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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透過問卷調查法，企圖瞭解桃園縣國民小學總務主任專

業職能與工作績效之現況，同時探究這兩者的關係。為達此研究目的，研

究者以自編之「桃園縣國民小學總務主任專業職能與工作績效」調查問卷

作為研究工具，並以桃園縣 136 所公立國民小學總務處組長為研究對象，

採普查方式進行問卷調查，共發出 365 份問卷，總計回收有效問卷 276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7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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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相關及多元逐步回歸分析等

統計方法分析。 研究發現，桃園縣國民小學總務主任專業職能與工作績效

的現況皆屬中上等程度。於背景變項中，學校規模大小對總務主任專業職

能之行政管理向度與工作績效的任務表現向度上均呈現顯著差異。本研究

亦發現總務主任具備專業職能的能力與其工作績效具有顯著正相關，且專

業職能中的二個變項，「領導能力」及「行政管理」能有效預測總務主任

的工作績效。 根據研究發現，本研究對於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及總務主任提

出幾項建議，建議教育主管機關應訓練及發展總務主任的專業職能，建立

主任評鑑制度與輔導制度，以及落實總務處組長由專人專任。總務主任方

面則要全方位發展專業職能，充實行政管理職能與發揮領導能力，主動發

掘問題與改善流程，並建構願景引導團隊合作完成總務工作，以展現卓越

工作績效。  

摘

要

(英) 

The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status on the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nd job 

performance of the directors for general affairs at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oyuan 

County.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to get the status and the correlation of 

the two factors. The researcher had developed an instrument titled as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the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nd Job Performance for 

Directors of General Affairs at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oyuan County.” All of the 

first-line administrators in the general affairs offices from 136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s wer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study. A total of 365 copies of surveys were 

distributed and among them, 276 copies were valid questionnaires; the responding 

rate was 75.6%. The data was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one-way 

ANOVA, Pearson’s product-moment and partial correlations and 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s. The study found that present directors for general affairs at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oyuan County possessed average to high level of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nd also in their job performance. In the background factors, the scale of 

the school was significant influential in the directors’ 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 

for the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nd the mission performance in job performance. 

The study also found that the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nd the job performance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ve for the directors of general affairs. In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leadership and 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 were the two effective 

predictors on the job performance of the directors of general affairs. Accordingly,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for the Bureau of Education and the directors of 

general affairs. The Bureau of Education are suggested to train and develop the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of the directors of general affairs. An evaluation system and 

a guidance system for the directors should be established and there is a need to 

recruit full-time first-line administrators in offices of general affairs. The suggestions 

for the directors of general affairs are that they need to be trained with all rounded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to build up the skills in leadership and 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 and be able to find questions and improve work procedures and to 

construct vision for the general affairs team to work together to complete missions at 

schools and to demonstrate excellent job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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