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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企圖瞭解臺北縣國民小學會計主任工作表現與服務滿意之現況，

同時探究這兩者的關係。以自編「臺北縣國民小學會計主任工作表現與

服務滿意」調查問卷作為研究工具，並以臺北縣 154 所公立國民小學行

政人員為研究對象，藉由分層比例抽樣的方式，抽取 590 位行政人員，

總計回收有效問卷 452 份，有效回收率為 7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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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爾森積差相關及多元逐

步迴歸等統計方法分析。 研究發現，臺北縣國民小學會計主任工作表現

與服務滿意的現況皆屬優良程度。於背景變項中，會計主任的背景變

項、行政人員教育程度以及學校規模對於會計主任工作表現與服務滿意



皆達顯著差異，而行政人員職務僅在會計主任工作表現上呈現顯著差

異。本研究亦發現會計主任工作表現與服務滿意具有顯著正相關，且工

作表現中的二個變項，任務表現及脈絡表現均能有效預測會計主任的服

務滿意度。 依此，建議會計主管行政機關建立完善的會計績效評核機

制、加強暢通的升遷輪調機制、規劃合宜的研習或工作坊、落實顧客導

向的行政品質與檢視集中辦公制度。學校與行政人員則可建置溝通整合

資訊平台，努力建構互信與互助的工作環境。會計主任則應主動發揮利

他服務的精神，持續進修不斷追求專業成長，藉以提升自我工作表現。  

摘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current condi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 performance and service satisfaction of accounting directors in the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s of Taipei County. A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was 

used in this study by the self-designed instrument in title of “The Questionnair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 Performance and Service Satisfaction of 

Accounting Directors in the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s of Taipei County.” Base 

on stratified ratio sampling, this study surveyed 590 administrators at 154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ipei County. There were 452 valid data with 76.6% of 

responding rate.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one way 

ANOVA, Pearson’s product-moment and 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accounting directors in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s of Taipei 

County possessed high level of work performance and also in their service 

satisfaction. Accounting directors’ background variables, administrators’ level 

of education and the school size we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with work performance 

and service satisfaction of accounting directors. The positions of the 

administrators were also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work performance of 

accounting directors. In addition, there was a clearly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work performance and service satisfaction of accounting directors. The service 

satisfaction of the accounting directors could be best predicted by both task and 

contextual performance. Accordingly,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Bureau of 

Accounting should establish a better evaluation system to assess the performance 

of accounting directors and provide more opportunities for transference and 

promotion. The suitable training programs or workshops should be also designed 

in order to implement high quality and customer-orientated administrative service. 

The current working system which was put all of the accounting directors in the 

central office can be thoroughly reviewed. Suggestions for the schools and their 

administrators are to establish an information platform for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as well as to create a mutual trust and collaborative environment. The 

accounting directors, however, are encouraged to possess positive attitude in 

providing altruistic service. They should also advance their professions in further 

their education in order to enhance their work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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