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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組織信任與教師角色行為之關係，以

自編「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組織信任與教師角色行為關係之調查問卷」作

為研究工具，採分層比例抽樣，以台北市公立國民中學教師為研究對象，

總計發出 786 份問卷，有效問卷 585 份，有效回收率為 74.43％，並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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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歸

分析等統計方法分析資料。 研究發現，台北市公立國民中學教師的組織信

任及教師的角色行為均呈現中上程度，其中則以同儕信任及教學角色行為

的表現最佳。教師擔任職務、在本校服務年資以及學校規模等背景變項均

影響教師知覺組織信任與教師角色行為，校齡亦與教師組織信任達到顯著

差異，而教師學歷則於教師角色行為呈現明顯的差異。此外，教師組織信

任與教師角色行為具顯著正相關，並以同儕信任最能有效預測教師的角色

行為。 依此，建議教育行政主管機關應訂定行政職務的任命與輪調制度，

規劃相關培訓課程與研習，建立新進教師的培訓計畫與制度，並制定資深

教師教學評鑑與研究審查，促使教師角色行為更精進發揮，另外，建議教

師本身可積極爭取擔任行政職，加強教師專業素養升級，積極參與同儕團

隊，加強教師自我整合，溝通互信協調關懷，以樂觀正向的態度面對教育

工作，並持續精進。  

摘

要

(英) 

This study aimed at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organizational 

trust and their role behavior in the junior high schools of Taipei City. A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was used in this study by the self-designed instrument 

in title of “The Questionnair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Organizational Trust and Their Role Behavior in the Junior High Schools of Taipei 

City.” Based on stratified ratio sampling, totally 786 questionnaires were sent out to 

the teachers in the public junior high schools of Taipei city. There were total 585 

responses with the valid return rate of 74.43%. The data was analyzed by the 

following statistics methods such a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ndependent t-test, one-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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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c.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indicated that both teachers’ organizational trust and 

their role behavior in the junior high schools of Taipei City were above the average 

level, with trust among peers and teaching behavior scoring the highest. With respect 

to the background variables, teachers’ positions, years of service in a certain 

school, and school size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eachers’ awareness of 

organizational trust and their role behavior. Teachers at different ages of schools 

significantly perceived different organizational trust. Teachers with different degrees 

showed likewise a clear difference in teachers’ role behavior. In additi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eachers’ organizational trust and their role behavior was 

remarkably positive, with trust among peers being the most effective factor to predict 

teachers’ role behavior.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it is reasonable to suggest that 



the Bureau of Education should establish the appointment and rotation system of 

administrative positions and design relevant training courses and workshops. A 

training program and mentoring system for new teachers as well as teaching 

evaluation and a research review system for experienced teachers should be set up in 

order to encourage teachers to elaborate their behaviors. Moreover, it is also advised 

that teachers themselves may strive actively for administrative duties, upgrade the 

teachers’ specialties, and participate actively in groups of peers. The teachers 

should also enhance their abilities in self-integration, communicate with mutual trust, 

collaborate with others, face the academic work with positive attitude, and continue 

to impr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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