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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北縣國民中學校長幽默感與組織創新氣氛的關

係。透過問卷調查法作為研究工具。採分層比例抽樣，以台北縣公立國

民中學教師兼行政人員為施測對象，共發出 596 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

共 501 份，並以次數分配、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遜積差相

關、逐步多元迴歸等統計方法加以處理。 本研究獲致結論說明如下： 

一、台北縣國民中學校長普遍具有幽默感，且達中上的程度，其中以

「幽默因應能力」該層面被知覺的程度最高，而以「幽默創造能力」該

層面被知覺的程度最低。 二、台北縣國民中學組織創新氣氛的現況屬中

上程度，其中以「工作挑戰性」該層面被知覺的程度最高，而以「鼓勵



創新」該層面被知覺的程度最低。 三、男性教師、兼主任教師、年長教

師及在大型學校服務的教師，在校長幽默感有較高的知覺。 四、男性教

師、兼主任教師、年長教師、該校資深教師及在大型學校服務的教師，

在組織創新氣氛有較高的知覺。 五、校長幽默感與組織創新氣氛呈中度

正相關，幽默感愈高的校長，對於學校組織創新氣氛的營造，就愈有助

力與影響力。 六、校長幽默感對組織創新氣氛具有預測能力，從校長幽

默感表現的程度，便可預測該校組織創新氣氛的程度。 最後，研究者根

據上述研究結果進行分析討論並作成結論與建議，提供給教育行政機

關、國民中學校長及未來相關研究作參考。 關鍵字：幽默感、組織創新

氣氛  

摘要

(英)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rincipal’s sense of humor and organizational-innovation climate at junior high 

schools in Taipei County.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used in this research. 596 

questionnaires based on stratified ratio sampling were sent to the administrative 

teaching staff. 501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turned. Frequency distribution, t-

test, one-way ANOVA, 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d Multiple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The research findings 

were as follows: 1.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rincipal’s sense of humor at junior 

high schools in Taipei County was above the average level. 2. The performance of 

the organizational-innovation climate at junior high schools in Taipei County was 

above the average level. 3. Teachers who were male or senior, who also served as 

directors or who taught at large scale schools were more aware of the principal’s 

sense of humor. 4. Teachers who were male or senior, who also served as 

directors or who taught at large scale schools were more aware of the 

organizational-innovation climate. 5.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rincipal’s sense of humor and the organizational-innovation 

climate. 6. The principal’s sense of humor had significant prediction to the 

organizational-innovation climate.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some sugges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were made for principals of junior high schools,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 and further researches. Key words: Sense of Humor, 

Organizational-Innovation Cl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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