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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本研究旨在瞭解軍訓制度變革時，軍訓教官對組織變革抗拒程度與其工作

態度之關係，以自編「大學校院軍訓教官組織變革抗拒與工作態度調查問

卷」作為研究工具，採分層隨機抽樣，以全國各大學校院軍訓教官為施測

對象，總計抽取 44 所學校，回收問卷 385 份，有效問卷 355 份，有效回

收率為 9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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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結果顯

示，大學校院軍訓教官組織變革抗拒及工作態度均呈現中上程度，分別以

憂慮情緒抗拒反應及工作投入的表現最強。各項背景因素中，年齡、職

務、現階、學校屬性和類別等因素均影響軍訓教官組織變革抗拒與工作態

度，性別僅於組織變革抗拒達到顯著差異。此外，軍訓教官組織變革抗拒

與工作態度呈現顯著負相關，並以實際行為及言語行為之抗拒表現最能有

效預測軍訓教官工作態度，但為負向預測力。 依此，建議教育行政主管

機關應建立明確變革進程與配套措施，並暢通溝通管道，建立共識以降低

教官對變革的抗拒。大學校院軍訓主管，應擔任變革推動時的溝通橋樑，

清楚轉達相關政策，化解教官疑慮，同時鼓勵在職進修。另外，軍訓教官

應以正向思考，積極參與變革議題討論，精進軍訓教學，創造各校課程特

色，亦應爭取進修機會，充實自我能力以因應挑戰。 

摘

要

(英) 

This study intended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sistance to 

organizational changes and work attitudes of military instruct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research data were collected by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s in titl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istance to Organizational Changes and Work 

Attitudes of Military Instruct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method was applied in selecting research subjects from all military 

instruct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otal, 44 schools were chosen in which 

there were 385 questionnaires received with 355 of them effective. The effective 

responding rate was 92.2%. The following statistical methods were adopted to 

analyze the data, such a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one-way ANOVA, 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the multiple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etc.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indicated that the level of military instructors’ resistance to 

organizational changes and work attitud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as above 

average. Respectively, the resistant reaction of the emotional anxiety and work 

attitudes of job involvement had highest scores. Among all background factors, the 

differences in age, job position, military rank, school attribute and category had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military instructors’ resistance to organizational changes 

and work attitudes. Gender factor only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resistance 

to the organizational changes. Moreover, there was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resistance to organizational change and work attitudes. The 

work attitudes of military instructors could be best predicted by the actual and verbal 



resistant behaviors. However,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prediction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it is reasonable to suggest that Ministry of 

Education should establish a clear time table of change and relative measures, as 

well as open communication channel to help the military instructors understand the 

necessity of changes in order to reduce their resistance to organizational changes. 

During the process of changes, the military supervis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play the role of communication and precisely convey related policies for the 

purpose of reducing doubts and anxiety of military instructors. The military 

instructors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get higher education. Furthermore, military 

instructors should have positive thinking, be actively involved in discussions 

concerning issues of the change, improve their teaching skills and create distinctive 

features on military courses. Meanwhile, military instructors should enhance their 

abilities and advance their education to meet future chall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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