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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以桃園縣高中職體育教師工作滿足、組織承諾與教學效能為研究主

題，主要在探討其現況及不同個人背景變項及學校環境變項之受試者對工

作滿足、組織承諾與教學效能之差異情形，同時分析依變項兩兩間的關



係。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研究對像計 29 所高中職以普測方式發出 199

份問卷，有效問卷佔總發放問卷數 83.92%。調查所得資料以描述性統計、

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等進行統計分析。本研究獲

致結論如下： 一、桃園縣高中職體育教師工作滿足整體之平均數為 3.69、

組織承諾 整體之平均數為 3.92、教學效能整體之平均數為 4.18，皆屬中上 

程度。 二、男性教師對工作滿足「上司」層面顯著優於女性教師。 三、

男性教師對組織承諾「組織認同」、「整體」層面，顯著優於女性 教

師。 四、年齡較大者對工作滿足「工作內容」、「薪資」、「陞遷」、

「上司」、 「同事」及「整體」，與在組織承諾之「組織認同」、「留

職傾向」、 「整體」層面，以及資深教師在組織承諾「組織認同」層

面，顯 著優於資淺者。 五、兼任行政工作之專任教師對工作滿足「陞

遷」、「同事」、「整體」 層面，與對組織承諾「整體」層面，顯著優

於兼任導師之專任教 師；對「組織認同」層面，專任教師、專任教師兼

任行政人員優 於專任教師兼任導師。 六、公立學校對工作滿足「工作內

容」、組織承諾「組織認同」、「整 體」層面，顯著優於私立學校。 

七、工作滿足與組織承諾、工作滿足與教學效能、組織承諾與教學效能之

間有極佳的相關性，僅「陞遷」與「學習氣氛」未有顯著水準。  

摘要

(英)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to (a) identify job satisfaction、organization 

commitment、an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f the high school PE teachers in Taoyuan 

County; (b)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among selected demographic variables and 

school environment variables on job satisfaction、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an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and (c)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job satisfaction、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an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in this study. The samples were 199 teachers from 29 high school in 

Taoyuan County. The response rate was 83.92%. Descriptive statistics、t-test、

one-way ANOVE、and Peap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were computed for 

data analysis. The study concluded： 1. For the high school PE teachers in Taoyuan 

County、the average score of job satisfaction was 3.69. The average score of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was 3.92. The average score of teaching effectiveness 

was 4.18. They were between middle and high levels. 2. The male teachers were 

significantly more satisfied than the female ones concerning supervisor in job 

satisfaction. 3. The male teachers had significant higher scores than the female ones 

in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overall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4. The older 

teachers scored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every dimension and the overall job 

satisfaction and the organizational recognition、retention and overall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variable than the younger ones; teachers with seniority had a 

significant higher score in organizational recognition than those with less seniority. 

5. Teachers with administration positions scored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eachers 

with mentoring duties in promotion、colleague、and the overall job satisfaction 

and the overall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teachers without other duties and 

teachers with administration positions had a significant higher level in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than the teachers with mentoring duties. 6. Public 

school teachers were significantly more satisfied than their Private counterpart in the 

job content of job satisfaction、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the overall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7. Job satisfac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job 

satisfaction and teaching effectiveness、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promotion and classroom climate dimen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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