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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近年來由於教育政策對於私立大學的重視，繼以 83 年師培法通過後，確

立師資培育多元化的趨勢下，各大學紛紛成立教育學程。「教育乃國家

百年之大計」，擔負起師資培育責任的私立大學校院中，新設組織的領

導與發展更顯得重要，因此本研究欲瞭解私立大學「教育學程」創辦負

責人領導行為與組織氣候之現況與影響，以期提供未來即將成立之教育

學程中心參考。 由於本研究從管理的角度分析私立大學教育學程創辦負

責人領導行為與組織氣候之關係。欲探討創辦負責人之領導行為及組織

氣候，在個案選取上，以創辦負責人延任至今且成立超過四年之私立大

學教育學程為研究對象，計有 D 大學、C 大學、P 大學、F 大學及 T 大



學及 FJ 大學等六所，基於研究的客觀性，排除 FJ 大學，以其餘五所為

研究個案。 研究架構中，以領導行為為自變項，構面包括：關懷、倡導

及一致性等；以組織氣候為依變項，構面包括：支持、監督、干擾、專

業、親密、疏離及理念認同等；此外以與所屬大學融合程度為干擾變

項。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為訪談及問卷調查，訪談係針對個案教育學程創

辦負責人進行深度訪談以瞭解其學經歷背景、理念作法、領導行為等；

問卷部分針對教育學程專任教師及行政人員發送問卷，由於各個案教育

學程的規模較小，人力配置精簡，因此資料處理以質化描述與次數統計

為主，更重視受訪者與問卷內容的描述。 經資料彙整與討論分析後，本

研究認為教育學程創辦負責人具有教育相關博士學歷、參與籌備工作及

行政經驗，有助於提升領導行為之倡導程；而創辦負責人之理念與作

法，會影響其領導行為之關懷與倡導程度。此外，中高至高程度的關懷

行為，有利於提升組織氣候之支持度、專業度與親密度，並降低疏離感

且中高至高程度的倡導行為，有利於提升組織氣候之監督程度與專業

度，但亦會增加干擾程度；而高一致性之領導行為，會傳遞明確可信之

理念，易使教職員瞭解並認同之，進而影響其對組織氣候的知覺。再則

與所屬大學融合程度越高，越有利於提升教育學程創辦負責人領導行為

之倡導程度，進而影響組織成員被監督的意願及專業上的主動表現。若

因應教育學程未來發展及其規模與業務內容的改變，採行高倡導高關懷

的領導行為，有助於提升組織氣候監督、支持、專業及親密程度。 據教

育部高教司資料顯示，未來一年有近十所大學校院將成立教育學程。本

研究係探討教育學程創辦負責人領導行為與組織氣候之關係，盼以早期

成立之教育學程的經驗，提供未來新設單位的參考，使我國師資培育的

素質更臻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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