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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rganizational climate teachers’ awareness of well-being 

摘要

(中)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學校組織氣氛與教師幸福感之關係。本研究對象為

台北縣公立國民小學教師，採用問卷調查法，並依比例以分層隨機抽樣

的方法收集問卷資料，總計發出問卷 784 份，回收 665 份，回收率 84.8

％，剔除作答不完整的無效問卷 24 份，有效問卷計 641 份，有效問卷的

回收率 81.7％。資料分析以描述性統計、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Pearson 積差相關、逐步多元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處理，獲得結論如

下： 一、台北縣國民小學教師知覺學校組織氣氛的現況屬於高度開放的

氣氛。 二、台北縣國民小學教師知覺幸福感的現況屬於高度的幸福感

受。 三、在性別、年齡、職務、服務年資等不同背景變項下的教師知覺

學校組織氣氛有顯著差異；在學歷及學校規模等不同背景變項下的國民

小學教師知覺學校組織氣氛無顯著差異。 四、在年齡、服務年資、學校

規模等不同背景變項下的教師知覺幸福感有顯著差異；在性別、職務、

學歷等不同背景變項下的教師知覺幸福感無顯著差異。 五、台北縣國民

小學組織氣氛開放度與教師幸福感呈現正相關，達顯著水準，屬於中度

相關。 六、學校組織氣氛各層面中以「同僚性行為」、「親和性行

為」、「支持性行為」等層面對於教師幸福感最具有預測力。 最後，根

據上述研究結論分別對教育行政機關、台北縣國民小學行政單位及 教育

人員作為參考，並對於未來研究方向提出建議。 關鍵字：學校組織氣

氛、教師幸福感  

摘要

(英)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school organizational climate and the teachers’ awareness of well-being. The 

targets were the teachers in the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ipei County,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used in this research. With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784 copies of questionnaire were distributed, and 665 copies were recollected. The 

return rate was 84.8%. After eliminating the 24 invalid copies,the availability was 

81.7%.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statistics in description, t-test, one-way 

ANOVA, 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d multiple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findings were as below: 1.In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s of 

Taipei County, teachers are aware of a highly open organizational climate. 2.In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s of Taipei County, the status quo of teachers’ 

awareness of well-being is high. 3.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of teachers like 

gender, age, position, and years of service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awareness of the organizational climate in schools; however, the variables lik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the size of the school hav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awareness of the organizational climate in schools. 4.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of teachers like age, years of service and the size of the school show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the awareness of well-being; however, the variables like 

gender, position and educational background have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awareness of well-being. 5.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evel of 

openness in organizational climate and the teachers’ awareness of well-being. 

6.In organizational climate, the factors of “colleague behavior”, “friendly 

behavior” and “supportive behavior” can highly predict the teachers’ 

awareness of well-being. Finally, the study also proposed some suggestions as 

reference for the educational authorities concerned, the educators in elementary 

schools and future studies. Keywords: school organizational climate, teachers’ 

awareness of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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