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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目的主要在瞭解台北市高中職組織文化認知與體育教師工作價值的

差異。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普查方式，對台北市 67 所公私立高中職體

育教師作調查，本研究共發出 500 問卷，回收 451 份，回收率 90.20％，



扣除填答不完全者 23 份，有效問卷共 428 份。所得資料以項目分析、因

素分析、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 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薛費法事後

比較等統計方法處理，經分析與討論後所得結果如下： 一、組織文化各

構面的認知程度中，「合作關懷」之得分最高，而「專業知能」則最低，

其它依次為「組織結構」、「協助分享」、「價值願景」與「激勵創

新」。 二、工作價值各構面的自覺程度中，以「成就感」之一致性得分

最高，而「假期」最低，其它依次為「利他」、「自主與成長」、「社會

地位」、「生活方式」、「經濟報酬」、「安全感」與「使命感」。 

三、不同學校屬性、年齡、服務年資、最高學歷、所屬職務與班級數量的

體育教師對組織文化之認知程度有顯著的差異存在。 四、不同性別、年

齡、服務年資的體育教師對工作價值之認知程度有顯著的差異存在。 

五、在組織文化相關研究中合作關懷、組織結構、協助分享、價值願景、

激勵創新和專業知能有顯著的差異存在。 六、在工作價值相關研究中成

就感、自主與成長、利他、社會地位、生活方式、經濟報酬、安全感、使

命感和假期有顯著的差異存在。 

摘要

(英) 

A Study on the Perceptions of the Organzational Culture and Work Value for 

Teachers in Senior and Vocational High Schools in Taipei C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Graduate Student： Advisor: Li、

An-Hua Chang、Hung-Liang Ph.d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find 

out the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 Cognition and Work Value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of Senior High and Vocational Senior High schools 

in Taipei City area. This investigation regarded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of 

Senior High and Vocational Senior High schools in Taipei City as research objects. 

There were 500 official questionnaires had been released and 451 had been 

collected. The percentage rate of retrieved questionnaires was 90.20%. The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428 excluding the 23 incomplete copies. The data analyses 

included item analysis、factor analysis、descriptive statistics、t-test、and one-

way analyses of variance. Carrying on statistical analysis、this research got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In profiling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 Cognition、

「Cooperation and Care」 was shown comparatively positive high、on the 

contrary、「Professional working skill」 was comparatively negative. 

「Organizational Stratum」、「Assistance and Share」、「A long-ranged 

View」 and 「Motivation and Creation」 were in middle and better then the 

average. In profiling of Work Value、「Achievement」 was shown comparatively 

positive high. By contrast、「Vacation」 was comparatively negative low. 

「Altruism」、「Independence and Growth」、「Social Class」、「Life 

Style」、「Financial Remuneration」、「Security」 and 「Responsibility」 

were in middle and better then the average. In terms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

varied background variables appear difference of significance on attribute of 

school、age、work seniority、highest education degree、job position and 

workload. In terms of Work Value、varied background variables appear difference 

of significance on sex、age、and work seniority. In investigations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varied background variables appear difference of 

significance on 「Cooperation and Care」、「Organizational Stratum」、



「Assistance and Share」、「A long-ranged View」、「Motivation and 

Creation」 and 「Professional working skill」. In investigations of Work Value、

varied background variables appear difference of significance on 

「Achievement」、「Independence and Growth」、「Altruism」、「Social 

Class」、「Life Style」、「Financial Remuneration」、「Security」 and 

「Responsibility」 and 「Va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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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全文

點閱

次數 
 

資料

建置

時間 

2009/7/16 

轉檔

日期 
2009/07/20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494085147 2009.7.16 15:12 140.136.209.41 new 01 030540 2009.7.20 14:07 

140.136.209.41 del 01 030540 2009.7.20 14:08 140.136.209.41 new 01 

異動

記錄 

C 494085147 Y2009.M7.D16 15:12 140.136.209.41 M 494085147 Y2009.M7.D16 

15:12 140.136.209.41 M 494085147 Y2009.M7.D16 15:12 140.136.209.41 M 

494085147 Y2009.M7.D16 18:17 140.136.120.21 M 494085147 Y2009.M7.D17 

22:44 202.132.134.55 M 494085147 Y2009.M7.D17 22:50 202.132.134.55 M 

494085147 Y2009.M7.D17 22:50 202.132.134.55 M phed3282 Y2009.M7.D17 

23:01 202.132.134.55 M phed3282 Y2009.M7.D20 11:41 140.136.120.14 M 

phed3282 Y2009.M7.D20 13:25 140.136.120.14 M phed3282 Y2009.M7.D20 13:25 

140.136.120.14 M phed3282 Y2009.M7.D20 13:26 140.136.120.14 M phed3282 

Y2009.M7.D20 13:26 140.136.120.14 M 030540 Y2009.M7.D20 14:07 

140.136.209.41 I 030540 Y2009.M7.D20 14:08 140.136.209.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