同婚姻狀態教師角色轉化

行動之分析討論 

本研究發現教師角色轉化行動並

不因教師婚姻狀況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λ = .997, p > .05）（詳見表6）。根據

文獻發現教師的婚姻狀態或人生經驗是

其轉化行動的相關因素之一（郭丁熒，

2002），雖然本研究發現已婚教師在

NADPO各項的平均數都高於未婚教

師，但卻未達統計上的意義，究其原因

可能隨著我國社會變遷，邁向數位經濟

轉型有關，因我國於2003年之寬頻普及

率已位居全球第二（行政院主計處，

2004），透過網際網路，教師相當容易

取得各種訊息，得知各種人生閱歷。 

(六) 不同子女狀況教師角色轉化

行動之分析討論 

本研究發現教師角色轉化行動不

因教師子女狀況不同而有顯著差異（λ 

= .994, p > .05）（詳見表6）。分析其原

因可能與教師婚姻狀況相似，透過資訊

網絡之管道，可能讓教師獲取相關親子

訊息。 

(七) 不同職務教師角色轉化行動

之分析討論 

本研究發現教師角色轉化行動因

職務不同而有差異（λ = .941, p < .001）

（詳見表6），而有差異之層面為規劃執

行。又根據事後比較，發現在此層面之

差異乃是主任高於教師兼組長、級任與

科任教師。 

誠如Aronowitz與Giroux（1993）

指出教育的政略性本質與各式各樣的意

識型態，層層束縛了教育應有的角色發

揮，教育宛如陷入一座圍城。而隨著學

校教育制度的公立化與科層化，教師對

學校教育與教學工作的領導及支配權，

已被政府以至學校行政人員奪去（曾榮

光，1984）。因此，權力是批判教學論

關注焦點之一，使沒有權能的人增權益

能，方有轉化社會不正義結構之可能

（McLaren, 2003）。而由於學校行政人

員的權力大於教師，故本研究發現主任

之規劃執行力都顯著高於教師兼組長、

級任及科任教師，則可能與主任擁有較

多之權力有關。又職務的解釋量為

4.1%，為本研究所探討之因素中解釋

量最高者，有助說明權力在轉化實踐中

的重要性。 

(八) 不同任教地區教師角色轉化

行動之分析討論 

本研究發現教師角色轉化行動並

不因任教地區不同而有顯著差異（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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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9, p = .249）（詳見表6）。究其原因

可能是轉化需面對結構性限制，而不同

地區有不同的問題，導致不同地區教師

的角色轉化行動並無顯著差異。如T12

教師提到臺北等都會區教師面對的是

「如何培養學生生活能力」；但鄉下教

師面對的是「如何幫學生搭起一座與世

界溝通的橋樑」。 

從臺北看天下嘛，就是犯了這個

毛病嘛，總是認為他們的生活方

式是最好的，我們要模擬它，所

以也才會產生說他們所看的四周

圍學生都缺乏這種（生活）能

力，他為什麼不想想看，鄉下學

生回家在煮飯，回家在做其他的

雜事，他們這些生活能力都具備

了，他們反而是缺乏一些知識，

缺乏一些跟世界銜接的橋樑，現

在我們把那橋樑拆了。（T12891219/ 

p31/7-12） 

(九) 任教學校規模不同的教師 

角色轉化行動之分析討論 

本研究發現教師角色轉化行動不

因任教學校規模不同而有顯著差異（λ 

= .987, p > .05）（詳見表6）。究其原因

可能與任教地區相似，因不管大學校或

小學校，教師都可能遭遇一些結構限

制，在轉化中各有其困境。如任教於6

班規模的T8教師提到小型學校的行政

負擔重、教師缺乏多樣性；而在大型學

校任教的T3教師則提到人多角力多。 

大小學校最嚴重的差別就是行政

工作負擔啦，一個人下面好多項

工作，那大學校是一組下面很多

人……比如說因為，像小學校的

話，人才上面就是一個困難，不

一定每一種特色都要跟的上，我

想音樂就是一種。（T8900226/p1/ 

14-17，p2/25-27） 

有的同事他是跟我講，我們連那

個寒假作業，我們都好像是在那

個，角力就對了。（T3900305/p7/ 

14-15） 

(十) 任教班級人數不同的教師 

角色轉化行動之分析討論 

本研究發現教師角色轉化行動也

不因任教班級人數不同而有差異（λ 

= .986, p > .05）（詳見表6）。分析其原

因可能與任教地區或學校規模相似，班

級人數多寡各隱含不同轉化的困境，尤

其一般印象認為小班可減輕教師負擔，

而本研究發現教師角色轉化行動並未因

班級人數而有顯著差異，可能與轉化主

題有關，因為小班通常存在於市郊或偏

遠不利地區，要進行結構性轉化實不容

易。T8教師提到在這一波課程改革

中，教師負擔反而因班級人數少而增

加： 

班級人數少只是我們對小孩子照

顧會比較好，但是事實上我們並

沒有比較省時間啊，尤其像現在

那個新課程這邊要推了，你要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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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人家是一個學年他可以編好

幾科，兩三個人一科，我們這

邊，你每一科都要的話，負擔就

是增加。（T8900226/p2/3-10） 

(十一) 計畫更換工作地點不同的

教師角色轉化行動之分析

討論 

本研究發現教師角色轉化行動因

其計畫更換工作地點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λ = .973, p < .01）（詳見表6）。又根

據事後比較發現，在命名，為對更換工

作地點抱持可有可無之教師，高於有想

更換工作地點之教師；在評估準備，則

是無更換工作地點計畫之教師高於有更

換計畫之教師。 

本研究之前發現教師角色轉化行

動並不因是否想離職而有差異，惟此處

發現有計畫更換工作地點的教師，在命

名、評估準備及調整之行動較弱。究其

原因可能是工作地點直接關係教師生存

或反映教師心態，因有更換工作地點的

打算時，教師有可能如T8教師提到不

想去轉化或無力去轉化；而之前介紹

T6教師提到以集體發言進行轉化，靠

的是沒調校教師的穩定力量： 

這個學校大家可以待下來，是因

為大家感情不錯啦，配合度都很

好，彼此互相支援很好，當然有

時候像這一兩年大家有一點熬不

過來，所以有一些人就想離開

啊。（T8900226/p2/10-14） 

我們學校有四十幾個教師，有三

分之一是代課，三分之一是新來

的，流動性很高，不過另外三分

之一就是，就像我這樣，在那邊

八年就比較不會走，因為那種凝

聚力比較強這樣子，大家都比較

好。（T6891225/p1/37-p2/7） 

(十二) 不同教育背景教師角色 

轉化行動之分析討論 

本研究發現教師之角色轉化行動

因教育背景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λ 

= .962, p < .05）（詳見表6）。又根據事

後比較，發現師範學院、師範專科學校

（下簡稱師專）教育背景教師，在規劃

執行上顯著高於師資班教育背景教師。 

教師教育背景可反映教師專業能

力，雖係教師個人因素之一，但教師專

業教育背景不同，也與臺灣師資培育制

度之變革息息相關，故也可反映社會情

境。臺灣於1960年將三年制的師範學校

改制為五年制的師範專科學校；又於

1987年將9所師專提升為授予學士學位

的師範學院，招生方式亦由單獨招生改

為大學聯招（陳舜芬、丁志仁、洪儷

瑜，1996）；1994年公布師資培育法和

1995年公布教師法，整個師資培育制度

做了相當幅度的調整與改變，因而有師

資班教育背景之教師。1994年以前，我

國的師範教育制度大多遵循著一元化和

公費制的師資培育方式（吳鐵雄，

1996），師資培育法公布後，師資培育



144 教育與心理研究 29卷 1期 

 

朝向多元、開放、自費、合流和儲備之

腳步邁進（黃政傑、吳清山，2002）。

師資培育除在制度上的變革外，培育的

典範也有所差異，在師範學院、師專時

代，著重能力本位的典範，近來則較重

視社會批判反省取向，而新師資培育法

也造成的新問題，實踐能力難以培養則

為其中之一（楊深坑，2002）。因此，

師資培育的變革有可能造成師範學院、

師專背景與師資班背景教師，在規劃執

行力上有所不同。而此項變異的解釋量

約2.2%，僅次於職務，說明教育背景

所隱含的實踐能力對教師進行角色轉化

行動之重要性。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 小學教師角色轉化行動包括

命名、評估準備、定向、規

劃執行及調整五要素 

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訪談、專

家審查及研究工具之編製等過程，發現

臺灣小學教師面對不合理期望之角色轉

化行動，共包括命名、評估準備、定

向、規劃執行、調整五項因素，簡稱藍

波（NADPO）。而這五因素在轉軸前之

累積解釋量高達57.52%。 

(二) 小學教師所知覺之角色轉化

行動都在中高度以上 

本研究根據調查發現小學教師對

其角色轉化行動之知覺都在中高度以

上。其中在命名、評估準備、調整及總

層面為高度；在定向及規劃執行為中高

度。究其原因，除可能與本研究係請教

師根據其最滿意的角色轉化行動來填

答、本研究資料屬教師之自陳報告有關

外，也顯示教師角色轉化存在的可能性。 

(三) 小學教師在「評估準備」轉

化行動的表現最佳，在「規

劃執行」的表現較弱 

本研究根據調查發現教師最同意

的五項角色轉化行動為：先吸收別人的

經驗、累積經驗作為未來參考、先充實

自我增進相關之知識技能、做之前要先

想一下。其中有四項屬評估準備層面，

一項為調整層面，且突顯了經驗之重要

性，分析其原因可能與教師之務實取向

有關。 

至於教師轉化行動最低的五項則

為：利用組織（如教師會、家長會）的

力量；在正式會議與各項場合多發聲；

先規劃或制訂相關規則；先擬定計畫或

步驟；先查閱、了解相關的法令、規

定、施行細則。而這些皆屬規劃執行層

面，探究其原因則可能與教師個人主

義、求生存、結構阻力或沉默有關。 

(四) 小學教師角色轉化行動，因

教師性別、資格、職務、計

畫換工作地點及教育背景之

不同而有差異 

根據本研究之發現，在性別方

面，女教師在評估準備及調整之表現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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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男教師則在規劃執行之表現較佳；

在資格方面，代理教師在評估準備顯著

高於正式教師；在職務方面，主任則高

於教師兼組長、級任及科任教師；在計

畫換工作地點方面，有計畫更換工作地

點的教師，在命名、評估準備及調整之

表現較弱；在教育背景方面，則是師範

學院、師專背景的教師，在規劃執行上

顯著高於師資班背景教師。 

(五) 小學教師角色轉化行動，不

因教師之年資、是否有換工

作之計畫、婚姻狀況、子女

狀況、任教地區、學校規模、

班級大小之不同而有差異 

根據本研究發現，小學教師角色

轉化行動並不因教師之年資、是否有換

工作之計畫、婚姻狀況、子女狀況、任

教地區、學校規模、班級大小之不同而

有差異。經分析其原因，則可能因轉化

需面對結構性限制，而不同地區、學校

規模、班級大小各有不同的結構性問題

有關；其次，則可能與年資或是否換工

作等變項無法反映教師心態有關；最後，

則可能與我國朝向數位經濟轉型，網路

的普及讓教師容易獲得不同訊息有關。 

(六) 職務所隱含的權力、教育背

景所隱含的實踐能力、換工

作地點所隱含的心態、性別

所隱含的家務分工，是影響

教師轉化不合理角色之可能

因素 

根據各背景變項在不同組別間之

解釋量，本研究發現其高低依序為職

務、教育背景、是否換工作地點、性

別、資格等；再根據分析討論，發現職

務所隱含的權力、教育背景所隱含的實

踐能力、換工作地點所隱含的心態、性

別所隱含的家務，是影響教師轉化不合

理角色之可能因素。 

二、建議 

(一) 掌握並善用藍波五要素，使

轉化不合理角色期望成為可

能 

誠如Britzman（1991）所指出：成

為一位教師，就是成為一位不是你的

人，刻板形象逼迫教師去接受自身的身

分認定而不是去建構它。因此，教師面

對社會所賦加不符教育目的、不符公平

正義、不合法則或不符教師個人期望等

角色期望（轉化型知識分子尤其強調不

符合正義的期望，而非只是不符師個人

期望），如何轉化其不合理的期望，進

而建構並認識我們自己是行動、思想及

語言的主體（Foucault, 1984），則涉及

如何做的議題，而本研究發現之

NADPO五要素，則提供教師可能的途

徑。又如Wink（1997）所言：我們不

是在做轉化；而是我們生活在其中。故

本研究所提出之NADPO五要素，並沒

有孰先孰後、或每個轉化行動一定都要

出現五要素之問題，因為轉化行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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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這些要素之不同組合出現，因此，掌

握並善用NADPO五要素，將有助使轉

化不合理教師角色期望成為可能。 

(二) 肯定教師在「評估準備」的

表現，並透過教師權能的提

升、教師對工作的投入心態

及家務的簡化，以增進教師

之「規劃執行」力 

根據本研究發現小學教師對其角

色轉化行動之知覺，同意程度都在中高

程度以上，其中又以反映教師實務取向

之評估準備最佳，因此，對於教師成為

轉化型知識分子，宜抱持樂觀態度，就

猶如藍波行動，雖是非常不容易或甚至

被視為烏托邦，但卻有其可能性。此

外，由於教師在規劃執行最弱，故如何

增進教師之規劃執行力，是教師進行不

合理角色轉化時極需面對之課題。根據

本研究發現，職務所隱含的權力、教育

背景所隱含的實踐能力、換工作地點所

隱含的心態、性別所隱含的家務，是影

響教師轉化不合理角色之可能因素，因

此，以下是未來努力之可能方向： 

1.就提升教師權能言：沒有專業知

能，很難有機會在分工體系中取得主導

權（曾榮光，1984），故不管何種教育

背景，教師宜有充實專業知能乃成為轉

化型知識分子要件之覺察；而師資培育

機構之課程則可朝向理論實務整合，對

於之前被批評過於僵化之能力本位課程

典範，雖不必奉為圭臬，但也不宜完全

拋棄；至於小學則可多型塑肯定每位教

師不同特色之文化，讓教師有展現自己

專長或特色之機會。 

2.就提升教師工作投入的心態言：

可參考T5教師所提「做踐自己，做中

實踐自己」來代替當兵的心態；而制度

面宜儘量有明確的師資供需、聘用及調

動制度，目前許多學校充斥以兼課或代

課教師來代替正式教師之情形，實值得

注意與檢討，雖然節省了部分教育經

費，但若教師沒有穩定的工作投入心

態，學校難擁有凝聚力，而凝聚力不但

是學校教育發展的重要資源，也是教師

發出聲音進行轉化之重要資源。 

3.就簡化家務言：教師可思索如何

藉由現代化科技來簡化家務以增加投入

職業角色之規劃執行；至於社會結構面

則可再健全托幼養老制度，讓教師免於

因家庭因素而無暇於職業角色上之轉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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