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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於探討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激勵行為與教師專業

承諾之關係。首先，蒐集有關激勵及教師專業承諾之相關文獻，加以分析

及探討。其次，根據相關理論及文獻資料的探討結果，提出本研究架構，



進行問卷之編製及預試，並據以發展出本研究的研究工具-「桃園縣國民

小學教師知覺校長激勵行為與教師專業承諾調查問卷」。然後再以桃園縣

公立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母群體，以分層隨機抽樣的方式，抽取 62 所學

校，870 名教師為研究樣本，實施正式問卷調查。問卷經回收後，共計回

收 765 份，有效問卷 756 份，問卷回收率為 88%，有效率為 87%。問卷回

收之後，復以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皮爾森積差相關及多元逐步迴歸等統計方法進行資料分析，

最後根據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根據研究結果，本研究獲得下列幾項結

論： 一、目前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激勵行為之現況為中上程

度，以「肯定工作成就與表現」的感受程度最高，「營造良好工作環境」

次之，「改善學校福利措施」再次之，「鼓勵進修與專業成長」的感受程

度最低。 二、目前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之教師專業承諾現況良好，以

「遵守倫理」的表現最佳，其次依序為「積極進修」、「留業傾向」、

「敬業投入」，「專業認同」的得分較低。 三、不同任教年資、職務、

校長年齡、校長服務年資、學校規模、學校所在地之教師在校長激勵行為

知覺上有部分或顯著差異，任教年資「21 年以上」、教師兼行政（主任或

組長）、校長年齡「45 歲以下」、校長服務年資「1-4 年」、學校規模

「12 班以下」、「偏遠地區」之教師知覺較高。不同性別、年齡、教育背

景、校長性別之教師在校長激勵行為知覺上沒有顯著差異。 四、不同性

別、年齡、教育背景、任教年資、職務、學校規模、學校所在地之教師在

教師專業承諾上有部分或顯著差異，男性、「41-50 歲」、研究所以上

（含四十學分班）、任教年資「21 年以上」、教師兼行政（主任或組

長）、「12 班以下」、「偏遠地區」之教師其教師專業承諾較高。 五、

校長激勵行為與教師專業承諾之間有顯著正相關。 六、校長激勵行為對

教師專業承諾有解釋預測力，以肯定工作成就與表現對教師專業承諾最具

預測力。  

摘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perceive the principal’s motivational behavior and the teachers’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at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o-yuan County. First of all, the 

goal was to search and collect literature about motivation and the teachers’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Second, based on the result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to set 

up instructions of this study and take preparation test further and to establish a self-

designed survey. The survey “Questionnaire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Perceive the Principal’s Motivational Behavior and the Teachers’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was used as the research tool. Then, the sample consists of 870 

teachers in various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o-yuan County. It is used by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selected from 62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s. 765 copies were 

returned and among all the retrieved questionnaires, 756 of them were valid, the 

response rate was 88%, the response rate of useful questionnaires was 87%.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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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d 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Finally, the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f the results will be presented.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obtained: 1. Presently, the teachers felt 

medium-high degree of the principal’s motivational behavior at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o-yuan County. The level of the “approving working achievements 

and performance” score the highest. The second highest score was “Building a 

good working environment”. Then came the “improving school fringe benefit”. 

The score of the “encouraging further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growth” was 

the lowest. 2. Presently, the teachers felt good degree of the teachers’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at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o-yuan County.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onform to the ethic” was the bes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ursue in-service 

education” was the second, next in order is the “career devotion” and 

“professional investmen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rofessional 

recognizition” was the lowest. 3. The teacher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including years of teaching, job titles, principal’s age, years of principal’s 

service, size of school, school district position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perceive the principal’s motivational behavior. The teacher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including “above 21 years of teaching”, “administrative 

teachers”, “ages below 45 of principal”, “1-4 years of principal’s service”. 

“below 12 classes”, “remote districts” had higher perception. The teacher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including “gender”, “ages”, “academic 

degree” didn’t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perceive the principal’s 

motivational behavior. 4. The teacher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including gender, ages, academic degree, years of teaching, job titles, size of school, 

school district position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the teachers’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The teacher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including “male”, 

“ages of 41-50”, “above graduate school”, “above 21 years of teaching”, 

“administrative teachers”, “below 12 classes”, “remote districts” had higher 

perception on the teachers’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5.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incipal’s motivational behavior and the 

teachers’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Teachers perceive the principal’s 

motivational behavior better who have the higher level of the teachers’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6. Awareness of the principal’s motivational behavior 

had predictability on the teachers’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and the level of the 

“approving working achievements and performance” was the strongest predictor 

to the teachers’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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