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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透過問卷調查法，企圖瞭解影響桃園縣國民中學行政

凝聚力之因素。為達此研究目的，研究者以自編之「桃園縣國民中學行

政凝聚力影響因素」調查問卷作為研究工具，並以桃園縣 32 所公立國

民中學行政人員為研究對象，藉由分層隨機抽樣的方式，抽取 891 位行

政人員填答問卷，總計回收有效問卷 665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75％。

問卷資料則採用描述統計、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

森積差相關及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分析。 研究發現，桃園縣國

民中學整體行政凝聚力屬中上程度。在各影響因素中，團體因素的規

模、目標，成員因素的年齡、擔任職務、人格特質及溝通情形，領導者



特質與風格因素及外部競爭因素與整體行政凝聚力皆達顯著相關，且影

響行政凝聚力之因素中的「成員間的溝通情形」最能有效預測國民中學

行政人員對行政凝聚力的感受程度。 根據研究發現，本研究對於教育主

管機關、學校及行政人員提出幾項建議。建議教育主管機關應依年齡設

計相關研習課程並強化校長培訓制度，形塑良好的領導特質與風格。學

校則必須重視行政人員之溝通、增加工作外的互動機會及增加行政人員

決策過程表達的機會。對於行政人員則建議本身應勇於表達自己的意

見、虛心接納其他成員的指正與批評及安排參訪以增加對外部競爭的感

受度。 關鍵字：學校行政、行政凝聚力  

摘要

(英) 

The study attempted to explore the factors which influenced administrative 

cohesion at the junior high schools in Taoyuan County. A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was used in this study by the instrument in title of “The Factors 

Affecting Administrative Cohesion at the Junior High Schools in Taoyuan 

County.” This study surveyed 891 administrators at 32 Taoyuan County junior 

high schools. There were 665 valid data with 75％ of responding rate.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one-way ANOVA, 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s and 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s.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administrative cohesion at the junior high schools in Taoyuan County 

was at the average level. The following factors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administrative cohesion. These factors were categorized into four categories 

which were group factors, members’ factors, leadership traits and styles as well 

as the external competition from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Group sizes and its 

objects were categorized as group factors. Member’s age, position,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 and communication status were part of members’ factors. With 

respect to the above impact factors, the communication status was an effective 

predictor on all dimensions of administrative cohesion.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were provided to the Bureau of Education, 

schools and administrators. The Bureau of Education should design training 

programs corresponding with different age groups. For shaping principals’ 

characteristics and leadership styles, the training programs for the principals 

should be enhanced. The schools have to emphasize communication among 

administrative staffs, increase interaction opportunities outside of their workplace, 

and also involve them into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es. With respect to 

administrative staffs, they need to bravely express their opinions and accept 

others’ suggestions and criticism with open minds. The schools could also 

arrange trips to visit other schools in order to learn good practices and increase 

their staffs’ senses of competition from external environment. Key Words: 

school administration, administrative cohe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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