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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論文旨在進行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組織信任與行政效能之關係研

究，首先瞭解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組織信任和行政效能的現況，接著探究

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組織信任和行政效能的差異狀況，然後再來分析教師



組織信任和行政效能的關係，最後探討教師組織信任對行政效能的預測。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分別使用分層隨機抽樣來抽取桃園縣 62 所公立

國民小學 870 位教師，其中有效樣本 690 人，有效樣本率達 79.3%。接著

將所得的資料分別以平均數、標準差、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Scheffe'事後比較分析、Pearson 相關和逐步多元迴歸等統計方法來進行資

料分析，最後得到的結果如下： 一、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知覺組織信任

為普通偏好的程度。 二、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知覺行政效能為普通偏好

的程度。 三、不同背景變項教師的組織信任知覺大部分有顯著差異。 

四、不同背景變項教師的行政效能知覺大部分有顯著差異。 五、桃園縣

國民小學教師組織信任與行政效能間有顯著正相關。 六、桃園縣國民小

學教師組織信任能預測行政效能，其中以「制度文化信任」最具預測力。 

最後依據研究結果，分別對桃園縣教育行政機關、國民小學行政單位、教

師及後續研究提出具體建議。 關鍵詞:組織信任、行政效能  

摘要

(英)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1）investigate current 

situation of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organizational trust and administrative 

effectiveness in Taoyuan County,（2）explore the differences in organizational 

trust and administrative effectiveness caused by the teachers’ different 

backgrounds,（3）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organizational trust 

and administrative effectiveness, and（4）explore the predictive power of 

teachers’ organizational trust and administrative effectiveness. This research 

adopted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Based on the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method, the subjects including 870 teachers from 62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oyuan County were selected. Questionnaires were administered to the 

selected subjects among returned questionnaires, 690 were valid, with a 79.3% valid 

percentage. By way of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t-test, one-way ANOVA, Scheffé 

method, 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s analysis, and 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major results we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The 

teachers’ performance of organizational trust was rated "high-intermediate". 2.The 

teachers’ performance of administrative effectiveness was rated "high-

intermediate". 3.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on the part of teachers’ 

organizational trust in consideration of teachers' different serving years, positions, 

and school size. 4.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on the part of teachers’ 

administrative effectiveness due to differences in age, serving years, positions, and 

school size. 5.High positive correlation existed between teachers’ organizational 

trust and administrative effectiveness. 6. Teachers’ organizational trust had 

significant prediction to administrative effectiveness,especially cultural trust. 

Final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search findings, some concrete suggestions were 

provided for education authorities, elementary school administration agencies, 

school teachers, and follow-up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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