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

錄

編

號 

9223 

狀

態 
G0496145082 

助

教

查

核 

建檔完成 

索

書

號 

查核完成 

學

校

名

稱 

輔仁大學 

系

所

名

稱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 

舊

系

所

名

稱 

 

學

號 
496145082  

研

究

生

(中) 

黃子舜 

研

究

生

(英) 

HUANG, TZU-SHUN 

論

文

名

稱

(中) 

臺北縣國民小學校長激勵策略與教師組織承諾 



論

文

名

稱

(英)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NCIPAL'S 

MOTIVATION STRATEGIES AND TEACHERS'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IN THE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S OF TAIPEI 

COUNTY 

其

他

題

名 

 

指

導

教

授

(中) 

林梅琴 

指

導

教

授

(英) 

LIN, MEI-CHIN 

校

內

全

文

開

放

日

期 

不公開 

校

外

全

文

開

放

日

期 

不公開 

全

文

不

開

放

理

由 

無 



電

子

全

文

送

交

國

圖. 

不同意 

國

圖

全

文

開

放

日

期. 

不公開 

檔

案

說

明 

封面 謝詞 摘要 目次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參考書目 附錄 

電

子

全

文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學

位

類

別 

碩士 

畢

業

學

年

度 

97 

出

版

年 

98 

語

文

別 

中文 

關

鍵

字

激勵策略 組織承諾 校長領導 



(中) 

關

鍵

字

(英) 

motivation strategies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principals’ leadership 

摘

要

(中) 

本研究目的欲暸解校長激勵策略與教師組織承諾間的關係，以自編「臺北

縣國民小學校長激勵策略與教師組織承諾調查問卷」為研究工具。並以臺

北縣 51 所國民小學正式合格教師為研究對象，藉由分層比例抽樣的方

式，抽取 784 位教師，總計回收有效問卷 664 份，有效回收率為 84.69％。

問卷資料分析則以描述統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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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發現，臺北縣國民小學教師

知覺校長激勵策略現況屬中上程度，而教師對教師組織承諾程度趨近優

良。教師性別、婚姻、擔任職務、教學年資、及學校規模、校長性別及校

長服務本校年資，在知覺校長激勵策略均有不同程度的顯著差異，另在教

師組織承諾則為教師婚姻、年齡、教學年資、擔任職務、學校規模、校長

性別、年齡及校長服務本校年資亦有不同程度的顯著差異。此外，校長激

勵策略與教師組織承諾呈現顯著正相關，並以健全學校獎勵制度對教師組

織承諾最具預測力。 依此，建議教育主管機關應訂定合理獎勵制度、強化

校長領導職能並賦予校長彈性職權，透過合理制度的改變，增進教師對學

校組織的認同。學校領導者則可利用各種獎勵措施來提升教師的意願與動

機，以強化教師對學校校務的投入與付出。教師則應學習轉化心智模式，

主動參與學校校務工作，不斷追求自我的專業成長。 

摘

要

(英)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ncipals’ motivation 

strategies and teachers’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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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stionnaire of Principals’ Motivation Strategies and Teachers’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t the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ipei County.” Base on 

stratified ratio sampling, this study surveyed 784 teachers at 51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ipei County. There were 664 valid data with 84.69% of responding 

rate.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ANOVA,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multiple stepwise regressions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awareness of principals’ 

motivation strategies in Taipei County rated intermediate level, and that of 

teachers’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rated superior level. Beside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awareness of principals’ motivation strategies 

regarding background variables, including teachers’ gender, marriage status, 

positions, seniority, school size, principals’ gender, and principals’ seniority in a 

certain school. In addition, there were als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awareness 

of teachers’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regarding background variables, including 

teachers’ marriage status, age, seniority, positions, school size, principals’ 

gender, age and principals’ seniority in a certain school. Furthermore, principals’ 

motivation strategies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ed with teachers’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 well-designed school rewarding system had the 



highest predictive power for teachers’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Based on the 

findings, the Bureau of Education is suggested to set up a reasonable rewarding 

system and to strengthen principals’ leadership competence as well as to give them 

flexible discretion in order to increase teachers’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school 

through reasonable system changes. As for school leaders, the various rewarding 

measures should be used to enhance teachers’ willingness and motiv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increasing their involvement and devotion to school affairs. As to 

teachers, they should learn to change their mental model, participate in school affairs 

actively, and keep seeking for self-professional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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