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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透過問卷調查法，企圖瞭解桃園縣偏遠地區國民小

學學校行政效能之現況及其影響因素。為達此研究目的，研究者以自編之

「桃園縣偏遠地區國民小學學校行政效能影響因素」調查問卷作為研究工

具，並以桃園縣 37 所偏遠地區國民小學教職員工為研究對象，藉由普查

的方式，共發出 510 份問卷，總計回收有效問卷 319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

為 62.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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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相關及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分析。 研究

發現，桃園縣偏遠地區國民小學學校行政效能影響因素以校長人格特質最

高，而其教職員工在行政效能以目標執行力最高。於背景變項中，年齡與

國小服務總年資與行政效能層面呈現顯著差異，但在影響因素的層面上，

背景變項中僅有年齡達顯著差異。本研究亦發現學校行政效能影響因素與

行政效能具有顯著正相關，且影響因素中的二個變項，「合作組織文化」

及「校長人格特質」，能有效預測行政效能各向度。 根據研究發現，本研

究對於教育主管機關、學校及教師提出幾項建議。建議教育主管機關應依

偏遠地區學校目標執行達成度訂定獎勵辦法，並改變主任的聘任方式改採

遴選制度。學校單位及成員方面則在行政領導階層方面建立透明且公正的

程序來分配職務，同時強化校長、主任對教職員工間或成員彼此之間垂直

及水平方向的組織溝通，建立良好的檔案與知識管理系統，減少因成員頻

繁異動而造成的損害，並能增進學校各項目標的達成度。 關鍵字：偏遠地

區、國民小學、行政效能  

摘

要

(英) 

ABSTRACT The research intended to study the current status of administration 

effectivenes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at elementary schools in the remote districts of 

Taoyuan county. The researcher edited a questionnaire of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Administration Effectiveness of Elementary Schools in the Remote Districts of 

Taoyuan County” as the instrument. Based on totally 37 elementary schools in the 

remote districts of Taoyuan county, the 510 questionnaires were sent out to all the 

teaching and administrative staff. Three hundreds and nineteen effective responses 

were received and the responding rate reached 62.55％. Analytical methodology, 

includ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one-way ANOVA, Pearson’s product-

moment correlations, partial correlations and 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s were 

adopted to analyze the data and measure the association. The descriptive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of influencing factors, principal’s personality got the highest mean 

score and of administration effectiveness factors, execution of goal got the highest 

mean score. In additional, among parametric test of background characteristic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etween the grouping of age as well as year of employment,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the staff’s perception about 

administration effectiveness and there were als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the staff’s perception about influencing factors between age group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statistically were supported to have th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school administration effectiveness. Furthermore,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wo of influencing factors,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culture and principal’s personality effectively contribute to explain 

and predict three factors of administration effectiveness construct.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there are some management implications and suggestions proposed to 

Bureau of Education, school administrators and teachers. The Bureau of Education 

should set up the encouraging policy for execution of goal to motivate the schools in 

the remote districts and adopt the appointing system as recruiting the directors. The 

school administrators should build up an open and fair procedure to assign the task 

and improve the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principal, the 

directors and the teaching and administrative staff so as to shape a better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al culture. Finally, for achieving the higher administration effectiveness, 

the administrators should also refine an effective archive management and build a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to prevent the impact of high turnover rate at remote 

district schools. Keywords: remote districts, elementary schools, administration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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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點

閱

次

數 

0000001  

資

料
2008/7/23 



建

置

時

間 

轉

檔

日

期 

2008/07/24 

全

文

檔

存

取

記

錄 

495145061 2008.7.23 19:56 163.20.160.253 new 01 495145061 2008.7.23 19:56 

163.20.160.253 new 02 495145061 2008.7.23 19:56 163.20.160.253 new 03 

495145061 2008.7.23 19:56 163.20.160.253 new 04 

異

動

記

錄 

C 495145061 Y2008.M7.D23 19:53 163.20.160.253 M 495145061 Y2008.M7.D23 

19:54 163.20.160.253 M 495145061 Y2008.M7.D23 19:54 163.20.160.253 M 

edle3387 Y2008.M7.D23 20:00 163.20.160.253 M edle3387 Y2008.M7.D24 8:48 

140.136.95.204 M edle3387 Y2008.M7.D24 8:48 140.136.95.204 M edle3387 

Y2008.M7.D24 13:28 140.136.95.204 M edle3387 Y2008.M7.D24 13:28 

140.136.95.204 I 030540 Y2008.M7.D24 13:48 140.136.209.52 M 030540 

Y2009.M10.D19 11:00 140.136.209.41 M 030540 Y2009.M10.D19 11:00 

140.136.209.41 M 030540 Y2009.M10.D19 13:49 140.136.209.41 M 030540 

Y2009.M10.D19 13:49 140.136.209.41 M 030540 Y2010.M5.D20 11:03 

140.136.209.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